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目        錄 

恆力勵志小語 ………………………………………………………………………… 1 

109 年 06 月份中華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5 

 

 

110 年勞檢方針公告 增書面監督查核 外籍移工列職災預防檢查特定保護對象……… 6 

提升移工居住品質  勞部：明年起產業移工每人居住空間上調至 3.6 平方公尺………… 8 

打工旺季將至 勞動部 7 月啟動專案勞檢 總場次增至 1400 場 近年有違規紀錄優先  9 

去年 432 件勞保投保不實 罰近 400 萬元 投保基本工資人數偏高 續查 1.5 萬家企業 11 

補助改善工作環境 109 年新增橡膠業 鄒子廉籲雇主重視移工職災預防措施…… 13 

民團質疑工輔法未落實 缺乏完整資訊 經濟部六月起將定期更新 公開查處情形 15

主

參

加

網

路

聘

前

講

習 

可

用

健

保

轉換準則修正 定公服機構辦轉換起始日 避免名額重複 接續將招募與遞補名額計入 17 

聘僱部分工時勞工 申報加保時應註明 去年雇主未替員工投勞保遭罰 4,450 件…… 19 

108 年仲介評鑑之滿意度調查 7/15 展開 因應疫情全採電訪 逾 3 萬名雇主與移工受訪 21 

僑外生打工需申請工作許可 非法聘用重罰 陸生無開放在台工讀 雇主聘用將有刑責 23 

勞資會議代表線上備查系統 七月起上線節省企業郵寄成本 已逾百件以網路申請 25 

保障職災移工權益 勞團籲建立墊償制度 勞動部將請桃市提供事證 廢止移工名額 27 

 

 

硫化氫中毒死亡職災 職安署停工處分 加強局限空間檢查 籲做好危害預防措施 29 

產業移工少萬人 5 月定期查核家數減少 查核 3.9 萬餘家製造業 988 家移工超額 31 

109 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勞動部籲雇主配合……………………………… 33 

基本工資調漲否勞動部 8/18 開會討論 資方建議暫緩調漲 勞方盼今年適度調漲 35 

政院拍板修法 國外網購、70 萬外籍移工匯款可受惠………………………………… 37 

印尼重新開放移工輸出 台灣列首波名單………………………………… 39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恆力勵志小語 
 

《每一句好話，都能夠帶給大家無限的力量哦！》 

 

§ 每件負面的事 - 壓力、挑戰 - 都讓我更提升自己。 

§ 沉湎於希望的人和守株待兔的樵夫沒有什麼兩樣。                       楊董 

                                                               

§ 人的一生就像一篇文章，只有經過多次精心修改，才能不斷完善。 

§ 這一秒不放棄，下一秒就有希望！堅持下去才可能成功！                 二姐                                           

                                                               

§ 奔跑不單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態度，決定你人生高度的度。 

§ 知道你想要什麼，一半在於知道得到它之前必須放棄什麼。          張姐                     

                                                               

§ 美好的一天，從今天的努力，成就美好的未來開始。 

§ 放棄嘗試，你 100%不會成功。                               䕒文                                          

                                                               
§ 智慧是從人與事之間磨練出來的。 

§ 不要怕人家說你傻，要擔心人家說你太聰明，太聰明就是狡猾。           金瑛 

                                                               

§ 成功不能帶來快樂，但快樂可以帶來成功。 

§ 只要用心做事，不管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                           阿線 

                                                                                                     

§ 團隊聚在一起只是開端，保持團結才有進展，真正協力合作就能帶來成功。 

§ 當一個人專心走好自己的路時，他無需羨慕誰，不會取笑誰，更沒空抱怨誰。                    

                                                                    勇衡  

                                                               
§ 沒有人因水的平淡而厭倦飲水，也沒有人因生活的平淡而屏棄生活。 

§ 只有你爬到山頂了，這座山才會支撐著你。                             宏哲                             

                                                                

§ 做自已-不必將精力耗費在「無能為力的事」上。 

§ 人生不易，不要笑話別人，家家都有難唸的經，人人都有難唱的曲。       愷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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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 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寸，在人生的道路中就會活的很快樂。             婉蒂 

                                                                  
§ 活在當下，心存感激，開心地去走我們當下的每一步。 

§ 與其把壞事當成壞事來應對，不如把壞事當好事，思考這件事情好在哪裡。 雅琳 

                                                                

§ 生活，需要追求；夢想，需要堅持；工作，需要努力。 

§ 魚在溫水裡會容易的煮死，毛毛雨會很容易的打濕衣服，因為這些看似沒有殺傷力  

  的東西最容易讓人喪失警惕。                                     莎莎                                                                                                                                  

                                                                

§ 多造福，就可增無量的福報。 

§ 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                                             海平                                                                                                                                     

                                                                  

§ 每天對自己說一聲 加油! 

§ 知識要用心體會，才能變成自己的智慧。                       阿本 

                                                                
§ 與其花力氣去固守那些使你和別人一樣的事，還不如花力氣去尋找那些能使你不一 

  樣的事吧! 

§ 擁抱生活的每一種可能，與世界更好的相處，做自己，成為自己。         葦薰                          

                                                                  
§ 沒有期待，就不會失落，人與人之間，選擇不求回報不是為了別人，而是讓自己自 

  在。 

§ 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別人嘴裡。                             妙儒                

                                                                

§ 知道你想要什麼，一半在於知道得到它之前必須放棄什麼。 

§ 踏出阻擋你前進的過去，踏進你所想創造的未來。                       毓茹                                  

                                                                                 
§ 生活中，每個人都是你生命中的貴人！善待他們，就是善待自己，多一個朋友少一 

  個敵人。 

§ 生活難免會有挫折，別灰心繼續努力，因為堅持是一種態度。            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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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擔心換成關心和信心，積極行動，才能創造美好未來。 

§ 你的進步，才是面對負評的最佳態度和回應。                           雙雙 

                                                                                                                              
§ 改變是緩慢且困難的，但隨著時間和努力，幾乎任何習慣都可以被重塑。 

§ 成功就是一把梯子，雙手插在口袋的人是爬不上去的。      美甄     

                                                                                                                               

§ 感到不知所措的時候，不妨換的角度看問題。 

§ 人這一輩子，沒有四季，只有兩季。努力就是旺季，不努力就是淡季！     靜如             

                                                                                                                                

§『路』必須去走方能到達，『事』必須去做才能完成，『苦』必須去受才可消除。 

§ 不論你在什麼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之後就不要停止;不論你在什麼時候結束, 

  重要的是結束之後就不要悔恨。                                      惠真             

                                                                                                                                

§ 得意時應善待他人，因為你失意時會需要他們。 

§ 我們能為別人提供的最佳服務，就是幫助他們學會自助。                 裕嬪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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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06月份 中華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單 位：人 

 

行   業   別   總 計 印 尼 菲律賓 泰 國 越 南 其 他 

總     計 703,517 272,403 154,903 57,503 218,702 6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065 9,010 1,593 46 1,416 0 

製 造 業 428,943 63,872 122,898 54,072 188,096 5 

食品及飼品 29,263 5,667 4,242 3,265 16,089 0 

飲  料 940 174 166 127 473 0 

紡  織 23,671 4,656 4,489 4,604 9,922 0 

成衣及服飾品 4,434 346 589 383 3,116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18 377 92 424 1,325 0 

木竹製品 2,949 972 244 112 1,621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49 1,831 806 791 3,121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901 548 437 460 2,456 0 

石油及煤製品 40 13 2         － 25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553 512 1,649 773 1,619 0 

其他化學製品 3,240 828 780 315 1,317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84 253 407 35 389 0 

橡膠製品 10,544 1,710 955 1,941 5,938 0 

塑膠製品 29,136 5,049 3,880 4,228 15,979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797 2,410 2,025 2,668 4,694 0 

基本金屬 19,120 4,353 3,597 5,644 5,525 1 

金屬製品  97,731 17,659 13,884 13,144 53,044 0 

電子零組件 71,186 1,356 56,255 3,310 10,265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7,670 107 13,665 280 3,618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257 1,454 1,930 1,374 4,499 0 

機械設備 38,084 5,480 5,809 4,294 22,497 4 

汽車及其零件 14,483 2,813 2,650 2,585 6,435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10,106 1,866 796 2,015 5,429 0 

家  具 5,150 1,328 736 418 2,668 0 

其  他 11,837 2,110 2,813 882 6,032 0 

營 建 工 程 業 4,673 492 12 2,965 1,204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7,836 199,029 30,400 420 27,986 1 

資料來源：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說  明：1.105年起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次修訂)」編製。  

                      2.「其他」包含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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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勞檢方針公告 增書面監督查核 

外籍移工列職災預防檢查特定保護對象 

勞動部公告「110 年勞動檢查方針」，其重點包括將屬於「特定對象保護檢查」

的外籍勞工、原住民、童工、技術生、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等族群之職災預防，單獨列

出，及為因應疫情，減少檢查人力，精進效能，新增「書面監督查核」方式，明年將

會有專案檢查以書面查核方式進行，如移工教育訓練，雇主提供書面報告。 

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組長許莉瑩說明，勞動檢查方針依勞動檢查法第 6條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參酌我國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生條件、職業災害嚴重率及傷害頻率之

情況，於年度開始前 6 個月公告並宣導勞動檢查方針。 

許莉瑩進一步說明，110年度勞動檢查方針內容，包括優先受檢事業單位選擇原

則、監督檢查重點與檢查及處理原則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各勞動檢

查機構，依循擬定年度勞動監督檢查計畫，並據以辦理勞動檢查、宣導及輔導相關業

務。 

許莉瑩指出，110 年度勞動檢查方針增修重點包括監督檢查重點之「特定對象保

護檢查」，含括外籍勞工、原住民、童工、技術生、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等族群之職災

預防。這是以往就有檢查的對象，只是明年勞動檢查方針將其單獨列出，特定對象保

護檢查更加清楚。 

由於今年因為新冠肺炎影響，明年檢查類別將新增「書面監督查核」，勞動檢查

機構可針對轄區特性，函請事業單位提供預防計畫進行書面查核，再視需要就其執行

重點整理： 

勞動檢查方針依勞動檢查法第 6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

我國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生條件、職業災害嚴重率及傷害頻

率之情況，於年度開始前 6 個月公告並宣導勞動檢查方針。勞

動部公告「110 年勞動檢查方針」，其增修重點包括將屬於「特

定對象保護檢查」的外籍勞工、原住民、童工、技術生、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等族群之職災預防則單獨列出，另為強化事業單

位重視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及使用呼吸防護具，將前揭事項列

為檢查重點。今年因為新冠肺炎影響，明年將會有專案檢查以

書面查核方式進行，如移工教育訓練，雇主提供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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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實施檢查，今年下半年將選定部分事項或行業試推「書面監督查核」方式，如外

籍移工教育訓練，可由雇主先提供書面報告。又為強化事業單位重視生物病原體危害

預防及使用呼吸防護具，將前揭事項列為檢查重點。 

許莉瑩表示，110 年勞動檢查方針應實施檢查之事業單位，其中勞動條件部分：

1.經陳情、申訴、檢舉勞動條件不符勞動法令規定者。2.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

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3.經專案檢查或其他檢查，發現有違反法令情節重大或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不改善之情事者。 

至於職業安全衛生部分：1.發生死亡或重傷之職業災害及應追蹤改善情形者。2.

年度防災重點輔導對象，不配合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者。3.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

備申請檢查者。4.依勞動檢查法第 26 條規定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或檢查者。5.

未依規定配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或落實勞工身心健康保 護者。6.經陳情、

申訴、檢舉安全衛生不符勞動法令規定者。7.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違反勞動法

令情事者。 

該方針明示，實施勞動檢查時，就實領工資接近甚至低於基本工資者加強查察，

檢視有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檢查會談紀錄表上併請加註受檢單位或渠等

勞工之工資結構留存。實施勞動檢查時，就運用勞動基準法新制彈性工時之事業單位

加強查察雇主有無依法令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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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提升移工居住品質   勞部：明年起產業移工 

每人居住空間上調至3.6 平方公尺 

為了落實 ILO（國際勞工組織）精神，勞動部近日公告，把產業移工的居住面積 

從 3.2 平方公尺調升至 3.6 平方公尺，另外，雖然尚未能落實廠住分離，但也要求

雇主應聲明如廠住未分離、位宿地點位於危險性工作場所、是否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等列為聲明事項，並擬從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今年 5 月底為止，全台有 70 萬餘名移工，其中包括 44 萬

餘名產業移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表示，移工宿舍空間若在明年 

仍未符合每人 3.6 平方公尺的標準，可要求業者、雇主限期改善，若遲未改善，將

可裁罰 6 萬到 30 萬元，最嚴重狀況還可廢止聘僱許可。 

薛鑑忠坦言，現行的法令尚未禁止廠住分離，但透過雇主聲明事項列入廠住分離

等來做出風險分級，以利地方政府可以會同建管單位、消防主管單位做後續稽查 

管理。 

 

 

 

 

 

 

109.07.02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近日公告，把產業移工的居住面積從 3.2 平方公尺調升

至 3.6 平方公尺，另外，雖然尚未能落實廠住分離，但也要求

雇主應聲明如廠住未分離、位宿地點位於危險性工作場所、是

否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等列為聲明事項，並擬從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若在明年仍未符合每人 3.6 平方公尺的標

準，可要求業者、雇主限期改善，若遲未改善，將可裁罰 6 萬

到 30 萬元，最嚴重狀況還可廢止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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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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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打工旺季將至勞動部7月啟動專案勞檢 

總場次增至1400場 近年有違規紀錄優先 

暑假即將到來，勞動部將於七月至九月間針對打工熱門的行業，就工資、工時、

休息、例假、休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啟動「工讀生與部分工時勞動條件專

案檢查」，預計執行 1400 場次，並將特別檢視未滿十八歲青少年打工族的勞動狀況。 

職安署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專案勞檢時程全面延後，但近年部分工時勞動

權益受到社會高度關注，從過往執行的經驗，大約有二至三成的違規，因此勞檢場次

由往年約 1000場，今年增加至 1400場，將從僱用部分工時、工讀生較多的行業別中，

選定近兩、三年有違法紀錄的企業作為抽檢對象，事業規模則多為小型、微型企業。 

勞動部表示，《職業安全衛生法》針對青少年職場保護，規定雇主如僱用未滿 18

歲青少年，不得使其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的工作。此外，《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置備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件；工時部分，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或未滿 15

歲國民中學畢業者。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40小時，

例假日與夜間 8時至翌晨 6時間不得工作，雇主應依規定辦理相關事項，以免觸法。 

此外，事業單位常見違反事項，包含「延長工時未加給工資」、「國定假日出勤未

加給工資」、「未依法給予一例一休」等，也都會列為專案勞檢監督的重點。 

重點整理： 

勞動部將於七月至九月間針對打工熱門的行業，就工資、工時、

休息、例假、休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啟動「工讀生

與部分工時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預計執行 1400 場次，並將特

別檢視未滿十八歲青少年打工族的勞動狀況。勞動部表示，《職

業安全衛生法》針對青少年職場保護，規定雇主如僱用未滿 18

歲青少年，不得使其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的工作。此外，《勞

動基準法》規定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

件；工時部分，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或未滿 15 歲國民中學畢業

者。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40

小時，例假日與夜間 8 時至翌晨 6 時間不得工作，雇主應依規

定辦理相關事項，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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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強調，雇主與青少年朋友，工讀生的工時、工資及休假等勞動條件，均與

一般勞工享有相同的權益，法令保障絕對不會因身份別而有差異。呼籲雇主重視員工

的勞動條件及職場安全，並遵守勞動法令規定；青少年朋友打工時，如發現雇主有違

反法令情事，可就近向當地勞政機關或撥打 1955 勞工申訴專線提出申訴，以維護勞

動權益。雇主如因勞動法令認知不足而有協助需求，亦可提出諮詢或訪視輔導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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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去年432件勞保投保不實 罰近400萬元 

投保基本工資人數偏高 續查1.5萬家企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8年投保單位投保勞保、就保薪資不實的統計資料，針對基

本工資及部分工時身分加保比例較高，及單位平均投保薪資較去年同期減少幅度較大

等單位，進行輔導與查核，共計輔導 1萬 4,441家，查核 1,029家，經查不符規定核

處勞保罰鍰計 432件，罰鍰金額計 399萬餘元。 

勞保局提醒，投保單位應依被保險人的月薪資總額覈實申報其勞保（就保）投保

薪資，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的經常性報酬例如加班費、伙食津貼、績效獎金等，

無論採任何名目發給，或多久發給一次，都應列入月薪資總額，並依照勞工保險條例

及就業保險法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的月投保薪資，如有變動也應適時申報調整。 

為確保勞工各項給付權益，勞保局每年主動出擊清查勞保投保薪資，今（109）

年度針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差額比例較大」、「部分工時

或基本工資人數比例偏高」、「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或較去年同期減少」之單位，

將進行輔導及查核約 1.5 萬家。勞保局說明，輔導對象主要是投保單位所申報投保薪

資，與該行業平均差異較大者，或被發現投保單位申報薪資結構異常，例如以基本工

資投保的勞工佔比過高，就會先發函文通知。事業單位收到後，應自行核實申報，之

後勞保局將從中抽查，要求事業單位提出薪資資料，目前這項輔導工作都已在陸續進

重點整理： 

為確保勞工各項給付權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每年主動出擊清

查勞保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依被保險人的月薪資總額覈實申

報其勞保（就保）投保薪資，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的經常

性報酬例如加班費、伙食津貼、績效獎金等，無論採任何名目

發給，或多久發給一次，都應列入月薪資總額，並依照勞工保

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的月投保薪資，

如有變動也應適時申報調整。如企業未依規定申報員工投保薪

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經勞保局查證屬

實，將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按短報或少報保險費

金額，處四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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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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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行中。 

企業未依規定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經勞

保局查證屬實，將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按短報或少報保險費金額，處

四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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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補助改善工作環境 109年新增橡膠業 

鄒子廉籲雇主重視移工職災預防措施 

為協助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型，並促進就業，勞動部職安署陸續針對

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推動輔導改善及補助計畫，至今已深入輔導 214

家、補助 162家，補助 1.5億元經費，吸引本勞 1.7千人投入就業；109年為提升橡

膠製品製造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促進國人就業，將橡膠業納入補助計畫。 

勞動部職安署與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7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橡膠製品製造業啟動安全衛生與就業促進合作計畫」簽署儀式，締結伙伴合作

關係，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楊柏耕、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施貞仰出席並見證，期能

結合跨機關資源，共同提升橡膠製品製造業之產業競爭力。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橡膠製品因具有彈性、耐磨、防水、氣密及絕緣等不同特

性，其他原料產品難以替代，在各工業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因工廠內有很

多會反覆廻轉或上下移動的加工設備，作業勞工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跌落、撞擊、

夾捲等傷害，再加上工作環境的悶熱、噪音和化學品的危害，被認為是辛苦、危險、

骯髒的 3K產業，以致本勞就業意願較低，有引進外籍移工補充人力，然因橡膠製品

製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率相對較高，亟需落實安全管理，提升工安文化。 

鄒子廉呼籲，雇主應重視外籍移工之職災預防措施，供移工朋友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 

鄒子廉指出，繼先前輔導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之後，今年選定橡膠

製品製造業為新的重點輔導產業，為期 2年，由職安署成立專家團隊，提供免費臨場

訪視輔導及勞工健康服務，更規劃廠房設置安全衛生設備，及工作環境濕滑、陰暗等

重點整理：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繼先前輔導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

整理業之後，今年選定橡膠製品製造業為新的重點輔導產業，

為期 2 年，提供最高 250 萬元的改善補助，雇主應重視外籍移

工之職災預防措施、落實安全管理，提升工安文化供移工朋友

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橡膠製品製造業有意願可洽職安署

(02-8995-6666#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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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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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問題改善之經費補助，協助企業打造安全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並透過產業投資、跨

部會資源整合及學者專家技術支援等產、官、學界通力合作，協助該產業達成改善工

作環境，達成提升產業競爭力及促進就業之多元目標。 

職安署說明，全國橡膠製品製造業約有 1,100家、本勞與移工人數有 10萬人以

上。橡膠製品業列為今明二年重點輔導產業，提供最高 250萬元的改善補助，橡膠製

品製造業有意願可洽職安署(02-8995-6666#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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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民團質疑工輔法未落實 缺乏完整資訊 

經濟部六月起將定期更新 公開查處情形 

新版工廠管理輔導法今年 3 月 20 日上路，不過民間團體不滿違章工廠資訊未完

整公開，比對製造業稅籍中無工廠登記的企業家數，三年多以來增加超過 2萬家，而

媒體報導經濟部掌握的家數卻僅 466家。環團 7月 8日於經濟部門口召開記者會，跨

黨派多名立委聲援，呼籲落實工輔法規定，公開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及清查數

量，各縣市也應更新相關規定，明定針對新增建的斷水斷電程序。 

地球公民基金會指出，一直到六月底，經濟部才悄悄將「各縣市疑似未登記工廠

相關查處執行情形」放上網頁，卻僅有「已完成數量」，卻沒有「應完成數量」，外界

難以了解執行成效。 

經濟部方面，由中部辦公室主任郭坤明代表接受環團陳情，他表示，地方政府優

先輔導寬限期滿的臨時工廠展延，因此人力較為吃緊，六月起每個月會定期更新資料，

公布各縣市統計及執行情形，若有成效不彰，將會前往拜訪，逐案了解辦理狀況。 

郭坤明也提到，地方政府已掌握 157家新增及未登記工廠已遭停工，依規定必須

在一定期間內改善，否則將停供水電。 

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蔡佳昇表示，經濟部中辦官網從未公布新增建違章工廠家數，

而該會比對製造業稅籍中無工廠登記的企業數，2016年 5月 20日後新增數量至少有

重點整理： 

新版工廠管理輔導法今年 3 月 20 日上路，民間團體不滿違章工

廠資訊未完整公開，比對製造業稅籍中無工廠登記的企業家

數，三年多以來增加超過 2 萬家，而媒體報導經濟部掌握的家

數卻僅 466 家。環團 7 月 8 日於經濟部門口召開記者會，跨黨

派多名立委聲援，呼籲落實工輔法規定，公開新增及既有未登

記工廠名單及清查數量，各縣市也應更新相關規定，明定針對

新增建的斷水斷電程序。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任郭坤明代表表

示，地方政府優先輔導寬限期滿的臨時工廠展延，於六月起每

個月會定期更新資料，公布各縣市統計及執行情形，若有成效

不彰，將會前往拜訪，逐案了解辦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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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6 家，加上違法企業可能不只有一家違章工廠，部分違章工廠稅籍亦有可能並

非登記製造類，因此這個數量已是低估。他呼籲經濟部儘快公開違章清查數量與懲處

執行的詳細資料，落實《工輔法》，解決農地違章新增建的問題。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指出，經濟部公佈違章工廠相關查處情形資料的態度，違背「開

放政府」的精神，而《工輔法》第 28-2 條明定「工廠管理輔導會報得邀請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然而目前會報不只沒有民間代表，更沒公開預告會議、議程

等等資訊，地方公布拆除、斷水電的數據也與經濟部有出入。 

民進黨立委洪申翰則強調，政府對 2016年 5月 20日後新增的違章工廠即報即拆

的立場沒有改變，地方政府對此應有清查責任，若地方未依法進行查處，經濟部也應

依工輔法第 28-3 條停止供水、供電，同條也規定相關清查執行，應公告於網站使資

訊透明公開，但目前經濟部公開資料未有清查總數，與期待有所落差，因而要求不管

中央或地方都應做到資訊公開透明，該拆就拆，該斷水斷電就斷水斷電，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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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準則修正 定公服機構辦轉換起始日 

避免名額重複 接續將招募與遞補名額計入 

勞動部修正轉換準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自原雇主依規定辦理轉換登記之翌日

起 60日內，辦理外國人轉換作業，以明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換作業期

間起始日，相較先前規定是核准轉換加上辦理登記之日起 60天內，新規定公服機構

辦理轉換期間明確有 60 天，另增訂期滿轉換外國人得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辦

理期滿轉換作業程序。 

勞動部 109年 7月 7日公告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部分條文及第 13條附表

1、第 32條附表 3，該準則自 109年 7月 9日生效。 

勞動部說明，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後，可復申請重新招募或遞補招募許可，導致名

額重複核發；為明定雇主於辦理接續聘僱時，得申請重新招募或遞補招募許可之名額，

亦應計入雇主有效人數計算之，修正準則第 15條規定。 

舉例說明：雇主依該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上限為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9 年 7 月 7 日公告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

工作程序準則」部分條文及第 13 條附表 1、第 32 條附表 3，該

準則自 109 年 7 月 9 日生效。勞動部說明，雇主申請接續聘僱

後，可復申請重新招募或遞補招募許可，導致名額重複核發；

為明定雇主於辦理接續聘僱時，得申請重新招募或遞補招募許

可之名額，亦應計入雇主有效人數計算之，修正準則第 15 條規

定。另勞動部修正轉換準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自原雇主依

規定辦理轉換登記之翌日起 60 日內，辦理外國人轉換作業，以

明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國人轉換作業期間起始日，相較

先前規定是核准轉換加上辦理登記之日起 60 天內，新規定公服

機構辦理轉換期間明確有 60 天，另增訂期滿轉換外國人得透過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辦理期滿轉換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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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有一雇主平均僱用勞工人數為 100人，其在臺聘僱外國人共 10人，已取得

之招募許可共 8人，得辦理重新招募者 1人，得辦理遞補招募者 2人，接續日前二年

內因可歸責雇主須廢止許可人數共 5人，則該雇主得接續聘僱人數，計算如下：100

人 x30％- (10人+8人+1人+2人+5人) =4人。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因該法未規定同性婚姻關係準

用民法親屬編通則章有關姻親之規定，故同性婚姻關係之一方，並未與其配偶之血親

成立姻親關係，為能明確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權利義務關係，修正海洋漁撈工作、乳

牛飼育工作及機構看護工作等雇主接續聘僱外國人資格，另配合施行法修正接續聘僱

申請資格。 

先前期滿轉換之外國人是依其意願，於指定資訊系統登錄必要資料，以利新雇主

查詢或辦理接續聘僱，但是外國人無法運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調會途逕辦理轉換雇

主或工作。但是期滿轉換率低，遭立委抨擊，要求增加公服機構協助辦理轉換，因此

修法在轉換準則增訂期滿轉換外國人得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辦理期滿轉換作

業程序，以增加外國人與新雇主媒合機會。 

另現行一般轉換雇主之外國人倘無正當理由未出席公服機構協調會，視同放棄轉

換雇主或工作權利，由公服機構發函通知原雇主為該名外國人辦理離境手續。針對期

滿轉換之外國人，倘無正當理由未出席公服機構協調會，仍視同放棄轉換雇主或工作

權利，不過該外國人於原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原雇主依規定應負責遣送出國，故公服

務機構不需比照一般轉換作業發函通知原雇主為該名外國人辦理離境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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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部分工時勞工 申報加保時應註明 

去年雇主未替員工投勞保遭罰4,450件 

暑假即將到來，勞保局表示，暑期打工雖僅是短暫兼職，雇主仍應於暑期工讀生

到職當日為其申報參加勞(就)保並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保障打工學生在職期間之工作

安全及勞動權益，如所僱用之工讀生為部分工時人員，勞保局提醒，雇主在申報加保

時務必於加保申報表上註明「部分工時」字樣，以利正確計收勞（就）保保險費及勞

工退休金，否則將會以基本工資薪資計算。 

勞保局指出，108 年投保單位未替員工加保勞保被裁罰件數有 4,450件、裁罰金

額 4,396萬元，未核實申報勞保投保金額有 3,104件、裁罰 8,518.5萬元。另 108

年未提繳勞退金遭罰有 114件、裁罰金額 818.5萬元，未核實申報提繳勞退金有 1,807

件、裁罰金額 903.5萬元。 

勞保局說明，投保單位於暑期工讀生到職當日申報其參加勞（就）保及提繳勞工

退休金時，只需按其每月實際工資總額覈實填報，勞保局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自動歸入適當等級。如所僱用之工讀生

為部分工時人員，申報加保時請務必於加保申報表上註明「部分工時」字樣，以利正

確計收勞（就）保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 

此外，從事 2份以上工作的工讀生，如服務單位皆屬勞保強制投保單位(例如僱

重點整理： 

勞保局說明，投保單位於暑期工讀生到職當日申報其參加勞

（就）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時，只需按其每月實際工資總額覈

實填報，勞保局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及「勞工退

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自動歸入適當等級。如所僱用之工

讀生為部分工時人員，申報加保時請務必於加保申報表上註明

「部分工時」字樣，以利正確計收勞（就）保保險費及勞工退

休金。此外，從事 2 份以上工作的工讀生，如服務單位皆屬勞

保強制投保單位(例如僱用員工 5 人以上的公司、行號)，各雇主

均應為其辦理參加勞保；又如服務單位皆適用《勞動基準法》，

各雇主也都要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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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員工 5人以上的公司、行號)，各雇主均應為其辦理參加勞保；又如服務單位皆適

用《勞動基準法》，各雇主也都要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 

舉例說明，一位工讀生每天工作 4小時、每週工作 5天、時薪 158元（158元 x4

小時 x5天 x4週＝1萬 2,640元），雇主在加保申報單駐明「部分工時」字樣，勞保

局會依其實際薪資依 1 萬 3,500元級距去計算勞保費用，雇主一個月負擔保費 1,040

元、勞工自付 297元，勞退金 6％提撥一個月 810元。若是雇主沒有註明「部分工時」

字樣，勞保局就會依全職勞工依基本工資月薪 2萬 3,800元計算，勞保費變成雇主每

個月負擔 1,833元、勞工自付 524元，勞退金 6％每個月 1,428元。雇主的人事成本

若因未註明「部分工時」字樣，每個月每名員工會增加 1,411元。 

為主動提醒投保單位恪盡法遵，勞保局表示，109年 5月份保險費繳款單(6月底

寄發)背面，印製通函周知投保單位應注意暑期工讀生之勞(就)保及勞工退休金權益，

切勿因學生已用眷屬身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而誤以為可不必參加勞(就)保。 

勞保局提醒，工讀生也可利用自然人憑證、郵政金融卡、勞動保障卡、電話及臨

櫃辦理等方式，查詢雇主是否幫自己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有參加勞保的暑期工讀

生，如在工作時不慎受傷，依規定可請投保單位填發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或住院

申請書，並帶著健保卡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診，可享有免繳健保規定應部分負擔之

醫療費用，及住院 30日內膳食費減半之優惠；如未能於就醫時取得前開職業傷病醫

療書單，仍可於門診就診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6個月內，向勞保局申請核退自墊醫療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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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仲介評鑑之滿意度調查7/15展開  

因應疫情全採電訪 逾3萬名雇主與移工受訪 

《108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其中有關「雇主

或移工對於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滿意度調查」將自 7 月 15 日起展開調查，預計調查至

8 月 31 日止，由「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承辦，將調查訪問超過 3 萬名雇主

及移工；今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事業類（含漁船及養護機構）由工作地現場面訪改

採電話調查訪問，家庭類雇主與移工則是維持電話調查方式進行。 

勞動部指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包含兩部分：第一部

份是實地訪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第二部分是邀請雇主及移工就其委任之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進行服務品質調查，占總評鑑分數 100分的 16分。 

調查訪問的對象是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透過仲介公司引入移工之雇主，

還有雇主聘用之移工；依屬性又可以區分為家庭與事業(含漁船及養護機構)兩大類。 

勞動部說明，因應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為避免群聚感染

可能，「108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滿意度調查」，不論是事業類（含

漁船及養護機構）或是家庭類雇主與移工都是採電話調查方式進行，，事業類雇主與

移工最低有效樣本為 1 萬 5,500 人，家庭類雇主與移工最低有效樣本共 1 萬 4,500

人，都是採用分層隨機抽樣原則，分別由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的企業及家庭客戶中抽

出代表樣本後，再進行電話訪問。 

勞動部表示，仲介評鑑滿意度調查由原先 10分提高至 16分，調查內容簡單易答，

重點整理： 

《108 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

鑑，其中有關「雇主或移工對於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滿意度調查」

將自 7 月 15 日起展開調查，預計調查至 8 月 31 日止，由「聯

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承辦，將調查訪問的對象是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透過仲介公司引入移工之雇主及移工；

今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事業類（含漁船及養護機構）由工作

地現場面訪改採電話調查訪問，家庭類雇主與移工則是維持電

話調查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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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大約 10多題，雇主與移工問題相同，約 3分鐘即可完成回答。 

具體內容包含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依規定收取費用、是否詳細向雇主及移工說

明提供之服務項目、對雇主及移工聯繫提供服務情形、對仲介機構人員專業知識、服

務態度、辦理作業時間、協助溝通適應等滿意情形、是否主動積極探詢關懷移工於工

作、生活上是否有需要協助或反應之事項並協助通報主管機關等項目。 

勞動部提醒，對於需要配合電話調查的企業雇主，已陸續發函給企業，其中製造

業共有 5,406份，請雇主及移工屆時協助配合。如有任何疑問，可先洽聯合行銷研究

公司聯絡人：邱鳳琴或張瑞禎督導(每日上午 9點後電洽 02-27080757)，或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承辦人高愛玲小姐（02-8995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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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僑外生打工需申請工作許可 非法聘用重罰 

陸生無開放在台工讀 雇主聘用將有刑責 

勞動部提醒，現行規定僑外生在學期間，每週可以工作時數最多為 20 小時；至

寒暑假期間的每週工作時間則不受 20 小時限制，但須注意勞動基準法的工作時間規

範。另目前未開放大陸人士及學生在臺工作，若雇主聘僱大陸學生工作，將違反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面臨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臺幣 100萬元

以下罰金，雇主應注意求職學生身分，以免受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說明，在學僑外生的工作許可配合學校學期制，目前是一年

發 2次，並採線上申請，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中（含）以上學校的僑生及華裔

學生（港澳地區學生），及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校院的外國留學生，申請時

應具備申請書、有效期間之護照影本、審查費收據正本等相關文件；另外國留學生則

需再檢附就讀學校同意工作證明或特殊語文專長證明文件，向勞動力發展署線上申

請。    

目前在學僑外生有效工作許人數約 3.1萬人，發展署提醒，僑外學生如有工讀需

求，應先向勞動部申請核發工作許可，才可以受僱工作，僑外生未經許可工作，會以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醒，為避免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僑外學生從事工作，

雇主僱用前，應請僑外學生出示本人的工作許可函，工作許可

函上會載明僑外學生姓名、護照號碼、許可期間等相關資訊，

同時應比對其護照或居留證正本等資料，以確認此函為其本人

所持有，且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 6 個月，逾期則必須重新

申請。僑外生未經許可工作，會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規

定，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至於雇主聘僱未

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僑外生，將依「聘僱未經許可外國人」處以

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另目前未開放大陸人士及學生

在臺工作，若雇主聘僱大陸學生工作，將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面臨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臺

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雇主應注意求職學生身分，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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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條規定，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至於雇主聘

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僑外生，將依「聘僱未經許可外國人」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萬元罰鍰。 

為避免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僑外學生從事工作，勞動部提醒，雇主僱用前，應請

僑外學生出示本人的工作許可函，工作許可函上會載明僑外學生姓名、護照號碼、許

可期間等相關資訊，同時應比對其護照或居留證正本等資料，以確認此函為其本人所

持有，且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 6個月，逾期則必須重新申請。 

查驗方式也可至移工動態查詢系統

(https://labor.wda.gov.tw/labweb/Login.jsp)查詢；另相關聘僱規定，可至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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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資會議代表線上備查系統 七月起上線 

節省企業郵寄成本 已逾百件以網路申請 

為方便事業單位進行勞資會議名單備查，勞動部建置全國性的「勞資會議勞資代

表名單線上備查系統」(https://meeting.mol.gov.tw)，事業單位於今年 7 月 1日上

線，提供全國一致的備查管道，目前已有 100 多件透過該系統申請，34家審核通過。 

107年 3月勞基法修正，有關企業實施七休一例假調移、減班休息等，均應經過

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而企業如欲申請引進移工，須檢附至少四次勞資會議紀錄，才

能向地方政府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今年第一季，定期

召開勞資會議的企業家數已成長至 11萬 8,862家，相較 106年底的 7萬 9000 家，兩

年多以來增加近四萬家，可見勞資會議獲得更多企業重視。 

勞動關係司長王厚偉表示，企業每四年進行一次勞資會議代表選舉，需要做一次

備查，中間如有出缺、更換人員也要再做一次，為簡化事業單位備查勞資會議代表名

單流程，採取 e化便民服務，透過線上備查系統，事業單位採憑證方式於系統內登錄

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單，減少郵寄成本及用紙。 

系統於收到登錄資料後，將自動通知事業單位所在地方主管機關至系統審查，並

回復事業單位以完成備查程序，簡化流程。企業面臨勞檢人員要求出示勞資會議備查

資料時，亦可免去找尋紙本資料的困擾。 

事業單位如未申請憑證，不便採用網路申請，亦可循傳統紙本方式向地方政府通

報。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有事業單位詢問是否得以視訊方式召開勞資會議。根據「事

重點整理： 

勞動部建置全國性的「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單線上備查系統」

(https://meeting.mol.gov.tw)，為簡化事業單位備查勞資會議代表

名單流程，採取 e 化便民服務，透過線上備查系統，事業單位

採憑證方式於系統內登錄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單，減少郵寄成

本及用紙為方便。企業面臨勞檢人員要求出示勞資會議備查資

料時，亦可免去找尋紙本資料的困擾。事業單位如未申請憑證，

不便採用網路申請，亦可循傳統紙本方式向地方政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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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事業單位採視訊舉辦勞資會議，除應經勞資會

議決議通過外，會議進行應確保「共見共聞、足堪辨識」的原則。 

事業單位及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應分別召開勞資會議，勞工人數應

將全職勞工、部分工時及外國籍勞工納入計算，依規定勞資會議每季召開一次，但事

業單位在成立勞資會議後，可訂出每三個月或低於三個月週期，於週期內至少召開一

次以上會議，不必剛好間隔三個月。 

為方便事業單位使用線上備查系統，勞動部已於系統首頁上傳教學影片。事業單

位對系統使用有相關疑問，可電洽：(02)8791-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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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保障職災移工權益 勞團籲建立墊償制度 

勞動部將請桃市提供事證 廢止移工名額 

日前發生一起泰籍勞工操作起重機時發生意外，但據傳所任職的鐵工廠不願給付

醫療費及賠償，以致該名移工不堪醫療負荷而輕生，凸顯出許多 3K 產業移工受限語

言隔閡，職前訓練不足，一旦面臨職災造成失能或死亡，雇主不願負起責任，將更為

求助無門。包含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希望職工中心等多個勞團 7 月 22 日上午勞動部

前陳情，呼籲勞動部應廢止該工廠聘僱移工名額，並比照關廠歇業墊償制度，一經確

認為職災，可由政府先行墊付後代位求償，保障職災勞工權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指出，泰籍勞工拜倫來台後，即在同一鐵工廠服務 12年。108

年 7 月 17 日下午被台籍員工指派操作「橋式起重機」時遭到鐵塊碰撞，當下受到極

大外力衝擊，但當時無明顯外傷，直到隔天早上因疼痛才送醫。移工團體批評，職災

發生後，雇主不僅辯稱是勞工自己跑去操作，甚至指控拜倫自己喝酒跌倒、自己生病，

僅願負擔部分薪資，不願給付相關醫療費及賠償。 

據了解，勞雇雙方近期可能就賠償事宜在泰辦處協商，資方也否認有不聞不問情

重點整理： 

許多 3K 產業移工受限語言隔閡，職前訓練不足，一旦面臨職災

造成失能或死亡，雇主不願負起責任，將更為求助無門。台灣

國際勞工協會等多個勞團向勞動部前陳情，呼籲應廢止工廠聘

僱移工名額，並比照關廠歇業墊償制度，一經確認為職災，可

由政府先行墊付後代位求償，保障職災勞工權益。勞動部也強

調，將持續針對經常僱用移工的高風險事業單位加強各項監督

檢查，並對聘有外籍移工的工廠及工地實施專案輔導，同時以

移工母語印製災害預防宣導摺頁等資料，辦理相關防災宣導、

教育訓練，督促雇主落實安全衛生設施改善，預防移工職業災

害。勞動部表示，移工發生職業災害時的補償，可依勞工保險、

勞動基準、職業安全衛生等法令規定辦理，並設有外籍移工慰

問金、法律訴訟扶助等協助措施，「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目前立法進行中，將廣納各界建議，通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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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事，但確切時間未定。 

另有一位任職於染整廠的印尼移工 AAN 於 102 年 3 月 31 日在工作中發生職災，

造成右手掌嚴重殘損，因雇主拒絕賠償，勞工因此提出損害賠償訴訟，107 年 8月 28

日經法院判決確定，雇主應賠償 144 萬餘元，但雇主透過關係企業三度脫產，迄今

AAN一毛錢都拿不到。 

移工團體質疑，這種企業資產為零，卻能僱用上百名移工，現行制度顯有檢討必

要。 

對此勞動部回應，有關泰國籍移工拜倫部分，桃園市政府已依違反未通報職業災

害、未按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分別處以 3 萬元、2萬元罰鍰，勞動部將請桃市府

提相關事證，依照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以 1:2廢止移工名額，並管制申請兩年。 

有關罹災勞工權益，經桃市府協調，今年 5月已返還移工 9萬 3千多元工資，移

工因發生職災事故，已核准所申請慰問金 1萬元，因移工已身故，家屬可再申請最高

10 萬元慰問金。至於職業傷害保險給付，勞保局已支付移工住院期間除自費項目以

外的醫療費用，所申請的職業傷害失能年金將以從寬、從簡、從速原則審查辦理，後

續將洽請泰國駐台辦事處協助家屬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勞動部也強調，將持續針對經常僱用移工的高風險事業單位加強各項監督檢查，

並對聘有外籍移工的工廠及工地實施專案輔導，同時以移工母語印製災害預防宣導摺

頁等資料，辦理相關防災宣導、教育訓練，督促雇主落實安全衛生設施改善，預防移

工職業災害。 

勞動部表示，移工發生職業災害時的補償，可依勞工保險、勞動基準、職業安全

衛生等法令規定辦理，並設有外籍移工慰問金、法律訴訟扶助等協助措施，「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目前立法進行中，將廣納各界建議，通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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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氫中毒死亡職災 職安署停工處分 

加強局限空間檢查 籲做好危害預防措施 

近期台南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發生硫化氫中毒事故，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立

即派員會同台南市職安健康處前往現場實施檢查，初步調查發現作業人員進入人孔作

業，未實施通風換氣與有害氣體濃度測定，致 2名包商勞工吸入高濃度硫化氫而中毒

死亡。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除予以停工處分外，並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追究

雇主及原事業單位罰責，如相關行為人過失情節重大，將一併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職安署也已要求各勞動檢查機構針對此類局限空間作業提升檢查強度，阻止類似

災害重複發生。 

職安署指出，局限空間場所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且類型多元，諸如人孔、下水道、

污水槽、坑井、塔槽等因為自然通風受限，內部常滯留缺氧空氣或毒性氣體，例如硫

化氫、一氧化碳，通常只有在需要進行檢修或保養時，人員才會進入內部作業，如果

事業單位平時未落實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訓練，易造成作業人員輕忽其危害性。 

由於這類場所因進出受限以致救援不易，發生災害時，往往造成作業相關的勞工、

重點整理： 

職安署指出，局限空間場所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且類型多元，

諸如人孔、下水道、污水槽、坑井、塔槽等因為自然通風受限，

內部常滯留缺氧空氣或毒性氣體，由於這類場所因進出受限以

致救援不易，發生災害時，往往造成作業相關的勞工、承攬商、

雇主，甚至包括救援人員等多人死傷，而肇災的缺氧空氣或毒

性氣體是無法靠自身的視覺或嗅覺來辨識，造成相關人員危害

意識不足而相繼罹災。職安署強調，呼籲事業單位雇主，局限

空間作業通常為非經常性作業，務必要定期強化相關人員的危

害意識，同時要落實進出場所的管制與承攬商的管理，才能有

效落實危害預防措施。此外，各勞動檢查機構已啟動局限空間

加強監督檢查計畫，對於未依規定辦理者，除當場勒令停工外，

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處最高 30 萬元之罰鍰，以杜絕此類災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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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雇主，甚至包括救援人員等多人死傷，而肇災的缺氧空氣或毒性氣體是無法

靠自身的視覺或嗅覺來辨識，造成相關人員危害意識不足而相繼罹災。 

職安署強調，從事局限空間作業前，一定要實施通風換氣，徹底排除危害氣體與

維持內部新鮮空氧，並且要以儀器監測內部氣體濃度，確認對人體無害後，才可進入

作業。呼籲事業單位雇主，局限空間作業通常為非經常性作業，務必要定期強化相關

人員的危害意識，同時要落實進出場所的管制與承攬商的管理，才能有效落實危害預

防措施。 

此外，各勞動檢查機構已啟動局限空間加強監督檢查計畫，對於未依規定辦理者，

除當場勒令停工外，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處最高 30萬元之罰鍰，以杜絕此類災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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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移工少萬人 5月定期查核家數減少 

查核3.9萬餘家製造業 988家移工超額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外籍移工在台人數成長趨勢自 109年 2月 71萬 9, 487 人反

轉，持續遞減至 109 年 6 月底時，移工在台人數為 70 萬 3,517 人，減少 1 萬 5,970

人，減少人數多在製造業；根據勞動部 109年 5月定期查核資料，3萬 9,285 家製造

業雇主接受查核，查核家數較 2月減少 36家，這是自 97年實施定期查核以來，查核

家數首次減少。 

109年 6月底外籍移工 70萬 3,517人，產業移工有 44萬 5,681人、社福移工 25

萬 7,836人，較 2月底總數減少 1萬 5,970人，其中產業移工減少 1萬 253 人，主要

是三行業專案少 7,343 人與附加移工少 2,678人。 

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製造工作定期查核基準」，每年 2月、5月、8月、11

月，每 3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聘僱外籍移工人數及比例。 

根據勞動部 109 年 5 月定期查核資料，共查核 3 萬 9,285 家雇主，結果有 988

家雇主聘僱外籍移工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2.51％；勞動部已發函通知

限期改善；另外 97 家雇主經要求限期改善，但複查後仍未符合規定，將廢止其招募

許可與聘僱許可，而廢止許 可外籍移工人數有 132人。 

勞動表示，3萬 9,285 家雇主其中 1萬 6,352家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外加就安費引

進外籍工配額滿 3 個月接受查核，其中 561 家雇主外籍移工超標要求限期改善，有

重點整理： 

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製造工作定期查核基準」，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每 3 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聘僱外籍

移工人數及比例。根據勞動部 109 年 5 月定期查核資料，共查

核 3 萬 9,285 家雇主，結果有 988 家雇主聘僱外籍移工人數超過

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2.51％；勞動部已發函通知限期改善；

勞動部提醒，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

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外籍勞工，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

雇主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仍需面臨就業服務

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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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家須提報廢止外籍移工配額，廢止外籍移工人數 88人。 

勞動部指出，鼓勵失業勞工投入缺工行業，18個月共可領到 10萬 8,000 元，運

用階梯式補助方式，提高求職者進入相關職場之就業意願及在職勞工持續留任之誘因，

鼓勵國人從事缺工行業，兼顧紓緩國內缺工情形及穩定失業勞工就業。 

缺工就業獎勵津貼成效，109年 1月至 6月推介到 3K產業僱用人數有 1,263人、

核准上工獲得補助有 803 人。 

勞動部提醒，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聘本國勞工或是減

少外籍勞工，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雇主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

仍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萬元至 30萬元罰鍰。 

勞動部指出，自 97 年 5 月首次辦理定期查核，至 109 年 5 月底，製造業定期查

核已實施 49次，累計總查核達 115萬 974家次，不符規定比例的雇主累計 3萬 3,648

家次，約占查核總家次 2.92％，累計提報廢止有 3,936家次、廢止外籍移工人數 5,901

人。 

根據資料顯示，5 月查核家數較 2月減少 36家，勞動部官員表示，這 36家製造

業可能因為營運等種種因素沒有繼續聘僱外籍移工，所以不須再接受定期查核。 

 

 

 

 

 

 

 

 

 

 

 

 

 

 

 

109.07.27外勞通訊社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9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勞動部籲雇主配合 

為了解僱用外籍移工事業單位及家庭對外籍移工的管理、運用及其工作概況，作

為外籍移工引進及管理之政策參據，勞動部委託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7月至 8

月辦理 109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其中事業單位將調查 4,500家、家庭類雇主

則訪問 4,000位，該調查報告預計今年 12月底會對外公開。 

勞動部統計處表示，為了解國內移工引進及管理業務情形，作為未來相關政策推

動之參考，這次項目與去年大致相同，不過因應疫情，有在家庭類雇主的問卷新設計

一題，詢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期間，雇主是否有改變外

籍家庭看護工在假日的放假情況，若是減少假日放假，不放假時是否發給加班費。 

至於去年新增二個問題，事業類詢問雇主在過去一年中是否給付外籍移工非經常

性薪資，包括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或三節(端午、中秋、年

終)獎金；或非按月發放之員工酬勞(包含現金及股票)等；與在家庭類則增詢問雇主

是否願意配合國內長期照護制度規劃，負擔上課費用，讓外籍家庭看護工參加國內照

顧服務講習課程，費用選項有每年 1,500元以下、每年 1,500元-未滿 4,500 元及每

年 4,500元以上，今年仍持續詢問。 

重點整理： 

勞動部統計處表示，為了解國內移工引進及管理業務情形，作

為未來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委託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7 月至 8 月辦理 109 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其中事業單位

將調查 4,500 家、家庭類雇主則訪問 4,000 位，該調查報告預計

今年 12 月底，會對外公開勞動部表示，這次因應疫情，於家庭

類雇主的問卷新設計一題，詢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期間，雇主是否有改變外籍家庭看

護工在假日的放假情況，若是減少假日放假，不放假時是否發

給加班費。目前問卷正進行調查中，呼籲雇主配合調查，收到

調查表後一週內填妥調查表，若是對調查作業有任何疑義，可

以電洽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02-5553-2685 轉分機 101 施

先生）或勞動部統計處（02-8995-6866 轉分機 2912 或 2914 曾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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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表示，目前問卷正進行調查中，呼籲雇主配合調查，收到調查表後一週內

填妥調查表，若是對調查作業有任何疑義，可以電洽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02-5553-2685轉分機 101施先生）或勞動部統計處（02-8995-6866轉分機 2912

或 2914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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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調漲否勞動部8/18開會討論 

資方建議暫緩調漲 勞方盼今年適度調漲 

勞動部第三季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間已確定，將在 8月 18 日上午 10

時在勞動部舉辦，今天已發開會通知給各委員；由於今年疫情影響，對於基本工資調

整多持保留態度，日前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有資方代表建議，製造業與服務業營運

型態不同，兩行業適用的基本工資應脫鉤，勞方代表則建議今年能適度調漲基本工資，

調幅可藉由客觀數據討論。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表示，今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 8

月 18日上午 10時於勞動部召開。 

勞動部 6 月 30 日召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勞、資代表曾就基本工資調整與

否發言討論，政府代表與學者專家則是傾聽各方意見未就此討論。 

基本工資調漲移工受惠 資方指傳產缺工增配額 

資方委員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會賴博司指出，本會會員廠商以製造業居多，

基本工資調整幅度過大，加重廠商負擔；工業區廠商給予本勞高於基本工資的薪資，

基本工資調漲無法反映給本勞，大多是外籍移工受惠。此外，傳統產業缺工嚴重，外

籍移工需求較高，建議增加外籍移工配額。 

資方委員台灣連鎖加盟次進協會李日東指出，連鎖業會員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災

戶，觀光業及餐飲服務業 受創最為嚴重。他建議今年審慎處理基本工資，暫緩調整，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表示，今年勞動部第三

季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間已確定，將在 8 月 18 日上

午 10 時在勞動部舉辦；由於今年疫情影響，對於基本工資調整

多持保留態度，基本工資目的是幫助勞工維持其基本生活所

需，但企業主給予勞工的報酬，是依勞工工作效率給予不同工

資，例如設立奬金制度，而非齊頭式的平等，一律給予其同等

薪資。基本工資政策用意，但亦應同時考慮企業多元之經營型

態，政策可以有不同的思維。勞方代表則建議今年能適度調漲

基本工資，調幅可藉由客觀數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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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全球疫情尚未穩定，下半年的經濟情勢並不明朗。勞資共生，經過此次疫情衝擊，

勞工應有所體認，若經濟景氣未復甦，如何談論調整基本工資。 

李日東表示，製造業與服務業營運型態不同，兩行業適用的基本工資應脫鉤。 

資方委員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游永全指出，基本工資目的是幫助勞工維持

其基本生活所需，但企業主給予勞工的報酬，是依勞工工作效率給予不同工資，例如

設立奬金制度，而非齊頭式的平等，一律給予其同等薪資。他表示認同基本工資政策

用意，但亦應同時考慮企業多元之經營型態，製造業與服務業性質迥異，政策可以有

不同的思維。 

資方委員中華民國工業總會何語指出，在基本工資議題，服務業確實面臨重大壓

力。疫情過後，全球經濟結構及國內產業結構將面臨重大改變，傳統製造產業仍然必

須要有開發新技術或自動化改革的能力，才能於市場繼續生存，勞工連帶也受到影

響。   

勞方指最低工資法通過 分階段制度性達 3萬元 
勞方委員代理者-全產總秘書長戴國榮指出，疫情衝擊，政府提供許多紓困措施。

國內事業單位關廠歇業情形未大幅增加，係因勞資雙方共體時艱，實施減班休息。根

據研究，基本工資調漲對 9人以下小型企業影響最大，建議採行於一定期間內予以薪

資補貼或稅賦減免等政策工具，降低企業衝擊。 

戴國榮進一步指出，AI 時代來臨，政府輔導產業轉型升級，企業經營型態改變，

勞力密集工作都被機器取代，外籍移工引進人數理應減少，未來，基本工資之調漲對

企業影響應該越來越小。 

戴國榮表示，目前透過每季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勞資雙方客觀討論相關議題。

最低工資法通過後，期待能藉由研究小組研議，分階段、制度性地達成最低工資 3

萬元的目標。我們建議今年能適度調漲基本工資，至於調幅可藉由客觀數據充分討

論。 

勞動部資料指出，基本工資月薪由 2萬 3,100元調整至 2萬 3,800元後，本國籍

勞工受惠人數約 136 萬人，外籍移工約 46 萬人；時薪由 150 元調整至 158 元後，約

有 48 萬名本國籍勞工受惠。受惠之本國籍勞工所在的產業，大多分布於「批發及零

售業」、「製造業」及「住宿及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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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拍板修法 國外網購、70萬外籍移工匯款可受惠 

勞行政院會上午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將原本「電子支付」、

「電子票證」二元化管理的法制統合為一，增加民眾支付的便利性。金管會舉例，未

來民眾可享購買外幣及匯款的便利性，如在國外網購時，較不受匯率影響；國內 70

萬外勞也可用較低手續費匯款回鄉。 

金管會為符合支付工具虛實整合潮流，及因應支付生態圈發展趨勢下業者擴大業

務範圍需求，「電子支付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上午在行政院會通過。蘇揆表示，修

法將原本「電子支付」、「電子票證」二元化管理的法制統合為一，透過擴大電子支付

機構的業務範圍，開放跨機構間互通金流服務，增加民眾支付的便利性，是我國儲值

支付工具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依據草案規劃，未來將由財金資訊公司經營共通平台，整合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

業務，也就是說，銀行帳戶、電支帳戶、電票帳戶將可互相流通。 

金管會銀行局長莊琇媛表示，修法後還新增電子支付機構可購買外幣及匯款功能，

如民眾使用街口支付，當要購買國外網站 10美元商品時，若在台幣 29.5元兌 1美元

時先購買外幣，未來結帳時若漲到 30美元就可以原先購買外幣結帳，減少匯差風險。 

另外，外籍移工透過電支機構也以較低的手續費匯款回家，她表示，以現行狀況，

如果到移工到銀行匯款，費用約 4、5 百元，不是移工所能負擔的，未來在電支機構

開放移工匯款後，手續費可望更低，對 70萬外籍移工是很大的優惠。 

莊琇媛也說，未來所有電子支付機構及電票機構都會加入平台，像是跟同事吃飯

後要拆帳，支付寶的錢就可轉入其他同事帳戶或電票帳戶，對資金流通便利；而電支

重點整理： 

勞行政院會上午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將

原本「電子支付」、「電子票證」二元化管理的法制統合為一，

增加民眾支付的便利性。依據草案規劃，未來將由財金資訊公

司經營共通平台，整合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業務，銀行帳戶、

電支帳戶、電票帳戶將可互相流通。金管會銀行局長莊琇媛表

示，修法後還新增電子支付機構可購買外幣及匯款功能，舉例：

未來民眾可享購買外幣及匯款的便利性，如在國外網購時，較

不受匯率影響；國內 70 萬外勞也可用較低手續費匯款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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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還有附隨業務，像電子發票儲存等，也可做為禮券管理平台，消費的點數及信用

卡點數也可彼此兌換，對消費者有很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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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重新開放移工輸出 台灣列首波名單 

印尼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輸出移工逾 4 個月，印尼勞動部今天宣布，已和 14 個

國家達成重新輸出移工的協議，包括台灣，內容包括執行相關防疫規範，印尼會嚴格

確保移工的健康。 

印尼勞動部部長伊達（Ida Fauziyah）、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本尼

（Benny Rhamdani）今天共同召開記者會宣布，印尼已經準備好讓移工重新到 22 個

安置國工作，其中 14個國家已經與印尼完成相關協議。 

印尼官員並未說明與各國協議的細節，包括開放時間以及聘用移工的產業部門。

本尼會後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指出，重新開放輸出移工的公告，明天就會轉給印尼

駐在這 14個安置國的大使館以及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為防堵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印尼自 3 月 20日起暫

停輸出移工。伊達今天指出，印尼已經有 8萬 8973名移工準備好到 22個安置國工作，

移工的安置將會視安置國的準備狀況逐步開放。 

與印尼達成協議的 1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澳洲、香港、新加坡、土耳其、

辛巴威、科威特、奈及利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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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為防堵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印尼

自 3月 20 日起暫停輸出移工逾 4個月，印尼勞動部部長伊達（Ida 

Fauziyah）、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本尼（Benny 

Rhamdani）今天共同召開記者會宣布，印尼已經準備好讓移工

重新到 22 個安置國工作，其中 14 個國家已經與印尼完成相關

協議，14 個國家包括台灣，內容包括執行相關防疫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