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雇主注意！明年基本工資、勞保、健保恐齊漲

    明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月薪將調升至2萬4,000元、時薪將調整至160元，雇主

法定人事成本增加37.3億元，再加上勞保費率剛好遇到調整年、健保費率也蠢蠢欲

動，明年雇主所有的法定成本預計將大增近346億元。

    勞動部8月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通過最新的基本工資，勞動部表示，這次月薪調

升至2萬4,000元後，預估約155.85萬名勞工受惠，包括本勞109.77萬名，外勞46.08

萬名，總計雇主每年將增加成本為22.99億元；至於時薪調升至160元，預估影響約

52.43萬名勞工，雇主將增加14.3億元成本，等於在基本工資調整後，雇主在因應工

資調升、勞保、勞退與健保費用合計將新增成本約37.3億元。

    《勞工保險條例》在2009年修正實施後，保險費率自7.5％起算，並於2011年開

始逐年調高0.5個百分點至10％，並自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個百分點至上限

13％。去年勞保、加上就保費率1％合計調整至11％，由於今年未調整勞保費率，依

規定明年將調整，即勞保加上就保費率合計為11.5％。

    以明年度的勞保投保月薪分級表來計算，雇主每月需替每名勞工多負擔84元至

160元。若以全台受僱員工764.9萬人、目前勞保平均投保薪資3萬2,507元來計算，雇

主為因應勞保費率調升0.5個百分點，一年將新增104.4億元支出。

    另外，全民健保費用也預計在11月開會討論明年費率是否調整，外界預估費率恐

調升至5.23％，以目前雇主須負擔勞工六成健保保費來計算，雇主一年將新增204億

元費用。



《經濟》移工外展上路 彰濱明年引進

    【時報-台北電】經濟部日前向勞動部提案在彰濱工業區試辦「製造業外籍移工

外展服務」，首波先開放50名，將由經濟部核准的非營利組織擔任僱主。近日已由彰

濱工業區服務中心發包，並由「中華工商資源整合策進會」得標。

    總統蔡英文2018年赴彰化縣政府舉辦與彰化企業工商發展促進座談會，會中廠商

向總統反映工業區缺工，當時蔡英文裁示，由經濟部先行針對轄管工業區廠商缺工人

數及工作待遇進行調查。

    據經濟部工業局日前估計，轄管工業區職缺為3200餘人，其中又以彰濱工業區缺

工最嚴重，共有8家廠商提出職缺計323人。評估彰濱工業區缺工原因，包括交通不便

及生活機能不佳。

    經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今年決議，外展機構不用聘一定數額的本勞限

制，但要派單位加計原本廠內的移工人數不得超過40％的上限，就安費則依原本3K五

級、EXTRA制來計算，從2000元至9000元不等，一次得聘用3個月至6個月不等，首批

開放50個名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主任陳昌邦說，外展機構要先獲得彰濱

工業區服務中心的認定函，後續也要比照以合理勞動條件（外展製造為2萬8000元）

向工作場所所在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後，辦理至少21日辦理招募本國勞

工，拿到求才證明後，才可以申請招募許可。

    陳昌邦說，取得招募許可後，也要備妥如生活照顧等空間才能引進，「平均要3

至6個月時間」，若要目前引進可能還要準備居家檢疫空間，最快可能要明年才能有

外展製造業移工。(新聞來源：中國時報─記者林良齊／台北報導)

   



酒後騎電動自行車違規 桃園每月 87人荷包失血多半移工

    桃園市警局最近擴大執行取締酒駕，發現許多外籍移工酒駕騎電動自行車被攔下

移送公共危險罪嫌，統計前7月每月約87人酒後騎電動自行車等慢車被移送公共危險

罪嫌和罰款，其中外籍移工被攔查涉公危案佔5成2，包括徎人、外籍移工不知道路交

通規定荷包失血，市警局交通大隊今天下午表示，將加強宣導國人、外籍移工騎自行

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慢車禁止酒後上路，避免違規被罰，荷包得不償

失。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最近相繼接到外籍

移工酒駕騎電動自行車，被警方依公共危

險罪嫌移送法辦，日前1天3、4起外籍移

工電動自行車酒駕案，包括菲律賓籍移工

杰麥、泰國籍移工威奈、塔庫等人，分別

在龜山、蘆竹、大溪等地酒駕騎電動自行

車，檢方依公共危險罪嫌聲請簡易判決，

也有國人不知酒後騎電動自行車違規送

辦。

    針對今年許多外籍移工酒後騎腳踏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違規開罰行

為，交通大隊統計桃園市前7月，總共取締慢車公共危險罪嫌610件，平均每月87人騎

電動自行車等慢車涉及公共危險罪嫌被罰，其中外籍移工318件，佔5成2比例，市警

局將加強宣導國人、外籍移工禁止喝酒騎自行車慢車上路。

    交大表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腳踏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

行車等慢車，均禁止酒後騎車，騎腳踏車酒測超過0.15毫克以上，違規開單處600到

1200元罰款，若是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若酒測超過0.25毫克以上，將依公

共危險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及開罰。



印尼要求僱主支付來台移工費 被照顧者抗議

    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自7月底收到印尼單方面公告，表示所有來自

於印尼國家之家庭看護移工，自2021年1月1日起須由台灣雇用方支付承擔，包含：來

台機票、護照、體檢、安置、訓練等相關費用，目前台灣仲介已報價約7~10萬元。

    故8月27日偕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脊隨損傷者聯合會至勞動部遞陳情書、抗議，

希望政府不要再犧牲重症患者與被照顧者的權益，與加重照顧家屬的長照負擔，能夠

協助爭取台灣移工雇主爭取應有的權益。

    後又於9月17日在立法院與勞動部代表，協商與建議勞動部能夠超前部屬研擬相

關因應措施，但截至10月18日止，都沒有收

到來自勞動部與印尼協商的任何回應與回

覆。

    因此，許多關心印尼政府片面決定印尼

看護工「零付費」的民團代表與需要外籍看

護工的被照顧者，今天前往「駐台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表達抗議。

    擔心增加額外負擔的被照顧者齊聚駐台

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前，高呼「禁用印尼

看護工、拒絕印尼野蠻政策、抗議不平等條

約」等口號，不少印尼移工也前往現場關

切，擔心自己的工作權受到影響。



    勞逃逸外勞人數攀升，每月都新增1千多位移工失聯，累計突破5萬人，內政部

建議改善勞動條件，讓移工有自由轉換雇主的機會，來解決問題根源，但立委蘇巧

慧質疑內政部「吃了誠實豆沙包」，不應該在立法院的專案報告上，寫出勞工心

聲，勞動部長許銘春則表示，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要非常審慎」。

    內政部次長 邱昌嶽：「移工來台前都必須支付，高額仲介費用，第二個就是

他的薪資待遇，還有勞雇關係，工作量跟工作環境等，基本勞動條件可能不如預期。」

    今年碰上疫情、國境封閉，內政部統計，截至今年8月底，行蹤不明的外籍移

工，突破5萬人，21日上午，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專案報告，內政部建議，勞動部開

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讓移工有選擇工作的機會，以解決所謂「逃逸外勞」的根源。

    民進黨立委 蘇巧慧 與 內政部次長 邱昌嶽：「內政部今天好像是，吃了誠實

豆沙包，我只是很訝異，今天內政部直接把這個寫出來，報告委員我們原因的分

析，是直接跟逃逸失聯移工進行對訪，然後他說出來他內心的感覺，所以他們認為

說，如果讓他們有轉換雇主的機會，他們也許對於逃逸這件事情，是不予考慮的，

但是我們是委員會專案報告，你代表政府啊，你不能寫勞工心情啊！」

   民進黨立委蘇巧慧批評內政部「吃了誠實豆沙包」，不該寫出勞工的心聲，並

要求勞動部長許銘春表態，是否同意外籍移工轉換雇主。

    民進黨立委 蘇巧慧 與 勞動部長 許銘春：「勞動部你可以接受嗎？報告委員 

這部分恐怕要審慎，因為我們要兼顧聘僱的安定性。」

    民進黨立委 洪申翰：「剛剛部長不是在回答，前面蘇巧慧委員說 內政部的建

議，但是要謹慎對不對，剛剛(我質詢)的這個報逃機制，是創造了聘僱的安定，還

是創造了聘僱的不穩定，我看到的是不穩定。」

    至於近日有媒體報導，移工入境台灣，卻發現，集中檢疫所的床位不足、一位

難求，導致移工無法入境工作，許銘春表示，下午會再和疫情指揮中心討論，尋找

適當的場所，進行集中檢疫。

每月增1千多名移工失聯 累計突破5萬人



印尼輸出移工零付費 勞部待討論

    印尼海外勞工保護局日前宣稱從明年起所有輸出的移工要「零付費」，意謂包括在

印尼的訓練費、機票等，約 7萬至 10 萬元得由雇主負擔。對此，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

表示，要先向印尼、香港等移工輸入國瞭解有無收到類似訊息，再看有什麼議題要一併

討論、什麼時候討論等。

    據統計，截至今年 7月底為止，全台移工人數達 70 萬餘人，其中 25 萬 4515 為家庭

看護工，當中 19 萬 7903 人來自印尼；據勞動部統計，去年雇主一整年約新引進 17 萬餘

名移工，其中印尼籍達 5萬 8000 餘名，而與此次「零付費」相關的社福移工人數則達 4

萬 786 人。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理事長陳善修表示，過去我國聘僱外籍移工，在海外費

用如職前訓練、護照、簽證、機票、食宿費一般皆由移工負擔，但印尼海外移工保護局

今年 7月召開記者會指出，移工外出工作將「零付費」，印尼方公文已明確表示，將從

明年 1月 1日執行，一旦實施勢必會對弱勢的移工聘僱家庭雪上加霜。

    林三貴表示，目前發展署持續透過各種管道掌握事實是，包括向印尼官方瞭解、其

他移工輸入國外，也向印尼駐台辦事處瞭解，他坦言「目前訊息也不太明確清楚」。

    林三貴說，待事實釐清後，除了「訓

練費」，也連印尼家庭看護工薪資調整

一併討論；時間則因今年印尼方主辦的

台印雙邊會議時間尚未確認，仍待對方

通知。

    對此，全台外籍勞工雇主聯盟則擬

於 21 日赴印尼駐台辦事處抗議，將堅

決反對印尼政府，要求台灣雇主負擔印

尼籍看護工往來機票、訓練費、護照及

簽證費。



聘僱外籍勞工眉角多 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
建議民眾透過合法仲介處理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109 年 8 月底止，外籍工作者之人數

近 70 萬人，在大量仰賴外籍工作者之情形下，聘僱外籍工作者的

「法律上眉角」是特別要注意的。

    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第 57 條第 1款、第 2款規定雇主不得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

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僱主不得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

為他人工作。第 45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

作。

    簡單來說，就業服務法規定，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許可，是不能讓外國人在台灣任何

地方工作，不管有無發薪水給這個外國人，也不能幫沒有經過主管許可的外國人介紹在

台灣工作。

    新聞上見到的雇主聘用逃逸外勞是很常見的情形。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及第 64 條規

定違反上述規定時，第一次違反時由主管機關裁罰，也就是行政上的罰鍰。但不要以為

繳錢了事就有免罰金牌，在第一次罰錢後 5年內如有再犯，那就可能涉有期徒刑 3年以

下的刑罰，已經是有刑事責任的了。

    另外，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也有相類似的規定，而且是初犯就要處以

刑罰，也就是說，臺灣人民如果僱用、或介紹留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

可或與許可範圍不符之工作，就可能觸犯 2年到 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

    法律實務上常常會見到雇主會說「我不知道他是逃逸外勞」、「我不知道他是大陸

人」等等的抗辯，不過這些理由通常不會被接受，因為雇主要僱用勞工前，應該要確定

勞工的身份、來源、有無經過主管機關許可。因此，建議民眾應該透過合法的仲介公司

處理，才比較不會有風險。即使是會講中文的大陸人民，也應確認有無臺灣身分證，這

樣才不會誤觸法網喔！

(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常務理事、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



數千人搶集中檢疫600床！移工難入境 
僱主怒：檢疫能量充足畫唬爛

    為了控管入境人數防疫，國內僅釋出有限的集中檢疫病床供入境移工使用，《蘋

果新聞網》接獲僱主和仲介投訴，好不容易盼到重新開放印尼外傭入境，每天卻只有

30~40 個集中檢疫床位，天天都得一早守在電腦前搶床位，有些移工入境護照都快過期

了還進不來，官員只會打官腔說「盡力了」，讓他氣到想嗆衛福部：「說好的檢疫能量

充足呢？根本和事實不符！」

    目前國內並未限制移工入境人數，但我國自 3月 27 日起，包括機構看護工、家庭看

護工及家庭幫傭等社福移工，以及不分業別、所有返鄉探親回台的移工，入境後須統一

入住政府安排的集中檢疫場所；8月 12 日起新增所有自菲律賓入境的移工及國人一律都

須入住集中檢疫場所。 

●移工檢疫床位限量搶不到　僱主月花 6萬請台籍看護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表示，依統

計，今年 3月 17 日到 10 月 6 日，共計有 4420 位社福類

移工入境。

    移工僱主馬先生向《蘋果》投訴說，家中長輩今年 2

月時身體不佳，因而申請外籍看護，但因疫情關係，所

有申請都延宕。現在好不容易印尼重新開放，卻因為台

灣每天只有 30 到 40 個集中檢疫床位，導致移工還是進

不來。

    馬先生批評，「衛福部不是都說檢疫能量充足？明顯

看來跟事實不符」，因移工進不來，他們只能先請本國

籍看護，但一個月要花6萬多元「真的是很沉重的負擔」，

希望政府看到人民的需求，盡力幫人民解決問題，「不

然照顧一個病人，真的會因為經濟與精力拖垮家庭。」



●入境護照快過期還搶不到床位　仲介盼依「簽證順序」安排

    林姓仲介也投訴說，移工入境由政府統一隔離，但現在的床位數量，根本沒能力收

容這麼多申請案，從 8月開放印尼移工至今，每天早上 10 時前，所有仲介、僱主一起守

在電腦前搶防疫床位，有的移工護照下來都快過期，都還搶不到防疫床位，需要照顧的

人就只能空等，勞動部的回覆也非常官腔「我們有在處理了，但已經盡力了。」

    林先生說，為了搶床位不只必須守在電腦前，還曾遇過系統當機，或搶到床位但系

統無法儲存等各種情況，建議政府乾脆改依「簽證順序」安排，這樣仲介就不用搶。

    勞動部官員回應，目前國內集中檢疫床位共 2800 床，由指揮中心統一調配，會分配

包括菲律賓專案（包含移工、國人等所有自菲國入境者）、僑外生專案（境外生）、境

外移工專案（遠洋漁工），以及移工專案。移工專案經向衛福部爭取，目前共 1200 床供

移工入境使用，不足部分會再爭取。

●勞動部再爭取 600 床　下旬起 1200 床供移工檢疫

    據了解，包括社福移工因會進入社區、機構，依指揮中心要求一定得先到集中檢疫

處檢疫，加上國內家事移工需求量大，勞動部最早向指揮中心爭取 2000 床，但因有其他

專案需求，先同意給勞動部 600 床，10 月下旬再增 600 床，總計 1200 床。

    勞動部官員說，國內另有防疫旅館可供選擇，但以北部為例，防疫旅館每天價格達

2500 元到 4000 元，相較集中檢疫床位每天 1500 元貴上不少，仲介、僱主多會優先選擇

集中檢疫床位而非防疫旅館。

●陳宗彥：境外生入境差不多了　會盤點集中檢疫所量能

    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表示，前一陣子集中檢疫所不僅要支援移工，還要處理境

外生，必須整體考量，隨著學校開學，現在境外生已入境差不多了，會就勞動部需求檢

討，盤點集中檢疫所的量能，只要量能可應付現有疫情，當然樂於協助。

    至於仲介建議改依「簽證順序」安排檢疫，勞動部說，假設有大企業一次申請入境

300 名移工，可能會一下把床位佔滿，用簽證順序安排床位恐失公平性。

    官員表示，近來也發現每天上午 10 時開放登記床位後，有仲介利用程式自動搶佔床

位，已排除短時間大量連結的訊號並增加網路頻寬，正研議調整床位登記方式，預計兩

周內會有新做法。（唐鎮宇、林芳如／台北報導）



    秋意涼爽，小心隱藏著健康危機！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死因統計，心臟病是國人第

2號殺手，平均每 26 分鐘就有 1人死於心臟病，高峰季節就在秋冬。國泰綜合醫院心血

管中心蘇彥伯醫師指出，每到秋冬交替之際，民眾要注意兩件事，一是低溫，二是溫差大。

    這是因為研究顯示，溫度低於 28 度或溫差大於 8度，最容易誘發心肌梗塞！蘇彥伯

醫師表示，氣溫下降時，血管收縮，血壓上升，進而增加心臟負擔，嚴重時就會造成心

肌梗塞或中風。

得流感 7日內 心肌梗塞風險飆 6倍

    除了注意保暖之外，病毒在低溫時比較活躍，容易造成疫情感染，一旦染上流感病

毒甚至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恐導致心臟受損惡化，甚至發生心肌梗塞。《新英格蘭

醫學雜誌》研究就指出，得到流感後 1週內，發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機率是感染前的 6倍。

    蘇彥伯醫師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流感高危險群，包含 65 歲以

上老人、孕婦、慢性病患者、三高患者、過胖者，都建議去打流感疫苗、肺炎疫苗，以

避免誘發急性心臟病發作。

    秋季保養心臟有方法嗎？蘇彥伯醫師說，飲食方面，可以採

用得舒飲食（DASH）來保養心臟，得舒飲食強調高鉀、高

鎂、高鈣、高膳食纖維、低飽和脂肪酸和膽固醇，是目

前公認對心血管很有幫助的飲食方式；運動方面，國健

署建議，每週至少運動 3次，每次運動 30 分鐘，讓自

己的心跳達到 130 下 / 每分鐘。

秋冬保暖護心 7訣竅

  1. 注意保暖

    國內數據統計，在 11 月至隔年 1月的清晨 5點至 6

點時段，死亡率有較高的現象，提醒大家晚上睡覺時，

準備好薄外套在床邊，先穿好衣物保暖後，再下床活動。

心臟最怕忽冷忽熱！專科醫師教你秋冬護心 7要訣



2. 避免用力排便

    憋氣、使勁出力的動作，可讓血壓瞬間飆高升到 200毫米汞柱，不只增加心臟負擔，

還可能讓腦血管破裂。《美國醫學會期刊》一項大規模研究顯示，有便秘問題的人心臟

病發和中風機率比較高。

3. 避免劇烈運動

    蘇彥伯醫師表示，泡溫泉、激烈運動，容易造成心臟衰竭、休克現象，導致猝死。

因此，做運動最好循序漸進，身體感覺勞累疲憊時，一定不要再做劇烈運動，以免心臟

無法負荷。

4. 心情不要大起大落

    情緒壓力，也會危害心臟健康！外在強大刺激或是劇烈的情緒變動，也會導致急性

心臟衰竭，因此，維持平靜的生活作息、穩定的情緒，對於保護心血管，有很大的幫助。

5. 多補充水分

    身體缺水的時候，血液黏滯性增加，恐誘發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因此，保持體內水

分的恆定，相當重要！但蘇彥伯醫師也提醒，腎臟病或心臟衰竭患者，若飲水過度，可

能造成疾病惡化（例如：肺水腫），一昧多喝水，可能反而有害，因此最好先諮詢醫師。

6. 戒菸

    據研究，每天抽一根菸者，心血管堵塞的機率比一般人增加 50%；罹患心血管疾病

而死亡的風險，是一般人的 7倍！這是因為菸含有的尼古丁，會加速動脈硬化，讓血液

黏稠、血管缺乏彈性，一旦阻塞，非常容易引發心肌梗塞。

7. 睡飽一點

    睡眠不足會影響免疫系統，降低身體抗病力。2015 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研究就發

現，無法正常入睡及經常失眠的人，得感冒的機率是睡眠正常者 5倍。建議你，每天一

定要睡滿 6個小時，有利於抵抗流感併發的心臟病重症！

【健康 321】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ftv/20200930/index-16014300303541819009_2.html



佛陀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花… 
感恩每一種逆境，都是生命的恩典！

人生總是順境與逆境交織的，順境固然是助人成功的跳板，

逆境同樣可以激發心志，而成為逆增上緣。

所以我們遇挫折時，也要勇往直前，奮起飛揚。

 

第一，世風日下皆是向上之階

如今我們總是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這正是我們磨練心志的鍊金石，

也是我們人格走向成熟的階梯。

佛陀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華。

凡事不經山窮水盡之際的振作奮發，

就無法領略柳暗花明的幽趣。

愈是世道衰微愈應發憤有所作為，發願向上有成。

 

第二，世路風霜皆是練心之境

世間路時而平坦無折，時而崎嶇艱辛，

這時我們要「對境練心，對人練性」，

借八苦等種種境遇，以啟未來的大機大用。

當然，前提是坦然而甘願接受每次因緣。

唯有逆風揚帆，藉此磨練心性，

才能開發智慧，進而豐富我們的生命。



 

第三，世情冷暖皆是忍性之德

清朝巡撫張伯行一世清明，因此也一生孤立。

他飽嘗官場冷暖，屢遭同僚排擠，

雖知清官難為，也不隨波逐流，

終為自身留下「天下第一清官」的美譽。

時序尚有春夏秋冬，世情又豈無冷暖炎涼。

一個有智慧的人，面對世情寒冽，他不但無所畏懼，

反而會藉此培養忍性之德，訓練自我堅強之志。

 

第四，世事顛倒皆是修行之資

世事不免倒果為因，顛倒黑白，

倘若抱持憤世嫉俗的觀念，

只會讓人墮落，喪失上進的意志。

如果以「夫善者是諸惡之師，

惡者是萬善之資」的積極心態，

面對顛倒的世事，就能長養我們的慈悲心、平等心。

 

梅花因耐得住霜雪才顯露芬芳，

雄鷹因禁得起暴風才能搏擊長空，

石灰不經烈火焚燒如何清白留世？

禪門祖師不也道出：「熱往熱處走，冷往冷處去。」

身心必經一番淬鏈，方能成就珍貴的法身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