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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外勞免 3 年出境 1 日 11/5 生效   

總統府 11/3發布總統令「茲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2條條文，公布之」, 並於

11/5 正式施行。立法院 10/21 三讀修正通過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刪除外籍勞

工聘僱 3 年後應出國 1 日才能再入國規定。未來外籍勞工來台工作滿三年，雇

主可直接續聘，減少空窗期，外勞也無需再次繳交仲介費。 

現行《就服法》規定，外國人在台工作最長 3 年，期滿雖可展延，不過外

勞來台若是從事海洋漁撈工作、家庭幫傭及看護工作，或是協助國家重要建設

與經濟發展，期滿後須離境 1 天才能再入境。當時規定強制離境，是為避免外

勞成變相移民，不過 2007年《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後，已排除外勞申請永久

居留權資格，強迫離境規定已無需要，因此不少移工團體紛紛呼籲修法。 

從事人力仲介的民進黨中評委林寶興表示，立法院亂修法一定會有後遺症，

國外的人力仲介，過去是 3年做一次生意，以後是 12年做一次生意，相較提供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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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給韓國、香港，12 年可做 4 次生意，國外的仲介提供勞力給台灣的意願就

會降低，若要提供給台灣，未來收取台灣僱主的服務費一定會漲價，屆時苦到

的還是台灣較弱勢又需要看護的家庭。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陳容柔說，外勞來台工作要先付在地國仲介公司的

仲介費，因國籍不同，約需新台幣 8萬到 15萬元，到台灣後又要付 6萬元服務

費，以一個看護工每月薪水 1 萬 7 千元為例，每個月幾乎被扣掉一半薪水，過

得非常辛苦。陳強調，這次修法只是減少被「剝皮」而已，如 3 年期滿僱主不

續約，又找不到新工作，還是要出境。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及相關報導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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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至他處搬、卸貨 違反工作延伸 

有部分製造業外勞雇主安排外勞隨車至許可以外工作地點從事卸貨的工作，已

違反「工作延伸」原則。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說明，外勞至許可外地點從事維修、

檢測、技術指導及隨車卸貨等，

都會被認定為與原許可工作無

關，不符合「工作延伸」的認

定，然而很多製造業雇主並不

了解，加上有些仲介業者未明

確告知，違反者將處 3 萬元以

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勞工局表示「製造業外籍

勞工工作延伸」是指若製造行業屬特殊性質，無法於工廠製作完成成品，須至訂

購廠商指定之地點完成製程之部分工作或履行契約之義務責任時，雇主須符合「有

本國勞工陪同」、「為履行契約責任」、「有書面契約」、「書面契約載明工作數量、

內容與完成期間」及「性質係買賣關係而非承攬關係」之要件，則可視為外籍勞

工工作許可之延伸。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視為外籍勞工許可工作之延伸： （一）雇主指派外

籍勞工至許可以外地點從事維修、檢測、技術指導及隨車卸貨等與許可工作無關

之工作。 （二）雇主指派外籍勞工至許可地點以外從事建築物及土木工程之興建、

改建、修繕及裝潢等工作。（三）雇主與他方簽訂維修或保固承攬合約，並附帶約

定購買所生產製造之產品零件、耗材買賣合約等與許可工作無關之工作。倘雇主

違反其中一項，依就業服務法，雇主應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雇主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及相關報導彙整】

指派外勞隨車卸貨雇主可能吃上罰責【圖片來源︰GIGA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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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 勞保費率明年調高 外勞勞保費率

9.5％ 雇主保費負擔增 136 元 

勞工保險費率 106年要調漲了，現行勞保、就業保險費率合計為 10%，明年

元旦起將依法調高至10.5%，不過，適用勞基法的外籍勞工因不需繳納就保費率，

所以外勞的勞保費率明年為 9.5％，另基本工資明年元旦調漲至 2萬 1,009元，

雇主明年每聘 1名外勞勞保費每月負擔較前 1年增加 136元。 

國民年金潛藏負債直逼 8千

億，基金餘額不足以支付未來

20 年給付，因此明年元旦起，

國民年金估計每人每月保費最

多增加 55 元。不只國保漲，勞

保也齊聲喊漲， 勞保費率自

104年起每 2年調高 0.5個百分

點，104年調整為 10%(含就業保

險費率 1%)，105 年勞保費率未調整，依規定，106 年將再調高 0.5 個百分點，

月薪 3萬的上班族每個月要多繳 41元。 

新修正之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級月投保薪資金額修正為 21,900元，原分級

表第 2級 2萬 100元及第 3級 21,000元刪除，第 4級 21,900元遞移為第 2級，

餘級次均遞移。21,900元以上維持原級距及金額，最高 1級仍為 45,800元，修

正後分級表計 18級。 

勞保局長羅五湖說明，為即時通知並方便投保單位正確計收明年度應繳之

保險費，勞保局將於 11 月底寄發 10 月份保險費繳款單通知勞保投保單位，提

醒投保單位明年以新費率計收保險費。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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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外勞基本工資為 20008元、

勞保費率為 9％，其雇主每月負擔

勞保費為 1261 元、外勞負擔 360

元；106年基本工資調至 21,009元、

勞保費率則調至 9.5％，其雇主每

月負擔 1397元、外勞負擔 399元；

雇主負擔較前 1年增加 136元、外

勞則增加 39元。 

至於教育人員退休制度調整部分，報告指出，將從現行 75 制改為 90 制，

幼兒園及國民中、小學教師採 85制，並比照公務人員改革方案，調整退休金計

算基準、提撥率及優惠存款利率。 

另外，軍職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及條件按現行制度；放寬將、校級軍官

最大服役年限，考量職務性質，適度延長服役 1 到 5 年。退休金計算基準以本

階最後 3 年平均俸額做為退除給付計算基準，本役服役未滿 3 年者，以次一階

最後 3年為計算基準。軍人提撥率及優存利率，比照公務人員改革方案調整。。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雲及相關新聞彙整】

【圖片來源︰中天快點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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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外籍專業人才  政院修正「勞退新制」  
由於現行《勞工

退休金條例》只適用

於本國籍、外籍與陸

港澳地區配偶，勞動

部研擬部分修正草案，

讓長期居留的外籍人

士納入本國勞退，目

的是希望能吸引人才

來台灣工作。 

行政院會在 11月 10日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取得

永久居留權的外籍人士納入勞退新制適用範圍，以保障這些外籍人士老年的退

休生活，並強化勞工退休金保障制度。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長孫碧霞表示，這次修正主要有兩大重點，包括吸

引留住外籍專業人才，以及保障勞工權益。 

《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攬才及多項保障勞工權益規定，

包括取得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士可適用勞退新制，以及明訂雇主未繳退休金債權

優先於普通債權，且勞工退休金不適用公司法、破產法等債務免責規定。 

行政院表示，這是比照全民健保、勞保及舊制退休金，在公司負債時優先

清償勞工的退休金，且勞工退休金不適用公司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破產

法等債務免責規定，避免不良雇主拍拍屁股走人。 

若雇主沒有依規定給付退休金或資遣費，修法將罰鍰提高至 30萬元以上至

150 萬元以下，並公布雇主姓名；若勞工死亡，由遺囑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

金的時效由 5年延長為 10年。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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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院長林全表示，這次修法主要目的就是要建構吸引外籍專業人

才在台灣服務的友善環境，請勞動部積極與立委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由於外籍專業人才渴望台灣建立友善的長期居留環境，因此勞工退休金條

例擬修法讓取得永久居留許可並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得領退休金，據統計，

未來立院若三讀通過修法，將有逾 12,000多名符合資格的外籍人士受惠。 

根據調查顯示，有 73%台灣雇主面臨徵才困境，對於政府鬆綁法規爭取外

國人才來台，有網友認為「政府不先善待台灣人才，再引進外國人才，這是甚

麼邏輯?」，也有網友直接嗆「誰敢來鬼島?」 

由於台灣薪資待遇與就業環境不佳，優秀人才難尋，政府要擴大徵才恐怕

必須先治理好國內就業環境，讓國人滿意，才有餘力爭取國際優秀人才吧!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長孫碧霞孫碧霞表示，這次修法也強化勞工退休金

保障，把勞工死亡時，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金請求權的時效由 5年延

長為 10年；此外，若雇主沒有依規定給付退休金或資遣費，罰鍰也由現行的新

台幣 25 萬提高至 30 萬以上、150 萬以下，並將公布雇主姓名。此外，為確保

勞工請領退休金的權益，修法也增訂事業單位的代表人或負責人，對於退休金、

滯納金等債務，優先於普通債權受清償。 

 

【資料來源：華視新聞網及相關新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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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咖啡渣 不可思議的妙用！ 

 
煮完咖啡，剩餘殘渣先別丟，咖啡渣含豐富的抗氧化物與生物鹼，好處超乎

你想像。 

早晨親手煮一杯香醇濃厚

的咖啡，細細品嚐，不但兼具

嗅覺和味蕾的享受，更能提神

醒腦，提供許多人一整天的活

力。 不過，喝完咖啡之後總

不免留下咖啡渣（當然三合一

咖啡除外），日積月累下，數

量頗為驚人，放久還容易發霉，究竟該將它們悉數扔進垃圾桶，還是倒入馬桶沖

掉？ 等一下，咖啡渣直接扔掉實在可惜，其實它可用於居家保養、除臭、堆肥……

等等，用處還不少，跟著達人一塊兒發揮樂活精神吧！  

妙用 1：天然化妝水、身體敷膜  

著有《有機美人：32個天然食材保養妙方》的生活達人向學文本身也嗜喝咖

啡，她善用咖啡的抗氧化效果保養肌膚。  

每當洗臉過後，向學文總以剩餘的咖啡汁（沒喝完的黑咖啡或擠壓咖啡渣以

榨出剩餘水分）當成天然化妝水，輕拍在臉上，「我覺得臉部肌膚比較有彈性並且

潔淨，甚至隔天一早還覺得光滑亮白，」她分享個人感受說。咖啡渣也是去角質

的好材料，磨得很細的咖啡渣和入沐浴乳中搓洗按摩身體，可去除老廢角質，使

皮膚光滑緊實。向學文說，也可將咖啡渣加入基底油或蜂蜜、麵粉，拌勻後成為

糊狀，做成身體敷膜，沐浴時抹在身上按摩一會兒再用溫水洗淨，能使肌膚變得

細緻有光澤。  

妙用 2：吸濕除臭，自製天然芳香包    

【圖片來源︰裝修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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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渣狀似活性碳，有許多細小的氣孔，因此可吸收濕氣，並且去除難聞的

氣味，主婦聯盟便經常宣導以茶葉渣、咖啡渣、或檸檬皮做為冰箱或微波爐的除

臭劑。 咖啡渣曬乾後倒入小罐子中，放在廚房備用，平時切洋蔥、剁蒜頭、處理

生肉或烹煮海鮮時，抓取一些在手上搓揉，可去除辛味和腥臭味。拿個小杯子盛

裝乾燥咖啡渣，放在冰箱裡可去除多種食物散發的混和怪味，放在廁所可取代浴

廁常用的化學芳香劑，放在衣櫃、鞋櫃、車內也有不錯的除臭效果，最好兩、三

天就更換一次，以免吸收水氣後開始長霉。有腳汗、腳臭困擾的人，則可用廢棄

絲襪或小棉袋包著咖啡渣，製成除臭包塞進鞋中，以減少異味散發。 

妙用 3：天然堆肥、自製農藥    

依據美國俄亥

俄州立大學的一

個研究指出，咖啡

渣約含有 2％的氮

含量，可以提供細

菌所需的能量，進

而將有機物轉變

成肥料，是一種安全又環保的堆肥選擇。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副教授黃裕銘

指出，無論咖啡渣是乾或濕都可以，只要平鋪在土壤最上層，讓它自行分解，就

能為植株提供養分，不過他提醒，若是大量種植作物，不能僅靠咖啡渣做肥料，

否則長期下來可能會缺少鉀肥，仍須補充其他肥料。 除此之外，由於咖啡渣含生

物鹼，也可做為天然農藥用途，黃裕銘說，先將咖啡渣曬乾磨細，再加水重新煮，

就像熬中藥一樣，燒久一點溶出咖啡因，煮出的咖啡水放涼後裝在噴霧瓶中，可

噴灑在植株上任何有蟲的地方，有驅蟲功效，兩、三天噴一次即可。 

下回喝完咖啡，別忘了隨手收集咖啡渣，減少垃圾，響應樂活吧！ 

▲曬烤烘炒 咖啡渣乾燥方法多  

【圖片來源︰CAMA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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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自行煮咖啡剩下的殘渣或從咖啡店拿回來的咖啡渣，一定要經過乾燥

的步驟（用於堆肥可用潮濕咖啡渣除外），如果陽台有足夠的位置和充足的日照，

曝曬法是最節能減碳的方式，平鋪在舊報紙上，大約曬一個星期就能自然乾燥。 如

果不便曬乾，可將濕咖啡渣放進鍋裡乾炒到乾燥，還能順便清除鍋中異味。再不

然，平鋪在烤盤上，以家用小烤箱烤到乾，生活達人向學文說，她通常以 5 分鐘

為一個單位，來回翻面烤 3次共 15分鐘即可。烘乾也是個好主意，向學文從國外

回台後，發現台灣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烘碗機，她先將內部的鍋碗鐵架取出，在扁

平容器中薄薄平鋪上一層濕咖啡渣，她的經驗是烘兩次，每次 30 分鐘，「比烤箱

還好用，還不必擔心咖啡渣烤焦呢！」她大力推薦。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自康健雜誌 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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