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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外勞健保月付額 296 元 增 14 元 

雇主每月 952 元 

 

配合基本工資自明年元月起調整至 21,009元，衛生福利部 12月 15日公告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自 106年 1月 1日起適用。投保金額第

一級 21,009元，適用於實際月領薪資為該金額或以下的本、外籍勞工，被保險

人即勞工本人，每月負擔 296元，較現行增加 14元；投保單位即雇主，每月負

擔金額為 952元，增加 46元；政府補助金額由現行的 151元增加至 159元。 

很多人以為，全民健保只照顧臺灣人，其實臺灣健保對遠離家鄉來台工作

的外國人，也給予應有的醫療照護。 

目前外籍人士來台合法僱用並領有居留證者，自受僱日起應參加健保，保

費計算從受僱日起算，直到解約退保為止，外籍人士享有和國人相同的就醫權

益，如果雇主忘了將外籍人士納保，健保局人員會定期洽請移民署提供資料，

並比對健保資料後，如發現有遺漏情事，會督促雇主趕快幫外籍人士辦理納保

手續。 

至於外籍受僱勞工健保費額度則依投保金額分級表的等級來計算，外籍勞

工每月要繳的健保費為投保金額 x費率 x30%，雇主每月要為外籍勞工負擔的健

【圖片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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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為投保金額費率 x60%，剩下的 10% 則由政府來負擔。 

健保局會按月開出繳款單寄給雇主，繳款單中會述明外籍受僱勞工與雇主

分別應負擔的健保費，雇主在發薪水時，先預扣外籍受僱勞工自己要繳的健保

費，連同雇主需負擔的金額於次月底一起繳給健保局。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及相關報導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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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計劃 106 年推行 

將規劃建立資深外籍技術人員評點制度  

行政院依據總統於 105年 8月 16日召開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之「新南

向政策」政策綱領，並於 105 年 9 月 5 日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新

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將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整合

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

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行政院核定《新南向

政策工作計畫》，行政院

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

相關部會將自明（106）

年 1 月 1 日起據以推動

辦理，其中「人才交流」

將由單向引進外籍勞工

轉向雙向人才培養，將

規劃建立資深外籍技術人員評點制度，同時建置新南向台商登錄營業及求才資訊

平台之建置啟用，供在台工作外籍勞工查詢運用，以利工作期滿返國後由新南向

台商繼續聘用。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指出，《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從「經貿合作」、「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其中在「人才交流」面上

可以兼顧雙方的需求，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流原則下，由單向引進外

籍勞工轉向雙向人才培養，提升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合作。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及相關報導彙整】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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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投保年資 漸進延長至 180 個月 

勞動部 1 月 20 日說明勞

保年金改革方案，將從現行採

計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逐

步延長為 180個月，並在不影

響年資給付率的情況下，由現

行每 2 年調高費率 0.5%的方

式，改為每年漸進式調整，即

107年起每年調升 0.5%，以今

年勞保費率為 9.5%來算，107

年起將提高到 10%，112年後再檢討評估，是否每年繼續調升 1%至上限 18%。 

外界普遍認為「多繳、少領」。勞動部今解釋說，費率提升有多繳，但是年

資給付倍率沒有調整，並不會造成勞工少領。此外，採計投保年資採逐年進式

拉高，自 2019年起每年增加 12個月，預估 2029年，投保年資採計將達 180個

月到位。 

外界普遍擔心，採計投保年資從 60 個月拉長至 180 月，因薪資逐步調整，

勞保投保級距也是漸進調高，可能會採計到低薪的時候，造成年金變少。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石發基解釋指出，延長採計的投保年資是避免勞工有

少繳多領的狀況，且延長採計也並非「一次到位」，採漸進調整。自 2019 年起

每年增加 12個月，10年後，才會採計到 180個月。另外，針對已經領取年金的

勞工，並不會重新計算年資。 

石發基也說，勞保費率 18%也是逐步調高，2018年起每年先調高 0.5%，2022

年勞保費率到 12%，屆時再逐年調高費率 1%，直到 2028年勞保費率 18%到位。 

【圖片來源︰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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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石發基說明，在月投保薪資採計部分，目前是採最高

60 個月，為避免一次到位造成衝擊，將採「漸進微調」方式，自 108 年起逐年

增加 12個月、即 72個月的方式處理。 

  此次修正除將政府負最終責任入法外，在投保薪資上限部分，去年增加

45,800 元等級，也影響雇主繳納保費增加，因影響人數有限，這次沒有納入方

案中，未來將在適當時機討論。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和外籍勞工通訊社相關新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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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外籍漁工勞動權  勞團籲勞動部修法  

根據統計，我國漁船目前聘僱的外籍漁工人數達到 2萬 5000多人，其中約

有 1萬 4000多人屬於境外聘僱，雖然在台籍漁船上工作，但卻無法受到勞基法

保障，勞動條件惡劣。

上午勞團赴勞動部抗

議，要求勞動部將境

外聘僱漁工納入勞基

法，以改善勞動條件，

不過勞動部表示，境

外漁工並未入境因此

無法適用勞基法。 

台灣國際勞工協

會（TIWA）研究員陳秀蓮表示，台灣擁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遠洋漁船，每年創

造的產值超過新台幣 400億元，其中超過 9成的漁工主要是來自於東南亞。然

而不斷傳出境外聘僱漁工遭到剝削，甚至遭到虐待死亡的案例，例如上個月發

生印尼境外漁工 Supriyanto疑遭虐致死事件。然而作為勞動主管機關，勞動部

卻放任違反勞基法的事情一再發生，非常可惡。 

根據統計，目前在台籍漁船上工作的外籍漁工約有 2萬 5000人，分為「境

內聘僱」跟「境外聘僱」，境外聘僱漁工人數為 1萬 4627人，並不適用勞動基

準法，而是依漁業法跟境外聘僱相關辦法，由漁業署管理。 

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批評，勞基法應該是勞工最基礎的勞動條件保

障，但我從 2002年開始採境外聘僱與境內聘僱的雙軌制度，僅讓境內漁工受《勞

基法》保障，境外漁工則沒有納入，此舉讓境外漁工深陷剝削、生命威脅與惡

劣的勞動環境，成為台灣血汗海鮮的來源。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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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以台人在海外經商為例，若在中國聘僱員工就該遵守中國的法律、

在日本聘僱就要遵守日本的法律。勞動部表示，遠洋漁船到國際海域作業，往

往是在當地或鄰近國家聘僱船員上船工作，例如台灣的遠洋漁船多聘僱越南或

印尼籍的漁工。由於這些漁工是在海外聘僱並在國際海域工作，從未入境台灣，

因此台灣的勞基法並不適合及於這些漁工，該以聘僱國的勞動法規規範並遵守

遠洋作業相關國際公約。目前對於遠洋漁業的規範是由農委會漁業署負責，據

了解，農委會已著手修改漁業三法，增訂境外漁工的保險、工資及工時相關規

定，預計本週五上路。 

除了要求保障境外漁工的勞動權益外，勞團也認為現在的逃逸外勞檢舉機

制太過鬆散，成為雇主對付「不聽話」外勞的一個工具，使得外勞不敢出面爭

取自己的權益。勞團呼籲應一併修改相關法令，避免外勞「有怒不敢言」。                               

對此，勞動部表示若雇主謊報外勞逃跑，可依刑法移送地檢署或依就服法

裁罰新台幣 30萬元至 150萬元。近期也會召開說明會，討論修法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自由電子報及相關新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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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環保廚餘酵素 DIY！ 

 

台灣的傳統料理方式，最容易產生油膩膩、湯湯水水的廚餘，讓收拾者處理

上倍感困擾！近二十年來，在我們有心的環保主婦們積極奔走下，終於讓廚餘垃

圾開始走向「資源化」。就連大家家裡不要的廚餘果皮，只要經過簡單處理便可變

成有去汙效果的「環保廚餘酵素」。其道理很簡單，就是利用好的微生物，去壓制

壞的微生物（即拮抗作用）。而且環保廚餘酵素可以將油脂分解成小分子，使物品

表面的污垢更容易被帶走，減少清潔時的用水量，真的是既經濟又實惠。 

同時，它也可催化、加成清潔功效，取代一般家用的化學合成清潔用品，讓

使用者的身體和環境免受環境荷爾蒙的威脅；還有一個大家想不到的好處，當廚

餘酵素倒入排水系統，如：下水道、糞池、水溝等，可防止水管堵塞、分解污水

污泥、淨化河流和海洋，達到潔淨水質的效果。 

另外稀釋的環保廚餘酵素也可以提供作物的營養、抑制病蟲害發生；而且它

更可以中和土壤酸鹼值，活化土壤，替代傳統化肥與農藥支出，既省成本也能兼

顧環保，環保廚餘酵素真可算是維護環境的大功臣。 

其實製作環保廚餘酵素一點都不難，它真的好做又好用，更重要的是它的確

是全方位的環境保護網！心動不如趕快行動，大家一起動手 DIY吧！ 

 

環保酵素製作方式 

材料：有蓋的塑膠瓶、新鮮果皮或菜葉殘渣、黑糖、自來水。 

比例：1(黑糖)：3(新鮮果皮、菜渣)：10(自來水)  

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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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放入 60%自來水到容器內（如 1,000cc 的塑膠

瓶便須放入 600cc的水）； 

2. 將黑糖（600cc 冷開水÷10＝60 克黑糖）放進塑

膠瓶拌勻； 

3. 新鮮果皮、菜渣（宜先沖洗、陰乾）切小塊後加

入塑膠瓶拌均（60 克黑糖×3＝180 克新鮮果皮、菜

渣） 

4. 寫上製作的日期及內容物； 

5. 關緊瓶口，拴緊瓶蓋後，每天上下搖動瓶子 10

下，以加速發酵，搖動後蓋子不要拴緊。 

6. 連續 3週搖動瓶子後，便可把蓋子拴緊並置於陰涼處。再把瓶子靜置兩個月不

動後環保廚餘酵素便完成了。 

  

使用方法：酵素需稀釋使用，效果會較佳 

 

 

【圖片來源︰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圖片來源︰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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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必須用塑膠容器，因金屬或玻璃容器不利酵素膨脹； 

2. 容器宜保留 10-20%的發酵空間，否則酵素沒有足夠的空間活動，瓶子會容易

爆開哦！ 

3. 製作好的環保酵素須放在空氣流通的陰涼處，避免陽光直射。 

4. 請勿用魚肉或有油脂的、骨頭類的食物，會容易出現臭味。 

5. 如果無法一次收集到所需的果皮量，可先放冰箱先冷藏，待數量足夠時再製作

環保廚餘酵素；又或者先在瓶內裝好已拌勻黑糖的水，再逐次加入果皮或菜渣。

待數量足夠時，再以那天為基準日算 3個月。 

6. 成功酵素呈現棕黃色，顏色變黑並發出臭氣味即知失敗了，須重新加入等量的

糖再重新發酵 3個月即可。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自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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