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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集中檢疫床位爭取  登錄方式 10/24 修正 

有簽證採一次式登錄  由勞動部電腦抽籤  

多名立委關心集中檢疫床位不足與登錄方式不穩一事，勞動部長許銘春表示，

集中檢疫床位數會再跟衛福部協商，僑外生沒用到床位數改給移工用，希望能再增

加 600 床位；另床位登錄方式本周會修改，採有簽證才能登錄，一次式登錄，由勞

動部電腦抽籤。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1 日邀請勞動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

部首長率移民署及警政署，就「行蹤不明外籍勞工對原住民勞工就業影響及如何降

低逃逸誘因」提出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進一步說明，預計在 10 月 24

日（週六）修正集中檢疫床位登錄方式，移工需有簽證者才可登錄系統，採一次式

登錄，不限時間登錄，當日 10 點前完成登錄者，由勞動部當日 10:15 分左右進行

電腦抽籤，當日沒抽中者，留存資料隔日繼續抽，直到抽中，不需再登錄。 

有業者反映，擔心改由勞動部電腦抽籤還是抽不到，希望能依「依簽證順序」

來安排床位；薛鑑忠指出，會再考慮，簽證逾期可延期。 

立委吳斯懷質詢，對移工檢疫床位不足議題與有雇主反映必須每天守在電腦前

面搶床位部分提出質詢，銘春指出，集中檢疫所共有 2800 床，而指揮中心給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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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200 床，現在正積極跟指揮中心協調，希望能爭取現在比較沒有需求的僑外生

床位，勞動部現在也正積極找適當場所做集中檢疫。 

立委蔣萬安質詢，集中檢疫床位不足多少，預計向指揮中心要多少床，後續要

如何因應？ 

許銘春表示，平均每天釋出 40~50 床，網路上則有 2,500 來搶床位，僑外生

開學了，希望下午開會床位能爭取到 1,800 床位。 

許銘春另表示，已經要業務單位找適當地址做防疫場所，原先有找桃園地區但

是裝潢時面臨社區反彈，將會找偏遠低區當防疫場所。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10 月 2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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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  跨部會討論空窗期縮短  

針對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後，依法雇主須等 3 個月方可申請遞補，對此藍、綠

立委多人關切提出質詢，建議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原因，屬不可歸責於雇主，要求

縮短遞補空窗期，對此勞動部長許銘春表示，行政院 6 月時就有討論，至於縮短多

少期間，跨部會審慎討論中。 

  另外，立委陳瑩質詢指出，醫院看護、營造工作等，原住民無法與逃逸移工

競爭，逃逸移工 

薪資比本勞平均薪資高，她要求勞動部一個月內提出降低逃逸移工誘因的政策

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1 日邀請勞動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

部首長率移民署及警政署，就「行蹤不明外籍勞工對原住民勞工就業影響及如何降

低逃逸誘因」提出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許銘春報告指出，移工來臺工作涉及面向眾多，造成行蹤不明原因複雜。分析

其離開原合法雇主原因，分析其離開原合法雇主原因，主要依序為金錢因素(28.9%)、

雇主因素(27.5%)、工作量(20.5%)、環境因素(10.3%)、期限及返國因素(7.4%)和朋

友邀約(5.4%)等。 

立委吳斯懷、莊競程及楊曜等質詢，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後，雇主 3 個月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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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應縮短。 

吳斯懷指出，國內目前有 2.8 萬名的家事看護工，這代表有 2.8 萬個家庭有照

顧需求，這些家庭多數都是老人，如果移工逃跑，雇主必須要找台灣看護工、必須

付出很多薪資，影響的是 2.8 萬個家庭，過去也曾修法從 6 個月下降到 3 個月，這

是否能再縮短或是個案處理、從源頭管理？ 

許銘春答覆，遞補期間要多長必須審慎研議，也不能讓移工跑掉、雇主就可以

馬上遞補，這恐導致移工人數快速增加，雇主也可能就任由移工跑掉，這對國人就

業會影響、社會觀感也不好，3 個月遞補期是否縮短，現在在做跨部會討論中，最

後需由行政院做決定。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10 月 2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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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酒駕今年近 900 人 人數屢創新高  

酒駕除罰鍰坐牢外  嚴重者將廢聘僱許可  

「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已是社會共識，不分本外國人或有無肇事，只要

酒後駕車就是違法行為，酒後騎車除罰鍰或罰金大傷荷包外，如涉及刑責須入監服

刑也會影響現有工作，勞動部呼籲雇主、移工應共同正視酒後騎車的後果，千萬不

可誤觸規定。 

 另外，107 年時有移工因為酒駕被廢聘提起訴訟，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不符比

例原則，判刑勞動部敗訴，經勞動部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歷經 2 年時間，該案在今

年 9 月 11 日判決出爐，將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廢除；也就是認同勞動部的處分，對

於酒駕移工予以廢聘處分。 

 移工酒後駕動力交通工具，除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處以罰鍰外，

若是酒測值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更將涉及刑法公共危險罪，將被處以罰金或有期

徒刑外，即便無肇事或發生事故，一樣是違法，不得不慎。 

 根據統計，移工違反公共危險罪（酒駕）近幾年有上升趨勢，102 年與 103

年不到 200 人，104 年 212 人，105 年 397 人，106 年與 107 年則大幅成長至 800

多人，108 年更上升至 1,090 人，至於 109 年 1 月至 8 月已累計 889 人。 

 勞動部說明，現在電動自行車是目前警方酒 

後駕車查緝取締的重點，因電動自行車無須取得我國駕駛執照，價格相對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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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移工在臺期間最佳的代步工具之一，但移工可能因為不熟悉法律規定，在假日

休息或下班小酌後騎電動自行車外出訪友、購物或返回宿舍，若是被攔查後，酒測

超過法定標準值，即是違法，提醒移工朋友千萬不要貪圖一時方便，酒後騎車，以

免影響工作又瘦了荷包。 

 勞動部指出，將視個案情況，針對酒駕違法情節重大者，依就業服務法規定

廢止移工聘僱許可並限令出境，移工將也不能再來臺工作，雇主可能因原本訓練有

素的移工出境，對現有生產運作仍會產生影響。 

 勞動部呼籲，雇主應多關心移工在臺生活情形，對於移工下班後喝酒行為，

提醒移工應飲酒適度，並多加宣導我國交通規則，也要提醒移工，應避免酒後騎電

動自行車等動力交通工具的行為。 

 為了讓雇主所聘僱之移工可以安心在臺工作，也方便雇主加強對移工法令宣

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https://fw.wda.gov.tw)

上放置國語及移工母國語言之移工職前講習影片，雇主可以多加運用。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10 月 08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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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法扣移工薪資  服務費、借款最多  

非屬法定費用項目  最高可罰鍰 30 萬元 

為保障移工權益，勞動部設立「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一旦移工有任何薪

資及管理問題，可逕行撥打 1955 或勞工處尋求諮詢。雲林縣政府勞工處表示，目

前由 1955 專線轉來有關薪資給付不足案件粗估佔一半，提醒雇主應依法全額給付

移工工資，不可直接由工資直接扣繳服務費或增加不明扣款項目，違反規定的雇主，

最高可處 30 萬元罰鍰。 

此外，聘僱家庭類移工的雇主，依法不得替外國人扣繳所得稅款，但移工提早

離境前若有一個年度工作未滿 183 天，離境前仍須繳納所得稅。事業類移工雇主則

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所得稅款事宜。 

勞工處長張世忠指出，有部分雇主對移工可扣薪資項目不夠瞭解，以致造成勞

雇雙方誤解、移工因而向 1955 或勞政單位提出申訴，亦有自移工工資直接扣繳移

工仲介服務費，並轉交給仲介業者的情形，或假借扣繳方式另外增加其他不明借款

及虛偽不實的扣款項目，這些導致移工權益受損的行為，一經查明屬實，雇主將依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及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處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仲介業者部分，則將就超收費

用金額處 10 倍至 20 倍罰鍰以及停業處分。 

勞工處強調，雇主除明列的法定費用，包括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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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膳宿費、職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或依

其他法律規定得自工資逕予扣除項目及金額外，其餘項目均不得自工資中代扣。 

另外，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工資，應檢附印有中文及該外國人本

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交予該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五年。 

張世忠補充，常見違規扣款項目包含服務費、國外借款、居留證費、體檢費等，

上述費用因非屬法定收取項目，呼籲雇主勿代扣非屬法定費用，確保移工能實領工

作薪資，保障其權益。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10 月 13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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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打不到流感疫苗別氣餒   

專家推薦強力食物抗感冒、流感  

時序入秋，進入感冒與流感季節，周邊的咳嗽聲此起彼落。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今年流感疫苗罕見搶手缺貨。萬一不幸感冒了，如何降低不適感與縮短病

程？儘管目前研究指出，維生素 C 並不如之前所認為的能預防感冒，但這種營養

素能幫助縮短感冒病程，並減輕不適症狀。 

談到維生素 C 食物，一般人多會聯想到柑橘類水果，實際上有許多食物的維

生素 C 比柑橘類更多。美味多汁的椪柑，每 100 克含 25.5 毫克維生素 C，比許多

常見水果和蔬菜的維生素 C 少。以下是營養師推薦您在秋季應多補充維生素 C 的

強力食物。 

辣椒 

每 100 克辣椒可提供 143.7 毫克的維生素 C。此外，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的研究人員發現，辣椒素可能有助於緩解關節和肌肉疼痛。 

紅、黃甜椒 

100 克紅色甜椒所含維生素有 137.7 毫克。它還是維生素 A 的重要來源，可

保護視力。黃色甜椒則有 127.5 毫克。 

羽衣甘藍 

羽衣甘藍以維生素 A 和 K 含量豐富知名，它的維生素 C 含量也不容小覷，100

克羽衣甘藍可提供 120 毫克維生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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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椒 

青椒的維生素含量雖然比它的姊妹紅甜椒略少，但每 100 公克也有 107.5 毫

克。青椒也是纖維的重要來源。 

綠花椰菜 

十字花科的營養優等生，在維生素C的排名也上榜，每100公克含 75.3毫克。

另外，研究顯示綠花椰菜可能具有預防癌症的作用。 

奇異果 

每 100 公克奇異果含 73 毫克維生素 C，還富含鉀和銅。 

草莓 

每 100 公克草莓含 69.2 毫克維生素 C，還含有葉酸和其他可促進心臟健康的

化合物。 

白花椰菜 

身為青花椰菜的姊妹，100 克白花椰菜可提供 62.2 毫克的維生素 C，它的纖

維和蛋白質含量也很亮眼。 

木瓜 

每 100 公克木瓜，含 58.3 毫克維生素 C。吃木瓜可以使皮膚亮麗並增強骨骼。 

維生素 C 攝取小提醒 

● 維生素 C 怕熱，易在加熱過程中受氧化破壞，生食最能攝取到完整的營養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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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調時建議採用涼拌或快炒，可保存較多的維生素 C。 

抗流感食物 

蘑菇 

科學證據顯示蘑菇具有抗病毒特性，可增強身體抵抗流感病毒的能力。一般

認為來自其葡聚醣碳水化合物，各種菇類略有不同，可攝取不同種類以增強抵抗

力。 

大蒜、洋蔥 

蒜素被證實可透過增加自然殺手細胞，減輕感冒和流感症狀的嚴重程度。洋

蔥也有類似效果，可增加白血球，抵禦病原體。 

南瓜籽、葵花籽 

當身體需要趕走入侵者時，鋅是必備元素。南瓜籽是素食者的最佳礦物質來

源之一，葵花籽也是不錯的選擇。 

原味優格 

根據 2017 年發表在《營養學》雜誌上的研究，原味優格等發酵食品中含有益

生菌，這些益生菌可增強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但請選擇無糖優格。 

水 

水對身體每個生理過程都很重要，缺水的身體無法正常抵抗疾病。白開水當

然是最好的選擇。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10 月 18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494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