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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簡政便民 縮短事前查核作業時間  

產業移工居家檢疫事前查核增線上申辦  

產業類新引進移工須由雇主或仲介辦理居家檢疫，檢疫地點須事前經地方政府

查核，為減少申辦時間，簡政便民，自 109 年 8月 20日起，產業類雇主向地方政

府申請居家檢疫場所查核申請案，除現行書面申請外，增加管道得採「線上申請」

方式辦理，雇主若是安排產業移工居住在「防疫旅館」，線上申請後申請案將直送勞

動部等待核發備查函。 

勞動部日前通知，自 8 月 5 日起，地方主管機關暫停受理雇主或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申請以非防疫旅館之一般旅宿業，作為移工居家檢疫地點；對於產業新引進移

工居家檢疫地點，房間須為提供單獨房間(限 1 人 1 室)；應有獨立廁所、盥洗室及

空調設備等規定，可安排居住在宿舍符合規定的單獨房間、獨棟民宅等，若是居住

旅館，勞動部近日將規定新申請案只能居住防疫旅館不可安排居住在一般旅宿業。 

至於目前已取得「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實地檢查備查函」，

但是產業新引進移工尚未入境，勞動部將同意雇主或仲介變動，可由原先核定的一

般旅店改為防疫旅館，不須重新送件流程。 

為簡政便民，勞動部已建置「移工居家檢疫線上申辦作業」平臺(網址：

https://cbwfwapply.wda.gov.tw/cb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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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或受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可透過該申辦作業辦理線上申請(原為書面申辦)，申

請對象包括：製造業、營造業、屠宰業、海洋漁撈業、乳牛飼育業及外展農務業等

事業單位所引進之移工，社福類移工排除適用。 

勞動部說明，地方政府受理申請案後，將派員實地查核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場

所，並於每日傳輸合格名冊予本部，嗣由本部核發備查函予雇主，俾利移工持該備

查函正本及入國引進許可函，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核發簽證。 

有關「移工入境居家檢疫線上申辦操作手冊」，雇主或仲介公司可於登入系統後

逕行下載使用，倘使用上仍有任何問題，請電洽免付費客服電話 0800-035-688。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08 月 19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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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受檢疫未滿 1 日防疫補償金 10 月底主動入帳  

衛福部說明，截至 109 年 8 月 16 日，已審核通過 11 萬 6,754 件，針對「國

人」或「持居留證者」受居家或集中檢疫措施如有執行未滿 1 日未受補償之情形，

並符合補償辦法請領資格，地方政府將在 10月底前主動補發 1日防疫補償金 1,000

元，並寄發補發核定通知書，民眾不必再申請。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表示，有民眾反映受居家檢疫超過 14

天又幾個小時，因為雇主並未給付薪資，補償金可否支付，經 8 月 3日中央指揮中

心會議討論後同意給付，又查行政程序法規定，對人民不利對待雖只有幾小時，但

須以「天數」補償，因此對於 8 月 16 日之前審核通過的案件，符合規定者有不足 1

天未受補償者，在 10 月底前將會主動補發。 

防疫補償辦法於 109 年 3 月 10日發布實施，自 109 年 3月 23 日開放受理申

請防疫補償，截至 109年 8月 16日已審核通過 11萬 6,754件，共核給 16億 4,430

萬 6,000 元。 

蘇昭如指出，自即日起，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依受檢疫者實際檢疫日數(包

含檢疫未滿 1 日)發給防疫補償。例如「國人」或「持居留證者」於 109年 7 月 1

日下午 2 時入境，至 7 月 15 日 24 時檢疫期滿，共受檢疫措施 14日又 10小時，

故防疫補償期間改計為 15 日，而給予 15 日防疫補償。但接受檢疫期間民眾如已支

領薪資(如雇主依法應給薪的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仍需扣除支領薪資之日數。另

對於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檢疫者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之家屬，一併依規定補發

1 日防疫補償。如有疑問可打免付費的 1957福利諮詢專線洽詢。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08 月 19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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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或移工有菸檳習慣達 30 人以上  

健康署提供免費到場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為維護勞工健康，國民健康署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地方政府之衛生、建

築管理單位、醫療院所合作推動工地口腔黏膜檢查。只要工地或事業單位的員工或

持有健保卡的外籍工作者，有吸菸或吃檳榔習慣達 30人以上，可向國民健康署申

請免費到工地或工作場所辦理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根據國民健康署運用勞保資料串聯癌症登記資料顯示，「建築業」是嚼檳率較高

的行業別之一。 

為照顧勞工健康，國民健康署自 108年起補助醫療院所至營建工地，免費為有

菸檳或已戒檳工人提供口腔黏膜檢查，共 121 家營造商響應，約 4,400 多名工作人

員參與篩檢，初步發現 633名有口腔黏膜異常。 

今年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眾較不敢接受口腔黏膜檢查，受檢率與 108

年同期相比下降約 4 成，為四癌篩檢中下降幅度最高。 

國民健康署長王英偉表示，口腔癌是最容易預防及發現的癌症之一，口腔黏膜

異常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呼籲營造業雇主一同響應，守護勞工朋友健康，揪團 30

人踴躍向國民健康署申請免費到工地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另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也自 108 年度起將『癌症篩檢』納入「職業安全

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之評分加分項目，獲獎得減免押標、履約或保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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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等獎勵，目的即是希望藉此鼓勵營造公司重視勞工健康。 

國民健康署說明，為了不耽誤勞工與工程進度，配合工地在上工前至工地提供

篩檢及菸檳酒健康危害防制宣導；部分營造公司還獎勵勞工戒檳、補助工地福利社

不賣檳榔等。 

國民健康署指出，108 年口腔癌死亡人數約 3,400 人，106 年新發生人數約

7,800人，其中 9成為男性，位居男性十大癌症發生、死亡第 4 名，男性好發年齡

為 30-64 歲佔近 8成，此階段多是家中經濟的主力，對個人及家庭影響不容小覷。 

據全國口腔黏膜檢查資料發現，透過篩檢發現之口腔病變者，有 75%(0-1期)

屬癌前病變及早期癌症，只要戒除菸檳習慣、搭配治療，可降低癌前病變惡性轉化

之風險，加上定期檢查更可降低 26%死亡風險，而未接受篩檢的口腔癌患者，則有

5 成為晚期癌(3-4期)，足見定期接受篩檢之重要。 

國民健康署提醒，30 歲以上有菸檳習慣的民眾，每 2年可攜帶健保卡至健保特

約牙科、耳鼻喉科醫療院所接受口腔黏膜檢查。 

工地篩檢洽詢電話：國民健康署 02-25220888#777、779。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08 月 13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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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全額給付工資給移工  罰鍰 6 萬元起跳  

為保障移工應得工資權益，現行法令已明訂雇主須全額給付移工工資，如移工

遇有雇主未全額給付工資，或遭仲介公司超收服務費以外費用情事，均可透過「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並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查察，如有違法將依法嚴辦。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說明，目前有超過 70 萬名移工投入國內勞動市場，部分

不肖仲介業者要求雇主自移工工資直接扣繳移工仲介服務費，並轉交給仲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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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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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之規定被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廢

止聘僱許可。另仲介業者更將就超收費用之金額，處 10倍至 20 倍罰鍰，並面臨停

業處分。 

發展署提醒，雇主除了明列的法定費用外（即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

所得稅、膳宿費、職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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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項目及金額），其餘全額工資都不得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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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署說明，常見雇主代仲介公司非法向移工扣款之項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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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項目，故發展署呼籲雇主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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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非屬法定費用，確保移工能實領其工作薪資，保障移工權益。 

如對移工工資給付有任何疑義不明，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wda.gov.tw/），或洽「1955 專線」了解更多資訊。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08 月 17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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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炎夏食慾不振暑氣難消   

6 大症狀都是身體正在慢性發炎！  

很多人可能會問：「醫師，我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慢性發炎？有什麼檢查方法

嗎？」事實上，目前檢驗慢性發炎的實驗室或影像學方法尙未普及於臨床，如細

胞激素測定或腦部發炎掃描等檢查大多來自較高階研究單位的專案計畫。那麼，

治療者是如何判斷個案是否有慢性發炎呢？ 

關鍵就在於臨床症狀／徵兆的分析，其可協助治療者以最有效率且最貼近病

患主觀經驗的方式進行診療，亦可讓個案在每次門診之間做自我觀察與記錄，就

像每天量血壓一樣，有利於篩檢、追蹤、與溝通。 

以下我們將慢性發炎的常見症狀、徵兆逐一列出。 

（一）疲倦 

那是一種無止盡的疲憊，找不到可以恢復精力的方法，感覺全身彷彿被沉重

枷鎖給綑綁一樣，施展不開。疲憊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心理上的疲憊，覺得提

不起勁、無精打采、或者找不到做事與享樂的動力；另一種則是身體上的疲憊，

覺得肌肉無力與動作緩慢。心理疲憊與大腦前額葉的功能有關，身體疲憊則與腦

部紋狀體有關，顯示疲憊不只是一種抽象的感受（更不是懶惰），而是有其生理學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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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情莫名低落、焦慮、不耐煩 

經常為一些自己也覺得無關緊要或雞毛蒜皮的瑣事在擔憂，也常會因為生活

的小摩擦而對周遭親友發脾氣。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做不好，彷彿別人都在跟自己

作對，甚至對未來沒什麼期待。容易反芻負面經驗，並過度猜想可能發生可怕的

事。 

（三）消化道症狀 

例如喉嚨梗塞感、便秘、拉肚子或胃食道逆流等症狀。 

「我到底怎麼了？做過胃鏡、鼻咽鏡，看過很多醫師，但都查不出為什麼喉

嚨會有卡住的感覺？」 

關於這點，筆者經常會與病患分享歇斯底里（Hysteria）一詞的典故。早在西

元前四百年，被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將一種多見於女

性的焦慮與身體不適的現象命名為 hystéra（辭源為子宮的意思），並認為子宮的

四處移位是造成身體多處不適的原因，比如當子宮上移到喉嚨時便會有梗塞感。

姑且不論這古老論點的偏見與不合時宜，有些人聽了，就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意識到原來這不是什麼怪病，而是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被注意到的現象。其他如

便秘、腹瀉、或絞痛等類似腸躁症的症狀也與身體發炎有關，尤其是對壓力及作

息特別敏感的人，比如有人上台前就會拉肚子，或者輪班時常會便秘，嚴重影響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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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皮膚與呼吸道症狀 

如果要阻絕外來物入侵，那時時刻刻都與環境有頻繁接觸的皮膚及呼吸道就

是第一線邊防重鎭了。因此，人體很自然的在這兩個部位上布滿了免疫大軍，隨

時準備迎戰。但若體內環境失衡，導致免疫系統對自身或外界有過於強烈的反應

時，鼻炎、氣喘、蕁麻疹、或異位性皮膚炎等皮膚與呼吸道的發炎便接踵而至。

臨床上，許多個案也會因為壓力、飮食或作息不正常而惡化上述症狀，這都顯示

慢性發炎的狀況正在發生。 

（五）無法被解釋的疼痛 

莫名的頭痛、肩頸痛、膏肓痛、四肢痠痛，或胸、腹、臀部的疼痛，看遍骨

科、復健科、腸胃科、或心臟科等，都找不出病因。有些人以為個案是在無病呻

吟，或說那是公主病，但其實個案的感受是無比眞實的，有時根本動彈不得。舉

例來說，有一種稱為纖維肌痛症的疾病，核心症狀是多處肌肉疼痛、疲憊與注意

力減退，但周邊組織根本看不出異常，不管巨觀或微觀都與常人無異，而且疼痛

的位置還會四處遊走。在人們對此「怪病」還不了解時，個案常被誤以為是心理

作祟或止痛藥上癮。所幸，最新研究已指出纖維肌痛症患者的中樞神經其實是處

於慢性發炎狀態，合併諸多痛覺處理機制的異常，還給罹病者治療的機會與公道。 

（六）經常感冒 

「醫師，我又感冒了。好像每次來看診，都是在流鼻涕和喉嚨痛。我明明就



※本內容禁止無標明出處之轉貼文章，請標明出處或設定原文連結※

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 212 號 電話︰03-3565851

是看身心科，不是看耳鼻喉科啊……」 

經常有個案這麼苦笑著說。有人會問，發炎不是免疫細胞變得活躍嗎？怎麼

我還會成天被病毒給入侵呢？其實，慢性發炎並非持續性的免疫反應增強，相反

的，因為來自各路的免疫細胞、細胞激素及荷爾蒙的複雜互動，有時甚至會出現

免疫抑制的效應，如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s）和 T 細胞被抑制，並有

所謂免疫抑制微環境（immunosuppressive microenvironment）的形成。因此

慢性發炎是一種免疫失調的結果，不但抵禦感染的能力減低，甚至也可能誘發癌

變（此與近年來被大為關注的免疫治療有關），或出現各種過敏。所以慢性發炎的

個案經常在感冒與過敏的交疊發作中度過，有時也很難分淸楚到底是何者了。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09 年 08 月 26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8/4809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