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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雇主繳納就安費  新增行動支付 Line Pay 

隨著行動支付日益普遍，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應繳納的就業安定費，勞動部新

增開放「Line Pay Money」行動支付繳費管道，掃碼即繳，提供雇主更快速、多元

的繳費選擇。 

勞動部表示，配合國人使用行動支付繳費方式逐漸普遍，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

費，除前已開放的台灣 Pay、嗶嗶繳外，新增開放「Line Pay Money」行動支付繳

費管道，雇主只須點選手機「Line Pay」中的「生活繳費」，再依手機頁面所示依序

進入「規費罰鍰稅捐」、「規費」、「就業安定費」，即可掃描就業安定費繳款單中的 3

段條碼，並於確認繳費金額後完成繳費，而且免收手續費；同時繳費紀錄亦會保存

在所使用的 App 中，不僅可供雇主隨時查詢，且方便快速。 

      勞動部說明，除「Line Pay Money」行動支付繳繳就業安定費外，現行

亦可持繳款單，至 7-11、全家、萊爾富、OK、美聯社、全國農漁會信用部、台新

銀行、郵局臨櫃繳納，其他方式包括銀行匯款、ATM 轉帳、全國繳費網（e-Bill）

繳款、網頁補印繳款單繳款、7-11 ibon 補單繳納、轉帳代繳、其他行動支付(台灣

Pay、嗶嗶繳等多元方式，雇主可多加選擇利用。如有繳納就安費相關問題，可電

洽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電話：02-8995-6000），或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https://www.wda.gov.tw）查詢。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1 月 2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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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聘法 19 條公告增情節輕微可限期改善  

住倉庫、無水電或居住面積小  直接開罰  

勞動部 1 月 6 日公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

對於雇主未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辦理，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定情節輕微者，

始得予以限期改善，及整併第 19 條之 1 所定外國人生活照顧計畫書之規劃事項，

移列至第 19 條中明定，刪除現行條文第 19 條之 1；新規定 110 年 1 月 8 日生效。 

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規劃下列事項：一、飲食及住宿之安全衛生。

二、人身安全及健康之保護。三、文康設施及宗教活動資訊。四、生活諮詢服務。

五、住宿地點及生活照顧服務人員。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雇主聘

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之工作者，免規劃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事

項。 

勞動部說明，針對雇主未依規定執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經當地主管機

關個案審認，如已嚴重影響外國人住宿安全或健康，無待給予一定期間改善即應予

處罰，以保障外國人權益，因此修正雇聘辦法第 19 條與 19 之 1 規定，屬情節輕微

才給予限期改善。另配合該法規修正，將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 

勞動部指出，對「情節非屬輕微」情形，並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定，在修法說明

中舉例包括（一）因外國人入出國之交通接送考量，使外國人暫時居住於倉庫或其

他不適合居住之環境。（二）因新舊外國人交接，於聘僱許可將屆滿之外國人尚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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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前，即暫時安排新入國之其他外國人同住一處，致短期間內外國人居住面積大幅

縮小。 

 （三）因可歸責於雇主，致住宿地點無供水、無供電。（四）因有傳染病發生

或有發生之虞，違反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採行之防疫措施，致

有害外國人之健康等情形。 

勞動部說，雇主違反上述經主管機關認定非屬情節輕微的情況，將直接開罰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不會給予限期改善。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1 月 08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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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知悉職場性騷擾  應有糾正補救措施  

無書面申請仍應處理  違反可開罰 50 萬元 

雇主接到員工反映職場性騷擾情事，即應採取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不過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7 年來共收到 189 件老闆遲遲不處理的案件數，其中 52

件被開罰，金額達 555 萬元。勞動局提醒，雇主未採取立即的積極做為或協助，一

旦被員工申訴，恐會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將處 10 萬至 50 萬元罰鍰。 

台北市統計 103 年至 108 年間，有發生職場性騷擾、雇主卻未處理而向勞動局

申訴，每年在 22 件至 29 件之間，109 年則增加至 42 件，七年間共計 198 件，而

去年開罰件數共有 13 件，相較於之前平均每年約 6.5 件亦有增加，近七年共開罰

52 件共 555 萬元。 

勞動局分析，109 年的件數，就比 105 至 108 年高，原因應是現在性別意識愈

來愈抬頭，加上公司都較具規模，提醒事業單位，無論雇主從哪些管道得知員工遭

遇職場性騷擾，都要立即處理，員工若以口頭或 line 方式向雇主申訴，可請員工補

正書面申訴書，而不是被動等待被害人提出正式申訴才處理，或是直接置之不理。 

勞動局長陳信瑜表示，雇主應成立申訴處理委員會小組進行調查，全程以保密

方式訪談相關人並做成紀錄；調查委員應由勞資雙方組成，調查結果應做成附帶決

議，如有異議也可提出申復；如調查屬實，應懲處性騷擾行為人。 

陳信瑜補充，有關糾正及補救措施，為保護雙方當事人，應避免碰面，例如將

座位區隔調整；另也須針對全體員工，加強防治性騷擾教育訓練，讓員工都清楚知

道申訴及救濟途徑。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1 月 28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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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二度延長入境管制  暫實施至 2/8 止 

印勞返國不受限  PCR 報告放寬至 72 小時 

基於防疫考量，印尼政府先前已宣布暫停一般外籍旅客入境，原定實施至 1 月

28 日止，考量國際疫情仍嚴峻，印尼疫情指揮中心再度宣布延長入境管制措施至 2

月 8 日止，期間除持外交、公務居留證、居留證(KITAS)、永久居留證(KITAP)或經

特殊許可，其餘外國籍人士暫停入境，包含直飛及轉機。 

至於印尼籍人士仍可入境，惟須遵守政府防疫規定；入境須出示 PCR 檢驗陰性

證明，時效由先前規定的 24 小時延長為起飛前 72 小時內。上述防疫管制措施得視

疫情發展續延長。 

駐印尼台北經貿代表處彙整印方近期管制措施，所有旅客入境均應入住政府指

定集中檢驗所或旅館，接受落地 PCR 檢測並進行 5 天隔離，所有費用均由外國旅客

自費。目前經印尼政府公告指定的防疫旅館共 55 家，以及 12 家僅供外國人入住，

相關入住及費用事宜請逕洽旅館詢問或預訂。 

印尼衛生當局會派員赴指定隔離旅館為所有外國入境旅客進行二次PCR篩檢，

外國籍旅客須自付篩檢費用。篩檢 PCR 結果為陽性者，將送往醫院治療，印尼籍

人士醫療費用由政府負擔、外國籍旅客之醫療費用須自費，完成五天居家隔離且二

次 PCR 篩檢均為陰性者，始得進入印尼社區。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1 月 29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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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拒絕過完年變胖年獸  

營養師 4 建議安心大吃  

春節期間不免大魚大肉，不知不覺當中攝取超標熱量，不僅在年節後身材圓

了一圈，還增加身體負擔又引發慢性病危險，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營養師吳雅

惠以健康飲食概念，提醒民眾 4 大建議，盼民眾過年時可吃得美味又健康。 

吳雅惠在北市衛生局記者會時，示範民眾可在農曆年圍爐時，可利用低澱粉、

少油、少鹽、少糖、高纖概念，以蘿蔔、黑木耳、雞肉絲、玉米筍、毛豆仁、牛

番茄、花椰菜、高麗菜等蔬果、堅果，以及年節剩餘肉類製作年菜。 

為避免年節攝取超標熱量，導致身材走樣，吳雅惠提出 4 大建議，包含營養

均衡不可少、澱粉替換不過量、少油、少鹽更健康、高纖蔬果好消化。吳說，過

年不免會吃到蘿蔔糕，1 塊 50 克的蘿蔔糕等於四分之一碗飯熱量，建議民眾可採

用食物代換方式適量攝取。 

烹調年菜時建議以蒸、煮、烤、燉、滷和涼拌等取代油炸，食材上可選擇低

脂肉類像是海鮮、肌肉或豆製品，取代蹄膀、五花肉、香腸等高油、高鹽肉類。

像是樹子蒸石斑、干貝香菇燴時蔬、黑蒜頭蛤蠣雞湯、家常豆腐都是健康美味又

有年味的餐點。 

另外，飯後可吃點吉祥如意「橘子」、平平安安「蘋果」、心想事成「柳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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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當季水果，不但增添年節氣氛又可攝取到高纖維食物，促進腸胃道消化，避免

年節期間有消化不良的狀況。北市衛生局表示，年節除了享受美食，也別忘記運

動「333 原則」，消耗熱量更可維持身材。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1 月 25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5201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