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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到職日投保勞保 處四倍
罰鍰 

住集中檢疫移工 即日起登機前須線
上健康申報 

非法容留外國人 違反最高罰 75萬
元 勞務委外仍應查證身份 

移工聘可將屆滿得延長 補申請以
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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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移工聘可將屆滿得延長  補申請以一次為限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規定，從事家庭看護工作的移工，在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14 年，而從事其他類別工作的移工則不得超過 12 年。由於

COVID-19 疫情仍未趨緩，基於國內防疫安全，勞動部先前已調整放寬，對於聘僱

許可即將屆滿的移工，雇主可再申請延長 6 個月的聘僱許可。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說明，雇主可在原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前後 30 日內，檢附申

請書向勞動部申請「自原聘僱許可屆滿日起」延長 6 個月的聘僱許可，申請期間自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以郵戳日為準，以減少人員跨境流動所衍生的風險。 

勞動局長陳信瑜進一步指出，先前從未向勞動部申請延長聘僱許可的雇主，導

致移工聘僱許可已屆滿、卻尚未返回母國者，今年 4 月 10 日前，也可檢附申請書

向勞動部申請「自申請日起」延長 6 個月的聘僱許可。 

陳信瑜提醒，若雇主未在原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前後 30 日內申請，或是在 4 月

10 日前替移工提出延長聘僱許可的申請，仍可在超過這些期限後的 15 日內，向勞

動部補行申請，但僅以 1 次為限，補行申請的截止日，一樣至今年 6 月 30 日截止，

籲請雇主把握申請時間。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3 月 1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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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集中檢疫移工  即日起登機前須線上健康申報  

即日起，對於需進行集中檢疫之移工入境臺灣前於啟航地向航空公司報到

(check in)或登機前，均應使用手機完成「入境檢疫系統

(https://hdhq.mohw.gov.tw/)」線上健康申報，以加速入境通關作業。 

 目前社福類移工、休假返臺者、菲律賓籍移工入住政府集中檢疫處所，泰國

及越南籍產業類新引進移工則由雇主安排居家檢疫。 

  勞動部表示，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3 月 17 日通知事項辦理，自 110 年 3

月 22 日起推動所有入境須集中檢疫者接收集中檢疫通知書電子化作業，對於需進

行集中檢疫之移工入境臺灣前於啟航地向航空公司報到(check in)或登機前，均應使

用手機完成「入境檢疫系統(https://hdhq.mohw.gov.tw/)」線上健康申報，以加速

入境通關作業。 

 勞動部呼籲，為配合臺灣入境防疫作業，請臺灣仲介公司轉知國外仲介公司，

對於需進行集中檢疫之移工於入境臺灣前，協助該移工至「入境檢疫系統」填報基

本資料、旅遊史、健康聲明及臺灣手機門號等資料，避免影響移工入境工作權益。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3 月 2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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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容留外國人  違反最高罰 75 萬元  

勞務委外仍應查證身份  

外國人非法工作案層出不窮，常見失聯移工或尚未取得工作許可的僑外生，以

「幫忙」名義在店家做事，但卻已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最高可處 75 萬元罰

鍰。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去年至今共裁罰 99 件，總罰鍰高達 1620 萬元，若 5

年內再違反，將會面臨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 

勞動局接獲案件，A 公司將辦公室清潔工作委外給清潔公司辦理，清潔公司一

時不察，聘僱非法外國人在 A 公司從事打掃工作，經移民署專勤隊查獲後，清潔公

司除因非法聘僱受罰外，A 公司也面臨高額罰鍰。就服法第 44 條規定，「任何人不

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勞動局長陳信瑜說明，縱使與外國人之間無聘僱關係，

若容許非法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提供勞務，也有違法之虞。 

陳信瑜進一步指出，A 公司雖將清潔業務外包給清潔公司，但 A 公司事實上也

應對清潔公司所指派的外國人，進行身分查證，若因未善盡查證義務而違反就服法

第 44 條規定，將處 15 萬元以上、75 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局補充，部分店家被查獲時，認為外國人只是來幫忙，沒有聘僱，所以

未查驗證件，但其實只要在店內提供勞務，就是「工作」，就算沒有酬勞，店家仍屬

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如有給付薪資，也會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非法聘

僱，兩者最高均可處 75 萬元罰鍰。呼籲雇主應謹慎守法，對於派遣至工作場所提

供勞務的外籍人士，仍應確實查驗身份，避免受罰。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3 月 03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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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到職日投保勞保  處四倍罰鍰  

營造業流動率高  可多利用線上系統辦理  

營造業為各行業中重大職災發生率最高，發生職災傷害及死亡事故頻繁，108

年發生重大職災 316 件中，營造業即佔 168 件，超過半數。勞保局提醒，營造業職

災風險高，一旦未依規定投保，影響勞工權益甚鉅，承包工程雇主務必在員工到職

當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亦可多加利用勞保局「e 化服務系統」辦理於

員工到職當日線上加、退保作業。 

 營造業的勞動市場較為特殊，工程層層轉包為常態的運作模式，加上每個工

項的施作時間不一，造成工地勞工流動性頻繁，且多屬臨時性或按日僱用的點工型

態。加上營造工作為職災風險的高危險群，雇主如疏漏申報其加保，一旦職業災害

發生，勞工無法取得勞保給付，則易衍生勞資糾紛。 

 勞保條例第 72 條規定，投保單位如未為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

日起，至參加保險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

因此所受損失，雇主須依勞保條例給付標準賠償。另外，就業保險法第 38 條亦有

規定，雇主未依規定替勞工投保就保，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前一日或勞工

離職日止應負擔保險費金額，處十倍罰鍰，且勞工因此所受損失，亦應按照給付標

準賠償。 

勞保局提醒，承攬各項營造工程的雇主，無論是建設公司或小型工程行，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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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起為員工申報加保法定義務，於勞工到職當日申報參加勞保及就保。僱用人數未

滿 5 人的事業單位，雖非勞保強制投保單位，但只要有僱用員工 1 人以上，仍應投

保就保。 

此外，如所僱員工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或已年逾 65 歲且領取其他社會保險

養老給付，不得參加勞保及就保，亦得申報僅參加職災保險，給予勞工完整的工作

保障。萬一不幸發生職災，勞保職災給付可抵充勞動基準法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費用，

分攤雇主經營風險。 

   對於流動性高的行業或單位，為簡化勞、就保申報作業，勞保局已推出「e

化服務系統」，可於員工到職當日線辦理上加、退保作業，或可在確認勞工預定到職

日起前 10 日內線上預辦加保，以更即時、便捷的方式完成加保程序。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3 月 19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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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  

水情吃緊，怎樣做才能節水？  

專家教「生活 5 大省水法」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有時大雨成災，有時乾旱令人憂心，如何節省水資

源已是全民課題，倘若家家戶戶都學會聰明用水，還能用最少的水量洗菜、洗碗、

洗澡洗頭、沖馬桶、拖地，不僅完成身體清潔，家裡也能保持乾淨舒適，還可省

水費，就不必擔心無水可用之苦！ 

省水不用苦哈哈 日常這樣做 

水的使用原則，就是「用最潔淨的水做最重要的事」。腎臟科醫師江守山表示，

最乾淨的水要拿來飲用或洗菜、洗澡等，舉凡直接接觸皮膚或進入身體的水都要

用「一次水」；回收利用的「二次水」再拿去做其他的清潔工作，例如洗菜水可澆

灌植物、洗澡水可以沖馬桶，更有心的話，可以設法把雨水儲存起來，拿去澆花，

省錢又環保。 

1、洗菜：在缺水時期，不要大量沖水洗蔬菜，建議可以用小蘇打浸泡蔬菜，

抓洗一下或是用海綿輕刷蔬菜表面，再以水洗沖掉，即可煮食；若習慣用沖水洗

菜的方式，洗菜水一定要接起來進行二次利用，才不浪費。 

2、洗碗：飯後洗碗盤可先以「苦茶粉」或「黃豆粉」抹在碗盤上把油吸附，

再用水沖掉，如此一來就不必耗費太多水，也建議盡量不要用泡沫量大的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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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過滑膩不好沖泡，徒增用水量。 

3、洗澡、洗頭：若要省水，就不要泡澡。洗澡時等到頭髮和身體都洗好，開

蓮篷頭或舀水從頭沖下來，如此就能一次沖乾淨頭髮和身體，節省水量。若要更

省水，可以連同衣服一起洗，把衣服放在腳下，先以肥皂搓一下，等洗頭洗澡水

一沖下來，腳踩一踩就乾淨一半，最後再以乾淨的水沖一沖就完成，幾近乾淨的

洗衣水，也可以接下再二次利用，當成沖馬桶或洗廁所之用。 

4、沖馬桶：可用洗澡水二次利用，先把浴缸塞住，留下洗澡水沖馬桶，或是

更換省水馬桶，也可調整沖馬桶的水量，例如置放裝水的保特瓶到馬桶水箱內，

每次沖出的水量可節省至少 1／3。 

5、拖地：可採用靜電拖把搭配除塵紙使用，如此「乾拖」可不必用到水，一

週可採一次乾拖、一次濕拖交替，如此家裡地板能達到清潔效果，又能省水。若

要濕拖，可利用洗碗水或是洗衣服留下的「二次水」先拖過一遍，把污垢、灰塵

都先去除，若認為不夠乾淨，再以少量的乾淨水拖過一次即可。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3 月 30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6/5351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