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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傷病給付加碼！職災保險法三
讀通過 

為保障雇主及外國人權益， 雇主應
確實填寫聯絡資訊。 

家事移工轉廠工 勞動部 4月底開會
討論 

保障移工工作權益，聘僱許可函及
廢止聘僱許可函提供移工雙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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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保障移工工作權益，聘僱許可函及  

廢止聘僱許可函提供移工雙語版本。  

為友善移工在臺工作環境，提升移工對於相關權益資訊知悉度，攸關移工在臺

工作權益的聘僱許可函及廢止聘僱許可函，自今(110)年 4 月起，勞動部除提供移工

中文版本的函文外，也會同時提供上述函文的移工母語(包括印尼文、越南文、泰文)

或英文翻譯摘要。 

現行勞動部發給雇主申請聘僱移工在臺工作的聘僱許可函及廢止聘僱許可函上，

均載有移工工作地址、聘僱許可起迄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等重要訊息，對於移工定

期健康檢查、申辦居留證或有涉及轉換雇主或工作期間等在臺管理事項影響甚鉅。

為確保移工能獲得個人聘僱許可及廢止聘僱許可函等重要資訊，保障自身權益，勞

動部表示，自今年 4 月起聘僱許可函及廢止聘僱許可函正本及雙語版本均會一併發

給移工。 

考量移工多數不諳中文，勞動部已將聘僱許可函及廢止聘僱許可函以移工的母

語文字翻譯，並同時與正本一起提供，以使移工可透過翻譯版本知悉聘僱許可函或

廢止聘僱許可函上所載重要事項，避免產生訊息落差，進一步保障移工在臺工作權

益。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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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員工意思留置其工作憑證，違反者，將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並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因移工個人的聘僱許可函及廢止聘僱許可函正本與母

語翻譯版本將一併請雇主轉交，勞動部提醒，雇主於收到上述函文時，應確實轉交

給移工，以免違反上述規定而受罰。 

如需進一步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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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www.wda.gov.tw）查詢。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4 月 15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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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雇主及外國人權益  

雇主應確實填寫聯絡資訊。  

為保障雇主及在臺從事海洋漁撈、看護、幫傭、製造、營造、屠宰及農林牧魚

塭養殖等工作的外國人權益，勞動部表示，雇主申請辦理外國人的招募、引進、聘

僱及管理等事項時，於雇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表應正確填寫聯絡資訊，且不得與受

雇主委任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聯絡資訊相同，以利勞動部後續可即時聯繫雇主。 

勞動部說明，現行雇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表，雖載有雇主相關聯絡資訊欄位，

然而常有部分雇主的聯絡資訊未填寫、聯絡資訊非雇主所有，或填寫受委任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聯絡資訊等情事，致無法及時聯絡雇主，進而影響雇主及外國人權益。 

勞動部表示，為能即時直接聯繫雇主釐清聘僱外國人申請案件的審查疑義或須

補正事項，及於聘僱期間涉及雇主、外國人權益的聘僱管理事項，須於第一時間聯

繫及通知雇主本人，以避免雇主違反法令規定，致影響雇主及外國人權益，故勞動

部已於 110 年 4 月 20 日修正發布相關雇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表，將雇主相關聯絡

資訊（市內電話、行動電話與電子郵件）置於申請書表的特定欄位，並提醒雇主於

填寫申請書表中雇主聯絡資訊欄位時，應確實填入可即時直接聯絡雇主的資料，未

填寫者，勞動部將退請補正再行確認；另雇主如果是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也應提醒並告知受委任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須確實填寫，且不得與該機構的聯絡資

訊相同，避免影響雇主及外國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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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如對於填寫雇主聯絡資訊有任何疑義不明的地方，除可到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網站查詢瞭解相關資訊外，也可電洽外國人申請案件網路線上申辦系統提供的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35688)或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02-8995-6000)詢問。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4 月 20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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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移工轉廠工  勞動部 4 月底開會討論  

看護工逃逸 3 個月等待期 一個月提報告  

多位立委關切家庭看護工轉製造業越來越多，立委指出甚至有家庭看護工刻意

騷擾雇主，讓雇主受不了而讓雇主同意轉出，對此勞動部表示，將在 4 月底邀雇主、

仲介、人權等團體與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等討論，另要求勞動部針對家庭看護工逃

逸後，3 個月等待期，時間可否再縮短，在 1 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 

立委陳瑩質詢指出，近期接到很多陳情看護工轉廠工越來越多，有看護工刻意

騷擾雇主，讓雇主受不了而同意轉出，還有移工說我就是要來台灣逃跑，另原先照

顧老人去工廠操作機器，職災是否會增加，雖勞動部表示原則上看護工是不可轉換

到製造業，除非是被性騷等因素，但是看護工轉廠工例外的比例非常高，陳瑩表示

難以理解雇主不能讓外籍勞工從事非許可項目，但發展署卻允許可以從事其他工作，

勞動部應檢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施貞仰表示，家庭看護工通常轉到製造業，原則上是不

可跨業轉換，除非性侵害、性騷擾、暴力或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才可跨業轉

換，會在 4 月底邀雇主、仲介、人權等團體與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等討論。據了解，

會議將會對「解約驗證」程序與「怠工」等進一步溝通了解。 

立委林奕華表示，家庭看護工進來台灣後可能要照護身心障礙者或困難度高的

患者，但一旦移工失聯，這些家庭要等 3 個月後才能遞補，身障或重病者在這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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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需求，迫於無奈只能找失聯移工，這 3 個月成了失聯移工最好的市場，她質疑

為何不檢討制度呢？另最近疫情，移工引進不易，要求對於照顧 80 歲或 85 歲以上

的已在台滿 14 年的家庭看護工可否合法延期。 

許銘春表示，失聯移工目前有 5 萬 509 人，對於 3 個月等待期，政院已在跨部

會研議，不會拖延下去已積極面對，時間上在跨部會討論無法明確提出，另針對在

台工作年限屆滿的移工，聘僱期間一次延 6 個月。 

最後主席陳玉珍裁示，要求勞動部針對家庭移工逃逸後，3 個月等待期，時間

可否再縮短，在 1 個月內提出研議書面報告。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4 月 22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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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傷病給付加碼！職災保險法三讀通過  

五一勞動節前夕，立法院今三讀通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不但擴大

納保範圍，也提高最低投保薪資至基本工資，失能給付最高可以領到 144 萬元，死

亡給付 108 萬元；另外，新法也提高傷病給付，優於現行勞保規定。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修法重點包括： 

一、所有事業體強制納保：過去依據勞保規定，5 人以上事業單位，才採強制

納保；4 人以下事業單位，自願加保。根據新法，不論受僱人數多少，都將強制納

保。 

二、擴大納保對象：只要提供勞務事實並受有報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都

符合納保條件。亦即，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幫傭等也納入投保對象。 

三、投保薪資樓地板與天花板雙雙提高：薪資下限從新台幣 1 萬 1100 元提高

到基本工資（目前為 2 萬 4000 元）；投保薪資上限從 4 萬 5800 元提高到 7 萬 2800

元。取消打工族等部分工時的投保薪資級距，若低於基本工資者，一律提高到以基

本工資投保。 

四、給付率提高：現行勞保規定，職業傷病第 1 年按投保薪資 70%發給，第 2

年減為 50%；職災保險法規定，職業傷病給付前 2 個月 100％給付；第 3 個月皆發

給投保薪資 70%，以 2 年為限。 

五、失能給付認定方式改變：失能年金給付金額方式不再以年資計算，改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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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狀態認定，失能程度愈嚴重，領的給付愈多；完全失能，領投保薪資 70%；嚴重

失能是投保薪資 50%；部分失能是投保薪資 20%；失能年金若相關資格條件，加

發眷屬補助 10%，最多加發 20%。 

六、遺屬年金不計年資：改以每月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 50%；遺屬一次金，按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40 個月。 

七、增訂雇主罰則：雇主未替勞工加保，可處 2 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應按次處罰。投保單位、雇主、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診所若違法經且處以罰鍰，主管機關應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及處分金額

等。 

八、成立專責機構：新法要求勞動部應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重建中心，

統籌職災預防業務。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4 月 23 日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40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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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不喝咖啡就頭痛？若出現這些症狀當心是

「咖啡因戒斷症」  藥師教你如何改善  

咖啡因戒斷不舒服，藥師建議善用標示循序減量 

一杯充滿香氣的咖啡，是許多人上班或唸書時的良伴，更是日常生活的享受！

然而，您是否因為持續喝咖啡，一天沒喝就出現不舒服的狀況，像是頭痛、疲勞

或昏昏欲睡、心情鬱悶或易怒、難以專心、類似感冒般的症狀？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吳尚樺藥師說明為什

麼會這樣，藥師提醒，若自我評估後發現上述症狀同時存在三種，您可能就有「咖

啡因戒斷症狀」。 

攝取咖啡因的多寡，真實影響您的身體 

咖啡因對身體到底好不好？吳尚樺藥師說：「咖啡因對身體的影響，因個體差

異、攝取量與持續時間而不同。」他指出，通常攝取 30-300 毫克的咖啡因，在休

息狀態下，可提高警覺性與縮短反應時間，但重度攝取對於較敏感的族群，則可

能觸發心律不整。 

此外，咖啡因會刺激腸胃道平滑肌蠕動，可能有助於改善便祕情況。然而女

性攝取過多的咖啡因，可能會降低骨密度、增加骨折風險，特別是鈣質補充不足

的人，且咖啡因也會增加排尿量與次數，若有頻尿困擾的人建議減少攝取。 

找出您的咖啡因建議攝取量 

到底一天可以攝取多少咖啡因呢？吳藥師說明：每個人用來代謝咖啡因的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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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酵素能力強弱不同，加上身體狀況的差異，對於咖啡因適合攝取量也大不同。

歐盟建議成人每日不超過 300 毫克，孕婦不超過 200 毫克；若有心臟病史、腸胃

不適、失眠等問題，則應避免或減少。 

可透過市售現煮咖啡的紅黃綠標示，區分一杯的咖啡因含量： 

紅色：一杯含 201 毫克以上 

黃色：101-200 毫克 

綠色：100 毫克以下 

除了咖啡以外，紅茶、綠茶、能量飲、熱可可、可樂、巧克力棒也含有咖啡

因，若合併使用，需注意總攝取量。 

此外，綜合感冒藥常添加咖啡因來改善頭痛症狀，若用此類藥品避免戒斷症，

從記錄咖啡因攝取量開始。想避免咖啡因成癮及對抗戒斷症狀，吳藥師認為最好

的方法，就是閱讀咖啡因含量標示並加以計算。「民眾應該要有警覺性，通常戒斷

症狀會發生在停用或攝取量降低至每天 100 毫克後 1 天之內，且持續 2-9 天，過

去攝取越高，不舒服的症狀會越嚴重。」 

咖啡戒斷症發生時怎麼辦？ 

當戒斷症狀發生時，可使用低咖啡因咖啡、花草茶等飲品取代，或是每週降

低 10%咖啡因，並用日記記錄。食藥署也提醒民眾，面對戒斷症狀的不適，可找

出調節情緒壓力的方法，像運動、聽音樂，加上充分休息、養足精神，一定能逐

漸降低戒斷症狀帶來的煩躁與疲倦感。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4 月 17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5395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