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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帳戶自動扣繳就業安定費  輕鬆繳費免奔波  

雇主聘僱移工依規定應繳納就業安定費，為避免雇主因工作繁忙等因素逾期繳

納就業安定費致遭加徵滯納金，勞動部建議雇主多採申請約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扣

繳就業安定費，如此就可以輕鬆完成繳費，即使再忙也不怕遺忘。 

勞動部表示，為便利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目前已提供多元的繳費管道，雇主

除可持繳款單（可至 4 大超商、美廉社、全國農漁會信用部、郵局或台新銀行臨櫃

繳費）、利用行動支付（台灣 Pay、Line Pay Money、嗶嗶繳）、ATM 轉帳、及全

國繳費網線上進行繳費外，亦可申請約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扣繳。 

透過約定金融機構帳戶方式扣繳就業安定費，雇主不必出門即可自動完成繳費，

不怕因故遺漏繳納而遭加徵滯納金；同時，已經申請約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扣繳且

成功扣款繳費的雇主，勞動部也會主動寄發繳納證明，方便雇主查對，歡迎雇主多

加使用。 

勞動部說明，現行雇主申辦約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扣款繳納就業安定費有 2 種

方式，以一般金融機構帳戶申請自動扣繳者，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採線上

申辦方式辦理，只要約定帳戶與雇主姓名或公司名稱相符，即可成功申請；另以郵

局帳戶申請自動扣繳者，雇主可攜帶近期繳款通知單影本、郵政儲金簿（不限雇主

本人之帳戶，採劃撥帳戶者免附）、印章及身分證，至郵局臨櫃申請。申請成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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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將於次期就業安定費繳款通知單上提醒雇主預為準備自動扣繳事宜。 

為防堵新冠肺炎的威脅，除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去人多的地方等，勞動部鼓

勵雇主在家透過自動扣繳輕鬆繳納就業安定費，可減少接觸病毒的機會。勞動部提

醒，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就業安定費，以免逾期遭加徵滯納金。如有繳納就業

安定費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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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23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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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辦處推出官方 APP 可預約換發護照  

為方便印勞及在台僑民可自行申請換發新護照，並能即時掌握官方訊息，駐台

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近日推出官方 APP，並已在 iOS 跟 Android 雙平台上線。

使用者可透過關鍵字搜尋 KDEI Mobile 下載，首次使用應輸入手機號碼及有效的護

照號碼進行註冊，註冊完成後，除了可瀏覽官網資訊外，亦可預約更換護照。 

申請人於輸入姓名、護照號碼及手機號碼並完成 APP 註冊後，可於 APP 中點

選”ANTREAN PASPOR”功能，並閱讀申辦須知並確認，即可填寫申請資料，以

及選擇申辦日期及時間。完成資料登記後，系統將給予一組登記編號，即可確認申

辦時間，於申辦時將系統自動產生的 QRcode 供辦事處人員掃描。 

為使印尼僑民更了解 APP 的操作方式，印辦處已提供相關操作流程及常見問答，

供印尼僑民參考。 

該處說明，部分護照申請人已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以前透過 Whatsapp 預約，

在 APP 上線後均已完成資料轉換，因此無須重複預約。由於此項功能主要在提供印

勞自行辦理護照，因此 APP 僅提供申請人自行辦理，無法由仲介或其他代理人透過

這個方式代辦。 

印辦處表示，除透過 APP 申請外，該處網站也有開放申辦護照功能，該處網址：

www.kdei-taipei.org，進入官網右方”APLIKASI PENDAFTARAN ANTREAN 

PASPOR ONLINE”即可進入相關申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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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包括舊護照、外僑居留證（ARC）、申請書、彰化銀行繳費單等，舊護

照遺失者，則需提供台灣移民署所開立的遺失證明。護照申請表可至印辦處網站：

https://www.kdei-taipei.org/uploads/statis/ba0176d5cbd2cefc06f92578ab82

60e9.pdf 下載。提醒申請人須在所預約的時間辦理，如文件缺漏或不符合申請資格，

將不予受理。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9 月 0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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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非洲豬瘟勞動部發函仲介說明計畫  

移民署查緝 2 千餘處 籲勿買不明肉製品  

為加強向雇主及移工法令宣導非洲豬瘟防疫資訊，勞動部發函要求所有仲介約

1,836 家包含總公司與分支機構，於 110 年 9 月 17 日前提供所委任服務之雇主及

移工非洲豬瘟防疫資訊，並納入 111 年執行 110 年度仲介評鑑項目計分。 

另外，移民署指出，為防堵非法走私肉品及加工肉製品從豬瘟疫區輸入，二週

來，移民署共查察 2,139 處，查獲不明來源豬肉製品 91 件，總重 928 公斤。 

移民署表示，中秋佳節在中國大陸、港澳及越南跟台灣一樣，親朋好友間都會

互贈月餅，呼籲外籍移工、漁工、船員及新住民朋友們，中秋節快到了，不要從越

南、中國大陸、港澳、印尼、柬埔寨、菲律賓、韓國等豬瘟疫區，輸入、郵寄或攜

帶家鄉應景月餅、肉品或含肉類加工食品來臺，也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肉製品，避

免誤觸法網，若違規最高可處新臺幣 100 萬元，從國外郵寄、購買豬肉品也會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300 萬元以下罰金。 

勞動部說明，近日爆發感染非洲豬瘟走私肉品事件，為避免造成防疫破口影響

我國防疫安全，勞動部已訂定「雇主、仲介機構及移工防範非洲豬瘟宣導及訪視計

畫」，以加強雇主、 

仲介機構及移工對於非洲豬瘟資訊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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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指出，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附表一

「三、顧客服務項目、1.服務週期及項目.(3)提供外籍勞工資訊(2 分)、(4)提供雇主

資訊(2 分)」規定略以，仲介機構應於簽訂服務契約或外籍勞工交付雇主時，對外國

人提供法令宣導、聘僱外國人工作或生活管理須知，以及簽訂委任契約或外籍勞工

交付雇主時，對雇主提供外籍勞工工作或生活管理須知。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上開「提供外籍勞工資訊」與「提供雇主資訊」事項，提

供法令宣導、聘僱外國人工作或生活管理須知時，應包含旨揭非洲豬瘟防疫資訊，

內容包括禁止從國外違規輸入肉品、不得網購來路不明肉品等事項，要求仲介公司

應於 110 年 9 月 17 日前，完成向受委任服務之雇主與移工法令宣導防治非洲豬瘟

事宜，並保留提供資訊之相關簽收證明(需載明雇主、移工簽名及簽收日期)，未於

規定期限前完成者，該項評鑑項目於 111 年執行 110 年度仲介評鑑時不予計分。 

非洲豬瘟防疫宣導資訊可至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資訊網站-非洲豬瘟資訊專

區下載（網址: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asf/asf-file/2c95efb37b9fa3d3017ba40971de0585）。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9 月 0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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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是否調漲  10/8 開會討論  

今年 5 月爆發本土疫情，疫情警戒提升至三級，國內經濟情勢呈現外銷熱內需

弱，原規定第三季、9 月底前應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疫情降至二級且趨穩

情況，勞動部拍板確定開會日期於 110 年 10 月 8 日（週五）上午召開，當天將遵

循防疫規定，使用透明隔板、口罩、社交距離等措施。 

 據統計，截至 110 年 7 月底，移工在台人數降至 69 萬 9,091 人，其中適用

勞基法的產業移工與養護機構看護工，領基本工資月薪共有 47 萬 5,359 人，至於

家庭看護工與家庭幫傭則有 22 萬 3,732 人，其工資依勞雇雙方契約約定辦理，不

得低於每月 1.7 萬元。 

 目前基本工資月薪為 2.4 萬元，時薪 160 元。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雖然是蔡總統任內第五度調漲，但月薪僅調漲 200 元，時薪調漲 2 元，調幅創史上

最低。 

 今年 5 月遇到本土疫情爆發，造成內需產業受創嚴重，商總理事長許舒博表

示，反對調漲基本工資，若一定要調漲，盼紓困行業調漲資金由政府買單。 

 不過，因製造業外銷市場旺，主計總處推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 5.88％，

因此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在院會裁示，希望「勞資共好」，對於基本工資如何調整，

尊重「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充分考量，希望勞動部、經濟部充分準備完整的資

料，讓委員們能夠完善考量，兼顧勞資雙方的平衡，讓勞工都得到最大的照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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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長許銘春也公開表示期盼今年基本工資審議可以往正向走。 

 勞動部勞動條件級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表示，今年因為本土疫情衝擊，例外

將延至第四季才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與委員溝通後，確定今年的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將在 10 月 8 日上午 10 時召開，並將在近日內寄出開會通知，開會時將

有如隔板、口罩、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黃維琛說，當天會議議程一如既往，說明各項數據後，先討論月薪，再討論

時薪，對於外界猜測若是基本工資調漲後，要補貼受創的內需產業，在議程上並未

提及，但不排除會有委員提臨時提案討論。 

 對於補貼薪資曾有往例，勞動部（勞委會時期）96 年 6 月 22 日宣布，基本

工資月薪由 1 萬 5,840 元調整至 1 萬 7,280 元，時薪部分從每小時 66 元調整至 95

元，一口氣補漲了近 10 年進度，當年的行政院長是蘇貞昌、勞委會主委是盧天麟。 

 為減緩基本工資調整對中小企業之可能衝擊，當時勞委會提出配套措施，針

對 50 人以下特定行業之中小企業，雇主已僱用在職勞工，其每週工作時數未滿 32

小時者，每人每小時補貼雇主 10 元，試辦 1 年。為鼓勵企業主進用弱勢勞工，促

進其就業，僱用全時或部分工時弱勢勞工連續達 3 個月以上者，每人每月發給雇主

5,000 元或每人每小時 10 元，最長不超過 12 個月。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9 月 22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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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釋迦有助保養血管、增強免疫力！  

口感綿密、滋味酸甜的釋迦，風味獨特、香氣濃郁，在許多飲品、甜品上相

當常見，受到不少民眾的喜愛。不過除此之外，釋迦也是個營養相當豐富，有利

於健康的水果，簡鈺樺營養師建議可適當補充，對身體健康相當有利。 

釋迦營養豐富好處多，助保養血管、增強免疫力！ 

簡鈺樺營養師表示，釋迦如同其他水果一樣，含有各種豐富的營養，當中脫

穎而出的包括了維生素 C、鉀、B 群、葉酸等。 

釋迦雖然多數口感偏甜，往往讓人忽略了其含有相當豐富的維生素 C，據台灣

食品成分資料庫顯示，其每 100 公克就含有 99 毫克的維生素 C。人體維生素Ｃ充

足，有助抗氧化、抗發炎、增強免疫力，是人體健康相當重要的營養之一，特別

對於現代人飲食不良易引起發炎、或疫情之下需要足夠的保護力來說，更是顯為

重要。 

除了維生素 C 以外，釋迦的鉀含量也非常高，現代人普遍口味偏重，常有鈉

攝取過量的問題，容易引起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鉀就有助於平衡，也就是所謂

的鈉鉀平衡，恆定血壓、保養血管，有助避免心血管問題發生、防止健康出問題。 

另外，釋迦所含有的維生素 B 群，除了民眾普遍認知對精神狀況有利，其也

有助促進神經傳導維持正常運作，也幫助各種營養均衡下攝取的巨量營養素得以

順利吸收，不論是直接對人體的益處，或是在人體各項運作當中輔助，都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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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釋迦也含有葉酸，是孕婦不可或缺的重要營養之一。孕婦葉酸不

足，恐會影響胎兒的神經發展，葉酸在釋迦中也攝取的到。 

釋迦適量有助健康，２族群酌量避免過多。 

釋迦不僅是當季可口的水果，對人體也有相當多的好處，不過簡鈺樺營養師

也提醒，再健康、再好吃也都還是要酌量攝取，特別是部分疾病族群更要留意攝

取量。例如前述提到釋迦的鉀含量相當高，腎臟病等限鉀族群就得控制，不宜過

多。而釋迦的甜度高，雖不代表糖尿病、高血糖患者不宜食用，但在食用上還是

得控制份量，不可過多。若以一般民眾建議一日可食用約為一個女性的拳頭大小，

上述兩族群如欲食用建議再減半。 

釋迦留意挑選及保存，享受風味也吃進滿滿營養 

要吃到釋迦滿滿的營養，在挑選和保存上也相當重要。方法其實很簡單，簡

鈺樺營養師建議，挑選上可選擇外觀飽滿、圓潤的釋迦，盡量避免損傷。買回家

當下或近日就會食用，可置於一般室溫下保存，有助於果肉熟成。若是沒有要馬

上就吃可置於冷藏，但在之前建議先以報紙包裹，一方面避免果肉凍傷、另一方

面也避免取物時碰撞傷到果肉。如此一來便可安心地享用釋迦的美味，並從中攝

取營養。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0 年 09 月 26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5770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