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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漲！元旦 11 項「勞動新制」上路  

全台百萬人受惠  

一、基本工資調漲 

每月基本工資由 2萬 5250元調整至 2 萬 6400 元；時薪由 168 元調整至 176

元，預估有超過 232 萬名勞工受惠。 

二、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月投保薪資調高為 2

萬 6400元，增進勞工請領勞保給付權益，預估將有 309 萬人受惠。 

三、修正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配合基本工資調高，「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月投保薪

調高為 2 萬 6400元，影響約 412萬人。 

四、勞就職保與勞退提繳工資逕調 

配合基本工資由 2萬 5250元調高至 2 萬 6400 元，為簡政便民，勞保局將主

動辦理勞保、就保、職保月投保薪資，以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逕行調整作業。

勞保部分預估將有約 309 萬人受惠；就保約 119 萬人受惠；職保約 412 萬人受惠；

勞工退休金則有約 130 萬人受惠。 

五、調整勞工保險費率 

配合 2019 年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規定，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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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率依法調高 0.5％，調整後為 12％（含就業保險費率 1％）。以今（2022）

年 9 月底被保險人數計算，預估受影響人數約 1043萬餘人。 

六、就業保險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核定改以簡訊通知 

就業保險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於核付次日即依申請者所載手機號碼發送簡訊，被

保險人可即時知悉津貼已核付，而原書面核定函不再寄送，兼具節能減碳之效果，

預計每年有 3.6 萬人受惠。 

七、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的 2 類人員僅限自行僱用者 

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的「各縣市抽水站之操作人員」、「事業

單位之首長、主管及獲有配車人員之駕駛」，僅限於受各機關或事業單位自行僱用者，

委外人員回歸《勞動基準法》一般規定，預估近千名勞工受惠。 

八、試辦家事類移工入境講習服務 

為強化家事移工教育訓練及簡化行政流程，就 5年內未曾參加入境講習的家事

移工試辦入境講習服務，並結合相關單位線上申辦聘僱許可、居留證、入國通報、

全民健康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等申請業務，簡化行政作業，創造勞雇雙贏，預計約

5 萬人受惠。 

九、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正式上路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73 條規定認可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

將提供職業災害勞工更完善的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預計每年約 5 萬名職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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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勞工受惠。 

十、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正式上路 

為使職災勞工恢復並強化工作能力，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66

條規定，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協助擬訂復工計畫，提供生理心理功能強化訓練

等服務，每年約 1500 名職業傷病勞工受惠。 

十一、訂定發布「大專青年預聘計畫」 

為鼓勵重點產業預聘畢業前一年的大專校院在校生進行實務培訓，預定於今年

12月28日訂定發布「大專青年預聘計畫」，預計明年度協助 2000名大專青年參訓。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12 月 25 日 Yahoo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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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留才」逾 6 成有意願  「看護、製造工」  

佔大宗既有規範  

勞動部今年推「移工留才方案」，開放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包括家庭看護、

製造業等等，薪水 24000 元到 33000元，但條件門檻高，如果雇主願意加薪 2 千

能省去技術資格。有機構民調超過 6成移工願意申請，大多考量加薪和免除年限，

仲介協會透露移工想申請的偏向製造業，因為工時固定，薪資也較高。 

固定好位置拍背，對家庭看護流程很熟悉，已經待台灣 3 年的恬恬，為了錢來

台工作，未來待多久，還沒想這麼遠。 

印尼籍移工恬恬：「可以回家看小孩，然後可以再回來(台灣)這樣子，(薪水比較

好)對，(然後有健保)對，然後台灣人很好。」 

但移工待久面臨「年限」問題，最久待 12 到 14年，勞動部想出「留才方案」，

符合資格能申請，轉做中階技術人力，能久居也能省下培訓成本。雇主張姮燕：「當

我遇到好的移工的時候，我就會問他說台灣有一些新制度，有沒有考慮留在台灣，

反正薪水會增加語言慢慢去學，只要你願意的話，政府有相關配套已經比以前好，

以前可能 10 幾年就要回去。」像家庭看護技術條件，得通過語文能力認證，每月

薪水 2 萬 4，機構看護還得上繼續教育課程、薪水 2萬 9，製造業得具備專門證照，

80 小時訓練和實作認定，海洋漁撈門檻也不低，如果雇主願意加薪 2 千，可以省去

技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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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仲介協會常務理事廖浩彬：「如果可以選的話，當然大家都會選產業類，因

為產業的薪資更高，他的上班時間是固定的，也有周休二日也有加班費。」民間機

構民調超過 6成移工，都想申請留台灣，勞動部統計 4月底到 12/18，已經核准 1694

人，家庭看護和製造業是 2 大佔比，如果適應的好還能加薪，對移工來說多少是誘

因。勞動部今年推「移工留才方案」，開放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包括家庭看護、

製造業等等，薪水 24000 元到 33000元，但條件門檻高，如果雇主願意加薪 2 千

能省去技術資格。有機構民調超過 6成移工願意申請，大多考量加薪和免除年限，

仲介協會透露移工想申請的偏向製造業，因為工時固定，薪資也較高。固定好位置

拍背，對家庭看護流程很熟悉，已經待台灣 3 年的恬恬，為了錢來台工作，未來待

多久，還沒想這麼遠。 

印尼籍移工恬恬：「可以回家看小孩，然後可以再回來(台灣)這樣子，(薪水比較

好)對，(然後有健保)對，然後台灣人很好。」 

但移工待久面臨「年限」問題，最久待 12 到 14年，勞動部想出「留才方案」，

符合資格能申請，轉做中階技術人力，能久居也能省下培訓成本。雇主張姮燕：「當

我遇到好的移工的時候，我就會問他說台灣有一些新制度，有沒有考慮留在台灣，

反正薪水會增加語言慢慢去學，只要你願意的話，政府有相關配套已經比以前好，

以前可能 10 幾年就要回去。」像家庭看護技術條件，得通過語文能力認證，每月

薪水 2 萬 4，機構看護還得上繼續教育課程、薪水 2萬 9，製造業得具備專門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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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小時訓練和實作認定，海洋漁撈門檻也不低，如果雇主願意加薪 2 千，可以省去

技術資格。 

人力仲介協會常務理事廖浩彬：「如果可以選的話，當然大家都會選產業類，因

為產業的薪資更高，他的上班時間是固定的，也有周休二日也有加班費。」民間機

構民調超過 6成移工，都想申請留台灣，勞動部統計 4月底到 12/18，已經核准 1694

人，家庭看護和製造業是 2 大佔比，如果適應的好還能加薪，對移工來說多少是誘

因。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12 月 19 日 TVBS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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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啟用  

協助移工及早適應台灣環境  

桃園市長鄭文燦 24日上午前往龍潭區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渴望研究園大廳，

出席「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啟動典禮記者會」。鄭市長表示，桃園是一個移工友善的

城市，市內產業型加上社福型的移工總計約 11萬 9,000人，占全國約 6 分之 1，

其中社福型移工約1萬8,000人。疫情期間因服務需求增加致使長照人力略有不足，

勞動部在疫情解封後積極協助雇主招募社福型移工，讓各種社會服務照顧機構，以

及醫院或家庭獲得適當的照顧服務人力。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的設立是一個創舉，

透過一站式服務提供雇主更便捷的申辦程序，也讓移工朋友在 3 天 2夜的住宿及參

加各種講習中，熟悉台灣的法規及環境。 

鄭文燦說，台灣進入大缺工的時代，包括社會照顧產業、服務業、營造業、製

造業、農業等都有缺工的情形，因此，疫情解封後引進移工、挹注勞動市場人力勢

在必行。勞動部率先採用該一站式服務可減少行政程序、有效降低雇主與移工成本，

也期盼未來能加強社福型移工的專業訓練，提升照顧品質。 

桃園是全台最大的工業聚落，也是一個照顧勞工、友善移工的城市，升格後 8

年來人口成長約 22萬人，對於經濟力、就業力的相關服務整合不遺餘力，除了持

續吸引產業投資桃園，金額達 9 千億元；經濟部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中，約有 180 家

企業選擇投資桃園，投資總金額達 3,677 億元；桃園 12處產業園區總面積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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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桃園航空城產業專區約 380公頃，以及龍潭科學園區第三期約 150公頃，總

計約 750公頃，未來將提供更多企業投資所需用地，市府也將在移工政策上做更多

的準備，讓桃園的產業發展帶動台灣的經濟進步與成長。 

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安邦表示，台灣的移工朋友大多來自越南（Vietnam）、印尼

（Indonesia）、菲律賓（Philippines）、泰國（Thailand）東南亞四國，就是「VIPT」，

代表著「VIP in Taiwan」。台灣進入高齡化時代，長照需求日增，除了有賴的政府

長照 2.0 政策的落實，也需要許多移工朋友的加入。移工朋友來台，在產業界、家

事幫傭等面向提供許多的協助，而移工朋友遠渡千里來台，需要申辦許多繁瑣的行

政程序，來台後也有許多生活適應、瞭解法令規章等各方面需求，早期這些服務散

落在全國各機關單位，為此，勞動部會同衛服部及內政部等單位，齊力進行相關服

務整合，期盼透過一站式服務中心的設立，讓雇主及移工朋友獲得更完善的協助。 

王政次也表示，勞動部長期關注雇主與勞工朋友的各項權益，也持續加強家事

移工對勞動權益的認知，並藉由就業安定基金推動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辦理包括

聘雇許可、居留許可、職災保險、全民健保、入國訪視通報等項目，讓未來移工抵

台後可在 3日內完成相關的行政程序。此外，該一站式服務中心也提供如生活適應、

職業安全衛生、權益保障、健康注重及防疫宣導等講習課程，期盼透過一站式服務，

簡化雇主申辦各項行政作業流程，也讓移工在體驗整合式服務後，增進對台灣的相

關認識。包括立法委員洪申翰、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安邦、勞動力發展署長蔡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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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局副局長蕭宗慶、市府勞動局長吳宏國、資科局長余宛如、中華民國工業

協進會理事長葉政彥、渴望園區總經理張秋傳及印尼、越南、泰國等駐台代表處代

表均一同出席活動。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12 月 26 日 Yahoo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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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家事移工可在雇主家自主防疫  

快篩陰可工作  

勞動部宣布，基於移工入境確診病例穩定偏低，並考量家庭照顧失能者人力

需求及經濟負擔，且配合家事移工一站式服務作業需求，經報請指揮中心同意，

自 2023年元月 1日起，調整入境家事移工可在雇主自宅一人一室有獨立衛浴的地

點自主防疫，且每日快篩陰性可以工作。 

依現行規定，家事移工服務對象如屬重症高風險者，移工於 0+7 自主防疫期

間不得於雇主自宅進行自主防疫及工作。勞動部說明，經觀察評估，移工入境確

診案件持續穩定偏低，另因家事移工自主防疫期間無法工作，影響被看護人受照

顧權益，也造成雇主經濟負擔；同時也為配合家事移工一站式服務作業，經報請

指揮中心同意，自明年起調整家事移工入境自主防疫措施。 

勞動部表示，明年元月 1 日起入境的新聘家事移工，將由勞動部接送至一站

式服務中心參與 3天 2 夜入國講習，並於完成講習後，續由雇主或所委任仲介公

司安排辦理健康檢查及完成後 5 日的自主防疫。雇主可事前登錄選擇 1 人 1 室且

獨立衛浴的自宅進行移工自主防疫，且每日快篩陰性，即可從事許可看護或幫傭

工作。 

勞動部說，但如果雇主無法安排符合 1 人 1 室且獨立衛浴，仍應維持在旅館

或移工宿舍完成自主防疫。另外，機構看護工及重入國的家事移工，無需參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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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講習，自主防疫及每日快篩陰性得工作與新聘家事移工作法相同。 

勞動部提醒，自國外新聘家事移工的雇主及仲介公司，配合明年起實施的家

事移工一站式講習服務，應在家事移工預定入國日 5 日前至「移工一站式服務網」

( https://fwots.wda.gov.tw/ )進行登錄申請資料及自主防疫地點；其他屬重入國

的家事移工雇主，則應至「入出國機場關懷服務網」( https://fwas.wda.gov.tw/ )

完成登錄自主防疫地點。相關資訊可到「移工一站式服務網」 查詢，或洽移工一

站式服務中心(03-2525838)及 1955勞工諮詢專線。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聯合新聞網 111 年 12 月 23 日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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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維生素是蘋果的 16 倍  專家教「三招」

選高品質柳丁  

國產柑橘類進入盛產期，農委會台南農改場表示，柳橙富含膳食纖維、維他

命 C及多種礦物質等營養素，目前陸續採收上市，歡迎消費者選購。 

農委會台南農改場表示，柳橙俗稱柳丁，果實為球形或長球形，呈橙黃色，

果重約 100 至 200公克，果頂有明顯圓形印環，糖度約 12 至 14 度，酸度 0.5 至

0.6％，深受國內消費市場喜愛。 

目前全台柳橙栽培面積 4889 公頃，產區集中在台南市、雲林縣、嘉義縣等地，

占總栽培面積 85％，產期集中每年約在 11 至隔年 1 月間，利用簡易通風及冷藏

庫貯藏，3 至 4 月間仍然可以在市面上購買到國產柳橙。 

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表，每 100g（公克）的柳橙果肉，含有維生素 C 41.2

毫克，為富士蘋果的 16 倍﹅櫻桃的 4倍；鈣 28毫克，為富士蘋果的 7 倍﹅櫻桃

的 2 倍。一顆柳橙（150 公克)可提供每日所需的膳食纖維量的 16％、維生素 C 的

攝取量 62%。 

台南場表示，以美國佛羅里達進口的橙類水果為例，其交通運輸碳排放量為

國產柳橙六倍之多，如國內雲林縣產區運送柳橙至台北市消費市場，每公噸碳排

放量約為 68（kgCO₂e）；美國佛羅里達進口橙類，估算由進口國海運至高雄港及

國內陸運至台北消費地交通運輸距離，則高達 384（kgCO₂e） 。 

台南場專家提供消費者，如何在市面上選購好吃高品質的柳丁，第一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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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呈球形或橢圓形，用手輕握要有彈性者最佳，且果實不能呈皺縮、失水；第

二難柳丁色澤，果實色澤由青皮至微黃（11 月）漸轉黃（12 月）至完熟時轉為橙

黃色（1月），購買成熟度愈足者風味愈佳，且果皮要有光澤、果蒂部呈青綠色，

代表新鮮度佳，若產生黑變或脫落，則代表已久放。 

而第三，消費者可以用手甸甸重量，果實圓徑約 19 至 23 公分、重量約 100

至 200 公克，果實飽滿、有沉重最佳；可縱切為四到六片剝皮食用，也可利用鮮

果榨汁飲用，富含膳食纖維有助消化，是很好的天然健康食品。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年 12月 29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6872951?from=udn-articlemain_ch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