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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 

移工引進第二階段 2/15 啟動 取消積分制  

移工完成接種疫苗 社福移工補助住宿費  

勞動部 7 日宣布，自 111 年 2 月 15 日起，啟動第二階段移工專案引進，除原

先已開放的印尼與泰國，另新增菲律賓及越南，都可引進移工，同時取消積分制，

移工必須在國外完整接種疫苗，社福移工入住防疫旅將補助一半費用、每天最高不

超過 1,250 元，2 月 8 日上午 8 點可上「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登錄。 

 勞動部指出，疫苗接種須符合 WHO 認證的 6 種疫苗，包括 AZ、BNT、嬌

生、莫德納、中國科興與中國國藥，移工出示的接種證明須符合來源國提供我國的

格式，2 月 8 日會在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站敘明。 

 目前印尼完整施打率 46.6％、泰國 69.3％、菲律賓 53.9％與越南 73.3％。 

 其他防疫措施，均比照第一階段實施，包括來源國應減少海外訓練所人數、

移工入境前應完成 PCR 檢測及「一人一室隔離」，以及購妥確診醫療保險（有 6 家

保險公司、保額 50 萬元），入境後立即 PCR 採檢，檢疫結束再次 PCR 採檢，後續

銜接自主健康管理並依規定再做一次快篩；檢疫後 PCR 與快篩費用由雇主支付。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蔡孟良說明，第一階段移工專案引進已將屆滿，在落

實國內外相關防疫措施之前提下，評估移工引進不至影響社區防疫安全，且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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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來源國均已配合相關防疫措施，自今年 2 月 15 日起，取消第一階段積分制引

進方式，接續啟動第二階段移工專案引進，雇主得自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等

來源國引進移工。 

 蔡孟良指出，第一階段自 11 月 11 日至 2 月 6 日止，入境人數 1,148 名。

因為第一階段入住集中檢疫所床位有限，因此祭出積分制，不過第二階段是入住防

疫旅館，因此取消積分制，只要移工入境前，已完整接種疫苗，並上傳接種證明至

勞動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https://fwas.wda.gov.tw/)，且經查核同意。 

 雇主應安排移工至防疫旅館進行檢疫，並事前向防疫旅館所在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備查。移工完成 14 天檢疫後，應於同一防疫旅館銜接 7 天自主健康管理，始

得前往工作地點，14 天檢疫期若未給薪資可申請防疫津貼，雇主須給付 7 天自主健

康管理期薪資。 

 蔡孟良表示，若指揮中心統籌調度集中檢疫床位，有釋出可供入境移工使用

時，勞動部得適時開放雇主提出申請，並依照移工取得入境簽證日期排序，依序入

境。 

 蔡孟良指出，針對社福移工（機構看護工、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入住防

疫旅館費用，房價約每天 1,500 元至 3,000 元，勞動部規劃比照入住集中檢疫所補

助一半，依防疫旅館房價核實、最高不超過每天 1,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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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因產業特殊需求，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指揮中心同意後，

得規劃移工防疫宿舍，並統籌防疫宿舍管理責任。 

 蔡孟良強調，雇主應善盡照顧管理責任，應確實遵照勞動部「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移工指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

指引等規定，雇主如未依規定辦理，將以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論處罰鍰或廢止

聘僱許可。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2 月 07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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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7 起，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縮短為 10 天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表示居家檢疫天數縮短為 10天，相關措施調整如下： 

一、檢疫天數及場所： 

(一) 居家檢疫天數為 10 天，入境日為第 0 天，並自第 11 天起接續自主健康

管理 7 天。 

(二) 以自宅或親友住所 1 人 1 戶為原則。如家戶無法符合 1 人 1 戶檢疫條件，

須入住防疫旅宿完成 10 天檢疫。 

(三) 同日入境之家屬/同住者檢疫期間可於自宅或親友住所同住，或於防疫旅

宿依民眾意願並配合房型同住 1 室，但單人房型小，建議以不超過 2 人同住為原則。 

二、檢測措施： 

(一) PCR 檢測(計 2 次)： 

1. 於入境時(第 0 天)依現行措施進行 PCR 檢測。 

2. 於檢疫期滿前(檢疫第 10 天)進行 PCR 檢測，由地方政府安排至醫療院所或

因地制宜規劃 PCR 檢測作業。檢測結果陰性者，期滿解除檢疫列管，接續自主健康

管理 7 天。 

(二) 家用快篩試劑檢測(計 5 次)： 

1. 檢疫第 3 天 、第 5 天、第 7 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第 3 天、第 6-7 天，

各執行 1 次快篩。 

2. 家用快篩試劑由各國際港埠人員於入境時發放。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2 月 24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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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施打 COVID-19 疫苗第三劑  

雇主應給假可不給薪  

現階段鼓勵施打 COVID-19 疫苗第三劑，勞動部重申，凡是勞工前往接種

COVID-19 疫苗，或是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 24 時止，

得持憑疫苗接種紀錄卡請疫苗接種假，不限劑次。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說明，近期接獲許多民眾及事業單位詢

問勞工接種第 3 劑 COVID-19 疫苗，是否可請疫苗接種假？他指出，勞工符合請疫

苗接種假規定者，雇主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

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另因接種疫苗不可歸責於雇主，

勞工請疫苗接種假期間，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薪資。 

   黃維琛表示，疫苗接種假用意在提供勞工接種 COVID-19 疫苗時多一種請

假選項，勞工亦可視自身需求，選擇請其他如病假、特別休假之假別，相關薪資給

付則依各該假別之規定辦理。 

   黃維琛提醒，雇主如因勞工請疫苗接種假而扣發全勤獎金，將依違反《勞動

基準法》第 22 條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之規定處罰；如強制勞工只能請特別休

假、普通傷病假或事假，將依違反該法第 38 條或第 43 條規定處罰，各該規定之違

反，可分別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2 月 08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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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勞工 30 人以上雇主 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勞動部提醒，《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明定，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之雇主

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知悉職

場性騷擾情形，應採取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違反將處罰鍰並公布雇主名稱。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說明，為利雇主內部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時，有所依循，勞動部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並提供相關範本置於就業平等網站

( https://eeweb.mol.gov.tw/ )，以供事業單位下載運用。 

  黃維琛指出，雇主除應依法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外，於

受理職場性騷擾申訴時，應以審慎態度處理，調查過程須注意當事人之隱私，並

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以確保懲戒及處理措施有效執行，使受僱者免於遭受職

場性騷擾，提供受僱者安心的工作場所。 

 黃維琛提醒，雇主如有違反上開規定，勞工可檢具相關事證，就近向當地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訴，如經查證屬實，將依法處新臺幣 10 萬元至 50 萬元罰鍰，

並公布雇主姓名或名稱。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2 月 09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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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天冷容易皮膚癢？  

醫師詳解好發原因、部位及常見症狀  

近日氣溫下降，很多民眾皮膚發癢嚴重而不斷搔抓，冬季搔癢症及濕疹患者

明顯增加。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皮膚科主任潘企岳說，天冷皮膚容易乾癢，

常見手指末端、背部及小腿等三個部位發生搔癢症，這些部位的汗腺、皮脂腺分

布密度較低，年齡增長皮膚老化，易導致皮膚出現乾燥、搔癢、脫皮、龜裂、疼

痛等症狀。 

抓到破皮 小心細菌感染 

天氣寒冷，冬季搔癢症及濕疹的患者約增加二成。皮膚科醫師趙昭明表示，

年長者、易皮膚過敏者，以及糖尿病、慢性腎臟病、洗腎、乾癬、魚鱗癬等患者，

或異位性皮膚炎、免疫功能不佳等患者，都容易皮膚乾癢。 

一名 50 多歲的女性皮膚嚴重搔癢就醫，兩側小腿皮膚因為不斷搔抓，出現龜

裂、抓破皮出血等情形，甚至發生細菌感染。趙昭明研判，天冷、溫度低，造成

皮膚過度乾燥而引發搔癢症，所幸經藥物治療後，皮膚搔癢症狀緩解。 

頻用酒精消毒手 也易惡化 

潘企岳指出，家庭主婦、美髮業者、市場攤販等，因為常洗手、洗碗，必須

碰水，因此容易發生皮膚乾癢問題；為了防疫，許多民眾勤洗手、頻繁用酒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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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雙手，也使雙手油脂、水分快速流失，造成乾癢症狀惡化，特別是醫護人員雙

手發紅、乾裂、脫皮特別明顯，且今年冬天比往年冷，患者增多。 

如何預防皮膚乾癢？趙昭明強調，首要多喝水，避免水分流失後，皮膚角質

層更加乾裂；其次，洗澡水溫不要太高，不要過度搔抓；要多穿棉質衣物，少穿

麻質、尼龍材質等貼身衣褲，以免刺激皮膚。 

當出現皮膚搔癢時，切記不可用力搔抓，慎防細菌感染，避免引起蜂窩性組

織炎。 

保養多擦凡士林、護手霜 

「避免皮膚乾癢，保養最重要。」潘企岳指出，若輕忽保養，當皮膚嚴重乾

燥時，雙手皮膚容易發炎、罹患濕疹，背部、小腿則出現冬季癢症狀。建議多使

用凡士林、護手霜等油脂成分較高的產品護手，背部、小腿也要多補充水分，可

塗抹乳液保濕。 

保濕產品如何選擇？趙昭明建議，如果是皮膚較為乾燥族群，可以選擇油脂

比例較高的產品，如凡士林、乳液等；若非皮膚乾燥者，則使用油脂、水分較為

平衡的產品，但使用前應先諮詢皮膚科醫師意見。 

天冷少泡澡 避免水分流失 

在治療上，潘企岳指出，一般使用口服抗組織胺、塗抹抗生素、濕疹及保濕

藥膏治療。若症狀嚴重，睡覺時背部、小腿嚴重搔癢，則應盡速就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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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時，沖澡比泡澡好。」潘企岳說，天冷時最好不要泡澡，避免身體油

脂、水分流失加速，沖澡時間也不宜過長，最好在 15 至 20 分鐘完成，洗澡後應

立即使用乳液塗抹身體各部位，避免油脂、水分流失。洗澡水溫則因人而異，如

果要洗熱一點，沒有太大關係，「洗澡時間就短一點。」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2 月 24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71/6119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