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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訊-移工群聚確診  勞動部六大應變處置機制  

派員支援疫調 查核雇主移工防疫指引落實  

因應近期本土疫情多點擴散，為處理移工群聚確診事件，勞動部表示，已提出

六大應變處置機制，強化移工防疫作為，包括要求仲介公司及聘僱移工 30名以上

企業建立「防疫長」、派員協同地方政府處理與支援疫調、查核雇主落實移工防疫指

引、提供關懷物資及關懷協助、鼓勵移工接種追加劑疫苗及強化移工防疫宣導等。 

勞動部明，強化仲介公司及聘僱移工達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防疫措施，依「企

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規範，要求雇主應成立

防疫專責小組及指派防疫長，負責掌握疫情變化、移工健康監測。 

勞動部提醒，雇主應每日量測及記錄移工身體狀況並造冊，如移工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COVID-19)疑似症狀，包括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肌肉

痠痛、倦怠、腹瀉、嗅味覺異常等身體不舒服狀況，雇主應安排其就醫及進行篩檢。 

勞動部表示，依疫情變化已多次修正雇主聘僱移工防疫指引，增列各項強制性

規範，如落實分流分艙、移工宿舍禁止不同公司混住、明定工作規則及宿舍管理規

則、加強防疫宣導、每日移工健康監測及安排就醫等應辦事項，雇主未落實應辦理

措施，將依《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款規定裁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並廢

止聘僱或招募許可。 

另移工群聚案件發生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第一時間會指派人員前往現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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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並掌握疫情狀況，動員 1955 專線、機場服務站及直聘中心雙語通譯人員，協助

衛生單位疫調。此外，同步安排多國語駐點人員，辦理日常電話關懷，協助於檢疫

及集中隔離期間穩定移工情緒及日常事宜。 

為提供移工關懷物資及關懷，透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五分署，建立網絡關懷

機制，由各分署依移工隔離地點，提供隔離防疫包，其內容包含簡易食物、文具用

品、防疫物資、多國語廣播頻道資訊、LINE@移點通 QRcode 及問候卡等。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為協助將最新防疫措施或確診足跡，以移工母語向移工進

行宣導，並請雇主、仲介公司、移工團體協助向移工提供最新防疫資訊。 

截至 111年 4 月 5日止，移工權益網站疫情專區上架 339則訊息，瀏覽計 230

萬6,489人次、Line@移點通好友人數共15萬5,831人、外語廣播宣導418萬1,443

人次、發送 13 萬 861 則防疫簡訊、1955 專線宣導 19 萬 1,437人次。 

為協助移工接種疫苗，勞動部指出，除已將預約疫苗平台，協助提供翻譯說明

外，另補助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立移工施打專區之所需設備、通

譯費用。 

截至 111年 4 月 5日止，移工疫苗接種率第一劑 97.13%、第二劑 91.62%、

追加劑 43.36%。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4 月 1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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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因工作染疫  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  

依衛生單位要求檢疫或隔離  工資須照給  

近期 COVID-19疫情嚴峻，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提醒，勞工如因

職業上感染 COVID-19被要求隔離治療者，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並給付相當於原

領工資的工資補償，若勞工因此導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雇主亦應依勞動基

準法職業災害相關規定予以補償。若經衛生主管機關要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雇主應工資照給。 

勞青處長張世忠進一步說明，勞工若非因職業上原因受感染者，於隔離治療期

間得請普通傷病假、特別休假或事假療養，若為衛生主管機關要求「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無法出勤期間，根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

且不得視為曠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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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為其他不利處分。 

勞青處補充，勞工若因配合防疫措施而無法出勤工作，因不可歸責於勞工，特

別條例已有明文規定雇主不得有不利的對待，但因「防疫隔離假」也不可歸責於雇

主，所以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薪資。 

此外，勞工的家庭成員若因病或因受自主健康管理要求，需親自照顧者，勞工

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家庭照顧假。勞青處提醒，勞工提出請假申請時，

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勞工

亦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或與雇主協商排定特別休假。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4 月 1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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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施居家辦公  遵守三要二不原則  

確實記載出勤記錄  有加班仍應給加班費  

近日國內 COVID-19 本土疫情連日破百，4 月 15 日新增本土個案更高達 1209

例，因此許多企業已啟動居家辦公等分流措施，降低員工染疫風險。台北市政府勞

動局提醒，企業實施居家辦公仍有置備出勤紀錄義務，並確實遵守「3 要 2 不」原

則，以免違法。 

 「3 要 2不」包括「要記錄、要確認、要覈實」以及「不扣薪、不能不給加

班費」。勞動局說明，「要記錄」係記錄勞工的上下班時間，除了勞工以書面方式記

錄時間，亦可利用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例如電話、手機打卡、網路

回報、通訊軟體或其他可供稽核出勤紀錄工具。 

 「要確認」為與勞工定期確認記載時間是否正確，計算工資前建議再與勞工

確認當期所記載的工作時間，且留存勞工確認紀錄，避免爭議。 

 「要覈實」，是指勞工的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所以應詳

細核對勞工的出勤時間，如有延長工時的情形，加班時間也應該要記載到分鐘。 

至於「不扣薪」，勞動局提醒，雇主不得因勞工居家辦公而單方片面調降薪資，

如果勞動條件有變動應與勞工協商，並取得勞工同意，並以書面為宜，以及「不能

不給加班費」，勞工如果居家辦公有加班的事實，雇主仍應給付加班費，不能主張無

法監督勞工提供勞務的狀況而不給付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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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局長陳信瑜強調，勞工的出勤紀錄是核發工資很重要的依據，包括扣薪假、

加班費、國定假日出勤等都需要以此為依據，事業單位實施居家辦公期間除了維持

勞工原來的薪資水準外，也要依法給付加班費或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否則有未全額

給付工資涉違法情事，將面臨 2 萬至 100 萬的罰款，如果雇主未置備出勤紀錄，罰

款最少 9 萬元起算。 

 勞動局提醒，居家辦公亦屬勞工在事業單位外工作之情形之一，勞動部訂有

「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詳列勞工於遠距辦公情形，針對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出勤紀錄等應注意事項，供事業單位有所依循。 

 此外，勞工針對居家辦公期間勞動條件，可與雇主重新約定或再次確認，如

有爭議，可透過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解決紛爭。勞動局「勞動即時通」已開放線上申

請(https://ap.bola.taipei/LZ.aspx)，受理後將儘速召開調解會調處。 

 事業單位對相關法令不熟悉，則可利用「勞條健檢師」主動入場輔導服務，

由專業的勞動條件檢查員親自至事業單位現場免費個案健檢，可至市民服務大平台

填寫基本資料(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OnlineStep1/202006110001)，並

下載「勞動條件健檢申請書」填寫完成後上傳申辦。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4 月 15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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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傳產改善工作環境  去年補助 47 家  

111 年鎖定塑膠製品產業最高補助 250 萬元 

為協助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型，並促進就業，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111年針對塑膠製品相關產業為重點輔導產業，同時將歷年曾實施專案輔導

之特定製程產業，包括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及橡膠製品製造業等列

為持續輔導改善之推動對象，有意改善工作環境改善廠商，可提出改善計畫向職

安署申請，補助金額最高 250 萬元。 

 根據統計，110年特定製程廠商提出改善計畫獲補助有 47 家，補助金額

4,700萬元，其中有 33 家是橡膠製品製造業，其餘是歷年來參與計劃的夥伴。 

 勞動部職業安署 8 日舉辦「塑膠製品及特定製程產業安全衛生與就業促進

合作計畫」啟動活動，並與台灣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簽署安

全伙伴宣言，共同推動改善相關產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 

 職安署長鄒子廉說明，塑膠製品相關產業為我國重要製造業，應用範圍相

當廣泛，並與國內相關特定製程產業，結合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傳統產業

鏈。舉凡每天使用的手機外殼，甚至如高鐵、汽機車等交通工具組件、醫療用品

等，多來自該產業鏈中的中小企業。 

 鄒子廉指出，塑膠製品相關產業之廠內工作環境有許多會反覆捲動或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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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等加工製程設備，作業勞工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跌落、燒燙傷、夾捲等傷

害，再加上工作環境悶熱，及具有暴露粉塵、噪音和化學品的危害風險，被認為

是辛苦、危險、骯髒的 3K 產業，導致國人就業意願相對較低。 

 鄒子廉說，為防止職業災害，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協助 3K 產業改善工作

環境，今年除了以塑膠製品相關產業為重點輔導產業外，同時將歷年曾實施專案

輔導之特定製程產業，列為持續輔導改善之推動對象。 

 相關事業單位如有興趣，可洽詢職安署，電話：02-89956666 分機 8318

或 8377。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 年 04 月 08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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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家用快篩測是否染疫！  

醫揭「5 個常見錯誤動作」  沒洗手恐失準  

COVID-19 國內疫情急速上升，民眾對於家用快篩試劑的需求增加，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宣布家用快篩試劑販售實名制，希望讓更多有需要的民眾買得

到平價的實名制家用快篩試劑，平抑市售家用快篩試劑售價，以利控制疫情，並

維護民眾健康之權益。但隨著民眾使用經驗與需求逐日增加，台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家醫科陳宥達醫師觀察到，部分民眾對於居家快篩試劑仍有疑問。 

居家快篩及早發現阻斷破口 仍有民眾不知該如何篩檢 

許多企業、學校等多人聚集場域，會要求提交快篩報告。陳宥達醫師建議，

為了避免群聚及降低醫療量能，除了前往醫療院所及社區快篩站外，民眾也可依

需求在家自我快篩，費時更短，且場域不受專業設備及人員限制。然而，陳宥達

醫師表示，儘管已開放許多篩檢管道，仍有民眾不清楚該如何進行，及該什麼時

候篩檢。 

居家篩檢適合在確診者較多的高風險區，或與確診者足跡重疊時使用，陳宥

達醫師建議，如果民眾有疑慮，在疑似發生接觸的 2 周內，可以每 5 天進行 1 次

篩檢，之後每周進行 1 次即可，期間假如出現疑似症狀，建議可以儘速就醫診斷。

隨著疫情趨緩，民眾如果有證明出示需求，也可自行進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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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試劑品牌眾多 專業醫師教你如何挑選 

目前核准發售的居家快篩試劑有很多品牌，民眾容易無從下手，陳宥達醫師

說明，居家快篩試劑主要分為核酸檢測和抗原檢測。 

核酸檢測採用分子增幅技術，檢測檢體中是否有病毒的遺傳物質，優點是在

病毒量低的時候就能偵測得到，陽性一致率較高，約為 97%，但所需費用較高、

時間也較長；而抗原檢測則是運用可以專一結合新冠病毒的單株抗體，就像是鑰

匙與鎖配對結合開鎖的概念，操作方便且時需較短，但需要病毒量較多才偵測得

到，且陽性一致率較低，約為 90%至 94%。不論是核酸檢測或者抗原檢測，兩者

都是從鼻腔採檢，因為鼻腔的病毒量比口腔更多。 

至於民眾應該選擇哪一種類型的快篩試劑？陳宥達醫師分享，若是染疫風險

不高者，或是進行定期快篩管理者，考量到成本，建議可以選擇抗原檢測即可，

但如果 3 天內曾有高風險與確診者接觸過的話，則該使用核酸檢測，靈敏度較高、

比較不會造成誤判。 

居家快篩 牢記 5 大重點避免失準 

由於居家快篩試劑必須自行操作，部分民眾在閱讀說明書後仍有疑惑。有鑑

於此，陳宥達醫師整理說明 5個民眾最常產生失誤的重點： 

1.操作前請清潔雙手：若是手部不潔，細菌可能會汙染拭子（棉棒），造成結

果失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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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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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仔細閱讀保存期限：跟所有日用品一樣，過期的快篩試劑可能已經失去效力，

結果也無法參考。 

3.要使用之前再開封：有些民眾習慣拿到快篩套組後，就會拆封所有物件備用，

反而可能造成未使用的內容物過早暴露於環境、影響結果。 

4.拭子應充分浸泡於試管：有些民眾會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將拭子沾入試管，但

浸泡若不夠久，檢體與緩衝液沒辦法混和，會無法得到正確的結果。 

5.擺放日期拍照存證：建議可將檢驗結果與可顯示日期的物品放在一起拍照，

以便後續作為證明使用。 

陳宥達醫師補充，各廠牌試劑在操作上有些許不同，詳細步驟請參照各廠牌

說明書。當所有檢測步驟完成後，請妥善處理廢棄物，以免造成環境汙染。 

擔心檢測後出現偽陰性與偽陽性 可以這樣做 

陳宥達醫師補充，若是 CT 值過高、無症狀感染者或是採檢不確實，都會影響

到檢測的準確度。若民眾擔心自己出現偽陰性（即已經受到感染，快篩卻呈現陰

性），建議 5 到 7天後再做 1 次快篩，緩解心中的疑慮。 

若快篩結果呈現陽性或者有身體不適的狀況，無論是否為偽陽性（並未受到

感染，快篩卻呈現陽性），由於快篩試劑的目的是快速篩檢出可能確診的病人，建

議皆應盡快通報各地衛生局進行進一步檢測。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1年 04月 29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20952/6274220?from=ch1005_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