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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聘僱外國人  最高可處 75 萬元罰鍰  

看護僅可從事照顧工作  指派許可外即違法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醒，雇主聘僱外國人之前，務必查核身份，僱用他人合法

聘用的外籍移工將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最高將處 75萬元罰鍰。合法申請的外籍

看護工，僅可從事與被看護者相關的生活照料工作，雇主指派從事許可外工作亦將

違反規定，最高可處 15 萬元罰鍰。 

就服法規定，雇主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之外國人，屬於違反

第 57 條第 1款的行為，將處以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勞動局長高寶華局

長提醒，聘僱外國人原則上須向勞動部提出申請，經許可後才可聘用。商家如遇新

住民持「依親居留」應徵工作時，應請其提供居留證與戶籍謄本「正本」或身分證

「正本」以供檢核；如遇外籍學生持手機內「學生證」相片應徵工作時，則須查驗

其「居留證、工作許可函和學生證」3 種證件的正本，外籍學生工作許可函每次最

長為 6個月，務必確認其身分及工作許可函在有效期限內並拍照保存後，始得聘用。 

勞動局接獲民眾檢舉雇主指派移工從事許可外工作，最常見的類型，包括外籍

家庭看護工於照護工作閒暇時，幫忙雇主全家洗衣服、打掃、接送小孩，或是去雇

主親朋好友家幫忙打掃等。 

勞動局表示，依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只能從事看護被看護者以及其相關的生

活照料工作，例如替被看護人烹煮食物、洗滌衣物、清潔環境等行為，雇主不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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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意指派移工從事與許可內容不符的工作。 

高寶華強調，無論外籍移工是否「自願」或於「閒暇時間」幫忙，皆已違反就

服法第 57條第 3 款「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工作」規定。也就是說，移工從事

許可以外工作，雖非雇主指派，但在雇主知情情況下，應阻止、能阻止而未阻止，

或在「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形下，消極容認移工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亦視同雇

主指派行為，可處雇主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若屆期未改善再

被查獲，勞動部將廢止雇主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呼籲雇主務必善盡注意義務及管

理之責。 

此外，若外籍看護工協助親友家打掃，受領外籍移工打掃勞務的親友也會因「聘

僱」或「容留」外籍移工非法工作，而違反就服法第 57條第 1 款或第 44 條規定，

可處以 15萬元以上、75 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2 年 01 月 17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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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補貼受理申請  經濟部公告網站  

1/12 起舉辦 13 場說明會 開放線上報名  

112 年受疫情影響事業基本工資補貼作業，自 1 月 11 日起開放網路申請，經

濟部表示，符合資格的事業單位，可至申辦平台（https://minimumwage.org.tw/）

辦理。 

  本次補貼適用對象包括就業保險投保單位的農業、服務業及受到疫情連帶影

響的部分工業，如毛巾、襪類、文具、食品製造業等；另如醫事機構、托嬰中心、

長照機構、休閒農場及庇護工廠等事業類型也適用。 

為協助企業快速了解補貼方案，經濟部將於北、中、南、東部及離島舉辦補貼

說明會，自 1 月 12日起至 2 月 15 日止已規劃辦理 13 場，有意申請者可至

https://reurl.cc/7j8Ve5 報名及查詢各場次時間、地點。申請網站亦有提供相關懶

人包、FAQ、基本工資補貼作業要點等資訊，或可撥打客服專線(02)7752-3600洽

詢。 

經濟部表示，此次補貼條件及作業較以往更彈性及簡便，只要事業單位企業營

收衰退達 10%，以 111 年 9月及 10月營收比對衰退情形，比較基期為 110年、

109 年或 108年同期，其中一項符合即可。查定課稅的小規模企業如已依規定設置

投保單位，免另向財政 

部申請調降查定課稅額，可直接提出申請，以簡化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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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提醒，為方便企業申請時可適時提供協助，客服專線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提供服務，周六周日服務時間也照常。年假期間除除夕至初二

（1 月 21日至 1月 23 日）休息外，其餘時間企業皆可在服務時間內來電詢問。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2 年 01 月 1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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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特休未休日數  雇主應結算薪資  

年度終結 30 日內發給 經協商可遞延  

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的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的日數，雇

主應發給工資。台中市政府勞工局提醒，除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外，

雇主均應發給未休日數的工資，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如遞延的特別休假仍

未休畢，即應折發工資，不可再次遞延，呼籲事業單位應依法給予勞工特休權益，

避免違反規定。 

  勞基法第 38 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享有特別休假，特休期日由勞工排定。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

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

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

工資之基準計發工資，並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

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局表示，特別休假為勞工法定休假權益，勞工於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任

職滿六個月以上，事業單位即應依法給予特別休假，並應由勞工排定，以達供勞工

休息目的，取得工作與生活平衡。 

    依規定，特別休假制度有採曆年制（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或週年

制（到職日起算每一週年期間）或會計年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內行使特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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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權利，勞工之特休天數不得低於法定標準。年資 6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應有 3

日；1 年以上 2 年未滿者，應有 7 日；2年以上 3年未滿者，應有 10 日；3 年以上

5 年未滿者，每年 14 日；5 年以上 10年未滿者，每年 15日。至於 10年以上者，

每 1 年加給 1日，加至 30 日為止。 

勞工局提醒，凡是年度終結未休畢的特別休假天數，除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

一年度實施者外，雇主均應發給勞工未休日數工資，且最晚要在年度終結後 30 日

內發給，但若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經遞延的特別休假仍未休畢，此時即應

折發工資，不得再次遞延。工資計算則應以特休年度結算最近一個月正常工時工資

除以 30 天為準。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2 年 01 月 07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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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勞動新聞事件  災保法上路居首位  

事涉勞工經濟安全與生計生活占半數  

台灣勞工陣線 3 日公布 2022 年十大勞動新聞事件，前三名分別是《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5 月正式上路、基本工資調漲與網路求職詐騙陷阱頻傳；勞陣

指出，這十大新聞事件背後所呈現的社會氛圍是「不確定、不安心」，尤其是事涉

勞工經濟安全與生活生計的新聞事件，占十大新聞事件的半數以上；對於勞工團

體的建議，勞動部表示，虛心接受並持續努力。 

 勞陣副秘書長楊書瑋公佈十大勞動事件，第一名是《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正式上路，預防、補償及重建一起到位，無疑是今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勞

動法令變革，對於未來完善國內職災保護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二名是基本工資調

整，代表在今年物價高漲(也獲得票選第十名)之下，基本工資調整的受矚目與重要。

第三名是網路詐騙事件頻傳，代表了底層低薪勞工在短期致富的誘惑之下，鋌而

走險的現象，其實一直存在。 

 其他新聞依序為「工會法修法，加強不當勞動行為的罰緩」、「勞動基金虧

損，創歷史新高」、「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法」、「中州科技大學爆發烏干達血汗學工

事件」、「勞工確診可領勞保傷病給付」、「台鐵工會五一勞動節集體休假」以及「CPI

外食類漲幅與租金指數年增率均創歷史新高」等事件。 

 楊書瑋認為，票選出來的十大勞工新聞事件背後，如實地反映現今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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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條件的不確定性，使得勞工對未來有著極高不安全感。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認為，從票選前 10 名中，可以看得出

大眾非常重視災害議題。根據統計，一年約有 5萬件職災，其中 2千多人失能、

500 多名勞工死亡，這些是有勞保補償的案件，可能還有更多黑數。 

 全國產業總工會政策部主任李佳育表示，基本工資連 7 年調漲，但最低工

資法還是躺在行政院，去年總統蔡英文到全產總代表大會，提到會兌現承諾，因

此希望行政內閣要完成。 

 勞陣秘書長孫友聯表示，相對於過去幾年，2022 年的勞動法修立法顯得遜

色許多，嚴格而言僅完成工會法的修法，而勞工團體力推的《勞動教育法》、《最

低工資法》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等，迄今仍然原地踏步，蔡總統任期只到明

年，呼籲行政院拿出魄力，儘速完成立法程序。 

 孫友聯指出，今年是《就業保險法》實施 20 周年，勞陣將展開「就業保險

總體檢行動」，檢視過去 20 年來經歷全球金融海嘯、近 3年來疫情大流行衝擊的

經驗與啟發，全面檢視並規劃符合下一個階段台灣社會需求的「就業安全體系」；

另勞動事件法已實施 3 周年，當時附帶決議實施滿 3 年要檢討，呼籲司法院著手

提出檢討。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聯合新聞網 112 年 01 月 03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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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享-少吃一點活更久？ 研究：適當的飲食

限制可有效延緩老化！  

吃得少，可以活得久？陽明交大團隊 1 項最新研究顯示，平均生命週期只有 2

星期的線蟲，每天只要少吃一些，壽命可延長到 3 到 4個星期，幾乎為 1倍。另

在節食過程中，發現影響老化的重要蛋白質，可促進細胞自噬作用，以及延緩老

化。 

陽明交大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教授許翱麟表示，線蟲為生活於土壤中的非

寄生蟲只有 0.1 公分，相較於小鼠等哺乳動物較長的生命週期，生命週期短，又能

大量繁殖，且重要基因與人類幾乎無異，因此成為科學界研究老化的首選。 

飲食限制 是延緩老化的有效方法 

該項研究證實，當線蟲被餵食較少的大腸桿菌時，SAMS-1蛋白酶表現較少，

影響了組蛋白的甲基化，讓自噬作用的下游基因得以轉錄；反之，正常飲食的線

蟲，在 SAMS-1 蛋白酶正常表現下，自噬作用就不明顯，這讓科學界一窺飲食限

制與自噬作用之間分子機轉。許翱麟解釋，細胞原本就具有自噬作用，清除受損

的細胞，促進細胞自我再生，如果飲食限制，減少熱量，自噬作用功能就更為明

顯。 

許翱麟提到，此研究進一步發現，飲食限制可以調控自噬作用相關基因轉錄

因子 TFEB及 FOXA 的活性，提高線蟲肝腸細胞自噬作用的表現，成果發表於《自

噬》（Autophagy）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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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限制是延緩老化的有效方法之一」許翱麟說，現在已經發現在節食過

程中影響老化的重要蛋白質，下一步就可設計抗老化藥物標的，如果成功，不用

辛苦節食，也能延緩老化的方法。 

適當限制飲食 可提升細胞修復機制 

許翱麟指出，適當限制飲食，可提升細胞修復機制，例如，在食物資源不足

時，熱量攝取不足，此時細胞將優先將資源用於修復，以提高生存的機率，而非

繁衍下一代，以符合生命演化的邏輯。 

【資料來源：本文援引 112年 01月 27 日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6926169?from=udn-articlemain_ch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