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天然災害頻仍，當天

然災害發生時，勞工宜否出勤，應以勞工之安全作為

首要考量。

台灣位處颱風路徑的要衝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颱風侵襲及地震發生的次數相當頻繁，根據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年有 3 到 4 個颱

風侵襲，平均每年約發生 1,000 次有感地震。



的目的及概念不同，亦難歸責於雇主，

然有鑑於雇主本應照扶勞工，要點中範

定雇主宜不扣發工資。目前，已有相當

部分的雇主同意勞工該日停止出勤且給

薪。此外，對於應雇主之要求而勉力出

勤者，雇主更應疼惜，除於正常工作時

間內照給出勤時數工資外，要點中認為，

雇主宜加給勞工工資，並提供交通工具、

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至於該日

如係勞動基準法第 36條至第 38條之假

期，且雇主認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之必要

者，仍應依同法第 40條規定辦理。

勞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為免勞

雇間無謂的爭議，勞雇雙方最好在平時

即透過協商，約定天災發生時勞工之出

勤及工資給付事項準則，除其他相關法

令已有規定者外，可參照「天然災害發

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

點」，事先於勞動契約、團體協約中約

定或工作規則中規定，以兼顧勞工安全、

企業營運與公眾利益。

有鑑天然災害頻傳，且勞雇雙方對於天

然災害發生時應否出勤之不確定性，為保護

勞工生命安全及兼顧事業單位營運需求，勞

動部經邀集勞雇團體、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

多次研商後，業訂定「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

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明定包

括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屬天然災害發生時，如工作地、居

住地或上班必經途中，任一轄區首長已通報

各機關停止上班，勞工可不出勤。但因業務

性質需要，需特定勞工照常出勤者，應由勞

雇雙方於事前約定；有工會者，應徵得工會

同意，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

勞工因天災致未出勤，或因災後交通阻

塞，致未能返回工作崗位，實不可歸責於勞

工，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

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補行

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

處分。舉例來說，勞工因天然災害致未出勤

或延遲到工，雇主如視為曠工或遲到，並據

此扣發全勤獎金者，可認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條，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之規定。勞

工可向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尋

求協處，以維權益。至於天然災害過後，勞

工因有事故（如需重建、整理家園等）必須

親自處理者，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亦

可與雇主協商排定特別休假。

至於勞雇雙方都關心的工資給付問題，

天然災害發生該日如係約定之工作日，勞工

因天災致未出勤，與勞動基準法有關「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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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輕度失能者8
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專員  顏瑋志

可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放 寬 5

長期照顧服務法已於今（104）年6月3日公布，並

將在公布2年後施行。發展國內長照體系是國家重大政

策，但考量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後，仍需相當時間才能

健全長照體系，而國人照顧需求殷切，特別是85歲以上

輕度失能者的身體機能可能在短期內快速衰退，具有較

高惡化之風險，應給予特別照顧，所以，勞動部已於同

年8月6日修正放寬外籍家庭看護工申請資格，自104

年8月8日起，85歲以上長者經醫療機構評估有輕度失

能，即可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活用法規2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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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的隱形照顧者將超過 200萬人，若無

適當照顧資源，可以想見輕則將導致離職

潮，重則家中長輩將淪為失能快速惡化但卻

無人照顧的悲劇發生。

長期照顧服務法公布後，當前我國長

期照顧體系的發展，正由長照十年補助型計

畫轉銜為長照服務網計畫，透過政府及民間

單位積極健全長期照顧人力及資源，以配合

未來長照保險開辦後多元長照服務給付項

目。但相關照顧人力建置並非短期一蹴可

幾，現階段國內仍無足夠照顧資源及人力可

以幫忙分擔在職家屬的照顧責任，而 85歲

以上長者又有高度失能惡化風險，身體機能

將在短期間快速衰退，且一旦失能往往急速

加重，因此，社會外界屢有建議在長照體系

尚未建置完全前，應先放寬 85歲以上輕度

失能者可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以減緩失能

惡化風險，同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為瞭解社會意見，勞動部已於 104年

2月 9日至 12日間進行電話訪問，針對家

中有 65歲以上人口之家庭進行調查，結果

發現：88.3%民眾贊成放寬 85歲以上輕度

失能者可聘僱外籍看護工，僅有 6.4%民眾

不贊成；另外有 52.7%受訪者不認同「放

寬 85歲以上輕度失能者聘僱外籍看護工，

會影響中高齡從事家務工作的婦女就業」。

勞動部嗣於 104年 5月 29日至 6月 5日針

對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學員就業狀況辦理

電話訪問調查結果，放寬 85歲輕度失能者

近年來，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快速朝向

高齡化發展，失能照顧問題亦隨高齡化而日

趨嚴重，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推

估，103年全人口失能人數 74萬人，120

年將增至 120萬人。其中 65歲以上失能人

口推估約 46萬人，占我國 65歲以上整體

人口約 16.5%；85歲以上失能人口推估約

15.6萬人，占我國 85歲以上整體人口約

49.4%，顯示失能比率隨年齡增長而大幅增

加。又 85歲以上人口中，85至 89歲人口

約 22.1萬人、90歲以上人口約 9.5萬人，

呈現人口快速減少趨勢，顯見 85歲以上長

者失能後死亡率亦偏高，更需要特別照顧。

進一步分析 85歲以上失能人口，輕度

失能者約5.7萬人、中度及重度失能者約9.9

萬人。其中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者約 6萬

人，全數為中、重度失能；其餘則申請使用

長照資源、入住全日照顧機構或由家屬自行

提供照顧。但截至 103年底，勞動部、地

方政府及其他部會共同培訓本國照顧服務

員雖達 10萬人以上，實際登錄於長照體系

內從事居家照顧的本國照顧服務員僅有約 8

千人，顯見本國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情形不

佳，人力普遍不足，輕度失能家庭難以申請

足夠補助時數的長照居家服務，最終只好由

家屬自行照顧。但家屬本身也須外出工作，

又須同時負擔家中長輩照顧責任，形成蠟燭

兩頭燒的窘境。據推估，105年臺灣扶老比

將高達 18％，每 100位工作年齡人口需扶

養 18位老人，推估當前在職且須同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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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法規2TAIWAN
LABOR 
QUARTERLY

家庭僱用外籍看護工，受訪結訓學員認為工

作機會受影響者占 51.1%、不會有影響者

占 44.5%，另無意見者占 4.4%。

勞動部經過整體評估，由於本國照顧

服務員普遍不足，且居家服務單位普遍優先

派案至中、重度失能家庭服務，所以放寬外

籍看護工申請資格，對於本國照顧服務員現

行主要服務對象及就業市場應該不會有重

大影響。而放寬聘僱外籍看護工申請資格

後，除了能有效舒緩在職家屬的照顧壓力

外，同時有利釋放因照顧長輩而無法外出工

作或已離開職場的家屬重返職場。勞動部

104年 5月 29日至 6月 5日調查結果亦顯

示，受訪結訓學員對於「放寬家庭僱用外籍

看護工照顧失能老人家，家庭中的照顧者就

可以外出就業」看法，同意者占 68.2%、

不同意者占 24.6%，普遍認為有利釋出家

庭內照顧人力重返職場，提升勞動參與率。

因此，為回應多數民眾照護需求，減

緩 85歲以上失能者惡化速度，同時促進家

庭內勞動人力重返職場，勞動部已於 104

年 8月 6日修正發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放寬外籍家庭

看護工申請資格，自同年 8月 8日起，85

歲以上長者經醫療機構評估有輕度失能，即

「巴氏量表」評估有任一項目失能，就能申

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另外，就業服務法於今 (104)年 6月 17

日修正，已將中高齡及二度就業婦女列為特

定對象，並由政府訂定計畫促進就業。因此，

勞動部將持續推動辦理相關職業訓練及就業

獎助措施，對於少部分可能受影響的本國照

顧服務員，協助提升就業技能，以穩定就業

及促進職涯發展。至於外界質疑同時可能影

響本國家事清潔人員或保母就業，因家事清

潔人員並非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且和保母的

服務對象均不是失能長者，與外籍看護工主

要從事身體照顧工作，兩者工作內容截然不

同，所以放寬外籍看護工申請聘僱資格，並

不會對家事清潔人員和保母就業造成影響。

發展國內長照體系是國家重大政策，

但是高齡失能者的照顧需求也不能等待，此

次放寬外籍家庭看護工申請資格只是現階

段的權宜之計，除滿足高齡失能者的照顧需

求外，亦有助於提升國內勞動力之運用，勞

動部後續仍將配合衛生福利部的長照政策

規劃，適時再檢討外勞政策及彈性調整外勞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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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因現實經濟所需或欲重新找尋自我價值、信

心、發展自我，開始走出家庭並踏入職場，但由於受限於

性別與母職角色，及整體勞動市場型態、自身資源與技能，

甚至是長期處於社會孤立形成缺乏就業資訊等因素，面臨

之就業障礙包含：就業資訊不足、工作經驗與技能不足及

家庭照顧問題等。為協助二度就業婦女重返職場，本部辦

理「就業融合計畫」，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透過就業諮

詢、就業媒合及辦理現場徵才、就業促進研習等方式，建

立工作自信心或培養其就業能力，協助因家庭因素退出勞

動市場二年以上，欲重返職場之失業婦女就業。

Taiw
an Labor  Q

uarterly  

57

Taiw
an Labor  Q

uarterly  

57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人
物
好
誌            



鑑於我國婦女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係為

當前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之重要政策，爰推動將

二度就業婦女納入「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條

文以專款明定為政府應致力促進就業之特定對

象，以落實保障婦女就業之精神，修正條文經

立法院 104年 6月 2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

104年 6月 17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41

號公布施行。依就業服務法第 24條修正條文規

定，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

畫，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

貼或補助金：

一、 獨力負擔家計者。
二、 中高齡者。
三、 身心障礙者。
四、 原住民。
五、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六、 長期失業者。
七、 二度就業婦女。
八、 家庭暴力被害人。
九、 更生受保護人。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二度就業婦女」成為就業服務之特定對

象後，將適用得免費參加職業訓練及得申領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求職交通補

助金等就業協助措施。各項措施內容如下：

一、 職業訓練及生活津貼：

鼓勵二度就業婦女學習一技之長、培養第二

專長或創業，參加職業訓練時，訓練費用全免，

並提供全日別職業訓練期間生活津貼。

二、 臨時工作津貼：

紓緩二度就業婦女失業期間之生活壓力，

並於短期就業安置期間培養其再就業之能力。

三、 求職交通補助：

增加二度就業婦女求職動機及意願，減少

其因距離所致就業障礙。

四、 跨域就業津貼：

具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二度就業婦女

依「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得申領搬遷

津貼、租屋津貼及異地就業交通津貼。

五、 缺工獎勵：

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從事工作，

紓緩特定行業缺工情形，並兼顧穩定二度就業

婦女就業，提供二度就業婦女受僱特定行業之

津貼補助。

六、 僱用獎助：

運用「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之僱

用獎助措施，增加雇主僱用之誘因，協助具就

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順利就業。

七、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

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協助二

度就業婦女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進而協助其

重返職場。

為明確範定「二度就業婦女」一詞，

勞動部於 104年 7月 10日以勞動發特字第

10405074311號令核釋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第 1

項第 7款所稱二度就業婦女，指因家庭因素退出

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上開退出

勞動市場期間，自該婦女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

停止之翌日起算；未有勞工保險投保紀錄者，自

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

翌日起算。該項解釋令自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7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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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就業補助
適用對象擴大至

初次尋職青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視察   林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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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之

跨域就業補助（以下簡稱就保跨域就業

補助）相關規定，已針對就業保險失業

被保險人提供跨域就業補助措施，但如

為初次尋職、未曾參加就業保險者不適

用就保跨域就業補助。

依就保跨域就業補助 103年申領情

形統計，29歲以下請領者約占 5成，顯

示青年跨域求職意願高。又依行政院主

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資料顯示，103年

29歲以下失業者之失業原因以「初次尋

職者」占約 4成 5，而 102年自願離職

之轉業就業者轉業原因以「想更換工作

地點」占 2成 7最高。故為協助青年跨

域就業，已於 104年 6月 30日訂定發

布「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

並自 104年 7月 2日生效實施，主要適

用於年滿 18歲至 29歲，未在學有就業

意願，於推介就業前未曾參加勞工保險，

且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推介就業地

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的初

次尋職青年。如果在學期間曾因工讀而

參加勞工保險，於推介就業前未曾再投

保者，也可以適用本補助辦法。

依據符合資格的職場新鮮人可以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如當

地就業職缺無法符合職能或期待時，願

意至距離原居住地 30公里以上的地點就

業，且連續受僱同一個雇主滿30日以上，

並符合相關補助規定時，即可向就業當

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各項跨域就

業補助金，包括：（一）求職交通補助

金 1次核發 500元，特殊情形最高發給

1,250元，1年最高 4次；（二）搬遷補

助金最高核發 3萬元；（三）租屋補助

金每月最高核給 5,000元；（四）交通

補助金依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的

距離遠近，每月核發 1,000元至 3,000

元不等，其中租屋補助金及交通補助金

最長發給 12個月。 

除了青年跨域就業補助外，勞動部

還為職場新鮮人提供多項就業促進措施，

包括就業諮詢、心理測驗、職業訓練諮

詢及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運用豐富多

元的服務資源，協助青年投身職場，就

業無礙。職場新鮮人如果想進一步了解

各項措施方案，歡迎就近洽詢全國各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至台灣就業通（網

址：http://www.taiwanjobs.gov.tw） 查

詢，也可以撥打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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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結構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減少、人才外流、高出低進等現象，

且國際人才競逐日趨激烈。為因應當前人口結構變遷，及工作人口自

105 年起，每年將迅速減少 18 萬人之問題，人才政策必須以新思維規劃

填補勞動力缺口，並擇優吸引外籍優秀人才。

人才政策涵蓋育才、留才及攬才三大面向，我國每年招收許多外籍

留學生及僑生來臺接受教育，投注許多教育資源，培育僑外生成為人才，

據教育部統計，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在臺攻讀學位之僑（港澳）生有 1

萬 7,055 人，外國學生有 1 萬 2,597 人，總計 2 萬 9,652 人（在學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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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討，調整各年度配額人數。另留臺工

作的僑外生，若在臺合法工作居留連續滿

5年，則可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國籍法

相關資格規定，申請永久居留、歸化或定

居等，成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移民。

103年 7月實施「僑外生評點制」後，

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次持續成長。經統計，

103年 7月實施僑外生工作配額評點制至

今（104）年 6月底，累計核准在臺從事

專門性技術性工作的僑外生計1,821人次，

留臺工作人次較 102年成長超過 40%，

其中循僑外生工作配額評點制留臺工作為

770人次，為人數增加主因，且以行業別

觀察，集中於科學技術、電腦系統設計服

務業、專門設計服務業、醫療及批發業等

行業；從事職業則集中於商業專業人員、

建築師、工程師及有關專業人員等。

根據 104年 6月統計資料顯示，核

准案件平均評點分數為 72.64分，得分集

中於學歷、聘僱薪資、華語語文能力、職

務資格等項目，惟工作經驗、他國語言能

力、他國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政策分數較

低。經瞭解，工作經驗得分低，係因第 1

年申請之僑外生多為應屆畢業生，而他國

語言能力及他國成長經驗得分低係因僑外

生不及或未能提供前一教育階段畢業文件

或遺失海外聯招會入學許可文件，至配合

政府政策分數偏低係因適用範圍僅限卓越

中堅企業、在臺設立營運總部或研發中心

之企業。

僑外生畢業後，多數並未留臺工作，

形成教育及人力資源的浪費，強化優秀僑

外生留臺工作屬於留才政策的一環，也是

政府善用人力資源的做法。

為積極推動外籍留學生及僑生留臺工

作，經行政院召集勞動部及國家發展委員

會、教育部及僑委會等機關跨部會研商，

檢視現行僑外生留臺相關規定，又考量新

加坡、日本、南韓近年均陸續採行「評點

配額」制度，針對不同類型人才訂定學經

歷、語言能力、聘僱薪資、特有專技技術、

創新創業能力等多元篩選機制，以遴選外

國優秀人才，顯見「評點配額」制度已成

為國際趨勢，行政院爰於 103年 6月核定

「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

勞動部並於 103年 7月配合增訂外國人從

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5條之 1，對於

大學畢業的僑外生申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

作許可，改採配額評點制，並以學歷、工

作經驗、聘僱薪資、擔任職務資格、他國

語言能力、他國成長經驗、配合政府政策

等 8個項目評分，累計評分達 70分且雇

主符合聘僱外籍專技人員資格，僑外生即

可受聘僱在臺工作，不再受限聘僱薪資及

2年工作經驗限制。

新制第 1年開放 2,000名配額，後續

再由勞動部會同教育部、國發會等相關部

會，參考實施情形、各年畢業人數、雇主

需求人數、國內就業市場及經濟情勢，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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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6月 18日勞動部經彙整國發

會、僑委會、經濟部、教育部意見及僑外

生工作配額評點制說明會反映意見，檢討

如下：

一、  僑外生工作配額評點制自 103年 7
月開放 2,000個名額，實施 1年核准
770人次，應繼續開放剩餘名額及適
度增加下年度開放名額，並調整公告

開放期間改為曆年制，以利畢業生尋

職及準備工作申請作業。

二、  僑外生申請案件在他國語言能力、他
國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政策平均得分

低於達該項配分之 50%，應簡化申
審流程與申請文件。

經跨部會研商，就上述檢討事項提出

因應作法，勞動部並於 104年 7月 8日公

告開放名額及簡化申請文件相關規定（自

104年 7月 3日生效）：

一、  簡化僑外生前一教育階段學歷證明免
驗證；僑外生無法出具前一教育階段

學歷證明文件，可由其在臺就讀學校

或僑委會開立證明替代。

二、  公告「他國成長經驗」之應備文件增
列提供前一教育階段學歷證明，即可

得分；無法出具前一教育階段學歷證

明文件，可由僑外生在臺就讀學校或

僑委會開立證明替代。

三、  擴大「配合政府政策」認定範圍部分，
已公告將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潛

力中堅企業納入認定範圍。另勞動部

已請各部會提供重點政策相關獎項，

俟彙整完畢後公告納入認定範圍。

四、  公告受理名額期間部分，將 103年公
告尚未受理完畢之 1,200個名額延長
受理申請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
另開放 105年受理 2,500個名額。

目前我國每年大學畢業生約 20多萬

人，僑外生畢業人數約 5,000人，為強化

留才，應擴大僑外生來源，教育部、僑委

會、經濟部等部會應加強向海外臺商員工

或曾來臺工作之外勞及其家屬宣導來臺就

讀大學；另建議企業應以合理的薪資及健

全的職涯發展招募人才，以增加僑外生留

臺工作的誘因。另勞動部將持續追蹤申請

及核准情形，並將跨部會滾動檢討開放名

額、評分項目、案件申審程序及平均得分

情形，及會同國發會、教育部、僑委會、

經濟部向海內外僑外生及雇主加強宣導僑

外生配額評點制，鼓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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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維持其購買能力；對於工資在基

本工資數額邊緣的弱勢勞工，尤其重要。查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

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數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勞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活用法規2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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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之調整，係由基本工資審

議委員會擬訂後，由勞動部陳報行政院

核定後實施。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4

條規定，為審議基本工資，基本工資審

議委員會應蒐集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

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

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

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

查統計並研究之。近年來並已將最低生

活費及扶養比列入考量。

復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5條規定，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

進行審議。本年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業於 104年 8月 12日召開第 29次會議，

邀請勞、資、學、政四方委員共同與會

討論，依數據顯示，今（104）年累計前

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下跌 0.65%，國內物

價相對平穩。但國內今（104）年上半年

經濟表現欠佳，出口值連續 6個月下跌，

第 2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僅 0.64%，當前

經濟景氣復甦力道偏弱等因素，實在難

以輕忽。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經過充分討

論，通盤參考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等

相關數據，審慎考量後，包括勞資雙方

在內的委員共識認為，105年基本工資

是否調整，將於今（104）年第四季的基

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中，進一步觀察第

三季、第四季經社相關數據之變化後，

就是否再度召開審議委員會進行討論，

以求周延。

自 97年以來，基本工資 7年來已調

整 5次，每月基本工資已由 17,280元調

整至 20,008元，共調升 2,728元，調幅

累計達 15.79％。每小時基本工資亦由

95元調整至 120元，共調升 25元，調

幅更達 26.32％。現階段而言，對勞工之

基本生活，已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另為加強勞資雙方互信協商，凝聚

共識，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去（103）年

已增設「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每季召

開一次會議，並委託學者專家進行「最

新統計數據及當前經濟社會情勢影響評

估」及「基本工資計算方式」等相關議

題研究，透過建立常態性討論機制，使

委員充分溝通、理性對話。勞動部樂見

此一勞資良性互動模式，有助於凝聚更

為周延之集體共識，顯見我國基本工資

審議制度已更臻健全。

勞動部爾後將定期召開基本工資工

作小組及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議，在

兼顧勞資雙方之權益下，審慎考量調整

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基本生活。

Taiw
an Labor  Q

uarterly  

65

Taiw
an Labor  Q

uarterly  

65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人
物
好
誌            


	台灣勞工季刊NO.43
	CONTENTS目錄1
	CONTENTS目錄2
	主要國家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探討-徐國淦
	我國工時法制之新紀元-李思嫺
	鼓勵企業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張壹鳳
	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概況分析-楊玉如 陳櫻分
	守護企業腰力健康，讓專業的人共同做專業的事－某外商公司的成功經營策略-林世明 張榮蘭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介紹-楊怡婷
	放寬85 歲以上輕度失能者可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顏瑋志
	核釋就業服務法第24 條所稱「二度就業婦女」定義-于曉秋
	跨域就業補助適用對象擴大至初次尋職青年-林季微
	檢討僑外生工作評點制實施成效，增加名額及簡化申請文件-張元怡
	基本工資調整說明-蔡瑩潔
	二度就業 樂在工作 從護士轉型成為企業健康管理師-—專訪和泰興業美生中心健康管理師王連馨-單美雲
	與壓力和平共處的金融菁英─專訪星展銀行人力資源處處長朱麗文-單美雲
	五星級員工餐廳 紓壓好所在-陳婉箐
	免費營養早餐 開啟員工一天活力-陳婉箐
	國際公約與南韓對外勞請領年金給付之規定與啟示-莊正中
	各國最低工資法系列（一）：法國-林佳和
	全心投入　用熱情「自造」金牌人生─姚嘉昇　不懈怠的選手路-楊毓馨
	教授、校長之子卻獨鍾木工─相信自己 朝目標邁進的蘇學羿-高永謀
	用堅定無比的信念　拚出國際金牌─勇敢追求 不斷挑戰的阮培皓-蔡佩吟
	用謙虛的心　一步步邁向國際金牌─掌握態度　不斷累積實力的顧勝偉-蔡佩吟
	奮戰7 年 美夢成真─陳詩婷　朝夢想不斷邁進-高永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