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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 1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4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勞動部 601會議室 

主持人：廖召集人蕙芳 記錄：危泰焌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 13）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13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何委員碧珍： 

 有關附件 1決定(議)事項序號 2，應再詳加說明案由，建議修

正文字。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序號第 2、3、4、5、7、8案解除列管。 

三、餘請參照委員意見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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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14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委員會議

決議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何委員碧珍： 

為盤點我國女性經濟活動面貌案辦理情形，請性平處補充說明目

前辦理進度。另外前次會議勞動部及衛福部討論有關外勞審核流

程的檢討，目前的辦理情形？資料介接目前辦理進度如何？  

二、劉委員毓秀： 

(一)有關會議資料(頁 25) 衛福部第一點所稱系統已完成介接，如果

系統已確實介接，為何申請使用外勞的審查管理仍有漏洞？ 

(二)當推動中高齡女性就業時，發現因為引進外勞而導致本國女性失

業，因牽涉女性就業、家庭負擔及老年經濟安全問題，同時造成

本國長照系統無法建立，長照政策不宜過度仰賴外勞。 

(三) 會議資料(頁 26)第四點，衛福部能否將照管員醫院或醫師審核

人員鍵入系統，如果系統上有困難，現行應採用其他方式將這些

資料予以登錄。  

三、王委員品： 

有關申請使用外籍勞工部分，衛福部的管理工具為何？如何管理

醫院端有無違法情形？有關審核端是否合乎標準，衛福部必須把

關。若有違法使用外勞或資格不符情事，勞動部是否至現場進行

查核？ 

四、王委員兆慶： 

會議資料(頁 78)有關診斷證明開立之醫療院所及醫師開立件數

分布情形，可作為衛福部積極抽查的依據，可針對開立較多許可

之醫師及開立大量巴氏量表的醫院進行抽查，檢視被看護者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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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是否屬實？若有違規應裁罰或廢止許可。 

 

決定： 

一、本案洽悉，2案均持續追蹤列管。 

二、餘請參照委員意見辦理。 

三、請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儘速完成「照顧服務管理系統」及「外

籍勞工申審系統」之介接。 

 

 

第三案             

案由：「長照十年計畫 2.0」中，勞動合作社參與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一

節，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發言摘要 

王委員品： 

請於報告案第四案補充有關勞動合作社之說明。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第四案             

案由：合作事業現況發展與困境，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發言摘要 

一、何委員碧珍： 

會議資料(頁 30)上圖，合作社主管單位是內政部，是否會就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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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之勞動條件或工作環境查核？勞動合作社雖屬於雇主身

分，但實質上仍是勞動力結合，建議內政部及勞動部研商如何協

助勞動合作社運作模式。另外國際間如何處理此類問題？會議資

料(頁 36)勞動合作社並未列入圖表中，原因為何？ 

二、劉委員毓秀： 

目前合作社是否免營業稅？如果以提升競爭力為前提，是否直接

成立公司即可？建議合作社應以肩負政府相關社會政策，例如，

屏東的某社福團體成立勞動合作社，以社區參與模式協助地方政

府推動長照 2.0。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三、請內政部及勞動部就協助勞動合作社運作模式與勞動力使用情

形進行瞭解，以俾檢視未來如何輔導及推動。 

 

 

第五案                    

案由：外籍勞工申訴案件處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發言摘要 

一、何碧珍委員： 

本案申訴案件與 105年度相比提升 4%，與其它領域申訴案件相比

屬高或低？若參考實際件數量達 2萬多件仍屬偏高。又女性申訴

案件類別「侵害事項」的定義為何？雇主有何懲戒措施？針對家

庭看護工部分，衛福部有何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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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委員品： 

外勞申訴案件統計分析，分為產業、社福外勞及性別進行分析，

有無將兩者進行交叉分析之資料？另外會議資料(頁 48)第三點

有關行業別申訴分析部分，以社福類外勞為例，契約事項係指提

前解約或執行非契約內容工作？管理事項意涵和內容為何？外

勞遭扣留證件未來如何處理，具體管理措施？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第六案             

案由：女性企業家未來的發展趨勢及規劃，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發言摘要 

一、何委員碧珍： 

(一)報告相當完整，讓我們了解女性企業主實際經營狀況，有效運用

資源創造價值與績效，女性企業附加價值與利潤率也表現優異。

雖然女性在創業上已較缺乏家庭或社會支持，但是績效仍較佳，

應調整相關資源之分配。 

(二)經濟發展的公共參與決策過程，女性參與決策的聲音較不足，應

讓一定比例的女性能夠參與並且發聲，會議資料(頁 57)董監事比

例，部分北歐國家已立法規定須有 4成之女性董、監事，可思考

有哪些鼓勵措施能夠協助女性進入經營核心。 

(三)有無女性創業帶動勞動參與之相關統計資料？並了解女性企業家

帶動勞動力參與的支持數據為何？有無納稅及女性企業廉能度

的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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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委員品： 

會議資料(頁 60)女性企業輔導資源部分，有無跟高教端合作以鼓

勵女性新創或申請專利之內容。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第七案             

案由：開放「85歲以上輕度失能老人外籍家庭看護工聘僱」政策制度

現況及影響，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發言摘要 

一、王委員兆慶： 

(一)因為被看顧者使用外勞對長照影響甚鉅，建議可將本次分析報告

例行性公開，相關分析項目建議可新增失能程度資格、身心礙障

資格。有關外勞累計服務年數概況，建議可就已經終止服務的人

數進行分析與統計，可更明確了解國內使用外勞的情形。另勞動

部應訂定相關期程表，配合衛福部將 85歲以上輕度失能老人聘

僱外籍看護工移轉至國內長照系統。 

(二)會議資料(頁 78)上圖顯示 103年度至 106年度被看護者 94,493

人，而依統計資料家事外勞總增加人數為 25,000人，是否可解

釋為 9萬新增申請許可人，僅需 25,000人即可以滿足需求？ 

二、劉委員毓秀： 

(一)對長照影響政策評估之計算基準，應該為 69位原使用居家看護服

務有 36位轉而使用外勞，應用 36除以 69計算，實際數據約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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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左右。從 101 年度開放 80 歲以上可使用外勞，即對本國中高

齡婦女就業造成影響，應提供就業或失業的相關數據。部分醫院

在申請使用外勞並未落實審核而直接開放，因此造成人數上的遽

增，應就開立外籍看護工認定需求達一定件數醫院、醫師的清單

列出，未來亦應將前開資料鍵入系統，以利查核。 

(二)會議資料(頁 76)外籍看護工現況人數從 105年 12月至 106年 1

月底即增加了約 3,500名家事外勞，因涉及最弱勢女性就業，應

加以管控及檢討改進。開放輕度失能者，透過照顧預防老化的政

策概念，有無研究或學理以支持此假說，後續有無研究加以分析

檢討？因為依賴外勞政策，影響的是整體國家的健保財務與家庭

負擔。而且我國 55歲至 59歲女性就業率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都

偏低，若考量女性的平均壽命，女性老年經濟安全堪憂。 

 

三、王委員品： 

(一) 會議資料(頁 75)有關外籍看護工開放歷程，對於做了許多創新

政策的臺北市政府，受到開放 85 歲以上使用外勞的政策影響，

導致居服員與案量皆流失。會議資料(頁 76)養護機構家事勞工

為 54,000人，為何未放在統計之中？管理外勞問題部分，除檢

舉之外，有無其他方式或具體作為以確認被看護者評估不實？ 

(二) 會議資料(頁 79)本案政策評估部分，輕度失能且 85歲以上者，

若未開放使用外勞時理應轉入長照系統，許可案件為 1,592 人

已占長照體系 9,000 人的六分之一，故必須將所有可能的潛在

使用者納入討論，另外為何長照的案源與老年化趨勢相違背？ 

 

四、何委員碧珍： 

同意未來應該將此資料例行化，並可探討醫療院所開立巴士量表

有無集中化趨勢？為延緩老化而開放聘僱外籍看護工部分，衛福

部與勞動部立場是否一致？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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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洽悉。 

二、請性平處於下次性平會會前協商會議召開前，邀集國家發展委

員會、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就本案可補充之相關統計資料進行

討論，以利評估政策。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就業、經濟與福利篇」中就業及經濟議

題之 105年度辦理成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劉委員毓秀： 

 會議資料(頁 86 至 87)衛生福利部輔導就業人次，成功人數多

少？救助政策是否造成福利的依賴？有關女性的就業促進與

社會救助政策，兩者間相互衝突，以致女性勞動率偏低，請國

發會予以協助。會議資料(頁 97)協助失業女性做為再就業的目

標政策，是否再檢討？ 

二、王委員兆慶： 

 依統計調查求職的中高齡婦女約有 32萬，其中約有 10萬人因

專長技能、證照資格不合而未能順利就業，中高齡婦女對於職

業訓練的實際需求為何？建議主計總處進一步了解缺乏的專

長及技能為何？以利未來職訓課程規劃。 

二、王委員品： 

 請性平處協助各部會調整性平綱領辦理成果的填報方式，例如

應檢視有無達成原設定之目標或成果，成果展現部分不應侷限

於人次，可更加細緻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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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洽悉。 

二、請相關單位參酌委員建議及性平處檢視意見，重新檢視 105年

度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成果，並配

合性平處後續通知完成修正填報作業。 

三、請國發會統整各部會(例如:經濟部、農委會、性平處、衛福部)

有關脫貧、二度就業、促進就業及相關救助政策之矛盾，請性

平處協助，並於下次會議中就盤點之內容進行報告。 

 

 

第二案：建議增加男性安胎陪伴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內政部 

發言摘要 

一、王委員兆慶： 

 安胎陪伴假如未給薪或併入病假，資方之阻力較少，建議勞動

部或可依此研議規劃，以達宣示作用。 

二、劉委員毓秀： 

 為避免安胎陪伴假淪為公教人員條款，建議有需求者運用其他

休假辦理，如有需要亦可聘請家事服務人員照顧。 

 

決議： 

一、本案洽悉。 

二、請勞動部參酌委員意見納入未來政策修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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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勞動部針對雇主違法使用外籍看護工部分，建議可仿效交

通違規案件發給檢舉獎金，提請討論。 

提案人：何委員碧珍 

 

 

決議：請勞動部就外籍看護工宣導措施、內部查察情形及獎金發放情

況，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陸、散會：下午 13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