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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3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盧秀燕等 17 人，有鑑於我國雇主對外籍家庭看護工
施虐、性侵案件層出不窮，根據統計近兩年，就有超過上百
名外勞通報遭受性侵，其中有九成是家庭看護工，可見這樣
的事件並不是特例；再者，去年更有一名雇主利用主雇關係
脅迫，多次性侵外籍看護工，惡劣錄影甚至上傳網站分享，
嚴重影響我國國際形象。綜上所述，為保障外籍勞工避免於
危險場域工作之權益，避免憾事重演進而達嚇阻之效，爰此
，本席提案修正「就業服務法第四十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
，明定曾有對外籍勞工為性侵害、性騷擾、人口販運、妨害
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且經判決確定之雇主，終身不得
再聘僱外籍勞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我國聘用外籍勞工之人力逐年增加；然而，雇主對外籍家庭看護工性侵案件層出不
窮，根據統計近兩年，就有超過百名外勞通報遭受性侵，其中家庭看護工竟佔了九成之多
，因此，針對不肖雇主聘用外勞的資格實有必要予以嚴審。
二、再者，我國已進入老年化社會，對外籍看護工及家庭看護工等之需求大幅度成長，倘若外
籍勞工之權益保障無法落實，恐造成我國國際形嚴重受損，將造成我國長期照護之人力配
置失衡，實有加以嚴懲之必要，進以達嚇阻之效。然，若依照現行「就業服務法」之規定
，上開不肖雇主於兩年後，仍能繼續聘用外籍看護工，難以遏阻其行。
三、為保障外國人權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或一般雇主對外國人有性侵害、性騷擾等
行為屬實，且經判決有罪者，增訂處罰及限制雇主聘用資格；另增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
其從業人員如知悉上開情事時，應有通報之責。
四、綜上所述，為保障外籍勞工之權益，避免如此事件重演並達嚇阻之效，爰此，本席提案修
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法條」，增定罰則，並限制曾有對外籍勞工為性侵害、性騷擾、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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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且經判刑確定之不肖雇主，終身不得再聘僱外國勞
工，並增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如知悉上開情事時，應有通報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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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四十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條

條

文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現

行

第四十條

條

文

說

明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一、為避免就業服務機構及其

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不得有下列情事：

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不得有下列情事：

從業人員利用執行業務之便
，對外國人有性侵害、性騷

一、辦理仲介業務，未依規
定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書

一、辦理仲介業務，未依規
定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書

擾、人口販運、妨害自由、
重傷害或殺人行為，影響外

面契約。
二、為不實或違反第五條第

面契約。
二、為不實或違反第五條第

國人人身安全及工作權益，
於其經法院判決有罪時，主

一項規定之廣告或揭示。
三、違反求職人意思，留置

一項規定之廣告或揭示。
三、違反求職人意思，留置

管機關得先予廢止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之設立許可，爰增

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

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

訂第一項第十八款規定。
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與外國

四、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
推介就業保證金。

四、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
推介就業保證金。

人簽訂契約，本有提供相關
服務之義務，且私立就業服

五、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
標準以外之費用，或其他

五、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
標準以外之費用，或其他

務機構因服務關係，是外國
人遭受侵害的窗口，應為率

不正利益。
六、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

不正利益。
六、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

先發現外國人遭受人身侵害
之人。為避免私立就業服務

利益。
七、仲介任何人從事違背公

利益。
七、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

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隱匿，以
致外國人持續遭受人身侵害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

，爰增訂第一項第十九款規
定課予通報之責。

八、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
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

八、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
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

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
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
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九、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
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

九、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
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

事。
十、違反雇主之意思，留置

事。
十、違反雇主之意思，留置

許可文件或其他相關文件
。

許可文件或其他相關文件
。

十一、對主管機關規定之報
表，未依規定填寫或填寫

十一、對主管機關規定之報
表，未依規定填寫或填寫

不實。
十二、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

不實。
十二、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

記、停業申報或換發、補
發證照。

記、停業申報或換發、補
發證照。

十三、未依規定揭示私立就

十三、未依規定揭示私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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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收費
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就業

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收費
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四、經主管機關處分停止

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四、經主管機關處分停止

營業，其期限尚未屆滿即
自行繼續營業。

營業，其期限尚未屆滿即
自行繼續營業。

十五、辦理就業服務業務，
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

十五、辦理就業服務業務，
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

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
之命令。

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
之命令。

十六、租借或轉租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許可證或就業服

十六、租借或轉租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許可證或就業服

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七、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

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七、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

人入國三個月內發生行蹤
不明之情事，並於一年內

人入國三個月內發生行蹤
不明之情事，並於一年內

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數、

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數、

比率及查核方式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比率及查核方式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八、對從事本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工作之外國
人，有性侵害、性騷擾、
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
傷害或殺人行為，經法院
判決有罪。
十九、接獲從事本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遭受雇主、被看護
者或其他親屬、雇主之代
表人為性侵害、性騷擾、
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
傷害或殺人行為，而未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主管機關
、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
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通報
。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數、
比率及查核方式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四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第五十四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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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

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

二、外界反映針對人身傷害案
件，應加重處分及延長雇主

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

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可
、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

再次申請之管制期間或終止
之。考量外國人遭受性侵害

之一部或全部；其已核發招
募許可者，得中止引進：

之一部或全部；其已核發招
募許可者，得中止引進：

、性騷擾、人口販運、重傷
害或殺人行為，與第五十四

一、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
所有第十條規定之罷工或

一、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
所有第十條規定之罷工或

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四款
強制或禁止規定相比，前者

勞資爭議情事。
二、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

勞資爭議情事。
二、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

所侵害之法益更為嚴重，然
其法律效果皆為管制雇主二

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

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

年內不得聘僱外國人，應予
延長管制期間。

行前往求職者。
三、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

行前往求職者。
三、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

三、現行針對雇主、被看護者
或其他共同生活之親屬、雇

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
或比例。

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
或比例。

主之代表人、負責人對所聘
僱外國人有涉犯性侵害、性

四、曾非法僱用外國人工作
。

四、曾非法僱用外國人工作
。

騷擾、人口販運、重傷害或
殺人行為時，依第五十四條

五、曾非法解僱本國勞工。
六、因聘僱外國人而降低本

五、曾非法解僱本國勞工。
六、因聘僱外國人而降低本

第一項第十五款及「雇主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四條規

國勞工勞動條件，經當地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國勞工勞動條件，經當地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
基準」規定，基於保障其他

七、聘僱之外國人妨害社區
安寧秩序，經依社會秩序

七、聘僱之外國人妨害社區
安寧秩序，經依社會秩序

外國人避免持續遭受人身侵
害，並同時考量家庭受照顧

維護法裁處。
八、曾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

維護法裁處。
八、曾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

權、外國人人身安全保障等
原則，如檢察機關起訴或緩

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
件或財物。

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
件或財物。

起訴，即應延長管制期間為
五年，爰增訂第十六款規定

九、所聘僱外國人遣送出國
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

九、所聘僱外國人遣送出國
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

。
四、另雇主對外國人有性侵害

要費用，經限期繳納屆期
不繳納。

要費用，經限期繳納屆期
不繳納。

、性騷擾、人口販運、重傷
害或殺人行為，經判刑確定

十、於委任招募外國人時，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要求

十、於委任招募外國人時，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要求

，基於保障外國人人身安全
，應終身禁止其申請聘僱外

、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於辦理聘僱外國人之

、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於辦理聘僱外國人之

國人，爰增訂第十七款規定
。

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
管理事項，提供不實或失

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
管理事項，提供不實或失

效資料。
十二、刊登不實之求才廣告

效資料。
十二、刊登不實之求才廣告

。
十三、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

。
十三、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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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四、違反本法或依第四十

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四、違反本法或依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十九條所發布之命令。

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十九條所發布之命令。

十五、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
法令情節重大者。

十五、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
法令情節重大者。

十六、雇主、被看護者或其
他共同生活之親屬、雇主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五款
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

之代表人、負責人對所聘
僱之外國人為性侵害、性

年內發生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數、

騷擾、人口販運、重傷害
或殺人行為，經檢察機關

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起訴或緩起訴。
十七、有前款所定行為，且
經法院判決有罪。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五款
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
年內發生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數、
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情
事，以申請之日前五年內發
生者為限。第十七款規定情
事，經判刑確定，終身禁止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
定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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