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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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9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巧慧、吳秉叡、張宏陸、何志偉、伍麗華、林宜
瑾等 28 人，鑒於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若因依傳染病防治法，
因受有遷入指定處所或管制區域之命令，以接受檢疫、防疫
或治療等隔離管制措施而致其難以提供勞務，影響勞動契約
之履行，恐將影響其勞動身分之存續與雇主營運；基於保障
受雇者權益，並鼓勵聘僱之外國人履行我國防疫相關措施之
社會責任與公益表現，爰擬具「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因依傳染病防治法，受有遷入指定處所或管制區域之命令，以接受檢
疫、防疫或治療等隔離管制期間，為落實檢疫、防疫或治療等疫情防治措施之目的與效果
，應嚴格限制受有隔離管制人員之行動，故應禁止雇主利用指揮從屬關係之優勢地位，於
所聘僱之外國人受有隔離管制期間，仍要求或容許其違背傳染病防治法及隔離管制命令，
至工作場所等處提供勞務，以避免造成疫情擴散並危害企業正常經營與運作。（增訂第五
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二、另針對前項第九款之規定，因疫情之發生多屬突發性及難以預測之不確定性，且企業規模
不一，考量雇主調度人力需求，於其所聘僱之外國人因依傳染病防治法，受有遷入指定處
所或管制區域之命令，接受檢疫、防疫或治療等隔離管制期間，經雙方商議並合意一致時
，輔之以科技技術或其他方式，讓所聘僱之外國人能於隔離管制命令所許可範圍內續行提
供勞務者，經提報主管機關針對協議內容是否違反隔離管制命令、勞動條件變更是否牴觸
法令等項目進行核定後，仍可准許所聘僱之外國人提供勞務，以保持雙方維持企業營運與
生活所需之彈性。（增訂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三、雇主對所聘僱之外國人於受有隔離管制期間，仍要求或容許其違背傳染病防治法及隔離管
制命令，至隔離管制命令所指定範圍以外之地點提供勞務者，不但有礙於我國公共衛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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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亦是嚴重危害勞動者人身健康權益，除對雇主處以罰鍰之處分外，中央主管機關於做
成罰鍰處分後之五年內，不予受理該雇主於之後所提出之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及展延聘僱
許可申請，以示懲傚。（增訂第六十七條第二項）
四、基於維護國內公共衛生安全之必要，現行第七十三條第四款之規定中，對於受有聘僱之外
國人一經罹患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即構成廢止其聘僱許可之法律原因；然而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針對傳染病，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
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有其不同之分類與處置措施，並非不分情節輕重，皆須施行有高
強度之隔離管制等高壓性舉措，故若僅僅因其罹患有傳染病，即廢止其聘僱許可，剝奪其
勞動身分，顯有違傳染病防治法之立法設計與比例原則。但基於堅持維護國內公共衛生安
全之必要，達成個人法益與公共利益之衡平性，故於第四款條文文字之後增加「而拒絕醫
療者」之規定要件，以達完備。（增訂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文字）
五、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於受有隔離管制命令期間，違背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及隔離管制命令，
至隔離管制命令所指定範圍以外之地點提供勞務者，對於我國防疫、國人健康以及企業運
作產生重大不利之威脅與風險，為可歸責於該外國人之事由，故應廢止其聘僱許可。（增
訂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六、受有聘僱之外國人若因遭受雇主以強制或為其他不利待遇之方式，而被迫違反隔離檢疫或
隔離治療之命令而於隔離管制命令所指定以外之處所從事勞動，此係不可歸責於該受有聘
僱之外國人事由，故為保障其權益，准許該受有聘僱之外國人得以比照第五十九條第四款
規定，申請轉換雇主或工作。（增訂第七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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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七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
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
國人。
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
為他人工作。
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

第五十七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
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
國人。
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
為他人工作。
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

一、新增第九款條文。
二、考量勞雇間之指揮從屬關
係特性，為能落實防疫措施
、降低傳染風險與保護大眾
之目的，應嚴格禁止雇主要
求或容許所聘僱之外國人違
反隔離管制命令所指定之處
所區域，至工作場所或命令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四、未經許可，指派所聘僱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
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
五、未依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未
依規定將健康檢查結果函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四、未經許可，指派所聘僱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
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
五、未依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未
依規定將健康檢查結果函

所指定以外之處所區域提供
勞務，避免防疫之漏洞。
三、原第九款款次調整為第十
款。
四、新增第二項。
五、若有第一項第九款之情形
者，但是在未違反隔離管制
所指定之處所區域等命令內

報衛生主管機關。
六、因聘僱外國人致生解僱
或資遣本國勞工之結果。
七、對所聘僱之外國人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強制其從事勞動。
八、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
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
或財物。
九、所聘僱之外國人依傳染
病防治法之規定，須於指
定處所或區域，接受檢疫
、防疫或治療等隔離管制
者，於隔離管制期間，雇
主仍強制或容許其至工作
場所從事勞動。
十、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
前項第九款之情形，經
勞雇雙方協議且不違反隔離

報衛生主管機關。
六、因聘僱外國人致生解僱
或資遣本國勞工之結果。
七、對所聘僱之外國人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強制其從事勞動。
八、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
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
或財物。
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

容，而仍能以其他方式提供
勞務者，經勞雇雙方協議與
合意一致，且經主管機關核
定，仍可准許所聘僱之外國
人提供勞務，以保持雙方維
持企業營運與生活所需之彈
性。

管制命令內容，並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所聘僱之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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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繼續提供勞務。
第六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六款

第六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六款

一、配合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
內容，修正本條第一項規定

、第十條、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

、第十條、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

內，有關於第五十七條款次
之變更。
二、新增第二項。對於違反第
五十七條第九款規定之雇主

、第十款至第十七款、第十
九款、第二十款、第五十七
條第五款、第八款、第十款
或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十款至第十七款、第十
九款、第二十款、第五十七
條第五款、第八款、第九款
或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且主管機關
於五年內不予受理該雇主於
之後所提出之招募許可、聘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九款
規定，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中央主
管機關併於五年內不予受理
其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及展
延聘僱許可之申請。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
六款或第十款規定者，依前
項規定處罰之。

僱許可及展延聘僱許可申請
。
三、配合第二項條文增修，修
正項次。

第七十二條 雇主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一、有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情事之一。

第七十二條 雇主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一、有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情事之一。

配合第五十七條條文之修正，
修正本條第二款文字。

二、有第五十七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款至第十款
規定情事之一。
三、有第五十七條第三款、
第四款規定情事之一，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五十七條第五款規
定情事，經衛生主管機關
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五、違反第六十條規定。

二、有第五十七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款至第九款
規定情事之一。
三、有第五十七條第三款、
第四款規定情事之一，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五十七條第五款規
定情事，經衛生主管機關
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五、違反第六十條規定。

第七十三條 雇主聘僱之外國
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

第七十三條 雇主聘僱之外國
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
六款或第十款規定者，依第
一項規定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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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聘僱許可：

止其聘僱許可：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針對傳染

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
工作。
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
工作。
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病，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
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
，有其不同之分類與處置措
施，且並非不分情節輕重，

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
或聘僱關係終止。
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
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

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
或聘僱關係終止。
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
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

皆須施行有高強度之隔離管
制舉措，故若僅僅因其罹患
有傳染病，即廢止其聘僱許
可，剝奪其勞動身分，顯有

、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
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
而拒絕醫療者。

、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
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
。

違比例原則與傳染病防治法
之立法設計。但基於維護國
內公共衛生安全之必要，達
成個人法益與公共利益之衡

五、違反依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四十九條
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
。

五、違反依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四十九條
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
。

平性，故於條文文字之後增
加「而拒絕醫療者」之規定
要件，俾符法治國原則及兼
顧公共衛生安全之必需。

六、違反檢疫、防疫或治療
之隔離管制命令，而於工
作場所從事勞動。
七、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

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
，情節重大。
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
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三、新增第六款條文。
四、受有聘僱之外國人有違反
檢疫、防疫或治療相關之隔
離管制命令，而於工作場所

，情節重大。
八、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
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受有聘僱之外國人受雇

從事勞動之行為者，係對於
我國防疫、國人健康以及企
業運作產生不利之威脅與風
險，屬可歸責於該外國人者

主以強制或其他不利待遇之
方式，違反檢疫、防疫或治
療之隔離管制命令而於工作
場所從事勞動者，得依第五
十九條第四款規定，申請轉
換雇主或工作。

，廢止其聘僱許可。
五、配合第六款之增修，調整
款次。
六、增訂第二項條文。
七、受有聘僱之外國人若係因
受雇主以強制或為其他不利
待遇之方式，而被迫違反隔
離檢疫或隔離治療之命令而
於工作場所從事勞動，係不
可歸責於該受有聘僱之外國
人事由，故應保障其權益，
許其比照第五十九條第四款
規定，得申請轉換雇主或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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