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年已經開始，而許多新制也悄悄在2018年開始上路。民眾最關心的就是薪

水部分的調整，包括時薪將由133元漲至140元，亦即基本工資將由每月21,009元調整

為22,000元；勞保年金請領年齡調高至61歲，且自今年開始，若要提前請領年金，也

必須年滿56歲才能領。

    自2018年元旦起，首先是基本工資開始調整，由133元調漲至140元，月薪自原先

每月 21,009 元來到2萬2000元。

    第二，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配合調整，修

正後共分為 17 級，第一級投保薪資改為 22,000 元，刪除原分級表第二級 2,1900 

元，第三級則遞移為第二級，依此類推；22,800 元等級以上，將維持原級距及金額，

最高級仍維持 45,800 元。

    第三，勞保年金請領年齡調整，調高至61歲，若要提前請領年金，也要滿56歲才

能領，首先適用的是47年次的勞工，每兩年再延後一歲領，直到65歲為止。

    第四，申請外籍勞工案件將開放線上申請，勞動部直聘聘雇聯合服務中心除台北

站外，其餘七個據點關閉。

    第五，外籍移工工作環境的提升，移工若居住在漁船上，雇主應提供個人床舖，     

             適當的烹飪設施、船上應配置救生與消防設備等。

你不能不知道的事 2018 上路的新制



一張「外籍臨時看護 1天 1千」的傳單，
竟會讓這個孝女面臨 75 萬罰鍰？

撰文者/愛長照服務平台

    寧寧的母親前一陣子跌倒骨折，緊急住院動手術，手術結束後沒幾天，醫生就宣

布可以返家療養。

    寧寧聽了有點傻眼，因為母親身體還這麼虛弱，連下床都需要攙扶，出院後一定

要有看護陪著才行。但是寧寧的哥哥早已移民；姊姊又遠嫁南部，還要侍奉公婆；至

於自己，已經沒有特休假可以請了，而且公司目前遇缺不補，人力原本就已吃緊，實

在也不方便一直請事假，寧寧現在苦於－「無兵可以調度」。

    寧寧到醫院櫃檯幫母親辦出院手續時，正好有人遞上傳單，上面寫著－「外籍看

護，一天1,000元」。寧寧邊推著母親的輪椅，邊跟隔壁床的「病友」

道別，聊到這張小傳單時，病友竟說，「還有更便宜的咧......」。

    因為目前本國籍看護的全日行情是2,000～2,400元，小傳單上的

看護竟然只要半價？寧寧聽了不禁有些心動、躍躍欲試。

    其實不只寧寧有這個念頭，很多人在住院、或是出院療養期

間，如果家人、親友不便陪伴、無暇陪伴，便會有「臨時看護」的

需求。

    但即使已經聘僱外籍看護，也是會有空窗期。包括到職前的等待期

間、到職後逃跑、遞補銜接、或臨時請假，都會有臨時看護的需求。

聘僱「半價人力」，小心有觸法風險

    還有一種較特殊的狀況，譬如2017年初，東南亞某國有上百家專做外籍勞工輸出

的人力仲介業者，疑似未遵守官方規定，被當地政府處以永久或是暫時停牌的處分，

連帶也影響到預定入境台灣的外籍勞工與外籍看護。

    被牽連到的臺灣雇主家庭，在急需照護人力的情況下，當然會想尋求臨時看護的

支援。前述種種對於臨時看護的需求，當面對外籍只有本國籍一半價錢的誘因下，很

多人都會像寧寧一樣，想要嘗試看看。

           但嘗試之前要提醒的是，這種「半價優待」，小心有觸法風險。            但嘗試之前要提醒的是，這種「半價優待」，小心有觸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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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外籍勞工人力仲介業者表示，半價行情的外籍臨時看護，「九成九是非法的」。

    如果是擁有永久居留權的外籍看護，譬如與我國籍人士婚嫁而來台的外籍看護，

因為已經取得合法居留與工作資格，全日薪的合理行情至少在1,800元/日。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截至2017年1月的統計資料，在臺行蹤不明的外籍勞工總人數

已有約5萬3千人，人數最多的是越南籍與印尼籍勞工。

    這麼多行蹤不明的外勞滯留在臺灣，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非法居留比合法居留

更有利可圖，雖然開出的薪資條件只有本國籍看護的一半，實際落袋的金額，卻可能

比合法聘僱時更多。

    勞動部表示，近3年（2012.9～2015.9）民眾檢舉並發給獎勵金件

數共計2,470件，發給獎勵金總計2,477萬餘元，因此而查獲非法外國

人人數計4,822人、非法容留或聘僱行蹤不明外勞工作之雇主共計

1,499人，非法仲介計49人。

    顯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根據媒體報導，臺北市就

有一名「檢舉達人」，積極檢舉行蹤不明的外勞，通報件數破百

件，查獲屬實的案件數有五成，賺到檢舉獎金達50萬元。

    而且不只勞動部有檢舉獎金，有外籍勞工落跑的人力仲介公司也會懸賞，我在某份由

外籍勞工人力仲介公司寄給雇主的月訊刊物中，就看到貼上大頭照的「通報懸賞啟事」。

    上面寫著「懇請協尋逃跑外勞，凡提供線索而緝獲外籍勞工一名時，該外籍勞工

公司將致贈獎金一萬元，總獎金額度依此類推」。為何外籍勞工人力仲介業者也要加

入懸賞行動？因為業者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勞委會評鑑為A級的龍光外勞人力仲介公司負責人陳振唐表示，聘僱的外籍看護

落跑，雇主必須等待3個月才能重新申請，在這等待的3個月期間，仲介公司必須停收

管理費。

    更重要的是，仲介公司會被記點，在勞動部的評鑑制度中，A級評分必須要在90

分以上，「只要落跑兩個，就會掉到B級，如果連續兩年都是C級，甚至會被停業」，

陳振唐表示。

    由於政府與部分外籍勞工人力仲介公司都有提供檢舉誘因，雇主想省錢的同時，   

           勿忘也有人會想靠檢舉賺錢，因此碰到有臨時看護人力的需求時，

            最好還是不要以身試法，儘量尋求合法管道與資源。

由於政府與部分外籍勞 人 仲介 司都有提供檢舉誘因 雇 省錢 同時

           勿忘也有人會想靠檢舉賺錢，因此碰到有臨時看護人力的需求時，

            最好還是不要以身試法，儘量尋求合法管道與資源。

比合法聘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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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緒生台北報導】兩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 7日登場，遊行一開始先在勞動部

集結抗議，反對基本工資與移工薪資脫鉤，並帶著大面「反奴旗」，一路步行前往凱道。

    由台灣移工聯盟等團體舉辦的「看見非公民大遊行」7日下午登場，今年遊行主題

訴求政策共同決定權，主辦單位預估有 1500 人參與遊行活動。

    「看見非公民大遊行」中午 12 時 30 分先在勞動部集結，表達反對本外勞薪資脫鉤

的立場。台灣移工聯盟指出，民進黨政府砍了 7天假為財團開路，立法院現在又傳出要

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的提案，甚至連還在政策規劃中的「最低工資法」也出現相同

的呼籲聲音。

    台灣移工聯盟指出，十幾年來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不時都會有「外勞薪資與

基本工資脫鉤」的聲音出現，但「移工越廉價，本勞越悲慘」，薪資脫鉤是不分國籍的

打壓，是整體勞動條件的惡化，本外勞會一起承擔苦果。

    台灣移工聯盟強調，台灣的 GDP 每年成長，但自從台灣存在廉價勞動力後，每人平

均實質薪資並沒有成長，移工本勞的薪資甚至是趨同趨低，「外勞薪資脫鉤」是長期以

來資本家為分化勞工來增加獲利的伎倆，訴求同工同酬，在同一條船的勞工，才能一起

反抗剝削、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在勞動部集結時，也有許多本勞團體出席反對本外勞薪資脫鉤，包含台灣電子電機

資訊產業工會、全國傳媒工會等。

看見非公民遊行 反對本外勞薪資脫鉤

資訊產業工會 全國傳媒工會等



    ［記者歐素美／台中報導］台中市國際移工有近 10 萬人，許多移工為求方便，選擇

以不需牌照及駕照的電動自行車代步，市議員蕭隆澤及張雅旻說，有些移工的電動自行

車經改裝，時速可達60公里，常常騎上潭雅神自行車道，或不遵守交通規則，十分危險，

要求市府加強移工的交通宣導，並調整自行車道的行駛規範。勞工局及觀旅局說，將與

警方合作，加強攔查宣導、取締。

    市議員張雅旻說，最近接獲不少民眾反映，假日時，潭雅神綠園道常有移工騎電動

自行車飛馳而過，有很多鄉親到潭雅神綠園道走路散步，動力、速度不對等，很容易發

生事故，加上國情與生活習慣不同，很多移工不熟悉台灣的交通規定，導致交通事故頻

傳，根據統計，去年 1至 9月，台中市發生的交通事故共 3萬 5253 件，外國人就佔了

690 件。

    蕭隆澤議員則說，除了騎電動自行車在潭雅神綠園道飛奔，許多

移工甚至改裝電動自行車，行駛速度可達 40 公里至 60 公里，速度

非常快，他們不懂交通規則，常在馬路上逆向等違規行駛，也很危

險，市府應提出因應改善辦法。

    張雅旻認為，勞工局及雇主應加強移工的交通宣導，另外，台

中市的自行車專用道並未禁止電動自行車進入，但早期電動自行車

車速慢，現在經過改良、車速相當快不可同日而語，市府應研議重新調整自車道的行駛規範。

    勞工局長黃荷婷說，移工入境，勞工局都會到工作場所訪視，說明在台權益，同時

簡易宣導動保、交通、環境維護等法令規範，也常透過活動加強宣導，目前已與警局達

成共識，將在移工經常出現的重要路口等攔查，加強宣導。

    交通旅遊局觀光工程科長葉慶隆則說，電動自行車的管理目前缺乏相關法令機制，

市府除了在潭雅神綠園道裝設監視器，以及行文警方加強取締違規車輛，自行車道則明

文規範限速 10 公里以下，但電動自行車沒有車牌，認定違規超速或取締不易，將與警方  

合作，在定點加強宣導。

移工騎電動自行車「亂亂闖」 中市議員促宣導、規範

合作 在定點加強 導

傳 根據統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年 1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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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新修後造成勞動條件的震撼，許多人感覺在台灣作為受雇者生活越來越

不易，且這不只本國勞工，外來移工也受到衝擊。有網友近日分享與泰國移工的對話，

指出那些外勞做苦差事卻只能領到 14、15K，他們抱怨，要不是有合約，不然早就回去，

因為台灣高物價又低薪。此文引發網路熱烈討論。而有一名網友更拿出菲律賓、泰國、

印尼、越南對本國勞工出外的保障政策，強烈對比台灣的現況。

泰國移工怨低薪高物價 喊著回國比較好

    一名從事精密儀器代理的網友，看到做苦差的外籍移工，扣除仲介、住宿、供餐等

費用，大概只能領到 14、15K，「一開始聽到還不相信，直到我現在在化學工廠工作，

也跟幾個泰勞混得還可以，他們拿出薪資單給我看，我他 X才真的相信。」

    其中有位泰勞抱怨，要不是有簽約走不了，他早想回去。那名泰國移工表示，「台

灣薪資低得可怕，東西卻貴成這樣，在泰國做正常工作都可以領到 24k 了，物價約比台

灣便宜 2到 3成，當然約到就趕快回去。」聽完他不禁感慨，「如果連外勞都覺得台灣

低薪、賺不到錢，那麼台灣是不是已經快要完了。」

東南亞四國力保海外勞工

    而有網友對此拿出東南亞四國對出口移工的政策來回應，他指出在菲律賓，「保障

海外工作者權益」成為重要外交使命，更打算成立海外菲律賓工人部，去資助在海外生

活不幸的菲國人。

    泰國現況則是，因台灣薪資偏低，以及台灣與泰國薪資差距漸，所以泰勞來台人數

大減，台灣給外勞的薪資跟南韓、新加坡及香港等亞洲勞工輸入國相比其實不高，且台

灣薪資偏低已影響泰勞的來台意願，目前泰勞的第一選擇已不是台灣，而是南韓。

    至於印尼，因為台灣仲介印尼勞工來台仲介費太高，政府無法接受，而且現已逐步

停止輸出印尼勞工。

    而台灣則是越南輸出最多的市場，引進勞工數高達總共海外就業人數 51%。

高物價又低薪讓移工想回國 網提越南勞工還贏本勞現況



    時值歲末，家家戶戶為迎接未來一年都忙著準

備家中各項事務過個好年，但要如何安度有個健康

的年節，下面幾個議題值得一提： 

一、如何大掃除，讓家裡煥然一新？

    大家應先妥善規劃，平時做好清潔工作，試著

讓全家人共同參與，而掃除時最好由上而下，由裡

而外之階段式打掃的概念來清理，並且要先熱身，

由輕工作再粗重工作，必要時可配戴護肘、護腕...保護措施，以免傷到筋骨，造成所謂

家事勞動症候群，如腰酸、背痛、手肘及手腕疼痛...等等。

二、如何採購年貨？

    過春節難免要準備應景食物，來慶賀全家團圓、增添過年的氣氛。以目前台灣生活狀

況平時買食品相當方便，因此過年期間，適量採買即可，而採購年節食品要注意其新鮮度，

尤其生鮮食品如各種肉類及海鮮食品；冷凍食品則要注意其包裝完整性及製造日期及食用

期限；罐頭食品則不買凹凸與過期的罐頭；煙燻食物則避免已發霉的，同時要懂得如何保存；

除此之外，可多採購一些蔬菜、水果等高纖維食物來均衡肉類食品，以防止便秘或腸胃不

適的症狀。

三、如何吃得美味又健康？

    傳統上國人較偏重肉類以及煎炸、醃製等食品為主，但隨著健康觀念的改變及均衡飲

食倡導，建議以蒸、煮、燙、燉、滷及涼拌等烹調方式，儘量少鹽、少油、少糖，以清淡、

爽口的食物取代油炸、醃製的食物，避免心臟、腎臟等器官的負擔，同時儘可能做到簡單

化、定量化和雜糧化，即不要忽視主食 (澱粉為主 )的攝取，不要過量攝取，尤其是高熱

量食物，以及攝取較高纖維的膳食，均有助於身體健康。

健康的春節，健康的一年健康的春節，健康的一年

量食物 以及攝取較高纖維的膳食 均有助於身體健康。



四、如何做好假日生活作息？

    年節雖然是休假日，往往也是不健康生活的來源，很多

人總有越休越累、越休越不健康的現象，甚至開始上班、上學

的日子，一點也提不起勁，因此奉勸大家在春節期間儘量保持

原有規律生活，不要熬夜打牌、喝酒、聊天、看電視、打電玩

m等造成作息不正常，而且飲食比平常多又不運動，體重不知

不覺增加，均不利於個人健康。當假期結束後，最好安排一段間

歇的時間，不需要在收假第一、二天就立刻全力投入工作。

五、如何安排舒適安全的春節旅遊？

    春節出遊似乎成為國人的時尚，但要如何做到安全舒適呢？首先要做

好旅遊規劃，如行程、交通、住宿 m等安排得宜；自行開車旅時，車子要

事先做好保養；旅途中注意飲水衛生，不要飲用生水、山泉水或井水；飲食最好

選擇衛生乾淨的店家進食，不要飢不擇食，最好不要去碰攤販所賣的食物；準備個

人的藥物及衛材，以備急需，其中包括暈車藥；備妥旅遊所需的地圖及旅遊當地的資訊資料；

行車或戶外活動時要多加注意安全，避免意外發生；出國旅遊時，留意財務及證件的保管，

以及自身的安全。

六、慢性病人如何過好年？

    首先要事先備妥足量的藥物，因春節期間，大多數醫院休診；各類慢性病人千萬不要

因年節放假，而飲食及藥物控制也跟著放假，否則血糖、血壓、血脂肪、尿酸就不聽使喚，

造成疾病惡化，甚至需要住院，就得不償失；生活作息儘可能如往昔，不要因放假，因此

大吃、大喝、睡眠習慣改變、減少活動時間，而造成病情更不�定，甚至惡化；注意氣溫

變化，做好身體保暖、避免腦血管、心血管、氣喘、及消化性潰瘍等疾病的發生。

    總之，春節假期的腳步即將來臨，它既令人期待又怕受傷害，大家本著平常心、有計

劃地來安排自己或家人的假期。讓大家住得整潔、吃得美味又健康、行得安全、歡心的旅

遊，而慢性病人也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歇歇歇

五、

    春

好旅遊

事先做好保

選選擇衛生乾淨



生活總會給你答案

一個旅行者，在一條大河旁看到了一位婆婆，正在為渡水而發愁。

已經精疲力竭的他，用盡渾身的氣力，幫婆婆渡過了河。

成功渡河後，沒想到婆婆對旅行者

做了一個舉動，徹底傷透了他 ...

過河之後，婆婆什麼也沒說，就匆匆走了。

旅行者很懊悔。

他覺得，似乎很不值得耗盡氣力去幫助婆婆，

因為他連 「謝謝 」兩個字 ，都沒有得到。

哪知道，幾小時後，

就在他累得寸步難行的時候，一個年輕人追上了他。

年輕人說，謝謝你幫了我的祖母，

祖母囑咐我帶些東西來，說你用得著。

說完，年輕人拿出了乾糧，並把胯下的馬也送給了他。

不用急著給生活找答案

不必急著要生活給予你所有的答案，有時候，你要拿出耐心等等。

即便你向空谷喊話，也要等一會兒，才會聽見那綿長的回音。

也就是說，生活總會給你答案，但不會 馬上 把一切都告訴你。

不用急著找答案，因為上天 自有安排！不用急著找答案，因為上天 自有安排！



其實，歲月是一棵縱橫交錯的巨樹。

而生命，是其中飛進飛出的小鳥。

如果哪一天，你遭遇了人生的冷風凍雨，

你的心已經不堪承受，那麼，也請你等一等。

要知道，這棵巨樹正在生活的背風處，

為你營造出一種春天的氣象，並一點一點靠近你。

只要你努力了。

回報，不一定在付出後，立即出現。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當你身處逆境，感到諸事不順，

愛情、工作、事業、理想都成泡影，心生絕望之念，

不妨換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告訴自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福禍相依，安知未來不會發生驚喜的改變呢？

「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不要懊惱，不要沮喪，更不要只看在一時。

把眼光放遠，把人生視野加大，

不要自怨自艾，更不要怨天尤人，

永遠樂觀、奮斗，相信天無絕人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