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社記者余曉涵台北23日電）勞動部去年1月起主動勾稽比對外勞健檢資料，

1年來主動勾稽20萬6000多筆健檢案件，平均處理速度加快近2天，讓雇主可以持外勞

的聘僱許可，儘速為其辦理健保加保及延長居留時間。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發出新聞稿指出，從106年1月起，勞動部跟衛生福利部共同

建置外籍勞工健康檢查報告資料庫介接措施，雇主申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時無需檢附

外籍勞工入國健康檢查證明文件，由勞動部透過該資料庫主動勾稽比對外籍勞工健康

檢查結果，並審理申請案件。

    根據發展署最新統計，從106年1月迄今已主動勾稽20萬6000多筆健檢案件，過去

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案平均處理天數為7.31天，現在從國外引進外籍勞工聘僱許可

申請案平均處理天數為5.55天，平均處理速度加快近2天，讓雇主可以持外勞的聘僱許

可，儘速為其辦理健保加保及延長居留時間。

    發展署提醒，「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已經在106年5月7日修正施行，

該辦法已刪除外籍勞工返國前3個月健檢可做為代替入國後3日內健康檢查的規定，雇

主所申請聘僱的外籍勞工返國後再重新引進者，務必於該名外籍勞工入國3日內為其辦

理健康檢查。

    發展署說，若勞動部在介接資料庫勾稽發現雇主未使外籍勞工於入國3日內或法規

規定的3日補行期內辦理健康檢查，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

    另外，發展署也說，若發現外籍勞工健康檢查結果為不合格，勞動部將函請雇

主於65日內補正外籍勞工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文

件，如果不能在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檢查結果

仍為不合格者，勞動部也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

勞部勾稽外勞健檢資料 加速外勞健保加保



農委會大調查 台灣 10.2％農戶缺工

全國農業缺工 28.2萬人次

    ［記者吳欣恬、黃以敬、林國賢、黃淑莉、葉永騫／連線報導］國內頻傳農業缺

工聲浪，農委會最新盤整統計出爐！國內約有十．二％農戶有缺工情況，以一人工作

一天估算，全國農業缺工人次約廿八．二萬，其中常僱工需一．五萬人次，季節性的

臨時工則缺廿六．七萬人次；缺工以中部地區最嚴重，主要缺工產業則為蔬菜和果樹。

    面對農務缺工問題嚴重，農業縣不斷呼籲中央謀求對策；雲林縣府多次發文給勞

動部，請求引進農務外勞或開放製造業外勞在休息時間可以從事農務工

作；但勞動部擔憂影響本國勞工就業機會，並未同意。

    屏東縣萬丹鄉農會總幹事張枝烈表示，每個縣

市收割期不同，例如屏東縣稻作收割後的烘乾

期，缺工時間約一個月，如有農業外勞來

支援就能解決問題；屏東縣農權會理事長

盧同�則強調，不一定每個農業項目都要開

放農業外勞，必須保障本地農工就業權；屏

東縣農業處長黃國榮說，農村缺工是整體問

題，中央應該要有統一政策。

中部最嚴重 多蔬果產業

    農委會副主委李退之指出，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南投等中部地區缺工較嚴

重，約十四．七萬人次，佔比達五十四．九％；其次是嘉南高屏等南部地區缺九．四

萬人次，佔卅五％；北部和東部則各缺少約一．三萬人次，佔五％。

    進一步分析缺常僱工的產業，蔬菜佔了卅七．四％、果樹則佔了廿二．四％。缺

臨時工的產業，果樹佔四十七．七％，蔬菜佔廿九．六％。另外蒜頭、小白菜、蘿

蔔、胡蘿蔔、萵苣、落花生以及玉米等也多缺工。

    李退之說，中部缺工嚴重，主因為台中、彰化的製造業吸引雲嘉的勞動力人口，

由於農業以季節性缺工為主，提供所得不如製造業，因此想要賺更多錢的人優先選擇

製造業。



缺工型態特殊 難引進外勞

    農委會強調，農務工人有「季節性」、「短期性」、「產業不同」等特殊性，無

法提供全年性或單一雇主的常態性工作，恐難靠引進農業外勞得到解決。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表示，農業工資以天計算，產季期間需求大量勞力，但產季

結束後勞力需求大降。如引進外勞，不可能只給三個月工作，還要支付高額仲介費，

且勞基法規範單一雇主，外勞無法移動至不同農戶工作，「開放外勞對行政部門是最

容易的事，但也是最不負責的」。

    陳吉仲表示，國內農戶所得約三成來自於自家農業收入，七成來自兼業打工，開

放外勞恐使農戶打工機會減少。因此，先以「農村閒置人口或國人機動性勞力」作補

強主力，長期目標是「農村活化再生、年輕人口回流」。

移民署專勤隊長：執行法令沒錯，
但若能救回一個家庭，不是更好？

    說到移民署專勤隊的工作職責，其實是：「負責外來人口的安全管理工作，執行

面談、查察、訪視、查緝、人口販運防制及移民輔導等勤、業務，是政府與新移民間

的橋樑；而面對日益增加的外來人口，仍將秉持『保障合法、打擊非法』的原則，持

續調查非法移民犯罪，強化偵緝能力。」其中有一項重要工作，簡而言之便是「抓逃

逸移工」。

    雖然職責如此，但對專勤隊分隊長柯志騰來說，他不喜歡「抓人遣返」，反而經

常在執行完勤務後，再把人「救回來」。

    「專勤隊的性質比較在打擊非法，但我真正喜歡做的是社會服務。法律執行完畢

後，我會思考能否用另一個角度再把人救回來，執行法令沒錯，但若能救回一個家庭

不是更好？我是以一種用交朋友的心態的在做事，人與人之間就是機緣吧，可能是我

上輩子欠的吧。」



    而就逃逸移工的問題，據統計，台灣的外籍勞工約50幾萬人，逃逸者約有五萬

人，「我常開玩笑，找十個移工來點名就有一個是非法的，這也讓我們專勤隊疲於奔

命，假設現在逃逸移工有五萬人，我們抓了一萬人，還剩四萬人嗎？錯，反而會變五

萬五千人！你想想看，農園採收季到了，我們抓了五個採收工人，他定要再補五個工

作啊！這就是政策的畸形，你越抓，反而越多。」

    隨著知名度漸開，柯志騰也接到許多來自台灣各地的陳情電話，常常電話一接

起，對方劈頭就問：「你是外偶救星嗎？」說到這個封號，柯志騰

笑得靦腆卻也不無驕傲。然而，受工作崗位和專業所限，

他畢竟不是個社工或律師，因此，他經常將個案轉介給法

扶處理，透過法扶的專業進一步給予個案協助。

    柯志騰親切爽朗，不做作也沒有架子，正如他開玩笑的

自稱：「我是不只是公務員的公務員！」像他這樣的公務員，

真的太少見。

幫助柬埔寨的阿珍，如願成為合法台灣媳婦

    阿珍19歲時遭非法仲介欺騙，來台假結婚非法工作，後來遇到了她的丈夫，兩人

同居生下一名女嬰。2009年7月，南投縣專勤隊查獲阿珍非法打工，將她移送法院。

雖然阿珍是違法入境，但柯志騰得知她已與人同居，並育有一女，便決定協助阿珍轉

換非法身分，成為真正的台灣媳婦。

    為了不讓一個家庭破碎，柯志騰將本案送至內政部，各部會召開專案小組研擬策

略。外籍人士與台灣人結婚必須申請許多文件，但她不能回到柬埔寨處理，內政部選

擇由第三地越南辦好文件並核發簽證，讓她合法入境。經由外交辦事處聯繫，台灣政

府與越南協商，由越南核發阿珍的簽證，此前，內政部先讓阿珍在台灣登記結婚證

明。為了保證阿珍能重新入境，柯志騰甚而陪著阿珍一家人前往越南，由外籍配偶輔

導協會的工作人員隨行擔任翻譯、安排住宿，一行人前往越南領取證件。

    柯志騰說，外籍人士結婚必須提出在母國無犯罪證明的文件，他們讓阿珍寫好委

託書，交由志工帶往柬埔寨申請，翻譯成越南文，讓一行人到達越南時領取。政府事

先透過外館與越南政府協商，讓阿珍的審核盡量簡便，辦妥所有相關文件，阿珍得到

探親簽證，如願回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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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嗎 說到這個封號 柯柯柯志騰



幫助印尼阿桃，尋得親人終能回到家鄉

    印尼華裔女子溫新桃（阿桃），出生於印尼鄉下加里曼丹島。阿桃於1988年在台

灣媒人介紹下，與大她十餘歲的南投縣中寮鄉龍岩村男子廖瑞東結婚，但未生下任何

子女。廖瑞東忙於農事，也不諳法令，一直未在期限內為妻子辦理居留延期。廖瑞東

過世後，阿桃獨居度日，龍岩村長謝炫燋雖曾請求縣府協助，但阿桃離開印尼超過五

年，已被註銷印尼國籍，更因未辦妥身分證導致無法繼續定居台灣，形同國際人球。

    當時，許多公益團體介入，柯志騰心中的疑問很簡單：「為什麼一個印尼人回不

了印尼？法律的規定十分僵硬，只能從頭抽絲剝繭找回身分，她怎麼來到台灣？媒人

是誰？他有沒有其他親人在台灣？」

    柯志騰運用警政及戶政系統，嘗試聯絡嫁到新竹縣湖口鄉阿桃的姊姊，但對方卻

因經濟因素，拒絕與妹妹相認，柯志騰遊說許久，才得到阿桃老家的電話。「我和她

講了一句話：我是外人，都來幫助你姊姊，妳為什麼不幫助你姊姊？這句話感動了

她。但是，要到電話後，困難才開始。」

    柯志騰等人前往印尼，舟車勞頓才抵

達加里曼丹島，透過當地慈濟人協助，終於

找到阿桃的兄長溫炳文。柯志騰前後費了近一

年半的時間，來回與縣政府、移民署等單位交涉，終於

讓阿桃順利返回印尼。

如此多的個案，凸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制度問題

    待在專勤隊十年，處理過上百位個案，對柯志騰而言，這份工作最困難之處不是

這些棘手的難題，而是制度上的問題──頭痛醫腳，腳痛醫頭。「很多問題都無法有

效或預防性地處理，因為娶外配的多是中低下階層的人，且停在婚姻買賣的觀念，所

以在婚姻經營上的困難更多。也許，娶外配前，應該先上一百個小時的課，先有心理

建設，不是娶回來後將燙手山芋丟給政府處理，諸如政見如何辦，國族民情的差異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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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為妻子辦理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居留延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廖瑞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縣府協助助助，但阿桃離開印尼超過五

法繼續定居台灣 形同國際人人人球球球



    此外，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看，柯志騰認為公務部門應該要強化處理這類問題的

專業人才，「但像是外配中心其實只到接案的程度，無力消化案子，包括法令的使

用，經費資源的調配等等，政府必須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和處理能力。」

    「台灣法律的問題經常是規定得嚴格，但執行困難。所謂黑戶的問題多來自於國

與國之間沒有邦交，受害的其實是底層人民。雖然政府編列了很多基金做關懷工作，

但在我的位置上看，說句殘忍的話，就只是花錢，但效益何在？」例如，自2005年度

起設置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一所學校獲得了60萬的經費，辦了一場嘉年華會

就結束了，這有什麼意義？」就基層眼光來看，預算執行方式常常有問題。

務部門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該要強化處理這類問題的

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力消化案子，包括法令的使

的專業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識和處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能力。」

困難。所謂黑戶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問題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自於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政府編列列列了了很多基金做關懷工作，

但效益何在？ 例如 自200555年年年度



    ［記者李雅雯／台北報導］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印尼工人團

結聯盟等團體，今天下午 1點在台北車站大廳表達訴求「團結反對女性剝削」，呼籲社

會各界正視女性移工在台灣職場面對的工作剝削、性騷擾等困境，尤其是遭勞基法適用

對象排除在外的家庭看護工，訴求其應該納入勞基法、強制納入勞保。

目前在台灣外籍移工達 67.6 萬人，除了產業和社福機構外籍移工外，一般家庭聘僱的外

籍看護工不適用勞基法，未納入強制投保勞保對象。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今天指出，台灣引進外籍移工

已經近 30 年，台灣政府對於外籍移工的保障卻未有進步，花蓮地震中不幸罹難的家庭看

護工 Melody，其未有勞保保障，任何關於她的死亡的商業保險給付、職災津貼，迄今從

未見到，政府總是說家庭看護工不適用勞基法，納入適用對象在實務上是窒礙難行，台

灣長照制度不健全，只能仰賴這群外籍勞動力補給，要他們不眠不休地工作，沒有其他

的系統支持，這跟本就是不公不義的制度問題。

    汪英達認為，移工權益就是勞工權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人權指標，台灣政府應該

正視家庭看護工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議題，讓他們能強制納保勞保，「不要讓 Melody 白

死了」。

    移工國際台灣分部主席 Gilda Banugan 指出，台灣家庭看護工超過 99% 是由女性擔

任，她們長期承受有限的休假、精神上的虐待或是性騷擾等困境，惡劣的工作環境下，

自己需為自己發聲，「抗爭！團結！」。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專員張馨云說，家庭看護工時常面對的問題還有包括工作時間

極長、沒有私人空間、遭扣留護照，抑或是外籍移工食物提供等問題，在現有的仲介制

度下，仲介和政府都該擔負起教育雇主的責任，讓雇主知道如何生活緊密的家庭看護工

共處。

    現場與會的外籍移工在現場手舉標語、喊出口號，且在現場跳上一段舞蹈，表達團

結信念。

外籍看護工北車表訴求 爭取納勞基法

、、、、、、、、、、、、、、、、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印尼工人團

求「團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反反反反反反反對女性剝削」，呼籲社

騷擾等困境，尤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是遭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基法適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強制納納納納入勞保。

機構外籍移工外 般家庭聘聘聘僱僱僱的外

基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阿明在台工作六年，她省吃儉用，存到一筆錢寄回家蓋新房子。她回越南後，老公

也赴台工作，同時考慮明年讓大兒子到台灣工作， 因為阿明認為，「在台工作不但帶來

較好的收入，而且還是很好的磨練」。

    40 歲的越南女子阿明曾在台灣工作六年，當年她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決定赴台工

作，希望能夠尋求脫貧的出路，如今回想起來，這完全是一個「改變人生的重要決定」。

離鄉背井盼走出貧窮　辛苦六年換一棟新房

    阿明出生於越南北部海陽省（Hai Duong）鄉下地區，以往這裡的主要經濟產業是以

種田為主，民眾生活水準相當低落。阿明長大後結婚生子，一家三口靠著夫婦倆種田維

生，經濟狀況一直陷於困境。

    由於工作難找，越南鄉村地區當時掀起赴台工作的熱潮。阿明當初有點猶豫，擔心

來台難以融入社會，後來看到許多同村勞工赴台工作後家境明顯變好，就下定決心於

2003 年赴台。

    阿明說，她在中壢市一家製糖工廠工作，幸好遇到好老闆， 除了包吃包住外，還對

她很照顧，因此在台工作三年期滿後她又申請來台，總共在台工作了六年。那段期間省

吃儉用，讓她存到一筆錢寄回越南給老公蓋新房子及購買家具等。

    阿明在 2009 年結束在台工作返回老家，當時兒子已經 11 歲了，雖然她很想繼續申

請來台工作，但是由於家庭照顧與生第二胎的壓力等因素，因此不再來台。阿明隨後生

了兩個孩子， 她自己在家照顧，老公則負擔農務及打零工養家。

夫妻聚少離多相繼赴台　許一個美好未來

    阿明在台工作的所得讓家境成功「脫貧」，但尚未達到「致富」水準。加上小孩陸

續出生， 增加了家庭的經濟負擔。阿明與老公磋商後將田地租給別人， 再度選擇出國

就業之路，只是這次由老公擔任此一任務。

    談到在台灣的生活，阿明充滿感恩。她說，台灣經濟等方面都很發達與進步，台灣

人也很有愛心。赴台工作對她來說，是扭轉人生的關鍵，改變了她的人生，讓全家享有

如今充實的生活。

    她說，老公至今赴台工作已兩年多，三年期滿後將再度申請， 大兒子今年當完兵後，

也考慮讓他到台灣工作，因為「在台工作不但帶來較好的收入，而且還是很好的磨練」。

當年來台改變人生　越南移工感恩

回家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房子。她回越南後，老公

為阿明認為，「在台工作不但帶來

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決定赴台工

全是一個「改變人生的重重重要決定」。



    勞動部（12）日公布「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調查發現 2017 年外籍勞工總薪

資平均為 26,308 元，外籍家庭看護工總薪資平均為 2萬 73 元，外籍勞工每月總工時平

均為 210.5 小時，，其中正常工時為 180.3 小時，加班工時為 30.2 小時，放假天數平均

為 7.3 天，而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約 10 小時。

    調查還顯示，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日工作時間，雇主沒有規定者雖占八成二，但不論

雇主有無規定工作時間，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約 10 小時；有九成五外籍家庭看護工每

日連續休息時間超過 8小時。且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都有放假或部分放假者占 65.2%，

而假日不放假雇主有發給加班費亦占九成七。

    此外，針對如果未來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每 7日休息 1日），雇主有替代

方案者占 69.3%，主要替代方案以「由家人照顧」占 91.0% 為主。若政府補助雇主讓外

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雇主願意申請者占 30.7%，願意負擔的金額以「每日 500 元 ~

未滿 1200 元」占 68.9% 居多。

    在管理外籍勞工及外籍家庭看護工方面，表示有遭遇困擾的雇主分別占 42.2% 及

34.6%，困擾原因均以「語言溝通困難」最高。外籍勞工雇主在管理及運用外籍勞工時曾

遭遇困擾者占 42.2%，其中以「語言溝通困難」占 84.9% 最高，其次為「衛生習慣不佳」

占 36.4%。

    至於雇主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有困擾者占 34.6%，困擾原因亦以「語言溝通困難」

占 73.5% 最高，「愛打電話、聊天」占 39.3% 居次。

    上述問卷調查是勞動部於 2017年 8月至 10月辦理「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計回收有效樣本 9,035 份，在外籍勞工雇主部分（包含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有

5,004 份；外籍家庭看護工雇主部分為 4,031 份。

    勞動部表示，蒐集事業面及家庭面雇主對外籍勞工的管理、運用

及其工作概況、替代照顧服務措施的看法，主要是將作為外

籍勞工引進及管理政策參據。

外勞最讓雇主困擾的是？ 語言溝通、衛生不佳、愛聊天

」，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現 2011111777777777777 年外籍勞工總薪

萬 73 元，外籍勞工每月總工時平

班工時為 30.2 小時，放假假假天數平均

約 10 小小小時時時時。

通、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生不佳、愛聊天



    近期美國颳起一股枇杷膏搶購旋風，且即使一罐價格飆升到70美金（2千多台幣）仍

供不應求！而爆紅關鍵，就在於美國人發現，形似感冒糖漿的枇杷膏不僅沒有印象中的中

藥苦味，止咳功效更超乎預期。但枇杷膏真有這麼神奇？人人都適合食用食用嗎？且聽專

業中醫師怎麼說！

枇杷膏是止咳聖品？僅適用「風熱型感冒」

    吳明珠中醫師表示，一般來說，市售枇杷膏的主成分為，川貝母、

枇杷葉、南沙參、款冬花，取其潤肺、給呼吸道補水的作用。同

時，加入茯苓、化橘紅、法半夏、瓜蔞子、遠志等能化痰止咳的藥材；

並搭配桔梗、五味子、苦杏仁、生薑、甘草、杏仁水、薄荷腦，以及蜂蜜、麥

芽糖、糖漿等輔料而成。

    中醫認為痰是濕氣的代謝失調，脾又主濕氣的運化，而痰多也會阻滯人體

氣機的上下，因此，茯苓與化橘紅是祛痰常用的配伍藥對。南沙參養陰清肺，

可緩解聲音嘶啞。桔梗化痰利咽，宣開肺氣，引藥入肺經，薄荷腦祛風利咽。加上其他止

咳化痰平喘藥物一起，潤肺化痰、止咳平喘、生津補氣，調心降火之功。可用於傷風咳嗽、

痰稠、痰多氣喘、咽喉乾癢及聲音嘶啞等症。

    而去年冬天美國盛行的流感，恰巧是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傷風感冒，中醫又稱為「風熱

型感冒」，常見症狀為肺熱、痰熱；川貝枇杷膏的涼潤、止咳、平喘功效正好適用。而在

上述因緣際會下，也就使得滋味有別傳統中草藥、香甜好入口的枇杷膏風靡美國。

枇杷膏止咳啵棒？吳明珠：6類體質喝錯大 NG！

    不過，吳明珠中醫師也提醒，雖然枇杷膏使用方便、滋味爽口。但若非上述「風熱型

感冒」者，服用太多反而可能因此生痰，甚至加劇不適。其強調，雖然枇杷膏香甜好吃，

但畢竟還是藥的一種，而是藥三分毒，因此枇杷膏並非人人都適用。

枇杷膏美國爆紅　吳明珠：這 6類人注意，吃錯大 NG

格飆升到70美金（2千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台幣）仍

糖漿的的的枇枇枇枇杷膏不僅沒有印象中中中的的的的中

類人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錯大 NG類人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錯大 NG



    若使用錯誤，不僅無法有效舒緩咳嗽不適，還可能使症狀「雪上加霜」，越演越烈。

尤其是，以下6類體質者，更不建議任意攝取、服用，最好還是諮詢中醫師建議為佳：

第1類／風寒感冒：

    對於風寒感冒引起的吐白痰、流清涕、舌苔薄白者。若食用性質過於涼潤的枇杷膏，

不僅無助緩解症狀，更可能因此加劇不適。

第2類／脾濕＆痰濕體質：

    體內代謝能力差、容易水腫，常感四肢沉重無力、大便稀軟的脾濕、痰濕體質者也應

避免服用。以免在性質微寒的川貝、枇杷葉，與甜膩助濕的蜂蜜影響下，咳嗽症狀恐越來

越嚴重。

第3類／糖尿病病友：

    另外，市售枇杷膏為讓滋味更香甜，吸引消費者購買，除了提升蜂蜜的比重外，往往

有額外添加麥芽糖、糖漿等輔料提味的疑慮。因此，即便糖友符合吃枇杷膏的適應症，為

防止服用過量造成血糖飆升，在劑量、份數的拿捏上要特別當心。

第4類／生理期間：

    女性生理期期間也要適量食用，不要

吃太多，才不會因太涼、太潤，而使腹瀉、

軟便，甚至月經量變少等問題找上門。

第5類／懷孕＆哺乳媽咪：

    孕婦、哺乳媽咪只要對症也可以適度服用。但要注意的是，如果孕媽咪有妊娠糖尿病，

在使用劑量上也要嚴格控制，以免造成血糖快速上升。至於，哺乳媽咪也要留意服用量，

才不會因攝取性質偏涼的方劑，導致嬰兒腹瀉、腹痛發生。

第6類／ 1歲以下嬰幼兒＆孩童：

    由於市售枇杷膏有些常會添加蜂蜜提味，可偏偏1歲以下嬰幼兒腸道發育未完全，無

法有效將蜂蜜中潛藏的「肉毒桿菌孢子」加以去除。一旦食用蜂蜜製品，恐增添肉毒桿菌

中毒風險，因此1歲以下幼童不建議食用製程中有蜂蜜的枇杷膏。

使症狀「雪上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霜」，越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烈。

最好還是諮詢中醫師建議為佳：

。若食用性質過於涼潤的的的枇杷膏，



    而 1歲以上的小朋友雖然可以對症使用，但在服用時也要注意，避免像食用感冒糖漿

般，直接吞服枇杷膏；而應適度兌水飲用，才不會因質地過於黏稠導致不慎嗆食、噎到的

情況發生。

枇杷膏做調酒風靡好萊塢 中醫：小心亂喝問題多

    至於，美國好萊塢近期流行將枇杷膏做為調酒佐料，製作成

調酒飲用的做法。吳明珠中醫師也提醒，一旦枇杷膏加了酒

就變成飲料，除了有導致藥效被解、無效的疑慮；更可能

因加入的是啤酒、烈酒等因素，導致性質更涼寒，越喝越

咳嗽，或是引發咽喉腫痛的疑慮，因此不建議國人效法。

 【中醫師小叮嚀】：

      以中醫觀點來看，不同證型的感冒，適用的藥不一樣；再加上，

  感冒在不同的發病階段，用藥劑量和藥材的配方也會不同。因此，吳明珠中醫師

  強調，枇杷膏不是萬能藥，枇杷膏的功效在於止咳化痰潤肺，可以用於緩解由於

  感冒所引起的咳嗽，但不能治療流感，甚至不能治療普通的感冒，更加不能預防

  感冒。

      所以如果有嚴重咳嗽者建議民眾還是應先諮詢專業醫師診療、確認是否合適

  食用，以免延誤病情。

時也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注意，避免像食用感冒糖漿

質質質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過於黏稠導致不慎嗆食、噎到的

，製作成

加了酒



小時候我們都想成為大人，

但長大之後才發現世界沒有想像那麼美好。

但願我們能用微笑改變世界，而不是世界改變我們的微笑。

現實很有可能跟你開玩笑，他人也會不認可，

但自己努力過後的答案，將不會是謊言。

不經意間，小新之父臼井儀人已經離開我們好多年了，

但《蠟筆小新》劇場還在更新。天堂帶走了你，但帶不走回憶。

如果有來生，我要當條被子，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在曬太陽。

——臼井儀人

臼井說他喜歡曬太陽，所以才那麼溫暖嗎？

小時候看蠟筆小新會被他的調皮搗蛋逗笑，

現在再看，會被他直率的性格，溫馨的家庭感動。

臼井說，《蠟筆小新》很多內容都取材於他自身的童年和家庭。

野原廣志是現實的投影

據臼井透露，蠟筆小新裡有許多內容是他現實生活的寫照，

比如說小新爸爸造型與他本人有些相似，

他嫌棄自己的眉毛太稀疏，

投射到漫畫上是小新和他爸爸兩道濃眉毛。

野原廣志就像生活在我們身邊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上班起來吃完早飯就去擠車，在公司要受氣且重複著單調的工作，

晚飯回來洗澡吃飯，睡覺後又是同樣枯燥的另一天。

他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家裡所有的重擔都在身上，

但他不會打罵孩子，不會把工作的怨氣發洩在家庭身上，

而是樂於在週末組織美好的 family day。

小時沒看懂《蠟筆小新》，長大才發現已故的作者
來不及告訴的事情…來不及告訴的事情…

的微微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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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每次犯錯，受罪的總是廣志。

不知道是不是巨蟹座，但他卻是個暖男。

他會忍受妻子的責罵，幫忙做家務，盡心去陪伴孩子。

外表看起來像是個好色的猥瑣中年大叔，

忍不住看街上的美女，但內心卻是很柔軟，

並深愛著妻子美伢，患難中對妻子不離不棄。

即使是萬年科長，工作上未能飛黃騰達，

也還有幾十年的房貸還未付清，

但廣野卻很知足，他感激家庭給他帶來的美好經驗。

越長大越發現，

我的擇偶標準從高富帥變成了溫柔細心顧家的暖男，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

可能是想尋找那個有安全感的廣志吧。

相似地，臼井在高校畢業後，

一邊打工賺錢養家，一邊畫漫畫。

他也像廣志一樣，有個心地善良的妻子，

有兩個可愛的孩子，每天創作漫畫以外就是享受家庭的快樂。

 
野原新之助是幻想的影子

除了小新的爸爸，小新的身上也充滿著作者自身的影子。

臼井儀人承認《蠟筆小新》表達的

是社會百態與人世辛酸，「小新」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翻版。

臼井小時候的讀書成績並不好，工業高校畢業以後就出來工作。

臼井曾說，之所以會創造出小新這個形象，

是因為他在觀察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發現小孩子的想法往往非常獨特，

以至於作者被小孩的世界所吸引。

子。



小新喜歡調皮搗蛋，討厭吃青椒，把家裡弄的亂七八糟的。

但愛整蠱的調皮鬼外殼下是善良的寶寶，這也是臼井的內心寫照。

 
我們會特別寵愛乖孩子，聽話的孩子，

調皮搗蛋的孩子不會被歡迎。

這些所謂聽話的孩子更多會壓抑自己的天性。

但叛逆的孩子更率真，更懂得表達自己想法，更像個小孩。

這也是我喜歡小新的最重要原因：率真。

當這率真的孩子孝順的時候，真的很溫暖。

我以為記得更多的是小新好色的片段，

然而，真正印象深刻的卻是他們家人團結在一起，

相互照顧的很多瞬間。

 
很喜歡看《蠟筆小新》卻很少關注過他的作者——臼井儀人。

可能正如他所願，只想安靜地畫畫，

不想過多地暴露於公眾場合。

2009 年 9 月 21 日，「臼井儀人登山失足去世」消息一出，

粉絲們感到痛惜和難以接受。

重溫和回憶《蠟筆小新》，可能是對臼井最好的懷念。

有人說，小新的神話，給人以一種舒適的安慰。

還記得小時候，哥哥帶著姐姐和我，

趁爸媽回房間的時候，偷偷打開電視機，

把音量調小，靜悄悄地看完幾百集的《蠟筆小新》

雖然你再也回不來了，但還是謝謝你臼井儀人，

給我這麼多美好的回憶；謝謝你臼井儀人，

《蠟筆小新》是殘酷世界裡的溫柔陪伴。

小時候，我們以為能用微笑改變世界，

長大了才發現需要很努力，才不會讓世界改變我們的微笑。

八糟糟的。

井的的內心寫照。

個小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