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維護製造業雇主經營事業的權益及保障外籍勞工工作的權益，勞動部表示，雇主

與外籍勞工發生勞資爭議、經調解後，如果雙方無繼續共識意願，在依法終止聘僱關

係，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後，原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的名額將可空出，將不受管制兩年的限

制。

    勞動部解釋，製造業的3K製程所聘僱的外籍勞工，在2007年改為常態開放制，為免

雇主過度引進後，隨意將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再向勞動部申請引進，衍生管理問題，因

此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後，勞動部依法將限制雇主於轉出名額管制兩年後，才能再申請招

募外籍勞工。

    勞動部發布解釋令，只要符合「雇主與所聘僱外國人發生勞資爭議，經地方勞工主

管機關召開勞資爭議協調或調解會議後，任一方或雙方無繼續聘僱關係之意願，並依法

終止聘僱關係」及「雇主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查明無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2項要

件，雇主轉出外籍勞工，名額不受管控2年限制。

不受管制2年限制 雇主轉出外勞 名額可空出

管機關召開勞資爭議協調或調解會議後 任 方或雙

終止聘僱關係」及「雇主經地地方方勞工主管機關查明無

件，雇主轉出



    外勞宰殺貓狗食用事件層出不窮，保猋護生聯盟、台灣樹人會等多個動保團體今

（3）日發起「外勞殺狗，雇主有責」陳情活動，高喊「殘殺貓狗，無法容忍」、「牠

是朋友，不是食物」等口號，要求勞動部應修法增加雇主責任、廢止雇主招募許可。

    台灣樹人會主席、活動發起人林逸萍表指出，

最近多起外勞宰殺貓狗事件，都是在工廠、宿

舍等地，一般人難以察覺，不過她質疑雇主不

知情太過誇張，應修改，《就業服務法》，加重

雇主管理責任，才能杜絕外勞吃貓狗的事件發生。

    長期投入修法的動保人士黃泰山也提及，雇主

聘用外籍勞工是政府允許特殊權力，有責任管理照顧

移工生活，避免影響社會安寧，且可歸責於雇主，政

府應收回此權力的全部或一部份。如今是殺貓狗違反

《動保法》行為，希望政府勿長期漠視。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專門委員莊國良表示，為尊重動 物生命級保護

動物，國內目前訂有《動物保護法》，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在境內均有守法義

務。此外，外籍勞工受僱來台是補充國內基層產業勞動力及家庭照護人力的不足，對

社會、經濟皆有重要貢獻。

    莊國良指出，為避免風俗民情及法令規定不同，造成違反規範者，現階段有「外

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課予雇主應對所聘僱的外籍勞工提供職前訓

練，而勞動部也在機場、各縣市政府辦理平面及電子宣導《動物保護法》等法令資訊。

    莊國良進一步說明，外籍勞工如有違法情形，經檢查官起訴，可按照《就業服務

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廢止外國人聘僱許可，並限令出國且不得再入國工作；若雇主

未依規定辦理職前訓練，經地方政府限期改善而未改善，則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54條第14款，最高可裁罰30萬元，同時也會廢止招

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且管制後續申請案2年。對於動保團體訴

求，會再蒐集各界意見，審慎研議。

「牠是朋友，不是食物」動保團體批
外勞殺貓狗要勞動部罰雇主  



揹老族福音！ 聘看護、照護機構費用將可抵稅

    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只要家中有需要照顧的長輩，經濟壓力都不小。根據統

計，照顧一位臥床長輩，每個月平均支出約3萬到7萬元，因此財政部研擬稅改將納入

長照扣除額，如果有聘看護、或住在長照機構的都可以列舉抵稅，甚至有意朝不排富

進行規劃，目前立委提案版本多達11種，下個立院會期勢必引發熱烈討論。

    4層樓建築外觀新穎，藍色牆面充滿濃濃文青風，早期公務員宿舍，現在搖身一

變，成了家庭照顧者避風港。

    一打開門就聞到咖啡香，台北市復華長青多元服務中心，成立全國第一家照顧咖

啡館，顧名思義，是讓全職家庭照顧者，能來這裡稍稍喘息。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志工張嘉蘭：「來這裡享受一杯咖啡或者是一個點心，讓照

顧者在帶被照顧者來的時候，他可以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休息。」

    不只能休息喝咖啡，這裡還能預約長照教練，每堂課60分鐘，協助民眾，規劃出

每個月的照顧計劃表。快60歲的沈先生，照顧重病爸媽超過10年，付給看護和照護機

構的錢，每月支出至少10萬，眼看這樣的民眾越來越多，政府第二波稅改，將研擬新

增長照扣除額，希望減輕負擔。



    移民署統計，失聯移工有增無減，桃園市勞動局近來發現失聯移工對準看護人力缺

口，「轉進」醫院擔任看護，今年已查獲卅件違法聘雇失聯移工當看護的個案，雇用的

病患或家屬最少挨罰十五萬元，還會被限期兩年內不得再聘用移工，照護品質不一也堪虞。

桃園今年來 已經查獲卅件

    桃園市勞動局外勞事務科指出，今年來失聯移工到

醫院非法當看護情形變多，去年因此被罰的雇主有

廿四人，今年迄今七個多月，類似案件已卅件，

比去年全年還多。勞動局除加強到醫院宣導，也

請院方協助查驗看護的身分。

    被查獲的醫院看護失聯移工以印尼與

越南國籍為主，有的合法來台擔任家庭

看護，照顧長者或失能者，有的是擔任廠工，

毫無護理背景，因全天候看護，月薪可達三、四萬

元，比當低薪廠工來得優渥，吸引失聯移工鋌而走險。

同鄉介紹？疑有仲介介入

    據失聯移工表示，他們自稱是「同鄉介紹」、「朋友說這裡有缺人」，但追問「同鄉」

身分，就推說對方已經離台，難以追查，勞動局懷疑人力仲介業者恐有介入。

    「好幾次有警察直接衝到病房內抓人。」中華民國護理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高靖秋

說，非法移工出沒在醫院時有所聞，病患家屬私下聘雇失聯移工當看護，護理人員要查

工作證時，家屬一句「她是我家外勞」，就沒辦法查證。

失聯移工 「轉進」醫院當看護…照護品質堪虞



    林口長庚醫院表示，家屬到護理站登記媒合看護，行情價全天兩千一百元、半天

一千五百元，皆為合法完訓看護，考量此費用有部分家屬負擔不起，院方也開放公布欄

讓仲介張貼看護訊息，就由家屬自行聯繫聘雇事宜，院方無權介入。

有的看護 「什麼都不會」…

    院方說，家屬自行聘雇失聯移工當看護，照顧品質不一，有護理人員觀察發現，有

的看護根本毫無照護經驗，「什麼都不會」，與長輩單獨相處時什麼都不做，只會在院

內趴趴走，護理人員有時會向家屬反映。

失聯移工 日薪約一千五百

    本報記者昨天走訪醫院，病患家屬說，失聯移工日薪約一千五百元上下，低於行情

價。高靖秋說，這群失聯移工的看護雖不合法，對病人和家屬來說，卻能解燃眉之急，

但患者的看照品質確實沒辦法兼顧，當雙方發生看護糾紛，也無法透過醫院跟仲介協助

排解，家屬只能自己承受。

    社政官員指出，失聯移工擔任醫院看護凸顯看護人力不足的老問題，他們的看護品

質堪虞，也可能是肺結核等傳染病的傳染媒介，都是目前官方積極查處的主因。勞動局

官員推測，失聯移工能進入醫院當看護，可能是仲介在醫院濫發看護仲介名片與廣告，

也有可能是鄰床家屬介紹，難以分辨合法與否，卻造成民眾誤用挨罰。

    桃市府勞動局表示，民眾若被查獲聘雇失聯移工，可罰十五至七十五萬元，若雇主

非營利且不知情誤用，裁罰可減為三分之一，另受罰者將被管制二年內不得再聘移工。



免費指導外籍看護照護技巧 雇主大讚新北市好服務

    只要在新北市境內撥打 1966 長照專線，勞工局將派專業的照顧服務員與通譯人員免

費到府指導，但只限定新北市哦！

    新北市政府整合長照資源，設立 1966 長照單一窗口，民眾只要撥打 1966 長期照顧

專線，勞工局將派專業的照顧服務員及通譯人員到府免費指導，新北市勞工局並於今年

8月初發簡訊通知外籍看護工的雇主，只要在新北市境內撥打 1966 長照專線，勞工局將

派專業的照顧服務員與通譯人員免費到府指導，但只限定新北市哦！

    新北市勞工局 2017 年推出免費「到宅知道外勞照護技巧」服務，透過專業醫護人員

到府，手把手指導外籍看護人員正確照顧病患的基本方式，示各項照護技巧，臨床實務

教學包括鋪床、沐浴、床上擦澡、更衣、口腔照顧、清潔排泄物、鼻胃管灌食照顧、翻

身拍背、移位、基本關節活動、整理儀容等實用照護技巧，現場並有翻譯人員提供通譯，

確保溝通無障礙。

    勞工局長許秀能表示，聘有外籍看護的家庭，除了可以透過 1966 申請到宅指導服務

外，也能搭配長照 2.0 的「專業服務」，經評估符合失能等級者，將有專業人員到宅提

供失能者復能照護、營養照護等服務，讓失能者的健康更能全面獲得保障。

    為了提升外籍勞工照護技巧，讓家中長輩獲得更好的照顧，有興趣的民眾可在 11 月

30 日前申請到宅指導服務。勞工局另外也提供 7場次的小班教學 -照顧技巧研習營，預

計 9月 1日及 9月 8日委託財團法人廣恩老人養護機構辦理 2場次，有意願報名照顧技

巧研習營者，歡迎洽詢 (02)8988-1666 楊先生及吳小姐。



    老人容易跌倒是很多因素所導致的一種老年綜合症狀。包含異常步態、感覺系統退

化、身體內在的改變、心理因素、服藥與外在環境等綜合因素而產生影響。

老人步態異常，隱藏著危機

    老年人步態的特點是：肌肉、骨骼、關節、韌帶的退化或功能損害。特別是股四頭肌

力量下降、下肢肌肉收縮力量下降，腳跟著地、腳踝、膝關節的彎曲動作變慢。髖關節未

充分伸展，導致行走緩慢、步幅變短、腳抬不高、步伐連續性與平穩性變差等現象。以上

異常步態，皆與老年人跌倒的危險性密切相關。

    步態和心理也會產生影響，心情好的時候行如風，心情不

好的時候走路，會拖泥帶水。急躁或分心時，很容易被外在環

境影響而跌倒。曾經跌倒的人會因為害怕再次跌倒及恐懼等因

素，導致病人身心的壓力而改變步態。

感覺系統退化，身體反應能力下降

    感覺系統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前庭覺及本體感覺。這

些感覺的訊息傳入中樞神經系統後，都會影響人體包含平衡、

行走、移動等動作功能。由於老年人的視力、聽力、損失下降，

對身體動感和位置都會下降，造成回應的能力下降、時間延

長、平衡及協同運動的能力也下降。再加上老人的中樞控制能

力較低，都是引發跌倒常見的原因。

跌倒的內在身體因素

①神經系統疾病︰腦部病變、中風、帕金森氏症、小腦病變、神經疾病。

②心血管疾病：體位性低血壓、缺血貧血、認知障礙、阿茲海默症。

③眼部疾病︰白內障、青光眼、黃斑部病變。

④肌肉骨骼疾病︰退化性或風濕性關節炎、骨質疏鬆、足部疾病。

⑤心理因素︰沮喪、焦慮、情緒不佳、害怕跌倒、獨居與社會隔離。

⑥其他：身體機能如肢力、視力、聽力、感覺系統的退化、睡眠障礙。

老人為何容易跌倒？步態異常＋這些內外因素「藥」注意老人為何容易跌倒？步態異常＋這些內外因素「藥」注意



跌倒的外在環境因素

    老年人意外跌倒與環境密切相關，包括室內照明不足、床和家具高度不適、日常用品

擺放不當變成障礙物、浴室無扶手、光滑的地面、樓梯台階過高、室外路面不平坦、不合

適的衣著與鞋子等因素，都會增加老年人跌倒的危險性。

參考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

①造成跌傷最常見的活動為：騎車、上下床及農事耕作。

②發生跌傷的地點 56.3%在住處內，43.7%在住處外。

③住處內最常發生在傢俱（椅子、床、沙發）旁 23.7%，浴室淋浴間或廁所 12.3%。 ④住

處外最常發生跌傷的地點：路邊（包含人行道）46.2%，有高度或坡度的地面 13%。

跌倒與藥的關聯 防跌要（藥）注意

    有些藥物可能會引起頭昏眼花的副作用，而增加跌倒的風險，應檢視家中老人用藥是

否有造成跌倒的危險性。

①精神類藥物：鎮靜安眠藥、抗焦慮憂鬱藥。

②心血管藥物：降血壓藥、利尿劑、血管擴張劑、抗心律不整藥。

③其他：麻醉藥、感冒藥、止痛劑、抗帕金氏森病、軟便劑、肌肉鬆弛劑等。

④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可以與醫生討論考慮降低劑量或停止不必要的藥物。如果無法避免

時，應在服藥後多休息，並放慢腳步。



    週末去圖書館，在館外看到這樣一個生動活潑的場景：

一個可愛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在追一隻翩翩飛舞的蝴蝶，

蝴蝶越飛越遠，他也越跑越遠 ... 周圍柳樹成蔭，小草瘋長，

天真無邪的小孩與輕盈美麗的蝴蝶，相映成趣，詩意又充滿生機。

學習功課固然重要，「認知世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就在我還意猶未盡沉浸在這美好畫面中時，

一個衣著光鮮的媽媽，怒氣沖衝的對著小男孩叫嚷道：

“你快給我回來，還有心思玩，趕緊回家寫作業 ... ..＂

於是，在媽媽的威嚴訓導下，他拖著弱小的身體，不情不願的走了，

還時不時小心回頭張望，真可惜，世界上又少了一份童真童趣。

我們大人總是念叨著童年有多好，無憂無慮，天真無邪，

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做著大煞風景的事情。

    孩子的世界應該五彩斑斕，學習功課固然重要，認知世界，

體驗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張一弛，勞逸結合，

才能彈奏出和諧優美的生命樂章。

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快節奏，競爭激烈的時代，

家長對孩子成才的渴望愈加強烈，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始終是激盪在父母心頭的主旋律，

這都無可厚非。但過猶不及，

物極必反，如果為了一門心思追求漂亮的成績，

而扼殺孩子的天性，剝奪他的自由，

犧牲他的玩樂時間，干涉他的興趣愛好，

孩子的童年可能是黯淡無光，

毫無趣味可言的。

別再用「成績」定義孩子成就！別再用「成績」定義孩子成就！
小心沒培養成天才，卻成了廢材小心沒培養成天才，卻成了廢材



學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

    樂樂是我表哥家的閨女，今年讀初二。

家庭條件優渥，表哥一家在樂樂的學習上，可以說是“野心勃勃＂，不惜財力投入。

輔導班要上最好的，因為名師出高徒，學校也要上當地最好的，

因為名校出精英，總之，不能讓教育資源拖了孩子的後腿。

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比起來，樂樂的教育資源配置都是豪華頂尖的，

用表哥的話說「什麼都給你最好的，你再學習不好，只能說你太不爭氣了 ...」

    偏偏事與願違，樂樂的成績一直在班級中下游浮動，這讓表哥一家人頗為頭疼。

為了提高樂樂的成績，使勁渾身解數。

比如周末不准出去，要在家做功課，不准和同學出去玩，家裡電視不許看，

其他人看要把音量調到最小，不許看課外書，

另外還給她從書店買了一堆試卷，凡此種種，可謂“用心良苦＂。

在這種壓抑的氣氛裡，樂樂滿肚子委屈，

本來有一個親密無間，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滿心歡喜的邀她一起玩，可是礙於父母的強制管教，

她每次都尷尬回絕，兩人的友情也日漸疏離。

    沒有了友情的滋潤，樂樂最大的愛好讀書寫作，也被視為“洪水猛獸＂，

家里人的理由是：你看的課外書考試不會考，至於寫作，

不過是小女孩的為賦新詞強說愁，將來又成不了作家，何必勞心費力。

擁有鴻鵠之志的表哥一家，目標是把樂樂培養成一流的人才，

這種願望是人之常情，但是他們所用的方式確實令人吃不消，

他們完全以自己的需要為中心，不顧她的內心需求，剪斷她的社交圈，

逼迫孩子放棄自己的愛好。“莫欺少年窮＂，這個窮也可以指現在的能力和潛力，

樂樂在寫作方面確實還文筆稚嫩，

雖然將來未必能成為作家，但這種愛好卻能豐盈她的一生。

拿起筆，就有另外一個世界鋪展開來，酸甜苦辣，人間百味，都能恣意書寫。

而大人目光短淺，看不到現實的利益和成效，就判斷這樣的愛好毫無意義。

如果天才是被困在籠中，不見天日的寵物，是沒有自己愛好和追求的機器人，

誰還願意做天才？



沒培養成天才，成了庸才

    這世間有太多懷著“天才夢＂的父母，但是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

最後不僅沒有圓夢，還把孩子推向了庸才的隊伍。

很多父母都把愛迪生對天才的註解作為至理名言：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所以，他們執著的認為，孩子沒有成為天才，

完全是因為努力不夠，揮發的汗水不足。

逼迫孩子上鋼琴班，即使他在這方面沒有一點興趣和天分，

鋼琴不行轉而畫畫，再不行就學表演，最後也是拿捏不定，一樣都沒善終。

別忘了，愛迪生的那句話還有後半句，更加重要：

當然，沒有那百分之一的靈感，世界上所有的汗水加在一起

也只不過是汗水而已！

其實，金字塔尖的天才本就是一種稀缺資源，

鳳毛麟角，大多數孩子都天資平平，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這個世界獨特的一道風景，

但是很多父母就是頑固不化，不撞南牆不回頭。

    鄰居家的孩子小野很活潑開朗，是孩子群中的“開心果＂，

因為他的腦袋裡總是裝滿了令人心動的奇妙故事，

小伙伴們都願意圍在他身邊，人緣自然是好的不得了。

但小野的媽媽對兒子的舉動卻是嗤之以鼻，

“你這次只考了 30 分，以後不准你出去玩，再玩就傻了＂，

“你看看人家考了滿分，你怎麼就這麼笨，一直是倒數＂......

    小野媽媽雷厲風行，說一不二，從此小野就被關在家中，毫無自由，

夥伴們來找了了幾次，看他媽媽一副不歡迎的臉色，大家也就不再來碰釘子。

可是小野的成績並沒有隨之改觀，還是被同學甩在後面一大截，

到了初中，在強勢媽媽的控制下，他對學習已經完全恨之入骨，成績也就可想而知。

在外人眼裡，小野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但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朋友，

一個友愛善良的同學，但在媽媽眼裡，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 loser，

慘不忍睹的成績，就是他一敗塗地的證明。



    多年後，再見小野，一副久經世事的滄桑模樣，

完全不像是正值青春年華該有的風貌，他沒有讀大學，

也沒有學習一技之長，他迷茫又無助。

當年開朗天真的小小演說家小野，變成一個自卑又怯弱的大孩子，

不得不說，他的媽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每次看到兒子不爭氣的成績單，她都一次又一次為小野的前途蓋棺定論，

長此以往，小野對自己的未來也是憂心忡忡，他身上的那些美好的品質，

例如有趣，例如樂觀，都被統統磨掉，現在的他，變成了一個討厭無趣的大人。

    有些孩子儘管沒有蓋世之才，但他有很多其他的閃光點，

也可以幸福安穩的過一生，但有些父母就是心比天高，

為他安排不切實際的人生軌跡，最後摔的頭破血流，親手毀掉屬於孩子的幸福。

你不是天才，卻是我的天使

    作家劉繼榮在《坐在路邊鼓掌的人》裡寫到了自己的女兒，

她是一個成績一般的孩子，父母也為提高她的成績想盡了辦法，

卻還是無濟於事。和很多父母不同的是，她並沒有因此看低孩子，

反而看到了女兒身上難得的優秀品質，她善良體貼，樂於助人，

同學們都喜歡她，這些難道不值得驕傲嗎？

她在末尾寫到：“長大成人後，她不會是最耀眼的那一個，

她也許會成為：賢淑的妻子，溫柔的母親，甚至，熱心的同事，和善的鄰居。

在那些漫長的歲月裡，她都能安然地，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作為父母，還想為孩子祈求，怎樣更好的未來呢？ ＂

    是啊，每個孩子能來到世界上，已經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禮物，

能陪著這些小人兒慢慢長大，去經歷一段非比尋常的旅程，

是生命裡多麼美好的體驗。

相比於讓孩子成為“人上人＂，成為天才，難道他們的平安健康，

幸福快樂不才是最重要的嗎？

為什麼父母要在他稚嫩的肩膀上，放置那麼多自己的個人理想，

為什麼不尊重孩子成長規律，就把他拖到成人世界去體驗你死我活的遊戲法則，

為什麼你們兩眼只看到成績，卻不去看看他的內心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