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在公民團體與閣揆對話會議上，為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法請命，她表示，外勞三年強制出國規定，是仲介業與僱主剝削外勞的根源，上會

期該法案原本有機會完成二、三讀，但在仲介業強力遊說下功敗垂成，仲介還透過發放

黑函方式，將修法抹黑為「創造更多逃跑外勞、愛滋外勞、懷孕外勞。」

    陳秀蓮表示，外勞剝削最大來源就是仲介，只有修法取消就服法第 52 條，取消外勞

每三年必需出境一次的強制規定，才能根本解決逃跑外勞問題。

    她說，台灣目前正在推動長照政策，然而國內長照人力哪裡來？目前 77 萬失

能者，有三成是外勞照顧，新政府的長照政策，也是採取雙軌制，讓民眾選擇

外勞與本國長照服務，然而，長照相關法案對看護工沒有任何勞動條件保障，

台灣外藉看護，6成 3在台 3年期間沒有休過假

    「台灣外籍看護，有六成在台三年期間，沒有一天休假，有這麼低廉勞動力，請問

誰要使用長照？陳秀蓮質問，外勞為何不能納入勞基法，政府為何不能訂定家事服務法、

家事勞工保護法？」

     對此，勞動部次長郭國文表示，外勞勞權議題，民進黨政府與勞工團體立場一樣，

他預估就服法第 52 條修法，下會期通過機率很高，另外，勞動部也會試辦喘息服務，並

且針對重新選擇雇主的外勞部分，提供職訓服務功能，相關的政策近期內會公佈。

勞動部：取消外勞三年強制出國規定 下會期有機會通過



    為提醒雇主依限繳納就業安定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已開辦外籍家庭看護工、家

庭幫傭及海洋漁撈工雇主，針對就業安定費提供催繳簡訊通知服務，避免雇主因遺忘或

信函遺失，延遲繳納遭加徵滯納金。勞動部指出，如雇主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自寬限

期滿日起到完納前 1日止，每逾 1日加徵 0.3％滯納金，但最高以未繳費用 30％為上限。

    勞動部說明，根據部分雇主反映，現行就業安定費的催繳通知，是透過郵寄紙本帳

單通知雇主繳納，但有時可能忘記而無法及時繳納就業安定費，導致產生滯納金。

    為改善此類問題，勞動發展署表示，從今年 6月起，增加以行動電話簡訊方式，通

知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服務，統計 6月份已服務約 7300 多名雇主。

    勞動發展署指出，依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與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

之 2 規定，就業安定費應於每年 2、5、8、11 月的 25 日前繳納，並得寬限 30 日。但如

果是弱勢家庭雇主，則不用太多擔心，勞動部說明，包含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領有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與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等，聘僱外籍看護就可免繳就業安

定費。

    至於該如何取得簡訊提醒服務？勞動發展署說明，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及海洋漁撈工雇主，可於相關申請書

例如招募、聘僱填寫時，寫上聯絡人行動電話，日後就可收

到提醒簡訊通知，有助雇主及時繳納就業

安定費，避免加徵滯納金，如對服務有任

何問題，可電洽客服中心（聯絡電話：02-

89956000）詢問。

勞動部簡訊提醒繳就業安定費 助雇主免繳滯納金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5 日指出，依現行規定，外籍勞工出國後 30 日內，雇主應辦

理離境備查。為簡化雇主作業手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5 日起將按日辦理主動離境備

查作業，外籍勞工在聘僱期間期滿離境，或已辦妥提前解約驗證者，雇主不用再向發展

署辦理離境備查作業，估計約有 9成 2的雇主受益。

    發展署表示，離境備查日期涉及就業安定費停止計收，及雇主後續申請聘僱外國人

資格；目前每年申請離境備查約有 13 萬件，8 成雇主於外國人出國後自行辦理，其餘 2

成未及申請者，由發展署按月比對移民署出境資料，主動發給離境備查函。

    發展署指出，按日主動離境備查措施開辦後，凡外籍勞工在聘僱期間屆滿前 14 日出

國，或者經地方政府辦理提前解約驗證後出國，雇主都不必在外國人出國後趕辦離境備

查作業，發展署會在勾稽到外國人出境資料後，即發給雇主離境

備查函。

    但外國人若為未取得核發聘僱許可出境者、經撤銷

聘僱許可出境者，或經核發重入境許可返鄉未歸、致僱

傭關係消滅者等 3 種情形，雇主仍需依規定於外籍勞工

離境後 30 日內，申請辦理離境備查。

    另外，發展署提醒，雇主如於外籍勞工出

國後 30 日內未收到離境備查函，仍需於出國

日後 30 到 60 日期間內辦理離境備查。

外勞出國 雇主免辦離境備查



    日前有名印尼籍家庭看護工在雇主家中產子，把不知情的雇主嚇壞了。外勞仲介業

者批評這是「人權大於人命」的結果，呼籲應該立刻恢復外勞妊娠檢查；但勞動部重申，

外勞懷孕產子不應受歧視或被任意解僱，建議外勞入國前後如懷孕，應告知雇主。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添勇表示，各國引進藍領外勞

在健康檢查項目中都會要求妊娠檢查，去年台灣卻基於人權考量宣布免除，衛福部沒有

任何配套措施。

    張添勇說，台南這名外籍移工僅入境4個月，突然肚子痛、扶著牆，

站著就生下小孩，把根本不知道外勞懷孕的雇主嚇壞了，還好及時趕緊

打 119 送醫，保住母女性命，但看護平常可能要抱病人等粗重工作，事

前不檢查根本說不通。他建議，應恢復檢查，外勞懷孕或產子可

至安置單位安置，雇主可馬上遞補新移工，應明確規定移工隱

匿懷孕卻發生意外的責任歸屬。

    勞動力發展署強調，基於母性保護及國際人權規範，衛

福部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外勞入國工作前、

後都不必接受妊娠檢查，與本國勞工一體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若在國內生產並有能力扶養，可繼續在台工作。 

    勞動部補充說明，外勞如因懷孕產子而發生勞資爭議，符合相

關規定，可予以安置，但呼籲雇主，尊重外勞人權，多關懷外勞在

台工作及身心狀況；也提醒外勞，如遭受雇主不當對待，可撥打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 1955 專線申訴或諮詢。

外勞驚產子 仲介籲恢復驗孕



    民國 80 年代起，漁業人力短缺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外籍勞工從非法到合法，比率也

從每艘船占 1/3 增為到 1/2，既然開放了，面對外籍漁工問題，政府應訂定更嚴謹的措

施和制度，漁船主善待外籍漁工，也是防逃的必要手段。

    根據法規，針對外籍漁工逃脫，有「按脫逃人數不受理該船主僱用」規定，亦即若

外籍漁工逃跑，雇主的名額就會被扣住，無法填補，影響漁船出航作業。

    消極方法要求雇主注意脫逃，或許更大的問題出在人力仲介和制度上，首先來台前，

仲介的把關和篩選要再加強，外籍漁工脫逃後找到的「第二雇主」，一旦遭查獲應加重

罰則，勒令停照，遏止歪風；但也有不肖人力仲介擁有多支牌照，出問題換支照繼續以

合法掩護非法，成為亂源之一。

    雖然逃脫頻繁，但也有船家與外籍漁工相處融

洽的案例；碧砂漁港娛樂漁船項姓業者營業

8 年，聘僱 6 名外籍船員，他說外籍水

手身手佳，是工作上的好夥伴，他會

盡量站在他們的立場想，平等對待，

能自己來的工作就自己來，久了他

們看到，便會主動幫忙。

    維持良性的主雇關係，工作

起來也愉快，項姓業者不是沒遇

過逃跑的案例，只是較他人少很

多；最近還有人 3 年約期滿，想

從菲律賓來台灣，和他再續主雇

緣分。

把關嚴+主雇情 防逃雙管齊下



桃園張小姐

外勞：依如 (Choirul Rochmah)

    張小姐說她爸爸（爺爺）已高齡 93 歲，平日

兄弟姊妹都忙於自己的工作，難以全天的照顧爺

爺，所以去年 3 月才聘僱印尼籍看護工依如幫忙照

顧，剛開始我們也懷疑依如是否能承擔照顧爺爺的

責任，但幾個月過去後，發覺爺爺的住所變乾淨

了，其精神與體力也明顯的變好了，令我們大感驚

奇。

    今年 5月爺爺身體健康出了狀況，在住院期間，依如隨侍在側，日夜無休的照顧爺

爺，並在很短的時間內積極學習鼻胃管、抽痰、移位、翻身、拍背等比過去更加複雜的

照護內容，若有不懂的地方都會主動請教護士，其認真學習的態度與學習成效也大受醫

院的醫生與護士的肯定及讚賞，直稱依如為最盡責的看護。

    爺爺出院後，依如更加用心的照顧爺爺，其用心的程度及照護的成效早已超出過去

我們做子女所作的一切，說來也實在是令人汗顏，總之我們家人都非常慶幸能聘僱到如

此乖巧、認真、善解人意的依如，這要多謝倍斯特人力仲介的專業眼光，幫我們挑選到

令我們十分滿意的看護工，聽說桃園市政府每年均有優良外勞選拔的活動，如此優秀的

依如明年一定要大力推薦她，我相信她一定能得獎。

倍斯特幫我們挑選的優秀看護工



    揮別溽暑，跨越白露，秋季如何養生？可從日常生活做起，其次調整體質，透過食

補提高身體免疫力、避免疾病上身。

    秋天日夜溫差大，空氣濕度減少，天地之氣陽消陰長，消化道、皮膚、心血管疾病、

過敏性鼻炎、氣喘、身心等病徵出現機率大，建議培養早睡早起生活習慣，晚上最好 10

點半就能準備就寢。

1. 運動可助眠 但不能太激烈

    秋天容易讓人多愁善感，充足睡

眠可讓人保持愉悅。若不易入睡，可

選用浮小麥、百合等幫助入睡。白天

適度運動，也可幫助晚上好眠。但

因氣候轉涼，大量流汗的運動應適

當減少，運動時要特別注意保暖，游泳也要注意水溫。

2. 洗澡水溫高 冬季癢提早報到

    洗澡水溫不宜過高，慎選適合肌膚的肥皂，避免肌膚過度乾燥。體質乾燥或血虛，

冬季癢可能提前報到，服用四物湯、何首烏、枸杞子都是不錯選擇。

3. 虛寒體質者 鼻炎氣喘發作

    秋季呼吸道疾病多，一場小感冒即可引發多重疾病，民眾不可不慎。尤其高齡長者、

幼兒以及虛寒體質者往往無法適應，過敏性鼻炎、氣喘也易在此時發生。經中醫師診斷

後，可以中藥的玉屏風散、補中益氣湯、或以黃耆四錢、當歸一錢、川芎二錢、白朮二錢、

龍眼乾肉十粒、防風二錢煮水喝，小兒減半。預防感冒及過敏性鼻炎。

    夏季氣溫高，許多人長期待在冷氣房，冰品飲料不離手，可能傷及脾胃，甚至消化

功能也出現問題。長期吹空調，氣管也受不了，可能出現鼻子過敏、酷酷嗽等症狀，特

別是陽盛陰虛體質更應重視秋季養生。

秋日養生帖／冰品要戒 中醫師保健 5招



4. 陽盛陰虛者 體質應調理

    陽盛體質有口乾、舌燥、口臭，嘴易破、小便黃、便祕等症狀，忌辛辣、燥烈食物，

辣椒、薑、蔥等應少食。可多食水果蔬菜、白木耳、膠質食物；陰虛則有五心煩熱等症狀，

五心指兩手心、足心發熱及自覺心胸煩熱，患者可能有體溫升高、顴紅等症狀，可透過

綠豆、小米粥、百合、蓮藕、金針菇等食物調理體質。

    疾濕腫滿皆屬於脾，尤其肥腫外型者新陳代謝下降、四肢腫脹不適、膝踝僵硬更難

促其活動。此時可採健脾食療，每周煮 2回四神湯可補益脾氣。

    四神包括山藥、蓮子、芡實、茯苓，再加薏仁、生薑片、小排骨、少許鹽，煮食服

用可利水消腫脾運傳輸暢旺，排除身體淤積，神清氣爽。

5. 秋食瓜果冰品 有損脾陽

    秋天飲食要以滋陰潤肺為原則，可採食粥法以益胃生津，如百合蓮子粥、黑芝麻粥。

此外避免吃辛辣食品，以免傷陰助燥。同時更應慎食瓜果類、少吃冰品。

    許多人夏天吃大量瓜果，因夏天陽氣仍盛，可能不致生腸胃疾病；但秋後再大量食

瓜果及冰品，可能損傷脾陽。脾陽不振產生腹瀉、下痢等急慢性腸胃疾病，小孩及平素

脾胃虛寒者尤應注意。

    民眾不要無病亂補，更不要虛實不分隨便補。中醫原則是虛者補之，不是虛症則不

宜用補，對症食補才有助益，否則適得其反。

▇中醫師小祕方

睡前熱水泡腳 喝杯蜜茶

    不喜歡藥補的人，可以每日睡前以約40度熱水泡腳20至30分鐘，讓身體微微出汗，

再喝一杯蜜茶。不僅可幫助入睡，更能消除疲勞，儲備明日滿滿精力。



【你其實比想像中 富有！】 含著金湯匙也沒什麼，

學會「這樣」想，活出自我、找到自己的價值！

我們每個人同樣生活在這個世界裡，

來到這個新世紀，對現在這個和平社會制度來說，

現實生活中，難道人與人之間沒有差距嗎 ?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

我們每個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我們尊嚴也是平等的。

但我們每個人生活在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確存在著太大的差距。

 

無論是生活上還是從物質上，

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也是現實的，埋怨不公平的。

但這一切似乎都是歷史與社會的必然，

註定人世界有富貴與貧窮之分。

有的註定富裕，有的註定終身貧窮，

這些似乎

給人們形成了一種命運的安排。

【你其實比想像中 富有！】 含著金湯匙也沒什

麼，學會「這樣」想，活出自我、找到自己的價值！



難道真的是命中註定？

對人與人平等而言，

然而在生活與物質生活中，

人與人的差距就突顯出來了。

有的註定富貴，整日花錢可以隨心所欲。

有的註定三餐愁日，無米下鍋。

有的有房有車，而有的風餐露宿。

有的不會多大的勁，就能有錢

而有的終日勞碌奔波也只能糊口，

這說明了什麼呢 ?

 

俗語有道理卻不一定對

從古至今，有句俗話：

「富人的兒子還是富人，

窮人的兒子還是窮人。」

這話有一些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確，

富貴也是憑勞動力與智慧創造出來的

 

從歷史到如今社會，

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這有一定道理的，有的家境上輩富裕，

的確也給下輩帶來好日子過。

而有的上輩貧窮，

的確也給下輩帶來辛苦的日子。



重點在我們努力了多少

這些所說的，

並不是我們每個人腦子都那麼笨，

或自己創造不出好日子來。

 

同等的勞力，同等的時間，

但我們同等的生活方式不一樣。

還有我們每個人

的勤奮、奮鬥、勞動力也不一樣。

 

有的勤勤懇懇一生，

有的懶惰一生。

前者去奮鬥人生，後者去做懶散一生。

前者努力地去創造去追求高質量生活，

而後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這也註定生活差距貧與富顯現了出來，

我想我們並不是沒有能力，

而在於自己願不願去闖一番事業？

 



外力因素不可抗

當然，人與人差距也存在著另外一些因素。

就我一個人而言，

比如 ;我從鄉下來到城市裡打拼事業，

而本身城市裡人多半有房有車，

日子過得比較好。

而對我們來說，

要想在城市裡過上一樣的生活，

就得必須努力掙錢買房買車，

才能跟得上。

 

而城裡人本身就有房，

他們住在城市裡，即使拆遷也有補助房，補貼錢。

這所有一切，對我們外來人要多付出好多。

這並不是我們比他們能力差、勞動力差，

而是他們註定就有這個條件

我們必須得花出多倍的時間

多倍的勞動力才能趕得上。

而他們命運似乎比我們好，

他們註定出生在城市裡，

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與勞力，

就能過上舒適的生活。

我們能埋怨什麼？

只能怪一個人的命運，

一個人的出生家庭與地點。



過日子是種心態

所以，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

不能去攀比什麼，

人與人差距是很大的，

富貴與貧窮也罷，

我們過日子是一種心態。

 

有的人埋怨自己怎麼怎麼生活這麼苦啊，

自己整日勞苦勞累，

還是不如人意，

看到別人過得那麼好，

所有的怨恨煩惱就出來了。

但我們作為現實人，

生活在現實中，

我們不能去羡慕什麼，

疾妒什麼，埋怨什麼。

只能憑自己不斷去拼搏、去努力，

去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而再好，再高檔，再奢華的生活

它不屬於我們，

只有自己去創造、去爭取。

 



勇敢面對生活最好

人只有回到平常的心態中，

才能過得舒適快樂。

那怕屬於社會低層，

但至少我們做到了心靈善良誠實。

不求奢華，不求高貴，

滿足現狀，心坦然，

勇敢面對生活，那才是最好的。

  

拿出肯努力的精神

有句古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我們面對生活就要拿出這種精神來，

相信生活的陽光會是燦爛美好的。

我們不說別的，就連這個大世界裡，

國家與各國都有貧與富差距，

更何況我們個人嗎 ?我們不能去怨什麼，

只能憑自己努力奮鬥去創造，

心安理得地去過日子，

才會有自己的幸福，

才能過得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