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條文修正，取消外籍勞工 3 年出國 1 日規定，已自 105 年 11 月 5

日生效；外籍勞工聘期屆滿前，在臺工作累計時間只要未滿12年或家庭看護工未滿14年，

雇主均可向勞動部申請續聘，經許可後外籍勞工就可以不用出國，繼續留臺工作，勞動

部已將相關書表置於勞動力發展署首頁供民眾使用。 

    勞動部表示，依 105 年 11 月 4 日解釋令，雇主所聘僱的外籍勞工，如果聘僱許可期

間於 105 年 11 月 5 日起屆滿，雇主有繼續聘僱該名外籍勞工的需要，經與外籍勞工合意

繼續聘僱後，可以檢送雇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並依申請書所列欄位填寫必要資訊，以

書面方式向勞動部送件申請期滿續聘外籍勞工；但外籍勞工如有在臺工作累計達 12 年，

外籍家庭看護工累計達 14 年，或是外籍勞工聘僱許可期滿，雇主不繼續聘僱且外國人未

轉換雇主，仍應依規定出國。 

    勞動部提醒，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聘僱外國人應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

招募，經招募無法滿足其需要時，才能就該不足人數提出申請。本次修法目的是為了減

輕外籍勞工再返臺工作需支付國外仲介費的負擔，相關國內求才招募程序並未修改，所

以雇主想要續聘外國人，仍須依規定先行辦理國內招募，取得申請招募許可函與入國引

進許可函後，並填具申請書，再行申請聘僱外國人。 

    勞動部表示，雇主申請續聘外籍勞工的相關書表已置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首頁 > 主題服務 > 跨國勞動力服務 > 下載專區 http://www.wda.gov.tw/home.

jsp?pageno=201310280103&flag=E】，民眾可下載使用。另民眾若有關於申請續聘的疑

問，可洽勞動部電話客服中心詢問，電話：(02)8995-6000，或查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網站 (http://www.wda.gov.tw/) 均可得到最新聘僱外籍勞工的訊息。 

( 蘇松濤報導 )

外籍勞工期滿免出國 　雇主可直接申請續聘

網站 (http://www.wda.gov.tw/) 均可得到最新聘僱外籍勞工的訊息。 



    台灣立法院在 10 月 21 日三讀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外籍移工（即外籍

勞工）在台工作滿3年就得強制出境再入國工作的規定，並於今日（11月 5日）起生效。

往後移工將不需每 3 年被抽取一次高額仲介費，僱主也免於面對移工出境空窗之苦。對

此，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在 Facebook 表示，修法「是強化勞動權益的一大步」。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原先規定，外國人在台工作，許可期最長為 3年，期滿後若

有繼續聘僱需求，僱主可申請展延，累計在台最長工作期限則不得超過 12 年；但 3 年許

可期滿的移工，應至少出境一日再入台工作。此規定原本是為了避免移工依原《移民法》

規定，在台居留 5 年得申請歸化台灣，但後來《移民法》修法，無論居留多久，藍領移

工皆無法歸化，因而使這「3年條款」喪失原本意義。

    移工團體表示，3 年條款到頭來只是讓仲介牟利，讓他們每 3 年就能收取 1 次高額

仲介費。台灣移工聯盟發言人陳秀蓮指出，移工每次回國仲介費平均要 8 至 15 萬台幣，

等於他們來台後 1 年至 1 年半的工資。由於還債時間長，使得許多移工不堪重負或因不

願再被「扒皮」，選擇在 3年期滿前逃跑。

    而對僱主而言，原規定也帶來極大不便。移工每次出境時間平均約 1個月，僱主在

這段空窗期便得自行負擔工作缺口，失能者家屬可能得再花錢聘請費用更高的本國看護。

    有鑑於此，《就服法》第 52 條修正草案則取消許可期滿須出國 1日規定，同時還增

列「移工返鄉條款」，明訂若移工請假返鄉，僱主應同意，請假方式、日數、配套等由

勞動部訂定。勞動部指出，此次修法，既可以免除空窗期，也能減少訓練成本，並使僱

主更彈性運用人力；總統蔡英文也表示：「這只是改革的一小步，但對辛苦的移工朋友

來說，是強化勞動權益的一大步。」

台灣 60 萬名外籍移工受惠：今日起毋須每三年強制出境



仲介批評修法將讓移工滯留台灣
    然而，這條修法之路走得並不容易。事實上，社會催促政府修法已經多時。2015 年

9 月立法院便曾審查《就服法》修正案，但第 52 條的「三年條款」卻仍然在仲介業者的

施壓下被保留；2016 年 6 月，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與吳玉琴再次提案取消「三年條款」，

卻因「擋人財路」，遭到仲介業者施壓和抹黑，使得林淑芬在立院哽咽發表「不自殺聲

明」，修正案也此被擱置。

    此次修法同樣引發仲介痛批。仲介業者強調，一旦取消強制出境規定，等於取消淘

汰不適任移工的機制，不被續聘的移工將會怠工或逃跑，使得大量移工滯留於台灣，在

總額限制下也擠壓其他移工入境機會。仲介也批評，外勞免 3 年出國的限制，等於直接

留台 12 年，不但可任意轉換僱主，還搶走本勞工作機會。

    移工團體則駁斥，移工逃跑正是因為「3 年條款」附帶的高額仲介費，而移工若得

知僱主不再續約，也需在轉換僱主期限內找到新的老闆，否則就必須返國，並無法待滿

12年。此外，現行法令仍不允許移工任意轉換僱主，但移工團體也認為此規定十分荒謬，

因為以自由市場的邏輯，不應只有僱主有權解約。

    仲介業者也提出，三年一次的仲介費是移工輸出國仲介主要利潤來源，今後可能嚴

重影響菲律賓、越南與印尼等國仲介輸出移工的意願，最終導致移工來源短缺。對此，

移工團體則表示，目前新加坡、香港、中東、歐美等地區都沒有此規定，卻也沒有移工

來源短約的問題。

    此次修法使得許多移工聞訊皆歡呼，但移工團體仍表示，這次雖然取得階段勝利，

之後還是會關注相關法令與配套修法，並表示在台灣現行的「奴工制度」下，移工權益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為使重症患者或功能難以回復的被看護者免於每 3年赴醫院重新評估，凡被看護者

「滿 80 歲以上」、「腦性麻痺、脊髓損傷或截肢」、「全癱、需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或

維生設備、植物人」者，申請重新招募外籍家庭看護工時免經醫療評估，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統計，104年免評案件量約佔全年度雇主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重新招募案件4成8，

105 年截至 9月底更高達 6成。 

    重新招募免經評估係考量雇主因被看護者的病情或病

況退化致生活功能持續受損不可回復，仍有持續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需求，爰針對被看護者因相關特定病症致生活

功能受損不可回復，推動重新招募免經評估機制。因此，

重招免評是在申請資格不變下，就申請流程予以簡化。該

機制的建立除可節省民眾及被看護者往返醫院時間及成

本，並可降低被看護者進出醫院遭受感染或導致病況惡化的風險。 

    重新招募免經評估制度自 104 年 3 月 5 日實施截至 105 年 9 月底，已有 4 萬 2,183

名民眾受惠，其中以「滿 80 歲以上」資格免評者約佔 9 成 9，是重招免評中最主要的申

請對象。幫忙照顧婆婆的吳太太表示，2 年多前婆婆因為脊椎開刀行動不方便，但為了

申請看護，還是特地請假帶婆婆搭計程車去醫院評估，這次，有了重招免評，坐著輪椅

的 80 幾歲婆婆再也不用去開診斷書了，這對家中有年事已高且行動不便的被看護者家屬

而言，確實減少了每 3 年重新招募看護工所需耗費的心力。「真的比以前方便多了」，

吳太太這麼說。

    發展署表示，符合重招免評資格的被看護者，雖免經醫療機構的專業評估，可直接

至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辦理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但仍需於完成推介日起 60 日

內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重新招募。以上相關法令資訊均公告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網站（http://www.wda.gov.tw），另對於重新招募免評規定如有任何疑問，亦可洽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電話：02-8995-6000)。 

( 蘇松濤報導 )

符合資格者重新招募外籍看護免經醫療評估　
已佔重招案件6成



    ［記者吳政峰／基隆報導］57 歲林男為小兒麻痺重度殘障者，頸部有腫瘤，經醫師

評估生活需人照顧，獨居的他向勞動部申請外籍看護工，勞動部書面核定其年紀與巴氏

量表，認未達標，予以拒絕，他得知結果後哽咽地說「我們跟正常人的 57 歲是不一樣的

啊 ...」

    林男說，1 歲即因小兒麻痺而無法行走，仰賴雙親、哥哥、及兩位姊姊協助起居，

直到 20 幾歲有了人生中第一輛電動輪椅，才首次獨自出門，看到外面的世界「真的好開

心啊！」

    林男跟著父親學修錶，習得一技之長，後兄姊各自在外成家立業，父親過世，便請

了外籍看護照料臥床的老母，靠著積蓄、身心障礙補貼 4700 元、媽媽的老人津貼、哥哥

每月資助 6千元，收支勉持。

    林男靠著賣彩券與修手錶維生，為中低收入戶，8 月間母親病逝，看護返國，生活

起居頓失照顧，靠著每週 2 小時的長照志工協助度日，但他體力大不如前，頸部又罹患

腫瘤，自理已很勉強，擔心隨時會有意外。

    林男表示，賣彩券每日收入約 1百多元，加上修錶與哥哥相助，每月所得 1萬多元，

掏出存款仍請不起台籍看護，又不願增加政府負擔與排擠資源，才會想找外籍人士，但

「官員不知道我們的 57 歲，可能是正常人的 7、80 歲」，盼望公部門重視獨居重殘者的

實際需求。

    林男大哥感嘆，弟弟不請看護，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請了看護，經濟又有困難，「看

他左右為難，實在很不捨！」

    林男表示，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如果摔下

輪椅即無法爬行，換而言之，如果身無旁人就

只能等死，經部立基隆醫院評估失能情況為「日

常生活需人照顧」。

    醫師還特別在「病狀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附註，林男罹患小兒麻痺與頸椎管腫瘤，無法

站立行走，乘電動輪椅，右上肢無力，獨居，

需人照顧，強調林男的狀況不適合隻身在家。

獨居小兒麻痺重殘者 申請外籍看護遭拒



    勞動部 9月回函，以四個字「條件不符」否決申請案，林男電洽程姓承辦人，對方

以年紀與巴氏量表分數未達標準回應；基隆市議員呂美玲亦電詢勞動部，另名員工則回

復法律規定，愛莫能助。

    呂美玲指出，另名三總的醫師看了林男診斷書之醫囑，認為「日常生活需人照顧」

即為「需全日照護」，不解勞動部為何解讀成條件不符，因此呼籲官員可實地訪查林男，

看看真實情況再做決定，畢竟「法令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勞動部技正梁小姐坦言，診斷書上的「照護需求評估」雖有 6項，但法規設計只有

前 4 項，林男被勾選在第 5 項，等同被排除在條件外，若改以身心障礙手冊申請，小兒

麻痺肢障也不合規定，因此建議他再去做一次巴氏量表評估，低於 35 分即可再次遞件申

請。

    「很擔心如果沒有她，不知道該怎麼辦？」越南籍的斐氏伍照顧 94 歲高齡的阿公已

10 多年，阿公的妻子黃玉女，把她視為自己的女兒；同為越南籍的阿端，為罹患小腦萎

縮症的阿嬤把屎把尿，也有 12 年，阿嬤的丈夫林協志感動地說，這樣的外勞，找不到第

2個。

    「希望她永遠留在我身邊」，90 歲的雇主黃玉女輕摟著越南籍外勞阿伍，直說要認

她當乾女兒，黃阿嬤說，丈夫摔斷腿後不良於行，子女不在身邊，自己年紀也大了，多

虧阿伍這10幾年來，幫忙照顧生活起起居，半夜老人家稍有咳嗽聲，阿伍就起來倒開水，

最擔心的是阿伍要回越南。

    「阿端能幫我照顧太太幾年，太太就能多活幾年」，另一位越南籍的阿端，照顧小

腦萎縮的阿嬤已12年，74歲的雇主林協志說，阿端每天為太太把屎把尿，做事認真負責，

跟雇主家庭相處融洽，實在找不到第 2個了。

    「感謝有你」，議長饒慶鈴昨天也到場感謝外勞對台東的貢獻；社會處長曹劍秋表示，

此次獲獎之優秀外籍勞工共有 30 名，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著來台工作的酸甜苦辣及令人

動容之故事，他說，表揚活動已中斷 4年前，以後每年都會舉辦。

(中國時報 )

不能沒有你 90 歲雇主把阿伍當女兒



雇主：桃園 林先生

優良外勞：印尼籍白蒂 (NUR BAITI) 

    雇主過去曾聘僱過其他外籍看護工，但

不僅照顧成效不好，也都沒有取得阿公的信

任，直到阿蒂來了之後，照護情況才大為改

觀。雖然剛開始照顧阿公時，也同樣遇到阿

公排斥外勞的情形，不讓阿蒂洗澡換尿片及

餵食，但具備豐富照顧經驗的阿蒂，不以強

迫的方式，反而用溫柔的態度耐心的跟阿公

開導與勸說，最後都能說動阿公配合阿蒂，

順利的完成各項清潔、餵食等日常工作。

    來過台灣工作的阿蒂，不僅國語流利，台語也略通，與阿公及雇主等家人溝通無礙，

即使與阿公單獨在家時，若有訪客也能應對自如，使雇主大為放心。

    原本阿公的日常三餐尚能自行咀嚼，但去年中秋節時，阿蒂發現阿公吞嚥有困難，

胃口開始變差，為了阿公的身體健康，家人於是聽從醫師建議改用鼻胃管灌食，阿蒂除

了努力學習鼻胃管灌食的技巧，還主動與太太討論阿公的副食品，以補充阿公健康所需

的營養。

     雖然照顧阿公之工作已佔掉阿蒂大部分的工作時間，但阿蒂仍會抽出時間將阿公的

房間打掃乾淨，並定期更換床單、被單及枕頭套，務必保持阿公房間整齊清潔，使阿公

住的環境舒適，有益於阿公的病情。

     為了阿公的心理健康，如果天氣允許，阿蒂一定堅持要帶阿公到外面散步，多接觸

大自然，多活動肌骨，雖然曾中過風的阿公講話有障礙，但遇到街坊鄰居也都能笑容滿

面的打招呼，一改過去心情鬱悶的個性。

雇主林先生口碑



     台灣傳統女性往往照顧家庭之時，對於本身的健康問題，向來採取忽視的態度。有

感於婦女對於自身預防保健概念的欠缺。所以照顧家庭的同時，更應照顧自己的健康。

一、 更年期：

　　女性成長的三個過程：青春期、生育期、更年期。台灣婦女約在 45~55 歲之間面臨

更年期的威脅；最明顯的改變是月經變得開始不規則，許多人會抱怨傍晚後會有面部潮

紅、盜汗、失眠、情緒不穩定、腰酸背痛的現象。更年期的症狀可能幾個月，也可能持

續三至五年。當然，也可藉由臨床症狀及抽血檢驗女性荷爾蒙來診斷。

　　相信不少人聽聞過荷爾蒙補充療法的好處，但過去的一、二十年來，不斷有研究報

告指出，使用荷爾蒙替代療法的婦女，其罹患卵巢癌、子宮內膜癌、肺癌，以及乳癌的

機率會明顯增加。使得婦女猶豫不決。但如果不選擇荷爾蒙補充療法，建議可使用植物

性荷爾蒙補充，像豆漿、豆奶、豆腐

等來自黃豆（大豆）的各種保健食品，

其中所含的異黃酮就是植物性荷爾蒙

中的一種。因為不屬於類固醇類，卻

可發揮部分類似女性荷爾蒙的作用，

但卻也未必適合每位婦女的更年期症

狀。因此權衡利弊，應請婦產科醫師

個別評估是否有補充荷爾蒙的必要。

更年期與骨質疏鬆



　　而更年期症狀也可靠日常保健，來改善或延後產生症狀。例如

1. 有規律地晒太陽：皮膚在陽光下會自然產生維生素 D，它可降低很多疾病的發病風

險，整體提高免疫力。

2. 在大自然中漫步：在荷爾蒙平衡方面，應多做輕鬆的運動，在林木之間、在自然

美景中徜徉，不僅會使人心神寧靜，也有利於荷爾蒙調節。

3. 限制咖啡因攝入：據《美國臨床營養學》（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雜誌發表的論文，如果你發現一天中自己必須喝好幾杯咖啡因飲料，你的雌

激素水平很可能會受到傷害。

4. 保證高質量睡眠：充足的睡眠不僅可以增加體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風險，對調節

荷爾蒙也起著關鍵作用。

5. 設法紓解壓力：壓力對身體健康有傷害，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會干擾天然的荷爾蒙

週期。

6. 多攝入 Omega-3 脂肪酸：它們是讓荷爾蒙更好運作的必需脂肪酸。如亞麻籽、核

桃、沙丁魚、鮭魚…等。

二、 骨質疏鬆：

　　骨骼的成長是持續的，但卻隨年齡增加而愈疏鬆。所謂「骨質疏鬆症」是指骨

頭裡的鈣質逐漸流失，使得骨頭內部變得單薄，形成許多空隙，造成中空疏

鬆的現象。而骨質疏鬆之後無法承受較大的外力，因此容易發生骨折。

　　尤其女性進入更年期後，因雌激素急速的減少，會加速骨質的流失，使女性骨質疏

鬆症的發生率比男性高。世界衛生組織更提出警告：「骨質疏鬆症，是僅次於心血管疾

病，造成健康問題的第二大疾病！」，所以預防骨質疏鬆症存骨本應該要從年輕就開始。

在飲食上，30 歲以下的民眾要注意充分的鈣質及維他命 D 攝取；50 歲左右開始，就要

定期測量骨質密度。



   東方人由於飲食習慣和體質的關係，較少飲用

牛奶和食用其他乳製品，鈣質的攝取量普遍不足，

也就比西方人容易罹患骨質疏鬆症。而國人的傳

統飲食，普遍鈣質含量較高不足，再加上時下年

輕人流行抽菸、喝咖啡、麻辣飲食，怕曬太陽等

抑制鈣質吸收的生活作息，使得女性進入更年期

後，出現不同程度的骨質疏鬆。所以建立良好骨

質是你年輕時候的美好投資。年輕時，就應有保

存骨本的概念。更年期時，更應每年接受骨質密

度檢查。若是不正常的偏低，可補充鈣片，或接

受促進人體鈣質新陳代謝的藥物治療。

骨質疏鬆日常保健：

1. 飲食中多攝取高鈣飲食。像乳製品 ( 鮮奶、優格、起司 ) 是飲食中最容易獲得鈣

豐富來源之一，其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包括有骨的沙丁魚，綠葉的蔬菜包括椰菜花和

高麗菜…等。另外蛋白質攝取量也占了均衡飲食中重要的一環，因為蛋白質攝取量不足

不但會影響骨骼生長，還會導致肌肉密度與強度降低，所以亦可多攝取肉類、豆類和堅

果等蛋白質含量高的食物以提供身體所需的必需胺基酸。

2. 適當的日曬可增加體內維生素 D 轉化。藉此透過維生素 D 幫助人體從腸道中吸

收鈣質，以避免骨鈣合成不足而導致骨鬆，同時也可預防多種慢性疾病發生機會。

3. 適當的運動可藉此增加骨質密度和強健肌肉，助於改善身體的協調與平衡，降

低跌倒和骨折的風險。

4. 保持適當體重，不吸菸及節制飲酒，避免過度飲用咖啡，避免熬夜等不健

康生活形態。



人的一生面臨了不同挑戰

也會遇到不一樣的人，

身邊陪伴我們的人接著變化，

其實每個人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好好守護著身邊的人

陪伴才是最深情的告白

人生最需要的
不是很多錢，而是陪伴

兒時，有父母陪伴；

讀書時，有同學陪伴；

成人時，有情侶陪伴；

暮年時，有老伴陪伴，

離開了這一切，人生就不會圓滿。

真正的朋友都不是在你輝煌時出現的，

當你落難時，很多朋友都會人間蒸發的，

最後留下來陪伴你的，
一定是你的至友，

因為，吹盡黃沙始到金。

人生，最需要的不是 很多錢，而是「陪伴」這 2個字！



很多人注定是 只會陪伴你笑
而不會 陪伴你哭的

對友情不要奢望過高，

當你春風得意時，圍你轉的人自然就多，

若以為這都是你人緣好，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很多人注定是只會陪伴你笑，而不會陪伴你哭的。

所以，一旦身邊冷清了，你也就清醒了。

當你遠行的時候，當你孤寂的時候，

就渴望親人的陪伴，

生命中，
苦難多於幸福，坎坷多於坦途，
所以就有了思念，就有了心靈的陪伴。

「陪伴」是一種 情感的付出
陪伴是一種情感的付出，所以才無怨無悔，

人活著本來就不容易，如果沒有艱辛的付出，

就別做「黃金屋」、「顏如玉」的美夢了，

陪伴並非可以索取的。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努力的把握當下，

好好珍惜身邊陪伴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