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工恐拖垮整體農業，農民為求生存，努力開發自動化設備，降低老農的體力負擔，

減緩退場，但多數農民認為，解方只有開放農業外勞。農委會主委曹啟鴻回應，外籍漁

工開放後，因不受船長指揮，衍生許多問題，外勞問題須謹慎應對，政府會致力減緩缺

工。

    青農楊家銘指出，老農做工最怕體力粗重的活，因此他積極走訪大陸、日本，研究

當地的自動化設備，回台後自己嘗試開發，希望盡量把吃力的工作交給機器，降低老農

的體力負擔。 

    朱銘發表示，農業缺工問題，沒有新血投入就無法解決，他建議，農政主管機關應

充分調查全台有哪些地方的農民即將退休，並輔導年輕人向他們學習種植技術，甚至農

民退休後，還可以把農田租給這些年輕人，避免土地就此荒廢，「一個蘿蔔一個坑」，

做好傳承。不過，朱銘發也說，要解決眼前的缺工問題，最直接的解方還是開放農業外

勞。

    楊宇帆表示，先前高雄美濃有非法越工被逮，導致當地水蓮產業面臨無人採收的窘

境，現在基層農業勞動力多靠非法外勞在支撐，政府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卻沒有大力

取締，就怕農業一夕崩盤，假如外勞們也有心投入台灣農業，那麼政府應順勢而為。

    馬文權指出，若真的開放農業外勞，可以由政府統一管理，看何處是採收季，人力

缺口大，再派工到該地，機動式調派，而非讓外勞常駐在某一農場。

    曹啟鴻回應指出，當年開放外籍漁工進來，現在一艘船 10 個人裡頭，只有船長是台

灣人，其他都是外勞，演變成船長 1 人沒辦法指揮所有漁工，經常在海外發生問題，這

就是外勞的後遺症。

    事實上，政府一度要對勞力密集的酪農業開放外勞，曹啟鴻曾與勞動部針對

農業外勞問題做討論，勞動部立場也有鬆動，但最後可能仍感受到壓力而縮手。

(中國時報)

開放農業外勞聲再起 農委會審慎

農業外勞問題做討論，勞動部立場也有鬆動，但最後可能仍感受到壓力而縮手。



    針對外籍勞工權益團體 17 日主張，應檢討《就業服務法》第 56 條規定，禁止雇主

謊報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勞動部表示，外籍勞工如遭遇雇主不當對待，可循現行多重管

道提出申訴，而雇主如有惡意謊報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經查證屬實者，除涉嫌違反刑法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外，將依《就業服務法》管制雇主聘僱外籍勞工名額及裁處罰鍰。 

    勞動部說明，《就業服務法》立法時，即明文禁止外國人未經許可於我國從事工作，

因此為避免外國人非法於我國從事工作，並保障雇主用人權益，且避免發生誤為通知情

況，而於《就業服務法》第 56 條規定，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或聘僱

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 3 日內以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

關。但受聘僱之外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之情事，雇主得以書面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

察機關執行查察。 

    倘接獲外籍勞工申訴遭雇主惡意謊報行蹤不明，勞動部會立即將該個案請地方勞工

主管機關進行調查，如經調查確認有惡意謊報事實後，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可依法裁處新

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勞動部則依法管制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之名額，且同

意外籍勞工轉換雇主，以保障其工作權益。另外，雇主如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有涉嫌

違反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將由地方勞工主管機關或勞動部據以移送偵辦。 

    勞動部提醒，雇主勿惡意謊報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以免觸法而遭管制聘僱外籍勞工

之名額及裁處罰鍰。另外，外籍勞工如遭受雇主不當對待情事，均可撥打 24 小時免付費

電話 1955 專線提出申訴，勞動部將會盡力提供相關協助，確保其在臺工作的權益。

    同時，勞動部說明，《就業服務法》第 56 條規定，外籍勞工有連續曠職 3日及失去

聯繫情事，雇主始可依法通報，雇主基於外籍勞工實際發生連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情事

的客觀事實，依法通報，勞動部就應受理，又現行制度已會嚴懲謊報的雇主。另外，依

現行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失去聯繫認定原則，若外籍勞工於連續曠職 3 日內，因勞資爭議

或雇主違法，曾撥打 1955 專線申訴或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安置，不會認定為行蹤不

明失去聯繫，雇主縱有通報行蹤不明，亦會撤銷通報；但為加強保障外勞權益，勞動部

近期將另行檢討雇主書面通報行蹤不明之作業規範函釋、相關證明及查證程序，以兼顧

勞資雙方權益。 

( 蘇松濤報導 ) 

雇主不得謊報外勞行蹤不明以免觸法



    ［記者吳柏緯／台北報導］一例一休上路後，幾乎全年無休的人力仲介業因排班、

休假事宜搞得人仰馬翻，而且不少從業人員如果接獲雇主或外勞的要求，必須利用休息

日出勤工作，連帶造成人事成本上升，仲介業者坦言很辛苦。依不同公司規模大小，每

月粗估增加的人事成本從數十萬到一百多萬不等。

    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黃杲傑形容，匆促上路的一例一休政策如同一

個災難。他指出仲介的工作性質特別，幾乎是全年無休，即便是休假，只要接到電話，

仍要協助雇主或外勞處理事情。新法缺乏彈性，而且沒有任何配套、未考量不同行業的

特殊性，上路後，人事成本都因為加班費上漲而連帶提升，讓大家叫苦連天。

    據了解，一例一休後，休息日出勤要支付較高的加班費，費用將直接反映在仲介業

的人力成本上，業者估算每月光人事支出就要增加百萬。而台灣近年外勞人數增加速度

快，也連帶增加仲介的工作量。目前台灣的仲介人數約2萬人，外勞人數突破60萬大關，

相當於每人平均必須面對 30 個外勞與家庭，未來若放寬農業外勞或長照外勞，仲介的工

作負擔恐會更大。

    除了勞動成本上升，工作量大增，仲介業希望長達 13 年沒調整的服務費也能藉著

這個機會調漲。黃杲傑表示，外界都以為仲介業者媒合外勞與雇主後就沒事，每月坐領

1000 多元的服務費，但實際上，不論是雇主或外勞，發生任何狀況都需要仲介協助，勞

動部也有明文規定仲介有上百項的服務項目，而仲介所服務的內容遠超過勞動部規範。

依照目前法令，仲介業者每月向外勞收取的服務費落在 1500 元至 1800 元之間。黃杲傑

認為，應調整至收入所得的 10%，才能夠合理反映仲介的勞動成本。

    針對調整服務費一事，外勞雇主與勞工團體各有不同的看法。勞團指出，目前服務

費分擔比例不合理，通常是雇主要求仲介服務，但是費用卻是外勞支付，若要調整恐將

增加外勞的負擔；聘僱外勞擔任家庭看護工多年的陳小姐表示支持調整收費。她以自身

經歷說明，仲介協助處理了許多繁雜的手續與文書工作，為雇主節省不少時間，而且向

仲介反映問題都能很快獲得解決，幾乎是全年無休，這些勞動成本應該反映在服務費用

上。至於調整多少以及雇主與外勞的負擔比例，都可以討論。

    勞動部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指出，如何調整服務費，不只仲介，外勞的來

源母國也很關心。他說明，目前針對如何調整服務費一事，正在進行預告蒐集意見，若

仲介業者有任何建議，可備妥成本分析等資料送往勞動部，待 60 天預告期截止後

，會再視情況開會討論。

一例一休成本增 仲介業盼合理調整服務費

仲介業者有任何建議，可備妥成本分析等資料送往勞動部，待 60 天預告期截止後



    台灣外籍移工約有 60 萬人，若用比例來看，在台灣每 40 人，就有一位移工。為關

注這些離鄉背井來台打拚的移工朋友，政大企管系畢業的陳凱翔和同是商學背景的好友

吳致寧在去年成立移工團體 One-Forty 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是關注東南亞移

工的非營利組織。

    陳凱翔曾於印尼在台勞工聯盟擔任志工教中文，他發現許多移工的夢想是賺了一筆

錢後，回到家鄉創業開店。但空有理想卻不擅理財及規畫，也欠缺行銷與經營等知識，

最後因缺錢只能再來台打工，形成惡性循環，因而興起為移工開商學課程的念頭，讓他

們學習實踐夢想的技能。

    由於台北車站是外籍移工假日聚集的大本營，為宣傳課程，志工假日拿著翻譯的文

宣在車站發放。課程內容包括個人理財、展店計畫、行銷方式、海報 DM 設計，為了設計

更貼近移工的課程，陳凱翔與吳致寧特別走訪印尼進行田野調查，了解移工處境。

    在口碑相傳下，參加人數已由最早的 20 人增加到 70 人，也有參加課程的學員返回

家鄉創業。吳致寧說，由於主要擔任看護工作的女性移工較能固定休假，男性移工則多

在工廠或漁船，因此參加課程以女性較多，協會也特別開設中文課程，讓他們將來返國

有機會到台商公司任職。另外，為幫助更多無法實體上課的移工，協會也預計開設線上

課程。

    陳凱翔說，他相信人是互相的，台灣對移工的好，他們會記在心裡，回國後將這些

美好告訴家鄉的親友，這是最好的國民外交。對於政府正積極推動的南向政策，這些移

工未來也可能是很好的奧援。

四十分之一 幫移工圓創業夢



    台北年貨大街已經熱鬧展開，今年特別以「分享年味‧心團圓」為主題，即日起至

26 日規劃一系列年節體驗活動，傳遞「台灣年味在臺北」的意涵。台北市商業處表示，

隨著年節將至，年貨大街特地打造 20 年代復古街景和建築風格多變的房舍，以復古南北

貨商行、國際友善店家、「穿越大稻埕」年藝表演、「穿越大稻埕」扮裝拍照體驗等四

大亮點，要讓民眾體驗大稻埕最光輝的歲月，一起歡喜過好年。

    年貨大街 15 間精選在地特色店家，共同打造「大稻埕南北貨商行」，呈現過去在地

店屋陳列樣式及人民生活樣貌，以前店後厝的格局，加上充滿時代更迭與族群交融的中

西混搭氣息，處處散發濃濃懷舊氛圍。另現場還安排手作賀卡體驗區，邀民眾使用南北

貨主題限定圖章，DIY 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新年賀卡並至永樂廣場復古郵筒投遞，除可體

驗手作樂趣外，也讓旅居臺灣的外國朋友，向遠方的親友傳達祝福。

    而為了對駐台工作、移工、留學生、旅客及新住民表達多元包容及友善，北市從

104 年開始即招募了 200 家友善店家，納入外籍人士的需求，提供英、日、韓文、無線

網路、無障礙、行動裝置充電、廁所等15種友善服務，將於1月底標示完成200家店家。

本次搭配年貨大街第一波完成大同區 22 家友善店家 ICON 張貼，另將舉辦英、日、韓 3

場大稻埕年味小旅行，透過導覽解說在地產業發展與人文歷史及享用團圓飯，讓外籍朋

友感受過年團圓氛圍。

    另年貨大街也邀來在地街頭藝人化身六大神明，如霞海城隍爺、月下老人、註生娘

娘、神農氏、魁星爺和廖添丁，於年節週末期間與民眾歡樂互動，並藉由小遊戲將吉祥

與福氣分送給大家，幸運民眾還有機會獲得紅包好禮！

    最後在永樂廣場也設置了 20 年代戶外大型拍照體驗區，提供 10 套復古服飾，歡迎

民眾前來變裝、拍照打卡，活動期間還有書法老師於現場揮毫，指導民眾書寫，還可分

送親友分享龍飛鳳舞的紙上年味。

年貨大街開鑼 邀外籍朋友齊過台灣年



時 間：2017 年 02 月 11 日（六）

講座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室

地 址：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4 樓 

第一場：【換季哈啾來報到 拯救惱人鼻過敏】

主講人：台北市宏仁診所院長／李宏信 醫師

時　間：13:20 ～ 14:20

第二場：【重返青春 找回年輕的自己】

主講人：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暨醫學美容中心

        主治醫師 ／林明秀 醫師

時 間：14:40 ～ 15:40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號 4樓【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室】

         

交通方式：

【交通資訊】（http://www.thcc.net.tw/about06.html）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交通網絡極為便捷，地處中央聯合

辦公大樓斜對面，緊臨台大醫院東址；東臨林森南路、西臨中山

南路、南臨仁愛路、北臨徐州路， 距台北火車站僅 5分鐘車程， 

距松山機場約 20 分鐘， 距大眾捷運路網（紅線－台大醫院站 /

藍線－善導寺站）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達。

免費講座》鼻過敏／回春抗老



雇主：桃園 陳先生

外勞：印尼籍 欣娜

    阿嬤在還沒中風以前家中所有大小事都是

她一手包辦，所以個性上是較強硬。95 年因

腦中風的後遺症導致說話表達需較大聲才能發

聲。再加上雙耳中度重聽且慣用語言為福州語。

所以溝通十分困難。從 95 年中風開始對看護大都存有不信任、認同。故對看護，脾氣比

較暴躁不穩定，所以照顧她的人不僅需忍受阿嬤陰晴不定的脾氣，還要學習聽福州語坦

白說是有難度的。

    不過欣娜來了之後，但憑著愛心與耐心，以及多次被罵後的心態轉換，凡事都配合

阿嬤，順著阿嬤，慢慢的就可察覺阿嬤已逐漸的改變中，雖然阿嬤還是會排斥，但也能

相互尊重由此可見欣娜的照顧成效是有效的。不管阿嬤是有理的或是無理的吩咐，欣娜

總是第一時間說好 . 好 . 好 . 來先安撫阿嬤的情緒，事後往往都會自我解嘲說老人家都

是這樣沒關係，讓雇主稱讚不已、也很不捨。

     由於阿嬤只會講福州語，使得國語雖然流利的欣娜，必須配合學習福州語，以方便

與阿嬤溝通，但是福州語是很少人會的。欣娜只能在平常家庭聚會時有機會多聽多學，

但是在他自己的努力下加上身體語言的輔助已經可以跟阿嬤基本溝通。甚至還可以幫阿

嬤跟教會教友或是中醫診所人員互相溝通，令人嘖嘖稱奇。

    阿嬤喜歡看煮菜的美食節目，欣娜也一起投入並將電視看到的融入菜單，針對阿嬤

喜歡的食物，料理出令人感到新奇好吃的菜色。阿嬤每天上午都會去公園散步但是不喜

歡看護一起陪同。先前的看護經常會被他罵回來。但是欣娜不管有沒有被罵每次都一定

要陪同阿嬤。欣娜勇於面對困難的工作態度，令人欽佩。

    因為阿嬤子女都是上班族，無法經常開車載阿嬤到中醫診所復健，獨立的欣娜表示

自己可以和阿嬤一起搭公車到診所及返回家中，家人只帶著她坐過一次公車，第二次她

就能單獨的帶著阿嬤搭公車。所有照顧阿嬤的大小事，她都能一手包辦，雇主也十分放

心的將阿嬤交給欣娜。

樂觀用心的莎莉



    中國人是最重視吃和年節氣氛的民族，逢年過節總是要放膽一吃，從尾牙、年

夜飯、再加上新春團拜喝春酒，每個人都吃了不少大餐，尤其是除夕夜的團圓飯。

可說是年節的重頭戲，傳統年菜有「四多」｜多肉、多油、多糖和多鹽，及「四

少」｜缺少青菜、水果、主食類與維生素的特點。從第一道冷盤吃到最後的甜湯，再

加上酒類、含糖飲料，一餐吃下去的熱量往往超過二千至三千大卡。特別是過年時

間零食、點心、堅果類等小零嘴更是多的不勝枚舉，時常會不知不覺吃太多，而增

加了熱量的攝取。您知道嗎？花生、開心果、瓜子、杏仁果等年節常吃的零食，都

歸屬在油脂類，您可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也吃下了幾湯匙的沙拉油，這些多餘的油

脂攝取的熱量，也是為何很多人擔心過年期間體重會增加、健康亮起紅燈的原因。

    農曆新年期間一道道的美食佳餚讓

人食指大動，尤其是與親朋好友聊天必

備的小零食、小點心更是不可或缺，但

是，在閒聊中不小心就會吃進了大把大

把的熱量。營養師提醒您，不要覺得這

些零嘴點心體積小小的多吃一點也無

妨，這些零嘴可是有熱量陷阱在裡面。

年節期間飲食注意事項：

1. 培養食物熱量的概念：

    許多人吃進過多熱量是因為對於食物所含熱量並不清楚，若是能有大略的食物熱量

概念，就能比較清楚自己吃進多少熱量，建議在食用前先以小盤子將零食裝起來，比較

容易知道吃進的份量，不會不知不覺把一大罐的瓜子吃掉。

2. 喝水取代含糖飲料：

    充足水份可以促進代謝，排除廢物，且多喝水可以減少高糖份飲料的攝取。

年節零嘴大陷阱



3. 烹調方式要注意：

    盡量避免油炸方式或是重調味方式，選擇可以保持食物原味的烹調方式，像是清蒸

鮮魚等。

以下是一些常見年節點心熱量表：



人生當中，總會有不同的成長經歷

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會認識一位老師

這些老師教導我們，如何用「它」為我們的人生增添色彩！

也因為有了這些老師的指導，使我們的人生更加精彩！

在人生當中，我們都會遇到的五位老師 ....

1. 知識

第一位老師，就是知識，

知識是你命運的口袋，它會教你怎麼樣改變人生！

2. 興趣

第二位老師，就是興趣，

興趣是你最好的老師，它會教你追求自己的理想！

3. 努力

第三位老師，就是努力，

努力是你前進的階梯，它會教你汗水背後的成果！

4. 樂觀

第四位老師，就是樂觀，

樂觀是你人生的藥劑，它會教你怎麼樣面對人生！

5. 自信

第五位老師，就是自信，

自信是你成功的一半，它會教你自信 +努力 =成功！

  

快來檢視自己在人生路上，是不是受到了這幾位老師的幫忙呢 ?

這五位老師時時刻刻出現在我們的心中，

就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更好！

每個人一生都有「5位」老師！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