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移工在台工作三年期滿免強制出境，為確保外勞返鄉探親權利，勞動部訂定

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今天生效，移工若依勞基法或勞動契約的特休假排定返國時間，

雇主應予同意，如果雇主因企業經營或被照顧者需求請求協商，協商不成，應按移工原

排定日期返國。雇主違反規定代價大，除可處罰6-30萬元，還同步廢止聘僱許可及外勞

配額。

    立院去年修法通過移工在台工作三年期滿免出境一天，移工相關團體擔心原本移工

大都利用三年期滿強制出境規定返鄉探望親人，修法後探親權利若無法保障，移工返鄉

路更難。勞動部日前公布「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工作之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4/18生效。

    勞動發展署表示，辦法核心原則為確保外勞若依法請特休假返國的權利，採「原則

許可，例外可協商」。辦法規定，移工合於勞基法及勞動契約取得特休假，得向雇主

申請返國，並自行排定返國日期，雇主應予同意。雇主基於企業經營或被照顧者之急迫

需求，得與外勞協商調整返國日期；惟協商不成時，應依外勞原排定之返國日期。

    原本預告版本顧慮同一企業產業外勞集中請假，影響企業經營，訂有同一雇主若

同一工作日合計請假返國外國人人數達聘僱外國人半數時，可與超過比的外國人另行

協商排定請假期間，但新版已刪除。勞動發展署表示，外勞請假並非常態，且勞基法

並無相關規定，基於保障外勞返鄉權利，回歸法令原則辦理。

拒絕外勞請假返國 雇主違法代價大



    過去外勞 3年期滿時，需出國 1天，當外勞在返國續聘時，仲介的服務費將會比照

剛來台的第一年，收取最高每月 1800 元。不過就服法通過後，外勞不需出境即可續聘或

轉換，其仲介服務費調降為 1500 元。

    勞動部日前公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第六條修正」。過去勞動

部規定仲介跟外籍勞工收取服務費，第一年每月不得超過新台幣 1800 元，第二年每月

不得超過1700元，第三年每月不得超過1500元。外勞期滿後需出國1天，返回台灣續聘時

，其服務費將重新回到第一年的計算基準。

     不過由於就業服務法去年修正通過之後，取消 3年出國規定，因此外籍勞工入境後

，在台灣工作的時間將有可能超過 3年以上。

     對此，勞動部表示，即日起外籍勞工不管是續聘或轉換雇主，在台灣都已經待了3年

，仲介提供的輔導諮詢頻率也減低，同時因外勞不必出國，亦不須辦理離境、交通接送

和簽證等作業，因此外勞在台工作的第 4 年起的每月服務費，應比照第 3 年的收費標準

，也就是每月不得超過 1500 元。（轉自中央社）

台外勞期滿續聘或轉聘 服務費調降

    至於請假天數，適用勞基法之外國人(如產業外勞)若請求特休假返國，可依勞基法、

性平法及勞動契約假別辦理。不適用勞基法者(如外籍看護工)，則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勞動契約約定辦理。官員表示，例如產業外勞有請婚假、喪假等需求，可依勞工請假

規則辦理，看護工則主要以勞動契約為主，目前勞動契約約定一年有七天特休假。

    若雇主未依辦法同意外勞請假返國，除依就服法處以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部並可廢止雇主招募許可及其外勞配額，另產業雇主外勞配額將被管制兩年。(聯合報)



    ［記者王冠仁／台北報導］外籍勞工來台工作但被仲介與雇主剝削的新聞時有所聞

，更有不少外勞簽證期滿，但為了省再次來台的仲介費，因而逾期居留四處打黑工，

成為行蹤不明外勞。

    移民署說，目前在台的泰國籍外勞約有 5萬

9千人，為了讓這些勞工能安心工作、簽證期滿

依法返國，移民署長何榮村與泰國台灣台商聯合

總會合作，協助在台工作期滿的泰籍勞工返國後

，媒合到在泰台商的企業工作。

    泰國台灣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劉樹添表示，來台工作的泰國勞工對於台灣文化及

語言有相當程度瞭解，也擁有一定的技能或專長，這對於台商來說是免於再花時間訓練

的一大利多；台商總會非常樂意為返泰的勞工提供工作機會，介紹他們到泰國的台商

企業服務，只要他們前往合作的台商應徵，將優先錄取並給予優惠條件。

    移民署說，目前台灣企業在泰國投資者有 5 千餘家，產業範圍包括汽車零組件、

機械、電機電子、化學、紡織等，地區遍及曼谷市、龍仔厝府、北欖府、巴吞他尼府、

佛統府、大城府、春武里府、羅勇府等地區。

減少外勞滯留打黑工 移民署幫忙媒合返國工作



    【綜合報導】吃貓狗肉將重罰！立法院昨三讀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未來民眾吃貓肉、狗肉或其內臟，將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公布姓名、照片。對此，動物社會研究會主任陳玉敏說，這是社會進步的象徵，盼藉

修法提高保護犬貓意識。地方政府則說，動保人力不足，呼籲民眾積極檢舉。

    提案修法藍委王育敏說，全台吃貓、狗肉事件頻傳，高雄還曾發生羊肉爐業者大量

宰殺家犬賣狗肉，但現行條文只針對宰殺、販賣才罰，此次修法將把「食用者」納入

限制範圍，禁止購買、食用或持有貓狗屠體及內臟，或含有貓狗肉成分的食品。王說，

雖已有部分縣巿將禁吃貓狗肉列入地方自治條文，但她認為全國都應這麼做。 

    陳玉敏認為，禁止吃貓狗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但台灣民眾的動物福利觀念仍待加強

，如給貓狗吃廚餘或飼養環境惡劣也會涉及虐待動物。 

「應教育外籍移工」

    農委會畜牧處動保科科長江文全表示，過去許多宰殺貓狗的開罰案例，僅能罰到

屠宰人，罰不到食客，這次修法特別把購買、食用或持有入法。但他坦言，通常是接獲

民眾檢舉，再由動保單位稽查，除非已明確知道有業者掛羊頭賣狗肉，才會主動稽查。

    新北市動保處長陳淵泉表示，加重罰則有嚇阻作用，近幾年觀察下來，國人宰殺

烹煮貓狗者微乎其微，大部分煮食者都是外籍移工，原因是他們特有生活習俗與不了解

台灣法律。 

人力吃緊執行不易

    陳指出，應在移工入境前，透過人力仲介進行台灣法律教育，地方政府也該把相關

文宣海報翻譯成移工母語，在他們工作地點附近張貼或發送，才能做好管制，稽查可靠

檢舉獎金全民布線。桃園市、台中巿動保處均認為，動保機關人力可能因修法更加吃緊

，應增加人力並靠民眾協助檢舉。高雄巿動物保護處也說，確實要靠全民檢舉。

    此外，有鑑於虐待動物事件頻傳，去年有國軍虐殺小狗「小白」，前年台大僑生

陳皓揚勒斃台北市溫州街街貓「大橘子」，都引發社會不滿。《動保法》原訂宰殺、

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昨修法加重為得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盼重罰能嚇阻虐待事件發生。 

吃貓狗肉可罰25萬 公布姓名
修法重懲 各地動保處：只能靠檢舉



    有些台灣人愛說東南亞移工「懶惰」、「愛逃跑」，但到底是他們真的天性如此，

還是台灣工作環境所逼？一名來自越南的台灣媳婦，擔任導演並親自偽裝成移工，

到山區農園臥底打工，拍下一群「逃跑移工」的血淚……

逃跑移工，意外拯救台灣農村凋零的生產力

    台灣 60 萬移工人口中，有超過 5 萬人為「逃逸移工」，到底是怎樣的勞動環境，

才讓他們不惜冒著被遣返的風險也要出走？越南新住民導演阮金紅與丈夫蔡崇隆，拍攝

紀錄片《再見，可愛陌生人》，記錄了逃逸移工的真實心聲。

    為了能接近拍攝，她親自偽裝成移工，到山區農園臥底打工，花了一個多月才打開

他們的心房，取得拍攝同意。這期間雇主還不小心「google」出她的導演身分，雖然

大吃一驚，但也沒有阻止。

    這 4名越南移工，為了償還高額的仲介費，只好亡命天涯，成為所謂的「逃跑移工」，

他們逃到台灣山區（因當事人還在台灣，不宜透露明確位置），填補了台灣嚴重凋零

農業人口，這些在家鄉多少有些務農經驗的越南移工，成了台灣農村的久旱甘霖。

    但他們的身分是不能公開的，他們在山區務農，還砍竹子、搭鐵皮來蓋房子，想要

有張桌子還得自己釘一張，住在生活還竟極差的陋室裡，每天只為了多賺一點錢回家。

台灣 3大血汗現象，管你是哪國人，來了都想跑

    阿富時常夢見自己被警察抓，深怕自己被抓到遣返，便無力償還大筆的仲介費。

在山區種高麗菜，有的時後半夜去採收，收一箱才賺35塊，有1000多箱要採。夜風寒冷，

地上泥濘濕滑，只好秉持著「要賺錢！不怕死」的精神搏命演出。

造成逃逸移工的問題有許多，但大致可以歸類成 3大項：

1. 無法自由轉換工作：根據《就業服務法》53條規定，移工沒有主動轉換雇主的權力。

2. 高額仲介費的剝削：移工到台灣來工作，要先繳納意比 10 萬到 40 萬台幣的仲介費， 

  使得許多移工到台灣工作長達一年到一年半都是在做白工。

3. 工作內容與契約不符：明明契約內容是「照顧癱瘓老人」，結果卻是煮飯、洗衣、打掃、

  帶小孩無所不包。

為何台灣人愛罵「外勞愛逃跑」，而不檢討自己？
外籍配偶當導演，拍下逃跑移工真相



如果你遇到這三種情況，還想幹下去嗎？

    警察的歧視，意外拯救移工、讓他拿回證件

    除了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外，社會對於移工的目光也相當不友善。在台灣，只要生得

一副東南亞臉孔，不管是新移民、移工、還是觀光客，都很容易被當成「逃逸移工」，

被戴上人用有色眼鏡來檢視，成了警察很愛盤查的對象。

    我們採訪到一名每到放假就會到台北車站逛街的印尼移工雷拉，他幾乎每次休假

外出都會被警方盤查、要求示出證件，可說是「經驗豐富」。充滿歧視的盤查標準或許

令人不舒服，雷拉卻從不抱怨警察，只因他意外被盤查拯救一次。

    原來，雷拉就像許多移工一樣，證件被雇主以「防止逃逸」為名義扣留，根本不在

身上。但每次遭到盤查，警察便會要求打電話給雇主確認身分，雇主每週都要接到警察

的電話，最後終於不堪其擾，把證件還他了。

    因為警方勤勞地盤查移工，雷拉意外地拿回被雇主沒收已久的證件。雖然每次出門

都被這樣對待，但雷拉從不抱怨警察，也不討厭雇主，因為對他們來說，能放假已是萬幸。

環境再糟，他們從未恨過台灣人

    嚴苛的勞動環境，重重枷鎖的法規，

社會的不友善眼光的壓迫下，阮金紅

導演在《再見，可愛陌生人》映後座談

說：「即使有這麼多的不合理，不管在

網路上，還是與同鄉移工的交談中，

從沒聽他們表示過任何仇視台灣人的

言論。」縱使不幸，他們還是懷著一份

對台灣的熱情。

    一個隻身到台灣工作的異國工作者，

即使受到剝削仍不忘這片土地給他的資助，

相對那些漲個時薪就想出走的大老闆，

誰比較「愛台灣」？

    紀錄片《再見，可愛陌生人》正進行

全台巡演講座，播映時間請參考電影

facebook 粉絲專頁。



   媽媽是負責照顧全家的人，因此維持健康很重要。隨著年齡增大，妳應該開始注意

妳的血壓、膽固醇，以及子宮頸、乳房等，這些很容易隨著年齡而變糟，出現相關性的

健康問題。因此，最好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一、媽媽應定期接受哪些檢查？

1、接受血壓檢查

    妳應該每 2年檢查一次妳的血壓，如果每次檢查的數值都上升，

就應該更頻繁的檢測。一般來說，收縮壓應低於120，舒張壓應低於80。

2、膽固醇的篩檢

    這需要在有心臟疾病風險的年齡階段測試，而且

如果妳的水平有問題，則需要重複檢測。正常

來說，超過44歲大約每5年檢查一次，如果數字升高，

則縮減年限。

3、糖尿病的篩檢

    如果妳的BMI大於25，還有其他糖尿病風險因素，妳應該進行測試。

BMI 超過 25 表示超過體重，有糖尿病的風險。此外，血壓超過 130/80

也應該檢查。超過 44 歲每 3年檢查一次。

4、牙齒視力檢查

    牙齒需要每年檢查，視力則至少2年檢查一次。一旦女人超過40歲，

她每年都需要檢查視力，有青光眼或其他眼睛問題家族史者，更應該檢查。

5、乳房健康檢查

    妳應該每個月自我檢查乳房的健康情況。但不建議使用乳房X光檢查，

直到 40 歲，之後妳應該每年或每 2年檢查一次。

6、子宮頸的抹片

    一般來說，子宮頸抹片檢查在 30 歲之後就需要每年檢查，

但如果妳在 30 歲之前已經生過小孩，就應該開始每年接受檢查。

7、身體健康檢查

    在 20~30 歲之間，妳可以每 2年進行身體健康檢查一次。但在 40 歲之後，

妳需要每 1年或 2年檢查一次。

媽媽健康很重要 應定期接受哪些檢查？



二、女性40歲後常有的健康問題

1、出現乳房腫塊

    乳房出現腫塊是許多女性都擔心的問題，雖然乳房問題不僅會出現在年紀大的女性，

但年齡是一個風險因素。年紀大的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會相對提高。

2、子宮頸的病變

   隨著年齡增大，妳的子宮頸也容易出現問題，通常是和生育有關。但如果沒有生過

小孩，年齡也是子宮頸病變的一個風險因素。

3、易膽固醇過高

   女性過了 25 歲之後，新陳代謝會下降，因此體重數字容易上升，甚至也很難降低。

肥胖容易導致膽固醇過高，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4、容易血壓過高

   很多媽媽因為育兒、家務、雜事太多而容易發脾氣，這都會增加高血壓的風險。

年齡、肥胖也都是高血壓的風險因素。



1. 幸福的關鍵

人生幸福的關鍵是內心擁有什麼

    人生智慧是一門藝術，是儘量幸福愉快地生活的藝術。

2. 幸福的兩個敵人

痛苦與無聊是人生幸福的兩個敵人        

    人生的幸福有兩個敵人，一是痛苦，二是無聊。此外，可以這樣說，

我們在何種程度上成功地遠離了一個敵人，就在同樣程度上接近了另一個，反之亦然。

    所以，人生其實就是在痛苦與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擺動，只是擺動的幅度有大有小。

窘迫貧困製造痛苦，平安富足產生無聊。

3. 幸福的首要條件

健康是幸福的首要條件        

    人生的頭號愚蠢，就是犧牲健康，以求其他：求財富、謀騰達、圖博學、逐名聲，

更遑論縱色慾，求片刻之歡。健康第一，我們應該把一切都放在它後面。

    財富對喜悅貢獻最小，健康對喜悅貢獻最大：放眼底層大眾，勞工階層，

尤其是農夫，我們能看到喜悅滿足的面孔；富貴之人，卻往往愁容滿面。我們首先要

努力保持高度的全面健康，健康之花盛開，結出喜悅果實。

4. 喜悅

喜悅是幸福的金幣        

    一個人可能年少英俊，家產萬貫，備受尊敬；若要判斷他是否幸福，須問他是否

因為這些而喜悅。然而，如果一個人喜悅，那麼他就喜悅，年輕也好，年邁也罷；

長身玉立也好，佝僂駝背也罷；一貧如洗也好，腰纏萬貫也罷；他是幸福的。有鑒於此，

無論喜悅何時降臨，我們都應當開門啟戶，因為它永遠不會來得不合時宜。

     喜悅宛如幸福的金幣，其餘都僅僅是幸福的紙鈔。

關於幸福的15段話



5. 運動

健康之路是運動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生命在於運動。」要保持健康，就要避免一切奢靡放縱，

避免一切強烈不悅的情緒波動，也要避免過強過長的精神操勞，每天至少在戶外快速

運動兩小時，多洗冷水浴，飲食適量有度。   

    若不每天適當運動，無法保持健康；一切生命過程的恰當展開都要求運動，

不僅要求發生這些過程的部位運動，也要求全身運動。

6. 必要的孤獨

必要的孤獨是幸福的要素        

   人生在世，要麼孤獨，要麼庸俗，除此之外，

選擇不多。對他人，對外界，切勿期許太多。他人能

給予我們的十分有限，歸根結蒂，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所以關鍵是那孤獨者究竟是誰。

   真正偉大的心靈沉思時，如同鷹在高空翱翔，

孤獨無伴。

7. 財富

手頭的財富不是追逐世俗快樂的許可證        

    我們應當把手頭的財富視為一道壁壘，它保護我們，

幫我們抵禦多種可能發生的苦厄與不幸，我們不應

認為它許可我們追逐世俗快樂，更不能認為它要求

我們追逐世俗快樂。

8. 漫遊

人生如漫遊―我們一生像個漫遊的人。

    極目遠眺，眼前是一般景象，隨著行進的腳步，面前的景物不斷變換形狀，仿佛

隨著走近的腳步不斷變化。種種願望，尤其如此。我們尋尋覓覓，找到的常常與預期

的迥然不同，甚至超過預期；我們沿著一條路苦苦尋找，徒勞無功，結果我們尋找的

目標是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條路上。



9. 現在

唯有現在真實不虛        

   唯有現在真實不虛；它是真正變成了現實的時間，我們的生命僅僅存在於目前。

   因此，我們應當時時刻刻愉快地欣賞現在，清醒自覺地、原原本本地享受每個可忍

的時辰，每段沒有煩惱沒有痛苦的時光。也就是說，既不讓希望落空的慘澹過去把

目前變得黯淡無光，也不讓憂心未來令眼下失去風采。

   對往事耿耿於懷，對未來憂心忡忡，從而白白喪失眼下的好時光，恣意敗壞目前的

好時候，是徹頭徹尾的愚蠢。當憂則憂，當悔則悔，但各有其時。

10. 平淡日子

珍惜現在，享受目前        

    染病在身之日，情緒低落之時，回憶讓我們無限渴望每個無病無災的時辰，

把它們視為失去的樂園，遭冷落的朋友。

    假如我們在愉快健康的日子時刻記得上述感受，我們就能更加珍惜現在，享受目前。

但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度過美好的日子，直到壞日子來臨，才希望好日子歸來。   

成百上千個晴朗愉悅的時辰，我們沒有享受，哭喪著臉任其消逝；黯淡淒涼的日子降臨

，我們才徒然渴望好日子歸來，空自悲嘆。我們不應該這樣生活。

    相反，我們應該珍重每一刻可忍的現在，包括我們漠然處之甚至厭煩應付的平淡

日子。我們應該時刻記住，現在正變成過去，它一旦進入往昔的神殿，便籠罩在永恆

之光下，保存在記憶之海中。有朝一日，特別是糟糕的時辰到來時，記憶拉開帷幕，

它就成了我們衷心渴望的目標。



11. 幸福的標尺

明智的人追求的是無痛苦，不是快樂        

    沒有痛苦才是人生幸福的標尺。既無痛苦，也不覺無聊，本質上就實現了人世的

幸福。若要評估一人有多幸福，不要問什麼讓他快樂，應該問什麼令他悲傷。讓他

愁眉不展的事越微不足道，他的幸福度越高。身心安泰，才能覺察細枝末節；大難當頭，

感覺不到瑣碎小事。

12. 早晨 &夜晚

珍惜早晨，提防夜晚        

    一日之晨，宛如人之少年：輕鬆

愉快，晴朗清新。我們覺得強壯有力，

腦力體能，無不任由調遣。切莫晚起，

以免縮短上午光陰，莫做瑣事，莫事閒談，

以免浪費早晨時光。

     要把早晨視為生命的精華，珍而重之，如待聖物。

13. 已經擁有的

珍惜已經擁有的        

    看見不屬於自己的，我們很容易產生一個想法：「假如它屬於我，將會怎樣？」

這念頭讓我們自感匱乏。與其這樣想，不如常問：「假如它不屬於我，將會如何？」

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努力時不時這樣看待我們之所有，設想假如我們失去它們將會

如何；我們甚至應該這樣看待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財產、健康、朋友、情人、妻子、

兒女、馬與狗。

     原因是，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失去了一個東西，才真正知道它的價值。



14. 肉體與精神

強身健體之道        

    高強度使用肌肉，肌肉會變強；相反，高強度使用神經，神經會變弱。所以，

我們應當讓肌肉適度緊張，從而鍛鍊它，但是要謹防神經緊張。要保護眼睛，避免強光

，尤其是反射的強光；避免黃昏時分勉強使用目力，也不要長時間凝視細小物品。

同樣，不要聽強烈的噪音。不過，特別重要的是，不要強迫讓大腦長期緊張，也不要

讓大腦在不適當的時候緊張。

    不過，特別重要的是，我們要給大腦充分的睡眠，這是它恢復活力所必需的。

睡眠之於人的全身，正如上弦之於鐘錶。大腦越發達、越活躍，需要的睡眠就越多。

15. 生命歷程

在少年眼中，人生是無窮無盡的未來；在老人眼裡，人生是短短的過去。        

    年輕時，我們認為，如果某人某事對我們一生有重大影響，事情一定會轟轟烈烈

地發生，人物必定在鼓樂齊鳴中登場；年老了，回顧以往，才知道一切都悄悄然，

躡手躡腳從後門溜進來，幾乎察覺不到。

    只要我們還年輕，不論別人說什麼，我們都認為生命沒有終點，並按照這個想法

對待時間。年齡越大，我們越珍惜時間。

    身在船上，見岸邊景物漸漸後退，越來越小，方意識到自己在前行。同樣，我們

心目中的年輕人，年齡越來越大，留意到這一點，我們才察覺自己已經變老，越來越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