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起首次聘僱外籍監護工及家幫傭雇主必須接受聘前講習，至今已有一萬多名雇

主參加，但是勞動部發現，很多選擇網路講習的雇主或代講習人員因操作不完全，導致被

誤認為未參加講習，提醒雇主應詢問清楚相關流程，以免因此被罰或影響聘僱外勞時程。

    為使首次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的雇主，確切了解聘僱外籍看護工相關聘

僱管理法令及資訊，勞動部今年 7 月 1 日開辦「雇主聘前講習」，至 9 月底已有 1.3 萬

名雇主完訓。但勞動部發現，很多雇主選擇採用智慧型手機參加「網路講習」，卻未在

講習後使用自然人憑證完全認證，後續勾稽被認定未完成聘前講習。

    勞動部表示，民眾第一次於電腦上使用自然人憑證參與網路講習時，若遇元件安裝

問題可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查詢相關資訊。若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網路講習

後，需使用自然人憑證至網站認證，才算完成網路講習程序；若是使用桌上型或筆記型

電腦參與網路講習或認證時，應以 IE 瀏覽器 9.0 以上版本操作。

    勞動部提醒，只觀看影音專區的影片不能認定為參與講習，必須進入網路講習專區，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資料並觀看影片才算完訓。若是代講習人員代替雇主參與網路講習時，

切記不能將代講習人員資料填至雇主欄位。民眾完成網路講習後，將取得一組完訓證明

序號，若遺忘該組序號，可隨時至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站的「完訓憑證查詢」專區查詢。

網路外勞聘前講習 別忘自然人憑證認證



    立法院第二會期總質詢今天將結束，院會周五將開始處理討論事項。程序委員會中

午討論周五議程草案，國民黨團、民進黨團更自提出變更議程順序，經協商達共識，程

序委員會將國民黨立委吳志揚提出有關周休二例的《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列為周五討

論事項第一案，吳玉琴提出的攸關外勞三年免出境的《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列為周五

討論事項第三案。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上會期 7月 11 日在國民黨籍召委王育敏主持下，突襲通過吳志揚

版本的周休二例《勞基法》修正草案，程序委員會今排入周五院會議程，不過，據了解，

民進黨將提案送交朝野協商，與 10 月 5 日民進黨籍召委陳瑩主持初審通過的政院版、民

進黨版等修法版本併案處理。

    此外，立法院社環委員會 6月 23 日初審通過吳玉琴提出的《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

修正草案，取消外勞在台工作3年期滿後須強制出境的規定，讓外勞可長時間在台工作，

避免僱主面臨勞力空窗期，外勞也不必因離境再多繳一次仲

介費。勞動部估計，新制上路後每年約有 1 萬 4 千名外勞

受惠。（曾盈瑜／台北報導）

    新竹市王姓女子因外祖母有壓迫性骨折、骨質疏鬆

等症狀，91 年間在台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

就診期間，偽造中醫大診斷證明向勞委會申請外籍

看，遭依偽造文書罪嫌起訴，但因新竹地院一直聯絡

不上王女，導致追訴期時效超過，最近判王女免訴。

    「不是有錢就可以申請看護。」新竹縣衛生局長殷東城表示，申請外籍看護是依醫

師評估的巴氏量表，許多民眾認為家屬的病況和年紀，「應該」適合受外籍看護照顧，

但往往經過評估後，卻無法申請，造成民眾不滿。

    目前申請外籍看護工須符合三項條件，一是特定項目重度身障者如智能障礙、植物

人等；二是未滿 80 歲者經指定醫院評估有全日照顧需要，經「巴氏量表」評分 35 分以

下者，三是80歲以上、經指定醫院評估有嚴重依賴照護需求者，即巴氏量表60分以下者。

    勞動部去年 8月，調整申請外籍看護的條件，增列開放「85 歲以上且輕度失能者」

如無法自取食物，須人餵食等也可申請，今年生效後許多民眾受惠。

《勞基法》周休二例列第一案　綠營擬與一例一休併案協商

有錢就能請看護？ 須符合 4條件



    日前有外籍勞工因為職災在宿舍療傷，卻被雇主惡意謊報外勞逃跑。對此，勞工團

體表示現行法制雇主很容易謊報，讓外勞權益受損，呼籲應要修改法條，嚴懲惡意雇主。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今天表示，一名菲律賓移工 F，今年因工廠安全疏失

造成職業災害，導致整個右手掌被滾燙橡膠嚴重燙傷，緊急開刀後，多次清創，期間居

住於工廠宿舍靜養療傷。

    移工 F今天要因職災情事至法院開庭，但雇主明明知道移工 F住在宿舍，還通報他

逃跑且報警抓人。吳靜如批評，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情，都是因為現行法制的緣故。

    吳靜如表示，根據現行法制，雇主要通報外勞逃跑相當容易，該協會不到 1年就接

獲 2 件求助案例。吳靜如說，外勞被註記逃跑不僅影響其在台灣的工作權，甚至還會限

制其人身自由，對外勞的後半生影響很大。

    要取消外勞的逃跑註記，吳靜如說，只有雇主主動撤銷及主管機關調查確認後 2種

方法，跟雇主通報外勞逃跑的程序僅需書面通知移民署、勞政機關跟警方相差很大，是

破壞人權且台灣奴工制度的表現，呼籲應檢討法條，嚴懲惡質雇主。

    對此，勞動部說，現行規定如果雇主惡意不實通報將可處新台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

罰鍰，且 2年內還會管制其聘雇外勞的許可，外勞的逃跑註記也會撤銷。

    勞動部表示，雇主要通報外勞逃跑，必須要 3日失去聯繫，雖然 3日內雇主可通知

警方，但警方也只能協尋，並交還給雇主。

惡意通報外勞逃跑 勞團籲修法嚴懲雇主



    日本政府於本週二正式表態，最快自明年起將在數個特定的經濟區域，開放外籍的

農業、長照護理勞工，這是在日本快速成長的白髮經濟活動中，最缺乏人力的兩個產業，

傳聞多年的日本若正式開放，工人來源以印菲越三國為主，首當其衝的勢必是台灣。

日本外勞人數攀升

    據日本時報（Japan Times）報導，日本政府在

本週二正式表態，為解決其國內白髮經濟鏈嚴

重短缺人力問題，最快將於明年在幾個特定

的區域或農村內，開放外籍的農業與長照工

人來日本工作。由於當前日本國內仍是明

文禁止外籍非技術勞工，安倍晉三（Shinzo 

Abe）首相日前亦積極走訪國會和各團體，

他公開呼籲國會，「應加速政策制定的

流程，並弄清楚所需的經費和未來法案規

範。」

    一旦日本開放外籍勞工，首當其衝的勢必為

台灣，目前台灣與日本皆面臨農業人口老化及長照看

護的勞力短缺，在長照制度上，因日本尚未開放外籍看護赴日，台灣暫時可已賴印尼、

越南與菲律賓等國的人力支撐，但如今若日本決定明年正式開放，但就薪資結構和就業

發展層面來看，日本都優於台灣太多，勢必造成勞工選擇的排擠效應。目前日本的「研

修生」平均月薪約 10 萬日幣（約 3.3 萬台幣），雖需額外扣除各種雜費或支出，但相較

台灣給予看護與家政外勞僅 1萬 7千多台幣的月薪，仍有很強的吸引力。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的統

計，日本現在的農業從業人數僅 192 萬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3%，更僅剩 1990 年四

成水準，再加上龐大的老年人口，農業與長照看護確實是日本當前必須解決的重大議題

之一。其中家庭照顧類工人將可期望在明年 4 月，通過與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的經濟夥

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後同時開放，取代現在倍受批評的「研修

生」制度，正式進入與台灣「搶人」的對抗。

(中時電子報 )

日預明年開放農業長照外勞 台首當其衝



雇主：桃園 林先生

外勞：印尼籍恩瑪

   被看護者阿嬤患有失智症，脾氣比較暴躁

不穩定，晚上也不睡覺，所以照顧她的人不僅

需忍受阿嬤陰晴不定的脾氣，以及日夜顛倒的

作息，不過恩瑪來了之後，慢慢的就可察覺阿

嬤已逐漸的改變中，雖然阿嬤一開始會排斥，

但憑著恩瑪的愛心與耐心，以及瞭解失智症患

者心情要平靜，就不能再給予刺激或衝突，凡

事都配合阿嬤，順著阿嬤，過沒多久，阿嬤的

性情漸漸穩定下來，縱然日夜顛倒的作息難以

在短期內改善，但至少不會吵鬧而影響到雇主及其他家人，由此可見恩瑪的照顧成效是

立竿見影的，讓雇主稱讚不已。

   恩瑪自從接續照顧阿嬤後，就必須配合阿嬤的白天昏睡，晚上睡覺時間頻繁活動的情

況，對此恩瑪都沒有絲毫怨言，反而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陪伴阿嬤，與她聊天開玩笑，

這也讓阿嬤覺得有安全感，不會胡思亂想及心情浮躁。

   阿嬤無牙齒咀嚼食物，每日三餐均須恩瑪的協助餵食，為了阿嬤能順利進食並兼顧營

養，恩瑪會將阿嬤的食物煮的軟爛，並隨時變換菜色，準備新鮮果汁，阿嬤的身體健康

也日漸穩定。

   恩瑪並不因為照顧阿嬤，就忽略其他家務事，譬如打掃阿嬤房間、浴室及清洗阿嬤衣

物等，而且每日應做之事也會主動做好妥善之分配，因此所有的工作，並不須要雇主在

旁叮囑，雇主也曾向外勞表示，以照顧阿嬤為主要工作，其餘工作可不必理會，但恩瑪

對於自己分內之事仍堅持不假他人之手，此精神實令人敬佩。

   過去阿嬤因身體情況及脾氣不佳，家人也就很少讓她出門，但長期如此對其病情與個

性反而無益，恩瑪深知此道裡，因此白天只要有空，恩瑪就會帶阿嬤下樓與自家工廠的

員工打招呼聊天，使得阿嬤個性開朗許多，言語表達也在平日訓練下，順暢不少，現在

全工廠的員工都知道阿嬤身旁有一位得力助手恩瑪在照顧，一致對其表現讚不絕口。

樂觀合群的恩瑪



    張先生是某公司老板，事業很

成功，做人很海派，經常與朋友聚在

一起大魚大肉、抽菸喝酒，50 多歲

仍有強壯的體格，從未生什麼

大病。近 1、2 年來，偶爾會

有胸悶現象，但他習以為常，

不願就醫。

    可是胸悶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不但胸口悶痛得厲害，還像是一塊大石頭壓住似的。不得已被太太拉到醫院檢查，醫師

說他的心臟血管塞住了，最好做心導管檢查，但他覺得，每次胸悶時，只要吃個藥、休

息一下就沒事了，何必冒險做檢查呢！

    1 天晚上，他獨自在客廳看電視，突然胸口悶痛得特別厲害、冷汗直冒，不久就失

去意識 ...。夜深了，老張的太太在床上等不到人，到客廳查看，才發現他倒在沙發上，

已經沒有呼吸――那年張先生才 55 歲！

胸口悶痛 典型徵兆

    可能有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經驗，心臟突然莫名其妙的跳動一下、心口悶悶的、胸前

一陣緊、胸口好像塞住似的一時喘不過氣來，或是胸口悶痛，不論是那一種情形，有時

不免擔心「我是不是有心臟病？」、「會不會是可怕的心肌梗塞？」

    電視上也常看到這樣的情節，劇中人大怒不已，突然用手摀住胸口、臉色蒼白、喘

不過氣而休克，親人趕緊將他送醫急救的畫面。這就是典型心肌梗塞發作時的症狀，發

作時病人會感覺好像石頭壓在胸口似的，一整片胸口悶悶的；和偶爾胸口某一點痛，可

以用手指指出某一定點的胸口疼痛不太一樣。

    而在現實生活中，也不乏像這樣突然病發送醫，或甚至突然死亡的事件。

心肌梗塞 奪命一瞬間



心肌梗塞 死亡率高

    心肌梗塞的確是一種危險性非常高的疾病，過去有很多患者在未送醫前即已死亡，

所以死亡率常被低估。根據統計顯示，發生心肌梗塞的患者中，有一半來不及送醫即已

死亡；送到醫院之後，又有一半可能因此死亡而無法康復出院，可見其危險性之高。大

家熟知的前台北市長馬英九的父親馬鶴齡，即因心肌梗塞，來不及救治而過世。

    所幸現在醫學進步，有許多新藥、新技術可以挽救病人的性命，目前心肌梗塞患者

住院期間的死亡率平均約 10%。但心肌梗塞的嚴重程度有別，如果是最嚴重的，已經引

起肺積水、休克等症狀，則死亡率可高達 50% 至 70%，因此一旦發生心肌梗塞，一定要

立刻送醫。

冠狀動脈阻塞 導致心肌梗塞

    為什麼會發生心肌梗塞？心臟要維持正常的運作，必須有充足的血液供應，而負責

心臟血液供應的即是冠狀動脈。冠狀動脈是滋養心臟的動脈血管，有許多小分支遍布整

個心臟肌肉，心臟的各種功能得依賴這些小血管供給氧氣與養分。

    一旦冠狀動脈發生

狹窄或阻塞，造成血液

供應出現問題，心臟便

無法正常運作，病人會

出現胸悶等各種不適症

狀，即稱為冠狀動脈心

臟病。

    冠狀動脈發生狹窄或阻塞，最常見的原因是動脈硬化斑塊破裂造成局部血栓所引起，

有些患者則是因為血管抽筋（痙攣）而造成。因動脈硬化、狹窄，斑塊破裂引起血栓堵

塞血管，或在運動時心臟血氧需求量大增，而無法供應充足的血量時，就會發生心臟缺

血、缺氧，輕者引起短暫、輕微的胸口不適，也就是心絞痛或狹心症。

    一旦血管在短時間內完全阻塞，則失去血液供應的心肌細胞會因此而死亡，心臟的

收縮功能大受影響，患者可能出現劇烈胸痛、冒冷汗等現象，即所謂的心肌梗塞。由此

可知，心肌梗塞可說是冠狀動脈心臟病很嚴重時的一個極端表現。



胸部悶痛、絞痛 不可輕忽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一半以上的心肌梗塞患者，在發作前的一個月內，都有或

輕或重的胸部悶痛、心絞痛等症狀出現，但患者往往輕忽這些症狀的重要性，錯過就醫

診治的最佳時機，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心絞痛的典型症狀，常在運動中發生，此時整個胸口好像被一塊大石頭或重物壓住

的壓迫感，有些人甚至會感覺有一股熱氣從胸部上升至脖子或下巴的部位，也有些人會

合併左手痠麻的感覺。大多數人發生心絞痛的位置是在胸前，無法指明是那一點，只是

整個胸口有重重的壓迫感；有些人是靠近胃部的地方疼痛，而被誤以為是胃痛不舒服，

猛吃胃藥；有時疼痛會輻射擴散到下巴，而被誤以為是牙痛；有的會輻射到左上臂內側，

沿著上臂傳遞到左手腕內側、或肩胛骨附近。

    要注意的是，有些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人，並不會感覺胸悶的症

狀，而是以突發性的喘不過氣來表現，必須特別留意。

反覆胸痛 宜速就醫

    若出現這些症狀，且反覆發生，就必須儘速就醫檢查，否則一旦症狀加劇、時間持

續很久，就可能是已經造成心肌梗塞了。

    而心肌梗塞可以說是最嚴重的心絞痛，

不但胸悶的症狀比心絞痛更嚴重，胸悶的

時間也更久，即使是休息沒運動的

狀態下，也可能發生。



照心電圖、Ｘ光辨原因

    對患者來說，心肌梗塞的診斷，最重要的是症狀的確認。如果在短短數日內有反覆

發作的胸悶、反覆性的突然感覺四肢無力且合併有氣喘或胸悶、經常頭暈目眩或莫名其

妙的心悸等症狀，就應儘快就醫，尤其是胸口疼痛厲害、冒冷汗、氣喘時，即使只是一

下子就過去了，仍應馬上送急診，不可拖延。

    重複發作可能代表心臟血管時而阻塞時而暢通，而疼痛厲害等症狀，更可能表示已

造成心肌梗塞，有猝死的可能。

    送醫後心肌梗塞的診斷，包括 10 分鐘內必須做心電圖檢查；X光檢查以與肺栓塞、

主動脈剝離等其他疾病做鑑別，並判斷是否已造成肺積水；抽血做心肌酵素檢查，看心

肌損傷的程度如何。因為抽血檢查必須等 4 至 6 小時才能得知結果，所以不能做為單一

的診斷，以免延誤治療時機。

    在症狀、心電圖及抽血等 3個項目中，只要有其中 2種與心肌梗塞相符合，即可診

斷確定，並立刻加以治療。

發病 12 小時內 治療黃金期

    心肌梗塞的治療，最重要的是把阻塞的血管打通，且越快越好，至少在病發的 12 小

時內必須進行。打通血管的方法，可利用血栓溶解劑將破裂的動脈硬化塊上的血栓溶解，

成功率約 70%~80%；另一種則是進行緊急冠狀動脈介入術，利用心導管將阻塞的血管打

通，配合血管支架置放及新一代血小板抑制劑的使用，患者 30日死亡率可降到 5%以下。

    不過在準備做心導管等治療前，術前準備非常重要。因心肌梗塞送醫的患者，到急

診室時，通常醫師會先給予充足的氧氣供應及止痛藥物；

然後給予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使血流更順暢些；

並視患者的狀況，給予硝化甘油等藥物，使血管放

鬆。血壓是另一個很重要的項目，也代表心臟功能

的狀況，如果血壓太低，要以藥物等使血壓上升，

甚至用到葉克膜體外循環，來保護心臟。若有心律不

整、心室顫動等問題，則必須電擊，來恢復心臟功能。

所有的這些動作，都是為了保護心臟，因為患者必須在穩

定的狀態下，才能做心導管等進一步的治療。



必要時可做冠狀動脈繞道術

    如果患者有太多條動脈血管都嚴重阻塞，或血管打通效果不佳，也可考慮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此外，還有葉克膜體外循環、主動脈氣球幫浦等方式，

來輔助維持血管暢通、撐住心臟的功能，以進行必要的治

療，更有效降低了心肌梗塞患者的死亡率。

    除了緊急心導管之外，有許多藥物，也能輔助降低心肌

梗塞患者的死亡率。例如在心肌梗塞的急性期，可使用血栓溶解

藥物、阿斯匹靈 (aspirin)、肝素 (heparin) 等藥物，來解除患者

的危機；患者病況較穩定後，則可利用乙型阻斷劑、血管張力素轉化

酶抑制劑、或較新型的血管張力素受體阻斷劑等藥物，來使心臟功能恢復

得更好。

預防得從日常生活做起

要預防心肌梗塞的發生，就得從改變生活作息等可控制因素做起，包括：

1. 飲食避免大魚大肉，尤其是高熱量、高脂肪的食物，多攝取五顏六色的蔬果。

2. 維持理想的體重，身體質量指數 BMI 值（體重／身高平方）控制在小於 24kg/m2。

3. 規律的運動，至少每週 3次，每次至少 30 分鐘。

4. 有菸酒習慣者，吸菸必須禁止；而一時無法戒酒者，可少量飲酒

  （一天中的啤酒飲用量少於 300cc、紅酒少於 150cc、威士忌或白蘭地少於 30cc）。

5. 適度安排休閒活動或假期，避免過勞。

至於已經有動脈硬化等疾病的患者，則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意以下事項：

1. 規律服藥。醫師開給的藥物必須規律服用，才能有效降低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2. 不宜到太寒冷的地方去，如果一定要去，要注意保暖。低溫易造成血管收縮，

   超過一定程度則易引起斑塊破裂，阻塞血管。

3. 溫泉不要泡太久，流汗太多必須補充水分，以防脫水。泡澡泡太熱、太久，

   易引起血流急速流動，造成斑塊破裂。

4. 保持情緒穩定，情緒激動也是心肌梗塞的誘發因子。

5. 勿過度忙碌、熬夜或長期緊張，應有適度休閒。

6. 多攝取蔬菜及多喝水，避免便秘。



    有個青年向一個富翁請教成功之道，富翁卻拿了三塊大小不一的西瓜放在青年面

前，問道：「如果每塊西瓜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你選哪塊？」「當然是最大的那塊！」

青年毫不猶豫地回答。

 
    富翁一笑：「那好，請吧！」

    富翁把那塊最大的西瓜遞給青年，而自己卻

吃起了最小的那塊。

 
    很快，富翁就吃完了，隨後拿起桌上的

最後一塊西瓜得意地在青年面前晃了晃，大

口吃了起來。青年馬上明白了富翁的意思：

富翁吃的瓜雖無青年的大，卻比青年吃得多。

    如果每塊西瓜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那麼

富翁佔有的利益自然比青年多。

 
    吃完西瓜，富翁對青年說：「要想成功，就要學

會放棄，只有放棄眼前利益，才能獲取長遠大利，這就是

我的成功之道。」

 

【智慧沙】

只有放棄眼前利益，才能獲取長遠大利。

要想成功，就要學會放棄。

學會選擇，學會放棄



    父親給孩子帶來一則消息，某一知名跨國公司正在招聘電腦網路員，錄用後薪水

自然是豐厚的，而且這家公司很有發展潛力，近些年新推出的產品在市場上十分走俏。

    孩子當然很想應聘，可在職校培訓已近尾聲了，這要真的給聘用了，一年的培訓

不僅夭折了，連張結業證書都拿不到。孩子猶豫了。

    父親笑了，說要和孩子做個遊戲。

    他把剛買的兩個大西瓜放在孩子面前，讓他先抱起一個，接著要他再抱起另一個。

    孩子瞪圓了眼，一愁莫展。

    ! 抱 ! 一個已經夠沈的了，兩個是沒辦法抱住的。 

    「那你怎麼能把第二個抱住呢？」父親追問。 

    孩子愣神了，還是想不出招來。 

    父親嘆了口氣：「哎，你不能把手上的那個放下來嗎？」 

    孩子似乎回過神來，是呀，放下一個，不就能抱上另一個了嗎！ 

     孩子這麼做了。

    父親於是提醒：這兩個總得放棄一個，才能獲得另一個，

    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了。

    孩子頓悟，最終選擇了應聘，放棄了培訓。

    後來，他如願以償地成了那家跨國公司的職員。

 

【智慧沙】

    放棄，也是一種成本，經濟學上稱其為機會成本。

    在做出某個選擇的時候，實際上也是投入了這一機會成本的。

    不懂得放棄，什麼都不想放棄，那又何來心想事成，夢想成真呢！

放棄，也是一種成本



    一對夫婦幾年來省吃儉用，用攢下來的錢買了張到美州最便宜的旅行船票。 

一天又一天，他們羨慕地看著頭等艙的旅客在甲板上吃著奢華的大餐。 

最後，當船快要停靠愛麗絲島時，小孩生病了。

    做父親的找到服務人員說：

「先生，求求你，能不能賞我一些剩菜剩飯，好給我的小孩吃？」 

服務人員回答說：「為什麼這麼問，這些餐點你們也可以吃啊。」 

「是嗎？」這人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說，整個航程裡我們都可以吃得很好？」 

「當然！」服務人員以驚訝的口吻說：「在整個航程裡，這些餐點也供應給你和你的

家人，你的船票只是決定你睡覺的地方。並沒有決定你的用餐地點。」

 

【智慧沙】

    我們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樣，享受許多同樣的選擇權利。

但是，在得到這些享受前，我們必須放棄一些在自己看來非常理所當然的想法。

船票只決定你睡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