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解決境內大批外籍勞力非法打工，甚至遭人蛇集團操控、奴役的亂象，6月底泰

國軍政府頒布了新版外籍勞工法，要求境內400萬名非法外勞即刻離境，重新依「正當管

道」申請工作簽證，否則外勞本人最高將面臨5年徒刑；雇主每非法聘用一人，也將被罰

款40-80萬泰銖（新台幣35-71萬）。泰國政府表示，這項新政將保障來泰外勞的工作待

遇，並改善泰國為國際詬病的人口販運問題。然而，新制才準備上路，泰國境內就有3萬

多名外勞大舉離境，瞬間引爆的缺工恐慌，也讓大批中小企業主憤怒串聯，直稱新法上

路太急讓泰國經濟撐不下去。

    這份由泰國軍政府所通過的外勞新法，原定於6月23日正式上路。在新制之下，包括

農牧業、建築業、飲食美髮與零售等基層服務業，各種白領職缺都不得聘用外籍勞工；

若雇主有勞力需求，應優先聘用泰籍的本地員工，或依正常簽證管道，從緬甸、寮國與

柬埔寨引進特許勞力。

    泰國政府表示，新上路的外勞制度，將嚴格取締非法外勞，以迫使業界聘用法制

化，進而保障外籍勞工在泰國的工作權益：若經查緝，雇主每非法聘用外勞一人，就將

被罰以40-80萬泰銖。聘用登記與實際工作項目不符，雇主也將被罰以40萬泰銖；至於外

勞本身若非法工作，或非法跨業兼職，也將面臨最高5的有期徒刑或10萬泰銖（新台幣9

萬元）的罰款。

泰國面臨「外勞危機」：
移工新法引發缺工荒、萬名外勞離境潮



    《曼谷郵報》表示，泰國政府之所以急著在6月底前推動嚴格的外勞法規，其目的原

本是為了說服國際社會，並規避美國國務院6月27日所公佈的《2017年人口販運報告》。

在這份報告中，泰國政府不僅名列「第二級評等的觀察名單」，並遭美國國務卿提勒森

（Rex Tillerson）公開點名，認為執法不力的泰國，已成東南亞地區人蛇集團與強迫性

產業的交易樞紐。

    雖然泰國並未被列入最差的「第三級評比」名單，但離美方譴責卻只有一步之遙——

若相關問題仍無法獲得改善，美國政府或將對泰國自動祭出關稅與援助乘法，甚至影響雙

邊的經貿與援助談判。因此，泰國政府才會對非法外勞問題發動重手改革。

    根據估計，總人口6,800萬的泰國，境內就有500萬名外籍勞工，但只有130萬人透過

官方程序合法工作。之中，不少來自於緬甸、柬埔寨、寮國的外籍勞工，遭人蛇集團誘拐

入境後，被私下「販賣」到泰國各地，成為生死由人的「血汗奴工」——像是由《美聯

社》所調查揭發，並獲得2015年普立茲獎肯定的「奴工蝦寮」故事，就因揭穿了泰國稱霸

全球的水產出口業，奴役、虐待甚至虐殺外勞的悲慘故事，而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泰國政府

的強烈譴責。

    然而，泰國政府這回提出的嚴格規範，不但引發了泰國商界的強烈反彈，受到影響的

兩百萬名外籍勞工，更因害怕取締而陷入了恐慌返鄉潮，進而加劇了業界的白領缺工。泰

國NGO「勞工權益推廣網」表示，自從新制上路後，目前已有3萬名緬甸移工、3,000名柬

埔寨移工離職返鄉，預計外勞的離境數字很快就會突破10萬大關。

    此外，泰國商界對於新制的「匆促上路」與嚴苛罰則都大為反彈，像是泰國商業協會

（TCC）就公開要求泰國政府「給個合理說法」，並呼籲當局暫緩新制，好讓各大產業能

評估商業損失與人事安排。泰國製造業聯盟（FTI ）亦向勞工部遞交陳情，指對於外籍白

領的工作管制太過嚴苛，不僅人力缺口難以填補，暴漲的人事成本更讓各大產業面臨經營危機。

    在商界的強力反彈下，泰國總理巴育也承認「新制上路有點操之過急」，並主動提出

120天的「不罰緩衝期」。泰國政府強調，上路的新制並非要封殺外勞，如果雇主要將現

在的非法外勞轉聘為正職，仍可透過相關程序讓外勞先行返國，之後再透過註冊工作簽證

就能順利「轉正」。

    然而相關的輔導政策，仍不能說服商界。不少中小企業抱怨，相關的外勞簽證曠日廢

時，一來一往之間，往往要數個月才能通過核准，這對有管道、多門路的大型企業來說或

許不成問題；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卻將引發嚴重而難以復原的勞力斷層，甚至動搖剛從

政治不安復甦的泰國經濟。



    離鄉背井來台灣創世草屯安養院，照顧植物人的 3位越南女孩，平日除盡心盡力用

自己專業來照護；難能可貴的是，她們感同身受植物人亟需社會更多的關懷協助，今〈29〉

日聯手在草屯大觀市場發起義賣越南「春捲」，外籍看護此種為幫助植物人籌募經費的

用心，令人感佩。

    位於草屯大觀市場芬草路博登藥局前，今天出現醒目的「越南春捲‧愛心義賣‧

每份 50 元」大看板，旁邊還有 3位穿著越南服飾婦女，以很不標準的越南腔調國語，招

攬叫賣的聲音，引起沿街不少人的注意，並也吸引很多路人以實際行動來支持她們的愛心。

    來自越南的 26 歲阿蓉透露，其實她們來台工作已兩年，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顧植物

人的生活起居，因知道植物人經費募集困難，為了能幫助植物人募些資源，所以就邀阿

青、阿愛一起用她們較拿手，也是越南夏天較開胃的家鄉口味「春捲」來義賣，希望能

為創世的植物人多盡一份心力。

    創世草屯院院長曾香潓表示，創世 31 年來，始終堅持不放棄的照顧植物人，並給予

家屬支持，越南外籍勞工為協助籌募植物人經費的用心，確是令人動容，對基金會更是

一種鼓勵，但願愛心無國界，歡迎大家齊心來做公益。

外籍勞工義賣「春捲」 幫植物人籌募基金



    有外籍勞工雇主在臉書社團上公開監視器畫面，表示家中外勞「叫她打掃，每天都

在滑手機就叫她滾！」引起大批網友撻伐，認為雇主於宿舍設置監視器時，必須兼顧外

勞隱私。律師也提醒雇主，若在勞工私人空間架設攝影機恐挨告。

    臉書社團「靠北外勞與外勞仲介」有名雇主公開監視器畫面，控訴家中外勞都沒在

工作，只會滑手機，畫面是一女子穿著睡衣，躺在房間床上滑手機，但該照片也引起不

少網友討論，認為這樣有無涉及不法的問題，雇主若私設監視器事先無告知勞工，恐涉

及隱私。

    律師江信賢表示，雇主原則上只能在共同支配的空間內架設監視錄影器，如大廳或

公司，若是在勞工的私人領域內架設監視器，恐牽涉到妨害秘密問題，可向仲介、公司

或該縣市勞工局申訴。

    台南市勞工局提醒，雇主於宿舍設置監視器時，必須兼顧外勞隱私，且設置地點以

宿舍大門外部空間為限；如基於管理考量必須在宿舍內部架設，也只能架設在大廳、走

廊等公共空間，且雇主必須出示外勞同意書。

    另外，家庭類雇主擔心被看護人遭受不當對待，而外籍看護又與被看護人共用同一

個起  居空間時，則監視器的拍攝範圍僅限於病患的床鋪，否則將違反規定。

          監視外勞穿睡衣、滑手機？
                  雇主私設攝影機恐挨告  



    桃園市長鄭文燦 1日下午前往舊桃園火車站藝術月台，出席「VIPT 四國婚禮文化暨

桃園站前商圈婚紗展」活動，鄭市長表示，VIPT 自 7 月 1 日至 7月 21 日中午 12 時至晚

間 8時，在舊桃園車站藝術月台舉辦，展示各具特色的婚禮會場、禮服、婚俗用品等，

歡迎市民朋友一同來看展，了解婚禮文化的多樣性及豐富性。

    鄭文燦指出，婚禮可以看出國家的文化習俗，也可以讓大家體驗到不同國家的禮儀。

桃園有超過 10 萬 6,000 位外籍移工，是全台最多，新移民家庭也高達 6萬 7,000 個，市

府推動新移民及外籍移工友善政策，成立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而專責的新住民事務辦公

室即將掛牌運作，明（107）年 4月也會活化舊桃園分局，設立新住民文化會館，提供輔

導及法律服務窗口，讓桃園火車站周邊更具多元文化特色。

    鄭文燦也為來自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的佳偶證婚。鄭市長說，第 1對是台灣

新郎周業煜與越南新娘黃芳翠，黃芳翠在台灣工作 2年半回越南後，申請就讀中原大學

國貿系，畢業後在台灣工作認識周業煜，展開浪漫台越戀，把聰慧的留學生變成美麗的

新嫁娘。第 2對是 88 歲的台灣新郎李作新與 67 歲的印尼新娘余月英，30 年前余月英到

台灣旅遊，認識知名書畫家李作新，結婚至今是 30 年珍珠婚，因此

再舉行一次婚禮，讓兒孫一起觀禮。

    鄭文燦也說，第 3對是菲律賓新郎 Jayson 與新娘 Karen，2 人

在桃園虎頭山公園認識後，才知道彼此都在龜山工業區工作，十分

巧合，就這樣情定台灣、緣結桃園。第 4對是泰國新郎趙能醒與新娘

陳禹芬，2人都在泰國擔任中文導遊，因對華文文化有共同興趣，也對

台灣充滿熱愛，選擇先到台灣度蜜月，即將在泰國結婚。

    包括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羅伯特（Robert James Bintaryo）、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副代表艾奎諾（Carlo L. Aquino）、泰國經濟貿易辦事處勞工處長沃德婉

（Lupthawan Walsh）、台灣越僑協會理事長武文龍、立法委員鄭運鵬、桃園市議員范綱

祥、市府勞動局長王安邦、文化局長莊秀美、經發局長朱松偉、社會局長古梓龍、桃園

站前商圈文化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永隆皆一同出席。

         四國婚禮文化展　感受婚禮洋溢幸福感



    ［記者蘇金鳳／台中報導］為提高外籍看護學習看護技巧，勞工局推「移工安心培

力提昇計畫」，讓專業的護理人員到被看護家庭中，指導外籍看護的看護技巧，除了讓

被照顧者獲得更好的看護品質，也讓外籍看護也能因學到技巧能輕鬆看護。

    台中市目前有 9萬 5千名外籍勞工，其中有 2萬 5千多名外籍看護，人數相當多，

但很多外籍看護來台中市從事看護，照護能力並不專業，讓家屬相當困擾，很擔心因外

籍看護的照護不佳，造成被看護者二次傷害。

    為了增加外籍看護員的看護能力，勞工局從 7月起推出「移工安心培力提昇計畫」，

由專業的護理人員到被看護的家庭，對外籍看護進行照顧技巧的指導，不但可提昇外藉

看護的照護能力，更能因照顧技巧的學習，減輕看護的壓力，今年預計可協助 60 個被看

護家庭。

    勞工局表示，若有聘請外籍看護的家庭，可向勞工局申請，勞工局將請專業的護理

人員到家中指導協助教導移工如何看護，並講授相關護理知識及技巧。

勞工局指出，被看護的家庭可透過電話預約、或者是請當地里長協助、或由仲介公司提

出申請等。

    勞工局長黃荷婷表示，「移工安心培力

提昇計畫」除了提昇看護移工的照護技巧，

讓看護者獲得更好的照顧，也會因良好的照顧

，讓勞資關係更和諧。

提高看護能力 醫護人員傳授外籍看護員技巧



    【聯安診所／韋伊凡 醫師】

    爸爸是支撐全家重擔的大樹，為了

家庭努力往前衝，終年不辭辛勞地工

作、打拚卻從不說累。但是，工作的壓力、熬夜

與應酬的生活、抽煙喝酒的習慣，外加不均衡

的飲食，都可能是扼殺爸爸健康的頭號殺手。父親節將

至，身為子女的我們，除了給辛勞的爸爸一個熱情擁

抱，也應該好好檢視一下爸爸的健康狀況，在亮起紅燈前及時找出問題，

進而改善及預防疾病的發生。

    肝膽腸胃科韋伊凡醫師指出，根據聯安預防醫學機構統計 2007 年男性受檢者的十大

健康異常報告顯示，腸胃、心血管及肝臟健康表現最不理想。其中，男性普遍存在的「體

重過重」情形，也從去年的第四名，竄升至第三名。而在前七大健康主訴部分，困擾男

性的問題前三名則是腸胃、酸痛及壓力。

爸爸的健康及格嗎？



健康與事業反其道而行

    從聯安的健診數據中不難發現，男性在衝刺事業時，成就與薪資不斷往上攀升，但

健康狀況卻逐漸下滑。健診報告中常見的健康異常，包括脂肪肝、胃發炎、胃及 12 指腸

潰瘍、胃食道逆流、血脂異常等，近八至九成，且多數受檢者都有腸息肉問題，雖然多

為良性的息肉，但仍顯示出腸道健康普遍不理想，因此目前台灣腸癌的發生率居高不下。

    此外針對 50 歲以上的熟齡爸爸而言，泌尿系統則是另一個健康困擾。依據聯安男性

受檢者統計發現，超過四成的男性有攝護腺肥大現象，滴滴答答的頻尿困擾，造成生活

的的不便，影響生活品質。又因為攝護腺肥大解尿不順，尿液在膀胱長年濃縮結晶形成

尿路結石，一旦發作，疼痛感更讓許多熟齡爸爸不禁皺起眉頭。

 
健康檢查測出爸爸的健康分數

    男性心血管、肝膽腸胃及泌尿系統的健康問題，其實不難從不正常的生活作息、飲

食習慣及工作壓力中找出致病根源。綜合整理出影響爸爸健康的「十大危險生活型態」，

及可能引發的疾病，一旦爸爸符合危險生活型態，就應多給予關注，時時提醒爸爸，為

了自己的健康及全家人的幸福，從改變不正常的生活習慣開始，並定期安排完整的健康

檢查，審視健康狀態。爸爸在工作領域中成績耀眼，但健康分數究竟及不及格，需要透

過健康檢查為爸爸的健康評分。  



年輕爸爸 & 熟齡爸爸的健康檢查需求也要分齡

    完整的健康檢查，能清楚了解爸爸的健康狀態，依

據檢查結果調整生活、飲食習慣。除了基礎的體重、體

脂肪、血液常規、生化檢查、胸部 X光、腹部超音波、

肺功能等必備檢項，依照爸爸的年齡，應規劃更符合爸

爸需要的檢查項目。

   父親佳節前夕，提醒大家定期為爸爸作

個健康總體檢。唯有雄厚的健康資本做後

盾，爸爸辛勞所獲得的成就才有意義，家人  

才能安心的在大樹的呵護下享受幸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樹。

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樹下來，

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樹蔭下睡覺。

他愛大樹，大樹也愛和他一起玩耍。

 

後來，小男孩長大了，不再天天來玩耍 ...

一天，他又來到樹下

很傷心的樣子大樹要和他一起玩

男孩說：「不行，我不小了，

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沒錢買。」

 

大樹說：「很遺憾，我也沒錢，不過，

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來賣掉，你不就有錢了」

 

男孩十分激動，

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興興地走了。

 

然後，男孩好久都沒有來，

大樹很傷心。

有一天，男孩終於來了，

大樹興奮地邀他一起玩。

男孩說：「不行，我沒有時間，

我要替家裡幹活呢，我們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幫忙嗎」

深度好文！《大樹之恩》，很多人都看哭了...



「我沒有房子。」大樹說，

「不過，你可以把我的樹枝統統砍下來，拿去搭房子。」

 

於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樹枝，

高高興興地運走去蓋房子，

看到男孩高興，大樹好快樂。

從此，男孩又不來了。

大樹再次陷入孤單和悲傷之中

一年夏天，男孩回來了，

大樹太快樂了：「來呀孩子，來和我玩呀。」

 

男孩卻說：「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

我要揚帆出海，輕鬆一下，你能給我一艘船嗎」

 

大樹說：「把我的樹幹砍去，拿去做船吧！」

於是，男孩砍下了她的樹幹，造了條船，

然後駕船走了，很久都沒有回來。

 

大樹好快樂 ...... 但不是真的。

許多年過去，男孩終於回來

大樹說：「對不起，孩子，

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你了，我的果子沒了。」

 

男孩說：「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蘋果了。」

大樹又說：「我再沒有樹幹，讓你爬上來了。」

 



男孩說：「我太老了，爬不動了。」

 

「我再也沒有什麼給得出手了 ......

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樹流著淚說。

男孩說：「這麼多年過去了，

現在我感到累了，什麼也不想要，

只要一個休息的地方。」

 

「好啊！老根是最適合坐下來休息的，

來啊，坐下來和我一起休息吧！」

男孩坐下來，

大樹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故事

這棵樹就是我們的「父母」

小時候，我們喜歡和爸爸媽媽玩；

長大後，我們就離開他們，

只在需要什麼東西或者遇到麻煩的時候，

才回到他們身邊。

 

無論如何，父母永遠都在那兒，

傾其所有使你快樂。

你可能認為這個男孩對樹很殘酷，

但這就是我們很多人對待父母的方式。

 

請朋友們珍惜與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因為：

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會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