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勞動部統計，目前全台外籍看護人數已破25萬人，其中印尼籍看戶就超過19萬

人。印尼政府看準印尼國內也需照顧人力，由印尼國家銀行出資，請新北市聯合醫院在

看護回印尼前，提供專業照護訓練，首批訓練課程昨天開訓，有15人參加。

    新北聯醫與印尼國家銀行合辦的照顧技術培訓班，是透過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

處接線，由新北聯醫資深護理人員指導，昨、今共12小時課程，內容包括餵食與灌食、

管路照護、生命徵象、身體清潔及活動與運動等，小班分組實際操作，也安排CPR及自

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等急救課程。

    新北市聯合醫院副院長王祖琪表示，新北聯醫在去年7月推出外籍看護工照護技術

輔導計畫，幫外籍看護上課，提升他們的照護技巧，返回雇主家照護長輩更專業，累計

有122名印尼及越南籍照顧者參加，而此次參加培訓的15名印尼籍照顧服務員，都是和

雇主請假，抽空來上課。

    王祖琪說，印尼政府看到機會，願意付錢讓即將

回國的看護在台灣受訓，未來新北聯醫將半年舉辦一

次照顧技術培訓班，提升印尼籍看護專業，但他呼籲

台灣衛福部及勞動部在外籍看護落地時，就應讓看護

接受專業完整的訓練，否則沒專業又語言不通，照護

長輩難以放心。

印尼長線投資 看護在台訓練再回國服務



    外籍看護工莫名逃跑，雇主委屈哭訴，現在人沒抓

到，但他們得撐過漫長等待的3個月空窗期，才可能有人

來接手照顧媽媽，事發在台中，一名來自印尼的女看護

工，8月初欺騙病患出門買水，就一去不回，後來才發現

她的行李早就收拾好了，計畫性逃跑，雇主說，現在看護

疑似逃到新北市，而他們為了忙著通報、跑流程，生活整

個大亂。

    透天厝民宅，一名女子偷偷摸摸探出頭來，揹著後背

包，手再提一個行李箱，帶著家當越走越遠，這是打算離

家出走嗎？可能事先早已打電話叫好車，一呼即來，她是

外籍看護工，被雇主指控逃逸一個月，疑似躲在新北市板橋，沒被抓到。

    雇主說，她逃逸期間大膽在臉書開直播跟朋友聊天，鏡頭還拍到聊天對象，照顧

的阿公躺在床上，雇主透過臉書蛛絲馬跡，尋找失蹤看護工，同時也質疑她們兩人對

話沒有顧及病人隱私，同時還更換臉書大頭照，雇主表示，這名印尼籍看護工叫蘿貝

蒂，半年前簽約，平時照顧媽媽，表現都還不錯，但卻在上個月3日故失蹤，只知道從

台中市甲東路，往北部逃逸，雇主心煩，媽媽缺人照顧期間長達3個月。

    當事雇主劉小姐：「你看現在這麼多外籍移工逃跑，已經不罕見了，希望政府可

以替我們找到方法解決，而不是叫我們苦苦等待申請時間。」

    勞工局解釋，按照程序必須通報移民署查找，加上重新跑申請流

程，3個月等待期間，同時也提醒，請外籍移工雇主也需自保。

    台中市府勞工局外勞事務科長張嘉珮：「如果你沒有拿到勞動部招

募許可函的話，基本上全部都是違反規定的。」

    印尼看護工，欺騙病患去買水，走的卻是一點都不留戀，卻害的雇

主，原本生活大亂，心累又無奈，只能熬過漫長的跑流程空窗期。

印尼看護逃跑　雇主苦「心好累卻只能等待」  



    新北市勞工局統計，2012年至2018年7月底共有93件於醫療院所查獲違法就業服務

法而遭受罰鍰的案件，總裁罰金額高達980萬元。

    （台灣英文新聞/ 文化組 台北綜合報導）許多病患家屬在緊急需要人分擔照護工

作時，往往會考慮聘請外籍看護，許多不肖業者趁此機會，在新北市各大醫院以「跟

醫院合作」為由，媒介非法逃逸的外籍移工擔任看護工作。新北市勞工局統計，2012

年至2018年7月底共有93件於醫療院所查獲違法就業服務法而遭受罰鍰的案件，總裁罰

金額高達980萬元。

    因台灣人口結構改變，老化人口逐年增加，許多家庭在家裡的長者或病患需要長

期照護時，多數人會聘僱外籍看護工。但若緊急需要有人分攤照護工作時，病患家屬

無暇審視相關法令或查看護工的證件，輕信不肖業者的「一通電話明天上工」，僱用

由非法媒介聘僱逃逸外勞。

    勞工局表示，從2012年至2018年7月底，共有93件在醫療院所查獲非法外籍看護工

並處以罰鍰的案件，其中以馬偕醫院的22件最多，其次是台北醫院14件、雙和醫院及

亞東醫院的12件，耕莘醫院及汐止國泰醫院各6件、清福醫院5件、怡和醫院4件、恩主

公及慈濟醫院3件、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及輔大醫院各2件、同仁醫院及新泰

醫院各1件。

裁罰違法雇主罰鍰總金額高達980萬元。

    就連去年9月份才設立的輔大醫院，到目前為止亦有6例違法個

案查辦中。

    勞工局長許秀能表示，聘僱外籍看護工需事先向勞動部申請

許可，若聘僱對象為新住民，雖不需申請許可，但建議查驗居留

證、護照及依親戶籍資料等「正本」證件，並仔細核對相片及

身分資料，並拍照存證自保，以免聘僱到假冒新住民身分的

逃逸外籍移工。

    尤其一旦遭查獲非法聘僱外國人，僱主罰鍰至少15萬

元起跳，最高可罰75萬元，不可不慎。

外籍看護一通電話明天上工？ 當心受騙上當  



外籍看護工家庭喘息服務 放寬

一年最多補助21天 2.8萬人受惠

    ［記者吳亮儀／台北報導］有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若要申

請喘息服務，門檻可望放寬。衛福部證實，已和勞動部討論

和協調，重度失能、且家庭照顧功能薄弱的對象，將不受外

勞連續卅天不服務的限制，可優先申請喘息服務，估計最快

十一月可上路，將有二萬八千人受惠。

可不受外勞連30天不服務的限制

    衛福部長照籌備辦公室專委周道君說，這次更動規定是將有外籍看護工的家庭申

請喘息服務的門檻略微降低，一年最多可補助廿一天，費用約三到四億元。

    長照資源有限，之前規定聘請外籍看護工家庭，必須要外勞連續一個月沒有服

務，才能從第卅一天開始申請喘息服務，因此有些家庭無法適用，導致外勞必須一直

工作，新措施上路後，讓外勞有機會休假，空出來的日子就能申請喘息服務。

    周道君說，新規定門檻有兩個，一是符合重度失能者，二是要家庭照顧支持功能

薄弱者，例如獨居或照顧者也超過七十五歲等，都符合條件的話，就可不受外勞連續

卅天不服務的限制，優先申請喘息服務。

符合2要件可申請 最快11月上路

    符合喘息外籍看護工家庭一年最多補助廿一天，當外籍看護工要休假時，聘僱家

庭可以事先向長照中心申請喘息服務，估計最快十一月可上路。



    南投縣南投市有南崗工業區，許多外籍移工騎電動自行車代步，因不需考照常傳事

故，昨天又發生一起移工酒後雙載騎電動自行車肇事，居民嘆「不意外、外勞都亂騎，

都沒在看」。

    騎乘電動自行車不需駕照、不用懸掛車牌，近年許多外籍移工紛紛從騎自行車「升

級」為騎電動自行車，不過因未經考駕照所需的法規測驗及駕駛訓練，外籍移工往往因

不熟交通法規而肇事，根據聯合報報導，警政署統計去年電動自行車肇事共 1508 案，是

5年前 2倍多。

    南投市因有南崗工業區，是南投縣外籍移工生活聚集大本營，約有 6000 人，據許多

市民長期觀察，近年移工多以電動自行車代步，常見有逆向、闖紅燈、隨意跨越車道等

交通違規，險象環生，不時傳事故，居民常在臉書社團抱怨。

    兩名印尼籍移工昨天晚間酒後騎電動自行車雙載，行經南投市彰南路二段與福崗路

一段路口，疑闖紅燈遭遭一輛汽車攔腰撞擊，路口監視器畫面可見，駕駛移工遭撞滾上

車頂後落地，警消獲報到場救護送醫，所幸兩名移工都是皮肉傷、無大礙。

    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副分局長劉滉潾說，騎乘電動自行車的外籍移工

酒測值 0.45mg/L，另一方汽車駕駛黃姓男子則無酒精反應，由於涉

及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昨天晚間依涉犯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對於外籍移工騎電動自行車違規行為，劉滉潾說，外籍移

工多在假日騎電動自行車外出，警方假日在南崗工業區

附近、南投市區加強取締，每月另規劃重點取締勤務；

同時與僱用業主配合，派員警前往工廠加強宣導交

通法規。

外籍移工愛騎電動自行車 南投警取締違規



解決長者用藥問題 奇美藥袋增東南亞語 讓看護讀懂

勞局培訓通譯員 外勞心理諮詢即時通

    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老人家多重用藥所衍生的問題也逐漸浮現，尤其外籍看護看

不懂用藥資訊，往往會造成不當用藥的問題，奇美醫學中心今年起不僅設置高齡無障礙

友善櫃檯，還提供英文、越南文、印尼文及泰文等多國語言衛教單，輔助外籍照顧者閱

讀，十分貼心，獲得病患及家屬肯定。

    奇美醫學中心藥劑部藥師劉盈伶表示，有位年近 8旬的阿公，因長期失眠持續到不

同診所就醫，沒想到卻同時服用 7種藥物，導致全身無力、暈眩跌倒，原以為是低血壓，

住院後發現是不當用藥，經奇美醫學中心急診高齡整合團隊協助整合減藥，才獲得改善。

    劉盈伶表示，為方便 65 歲以上老人，院內不僅設置高齡無障礙友善櫃檯，提供方便

領藥服務，另備有放大鏡、老花眼鏡，並在藥袋上使用彩色圖示標示用藥時間，同時，

為了方便外籍照顧者正確使用藥品，協助看護清楚了解藥袋上資訊，更提供英文、越南

文、印尼文及泰文等多國語言衛教單。

    劉盈伶說，回歸用藥安全，就要提升高齡長者對於重複用藥、不適當用藥的正確知

識，不要服用來路不明的偏方，或是街坊鄰居口耳相傳的

藥物，私自停藥等，這些不正確的用藥觀念，容易導致不

良反應產生。

    在臺工作的外籍勞工如不幸遭受性騷擾、性侵、人口販運、人身傷害或職災等不當

對待創傷，易導致心理及精神疾病，為讓心理諮商時面臨語言不通、文化隔閡問題，新

北市勞工局首創「心理諮詢雙語通譯人員培訓課程」，培訓二十位擅長越、印、菲、泰

語言的通譯人員，配合心理諮商課程，讓通譯人員可協助諮商師即時溝通，提昇成效。

    勞工局長許秀能表示，本次心理諮詢課程，主要是培訓通譯員擔任溝通橋樑時能具

備心理諮商知能，除負責翻譯更能有效將諮商師要表達的心理諮商內容傳達給外籍勞工，

幫助諮商師減少文化上的代溝，及時發現外籍勞工心理健康狀況。

    外勞服務科長廖武輝說明，此次培訓內容除了安排四十二小時認識心理諮商概念、

專業倫理、同理心訓練等課程，將進行團體討論與實際演練，通過口試測驗後會有結業

證書，完成培訓的通譯人員，未來會提供名單予警察局、家防中心以及安置中心等單位，

協助相關心理諮商通譯服務。

際演練 通過 試測驗後會有結業

局、家防中心以及安置中心等單位，



外勞最快本月破70萬人　學者：企業依賴加深

    因產業需求與照顧需求日益增加，勞動部最新統計，截至 7月底止，在台外勞人數

已達 69 萬 2868 人，創下史上最高；依過去成長速度預估，最快這個月在台外勞人數就

會破 70 萬人。學者指出，產業外勞人數多增加在原本就在使用外勞的產業，顯見缺工問

題持續惡化中；若人數持續增加，可能造成企業依賴加深、更不願意提升勞動條件與改

善工作環境，籲政府注意。

    依勞動部統計，目前全體 69 萬名外勞中，產業外勞約有 44 萬人，社福外勞約 25 萬

人。依國籍來看，以印尼 26 萬人最多，多數為社福外勞；越南 21 萬人居次，菲律賓 15

萬人排第三，兩者多為產業外勞。

    勞動部過去多份委託研究指出，外勞人數增加和本國失業率並無太大關連，原因在

於，會申請使用外勞的多是本來本國勞工就不喜歡從事的工作，數據顯示，這些企業就

算付出數倍的就業安定費也要聘用外勞。依目前勞動部規定，一般製造業聘用每位外勞，

每月要付 2000 元就業安定費；若要在核准人數比率上再增聘外勞，就安費需再增加，人

數比率最高可再增加 10 個百分點，但超過的部分每人就安費將增加到 9000 元；但即便

如此，外勞人數仍在增加中。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觀察發現，產業外勞人數增加的行業，多數

都是原本已經開放的 3K 產業，原因就是原本人力短缺的產業，需求量越來越大；加上少

子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產業外勞需求自然會提高。辛分析，在我國既有的外勞管控機

制下，70 萬人對我國就業市場佔比仍低；但若外勞人數持續增加，確實可能造成對產業

前景不樂觀的企業，不願意改善工作環境，對外勞的依賴進一步加深。

    至於引進外勞是否會降低本國勞工薪資，辛炳隆說過去研究確實發現外勞人數較多

企業，其受僱本國勞工薪資較低，但到底是原本就偏低，還是使用外勞後才降低，尚無

法證實。辛炳隆說，若政府現在禁止企業使用外勞，缺工影響下本國勞工薪資確實會提

高，但提高後可能仍然沒有本國勞工想從事，也可能造成產業外移。

    社福外勞人數增加，過去研究指和女性勞參率增加有關。辛炳隆說，人口老化加上

照顧人力不足，自然會就帶動社福外勞需求，這部分的潛在危機是來源國太過單一，

若來源國停止輸出外勞，可能會衝擊照顧產業。依勞動部資料，現有社福外勞中，高達

76% 是來自印尼。

    勞動部強調，引進外勞是為了補充國內缺工狀況，不會排擠本國人就業，對於外勞

人數也都會滾動檢討中。



文／趙芬尼

    65歲以上的老人普遍有骨

質疏鬆，容易骨折，尤其髖部骨

折，對老人來講可能致命。長老

會皇后醫院主治醫師、老年專科

醫師蔡添才表示，發生髖部骨折

的老人，一年內死亡率高達45%

以上。

    蔡添才指出，骨質疏鬆是無

聲無息的疾病，髖部骨折更被形

容為「老人殺手」，因骨折後長

期臥床，容易引發感染，包括肺

炎、泌尿道感染、褥瘡等併發

症，會危及生命，所以老年人尤其要防跌倒，更要及早預防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的 3大成因骨質疏鬆症是指骨密度和骨質量下降、骨組織的微結構破壞、造

成骨脆性增加、易於骨折的全身性骨病。主要分為3類：

1.絕經後骨質疏鬆

    女性更年期後是骨質疏鬆的高危人群。女性的骨質量在30~35歲達到最高峰，但更年

期過後，體內的雌激素分泌開始減少，使女性失去女性荷爾蒙的保護，骨質流失加快，引

致骨質量迅速下降，大大增加因骨質疏鬆而導致骨折的危險。

2.老年性骨質疏鬆

    很多人常年吸菸、飲酒、喝咖啡和可樂，這些人到老了最容易骨質疏鬆。體力活動缺

乏、飲食中營養失衡、蛋白質攝入過多或不足、高鈉飲食、鈣和維生素D缺乏（光照少或

攝入少）也是造成骨質疏鬆的原因。

骨質疏鬆症了怎麼辦？骨質疏鬆症了怎麼辦？
補充鈣質或維生素 D真的能治好骨鬆嗎？補充鈣質或維生素 D真的能治好骨鬆嗎？

食、鈣和維生素D缺乏（光照少或



3.特發性骨質疏鬆

    特定疾病（如甲狀腺功能異常等），長期服用某些藥物（如類固醇、某些抗癲癇藥物、

抗凝血劑等），也可能引發骨質疏鬆。無論屬於哪種情況引發的骨質疏鬆，都可造成不小

的危害。患者會感覺腰酸背疼，脊柱變形，身材變矮，若長期不改善骨質，骨頭變脆，甚

至一碰就骨折。

重視骨質疏鬆問題

    早期發生的骨質疏鬆，症狀並不明顯，容易被忽視，直至發生骨折意外。蔡添才提醒，

民眾可透過檢測骨密度、放射性評估等辦法，確定是否有骨質疏鬆。女性40歲、男性 65

歲就要檢查。一旦發現問題，應該重視。

如何提早為自己存骨本？

☉通過正常飲食攝取鈣質

    成人每天的鈣質攝取量應不少於 1,000毫克，停經婦女不少於

1,200毫克。蔡添才建議，在日常三餐飲食中，可多加入豆類、紫菜、

芝麻、小魚乾、蝦米、牛奶等食物補充鈣質。

☉多晒太陽，補充維生素D

    中老年人日常應多晒太陽，補充維生素D，可促進鈣質吸收。

☉規律運動，維持體重

    如散步、慢跑等，並保持適當體重，有助於維持骨骼健康。

☉避免喝酒、抽菸、喝咖啡，以免增加骨折機率。

●如果骨質疏鬆較嚴重，需要用藥物控制時，應詢問醫師，不可自行用藥。



    這天教堂舉行兒童奉獻禮，九個小男生、小女生由爸爸或媽媽抱著、牽著，來到

了講台前的階梯上，爸爸、媽媽們希望他們的兒女能在眾人面前得到上帝的賜福，將

來能成為一個好基督徒，這場面原該是隆重肅穆，偏偏一個二歲被媽媽抱在懷中的小

女生還沒走到台前就開始嚎啕大哭，聲音宏亮高亢，而且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

    主持儀式的牧師尷尬的說：「小孩子不論哭或笑都是很可愛的。」

    她的媽媽被搞得有些緊張，不斷的在小女生的耳

朵旁輕輕的說話，也不知道是威脅還是利誘，但

是，一點效果都沒有，那哭叫聲越發的震耳欲

聾。

    正當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我從

書包裡找到了一根營養糖棒（HEALTH 

CANDY BAR），握在手裡，走上前去，

拿給了那個小女生，霎時，哭叫

聲止住了，坐著 500 位會眾的會堂

裡頭一片寂靜，不多時莊嚴肅穆的氣氛

就回復了。

    接著兒童奉獻禮開始依序順利進行。

    我回座的時候，有人向我豎起大拇指，表示讚許。

    或許是他們覺得我有機智，或許是他們覺得我有勇氣敢在這種場合做出這種動

作，其實都不是，而是，我有這樣的經驗，處理過許多類似的情形。

    有些狀況比這個還要緊張、刺激萬分。

    那是在另一個教會，有一次有教授職務的會眾在牧師講道的時候，當眾站起來指

責牧師講得不對，場面超尷尬、超緊張，大家在驚愕之下都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 這個世界多麼美麗當我還是一個小孩 這個世界多麼美麗
一顆糖果含在嘴裡 甜甜蜜蜜無憂無慮一顆糖果含在嘴裡 甜甜蜜蜜無憂無慮



    那次剛好是由我司會，坐在講台上的我立刻站了出來，向那位教授會眾說：「現

在是做禮拜的時間，是屬於所有的人的，個人有問題的可以在會後再和牧師討論，更

歡迎在主日學上課時和大家一起研究。」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悻悻然的坐了下來。

    處理這種狀況，經常要考慮所面對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然後用合適有效的方式

來處理，就像是教授可以講理，小孩無法講理，給教授糖果無用，給小孩糖果有用。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陣仗，但是，如果仔細想想，我們在家中、

在職場上，幾乎無時無刻的都會遭遇這種陣仗的「縮影」，往往有些沒有由來的找碴、

幹事就突然而然的臨身而至。

    經常的只是由於對方心情不好，哈，或是大姨媽來訪，就將芝麻蒜皮的小事，擴

大成天大地大的大大事，擴大成你死我活的拚命之事。

    面對這樣的橫掃而來的人際颱風，往往是躲也躲不過，逃又逃不了，可是，驚慌、

生氣、甚至膽怯裝孬卻又沒有幫助，那該怎麼辦？

    這不是現學現賣的事兒，也不是天生就會的事兒，必須有實際的自我培養，才會

逐漸的進入狀況，從而駕輕就熟。

我自己的作法是：

一、多閱讀書報，增加自己的知識和報導中的處理實例。

二、多參加社團活動，經由人和人之間的實際接觸，來經驗別人處理事情的手腕。

三、最重要的是要能站在事主的立場來看，例如，碰到小孩時要想小孩對什麼會有正

面反應，碰到帥哥美女時要想帥哥美女在乎的事。

能從這三方面著手，自然看到小孩哭的時候、看到老婆生氣的時候，知道怎麼將事情

理順平息。

還有，小孩會長大的，長大了就不要糖果了，哈，處理起來就更困難了。◇

文／高達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