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工虐待動物 情節嚴重停止聘雇

    台灣近年虐待動物事件頻傳，國民黨立委王育敏提出防止虐殺動物三訴求，向司

法院將成立的「量刑委員會」喊話，盼納入違反動保法的量刑準則。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專門委員陽明傳說，犯案移工若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將停止聘僱許可；雇主及仲

介最重處30萬罰金，並廢除招募許可。

防虐殺動物三訴求

    王育敏要求司法院將成立的「量刑委員會」，納入違反動保法的量刑準則，使承

審法官正視動保法加重刑責的初衷，並呼籲檢察官應就豐原狗肉案上訴，勿輕忽動物

生命權價值，否則難以警惕犯罪者，不利我國動物保護工作的推動。

    她也呼籲農委會應與動保團體合作，持續對外籍移工加強法令宣導，勞動部也應

採取必要手段，廢止外籍移工聘僱許可，並要求限期出境。此外，雇主及仲介公司也

應持續向外籍移工宣導，使受雇移工迅速瞭解我國法令，避免觸法受罰。

嚇阻移工在台犯罪

    世界愛犬聯盟總代表呂幼綸認為，「司法另外一項重要責任就是嚇阻犯罪」，豐

原案的輕判會導致駭人聽聞的事件，持續出現偏頗判決、讓移工心存僥倖，犯下口腹

之慾。呂幼綸呼籲，應讓外籍移工接受我國司法教育，司法機關也應落實動保法修法

精神，嚇阻移工在台灣犯罪。

    台灣動保行政監督聯盟招集人王唯治認為，雇主有經濟上的能力，應負起查核責

任；相關政府機關也應檢討，動物保護宣導工作是否仍停留在上課簽到的階段，若不

能讓移工熟悉我國法律，他們勢必將遭到我國社會排斥。



聘僱移工需辦許可 勞動局設查詢專區助國人了解聘僱須知

    對於動保團體呼籲落實動保法修法精神，法務部檢察司科長游麗鈴表示，無法拘

束法律的判決，但目前也就判決書內容進行了解，檢察官也將研議後續程序，盼將獵

殺行為列入量刑考量。

    移工宣導部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專門委員陽明傳說，犯案移工若遭檢察官提

起公訴，將停止聘僱許可；雇主及仲介最重處30萬罰金，並廢除招募許可。

    （台灣英文新聞/ 文化組 綜合報導）勞動局統計今年1月起至4月止，雇主因聘

用「工作許可失效」或「未經許可」的移工因此違反就業服務法遭裁罰的案件共有

125件，其中以餐飲業違反件數占將近4成，而常見的違法態樣包括，移工持偽造外籍

配偶或境外生居留證、持他人或已失效的居留證應徵面試等。

    移民署今年初破獲非法仲介移工集團，非法雇主透過成立看護中心，向不知情雇

主接洽向雇主接洽並媒介非法移工至醫院工作，如果雇主問外勞是否合法，都以看護

工「結婚來臺」身分回應雇主。

    勞動局統計今年1月起至4月，止雇主因聘用「工作許可失效」或「未經許可」之

外勞因此違反就業服務法遭裁罰的案件共有125件，其中以餐飲業違反件數占將近4

成，其次是工地營造自行僱用、臨時看護工等，而常見的違法態樣，包括移工持偽造

外籍配偶或外籍學生居留證、持他人或已失效的居留證應徵面試。

    另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誤用非法移工作為臨時看護的雇主表示，都是透過在醫院

櫃檯放置或他人在醫院發放寫有「政府立案」的看護中心名片，聲稱「一通電話，馬

上上工」，而誤信為合法看護中心而聘用外勞。

    勞動局在官方網站設置「聘僱外勞居留證查詢專區」，提供聘僱外國人須知資

訊、如何查驗外國人證件及常見誤用逃逸外勞狀況等，並且於勞動局、勞動力重建運

用處及就業服務處所設七個就業服務站增設網站連結至查詢專區，可供民眾前了解聘

僱外國人須知。

    勞動部呼籲國人，聘僱外國人必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如果是國外留學生要打工

也要申請工作許可，雇主要查驗其工作許可證、居留證及學生證；如果聘僱的是新住

民，雖不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但仍要查驗居留證、護照及依親戶籍資料等「正本」

證件，仔細核對相片及身分資料，以免聘僱到假冒新住民身分的非法外勞從事工作，

一經查獲，縱使辯稱是遭人蒙騙，聘僱流程因疏於查證仍屬有過失，最高罰75萬元。



聯合報 記者廖炳棋╱即時報導

    移民署昨天再度展開全國同步查緝行動，其中台北市專勤隊

結合勞政、警政、調查、憲兵、海巡等單位，鎖定大台北地區20

餘處外來人口易聚集熱點，查獲失聯移工92人，外僑19人、非法

雇主、仲介14人，總計125人。

    移民署指出，這次查緝行動，從6月15日零時展開，台北市專

勤隊針對台北火車站周邊商店、失聯移工租賃公寓（宿舍）、建築

工地、餐飲店等外來人口易聚集熱點查察，結合台北市政府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北市

警察局中正一警分局，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海巡署艦隊分署、台北、士林憲

兵隊等單位，共出動60餘名人員聯合查緝，所查獲的非法外來人口，將逐一清查有沒有

另涉其他違法案件，並盡速完成遣送。

    由於「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將在6月30日結束，台北市專勤

隊日前主動派員前往台北市外來人口主要常聚集場所加強宣導，同時加派人員受理外

來人口自行到案。

    台北市專勤隊隊長廖世媚呼籲，專案到這個月30日結束，自行到案者，得免收

容，罰鍰採最低額新台幣2000元，並減免管制來台時間。移民署除持續宣導鼓勵自行

到案，也將增強查察密度，採取寬嚴並濟方式，展現移民執法積極作為。

移民署強力查失聯移工非法雇主 大台北有上百人送辦



2020年外勞仲介業全面職能管理 
組織價值再造看見台灣軟實力

勁報 2019/05/30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總會今 (5/30) 日在桃園市海豐海鮮餐廳召

開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及第一、二屆理事長交接典禮。黃杲傑理事長表示，自己在桃

園公會擔任理事長期間，105 年到 108 年 3-5 月辦理教育訓練的績效，應用統計趨勢圖

連結出辦訓單位在導入職能課程後，參訓人數逐年倍數成長的訓練需求。

    黃理事長指出，職能應用是人才規格的科技度量

衡。而目前公會職能專家團隊已完成行  政人員與雙

語人員兩套職能模組。相關表單陸續規畫出來，為因

應 2020 年外勞仲介業走向『全面職能管理』的組織

成熟度，全聯會最快年底，最慢明年初會到各地方公

會召開說明會，教導所有外勞仲介業職能應用，從工

作說明書、績效管理、員工個人的年度規劃、職能盤

點出從業人員缺少那些知識、技能，需要那些課程補

強 ?新人面試時，如何應用面談題庫篩選適才適用，

找到對的人，並放在對位置。除能幫外勞仲介業減少

人事成本浪費，增加營運績效，也能大大提升企業形

象與會員公司永續經營的正能量，並成為台灣第一個導入職能管理的產業。

    授證交接典禮，由新北市立委余天親自授證，並與黃理事長共同頒發各顧問團團長

聘書，顧問團總團長聘任資深國會立法院辦公事執行長陳昭璋、企業菁英顧問團長、副

團長為外勞仲介業資深產業專家黃明源與謝長庚，講師團團長是勞動力發展署 TTQS 資深

輔導顧問及職能輔導顧問丁肇全與李宜靜，擅長行政訴訟與就服法的律師方浩鍵擔任法

律顧問團團長，在在象徵外勞仲介業啟動強力人脈專家經營的時代。



關心境外生和外籍實習生 
勵馨呼籲政府成立移住者服務中心

    當臺灣熱鬧過端午的同時，東南亞各地也紛紛在六月迎來國家重要的節慶，為了讓

離家萬里的移工朋友共同慶祝佳節，勵馨基金會今天 (9) 舉辦「歡慶在異鄉―東南亞節

慶創意比賽」，同時也向政府倡議成立移住者服務中心，希望擴大服務的範圍，幫助移

住者們能在第一時間獲得正確資訊的協助。

2009年起勵馨基金會受託開辦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正式跨足移工服務，

2011 年承接新北市政府外籍勞工庇護中心 (怡馨家園 )，協助緊急庇護安置女性移工。

    勵馨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主任李凱莉表示，這幾年來因為新南向政策，有許多境

外生來臺讀書，常因為資訊不足遭遇到一些問題，此外配合「臺印尼青農實習計畫」，

七月開始有印尼青農來臺實習，為避免他們遭到剝削，這些朋友都是需要主動關心的對

象，因此勵馨將成立「移住者服務中心」，服務對象將擴大至移工、境外生和外國籍實

習生，除了提供正確的資訊，保障他們的權利，以及

更多的交流機會，打開臺灣人的視野。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示，移住者中心由

於涉及層面廣，業務包括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

內政部移民署等，會是跨部門整合的服務模式，希

望明年能在各部會協助下正式成立。

    在臺灣人歡度端午佳節同時，六月份也是印尼

的開齋節、菲律賓的國慶日等，勵馨基金會邀請移工朋友一同來歡慶節慶，並提供表演

的舞台，特地舉辦彩妝、創意表演比賽，吸引 12 組共 41 人參與，其中來自印尼的 Lini

是團隊中的造型師，他以蘇門答臘、爪哇的節慶服飾作為呈現，希望讓更多臺灣人認識

印尼的文化，促進彼此交流機會。



顏俊宇 醫師

    炎炎夏日，走在戶外就像置身一個大烤爐中，又悶又熱讓人汗如雨下，新聞上經常

出現有人中暑的報導，甚至有發生孩童待在車內多時，不幸中暑死亡。

中暑、熱衰竭是怎麼回事？體溫過高都是中暑嗎？中暑和感染發燒有什麼不同？喝多少

水才足夠？還有該做什麼處理？一塊兒來瞧瞧。

什麼是中暑？

    中暑（Heat stroke）指的是病人因暴露於高溫環境導致核心體溫高於 40–41° C，

同時伴隨著中樞神經的失調。通常病人因為身體體溫調節出問題而沒有流汗，其他症狀

包括：頭痛、暈眩、疲倦、皮膚乾熱、脈搏快血壓低、神智不清、抽搐，甚至昏迷。

    兒童常因為合併其他疾病（腸胃炎脫水、糖尿病、心臟病、高甲狀腺素）或因沒辦

法逃離高熱環境而中暑。有些運動員或軍人在高溫及高濕度的環境下劇烈運動後也可能

會中暑，報告指出死亡率從 1–15% 之間，因此絕對不能輕忽。

熱衰竭和中暑有什麼不同？

    熱衰竭（Heat exhaustion）名稱看起來比中暑（Heat stroke）嚴重，但其實比中

暑輕微，這兩者診斷之間是有模糊地帶的，指身體過熱而大量出汗，流失水份和電解質，

導致周邊血液循環不足，症狀包含：發燒但是體溫≦ 40° C、暈眩、噁心、嘔吐、臉色

蒼白、皮膚濕冷、脈搏快但血壓相對正常。通常輸液治療後 30 分鐘會有明顯改善，昏迷

的部分也比較快可以清醒，熱衰竭需及早發現及治療，以免進展為中暑。

為什麼兒童更容易中暑呢？

兒童較容易中暑，主要有幾個原因

1、兒童新陳代謝率較高。

2、體表面積較大吸收熱能的範圍較大。

3、身體總血量及心輸出量較少。

4、較容易補充不夠水分。

5、身體調節適應熱環境的速度較慢。

中暑很危險，醫師教你避免熱傷害

的部分也比較快可以清醒，熱衰竭需及早發現及治療，以免進展為中暑。



    因此兒童在運動的時候更需注意要多補充水分，以及避免長時間在高溫下運動。

究竟要喝多少水才夠呢？

    因為每個兒童體重不同，不計算活動消耗的話，補充流汗消

耗和基礎代謝一天所需要的水分算法如下：

     ◆ 1–10 公斤：每公斤 100 ml 

       （如：8公斤：800 ml）

     ◆ 11–20 公斤： 1000 ml + （公斤數 – 10）x 50 ml 

       （如：15 公斤：1000 + 250 = 1250 ml）

     ◆ 21 公斤以上： 1500 ml + （公斤數 – 20）x 20 ml 

       （如：25 公斤：1500 + 100 = 1600 ml）

    至於運動的水分需要另外計算，美國兒童醫學會建議要在小

孩子運動前、中、後，都補充水分，才能有效避免脫水或中暑，記得喝水要喝溫開水

（15–21℃），水要每 15–30分鐘就補充，渴才喝水會無法補充 0–35 % 的水分流失。

    當兒童體重減低超過 1 % 時就稱為過度脫水，會影響運動表現及健康。體重減輕大

於體重的 3–5 % 體溫會上升，中暑機會增加！下面表格詳細列出運動前、中、後，所

需補充水分的算法。 

發燒除了中暑還可能有什麼疾病？

    發燒合併意識不清楚的疾病很多，醫師會合併病史（是否有暴露高溫環境、特殊疾

病史）及症狀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因此有懷疑中暑的病人都應趕緊就醫，以下列出其中

一些要鑑別診斷的疾病：

  1、感染症（肺炎、蜂窩性組織炎、泌尿道感染…）的病人也會高燒，尤其小孩子會     

     昏昏欲睡，活力驟減，但中暑的不一樣的地方有：沒有曝曬的病史，體溫較少超過

     41 度，另外會有其他感染症原本常見的症狀，如呼吸道、腸胃道、泌尿道等症狀。

   2、中樞神經感染、中風、出血、腦創傷也會有類似表現，因為當影響到下視丘後也

     會造成體溫調節異常，產生高熱症（Hyperthermia）。

   3、藥物中毒（古柯鹼、安非他命、搖頭丸、水楊酸、抗副交感藥物…）也會影響到

     體溫調節中樞，甚至到多重器官衰竭。

   4、甲狀腺風暴，當甲狀腺功能亢進的時候也會發燒、心跳過快、心衰竭、躁動或昏迷，

     這些病人通常都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的病史。



中暑患者的緊急處理

    遇到中暑的病患該怎麼辦呢？不要慌張，除了盡速聯絡 119 送醫之外，有簡單而且

重要的五步驟大家可以先做：

   1、把病人搬到蔭涼處，平躺並且抬高腳部（如有嘔吐請先側躺，採復甦姿勢）。

   2、鬆脫身上衣物。

   3、搧風或用水擦拭身體、身體浸泡冷水、或腋下脖子鼠蹊部以冰塊冰敷，進行散熱。

   4、假使意識清楚讓病患喝水或稀釋的運動飲料。

   5、盡速送醫。

 

預防中暑很重要！

    容易中暑的高危險群包括：老人、嬰兒及幼童、病患（包括心臟病、高血壓患者）、

工作過勞者或運動者、體重過重者。尤其小朋友常常玩得太開心而沒有定時補充水分，

家長需要多加注意，另外為了預防中暑，大家外出活動前請注意下列六點，這樣就可以

避免中暑喔：

   1、穿著淺色透氣衣物。

   2、勤防曬。

   3、減少陽光直射。

   4、環境維持涼爽通風。

   5、時常補充水分。

   6、定時休息。



對你一無所知，就隨便勸你大度的人，趁早遠離。

《奇葩說》中有一期，

馬東說了一句話：「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終究會原諒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

蔡康永說：「那不是原諒，那叫算了。」

我真的被這段對話觸動了。

有些人捅了你一刀，還嫌不夠，拔刀子的時候順帶剜了一圈兒，

最後還給你傷口撒上鹽，疼得你都跪下了。

 

這種痛徹心扉的苦讓人怎麼大度？又如何原諒？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卻有不清楚任何情況的人，站在道德制高點勸我大度一點。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如果我不原諒就是小氣刻薄，

如果我原諒了， 對方得到了解脫，我卻依舊在回憶的痛苦中掙扎，

苦的依舊是我。

你認真地傷害過我，我怎麼可能會輕易地無所謂？

是不是我受到的傷害和痛苦，就活該委屈自己憋著？

就如郭德綱所說：「其實我挺厭惡那種就是不明白任何情況，

就讓你大度的人，這種人你要離他遠一點。」深以為然。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針不紮在他身上，他憑什麼說不痛？

遇到那種一無所知只會勸你大度的人，簡直像吞了蒼蠅一樣噁心。

我沒有原諒你，但我放過我自己，很喜歡林清玄說的一段話：

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與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啟蒙，

就如同烏雲與暴風雨是天空最好的啟示一般。

蔡康永說：「那不是原諒，那叫算了。」時間不會撫平所有
傷痛，你曾經狠狠地傷害過我，要我怎麼輕易地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