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嫁來台十年，擁有居留證的外籍配偶阿香，到板橋知名包子店應徵包子學徒，

老闆看阿香國語標準且臺灣籍老公又陪她來面試，不疑有他便錄取，孰知阿香竟是「非

法外勞」，新北市勞工局以疏於查證身分即僱用，聘僱流程確有過失裁罰老闆十五萬

元。老闆喊冤「自己也是受害者，罰十五萬是要賣多少包子才能回本？」

    勞工局長謝政達指出，新北市外勞人數近八萬八千位，統計去（一○五）年度外勞

檢查裁罰案件共有六百七十一件，其中「僱用非法或他人申請的外勞」有三百零五件，

佔百分之四十五點四五案件最多，「雇主指派所聘僱的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工作」也佔

百分之十一點六二居次，其他為「雇主未經許可非法容留外勞」及「非法媒介外國人工

作」。謝政達建議僱用外國人工作，請把握「停、看、聽」原則，第一先暫「停」不要

急著僱用。第二「看」，依身分別不同要看的證件也不同，眼見為憑且證件要看正本並

拍照存證。第三「聽」，不確定外國人可否在臺工作時，要先打聽相關規定。

    外勞服務科長廖武輝強調，雇主聘僱外國人依法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就連國外留

學生也需申請工作許可，許多民眾以為學生打工不需要提出申請，這是錯誤觀念，記得

檢查外僑居留證、學生證及工作證才行。如果聘僱是新住民朋友，雖不須向勞動部申請

許可，但要查驗居留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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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遭查獲違法聘僱外國人最高

可罰七十五萬元。

僱用非法外勞 最高罰 75 萬



    （中央社）印尼勞動部海外勞工安置及保護局長蘇維斯告訴中央社記者，印尼移工

政策視地區、國家而有所不同，是否繼續派遣移工赴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端視這

些國家如何對待移工。

    蘇維斯（Soes Hindharno）曾表示，根據印尼總統佐科威的指示，印尼政府將從今年

到2019年，逐步減少輸出印尼幫傭赴海外工作的人數，最終目標是達到「零國際幫傭」。

    湯森路透基金會（TRF）報導，蘇維斯表示，印尼政府不會繼續推行停止輸出女傭到

海外的禁令。

    蘇維斯（Soes Hindharno）22 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示，湯森路透基金會的記者

對印尼「零國際幫傭」政策有所誤解。印尼政府要強調的是「零國際幫傭」目標中的「硬

政策」（hard policy）和「軟政策」（soft policy）的差別。

    他舉例，印尼不會再輸出新的家事移工（幫傭、看護）至中東地區，也禁止派遣新

的家事工赴中東，這就是「硬政策」。

    但是對於亞太地區引進印尼家事勞工的國家而言，印尼政府採取的「軟政策」，並

不對這些國家預設「零國際幫傭」的目標，而是取決於這些國家如何對待印尼移工。

    蘇維斯指出，在亞太地區工作的印尼家事移工經常被雇主要求負擔多種額外工作。

印尼政府希望這些國家改善印尼移工的工作條件，其中也包括台灣。

    他說，像是印尼主張台灣雇主不能要求家事移工身兼多職，例如雇主要求看護工做

幫傭的工作，或是要求幫傭做幫傭以外的工作。

    蘇維斯表示，印尼「零國際幫傭」目標是既定方向，但對於不同地區和國家，印尼

政府有「硬政策」（hard policy）和「軟政策」的差別，會視個別國家對待印尼移工的

待遇而有所不同。

移工政策 印尼：視各國如何對待而定



    高雄岡山食品廠「荃勝老家」涉嫌非法僱用 3名外籍勞工，申請看護後卻意圖己利，

看護變員工，31 歲印尼籍阿美半夜躲棉被傳手機簡訊求助，揪出「還有一個更久的 14

年阿芳」，警方去年（2016）順利營救外勞，檢方也將食品廠鄭、蔡負責人依違反人口

販運防制法罪嫌起訴，楊姓、蘇姓仲介被依詐欺、偽造文書罪嫌起訴。

    警方調查，在工廠工作約 6 年的印尼籍阿美（31 歲），前年 11 月向工廠貨車司機

購買一支中古手機，再拜託幫忙在卡片儲值，偷偷傳簡訊回印尼老家求助，阿美向家人

說，「很想回家，但是沒辦法回去，走不了，救我！」家屬告知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印

尼在台辦事處揭開悲慘歲月。

    警方表示，接獲來自印尼情資後，高市勞工局通譯人員使用簡訊與阿美聯繫，但阿

美「怕被發現，手機被沒收」，恐斷絕對外聯繫管道，只能在約晚上 11 點躺在薄睡墊、

躲進棉被、趁所有人熟睡後傳送簡訊求救。

    據了解，通譯人員與阿美聯繫，是否能拍下環境照片，揭發工廠地點。阿美回覆，

手機不能拍照，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揭發「還有一個更久的，14 年的阿芳」，經過 1

個多月聯繫，傳回岡山、豆腐工廠等訊息。

「荃勝老家」可憐被囚女外勞
半夜躲棉被 傳手機簡訊回印尼求救



    鼓山警分局去年 1 月持搜索票埋伏，趁送貨員送貨時，業者毫無防備下突擊，展開

營救，工廠員工還大喊「怎麼進來的！」求救的阿美聽聞勞工局和外事巡官說「我們是

警察，來幫你的」，她不斷哭泣，淚流滿面，雙手頻頻拭淚，委屈的說：「我等很久了。」

外勞表示，老闆規定不能持有手機，有固定時間打電話，但會找聽得懂的人在旁監督，

「只能打 1 分鐘，用來報平安」，阿芳多年來僅透過手機聽兒子聲音。他們每天工作約

15 小時，中午休息半小時至 1 小時，需要什麼日用品向公司說，公司負責購買，離開工

廠跟著業者採買年貨時，都有人跟前跟後。有人來檢查時，總是被趕往 4 樓的小房間躲

藏，業者稱上面是住家，勞檢人員不能上樓。

    警方調查，蔡姓工廠負責人 14年前以阿嬤需要看護名義，通過楊姓仲介（約 60歲）

申請外勞，阿芳因此到台灣工作，工廠鄭姓總經理 1 年前以父親需看護，再向楊的蘇姓

兒子（約 40 歲）申請菲律賓籍男看護，2名看護同樣淪為工廠黑工。

    警方表示，阿美曾在台任職看護，因照顧者死亡、仲介公司又倒閉，楊將阿美帶往

豆腐工廠，並通報為逃逸外勞，楊以「妳時間到了」為由，詐每月抽頭金 3、4 千元，阿

美見狀況不對，尋求工廠貨車司機援助，以 5千元購得手機，再偷偷向印尼老家求助。

    鼓山分局偵查隊表示，豆腐工廠僅有 1名合法越南籍的外籍勞工，其餘阿美、阿芳、

菲律賓籍等 3 人非法僱用，業者偵訊時曾表示，知道這樣不對但「請不到人」，才非法

僱用外勞。

    高雄地檢署表示，鄭、蔡夫妻因涉犯人口販運防制法罪嫌，在去年 4月分案偵辦、8

月移轉橋頭地檢署、11 月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罪嫌起訴，案件目前由橋頭地院審理中。

聯合報 記者蕭雅娟╱即時報導



    從台灣開放外籍勞工、看護工來台就業後，虐待移工的新聞就層出不窮，不管台灣

政府立了再多的法規，或是再嚴謹的申請審核標準，都還是無法阻止這類的事情發生。     

    當然一定會有人說，看護工虐待老人的事件層出不窮，的確目前台灣因為長照問題

浮現，越來越多的家庭會有看護工，但每個家庭都會善待這些外籍勞工嗎？

 想來台灣當外籍看護工，要先繳上一筆錢

    想工作還要先繳錢，這件事情對於台灣的勞工來說可以說是不可思議，但是藉由仲

介來台灣的這群勞工必須先繳一筆錢給當地的仲介公司，這筆金額大約是 8 萬到 30 萬元

不等，會離開家鄉到異地的這群勞工，大多是家境不好或是家鄉的收入水平過低，逼得

這群人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工作。

    看到這裡應該就有人發現問題點了，既然沒有錢哪來的錢繳給仲介公司，「借款」

是唯一的方法，這群藉由仲介公司來台外籍勞工會向銀行借款，通常來台的第一年薪水

都是拿去繳這些借款。

 看護工來台，他們最擔心什麼事

    一般來說會申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大多都是請不起台籍看護工的家庭，但是又需

要有人可以照護家中的老人，要申請外籍看護工的必要條件就是被照護人需要通過巴氏

量表的評核，如果知道巴氏量表的評核內容，就大概可以想像被照護人應該是無法自己

打理任何起居生活，更多的都是臥床情形。

    根據目前的規定，當被照護人去世之後，這些看護工通常會被遣返回國，只有極少

部分的人會因為有別的家庭提出申請，而可以得到一份新工作，看護工來台灣大多都是

為了賺錢養家，他們來台灣時也大多受過相關的訓練，但是他們最擔心的是被照顧人的

死亡。

    之前有一個案例，是有位臥床已久的爺爺，他的家人好不容易申請到外籍看護工，

期望這個看護工能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一些喘息空間，等了一些時間看護工終於抵台接手

這個家庭的照護工作，一個月之後爺爺去世了，在一片哀傷氣氛中這名外籍看護工哭得

比這個家庭的人還傷心。原因是這個家庭的人雖然失去了親人，卻也從長照的壓力中解

放，而看護工面臨的是即將被遣返回國，還必須要償還那筆高額的貸款。

如果有一天當你成為外籍看護工，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看護工不僅是勞工，也是短時間的家人

    大概很多雇主都會有種迷思，「既然我付錢給你，你就要做事」，這樣的邏輯大概

很多人都覺得合理，因此外籍看護工來台灣之後不僅僅要做看護的工作，還要煮飯、打

掃、買菜、遛狗 ...，當然這些通通都是不合法，不過這是現在進行式。

    還記得當初請外籍看護工的原因嗎？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能夠從長照生活中獲得

一絲喘息空間，因此決定請一個人來協助長照，但是當人請到之後，很多人直接將重擔

通通堆到外籍看護的身上，看病、散步、生活起居通通都是看護工的事情，這樣的方式

正確嗎？

    另一方面，看護工的生活隱私基本上是公

開狀態，他們通常會跟被照顧者睡在同一

空間。

    有些家庭會認為只要有給看護工睡覺

的地方就好，似乎也沒有在意到當看護工

睡眠品質不好時，可能會讓他們的注意力

渙散，無法細心的照護老人，而吃飯這件

事情，甚至有些家庭是不允許這些外籍看

護工同桌吃飯，原因是什麼，也難以解釋

清楚。

    但是換個角度想，如果有一天當你

成為外籍看護工，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應該不會希望自己被一張簡單躺椅打發掉、

等雇主吃完飯才能上桌吃飯，然後叫你做

滿坑滿谷的事情，還要撥出時間去幫老人

翻身拍背吧，既然不希望被這樣對待又為什

麼要對這些外籍看護工這麼做呢？

    外籍看護工在某種程度上，其實跟短期的「家人」很像，大部分的外籍看護工只要

受到雇主同理心的對待，基本上被照顧者發生意外狀況的情形會大幅降低，也能夠避免

虐待老人的相關事件發生，當然不否認在這個社會中也有品行不良的外籍看護工。

Knowing 洪嘉鎂 2017-03-18



    正所謂「春天后母面」，天氣乍暖還寒，一下有太陽，一下又颳風下雨！氣溫多變，

免疫力一定要顧好，以免病毒趁虛而入。吃對食物調理體質，就可以強化免疫力，感冒

了也能快快好！

    以下綜合美國健康網站 Daily Burn 的建議，幫大家整理出 7種好吃、健康又容易取

得的好食物，加上食材搭配技巧，天天吃美食就能強化免疫功能，擺脫易感冒體質！

1.雞湯：喝湯吃肉一起來，搭配蔬菜更營養

    無論台灣還是歐美國家，雞湯都是常見的家常料理，營養滿分、老少咸宜！研究發

現，雞湯有助於防止已遭感染的白血球繼續移動到身體其他部位，進而舒緩感冒症狀。

雞湯含有豐富的胺基酸，可以提供人體製造免疫球蛋白以及干擾素，進而提升免疫力。

雞湯在熬煮過程中，還會釋放一種叫做「半胱氨酸」(cysteine) 的胺基酸，有助於緩解

感冒。

    需要提醒的是，燉煮雞湯時，雖然雞骨和雞肉的營養會有一部分流入湯中，但多數

的營養成分仍保留在食材里，建議喝湯之外，還要吃雞肉，才能攝取更多營養！而且，

雞肉富含蛋白質、維生素 B群，這些都是維持免疫力的重要營養素。

    除了傳統的香菇雞湯、山藥雞湯之外，不妨試試看西式的雞湯，搭配紅蘿蔔、洋蔥、

西洋芹等蔬菜，再加入少許的巴西里、月桂葉等香料調味，補充膳食纖維、維生素、植

化素，調節免疫力再加分！另外也可以加入貝殼面、通心粉等義大利面，就是一碗營養

均衡的蔬菜雞湯麵了！

2.優格：益生菌調節免疫力，搭配草莓更健康

    大家都知道，優格含有豐富的益生菌，可以調節腸道健康，而腸道又是免疫力的大

本營，如果腸道菌叢平衡、好菌多多，抵抗力自然好！常見的好菌包含：嗜乳酸桿菌 (A

菌 )、凱氏乳酸菌 (C 菌 )、副乾酪乳桿菌 (LP 菌 ) 等，都有增強免疫力、調節免疫系統

的功能。

    選購優格的時候，最好挑選無糖、無香料、無色素的品項，食用時再搭配新鮮水果，

增加纖維素和植化素的攝取。充足的膳食纖維可幫助益生菌在腸道內生長，並且發揮更

強的效果，而水果中的植化素可以支持身體的防禦系統，增強免疫力！

    現在正值草莓產季，而草莓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可以加強人體對抗細菌、病毒的

免疫力。不妨將草莓充分洗凈之後，搭配優格一起享用，吃進更豐富的營養！

春天吃這幾大食物打擊感冒、增強免疫力

免疫力。不妨將草莓充分洗凈之後，搭配優格一起享用，吃進更豐富的營養！



3.鮭魚：調節免疫能力、降低皮膚過敏機會

    當體內慢性發炎，就會影響免疫系統的功能，導致免疫力低下，而鮭魚含有豐富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減少發炎反應，有助於調節免疫力！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魚類

還有鮪魚、鯖魚、秋刀魚等，常常食用可以維護身體健康。

    如果擔心鮭魚、鮪魚等大型魚類的重金屬殘留量較高，可以與鯖魚、秋刀魚等小型

魚類交替食用，降低風險，同時攝取多元的營養。不過，國內營養師蔡怡瑄指出，無論

大魚還是小魚，多少都含有一些戴奧辛、多氯聯苯和重金屬，健康成人適量食用不必擔

心，但建議 12 歲以下兒童、生育年齡女性、正在哺乳的媽媽，一個星期攝取的魚肉總量

不超過 340 公克，比較安心！

4.大蒜：殺菌能力強，預防感冒、調節免疫力必吃

    大蒜切碎或是拍碎以後，會釋放豐富的大蒜素，殺菌功效很強，還可以增加巨噬細

胞殺死病菌的能力，同時促進淋巴細胞的增生，有助調節免疫力、預防感冒！曾有研究

顯示，每天吃大蒜的人，感冒的機會確實比較少。

    大蒜還含有含硫化合物，可以調節免疫力，很適合在季節交替、溫差大的時候補充，

增強抵抗力。另外，大蒜還含有果寡糖、維生素、礦物質，而果寡糖是一種水溶性膳食

纖維，可以促進腸道內的好菌生長，對全身健康都有益處。

    不敢直接吃大蒜的人，不妨將大蒜切碎之後，拿來炒青菜、煮雞湯，搭配其他食材

料理，比較沒有大蒜原本的味道。不過，蔡怡瑄營養師提醒，蒜素不耐高溫，若想讓大

蒜髮揮較大功效，建議還是生吃比較適合！

5.海鮮：補充「鋅」預防感染，促進免疫機能

    研究發現，感冒後立即補充適量的鋅，有助於縮短感冒病程。事實上，鋅本來就可

以配合蛋白質作用，幫助傷口癒合、促進免疫機能，還能維持肌膚健康。此外，人體內

有各種酵素都含有鋅，負責參與各種營養素的代謝，可以維持免疫能力，進而減少感染

機會。

    牡蠣、蝦子、螃蟹、乾貝、魚類等都含有鋅，而且這些海鮮還富含蛋白質、鐵、鈣、

鎂、鉀等營養素，都能幫助增強抵抗力、預防感染！海鮮之外，也可以從蛋、堅果、全

穀類中補充鋅。



6.薑黃：抗氧化又抗發炎，適量補充促進健康

    近年吹起一股薑黃旋風，許多民眾將之視為養生聖

品！薑黃是一種姜科植物，其根莖部分磨成粉狀後，就是

所謂的薑黃粉，可以加在咖哩、飲料中食用。薑黃含有薑

黃素等豐富的抗氧化物，不但可以抗氧化，還有抗發炎的

作用；因此有研究指出，適量攝取薑黃有助於預防感冒。

營養師建議，不妨把薑黃粉加入牛奶中，做成「黃金拿鐵」

熱熱喝，不但能喝進豐富營養，牛奶中的脂肪還可以提升

薑黃在體內的吸收率！

    需要注意的是，薑黃有抗凝血的作用，而且薑黃容易

刺激子宮，生理期與懷孕的女性應避免食用。從中醫角度

來說，某些體質的人 ( 像是陰虛火旺者 ) 並不適合攝取太

多薑黃，否則容易引起火氣大等症狀；若想長期補充，建

議先諮詢專家。另外，也要記得挑選合格產品，注意是否

有重金屬殘留超標的問題。

7.蔬果：五顏六色都要吃，強化免疫力大功臣

    很多人為了增強免疫力，吃遍各種保健食品或養生偏

方，卻忽略最基本的均衡飲食，尤其是蔬菜、水果的攝取！

蔬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植化素，包含 β- 胡蘿

蔔素、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C、維生素 E、鋅、硒等，與

人體的免疫力息息相關，可以強化身體的防禦系統，並維

持正常生理機能。

    由於不同顏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抗氧化物，像是紅

色的番茄含有茄紅素、黃色的酪梨含有維生素 E、綠色的

地瓜葉含有葉黃素、藍色的藍莓含有花青素等，多方攝取

五顏六色的蔬果，才能獲得豐富的營養，調理體質少感

冒！



    生命的豐盈緣於我們心的無私，生活的美好緣於擁有一顆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

琢，只要踏踏實實做事，簡簡單單做人。你的人生一定會無比精彩！ 

第 1個故事：小孩的心

    有一位單身女子剛搬了家，她發現隔壁住了一戶窮人家，一個寡婦與兩個小孩子。

有天晚上，那一帶忽然停了電，那位女子只好自己點起了蠟燭。沒一會兒，忽然聽到

有人敲門。

    原來是隔壁鄰居的小孩子，只見他緊張地問：「阿姨，請問你家有蠟燭嗎？」女

子心想：他們家竟窮到連蠟燭都沒有嗎？千萬別借他們，免得被他們依賴了！

    於是，對孩子吼了一聲說：「沒有！」正當她準備關上門時，那窮小孩展開關愛

的笑容說：「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沒有！」

    說完，竟從懷裡拿出兩根蠟燭，說：「媽媽和我怕你一個人住又沒有蠟燭，所以

我帶兩根來送你。」此刻女子自責、感動得熱淚盈眶，將那小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裡。

第 2個故事：我們只不方便三小時

    那天跟老公幸運地訂到了票回婆家，上車後卻發現有位女士坐在我們的位子上，

老公示意我先坐在她旁邊的位子，卻沒有請這位女士讓位。我仔細一看，發現她右腳

有一點不方便，才了解老公為何不請她讓出位子。

    他就這樣從嘉義一直站到台北，從頭到尾都沒向這位女士表示這個位子是他的，

下了車之後，心疼老公的我跟他說：「讓位是善行，但從嘉義到台北這麼久，大可中

途請她把位子還給你，換你坐一下。」老公卻說：「人家不方便一輩子，我們就不方

便這三小時而已。」

    聽到老公這麼說，我相當感動，有這麼一位善良又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讓我

覺得世界都變得溫柔許多。心念一轉，世界可能從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

有轉向的能力，就看我們怎麼想，怎麼轉。

    我們不會在三分鐘內成功，但也許只要花一分鐘，生命從此不同。

3個經典小故事！寫的太好了，百讀不厭



第 3個故事：年邁夫妻住旅館

    一個初春的夜晚，大家已經熟睡，一對年邁的夫妻走進一家旅館，可是旅館已經

客滿。

    前台侍者不忍心深夜讓這對老人再去找旅館，就將他們引到一個房間：「也許它

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你們不用再奔波了。」

    老人看到整潔乾淨的屋子，就愉快地住了下來。

    第二天，當他們要結賬時，侍者卻說：「不用了，因為你們住的是我的房間。祝

你們旅途愉快！」

    原來，他自己在前台過了一個通宵。老人十分感動說：「孩子，你是我見到過最

好的旅店經營人。你會得到報答的。」侍者笑了笑，送老人出門，轉身就忘了這件事。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裡面有一張去紐約的單程機票，他按信中所示來到一座

金碧輝煌的大樓。原來，那個深夜他接待的是一個億萬富翁和他的妻子。富翁為這個

侍者買下了一座大酒店，並深信他會經營管理好這個大酒店。

    這就是著名的希爾頓飯店和他首任經理的傳奇故事。

因果其實就在自己手中！

    高手在還沒有明確人生的宏偉目標時，都是用心做好了當下的事情！

    人人都是服務員，偉大都是不斷先從服務別人開始的，一個人服務別人的能力有

多大，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

    人的一生，註定要經歷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聲；路上，可能有委屈的淚水；

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敗的警醒，每一段經歷註定珍貴。

    生命的豐盈緣於我們心的無私，生活的美好緣於擁有一顆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

琢，只要踏踏實實做事，簡簡單單做人。你的人生一定會無比精彩！

    你若想被愛，就要先去愛人；

    你期望被人關心，就要先去關心別人；

    你要想別人對你好，就要先對別人好。

    這是一個保證有效的秘方，可以適用在任何情況。

    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須先對朋友真心，然後你會發現朋友也開始

對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樂，那就去帶給別人快樂，不久你就會發現自己愈來愈快樂。

我們所能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為他人多做點好事。

—轉自《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