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外籍勞工人數約10萬9千人，居台灣各縣市之冠，雇主申請外籍勞工來臺工

作，常因不熟悉規定而違反法令情形，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款「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

外工作」即為常見的違反情形。

    今年3月本市查獲一名雇主指派其所合法聘僱之家庭看護工至其所經營的小吃店從

事端菜、切菜及清潔桌面等工作，雇主雖陳述外籍看護工只是幫忙，仍違反就業服務

法而遭本局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呼籲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合法工作

範圍僅是基本的看護工作，不得從事打掃、照顧孩童、

至店面或公司協助經營等許可以外工作，或將自身所聘

僱的外籍看護工「出借」給親戚、朋友家打掃房舍，不

論外籍勞工是否「自願」或於「閒暇時間」幫忙，都以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款「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

工作」規定，可處新臺幣3萬元至15萬元罰鍰。

    另外，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特別在官網上提供互動式

電子書，提供有需要的民眾下載及查閱。

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外工作已違反法令



最新仲介評鑑結果出爐 近 500 家獲 A級

    勞動部日前公告105年度外勞仲介公司評鑑結果，1333家業者中，獲A級（90分以

上）共487家，占36.53%；B級（70分至未滿90分）773家，占57.99%；C級（未滿70

分）73家，占5.48%。

    民眾申請外籍看護工或外籍勞工最常見方式是透過外勞仲介公司代辦。為了讓民

眾在選擇仲介公司有一個參考的基準，並促使外勞仲介市場良性發展、獎優汰劣，勞

動部從民國96年起每年辦理外勞仲介公司評鑑。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今天接受電訪表示，今年全台外

勞仲介公司評鑑平均成績從去年的85.11分提升至86.06分、A級外勞仲介公司的比率

也由26.53%提升至35.59%。

    他認為，整體評鑑成績有普遍提升，顯示勞動部每年辦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

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計畫」，已經引導並促使外勞仲介公司在經營管理及對

雇主和外勞服務上朝向優質、良性發展。

    根據評鑑結果，105年度外勞仲介公司評鑑結果，1333家業者中，獲A級（90分以

上）共487家，占36.53%；B級（70分至未滿90分）773家，占57.99%；C級（未滿70

分）73家，占5.48%。

    薛鑑忠表示，民眾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評鑑結果查詢系

統查詢，透過所在的縣市、引進外勞的類別（家庭類、事業類）及仲介公司評鑑等級

等條件，篩選適合自己需求的仲介公司，也可以透過地圖搜尋，尋找離自己最近的仲

介公司。查詢系統https://agent.wda.gov.tw/agentext/agent/QryAgent.jsp。



    （中央社記者楊淑閔台北6日電）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表示，青農返鄉等

所有政策要先用到極至，農業跟製造

業不同，若缺工都用外勞就不是台灣

農村了。但他也說，畜牧團正要試行

半年，若不成，酪農業擬引進外勞。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審查107年農委會預算，農委會輔導處處長朱建偉接受聯

訪，就農業缺工問題表示，農業缺工在季節性方面約9萬人月次，農業技術團及農業耕

新團推動1年來約計600多人派工上路，換算人力約可提供9000人月次，解決1成缺工。

    但是朱建偉也說，有的人做了又離開，以屏東、高雄、台中等試辦地區來說，留

任率約6成，走掉的約4成，但是會持續招募人力，農委會也持續對相關領域學校招募

從農人力，今年增加招募茶業採茶工人，包含嘉義的梅山、竹崎及苗栗市農會今年各

有30人力投入。

    朱建偉說，目前農業缺工必須優先以本勞為主，須先做盤點，培訓本勞農業缺工

問題才剛推動1年，若沒有實際作為，就要開放外勞，勞動部也不會同意。

    中央社另訪林聰賢，他則說，外界所稱跑掉的農業人力，有些是政府之前為了提

高中高齡就業招募的人力，跟農委會近1年推動的農業人力培訓派工不同。

    林聰賢說，農業跟製造業不一樣，不能缺工就引進外勞，這樣農村都是外勞，就

不是台灣的農村了；一定要讓所有政策用到極至，讓青年返鄉務農，並推動智慧農業

協助改善人力缺乏問題，不然台灣若變成有農業生產、有農業經濟，但是用的是工廠

生產模式，這樣農村也會空洞化。

    他重申，農委會不是不用外勞，像在海上作業的漁船就有引用外籍漁工；為了因

應畜牧業也有類似問題，接下來要研究第二階段進口勞力替代的時候，可能要用區域

人力派遣概念解決，類似茶業的人力採短期輪用方式進行，而畜牧場是固定場區，也

是環境較艱難的，所以可能列入引進外勞考量。

    朱建偉補充，農委會已完成1個畜牧團的招募，需50人，實際上招到54人，預計培

訓1個月後派工到酪農場，試行半年後盤點使用實況，若真的不行，再跟勞動部談是否

引用外勞。

畜牧團試行半年若未成 酪農業擬引外勞



仿效日本經驗 訓練長照、漁業等相關人才 再引進國內

    ［記者林惠琴、林國賢、簡惠茹／綜合報導］國內人口持續老化，被照顧需求量上升，

但實施長照 2.0 以來，照顧人力不足問題改善龜速，民團呼籲，光靠本國籍照服員無法

滿足市場，應赴東南亞設校培育人才、吸引來台工作。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理事長林金立直指，長照 2.0 上路

至今，最大問題仍是人力。比如雲林縣老年人口比例逾十七％，全國排名第二，依現有

長照機構推估需要九三五名照服員，但目前僅有四五九人在職，缺口達一半。

雲林縣老化嚴重 照服員缺口估達半數

    宜蘭不只是照顧服務員有人力問題，連照顧服務專員人數也都尚未就定位。「人力

不足導致連續性照護難以達成。」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院長黃龍冠表示。宜蘭縣政

府則建議放寬如老人福利系等相關科系生，搭配訓練就能當照專。

 
本國籍照服員 10 年內難取代外籍看護工

    據預估，全國每年須新增約兩萬名照服員，目前外籍看護工約二十四萬餘人，是長

照主流人力，且都照顧重度失能者，本國籍照服員僅約三萬人，十年內不太可能取代外

籍看護工。

長照人力沉痾 民團籲東南亞設校



    行政院已表態開放移民解決缺工，林金立則指出，日本三年前到印尼設校，訓練長

照、漁業等相關人才，再引進國內，作法可以借鏡。

提升職場尊榮感與專業尊嚴 吸引新血

    林金立也說，提升職場尊榮感與照顧專業尊嚴，才能吸引「新人」投入，若只是在

同樣的水池裡挖來挖去，人力市場並沒有放大，無法擺脫困境。雲林縣私立同仁仁愛之

家副組長廖方啟則發現，加強產學合作看到一絲曙光。相關科系學生提早接觸，並了解

照顧工作不是把屎把尿、而有其專業性，提高投入意願，今年就有兩位應屆畢業生進入

該單位服務。

    另一方面，服務衰弱老人及輕、中度失能（智）者的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同樣有

人力不足的問題。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張自強解釋，活動人員要帶領每個模組

方案須個別受訓、審核，造成每人只能帶一個模組，但一個單位往往需要不同模組，形

成活動侷限，認為可適時放寬專業或資深人員帶領不同模組、增加人力運用彈性。

    張自強也提醒，模組內容原由衛福部審核較嚴格，後來審核權下放給地方政府，模

組暴增至一、兩百組，大於實際需求，且品質參差不齊，是否能達預防及延緩失能成效

有待商榷，建議設把關機制。

    衛福部曾推估照服員人力缺口約一萬多人，社家署副署長陳素春強調，今年約訓練

八千多人，其他人員也持續培育中。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坦言，受訓照服員留任率僅約兩、

三成，會透過改善薪資、形塑專業形象等多種方式吸引人才。



    台灣已有超過70萬移工，每逢假日除了擠進台鐵火車站大廳外，還可以去哪裡走走? 

文化部與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共同合作推出了「QTaiwan」 APP，以英、越、印、泰

多種語言提供導覽資訊。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已經破70萬人，這些移工平日在工廠工作，

放假日沒有足夠資訊，多數人不知去哪裡打發休假日，只能滯留在火車站附近等移工群

聚地點。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在文化部支持下，推出 app 導覽，外籍移工只要在手

機下載「QTaiwan」安裝，即能透過這個 APP 獲得印尼、越南、英文及泰文的台灣文化旅

遊及城市活動資訊，方便移工到這些景點旅遊並獲得語音導覽資訊。

    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理事長徐瑞希表示，東南亞移工放假日除了火車站，其實

有很多文化展館或文創據落，像數萬印尼移工每週日聚集的台北火車站，附近就有華山

文創園區、台灣博物館、228 公園等景點，但移工卻不知道多走幾步路就可到達，非常

可惜。該協會今年透過文化部的補助計畫製作「QTaiwan」APP，移工透過這個 APP 就能

獲得印尼、越南、英文及泰文的台灣文化旅遊及城市活動資訊。特別的是，到了文化景

點還可開啟語音導覽，用移工熟悉的母語聽到景點介紹。

    協會指出，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移工活動參與，例如

新北市 12 月 10 日舉辦的原住民公園路跑活動，透過

QTaiwan APP 的最新消息發布，已吸引 60 多位印尼、越南、

菲律賓的新住民及移工報名。很多移工說他們從來不知道台

灣有這種活動可參加，甚至還有移工團體揪團報名。

70萬移工 假日有QTaiwan APP旅遊導覽資訊

移工活動參與，例如

園路跑活動，透過

吸引 60 多位印尼、越南、

移工說他們從來不知道台

工團體揪團報名。



    家庭請外籍看護逐漸普遍，看護也常帶著長輩看病與餵藥，一位林阿嬤最近常早上

就昏沉嗜睡，家人赫然發現外勞給阿嬤吃錯藥。為避免吃錯藥，有人建議在藥袋上加註

印尼、越南或菲律賓等文字，也有雇主教導外籍看護如何吃藥，還要求註記自己國家的

文字，希望減少錯誤。

    台南一位七旬不識字的林姓阿嬤，子女都在北部工作，休假就回家探望母親，兄弟

姊妹輪流回家帶她到醫院看醫生，平日由印尼看護照顧。最近家人發現，老人家一早就

昏沈嗜睡，阿嬤也抱怨「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常早上想睡覺？晚上反而睡不著」。

    家人仔細檢視阿嬤的藥盒，才發現外勞竟誤把安眠藥放到早餐飯後給阿嬤吃，難怪

阿嬤天天早上想睡覺，家人趕緊要外勞在藥袋上註記印尼文，詳細記錄藥名及吃藥時間。

    林阿嬤兒子說，有分類藥盒，分早、午、餐、睡前教過印尼外籍看護，怕她弄錯，

也要她寫印尼文在藥袋上，沒想到還是出錯。

    一名溫姓婦人說，藥太多會搞混，有外籍看護連

續一個禮拜將早上與晚上餵顛倒，還好沒大礙。

    在台南新營經營藥局的藥師陳立人表示，有很多

外國的藥，加註別的國家的語言，也有血壓計會加註

很多國的語言，甚至有藥的外盒包裝有點字讓盲人能

分辨，相當貼心。

    陳立人說，藥袋上有中英文使用方法，而台灣有越來越多外籍的看護，為避免老人

吃錯藥，他贊成藥袋加註外籍看護的國家文字，將在藥師公會聯合會建議衛福部。

    佳里奇美醫院專員林正雄認為，藥袋加註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語言的藥物

使用方法不可行，不但成本增加，且格式要加長與加大。

    台南市衛生局副局長黃文正表示，現行規定只要標示中文；科長陳明旭說，可努力

看看，除向衛生福利部反映，也會向醫院及診所宣導。

阿嬤一早嗜睡 啊！外籍看護錯餵安眠藥



    高齡化是全球共同的趨勢，為人子女自然希望家中長輩也能使用智慧型手機，但又

不知道該為他們下載什麼實用又符合需求的 APP 嗎？根據資策會創研所團隊於 2015 年

3 月的「銀髮族 4G 應用需求調查」中發現，年長者對於科技未來應用情境中，最希望提

供居家、日常及外出的全方位安心服務。任教於南台科大資訊傳播系的黃瓊儀推薦十大

App，功能涵蓋保健提醒、緊急狀況與日常應用，以長輩或使用者經常使用的應用程式為

主，例如撥打電話、社群軟體連結，讓銀髮族的生活更便利。

Big Font 字體放大

    看個報紙都需要戴老花眼鏡的阿公阿嬤，遇到手機字體這麼小，有時候即便把字體

放大了，但還是沒辦法看清楚。有了 Big Font 字體放大，再也不用擔心長輩的眼睛吃不

消，Big Font 字體放大 App 縮放的範圍從 50% 到 180% 都有，可以套用在手機上的所有

應用程式，讓銀髮族輕鬆使用手機讀報、看照片，再也不用擔心字看不清楚的困擾。

Whoscall 來電走著瞧

    「阿公，我被綁架了！」「阿嬤！快匯款救我！」時常接到詐騙的阿公阿嬤不用害

怕！只要遇到陌生來電，Whoscall 可於第一時間搜尋「陌生來電」資訊，即時上網搜尋

該號碼相關背景，讓你知道是誰打來，讓長輩馬上能夠辨識出惡意的詐騙電話，還可以

把詐騙電話標籤起來，讓大家知道，不想再接到這號碼打來的電話，把這號碼設為封鎖，

就不會再接到詐騙電話了！

短信聽

    為一款短信及來電增強應用，當手機收到短信時，短信聽自動將短信讀出來，讀出

發信人和短信的內容，也可以列出收到的短信進行朗讀，並提供了來電報告的功能，輕

輕鬆鬆讀簡訊。不想聽的還可以手動關掉，可以打開和關閉接收朗讀、設置接收朗讀的

時間、設置朗讀延遲以避免和鈴聲的衝突。

放大、防詐、看診…專家推薦 長輩實用 App放大、防詐、看診…專家推薦 長輩實用 App



不老小幫手

    功能涵蓋保健提醒、緊急狀況及看影片三大關鍵應功能，

提供銀髮族生活中較常用功能的彙集，包括「溝通類」、「分

享類」、「安全類」、「生活資訊類」及「生活服務類」，畫

面不僅自動文字加大，長輩閱讀輕鬆，操作介

面簡單，並以長輩或使用者經常使用的應用程式

為主，例如撥打電話、社群軟體連結，此外也

針對長輩生活需要功能開發，例如影像提醒和

視訊陪伴等功能，且具備聽覺介面設計，可以結

合語音合成器進行語音服務。

T-EX 行動購票

    阿公阿嬤們還在為了到不同城市去看兒子和媳婦，而煩惱該怎麼坐車嗎？台灣高鐵

推出的 App，推出國內鐵路運輸乘車票證電子化服務，只要使用手機內的 QR Code 型式

之車票，就可以直接通關，享受快速方便又環保的乘車體驗，內建多種貼心服務，包含

訂位紀錄付款及乘車提醒、高鐵即時訊息推播通知、行程變更、票價及時刻表查詢等。

MediQ 醫療輕鬆排

    「MediQ 使診間的叫號功能更具便利性！」MediQ 醫療輕鬆排、輕鬆線上掛號系統和

獨家叫號通知，讓阿公阿嬤掌握候診順序，不用一早就到醫院乾等，還增加在醫院交叉

感染的風險。能讓銀髮族清楚掌握自己的候診順序，也能在號碼接近時提供叫號服務，

而推播訊息則是讓診所能將最新訊息提供給長輩們。MediQ 提供全台 2萬多家醫療系統

的資訊，讓長輩更快掌握正確所需的醫療資源，看病也不麻煩囉！

血壓日記

血壓日記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血壓記錄程式，可以記錄每天的收縮壓、舒張壓與心跳數，

讓阿公阿嬤觀察自己的血壓變化，晚輩也可以查詢紀錄，方便照顧者觀察血壓變化。簡

單的介面省去複雜的設計，很適合銀髮族使用。

大關關關關關關關關鍵應功能能，，

溝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分

活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畫

式

結



求靈籤

    銀髮族最喜歡到廟宇進香，「求靈籤」內建保生大帝、媽祖、觀世音、城隍、文昌

帝君、關聖帝君、玄天上帝、福德正神、月下老人等九尊神明，讓長輩輕鬆一次拜完所

有神明，每個神明都有不同的籤筒可以抽，還可以幫忙解籤詩喔，趣味十足，又可讓每

事必問神明的長輩們安心。

i68 國道資訊

    長輩們想孫子，不想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開車也可以輕鬆掌握國道資訊。提供最完

整的替代道路資訊，讓駕駛了解國道交流道的行車速率資訊，輕鬆遠離車陣，快速扺達

目的地。不論是國 1、國 3還是快速道路，都能即時顯示各路段的行車速度，如果該路

段有提供攝影機畫面，還可以直接瀏覽該處的實際路況，並提供交流道的替代道路資訊，

讓阿公阿嬤直奔愛孫家。

警政服務

    內政部警政署為貼近社會之治安需求，擴大預防犯罪宣導與便民服務效益，提供

110報案、酒駕防制宣導與相關便民警政措施，舉凡是失竊車輛、受理案件、收聽警廣、

違規拖吊查詢、警廣協尋遺失物、警廣協 尋失車，雖然不常用到，但還是以防萬一，

讓長輩可以即時選用需 要的警政資訊服務。

 



    天冷要小心：2月中風生命最危險； 高血壓冬天要多吃一顆藥； 憂鬱症也會加重。 

天熱也麻煩：躁症病人更激動 ...

    很多人以為，台灣位處亞熱帶，四季如春，氣候對健康沒什麼影響。其實不然。台

灣雖沒有北國的惡寒、南方的酷熱，但也會有 4、5℃的寒流，36、37℃的高溫，或是天

氣波動，兩天內溫差將近20度的狀況。別說病人，一般人也吃不消。「變化快才痛苦，」

嘉南療養院精神科主任歐陽文貞說。在這冷熱無常的季節，稍有疏忽，天氣就成了健康

殺手。醫師們特別提醒要小心的族群有： 

老人家

    耕莘醫院家庭醫學科鄭維理醫師表示，老人的神經細胞隨著歲月減少，怕冷，反應

慢；皮脂腺分泌減少，皮膚比較乾燥、癢；皮下脂肪變薄，體溫調節緩慢，容易失溫、凍傷；

老人也是心血管病高危險群。 

提醒你： 

1. 千萬別燙腳： 

    很多老人家跟鄭醫師說，「癢得受不了，我用很熱的水洗澡、燙腳，把神經燙死就

不會癢了。」鄭醫師總要殷殷解釋要三度燙傷神經才會死，泡愈熱的水皮膚愈乾會更癢。

水溫應適當，少用肥皂，浴後抹乳液或凡士林保濕，必要時用藥膏治療才是。 

2. 隨氣溫加減衣服： 

    一層層、穿脫方便的洋蔥式穿衣法比一件厚重大衣保暖。 

冷熱無常，誰最怕？４大族群要注意冷熱無常，誰最怕？４大族群要注意



3. 浸泡溫泉勿太久： 

    泡的時間若太長，血管擴張厲害，站起來姿勢改變又且吹到冷風，血管來不及收縮

把血液灌輸到腦部，頭暈跌倒溺水或中風就有生命危險。 

4. 打流感疫苗： 

    冬天、春天是流感高峰期，如果還沒接種流感疫苗，趕快去。 

5. 天亮再運動： 

    早晚溫差大、氣溫低，老人容易出意外。高醫公衛系助理教授陳培詩總叮嚀有高血

壓的阿嬤看到太陽再出門運動，安全且有日照比較溫暖。 

高血壓．心臟病的人 

    台大心臟科王宗道醫師指出，寒天是心肌梗塞、腦中風發病、死亡的高峰時節，罪

魁禍首是高血壓。 

    因為氣溫低時全身血管收縮，而高血壓病人血管較一般

人敏感，收縮更厲害，可能導致冷天病人的血壓比夏天平均

高出 20mmHg（毫米汞柱）左右。

    並且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的血管比較窄、血流

較慢、血液也比較黏稠，一旦遇上寒流溫度急遽變化、若家裡不

夠暖、或外出衣服穿得太少，一個姿勢維持太久不動（比方等公車），

發生心肌梗塞、腦中風意外危險大增。 

提醒你： 

1. 可能得多吃一顆藥： 

    冬天血壓比夏天高，

跟醫生多問問，醫生會視情況調整藥量，維持 血壓穩定。 

2. 血壓不要降太快： 

    若有胸悶或感覺不舒服、血壓突然飆過 180/110mmHg 時，過去做法是將降壓藥咬破

或戳破置於舌下，希望快速降血壓。 

管收縮，而高血壓病人血管較一般

能導致冷天病人的血壓比夏天平均

左右。

高血脂等患者的血管比較窄、血流

一旦遇上寒流溫度急遽變化、若家裡不

少，一個姿勢維持太久不動（比方等公車），

外危險大增。 

整 穩



    但現在不這麼做。王醫師特別強調，「血壓降太猛會有腦中風危險，降壓藥用吞服

的就好」。血壓偶爾高一點，比方超過 160mmHg 時，先休息半小時後再量一次，不要急

著加藥。 

3. 小心發作時機： 

    天冷、緊張、運動、吃完大餐是腦血管病容易發作時機，外出要注意保暖，在家若

覺得冷，可用電暖氣增溫，尤其清晨、半夜如廁要披上外套保溫。 

4. 還是要喝水： 

    免得血液過於黏稠增加血栓危險。 

5. 隨身攜帶救命藥： 

    如果有心絞痛病史，醫師開了硝化甘油，要隨時帶在

身上。 

6. 胸悶不適快就醫： 

    如果感覺胸悶超過15分鐘，脖子僵硬、頭暈腦脹、單側手麻、

吞嚥困難，趕緊就醫。 

氣喘病人 

    台大胸腔內科主治醫師郭壽雄在《氣喘•棄喘》書中提到，氣

喘發作和晝夜溫差大有關係，寒冷空氣容易誘發氣喘發作；溫暖潮濕的

氣候適合過敏原（塵）增生，氣壓變化使空氣中污染物不易消散，春天

花粉散播等情況都易引發氣喘。 

提醒你： 

耕莘醫院鄭維理醫師建議： 

1. 氣溫變化時保暖： 

    外出戴口罩，以免吸入太冷空氣誘發氣喘。 

套保溫。 

手麻、

提到，氣

溫暖潮濕的

易消散，春天



2. 吸低劑量類固醇： 

    平時每天早晚吸入低劑量類固醇鼻噴劑。類固醇劑量很輕，

對身體不會有太大負擔卻可減少發作。 

3. 運動前熱身吸藥： 

    運動前 30 分鐘吸氣管擴張劑，並至少熱身 15 分鐘。

4. 避開花粉： 

    春天花粉特別多，要避開到花粉多的地方旅行。 

5. 外出旅行可自備防枕頭： 

    避免投宿於空調蓋滿灰塵或潮濕發霉的旅館。 

6. 養肺藥膳：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副教授蔡金川建議，可以至中藥行買「三九貼」敷背，

或用黃耆、當歸、小茴香、粉光蔘、紫河車等藥材，加上排骨或雞腿熬湯，是一道溫和

的養肺藥膳。二月中風最危險 

    台灣的研究發現，腦中風死亡率有明顯季節趨勢。一、二月死亡率最高。並且，當

日平均氣溫下降時，中風危險性跟著增加。台大腦中風中心鄭建興醫師也有類似觀察，

當氣溫急遽變冷時，出血性腦中風的病患比較多，2月是高峰期之一。 

    另一份研究指出，台灣人最舒適溫度為 26 ～ 29℃。 

    當日平均氣溫下降到 13℃時，65 ～ 85 歲以上老人家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危險性各會

增加 24 ～ 55％。 

量很輕，

。



精神病人 

    嘉南療養院精神科主任歐陽文貞表示，氣溫、濕度、氣壓、太陽光（日照時間）對

精神病患都有影響。 

    比方有季節性情感障礙（SeasonalAffectiveDisorder，SAD）的人，大部份是冬季

憂鬱、夏季痊癒。症狀是冬天胃口好吃得多，體重增加、容易疲倦且嗜睡、不愛社交等。

加拿大的研究更發現，女人在冬季是被低氣溫影響，吃得多且發胖；男人則受太陽光不

夠的影響，睡得比較多。 

    而對躁症病人的以色列研究發現，春夏交替時雙極性躁鬱症（有躁症加憂鬱症）病

人的住院率和次數明顯比冬季多。 

    季節交替、太冷、太熱、或梅雨季太濕，常是精神病人住院的高峰期，「連我母親

都覺得焦慮、全身不自在，何況得吃藥控制情緒的病人，」歐陽醫師說。 

提醒你： 

1. 動一動心情好： 

    天氣冷使人慵懶、多吃、愛睏、心情差，主要是身體神經和內分泌系統對陽光與溫

度的反應。運動可以調節交感神經、減緩憂鬱、還可燃燒熱量。

2. 穿對衣物免煩惱： 

    就像小嬰兒穿太多會煩躁啼哭，氣候冷熱乾濕對人體恆定是種壓力，冷時添衣、濕

熱時換上通風防曬衣服，可以減少身體調節的負擔。 

3. 必要時用藥助安眠： 

    睡眠少情緒會不穩，容易誘發躁症和惡化精神分

裂病，這時請醫師調整情緒穩定與安眠藥物就變得很

重要。切忌過量飲用咖啡或酒精，免得干擾情緒或

惡化精神病。 

 

33.. 必必必要要時時時用用用

     

裂裂裂裂裂裂病病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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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惡惡惡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