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勞工局今日公布去年受理外籍移工勞資爭議案共3896件，較前年同期增加

679件，成長率為21％；其中前三大勞資爭議類型為工資爭議居冠、轉換雇主終止契約

次之、工作生活管理第三，勞工局總計勞資雙方召開爭議協調會352場次，協助化解糾

紛，更為外籍移工朋友爭取權益金額達2000多萬元。

 
    勞工局長謝政達表示，新北市移工人數9萬4234人，高居全國第3，產業類與社福

類各為57%與43%。移工爭議類型多樣化，在工資爭議方面，以要求儲蓄款返還為最

多，其次為加班費未依法給付，另外國定假日加班未給加班費、雇主沒給特休假亦未

給加班費等問題，也相當常見。

 
    謝政達呼籲，勞工局要求雇主限期給付仍不給付者，將以違反《就業服務法》最

高可處30萬元罰鍰；另強調，雇主應尊重外籍移工多元宗教及文化，給予更多包容與

鼓勵，仲介也應提供完善服務協助，協助落實合理的管理政策，促進勞資和諧，以保

障勞雇雙方權益。

 
    勞工局表示，民眾或外籍勞工若遇有相關法令疑慮，可撥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1955免付費專線，或市府總機（02）29603456轉勞工局雙語諮詢同仁（菲語分機

6462、6501、6502；印語分機6463-6465；越語分機6454-6457；泰語分機6460-6461）

洽詢。

新北外籍移工申訴量年增 679 件　薪資與轉換雇主爭議



不強制納勞保 全國 23.5 萬外籍家庭看護在勞保網外

    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美樂蒂（Melody Albano de Castro）在花蓮地震中不幸罹

難，由於未有勞保，未能領取相關給付。根據勞動部勞動統計資料，目前全國外籍家

庭看護工、家庭幫傭計有23萬5316人，他們恐都同樣面對承擔職場職災風險，落在保

險網外的問題。

    按勞動部勞動統計去（2017）年12月最新統計資料指出，全國外籍家庭看護工和

家庭幫傭約有23.5萬人，佔在台外籍移工人數三成四八。依據勞工保險條例，這群受

僱於一般家庭、自然人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和幫傭為自願投保勞保對象，未強制納入勞

保。勞保有傷病、職災、生育、失能、死亡和老年退休等六項主要保障給付，未投保

勞保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未能納入社會保險網。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表示，外籍看護工在工作上會因為家務打理受

傷，也有可能在推著坐輪椅老人外出時車禍，這是他們的職場風險，卻因為沒有投保

勞保，而缺乏相關給付，勞動部長期漠視這些狀況，拒絕將外籍家庭看護工、家庭幫

傭放在勞工的位置去討論，這只是在幫雇主降低成本；儘管大部分的外籍移工會另外

投保意外險等商業保險，仍少了應納保的勞保。

    「外籍看護工和台灣長照制度息息相關」，陳秀蓮認為，台灣長照制度如何發展

和規劃，其中有個關鍵要件是政府如何看待這群外籍看

護工。

    針對此項議題，勞動部指出，不管本國籍或外籍，

家庭看護工或其他家事勞工因為工作時間起

迄難以界定釐清，未能適用勞基法相關規

定，未強制投保勞保，勞動部會配合衛生福

利部的長照規劃，維護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

傭的勞動權益。



外勞假日打工解決農業缺工？
農委會：涉《就服法》必須修法

    農委會2/1舉行年終記者會，日前媒體報導，農委會為解決農業缺工，準備向勞

動部申請開放外勞假日打工，農委會主委林聰賢今天再度表示，雲林嘉義等主要農業

生產縣市，缺工樣態跟高屏地區果園等季節性缺工樣態不同，雲林縣政府日前反映，

希望產業外勞可以開放假日打工，解決農業縣長期缺工問題，目前農委會副主委陳吉

仲，正與勞動部方面研議透過專案方式，在特定縣市進行試辦。

    林聰賢今天表示，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目前農委會做法，係優先從農村招募，

讓除了讓中高齡失業者能夠在地就業，也希望藉此把新農吸納進來。農委會在106年

度共成立37團農業人力團，招募842人，累計服務4,145家次農場，初步緩解約20%的

農業缺工需求。

    由於農業人力團去年成效頗佳，林聰賢表示，農委會今年將擴大招募，預估招募

人數將比去年成長5成，達到1200人水準，和今年最大不同的是，今年招募的農業人

力團將新增機械採收更新團，優先投入需要大量人力的蔬菜採收，透過相關機制，鼓

勵新農業與農事服務業發展。

    舉例來說，農委會去年宣佈農藥減半，並且宣佈非農地禁用除草劑政策後，農委

會各地農改場，已經開始輔導各地青農，組成專業除草劑代噴團隊，透過輔導青農田

間管理技術服務，導入新的農業服務服務模式，今年農委會將會擴大鼓勵範圍。

    林聰賢表示，雲林、嘉義主要農糧生產區，與南部縣市果園收成季節，季節性缺

工的樣態不同，雲林縣政府因此向勞動部建議，希望能夠讓當地工廠服務的外籍勞

工，假日可以到農場打工，協助蔬菜採收，對於農業縣提出的需求，農委會方面已經

由陳吉仲與勞動部組成專案小組，研商未來專案開辦的可能性，可能會採取特定縣市

試辦方式推動。



    不過，由於產業外勞假日打工，主要權責單位是勞動部，陳

吉仲對於這項可能開放措施，目前仍語帶保留。

    陳吉仲表示，今年農委會準備招募的機械採收更新團，人

數雖然只有160人，但與過去農業農事服務團最大的差異是，機

械採收更新團因為有農業機具的協助，「1人可以省10個人力工

作」，雲林採收蔬菜所需瞬間人力需求較大，唯一可解決辦法就是機械採收，農委會

也透過科專計畫，解決缺工議題，避免重蹈日本高齡化，導致農業生產困境問題，我

們將與勞動部討論議題針對外勞人力更充分運用。

    陳吉仲強調，在如果要開放產業外勞假日打工，就會面臨《就業服務法》適法問

題，另外，外勞假日打工如果發生逃跑，在責任歸屬上，到底應該歸屬於引進外勞雇

主？還是歸假日打工的農場？也會有相關爭議。

    陳吉仲表示，台灣近年積極引進新南向國家學生來台就讀，其中很多學

生都就讀於雲科大、環球科大、虎尾科大、中興大學等學校，新南向學生

人數大約有1600人左右，他們如果在學校打工，一個月的收入只有5-6千

元，但是如果投入農業假日打工，一天可以賺1200元，對於來台生活不無

小補，農委會現階段的人力引進，還是優先以青年假日打工為主，產業外勞假

日打工政策，現階段在解決農業缺工的政策上，仍然屬於中後段

措施。



    106 年的外勞行蹤不明人數為 1萬 8209 人，比率 2.78%，創下 92 年以來新低，勞動

部分析可能原因包含就服法第 52 條修正、去年加強查緝等，但後續仍需再觀察。

    在台灣的外勞人數年年創下新高，根據勞動部的最新統計，106 年在台灣工作的產

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高達67萬6142人，而令人詬病的外勞逃跑比率，過去都維持在4%

左右，但近 3年不僅都有下降趨勢，106 年更創下 92 年以來新低。

    根據勞動部網站上「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概況」的最新數據，106 年產業

及社福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人數為 1萬 8209 人，比率 2.78%。比 105 年 2 萬 1708 人，比

率 3.59%，少了 3499 人，比率也大幅下降 0.8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接受中央社電訪表示，造成外勞逃

跑的因素很複雜，有雇主端也有外勞端，更有市場供需的因素存在，因此很難直接斷定

是因為什麼原因，讓外勞逃跑比率下降。

    薛鑑忠分析，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外勞每 3年必須出國一日規定，加上政府不斷

加強法令宣導、去年加強查緝，讓查緝人數大於逃跑人數等，都是影響因素，不過後續

效應仍要再觀察。

    根據「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概況」，截至 106 年底，外勞逃跑未查獲人數

為 5萬 2317 人，逃跑比率最高的外勞國籍為越南，高達 5.12%，其次為印尼 2.91%，菲

律賓跟泰國則都為 0.37%。

106年外勞逃跑比率2.78 創新低



    為什麼台灣需要新住民基本法？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秘書長徐鴻欽表示，台

灣生育人口不足，一定要仰賴外來人口，但如果除了婚姻移民外，其他移民政策沒有相

關配套，是很難吸引人才的。他認為，我國可以像新加坡一樣，成為亞洲移民政策的典

範，以人口培育及人口補充的角度，去造就台灣另一個經濟發展。

    徐鴻欽說，很多優質的藍領，雇主想推薦他們留下來，還有很多僑生也想回台工作，

但台灣拿什麼讓他們留下來？如果沒有一個機制，他們還是會去韓國、新加坡或大陸。

等於台灣只是一個高級人才培力所，培養完了他們就出去了，台灣未來也只是淪為不斷

代工的地方而已。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張正表示，我們不能老要新住民融入台灣，而是要

借重他們的能力，向他們學習，吸收他們的文化進來。他指出，這些在台工作的外籍勞

工，都是 20 到 40 的青壯人力，在這裡要有勇氣才能得到一個有點歧

視他們的地方工作，若我們真的缺人，這些人很容易變成我們

的人，這點要向韓國學習，什麼都是我們的才好，才會變大，

如果老是排除，這塊土地只會慢慢變小。

    台中市親子閱讀協會理事長謝涼舉例，去年有一位

外配被先生莫名地離婚，也被先生檢舉非法工作、

逾期居留，因此遭遣送回國，她要回來探視孩子

時竟無法入境，才知道自己被境管，所以出國及

移民法的修正應該要趕快推動。

徐鴻欽：台灣拿什麼讓他們留下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報稅時醫療類的列舉支出部分，如果是病房膳食費、看護

費、照護費，因非屬醫療性所支出之費用，依規定是不得申報列舉扣除。依照現行的所

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部分是針對身體病痛與治療所須部分，

因此手術、藥品等費用可列舉扣除；但其他如看護費若非治療類的必要「需求」，則無

法列舉扣除。

    根據國發會資料顯示，2026 年台灣扶養比將達到 49.9%，其中扶幼比為 19.1%、但

扶老比已達 30.8%，換句話說，8年後的台灣每 3.2 個青壯年要扶養 1位老人。另外，數

據也顯示，在 2051 年以前，扶老比將以每 5年成長 6% 以上的速度持續上揚，而 2051 年

每 1.5 個青壯年就要扶養 1位老人。各界預期，未來人口老化也代表醫療支出將持續增

加，包括醫療費用與長期照護費用都會持續攀高。

    根據現行稅法規定，如果民眾自己、配偶或是所扶養的親屬，因為身心功能退化、

無法自理生活須長期照顧時，中間的各項支出只有手術、藥品等醫藥費可列舉並做支出

扣除。中區國稅局說明，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所定「醫藥及生育費」列

舉扣除額之立法意旨，是針對身體病痛接受治療而支付之費用始得列舉扣除，因此長期

照護所支付之其他各項費用，如病房膳食費、看護費、照護費等，因非屬醫療性所支出

之費用，依規定是不得申報列舉扣除。

    假設小明在 2018 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算時，列報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 47 萬元，其

中有手術費 10 萬元、藥品費 20 萬元、護理之家的勞務費（即為看護費）17 萬元，則國

稅局所認定的扣除額只有手術費與藥品費 30 萬

元，勞務費、看護費等都不得計算於扣除額中。

    若小明不服申請復查，主張自己住院的期

間本就需要特殊照護、為必要的治療，國稅局

表示，這類情況若有醫師證明文件，就會予以認

列其支出。

看護費不算「醫療」？
國稅局：非治療必要、就不算醫藥支出



    歲末時節聚餐多，尾牙、圍爐不斷續攤，大魚大肉的饗宴免不了喝幾杯酒。然而高熱

量、高脂肪、高蛋白質的豐盛菜餚再加上酒精，往往造成尿酸過高，成為引發痛風的兇手。

尿酸結晶沉積 大拇指關節、腳踝易發生

    萬芳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侯宗昀表示，每年過年後門診中痛風發作的病人會增加

1至2成，特別提醒民眾，歡樂聚會還是要控制飲食，多喝水、多排尿，避免痛風突然發作，

痛苦又掃興。

    痛風最明顯的徵狀就是疼痛來得快也去得快，當體內的普林代謝異常，使身體累積過

多尿酸或無法及時排出體外，過多的尿酸就會形成結晶沉積在關節中，最後發生急性發炎

反應。痛風最容易發作的部位在大腳趾關節、腳踝等處，嚴重甚至痛到無法下床走路。

多運動、多喝水、少喝酒 遠離痛風

    侯宗昀主任表示，有一名 50多歲的商界老闆，因常應酬喝酒罹患痛風，拖延5年多才

就醫，當時全身上下已出現多處痛風石，大腳趾甚至變形到無法穿鞋。經藥物治療，將尿

酸濃度降低後，痛風石自然溶解，同時嚴格控制飲食，使症狀良好改善。

    隨著飲食習慣改變，台灣目前罹患痛風的年齡層逐漸下降，提醒民眾不要認為還年輕

就暴飲暴食，常運動、多喝水、少喝酒，將體重維持在正常範圍才能有效遠離痛風，「高

普林」的食物如紅肉、海鮮等，只要尿酸控制得當，可稍微淺嘗。

   尿酸值變高的原因大致上有兩種情況：

1.體內生產過多的尿酸。

2.無法順利排除尿酸，導致囤積於體內。

痛風年齡層下降 大餐、飲酒要當心痛風年齡層下降 大餐、飲酒要當心



尿酸產生過量的原因有：

•吃太多。

•酒精類飲品喝太多。

•激烈運動做太多。

•肥胖。

•壓力。而尿酸無法順利排除的原因，

則是因為腎臟沒有正常運作。

降低尿酸值，改善高尿酸血症與痛風

的五大飲食重點

1.勿過食，勿過胖

2.少攝取高普林食物

3.多攝取讓尿液鹼化的食物

4.每日至少攝取 2公升的水分

5.飲酒勿過量

痛風究竟有多痛

    初次痛風發作通常表現在足部關節的紅腫熱痛，尤其多發於足趾（特別是大拇趾），

同時還伴有發熱的症狀。患者常常是在晚上突然感覺劇痛襲擊，嚴重者甚至連走路都走不

了。如果是慢性痛風，發作時則全身關節都可能疼痛，而且在關節處還可能突起一個個的

腫脹瘤狀物，即痛風結節。 

    曾有患者根據自己的感受把痛風的疼痛分為五個級別，雖然不是正式醫學分級，但是

說明得很具體： 

一級疼痛：輕微疼痛，沒有太大影響。 

二級疼痛：較疼，走路的時候感覺不舒服。 

三級疼痛：很疼，但是扶著桌子可以走路。 

四級疼痛：疼痛很強烈，半身癱瘓，上半身忍痛可以活動一下。 

五級疼痛：疼痛劇烈，全身癱瘓，只能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平時就要注意痛風可能發生的成因，一旦發現徵兆，

請立即到醫院接受專業檢查，及早發現才能及早治療哦！

，



孩子，我想跟你說說孝順是什麼。

如果孝是指對父母孝敬，那麼順是指要順著父母？

所以，父母不管說什麼做什麼，子女都要順著？

殺人犯的子女、騙子的子女都該怎麼辦？

父母就都是對的嗎？當然不是！

我就經常犯錯誤啊，你要是永遠順著我，你肯定會瘋！

生下你，不是為了光宗耀祖，是因為你值得 來體驗世界！

如果說我生你養你這些年，所以你必須要孝順我，

這邏輯成立嗎？當然不成立！

我和你爸爸想要一個孩子，是希望能有一個小生命參與我們的人生，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值得你來體驗一番。

而不是因為社會輿論壓力，不是因為要光宗耀祖，

更不是怕老了沒人養！

我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把你生下來了，

在你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前，我需要放棄一些東西來養育你，

這不是應該的嗎？

這能成為將來你必須孝順的理由嗎？

我不想對你灌輸  也不需要灌輸孝道

孩子對父母的愛是與生俱來的，

是誰破壞了孩子這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呢？

是父母自己。

反復對兒女強調要「孝順」的父母，

不是對自己沒自信，就是對自己的孩子沒自信，

才會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

孩子，我不會用 孝順 來綁架你！ 孩子，我不會用 孝順 來綁架你！ 
（生下你，並不是希望 老了有人照顧 ...）（生下你，並不是希望 老了有人照顧 ...）

信，



「父母都是為你好」這句話的殺傷力，太大了

如果我不在乎你的想法，強制干涉你的生活，

然後說我都是為你好，你以後要孝順我，這簡直可笑。

「父母都是為你好」這句話殺傷力太大了，

讓你無言以對無可奈何，到底對你來說，什麼才是「好」？

是父母為你鋪平一條道路讓你走，

還是遵循內心的想法走出自己的路？

雖然有風險，我依然會讓你選擇自己想走的路

我為你選擇了後者。

但是那也是有風險的，有時候我明知道那是個坑，

你還是義無反顧往下跳時，我該怎麼辦？

我會建議你不要這麼做，並將利弊分析給你，

可是萬一你還是執意如此，我只能說，孩子，

我說得再多也比不上讓你去體驗一番，

只要不違法，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願去做。

在過程中，你受傷了 你可以毫不猶豫地回來找我

但是親愛的，一旦你受傷了後悔了不知所措了，

別忘了還有我和你爸爸，你可以毫不猶豫地回來找我們，

我們是你最堅實的支持者和避風港。

即使你不聽勸，我也不說狠話 更不會斷絕關係

因為你知道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當你發現當初的決定是不對的，

你為此付出了代價也同時學會了一課，

我隨時歡迎你回來。

沒有冷嘲熱諷，沒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生活還是原來的樣子。



我不灌輸孝道，不是不愛你  而是不想用這理由 綁架你

你需要過自己精彩的生活，我憑什麼說不行？

如果有人是為了養兒防老才生孩子，

那抱歉地說，在這種環境裡長大的孩子

很有可能是個「不孝子」，因為父母的目的性太明確，

並沒有做好真正成為父母的準備。

生你、養你很辛苦  但不代表你一定要孝順我

媽媽特別不喜歡聽到那些「我生你那麼疼你要孝順我啊」，

哦，所以生孩子疼是孩子的錯？

「為了養你我每天那麼辛苦，你要孝順我啊」，

哦，所以經濟不好養不起孩子，也是孩子的錯？

如果不巧的是，我寫了那麼多，

到頭來你覺得我不值得你來盡孝，

那也不是你的問題，我應該自己反思哪裡出了問題。

相信大多數孩子對父母都是由衷的愛著，

孩子也會覺得父母值得去盡孝。

父母不是權威、不是一切 你該當個獨立、自信的孩子

對你而言，父母不是權威，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

指出我的錯誤，表達你自己的看法，

我迫切地希望那一天早日來到。

等你有了孩子，希望你也用同樣的信念去養育你的孩子

如果需要我的幫助而我又有空閒當然可以，

如果你想像我養育你一樣養育你的孩子，

那更是再好不過！

啊」，



我希望年紀大了  不需要再總是為你擔心

我可以和你老爸或者好友逛逛街、旅旅遊、出出國、學學東西，

而不是天天惦記你早餐吃了嗎？

晚上幾點睡？什麼時候結婚？

你是成年人了，如果這些事還需要我去惦記，

那也只能是我教育的失職。

你願意照顧我，我很感激  不願意照顧我，也沒關係

等我躺在床上動不了，如果你願意來幫助我，

那我要說謝謝；

如果你因為任何理由不能提供幫助，

那也沒關係，我將準備好足夠多的金錢

來維持我那段時光的生活質量。

不管怎麼樣，你都是我最滿意的作品和最貼心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