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酪農缺工缺很大！想多申請1位移工都不行？農委會這樣說
    台灣酪農業缺工嚴重，農委會5月起開放農業移工，卻引發酪農不滿，每1場飼養

頭數達好幾百頭，政府規定只能申請1名，批就是找不到本國人力，才要找移工，卻

限制前提要雇用4名本國勞工才可以。農委會接受《ETtoday新聞雲》訪問表示，目前

只是試辦階段，之後整個政策都會再檢討。

    農委會啟動乳牛飼育業外勞試辦方案引進農業移工，規劃以400人為額度，今年5

月開放申請，預計最快7月實施。計畫規定酪農場除要有合法登記證外，飼養頭數必

須達80頭以上，場內投保農、勞保人數要有4人以上，才能聘請1名移工。

    部分酪農認為，以飼養頭數達幾百頭以上的場來看，只能申請1名移工完全幫助

不了多少，且就是找不到本國人力來做這項工作，竟然還規定至少要搭配4名本國勞

工，對「4+1」 政策提出質疑。

    農委會輔導處副處長蘇夢蘭說明，目前農業移工主要有「農業外勞外展」和「乳

牛飼育業開放外籍移工 」2種。農業外勞主要由地方農、漁會及合作社等組織提出數十

名人力申請，只要農場有需要，就會引介移工過去。而會有這樣模式，是規定上，移工

到台灣只能由「單一雇主」聘請1年，但不少季節性果園，可能只有1、2個月人工需求。

    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王忠恕表示，不管是外展還是乳牛飼育業開放外籍移工，目

前都只是試辦階段，預計1年，現在剛開始試辦不可能面面俱到，初期已有跟酪農溝

通。對於農民認為場區規模大，人力要申請多一點，王忠恕認為，規模愈大，自動化

程度相較高一點，若試辦成功或過程大家都很踴躍，不排除提前檢討政策。

    至於酪農質疑「4+1」規定，王忠恕強調，這完全是顧及本國勞工權利，才有此

要求，不能所有人力都用外籍，造成排擠效應。王忠恕說，還是希望酪農先以「乳牛

飼育業開放外籍移工」專案去申請，最後真的還是人力不足、外展名額也有剩，也能

再提出意見、申請。



    台灣產業外籍移工人數有近45萬人，但移工生活照顧卻未盡完善，過去許多移工

因為「廠住合一」，倉庫發生火警，造成睡在2樓的移工罹難。監委認為，勞動部及

內政部消防署都有責任協助改善。

    017年2018年連續發生工廠宿舍火災，造成多位移工罹難的慘劇，突顯移工宿舍

的安全問題。 監察委員王幼玲、王美玉在調查報告指出，外籍移工「住宿是否應與

廠房分離」之檢討，相關主管機關仍在法規調和階段；調查期間，監委曾履勘多家廠

住合一形式宿舍，部分環境確實不甚理想，而勞動部迄未盤點該類宿舍的數量及風險

級別，雖訂有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事項及基準，但外籍勞工住宿的建築及消防安全

卻由權責單位各行其是。

    勞動部今年3月12日預告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計畫書裁量基準草案」，增加雇

主聲明建築安全、消防安全、廠住分離及工廠是否有危險因子等項目，以利地方政府

針對高風險住宿地點實施檢查或移請建管或消防單位依法核處；由於單靠雇主的聲明

事項，仍須系統介接建管、消防及職安資料，掌握外籍勞工宿舍的建築物公共安全、

消防安全及危險因子等事項，內政部也須彙整各地工廠供勞工住宿建築物列管清冊，

以利後續管理。由於事關重大，監委高度重視，也促請行政院持續督導勞政、消防及

建管單位落實改善。

    另外，本案調查時即發現相關主管機關怠於嚴格執法，弱化雇主照顧勞工的法定

責任，一再給予限期改善或稱未掌握，使課予雇主提供移工安全居住環境的法律要求

流於形式，未見勞動部偕同內政部確實檢討，監察院將會持續追蹤。

    監委呼籲，至本年2月底止，外籍移工在台

總人數已逾70萬人，其中產業外籍移工人數有

近45萬人，勞動部與內政部過去對於外籍移

工住宿係違章建築、或與作業工廠相

鄰或同棟情形未能清楚掌握，致使火

災後釀成嚴重傷亡之慘劇。行政院應

儘速督同所屬積極落實改善，以避免

憾事再度發生。

監委：移工住宿安全 勞動部、內政部需協助



家有移工看護 仍可申請最高 1萬元長照服務

    聘僱移工看護的家庭可以使用「長照四包錢」的資源嗎？答案是可以的。據家庭

照顧者關懷總會觀察，移工家庭必備的「長照四包錢」是專業服務，申請每個月最高

1萬元補助，就可用這筆補助每周請職能治療師、營養師到家中評估被照顧者，不僅

能提供更好的照護，更能避免所有照顧負擔都壓在移工看護身上。

    台北市勞動重建運用處今舉辦全國首次移工家庭日活動，宣

布正式推出「台北市聘僱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試辦計畫。台

北市勞動重建運用處處長葉琇姍表示，截至今年2月台北市社福

類移工已達4萬4212人，越來越多家庭選擇聘雇移工看護家中長

輩，多數卻不知可使用長照，所以該計畫強調透過社工家訪將長

照2.0資源帶入移工家庭。

    長照2.0的「長照四包錢」，每包錢各是「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

務」、「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

書長陳景寧表示，由於失能及失智長輩病程會不斷變化，但移工看護較缺乏專要照護

技巧，面對吞嚥、機能退化，常不知如何解決，容易造成雇主及移工爭議。

    移工家庭可申請專業服務，包括復能照護、居家護理及營養照護，雖補助會打三

折，但每月最高仍可補助1萬元的服務。以一次1500元的職能治療師到宅服務而言，

每周都申請也不成問題，由專業復健人員評估被照顧者近期狀況，設計、指導移工專

業照顧方式。

    專業服務對移工看護家庭有多重要，陳景寧分享了一個故事，有一位中重度失智

症爺爺，家中聘僱移工看護。爺爺原生活可自理，但某天突然不吃飯、甚至連上廁所

後都不清潔，家屬和移工都不知如何解決，直到親友推薦申請職能治療師到宅服務，

透過職能治療師依專業分析，原來爺爺因退化需要使用輔具吃

飯，甚至因衛生紙換置才會讓爺爺如廁後不清理。

    除專業服務外，陳景寧也提醒，交通接送、喘息服務、輔具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都全額補助，不因家有聘僱移工而不同。

不過喘息服務申請前提，需是移工服務出現空窗期達30天以上。

「別讓所有負擔都壓在移工看護身上。」



    ［編譯陳正健／綜合報導］印尼是著名的移工輸出國，女性佔逾三分之二，這些

婦女從事家傭、保母及看護等辛苦工作，犧牲自己將薪水寄回母國，讓下一代過更好

的生活，但印尼東部也因此出現許多「無母村」（motherless village），幾乎所有

年輕女性都出國工作，以致孩子乏人照顧。

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網十二日報導，印尼龍目島東龍目縣瓦那塞巴村

    （Wanasaba）就是典型的「無母村」，村裡年輕女性必須出國謀生，多數男性以

農耕或務工為業，但薪水不及從事外勞的妻子。當婦女離家後，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及

男性承擔照護者角色，甚至照料彼此的孩子，但也導致許多缺乏母愛的童年。

婦團成立替代家庭幫助孩子

    該村女童伊莉（Ely Susiawati）十一歲時，母親瑪莎（Martia）便已將她交託祖

母，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擔任家傭，並與她的父親離異。伊莉描述，當她在學校看到友

人的雙親時，感到非常痛苦，渴望母親能夠回家。另一名女童凱洛馬丘（Karimatul 

Adibia）則在一歲時與母親分離，無法憶起兩人的相處時光，直到小學快要畢業，母

親才回國與她見上一面。但她與媽媽的情感疏離，相見時甚至帶有被拋棄的憤怒。

    除親子問題，印尼女性移工經常缺乏法律保障，容易受到僱主虐待，重傷或致死

事件時有所聞，或是未能領到薪酬。部分女性則在外地遭到性侵，或發生兩相情願的

性關係，於國外產子後帶回印尼，其中有許多混血兒。移民權益團體指出，這些兒童

被稱為「紀念品孩子」（the souvenir children），常在學校遭到污名化及嘲笑。

    為此，印尼婦女蘇比哈蒂（Suprihati）成立一個協助團體，提供課後班等活動，

希望建立替代家庭。她表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母愛，容易與人疏離及失去自

信，課後班提供課業輔導與生活諮商，可為孩子提供正面助益。

媽媽出國當移工 印尼無母村小孩缺乏母愛

信 課後班提供課業輔導與生活諮商 可為孩子提供正面助益



外勞更名為移工 徐國勇：帶動友善與包容

    （中央社記者邱俊欽桃園 3日電）移民署因應各國慣用語，將外僑居留證上的居留

事由的「外勞」更名為「移工」，內政部長徐國勇今天並將新製發的居留證送到移工手中，

希望帶動社會更友善、尊重與包容的用語。

    內政部移民署表示，根據勞動部統計目前在台移工已超過 70 餘萬人，桃園市移工人

數高達 11 萬多人，是全台移工人數最多的縣市。為了回應社會對移工的支持與尊重，參

考民間團體及各國的慣用語，移民署將外僑居留證上的居留事由更名為「移工」。

    徐國勇上午前往義美食品公司南崁廠，關懷訪視菲律賓籍移工，並舉行將「居留證

更名移工」的活動典禮，受到外籍移工熱情舞蹈歡迎。

    徐國勇表示，感謝來自越南、印尼、泰國及菲律賓等國移工，對於在政府各項重大

公共工程中付出心力外，也填補台灣長照體系的人力缺口，為了回應社會對移工的支持

與尊重，移民署參考民間團體及各國的慣用語，將外僑居留證上的居留事由更名為「移

工」。

    徐國勇也肯定義美企業以直聘方式招募移工，肩負社會責任及打造友善移工環境，

也祝福外籍移工媽媽母親節快樂，同時將新製發的居留證送到移工手中，希望透過這次

更名帶動社會大眾全面性地使用較友善的用語，讓社會氛圍更尊重包容。

    另外，移民署長邱豐光也表示，外僑居留證是採「逐漸汰換」的便民方式來辦理，

因為移工朋友在台的居留效期最長為 3年，目前在外流通的居留證，可藉由申請居留延

期或資料異動等作業，自然而逐步的在 3 年內完成全面換發，在這期間新舊事由

的居留證均可使用。



宜縣去年逃逸移工476人 議員憂治安

    ［記者林敬倫／宜蘭報導］宜蘭縣去年通報的逃逸外籍移工人數達四百七十六人；

縣議員林棋山憂心，逃逸移工這麼多，若涉嫌司法案件政府很難掌握，影響社會治安，

恐成國安問題；縣府勞工處長吳志宏說，已對雇用業者加強訪視與輔導，希望提供更友

善工作環境，也呼籲雇主不要僱用來路不明的移工，以免受罰。

    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聘僱的移工連續三日失去聯繫，須向勞動部提出通報；

據統計，全台外籍移工通報逃逸人數有五萬多人，宜蘭縣二○一六年通報數五八五人、

     二○一七年四七三人、去年四七六人，其中以印尼與越南籍逃逸人數最多。

僱用逃逸移工 最高罰 75 萬

    縣府勞工處表示，雇主應與移工簽訂並遵循

勞動契約或工作說明書，提供適當休閒設施、尊

重其宗教信仰與習俗，改善伙食營養與住宿環境

等福利，以避免逃逸情形發生，也呼籲雇主別僱

用來路不明的逃逸移工，否則依就業服務法可開罰

十五萬元到七十五萬元。

    勞工處長吳志宏指出，移工逃逸的因素複雜，例

如同胞慫恿、希望賺更多的錢、雇主不當對待、聘僱

期滿不想回國，返國再來需再支付仲介費及被人口販

運集團掌控等，都是可能因素。

    縣議員林棋山昨在議會勞工處單位質詢時指出，逃逸移工人數這麼多，淪落在市場

「打黑工」，不但減少國人工作機會，也會衍生治安問題，過去南方澳曾發生珊瑚被偷、

工業區電纜被盜，最後查出是逃逸移工所為，縣府應想辦法輔導雇主加強管理。

    議員吳宏謀也說，縣府應與雇主多聯繫，防止外籍移工逃逸，減少對治安的影響，

同時要提供相關資訊，以免雇主聘用到逃逸移工而觸法。

縣府加強訪視、查察

    吳志宏表示，縣府已加強外籍移工訪視，強化雇主管理，並配合縣府社會處，針對

養護機構看護工，進行定期及不定期聯合查察，希望提供更友善工作環境。



雇主申請外勞 計算本勞有7不

工商時報【邱琮皓╱台北報導】

    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正如火如荼展開。值得注意的是，勞動部最近公布最新函釋，為

確保台商保證創造當地就業機會，業者不得將異地其他廠區僱用的本勞任意移轉「灌

水」，作為聘僱外勞的擴增基數，本外勞配比計算須在同一廠區，否則可廢止超額部分

的許可，甚至裁處 6~30 萬元。

    勞動部最新函釋指出，僱主計算可聘僱外勞數量時，在計算「聘僱國內勞工人數」，

不得發生的未投保、建教生、月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外，由僱主其他勞工保險證號移

轉，或退保後再加保；僱主聘僱國內勞工有異常情事，經查明非屬僱主新增聘僱國內勞工；

或聘僱國內勞工工作地點非屬新增投資案聘僱外勞工作地點等七 7類情況。

    勞動部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舉例，如果公司在桃園、台中、高雄分別有工廠，

3廠投保證號也不同，當業者申請在台中廠利用台商回流專案聘僱外勞時，不得把桃園、

高雄廠勞工投保資料移轉至台中廠「灌水」，也就是本外勞計算的基礎，必須要在同一

廠區。

    薛鑑忠強調，業者在申請專案增聘外勞，都會遞交計畫書，內容包括提升當地就業

機會，為確保業者確實在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不能把跨區工廠本勞算進來。

    倘若業者把 7類不得計入的勞工「灌水」，預核期滿、1年後查核時，將會比對本

國勞工情況，有不符合直接踢除，重新計算正確外勞可聘僱人數。至於超額部分不再另

給改善期，將直接廢止，未來也會每 3個月進行查核，要求業者限期改善或廢止超額的

外勞許可，直到符合比例為止。勞動部強調，地方勞政主管機關也可視情況，依法裁處

6萬至 30 萬元。

    勞動部 4月初公告放寬台商回台聘僱外勞規定，除現有 3K5 級制額外雇用比例外，

若仍有不足，給予申請額外 10％空間，上限不得逾 40％，例

如電子業上限加額外購買 25％，台商可再額外增 10％

達 35％。

    ，台商符合一定條件再額外每人繳交 7,000

元就業安定費就可申請，這次採外勞預核制，核

准引進外勞不超過初步招募外勞的一半，俟雇用

本勞達 1╱ 2以上，再核准另一半外勞額度，且

一年內免查核，一年後對台商展開本外勞比例是

否符合規定的查核。



    夏天即將到來，氣溫越來越高，不少人已經開始使用冷氣了。有的人在外面大汗淋

漓，一回到家就打開冷氣，對著冷氣直吹，也有的人窩在冷氣房裡一整天等等，其實這

些做法都不是冷氣的正確打開方式，一不小心就會吹出病來。那麼不正確的吹冷氣行為

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哪些傷害呢？我們又該如何正確吹冷氣呢？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保健心內二科主任、主任醫師郝恩魁指出，吹冷氣不僅會讓我們

皮膚乾燥、眼睛乾澀、感冒受涼，還會讓我們腸胃不適，而且我們開冷氣時一般都是關

閉門窗，空氣不流通，容易滋生細菌。

    「再加上冷氣房內空氣往往比較乾燥，長期處於這種乾燥的環境，眼睛也會發澀、

皮膚感覺緊繃難受，鼻黏膜和氣管黏膜都會變乾受損，感冒等細菌和病毒就容易趁虛而

入，可能出現咳嗽、打噴嚏、流鼻涕等呼吸道不適，以及頭暈、頭疼等感冒症狀。」郝

恩魁說，長時間吹冷氣還會導致消化系統受涼，胃腸血管突然收縮，消化功能降低，容

易出現上吐下瀉的胃腸炎症狀。

    此外，夏天人們都穿得比較單薄，還常常喝冷飲解暑，這時，加上冷氣吹出的冷氣，

低溫環境會刺激血管急劇收縮，如果長期伏案工作，產生脖子和後背僵硬、腰和四肢疼

痛、疲勞乏力等。

冷風吹到腰背比迎面更傷身！吹冷氣掌握 4點不生病冷風吹到腰背比迎面更傷身！吹冷氣掌握 4點不生病



那麼，冷氣的正確打開方式是怎樣的呢？

    1. 冷氣溫度設置在 26℃比較適合。夏秋兩季人體感覺最舒適的氣溫為 26℃左右，

如果再低 3℃ ~4℃左右，人體會覺得有些涼。另外，室內外環境不同，如果冷氣房間溫

度與室外差別較大，生活在這兩種極端溫度下身體調節能力容易失調，久而久之會導致

免疫功能下降，出現各種不適症狀，醫學上稱之為冷氣病。因此，建議一般情況下，最

好將冷氣調到 26℃左右，室內外溫差不超過 7℃，否則會加重體溫調節中樞負擔。

    2. 身上有汗不要立即吹冷氣。如果在室外工作後大汗淋漓，此時不可直接吹冷風，

可以先在冷氣不強的地方待一會兒，等身體適應了溫度變化再進入低溫區，以防全身毛

細血管迅速收縮，而引起發熱、鼻塞、頭昏腦漲等症狀。還要盡可能少吃冷飲，多喝涼

開水。

    3. 不要一直窩在冷氣房裡，要適當走動。長期待在冷氣房裡，寒氣會一步步深入到

體內，損傷陽氣，導致脾陽的虧虛、消化功能失常，引起腹痛、腹瀉。中大醫院中醫內

科主任王長鬆建議，如果要長時間待在冷氣房里辦公，可以過半小時到一小時起來走動

走動，不要總坐著不動，可以到窗戶邊上透

透氣，或者到出去活動一下，讓自己的血脈

流通起來。此外，每次使用冷氣的時間不宜

過長，使用兩個小時要停一下，以保持室內

通風，如果徹夜開冷氣，最好將室內門打開，

或者將窗戶開個縫，調節一下室內空氣。

    4. 避免冷風直吹身體。開冷氣時，冷空

氣向下沉，因此風最好向上吹，避免直吹。

靠近冷氣的人，最好面對冷氣坐，如果冷風

從後面吹到背部、腰部，比迎面風對人體造

成的損害更大。



    去年冬天，市郊鄉村的一座大橋

底下，有個女人上吊自盡了。這個女

人來自附近的一個村莊，按到報案的

員警們來到這個女人家裡，發現這女

兒不足周歲的孩子也死了。孩子的父

親還不知道妻子已經自盡的消息，以

為是為孩子的事來的，哭天抹淚地向

員警說著事情的原委。

    原來事發前，妻子跟他大吵了一

架，說他有外遇，跟一個女人相好。

丈夫平白無故被罵，生氣之下，去找

朋友喝酒去了。晚上這女人給丈夫發

了條短信，說你回來看孩子吧，我不會再看孩子了。但男人喝酒時沒有注意到短信，等

他回家時，才發現孩子因為蹬掉被子，已經凍死了。

    這個男人還不知道妻子已經上吊自殺的事情，還在向員警憤憤地說是因為妻子的失

誤，導致孩子被凍死了。等員警告訴他，你老婆已經上吊自殺了，他一聲沒吭，就昏死

過去了。

    住在村頭國道邊一個修理摩托車的劉老漢，是這起慘劇的始作俑者。劉老漢五十多

歲，離婚多年，獨自生活。他平素喜歡搬弄是非，挑撥關係。他告訴這個女人，說她老

公有外遇了，而且描述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當警方調查這些所謂外遇傳言的時候，

發現其實都是道聽塗說、子虛烏有。

    當地村民們說，劉老漢最喜歡幹這種挑撥是非的事情。很多家庭都因為他背地裡胡

說八道，導致不和睦、夫妻反目、父子交惡。每當劉老漢聽說自己的挑撥得逞，就洋洋

得意、興奮得不行。

劉老漢搬弄是非、造謠生事的現世慘報劉老漢搬弄是非、造謠生事的現世慘報



    事情雖然因劉老漢而起，但是這畢竟構不成罪名，誰也拿他沒辦法。在鄉村，這種

東家長西家短、流言蜚語，天天在發生著，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女人輕言謠言而致家

破人亡的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哪知過了不到幾個月，劉老漢也出事了。一天夜裡，劉老漢在朋友家喝醉了酒，回

到修理鋪，迷迷糊糊地打開一個瓶子，來了一口。不料他喝的是液氦，一種焊接輔助材

料。液氦溫度在零下 268∘ C 以下，噴射

出來之後，瞬間即可凍結任何東西。

    劉老漢當場就昏死過去，幸好有人發

現，及時將他送到醫院。醫生發現他的舌

頭就像堅硬的冰雕，輕輕一碰，就掉了下

來。醫生說，他不僅舌頭沒有了，整個口

腔也難以保全，他以後一輩子都需要靠胃

管進食了。

    《地藏經》上說：“若遇譭謗者，說

無舌瘡口報＂。前不久因製造謠言而致鄉

鄰家破人亡，現在剛好被凍掉舌頭，這兩

者之間，恐怕不是巧合二字所能解釋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