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找看護找到逃逸移工 照顧 1小時被罰 15萬

    醫院臨時找看護工，可不要隨便亂找，找到非法勞工要被罰15萬！高雄就有民眾，

中風的媽媽肺炎送急診室，由於老人家患有高度傳染疥瘡，一時間找不到台灣看護，看

到有人在醫院發送小名片寫著合法看護員，打電話找來一位外籍看護幫忙，結果才照顧

一小時接到電話，這才知道找來的看護是逃逸勞工被抓了，因此被裁罰15萬元。

    醫院急診室病患躺在病床上，有人要臨時找看護，醫院安排要排隊等候，等不了

的，有人會發仲介名片。

    醫院志工:「大廳那個你都可以走，只要上面有丟名片，他們習慣丟名片。」

    醫院志工:「你外面那些亂找的，參差不齊。」

    在醫院服務的志工也說，外面的仲介公司素質參差不齊，高雄就有民眾，中風的媽

媽感冒併發肺炎，緊急送醫，加上媽媽有高傳染力的疥瘡，事發突然，一時間找不到台

灣看護，循著醫院有人發送合法看護名片找到一名外籍看護，沒想到才顧一小時，遇到

移民署查緝，民眾才知道找來是逃逸勞工，因此被罰15萬元。

    高市勞工局主秘皮忠謀:「只要有雇用的事實，就必須受到就業服務法規範，只要違

反相關規定，裁罰15萬到75萬。」

    民眾找來看護工竟然是逃逸外籍勞工，因小失大，根據高雄勞工局統計，今年類似

狀況層出不窮，查緝8百件的逃逸勞工，就占了兩成，礙於就業服務法規定，開罰對象是

聘雇單位，誰花錢找來的看護工就罰誰。

    高市勞工局主秘皮忠謀:「總數有八百多件，其中有百分之二十都是在醫院查獲。」

避免找上非法勞工，記得確認看護員有沒有身分證，外籍人士有沒有合法居留權，才不

會找看護找錯對象，荷包大失血。



最後一人遣返離台 鐘點看護移工政策宣告失敗

    2013年，勞動部推動有「鐘點移工」之稱的「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

服務試辦計畫」，不料因適用資格嚴苛、民眾使用習慣無法改變，導致

申請案量少，機構不堪虧損，陸續退場。今年7月最後一名移工轉出遣返，

看護工外展試辦計畫正式終結。

    鐘點看護移工首創打破一對一聘雇模式，改由長照居家服務單位當雇主，指派外

籍看護工到有照護需求的家庭上工，作法創新突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表示，計畫開辦後，有八家居服

單位通過審核，僅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廣恩老人養護中心、台南弘福社區關懷照顧

服務協會、彰化葳群公益慈善事業基金會四家申請，總共進用91名外籍看護工。

    他坦言，因有照顧需求的家庭，須同時具備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資格，民眾自

然優先選擇24小時的家庭看護工，鐘點案源嚴重不足，機構紛紛喊停，勞動部在2016

年便停止再開放申請。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專員李惠美說，當時最多聘雇8名外籍看護工，月薪約2萬6

千元，除對移工進行照護專業訓練，也提供住宿、協助生活管理，希望透過本、外籍

看護分工，創造1加1大於2的照顧服務效益，還可保障移工的勞動條件，且被照顧者

無須負擔移工的管理責任。

    但李惠美說，若使用鐘點移工，被照顧者一個月需負擔3萬多元，跟24小時家庭

看護工比較多支出1萬多元，因此大多數人傾向24小時、一對一的外籍家庭看護工，

價格更划算。其餘則是在家裡移工期滿出境、遞補的空窗期，才會申請鐘點服務，因

申請案量少，空班時間愈來愈多，但機構仍需照付薪水，執行3年來，弘道每年虧損

約百萬元。

    薛鑑忠解釋，勞動部曾開會討論放

寬申請資格，擴大服務對象，但遭到

部分民間團體反彈，認為將衝擊長照體

制、壓縮本國照服員的工作機會。他指

出，今年7月最後一名外展看護工已轉

出、遣返母國，勞動部目前沒有重啟看

護工外展計畫的規畫。



    雲林縣目前外籍移工人數為20,443人，其中從事家庭及養護機構看護工、工廠製

造工為大宗。因外籍移工人數不少，加上國籍、民族特性、語言隔閡等因素，勞資爭

議案件屢有所聞，為此雲林縣政府特別呼籲移工或雇主倘有勞資爭議發生時，可善用

「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將有專人提供移工法令、心理諮商、生活資訊、工作適

應及勞資爭議等申訴諮詢服務。

    雲林縣勞工處長張世忠表示，除了申訴專線

外，如果移工、雇主或仲介有相關勞資爭議問

題，也可親自到縣府勞工處洽談諮詢，或以電話

及傳真等方式辦理。縣府勞工處接案後，針對個

案指派專人進行了解，並向爭議端解釋法令規

定，必要時邀請勞雇雙方進行協調，藉此協助雇

主和移工進行良性溝通，回歸勞動契約的工作，

避免雙方因語言上溝通不良而產生更多誤會或爭議。

    張世忠表示，勞工處同仁會加強宣導相關法令，並再次強調外籍看護工僅能從事

照顧工作及被看護人的生活照料清潔工作；製造廠工也只能從事許可的製造工作。

雇主、移工及仲介若有相關業務問題，請電洽勞工處，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提供

印尼、越南、英文及泰語等四國語言協助，另外，民眾說台語也會通。電話：05-

5338086、5338087。（新聞轉載自新住民全球新聞網）

善用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 協助移工與雇主溝通



懷孕不勝任照護工作？
雇主呼籲恢復外籍看護工妊娠檢查

    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今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

恢復外籍看護工的定期妊娠檢查，並且另立看護工專法，讓看護移工與就業服務法等法

令脫鉤，才能確實保障看護移工的勞動權益、被照顧者（雇主）的照護品質。

    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榮譽顧問簡莉珍指出，現行外籍移工健檢不包括

妊娠檢查項目，導致部分移工不知道已經懷孕的狀況下，還執行較為費力的照護搬運工

作。她指出，製造業的產業移工在工廠工作，如果懷孕還能調節、轉換工作內容，但看

護做的就是照顧，懷孕時可能身體不適合、也不勝任再做照護工作，被照顧者也不該承

擔風險。

    簡莉珍呼籲政府應另立看護相關專

法，不只保障外籍看護工，也保障本國籍

的看護工，讓看護工作跟家事法、勞基法、

就業服務法脫鉤，不同職業移工的工作型

態殊異，不該把全部外籍移工的工作權都

綁在一起規範。

    身為被照顧者的賴大哥說，勞動部限

制外籍移工若懷孕不得轉換雇主，若違法

最高罰雇主 150 萬元、兩年內不得再申請

外籍看護，等於是凌遲雇主，沒有相關配

套措施，就把爛攤子往雇主身上丟。

    勞動部官員回應，基於母性保護及國

際人權規範，衛生福利部已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現行外籍移工入

國工作前、後都不須接受妊娠健康檢查；此外，性別工作平等法也規定雇主不得以懷孕

產子為由，歧視或任意解雇勞工，再者，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4條，

外籍移工在台灣生產子女並有能力扶養，可以繼續在台工作。



外籍移工成詐騙人頭 警扣三千假門號

要求停止歧視！ 移工現身遊行喊「外勞不是雞」

    外籍移工與日俱增，有非法電信盤商聘用外籍移工擔任業務員，

蒐集大量外籍移工證以申辦人頭門號，約 16% 流入電信詐騙集團使用，

至少 50 人受騙、金額逾新台幣上千萬元。刑事局日前發動「斷源專案」

整合國內 5大電信業者整合清掃人頭門號，共查扣 3千多張俗稱「外勞卡」

的人頭門號成果頗豐。

    刑事局今天召開破案記者會，電信偵查大隊副大隊長林明俊表示，日前從中部地區

所破獲的一起電信機房設備案循線追蹤，溯源追查到電信門號來源，結果發現非法電信

盤商 50 歲李姓男子竟在台中市東協廣場設立駐點營業，此處為外籍移工集散地。

    根據了解，李男聘請外籍移工擔任業務員（俗稱小蜜蜂），利用該處假日期間外籍

移工集散之便利性，加上同鄉小蜜蜂語言優勢吸引外籍移工提供個人證件、代簽偽造簽

名來完成門號申辦書。

    刑事局電偵大隊第一隊在 11 月 28 日行動，分赴不肖電信業者盤商、架設機房的台

中、彰化鹿港鎮等地搜索、逮捕李姓、張姓涉案男子等 3人、並查扣門號預付卡及儲值

卡等 3千餘張、門號申請書一批、電腦 1台、DMT 設備等證物，訊後並認定業者使用登

載不實資料申請門號牟利，依刑法詐欺罪嫌將他們移送法辦。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以來，曾因「瑪麗亞變英文老師」、「鳳

走雞來」等言論挨批歧視。今日 Wecare 罷韓遊行中，也有外籍移工現身，並高舉「外勞

不是雞」標語，要求韓國瑜停止歧視。

    韓國瑜先前曾因喊出「怎麼瑪麗亞變老師了？」遭外界質疑有歧視之意，甚至連菲

律賓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都致函韓國瑜表示「深感遺憾」，希望韓發言前能「深

思熟慮」。不料今年 8月，韓國瑜在直播談到青年政策時，再度語出驚人表示「鳳凰都

飛走了，進來一堆雞」，又遭質疑歧視外籍移工，並引發輿論譁然，甚至有菲律賓網紅

直言「很受傷」。

    在今日 Wecare 舉辦的罷韓遊行中，有在場民眾發現兩名外籍移工也到現場參與，並

高舉「外勞不是雞」、「停止歧視」的標語，要求韓國瑜停止歧視。經粉專分享現場照

片後，不少網友也直呼「新住民終於醒過來了，看清是哪個黨的人看不起外籍新住民」、

「我剛就在他們兩個後面 ... 連外勞朋友都看不下去站出來了」。



台灣東南亞外勞大增
特色雜貨店湧都會升級超市

    台灣自 1992 年開放外籍勞工（台灣稱外籍移工）赴台工作，至今在台移工人數已超

過 50 萬人，當中以東南亞居多，當地食品雜貨店隨處可見，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更

已發展為超市規模。隨着移工轉投服務業、看護工等行業，各大都會區均其聚集的地點，

商店也隨之進入到市區，轉型為多元化的超市、便利店。

    在台中的東協廣場，與有「小菲律賓」之稱的台北市中山北路，是中部移工最大的

聚集地點及購物中心。其升級的東南亞商店除了便宜的東南亞進口商品外，當中亦包括

團購網榜上有名的即食麵、水果乾、調味料等，該些超市成為移工們懷念家鄉的取暖地

點，更成為東南亞文化匯集交流處，也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另一特色。

    在高雄左營區新開的東南亞商店，店內分別有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的商品；而

商店所賣貨品會因地制宜，如靠近大型醫院或大樓林立的新社區，針對印尼看護工而進

口印尼商品居多。店家指出，印尼、菲律賓的移工喜歡購買來自家鄉的商品等，若有機

會遇到同鄉，甚至可以聊聊家鄉事。相反，越南移工則喜歡逛本地傳統市場，甚少到店

舖裏購物。

    同樣在高雄，位於楠梓加工出口

區旁的東南亞商店因廠商僱用的移工

以菲律賓人居多，加上工地以女移工

的比例較高，所以該店舖連店員都來

自菲律賓，物架上顯眼的位置均是放

置女移工需要的清潔保養美容品居

多；由於該地與女移工的宿舍只隔一

巷子，所以每逢假日就成她們的人氣

聚集地，甚至當地居民都以為自己出

境旅遊，至最近已習以為常。



    過年返鄉，與家人共享美食真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是國健署也特別提醒民眾，年

節常見的佳餚如東坡肉、紅燒獅子頭、雞湯、糖醋魚、蘿蔔糕等，可能都暗藏了高油、

高鈉、高糖、高熱量陷阱，一餐往往就可能吃進一整天的熱量所需，加上飯後零食、甜品，

年假幾天下來不僅可能胖了一圈，也容易造成身體的負擔！因此，國健署也特別提出「年

節享食 3招」，幫助民眾吃得滿足，更能健康過新年！

第 1招：少肥肉、少加工，多新鮮蔬菜

    年菜往往以肉類為主角，然而，民眾在選食時，應留意多吃新鮮蔬菜與水果，保持

足夠的纖維攝取量，才能避免熱量爆表，也能避免便秘纏身！若想食用肉類，建議可首

選雞肉、鴨肉、魚類、海鮮等食材，且以

清蒸、川燙為佳，亦有助減少熱量攝取。

第 2招：挑水果、選堅果，零食減量吃

    滿桌零食也是居家年節必備，但除了

選擇原味、無調味的健康零食外，亦可選

擇以水果來滿足口慾。國健署提醒，每人

每天最好足量攝取 2至 4份水果，既可補

充膳食纖維，促進腸胃蠕動，同時也能增

加飽足感，是更健康的飲食選擇。此外，

堅果雖也是健康食材之一，但須留意堅果熱量高，建議每日攝取一份（約為 5顆腰果、

或 5顆杏仁果或 10 顆花生）即可，以免吃進過多油脂。

第 3招：找親友、多運動，健康有活力

    年節吃多了，出門踏青郊遊也不失為是消耗熱量的方式之一！外出時，建議自行攜

帶水壺，避免攝取含糖飲料，多步行取代坐車，才有助提升代謝率，幫助熱量燃燒喔！

健康過年 3妙招



    過年聚會聊天難免會吃點零食，但建議要慎選零食內容，盡量以原味、無調味、最

接近原食材的零食為佳，若是顏色看起來鮮豔、吃起來油膩、調味較重的零食最好少吃

為妙，可能吃進過高油、高鹽、高糖，熱量破表又不利健康，得不償失。

 

    到底哪些零食對健康的負擔較小呢？廖嘉音營養師列舉以下幾項：

1. 原味堅果

    堅果富含許多豐富的營養與優質油脂，雖是健康食材之一，但廖嘉音營養師提醒，

堅果的每日建議攝取量為約一湯匙左右，若可以取代烹調用油會更好，以免吃進過多熱

量！此外，建議首選無調味的堅果，以免吃進過多調味粉料，影響健康。

2. 無鹽海苔

    海苔也是相對較健康的零食之一，但相同的是建議選擇無調味、原味海苔，才能避

免吃進過多添加物。

3. 原味果乾

    市售有許多健康訴求的原味果乾、原味蔬食，也不失為健康零食之一。但建議可多

留意產品成份表，選擇成分單純的產品為佳，避免吃進過多人工添加物。然而，廖嘉音

營養師也提醒，果乾也屬於水果類，慢性病友需控制攝取份量，適量食用為佳。

4. 高纖蒟蒻

    當嘴饞、肚子餓時，也可以吃些原味、高纖的蒟蒻乾、蒟蒻條，一方便可滿足口腹

之慾，也可增加飽足感。然而，廖嘉音營養師提醒，蒟蒻本身雖然是低熱量食品，但是

通常製作過程會添加糖或油，食用前建議先看一下食品營養標示再決定要吃多少。

 
5. 原味米餅

    嬰兒吃的原味米餅也可作為年節零嘴之一，建議選擇原味、添加物較少的米餅，以

減少熱量攝取。

 
6. 無糖飲品

    想喝點有味道的飲料時，不妨選擇無糖茶，或在白開水中加些新鮮水果片增添風味，

也能避免吃進過多熱量喔！

過年健康零食有哪些？



    過年難免大魚大肉，然而，吃進過多高油、高糖、高熱量的食材，卻可能導致

消化不良等腸胃問題，也可能引發痛風、高血壓等問題。新光醫院家醫科胡念之醫師提

醒，若有慢性疾病、腸胃問題或心血管疾病者，年節也要做好飲食控制，以免影響健康。

1. 三高及心血管疾病：

    飲食避免重口味，以減少油、鹽、糖分攝取。飲酒應適量，以免造成

2. 胃酸過多、胃潰瘍患者：

    建議少吃酸、甜、辛辣食材，

此外糯米、年糕等較不好消化，

建議減少食用。咖啡、茶、酒等

刺激性飲品勿過量飲用。

 

3. 膽結石、胰臟炎患者：

    應減少高油食材，如炸春捲、

蹄膀等，並以每餐八分飽為宜。

 

4. 尿酸高、痛風患者：

    避免食用高湯、內臟，或大

量食用海鮮，以免導致痛風發作。

 

5. 消化功能不佳者：

    美食當前別忘了細嚼慢嚥，讓唾液與食材充分混合，有助消化吸收，減輕腸胃負擔。

 

6. 便秘問題者：

    年節飲食應攝取足夠的膳食纖維與水分，幫助腸胃蠕動，排便才會正常。

病友的年節飲食須知



    口業有兩種，一種是搬弄是非，一種是制造是非，這都是口舌的惡業。

    有些人的口業只是一種習慣，他們沒有想到是否造口業，只是愛講來講去，口沒遮

攔。每當知道一件事、或想到一件事，馬上告訴人家，而且加油添醋、誇大事實；例如，

聽說某人吃了一塊大餅，他會說成某人「偷」吃了一塊大餅，這是他的惡習。如果他不

是預謀，也沒有惡意，我們只能說這是有病態的人，沒有什麼造業不造業的問題。

    如果，你明明知道是造口業，明明知道會使人受到傷害，也明明知道不可隨便亂說，

你還是說了，而且還制造了一套假證據來告訴別人，那就是造口業了。

    你造的口業使別人受損越大，你的果報就越重。到底是什麼果報？要看人家受到什

麼樣的損失。不一定是對方再造相同口業來傷害你，有的是從人而來，有的是從環境而

來，造口業者會受果報的。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是做人的美德。少批評、多贊美，是避免口業的

好方法。

    有的人是在造口業之後才知道已造了口業，他知道那些事說不得，只是脫口而出，

並沒有預謀或挖空心思要使人受害，講完之後就馬上後悔：「怎麼搞的，我不該這麼說的，

怎麼又說了？」有這種毛病的時候，就要忏悔了。

    如果你說了什麼人的壞話，而他知道了，你應找到那個人，對他忏悔。如果那個人

根本不知道你對他造了口業，也未對他造成損害，你就不必對他忏悔，否則反而使他困

擾，此時就用自我反省或對佛忏悔的方法。

    養成忏悔的習慣之後，造口業、犯口過的機率就會越來越少，因為忏悔本身就是糾

正自己的一種方法。到最後，便可以口業清淨了。

造口業的可怕後果 !惡語傷人，轉世為狗



    忏悔的方法，是每犯一次口過，只要忏悔一次就夠了，不需要為了

某一次口業的過失而不停地忏悔；老是忏悔會變成自怨自艾，會把自己

弄得沒有信心。忏悔就是承認。如果相同的口過已忏悔過了，卻又一再發生，

那還需要一再忏悔。忏悔過後，又是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一個人。並非犯了

過失之後，從此再也抬不起頭來，而是要像不倒翁一樣，倒了之後要忏悔，忏悔之後站

起來，如果又倒了，就再忏悔。

    知道自己犯了口業的過失，盡量訓練自己：「話到口邊想一想，講話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說話，而是要惜言慎語。

    搬弄是非、傳播流言、論人臧否、背後批評，都是犯口過造惡業，每一個人都應該

避免。

造口業的可怕後果 !惡語傷人，轉世為狗

    佛經上釋尊曾講過這樣一件真實因

果。從前有一名叫君提的七歲男孩被僧

人帶到寺院修行，當他證到羅漢果位

時，用天眼看自己的前世。在五百世以

前也曾出家修行，在寺院內自以為自己

嗓音清亮很會唱念，心生傲慢，輕視一

位老比丘，說她唱念的聲音好像狗叫。

其實那位老比丘已經修成羅漢果位，

君提因不識真相，惡語傷人，就因這一

句惡語，轉世為狗，並一直延續五百世

為狗，一句惡語就得到了這麼嚴重的果

報。五百世後罪業已滿，才得到捨利佛

尊者的救度，轉世為人，才有今天得成

阿羅漢果。此真實因果，提醒教育眾生

要心無分別，尊重眾生，不說是非，不

見人過，以免因一句惡語造成難以挽回

的後果。



妒人建塔，口業如山

    佛經上又有一口業如山的果報實例。有一釋尊弟子證到羅漢果位後，

可用自己的五眼六神通中的宿命通看自己的過去宿世。他看到自己在很早以前

曾轉世為人，別人在修造佛塔的時候，他心生嫉妒，勸別人不要修造那麼大的佛塔

，建的小一點又省時省錢，也一樣有功德。結果就此一句風涼話導致自己來世得了下地

獄的果報。自己死後墜落地獄，遭受煩惱烈火的燃燒，天天呼救，痛苦難忍。後來自己

知道這是因自己口業造出來的，忽然心生忏悔，忏悔自己過去的口業，得此一念悔過的

善根，地獄的慘報才告結束。 

  

    從地獄出來之後，轉世為一個形態丑陋粗俗之人，經常受到人們的譏笑，從此生生

世世都遭受如此的殘酷果報，直至數萬年。後來連這個丑陋的人身也失掉了，轉世為一

只受人厭惡的烏鴉。因為造口業之因，無論飛到哪裡，都被人視為不祥之物，受人唾罵，

被人驅趕。自己這時雖是一只烏鴉，但因自己以前在地獄中有一念忏悔的善報，還可以

記得自己是因過去的口業才得到如此悲慘的果

報。這時我在大樹上看到眾僧們在寺中修佛，

我在大樹上也隨眾聽經，並且發心忏悔，求

佛憐憫。以後我經常隨在釋尊身後哀鳴，

請求釋尊慈悲，准許我忏悔罪業，使我早

日脫離惡道之苦。我致誠的忏悔，得到

釋尊的慈悲加持，不久就脫離了惡道。

再次得到人身，而且能有緣跟隨釋尊學

佛修道，後得到羅漢果。看到自己這

些過去的口業果報，真實可怕，如果

不是得到釋尊的慈悲加持，何時才能

脫離惡道痛苦呢？

    這個真實的故事提醒我們，禍從口出，口業造下無

邊的罪業，提醒人們不可輕言。但因有一念悔過的善根，真

誠忏悔還可改變命運。又因發心學佛，最後脫離六道，證得

阿羅漢果位。還有口業容易被傳播，這樣每個傳播者都會增長

惡業，最先造口業的惡業增長最快最大，果報更可怕，所以不

能說他人是非過錯，不傳他人非，方是修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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