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介收移工服務費看3條件 超收最重停業一年

    因語言及文化不同，雇主多委託仲介公司協助安排移工的工作及生活，由於有部

分仲介會超收服務費剝削移工，勞動部提醒，收費必須符合3條件，否則違規最重可

停業一年。

    根據勞動部統計，目前在台移工超過70萬人，主要來源多為泰國、印尼、菲律賓

及越南，由於台灣與這4國的語言及文化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雇主常會委託仲介公

司協助及安排處理移工大小事，仲介也會向移工收取服務費。

    不過，由於有部分仲介會以服務費名目「超收」而剝削移工，勞動部也明定服務

費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盼避免這類情況發生。

    勞動部表示，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移工有委託仲介公司服務的需求，而仲介公

司向移工收取「服務費」，必須符合「有簽約」、「有服務事實」、「不得預先收

取」等3項條件，其中依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仲介公司依法僅

能按月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第1年、第2年、第3年每月收取服務費分別不得超過

新台幣1800元、1700元、1500元。

    至於移工在台工作3年期滿後，若原雇主願意續聘或原雇主未續聘由新雇主接續

聘僱，受委託辦理期滿續聘或轉聘作業的仲介公司，得向雇主或新雇主收取登記費及

介紹費（通常合稱仲介費），金額合計不得超過移工第1個月薪資；對於移工則不得

再收取仲介費，只能收取服務費，金額在第3年後每個月不得超過1500元。

    勞動部強調，仲介公司若以協助移工期滿媒合新雇主的名義向移工收取仲介費已

屬違法，勞動部將持續協同各地方政府積極查處仲介公司收費情形，如查有違規收取

規定以外費用，將依法處10倍至20倍的罰鍰、停業或不予換證等處分。



被控凌虐外籍看護無罪變有罪 知名命理師二審判 10月

    ［記者陳慰慈／台北報導］行動不便長期臥床的知名命理師江嘉葉，被控夥同2

名兒子凌虐印尼籍女看護，一審判處無罪，檢方不服上訴，高等法院認為女看護第一

次來台工作，與3人並於怨仇，無誣告動機，依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傷害罪，逆轉

判母子3人各有期徒刑10月，得易科罰金30萬元；偽造文書罪部分各處拘役50日，得

易科罰金5萬元，可上訴；記者臉書私訊江婦，未獲回應。

    女看護指控，2016年4月起，她受僱照顧江婦，每天上

午7點起床工作至凌晨2點，還得跪著或蹲著，以手掌

「輸真氣」淨化江的身體，只要餵食、打掃工作稍

有不慎，江婦母子就會拉她頭髮、甩巴掌，對她拳

打腳踢，甚至不給她飯吃，不准洗澡還扣工資。

    她不堪被持續毆打，曾3度打市話向仲介公司求

助，第3次通話一半時被發現，江婦及兒子為掩飾犯

行，向仲介公司謊稱她逃跑，而她工作一個多月實際可領薪資1萬1千餘元也被苛扣。

同年6月3日清晨，她趁江婦3人熟睡，冒險攀爬4樓窗台試圖逃跑，不慎失足墜樓，所

幸跌落1樓遮雨棚緩衝才未重傷，路人發現帶她去報警，此事才曝光。

    江婦母子否認犯行，指稱女看護開門逃跑，還自製傷勢，營造被虐待傷害的假象。

    一審認為，女看護陳述受害經過的說詞矛盾，判江婦母子無罪，不過，但江的長

子謊報女看護逃逸一事，合議庭依監視器拍到她向路人求救，採信她爬窗失足墜樓受

傷，反推案發前她應在家中，依偽造文書罪，判處拘役50天。

    但二審法官依醫師證詞，認定女看護全身有多處新、舊傷，多根肋骨及下顎骨

折，併發橫紋肌溶解症，足證工作期間遭江婦母子虐打，仲介也證稱有接獲女看護求

助電話，江婦母子明知女看護不堪剝削與凌虐而逃跑，卻謊稱女看護逃逸，致使北市

勞工局等單位誤信她為逃逸勞工，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飾詞狡辯，未見悔悟之心，

亦未獲得女看護諒解，撤銷原無罪判決部分，逆轉改判江婦母子3人有罪。

    2018年張韶涵跨海參加歌唱比賽翻紅，與范瑋琪長達8年的「雙姝恩怨」也被起

底，當時江嘉葉分析，兩人前世是負責送公文的仙女，年齡相仿成為閨密，後因天庭

舉辦送公文比賽，兩人為爭第一名反目，才會漸行漸遠。「仙女送公文」一梗不僅成

為熱搜話題，更有網友舉辦送公文大賽共襄盛舉，意外讓江爆紅。

    女看護指控，2016年4月起，她受僱照顧江婦，每天上



疫情間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重新招募 注意事項看這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今（27）日表示，雇主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期滿，如仍有照

顧需求，應於所聘僱的外籍家庭看護工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4個月內，向勞動部申請

重新招募許可。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為避免傳染風險擴大、減少移工跨境流動，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勞動部鼓勵雇主優先期滿續聘，繼續留用同一名移工。但，雇主辦理外籍家庭看

護工期滿續聘申請期間，應於該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聘僱許可期滿前4個月內先申請並

取得重新招募許可，且應於聘僱許可期滿前2至4個月送件辦理期滿續聘許可的申請。

    如果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聘僱許可期限將屆滿未能及時申辦重新招募許可，雇主仍

應於前述規定的申請期間同時送件申請重新招募及期滿續聘許可。為使申請作業順

利，請雇主多加留意辦理時程及應備文件，並確認申請書表資料欄位是否完善，避免

影響期滿續聘許可的申辦。

    此外，勞動部今日也特別說明家庭看護重新招募退補件主因，包括：雇主或被看

護者地址與戶政資料不符、雇主欠繳就業安定費、未辦理外國人解約提前出國驗證程

序，以及未完成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推介程序等。

    勞動部指出，現行外籍家庭看護工核准工作地址係以雇主戶籍地址、被看護者戶

籍地址或第三地擇一填寫，雇主申請時應正確填寫雇主或被看護者戶籍地址；另雇主

應於外籍家庭看護工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4個月內或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中途解約提

前出國者，於外籍家庭看護工預定出國前4個月內，以切結外籍家庭看護工會遵期出

國方式，向勞動部申請重新招募許可。

    如外籍家庭看護工預定出國日期並非在聘僱期限屆滿日前14日內，雇主應至外籍

家庭看護工工作地縣（市）政府辦理解約驗證程序；另依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之1規定，雇主申請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應先向衛生福利部公告的醫療機構申請

被看護者之專業評估，並至工作所在地縣（市）政府的長

期照護管理中心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有正當理由無法

滿足照顧需求而未能推介成功，才可以申請聘僱外籍家庭

看護工，因此雇主申請前應確認推介程序已完成，並如期

繳納就業安定費，才可避免無法順利取得重新招募許可，

影響後續引進或續聘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期程。

家庭看護工工作地縣（市）政府辦理解約驗證程序；另依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之1規定，雇主申請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應先向衛生福利部公告的醫療機構申請

被看護者之專業評估，並至工作所在地縣（市）政府的長



移工短缺 廠商不敢接訂單

   【本報綜合報導】國內製造業長期缺工，需仰賴外籍移工補足，這波疫情讓移工

出入境不便，部分廠商則因缺工不敢接訂單，勞動部統計，影響較大的是新近回台設

廠的台商，仍缺少一千三百多名移工，家庭看護工七月比二月少了七千人，影響最大。

    勞動部統計，外籍移工人數二月達七十一萬九千餘人是歷年最高峰。但隨疫情嚴

峻，出入境不易，移工人數逐月減少，到六月，剩七十萬三千人，以三K（辛苦、髒

骯、危險）產業減少五千餘人最多。

    以產業類別來看，製造業（金屬製造、電子零組

件、機械設備等）共四十二萬餘人最多，

家庭看護工二十三萬九千餘人居次，前者

約占全體移工的百分之九十五。

    嘉義縣民雄暨頭橋工業區含外籍移

工，約有一萬餘名員工，但常態缺工

人數約達兩千人。一家在民雄工業區

家具製造大廠業者說，去年將工廠移

回台灣，但外籍移工有限，本國員工卻

徵不到，而訂單有期限，「很擔心做不出

來」；也有做滑鼠外殼的工廠業者坦言，找不

到人只好緊縮訂單。

長期缺工－台商設廠東南亞

    在民雄工業區的順億關係企業是跨國製造業大廠，在中國大陸有千斤頂工廠，面

臨中美貿易戰，總裁林文村說，在台員工平均八成都五十歲以上，因台灣長期缺工，

選擇到東南亞設工廠。

    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廠聯會理事長張中財指出，觀音部分中小企業廠商因本國年輕

勞工不願來，加上不景氣老員工不敢退，新的移工又進不來而出現缺工，希望政府延

長到期移工繼續留台，讓缺工企業可續聘移工；桃園華通電腦副總鍾瑞華也說，政府

如讓到期移工展延半年到一年，加上承接其餘不景氣企業釋出的移工，應可解決目前

企業缺人問題。

    以產業類別來看，製造業（金屬製造、電子零組

件、機械設備等）共四十二萬餘人最多，

家庭看護工二十三萬九千餘人居次，前者

    嘉義縣民雄暨頭橋工業區含外籍移

家具製造大廠業者說，去年將工廠移

回台灣，但外籍移工有限，本國員工卻

徵不到，而訂單有期限，「很擔心做不出

來」；也有做滑鼠外殼的工廠業者坦言，找不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印尼三月二十日起全面暫停輸出移工至各國，加上菲律賓、

越南、泰國等移工來源國，往返國際航班大量減班，導致引進移工減少。為減緩移工

無法入境的缺工問題，移工年限將屆滿，可申請延長雇用三個月，最長六個月。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孫友聯則認為，某些缺工廠商只想將利潤建立在勞工低薪

上，這也是造成台灣勞工薪資長期無法上漲的原因，政府應檢討移工政策，並維護在

台移工權益。

加給紅包－盼長輩有人照顧

    除工廠缺工，七月的看護工比二月少了七千餘人。仲介業指出，國內看護日薪是

外籍看護兩倍以上，民眾家中長輩急需看護，卻請不起國內看護工，也因外籍看護工

進不來，不斷來電拜託，甚至要額外包紅包給仲介人員，但真的是「有錢也找不到人！」

    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表示，先前因越南禁止輸出移工，印尼、泰國等

各國航班停飛，所以看護工有段時間短縮，隨著各國航班增加，這個問題應可逐漸改善。

    嘉義市陳姓雇主表示，公公失智、婆婆行動不便，她三年前聘請一名菲律賓看護

瑪莉，幫忙照顧。瑪莉一月初申請回菲國探親，那個月一家人只能請假、分工合作照

顧父母，直到瑪莉回台才解決工作家庭兩頭忙困擾。家人至今都很慶幸，若瑪莉未能

如期回台，真不知怎麼辦才好，畢竟台灣看護「真的請不起！」

    約鼎力人力管理顧問公司嘉義公司副理吳家豪表示，國內對外籍移工、看護工需

求真的很大，外籍看護工每月薪資加食宿只要兩萬五到三萬元；台籍看護日薪就要兩

千元，加上休假，絕大多數家庭無法負擔。



印尼擬要雇主負擔移工來台費用 勞動部要求說明

    印尼7月底釋出訊息指稱，明年1月起將要求移工輸入國雇主負擔移工來台費用，

包含往來機票、訓練費、護照及簽證費用等，引起雇主團體不滿；勞動部今天(27日)

表示，已發文要求印尼說明。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今天召集近百名身心障礙雇主到勞動部前抗議，主因

近期有部分聘用印尼籍看護工的雇主，接獲仲介公司傳達，明年起移工在印尼自費的

一切費用，包含護照、居留證辦理及更換的費用、訓練費及來台機票費等，都轉由雇

主負擔。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理事長陳善修指出，印尼勞動部所屬移工保護局在沒

與台灣官方協商下，片面指示印尼人力仲介公司傳達訊息，意圖將印尼輸入台灣的看

護工本應自行負擔的費用，轉嫁由台灣雇主負擔。

    陳善修表示，僱用外籍看護工的雇主，大多是需要全日照顧的重度失能者，經濟

本就屬弱勢，若要雇主負擔移工來台費用，預估約為新台幣7萬至10萬元，家庭生計一

定會陷入困境，呼籲勞動部出面協助。

    對此，勞動部官員指出，印尼官方是在7月30日的國際記者會上夾帶文件釋出這項

訊息，勞動部官方至今未收到任何印尼官方的正式說明文件，但勞動部聽聞此訊息時

第一時間已經透過外交管道了解。

    勞動部官員表示，根據2013年

11月的台印雙邊會議結論，如果任

何涉及勞工政策的變化，都應該溝

通協調，且必須由印方主動說明，

但目前印方僅在記者會單方面對外

釋出這項訊息，為了解詳細內容，

勞動部26日已正式行文給印方，要

求印方說明。

    根據統計，截至今年7月底止，在台移工有70萬名，其中印尼看護工在台有19萬

7903人。

勞部報告 雇主引移工降本勞投保



搶無防疫旅館 移工排隊等入境

    聯合報昨天專題報導產業缺工，勞動部雖准許外籍移工可延期，但跨產業移工不一

定適用；八月起，多個縣市只准自己縣市移工入住防疫

旅館，讓想引進移工卻排不到防疫旅館的產業急得跳

腳。據了解，台南市有八百名移工排隊等待入境，

缺工問題雪上加霜。

    台南市勞工局表示，目前產業引進移工必

須檢具檢疫計畫、旅館入住切結書送勞動部備

查後才能進行後續作業。台南市在六月有一○六

名移工入境，七月一一六人，八月更多，急需防疫旅館。

    高雄市就業服務公會（仲介業）理事長呂錫安表示，少數大型仲介業者自備防疫宿

舍，但勞動部規定每批移工住宿後，須重新送查核表，也就是不同日期入境不能住同一

宿舍，對防疫宿舍來說不公平，也應該放寬。

    他說，八月起桃園、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及高雄等縣市都不准外縣市移

工入住防疫旅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又規定九月四日起一律要入住防疫旅館，導致防疫

旅館嚴重不足。

    台南市就業服務公會副理事長王明華說，各產業受疫情影響而有不同情況，紡織業

關廠、停止進用移工的多，其他則有好有壞。勞動部雖准許國內外籍移工延期，但移工

不一定願意，不同產業類別的移工互調也不一定適用，加上有些移工不適任，產業還是

需要新移工。

    他說，秋天疫情可能升溫，防疫旅館愈來愈吃緊，外籍移工入境簽證與在國外檢疫

證明都有時效，排不到防疫旅館，證明失效只能重來，產業要等移工更加困難。他說，

移工真正要入境時可能是兩個月後，到時防疫旅館不一定有空房，建議中央放寬規定，

只要防疫旅館都能入住，並協助媒合。

    呂錫安反映防疫旅館價格南北不同，過去約每天一千到一千五百元，但目前已漲逾

三成，北部甚至漲到一天兩千元，這些費用要雇主負擔，政府雖補助每名移工一萬，但

仍比集中檢疫負擔高。

    台南市衛生局說，防疫旅館確有不足，市長黃偉哲已向中央反映，業界則是希望比

照看護工與菲籍移工，全由中央統一集中檢疫，加快引進速度。

定適用；八月起，多個縣市只准自己縣市移工入住防疫

旅館，讓想引進移工卻排不到防疫旅館的產業急得跳

腳。據了解，台南市有八百名移工排隊等待入境，



失聯移工逃7年變老闆　招募同鄉打工月入10萬

    失聯 7 年的越南籍移工杜姓男子涉嫌承攬工地工程，招募同鄉失聯移工當起老闆兼

司機，每天開車載移工到工地，移民署台南市專勤隊派員跟監多日，查獲一整車共 7 名

失聯移工。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台南市專勤隊副隊長黃濬清今天表示，專勤隊日前接獲線報，

有 1 名越南籍男子四處招攬同鄉失聯移工，自己承攬工地工程並擔任司機，每天將移工

載往各處工地工作，專勤隊人員跟監多日後，利用移工清晨出門上工時攔截車輛盤查。

    黃濬清表示，開車的杜姓男子遭盤查時堅稱自己是具有合法身分的外籍配偶，並已

取得身分證，只是忘記攜帶證件，專勤隊員請杜男背誦身分證字號時，杜男背出以 D22 

開頭的數字，立刻遭專勤隊員識破，因身分證字號 2 開頭代表女性，不可能是杜男的證號。

    黃濬清指出，經使用生物特徵辨識系統比對指紋後，杜

男才坦承自己是失聯 7 年的移工，女友為已取得身分證的

越南裔國人，雙方生有 1 子。

    黃濬清指出，杜男於失聯期間到處打工，發現台灣營

造業缺工，竟然動起歪腦筋，於今年 3 月以女友名義成立

工程行，四處招募同為失聯移工的越南同鄉，承攬工程並

兼當司機，此次查獲杜男在內共 7 名失聯移工，訊後依違

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收容所收容，等待後續遣送出國。

    台南市專勤隊隊長李建雄表示，民眾若聘

僱失聯移工或未經工作許可的外籍人士遭

查獲，  依就業服務法可裁罰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

犯更涉及刑責，移民署會持續加強稽查，

民眾不要為圖一時方便而觸法。

    黃濬清指出，經使用生物特徵辨識系統比對指紋後，杜

男才坦承自己是失聯 7 年的移工，女友為已取得身分證的

越南裔國人，雙方生有 1 子。

    黃濬清指出，杜男於失聯期間到處打工，發現台灣營

造業缺工，竟然動起歪腦筋，於今年 3 月以女友名義成立

工程行，四處招募同為失聯移工的越南同鄉，承攬工程並

兼當司機，此次查獲杜男在內共 7 名失聯移工，訊後依違

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收容所收容，等待後續遣送出國。

    台南市專勤隊隊長李建雄表示，民眾若聘

民眾不要為圖一時方便而觸法。



    心血管疾病一旦發作，總讓人措手不及。去年

12 月初，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就是在飯店用餐

時，突發主動脈剝離，可惜經過２天搶救仍然不

治。為什麼主動脈剝離這麼可怕？據說它的症狀與心肌

梗塞很像，常讓人難以分辨？

主動脈剝離與心肌梗塞發生原因不同

    員榮醫院心臟內科主任陳裕峰指出，心肌梗塞是提供心臟血液的冠狀動脈因增生斑

塊破裂，導致血栓阻斷血流，造成心肌無法獲得氧氣，引起心臟肌肉壞死，進而影響心

臟功能，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

    主動脈是人體最大的血管，它從心臟出發，往下延伸經過腹腔，分支往各個臟器，

再一路往下肢發展；往上則延伸到腦。因此，主動脈剝離的症狀會隨發生的位置而不同，

尤其剝離發生在心臟附近，出現的症狀與心肌梗塞的症狀類似，的確難分辨出來。

    依據統計，急性主動脈剝離若是不及時處理，至少 50% 的病人在發生後 48 小時內會

死亡，也就是以每小時約 1％速率增加。

    振興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醫師田知學指出，心肌梗塞的確有黃金急救時間，只要熟

記一些症狀，如胸悶、胸痛等，以及善用急救器材ＡＥＤ，的確是可以救回來；但主動

脈剝離是血管破裂，一旦發生，往往就是人命一條，愈快治療愈好。

主動脈為何會撕裂？

    血管由內膜、中層及外膜三層組織構成，會因為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胸部外

傷、結締組織鬆散等因素，都會導致內膜層破損，形成一個假腔室，並阻斷原本的血流，

等到血壓過大破裂時，大量滲入的血液時就會將主動脈壁撕裂，造成所謂的主動脈剝離。

    主動脈剝離時患者會感覺強烈的撕痛感，甚至痛感會延伸到後背部；有 1/5 的人會

因為血液到不了腦部而立刻昏倒，到不了上肢，也會量不到血壓與脈搏，須立刻急診。

心肌梗塞、主動脈剝離要人命！趕快檢查手指、耳朵，
有這特徵要當「心」

治。為什麼主動脈剝離這麼可怕？據說它的症狀與心肌

    員榮醫院心臟內科主任陳裕峰指出，心肌梗塞是提供心臟血液的冠狀動脈因增生斑



    田知學說，主動脈剝離的危險性與它發生的位置有關，發生在心臟附近，危險性愈

大，發生在腦部就會腦中風，發生在腎臟就可能一輩子得洗腎等。她在曾急診處曾碰到

的一名發生在心臟附近的病例，患者形容就胸口像是被刀子往下

畫進去，雖已緊急通知心臟外科做手術，還來不及從電腦斷

層檢查台上搬移，就回天乏術。

主動脈剝離有徵兆，看手指頭就知道？！

    中山醫院家醫科醫師陳欣湄指出，如果姆指向內握

拳超出小指的人，就有可能罹患馬凡氏症候群。

馬凡氏症有３大特徵

    馬凡氏症候群是一種結締組織的病變，導致心血管包括主動脈、大 動

脈，以及心臟瓣膜的結締組織崩垮或撕裂，易發生主動脈剝離，因而有很大的死亡風險。

患者身體上常見的特徵有：手長腳長、手指纖細，且因為關節被破壞，手指特別軟 Q，

很容易反折。

    有位機警的醫師在幫小朋友健診時，看到隊伍中某位小朋友表演「折手特技」，加

上他又帶著厚重的近視眼，因而建議家長帶孩子到心臟科檢查，果真發現馬凡氏症。

手指也能觀「心」

中醫師吳明珠也提到，以中醫的觀點，從手部的變化也可看出心臟病的端倪。

1、大拇指球出現青筋：大姆指根部是心臟反應區，出現青筋，代表心肺功能愈差；

   如果是凹陷則可能與心臟功能衰弱有關。

2、檢視指甲根的月牙：正常情況下，十指中至少有 6指會有月牙（左右各３指），

   當月牙愈來愈少或完全沒有時，代表心臟功能愈來愈弱，如果經過調理後，月牙

   又能重新顯現出來。

3、三指發麻：心包經會通過中指及無名指，而小指則與心經有關，這３指如果出現

   麻麻時，代表心臟及其周邊可能有問題。

耳垂出現冠心溝是警訊

陳裕峰也提到，耳垂上出現一道摺痕，稱為「冠心溝」，也可視為心血管疾病的一個表徵，

根據國外多個研究均發現，耳垂出現橫紋的人，有 6成跟心血管疾病有關，橫紋的出現

代表末稍血液循環不好，久而久之就出現了一道摺痕。

另外也有研究發現，50 歲以上的男性若有耳垂橫紋，罹患心血管疾病或高膽固醇的風險

比較高。

畫進去，雖已緊急通知心臟外科做手術，還來不及從電腦斷

    中山醫院家醫科醫師陳欣湄指出，如果姆指向內握

    馬凡氏症候群是一種結締組織的病變，導致心血管包括主動脈、大 動



試著讓每一天匆忙的人生慢下來，
「更圓滿」的日子會離你越近！

我們身處一個焦慮的時代，人人都有焦慮症，有的是無意識的焦慮，

有的是顯而易見，抓耳撓腮的焦慮。

沒有焦慮的話，感覺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必須擺出一副我好焦慮、很著急的樣子，似乎才是這時代的節奏。

今天要談的焦慮症，和狹義上各種心理學上的焦慮症定義不同，

我想說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慌張所導致的焦慮，

這種慌張除了跟時代求快求變的特徵有關，更主要來源於，

我們也被時代緊繃的弦，送達一種不快速運轉就要被淘汰的邊緣狀態。

 

我們努力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解決所有問題，恨不得一切刻度都精確到秒。

一旦慢下來一分鐘，都生怕自己被甩到所處群體的尾巴上。

於是我們會跟人尬車；在紅綠燈將變黃的時候加速衝過去；

為了節省五分鐘去跨越馬路中間的安全島；

如果有關係可以找，就託關係走 VIP 通道直接通關，因為排隊要花半小時。

於是我們會在機場大鬧值班櫃檯，

在電話裡對著客服人員吼叫：「馬上給我搞定！馬上！」

我們急急忙忙地去旅遊，匆匆忙忙地拍照，火急火燎地離去。

於是我們走後門，我們送錢。

我們很急，我們很不耐煩，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氣，都有 

30％的煩躁情緒含量。

我還聽聞很多企業的文化口號都有「求快」的字眼，

網際網路時代裡「快魚吃慢魚」的理念都快融入每個人的血液裡了。

這時常讓我覺得可怕，在大家都焦慮急躁的時候，

是不是欲速則達，得到了想要的結果？

我們身處一個焦慮的時代，人人都有焦慮症，有的是無意識的焦慮，

於是我們會在機場大鬧值班櫃檯，

在電話裡對著客服人員吼叫：「馬上給我搞定！馬上！」

我們急急忙忙地去旅遊，匆匆忙忙地拍照，火急火燎地離去。

於是我們走後門，我們送錢。

我們很急，我們很不耐煩，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氣，都有 



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因為求快速、求結果，而釀成了禍端。

還沒摸清對方底細就閃婚；還沒了解公司業務就閃跳；

還有一分鐘促銷活動就結束了，再不下單就趕不上這次半相送的優惠啦！

於是你嫁了一個不求上進偶爾還家暴的懶蟲；

於是他發現新公司的業務分分鐘都有停擺的危險；

而她終於撿到大便宜，冰箱裡堆滿了本來就不需要的食物，等過期就扔掉。

 

媒體報導宣揚的每個成功案例，都逃不開「快速」這個

關鍵字，

我牢記在心的一句話也是「成名要趁早」。

可心裡煩躁的是，同樣是一個鼻子兩隻眼睛，

為什麼人家能這麼快就搞定未來十年甚至是一輩子的目

標？

這一切的表現和內心反應，都是因為我們被這些眼花撩

亂的資訊誤導，

相信一切都很容易，別人能做到的你一定也能做到，甚

至還可以更快更好地做到。

我們焦躁不安，其實背後多是因為安全感缺失。
追根溯源，如果沒像我們期待的那樣完成目標，

就會焦慮，這份焦慮源自內心缺少安全感，需要實現目標以填補缺口。

抱持著這樣的缺失，我們常會經歷以下心路歷程：

需要安全感—渴望成功和認同—拚命努力想快速完成任務

—期待又快又好的結果回饋內心以獲得安全感。

 

好勝成魔的人大多有過無數次這樣的嘗試，一旦不能完成目標，

就極有可能損害他人來獲得力量感，以填補內心，

這是一種缺少安全感可能帶來的隱憂。



也正是因為我們有缺失的東西，才會產生前進的燃料，

我們會積極爭取，會拚命加快速度。

這本身無可厚非，但壞的是，這種求快就像渴求羅馬

能一天建立起來一樣不切實際。

我雖然不是完全認同一切都要慢下來，但我想如果慢是自己的步

調，那也未嘗不可。

我們之所以如此焦慮和慌張，正是因為並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

卻常忽略自身特點，一味向他人看齊，標準就是愈快愈好。

關於什麼是「找對自己的節奏」，有段關於踢球的描述我覺得非常切合主題。

 

我們看那些非常好的球隊在踢球時，有時候快得簡直像一道閃電，

但是在中場倒勾射門的時候卻是非常慢的，那是在等待時機。

一個非常好的球隊，它就是一會兒快一會兒慢，把節奏調整得非常好，

使得對方一直在跟著它的節奏走，這樣對方就容易亂套。

所以我們經常聽到評論員說「一定要打出自己的節奏」，

這句話是很對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我們在生活中也是這樣，有時你需要放慢自己的節奏，甚至停下來，

這實際上是在調整、在修身養性、在為迎接一個「更快」的時刻做準備；

而有的時候也需要快速動起來，製造先機。

 

在歷經近兩個月苦逼快的生活之後，我終於在這個週末偷閒出去走一走，

雨後的街道乾淨又清新，路上的攤販不吵也不鬧，

聊著天等待客人光顧，還有那隻我每次去都會逗弄的鬆獅犬，

也依然憨萌地在那裡看著人來人往。

這一刻的感覺，不是平日快節奏生活中零星的成就感所能

取代。

就像小火熬湯，慢慢燉才能入味，火燒得太快太旺，

只會熬乾食材湯料，什麼也嚐不到。

聊著天等待客人光顧，還有那隻我每次去都會逗弄的鬆獅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