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跑移工遇職災也可請給付？　綠營納人道考量提附帶決議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4/14）接續審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民

進黨籍立委范雲提議，擬於草案中83條加入「針對未持有核准工作證之外籍勞工建立

職災墊償制度」，但勞動部長許銘春認為不宜放入條文中，最終改以附帶決議辦理。

    立法院今審議《職災保險法》草案，民進黨籍立委范雲提案，於草案中增列第83

條，條文針對未加入職災保險且未持有核准工作證明文件的外籍勞工，建立職災墊償

制度。若該類失聯移工遭遇職業傷害時，先由主管機關勞動部先行墊付保險給付，但

須再向雇主代位求償。

    范雲表示，即便是無照移工、失聯移工也還是有受僱事實，但根據統計，我國目

前有3至5萬的失聯移工，失聯移工可能處於更糟糕、欠缺保障的工作環境，國際人權

組織已經屢屢點名台灣外籍勞工困境是一大人權漏洞，因此基於人權考量，盼勞動部

針對該類移工擬定條文保障。

    但勞動部職安署署長鄒子廉回應，合法、循正規管道入境的外籍勞工可以和國人

享有一樣保障，但非法來台者本就規定不可以在台灣工作、不符合現行法令，因此建

議不列入。

    范雲表示，勞動部當前沒有其他形式保障該類移工，我國外籍勞工死亡率是日本

的1.64倍，過去6年來可能約14人罹難，其實數量並不多，且草案擬定墊償制度，勞

動部之後還是得向非法移工僱主求償，應不會間接鼓勵僱主非法聘僱外籍勞工，盼勞

動部再思考研議。勞動部長許銘春則回應，認為不宜放入草案條文中，但建議以附帶

決議方式實踐人道考量。

    該案最終做成第11條附帶決議，提案人包括范雲、洪申翰、莊競程、吳玉琴等綠

營立委。草案共計96條，其中8條保留，將於明天（4/15）接續審查。

（許維寧／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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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余弦妙／台北報導

    印尼在去年7月宣布擬從今年1月15日起實施移工零付費政策，引發我國不滿，勞

動部在去年底就曾要求召開台印雙邊視訊會議，而今（8）日則是第二次召開，此次

會議所談論的也從原本的16項爭議項目縮小成4項去程機票、簽證費、印尼國內出發

地點當地住宿費及印尼當地仲介費等。

    勞動部指出，今日的會議由我方勞動部、外交部、駐印代表處出席，而印尼方面

則是由勞工部秘書長Anwar Sanusi、印方海外勞工保護局局長Benny、印尼衛生部、

印尼貿易部等出席，開會方式以視訊方式召開。

    印尼方面今天所提出的討論項目中，也從先前所提到的11項增加至16項，分別是

海外健康檢查、身心檢查、良民證、國內交通費、PCR採檢費用、護照規費、印尼的

社會保險、培訓費（包含訓練、住宿、伙食）、訓練教材費、專長證明費、來程機

票、回程機票、簽證費、勞動契約驗證費，印尼出發地的當地住宿費、印尼仲介費。

    對於突然新增項目，我方也提出疑慮，舉例來說像是印

尼出發地的當地住宿費部分的收費標準為何？那是否有合

理性？印方則說，因為這是外交部管轄，因此可能需要

請台灣提出書面再進行討論。

    另外，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安邦表示，這次的會議內容

主要是把爭議項目聚焦到去程機票、簽證費、印尼國內出

發地的當地住宿費及印尼當地仲介費，目前都是由移工自

行負擔，印方希望可以由我方雇主負擔。

    王安邦說，而簽證費則是由我外館向其移工收費約1800元的費用，後續將由勞動

部瞭解收費標準等，「印尼國內出發地點當地住宿費」則要求印方應瞭解住宿為住幾

天、費用等；印尼當地仲介費的部分，因目前根據印尼法規，印尼移工來台須透過仲

介，若印尼政府是因為這樣，想減輕移工負擔，其實是可以透過直聘方式。

    王安邦說，這次也因為時間關係尚未談完，下次的會議會再就這4項有明顯爭議

的項目討論，雖然印方態度是希望可以先以書面方式，但由於在2013年就已討論過雙

邊若有什麼更動，都需經過協商討論後才能，因此印尼政府原本要求的7月零付費上

路，我方態度還是比較傾向要協商過後再進行。

    最後，王安邦也提到，印尼政府對於目前我國禁止印尼移工輸台的政策有表達想

法，印方希望能恢復印尼移工輸台，並強調遵照我方防疫作為把篩檢機構縮減為50

家，也會尊重我方的意見，後續會循程序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報印方的要求。

印尼移工0付費會議有進度　勞部：爭議項目縮為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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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疏失致居留證逾期　移工求助無門恐被遣返

【記者／王詩婷】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與各黨立委2月22日在移民署前抗議，有外籍移工因雇主疏

失，導致其居留逾期，又因辦理居留延期程序不利移工、未考量移工在台處境等因

素，以至於移工無法自行辦理，恐將面臨被遣返的命運。對此，立委林淑芬呼籲，移

民署應會同勞動部建立「一站式服務」，避免相同個案一再發生。

    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規定，外國人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

留或居留必要時，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若有違反，依照該法第85條第4款規定，

逾期居留將處以新台幣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金，於裁罰時，得同時訂期限令其出國。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表示，在過去1年間，他們已接獲3起居留逾期移工求助案件，

3名個案中的2名仲介、1名雇主皆坦承確是其疏失，導致移工居留逾期，然而移民署

仍以超過天數為由，要求遣返3名移工。

    針對上述三名個案，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民團與民進黨立委洪申

翰、林淑芬，以及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賴香玲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

若有發生「不可歸責於移工」的逾期居留，移民署應審酌個案特殊情

形，予以回復居留身分。

    洪申翰提到，台灣的移工政策與環境使得移工高度依賴仲介，當移

工自行辦理居留展延時，首先會面臨到護照、居留證等證件大多都在仲

介或雇主手上，且辦理居留證的必要文件「聘僱許可函」，移工難以經

手、取得的情況。

    他也補充，辦理居留證的時間僅有平日，尤其在長照制度不足下，

對擔任家庭看護工的移工而言，請假更是十分困難，儘管近年開放線上申辦系統，頁

面卻只有中文，且只有雇主或仲介才能辦理。

    邱顯智也痛批，強制出境是嚴重的處分，卻沒有給予當事人同等陳述意見的機

會，在種種不利移工處境的脈絡下，政府把錯歸責於移工的說詞，實屬殘酷且不食人

間煙火。

    林淑芬提及，現況下對於白領外籍移工已建立一站式的「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

平台」，目的為解決雇主及外籍人士申辦過程的繁雜手續，只需臨櫃一次，便可同時

申辦簽證、居留證、聘僱許可、健保卡。

    然而，藍領外籍移工卻無法使用一站式服務，他指出，此舉顯示政府並未有公

平看待藍領移工的實質舉動，對此他呼籲，移民署應會同勞動部，建立「一站式服

務」，在勞動部發出聘僱許可時，副本給移民署同步辦理居留文件，避免相同個案再發生。



勞動部：雇主應負擔移工檢疫費用 違者重罰 30萬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今天(24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春節假期過後，許多移工來台

工作，近期經常接獲雇主詢問移工檢疫費用應由何人負擔。發展署提醒，移工生活照

顧是雇主責任，雇主要確實安排移工檢疫工作，並負擔檢疫費用，若從移工薪資扣抵

或要求移工以防疫補償支付，已違反規定。

    發展署說明，移工經由雇主依法引進，自入境日起，雇主必須負責移工入國之後

的生活照顧，移工檢疫期間所生費用也由雇主支付。依現行規定，雇主也可委任人力

仲介公司代為安排，但無論檢疫處所為政府安排、雇主自行安排或

委託仲介公司辦理，檢疫費用均應由雇主負擔。

    若雇主向移工收取檢疫費用，涉嫌未全額給付薪資，經查證屬

實，最高可處新台幣30萬元罰鍰並廢止雇主招募及聘僱許可；如果仲介

向移工收取，最重處超收費用20倍罰鍰並處仲介1年以下停業處分。

    發展署強調，防疫補償受領人為接受檢疫人，而非補償雇主，

雇主或仲介如向移工收取遭檢舉，發展署將交由地方政府查處。

    為確保我國防疫安全與民眾健康，發展署持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辦理移

工入境檢疫措施，目前社福類移工、休假返台者、菲律賓籍移工入住政府集中檢疫處

所，泰國及越南籍產業類新引進移工則由雇主安排居家檢疫。發展署統計，自2020年

3月17日至2021年2月底止，檢疫人數逾5萬4千餘人。

    此外，為協助雇主、仲介公司及移工瞭解相關防疫措施，發展署已訂有防疫行政

指引，透過移工母語持續向移工進行防疫宣導，相關資訊可參考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

資訊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雇主、移工或仲介公司對檢疫費用或措施如有

任何疑義，可多利用電話客服中心(電話：02-89956000)或1955專線詢問。 



外籍看護工、廠工月薪差距大 今年1月已有247人轉職

陳佳鑫 張梓嘉／台北報導

    疫情衝擊我國移工輸入，尤其衝擊長照人力。而且有看護長者或重病者的社福移

工來台後，想轉任薪資較高的產業移工。勞團表示，看護工月薪和廠工月薪差距大，

呼籲應該提高勞動條件。

    家事移工雇主林小姐說：「如果他突然沒有辦法來上班，或者是他突然中途走掉

了。那這會對我們家庭的照顧，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負擔。」

    林小姐述說著聘雇來的家事移工，突然要求要請假，追問下，竟然是仲介公司號

召他去應徵產業移工，還說可以找朋友一起來。林小姐說，移工擔任看護工，需要和

家人培養默契。疫情影響下，如果突然離職，不但不易找到接替者，如果有幸找到，

還得支付隔離檢疫的費用，增加不少照顧的壓力。

    家事移工雇主林小姐說：「那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所以他必須要2加1，3個禮

拜的隔離的期間，必須要去臨時找人，而且恐怕這種情況，我們只能找台灣的看護這

樣。那這個部分，因為台灣的看護說實在的，人力確實非常的不足。」

    根據勞動部統計，國內外籍移工大約71萬人，其中46萬人是產業移工，適用勞

基法，基本工資為24000元。而25萬名的社福移工，則多數為家庭看護，不適用勞基

法，基本工資為17000元。

    仲介團體直言，產業移工待遇高，導致出現社福移工想轉職的情況，甚至藉此向

雇主要求加薪，衍生不少糾紛。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黃杲傑表示，「那你現在你說

不做就不做，他的病人要叫誰來做，叫誰來看護。疫情的關係，廠工也進不來，搞到

最後變成三輸、四輸，大家都輸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回應，「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

是期望雇主，勞雇之間能夠多協調。當然他們現在遇到，就是他會想盡辦法要你同意

嘛，這個就只能勞資去協商呀。」

    勞動部表示，去年外籍看護工轉去工廠上班，不到300人，可是今年1月轉職的就

有247人。未來將會研議，是否增加薪資補貼，提高工作意願。勞團則強調，政府確

實應該提高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才能抑制亂象。



家庭聘外勞成本添一項！
25萬名外籍看護將納入職災保險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今（14）日初審《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通過

將家庭幫傭及看護工，包括外籍看護工，也納入強制投保對象。此外，針對罰則，經

協商通過院版本，若雇主未幫勞工投保，罰則提高至2至10萬元，並可連續罰。

    目前全台約有25萬名外籍看護工，考量其中有不少弱勢家庭，勞動部原本規畫採

自願加保，不強制加保；但朝野立委皆主張納入強制投保對象，換言之，未來約25名

家庭雇主要為其投保職災保險。

    朝野立委有共識，《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草案力拚在五一勞動節前三讀通過，社福

委員會變更議程，今日續審《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草案，經過一整天審查，只剩下8個

條文未有共識，預訂明日繼續審查。

    該草案第6條係明定強制納保對象，政院

版本已明訂受僱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

登記或設有稅籍之雇主、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技

術生、事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

性質相類之人、及建教生為強制納保對象。立法院初審通

過，再將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納入。

    至於立委關切的食物外送平台外送員是否應納入強制投保對象，最後並未納入。勞

動部表示，外送員若為受僱，就由雇主為其投保；若為承攬，就透過職業工會加保。

    也有立委主張學習型見習生納保，最後因定義不清未納入。勞動部指出，工作型

見習生在政院版已納入強制投保對象。

    針對第96條罰則，政院版明定雇主若未依勞工投保職災保險，處新臺幣2萬元 以

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時代力量、民眾

黨主張提高罰則上下限，但未獲通過。勞動部訂2至10萬元罰鍰，主要是考量眾多微

型企業的負擔。

經濟日報 / 記者江睿智／台北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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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野立委有共識，《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草案力拚在五一勞動節前三讀通過，社福

委員會變更議程，今日續審《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草案，經過一整天審查，只剩下8個

術生、事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

性質相類之人、及建教生為強制納保對象。立法院初審通



記者李柏霖／報導

　 為減輕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繳稅負擔，財政部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

稱長照扣除額），只要符合衛生福利部的「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納稅人本

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每人每年定額減除十二萬元，花蓮縣衛生局提醒，民眾在今

年五月報稅時，就可以檢附文件申報扣除，減輕家庭裡有長照需求者的繳稅負擔。

　 花蓮縣衛生局舉例，甚至是自行照顧，有去醫院進行失能鑑定，符合巴氏量表

資格，也能申報扣除。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表示，長照扣除額的適用四大對象包

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能等級第二至八級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

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達九十天者、在家自行照顧者。

　 朱家祥進一步表示，若採用長照服務，除必須符合長照失能等級第二級至第八

級，且每年都要使用至少一次長照服務，在報稅時檢附該年度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提醒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失能等級。

　 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而入住住

宿式服務機構者須檢附課稅年度入住機構累計達九十日之繳費收據影本，須註記機

構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床位類型；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檢具

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他特別提醒，「在家由家屬自行照顧失能者也適用長照扣除額！」，但必須要

有醫療機構評估並符合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且在

報稅時檢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影本或身

心障礙證明，提醒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須符合可聘僱

外籍家庭看護工之特定身障項目重度（或極重度）等級

或鑑定向度。

　花蓮縣衛生局呼籲，家中有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的家屬可及早備妥相關證明，於今年五

月報稅時提報，經審查通過即享有長照扣除

額，如有稅務申報相關問題，請撥打財政部

0800-000-321專線，長照需求請撥1966專線。

報稅季節注意權益 長照特別扣除額 每人每年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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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頻道／綜合報導］多數人會認為「失能」是因年齡增長，導致骨質、肌肉逐

漸流失，直到跨過某一個嚴重度後，就會衰弱到無法正常活動，但醫師指出，這樣逐步

下滑的案例是少數，多數則是因平時缺乏運動，所以一遇到重大傷病後，身體不堪負荷，

很短的時間就失能。

    桃園恆新復健科診所醫師王思恒在臉書粉專「一分鐘健身教室」發文提到，長者失

能只有少數是因器官、身體組織逐漸退化導致，多數還是因平時缺乏運動，對此他也舉

了 3個例子，說明運動能在失能的預防上做出何種貢獻。

降低意外發生率 加快術後恢復

    65 歲行動自如的阿姨，在市場滑倒造成脊椎壓迫性骨

折，手術雖成功，但因臥床過久導致肌肉流失，後續的疼

痛與虛弱讓她再也無法上下樓梯。

    若阿姨有長期運動，平衡較好，也許就不會滑倒，即

使滑倒，運動者的骨質也較能抵抗衝擊力，降低骨折機會，

若不幸仍出現骨折，平時運動累積的體能，或許術後不

到一週就能放掉拐杖到處行走。

穩定血壓 強化肌力

    55 歲辛勤工作的顧家男人，暈倒在回家的路上，送醫院檢查為出血性腦中風，雖然

開刀移除血塊，但術後的他再也無法行走。

    若男人有長期運動，血壓或許不會動不動就飆高，也就不會發生腦血管破裂的憾事；

即使仍舊中風，雖然半邊手腳不便，但運動使健側的肌力增強，他也就能在足踝輔具與

助行器的協助下回復行走。

協助控制血糖 增強免疫力

    72 歲長期糖尿病的阿公，因為感染了肺炎住院打了兩週抗生素，出院後雙腳卻虛弱

到無法自行從床上移位到輪椅上。

    若阿公有長期運動，血糖的控制和免疫力都會增強，或許就不會感染肺炎，只需定

期至門診拿口服拿藥；就算真的住院，雙腿肌力也不會因長期臥床而大幅退化。

    王思恒強調，在高齡化的社會環境下，失能的危機也越來越大，因此用運動作為預

防失能的第一道防線，是必需要做的事。

失能不是慢慢來 醫：遇到疾病或意外短時間就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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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失能的第一道防線，是必需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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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要善良？這是我見過最好的答案
用一顆善良的心對待人生的際遇，便是對生命最好的感恩與回報。

這個時代，我們總覺得，生活很難，而做一個好人，活的更難。

人人都渴望著能夠被世界善意對待，但說到行善，卻滿腹狐疑。

「善良」這個詞似乎漸漸變得意味深長。

「我們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對愛和善意的需要。今天你出門，不必有奇遇，

只要一路遇到的是友好的微笑，你就會覺得這一天十分美好。」

善良有時很簡單，是平淡日子中的舉手之勞，善良有時也很難，

是千瘡百孔後對生活的依然熱愛。

但無論怎樣，選擇了善良，也是選擇了更加溫暖的人生。

善良，是最深的教養

初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很是疑惑孫玉厚這個一輩子只知道與黃土疙瘩打交道並且

鬥字不識的農民，怎麼養育的孩子卻個個正派真誠，品行優秀。

畢竟，在大多數人的刻板印象里，談到教養總會與良好的家境關聯起來。

但最近看了改編的電視劇，我似乎從中找到了答案。

雖然家境貧寒，但孫玉厚老漢卻給了兒女最寶貴的家教，那就是善良。

印象最深的一幕，孫玉厚的弟弟到了娶親的年齡，

可是對於這個連黃面饃都吃不上的家庭來說，再拿不出多餘的錢來準備彩禮。

這種困窘令孫玉厚頭痛不已。

這時，玉厚的小女兒蘭香顫顫巍巍地拿了一元錢，交到玉厚手裡，

這對於當時的孫玉厚來說真的是救急錢啊！

可當他聽蘭香說錢是撿來的時候，卻不由分說地拉著蘭香去橋上，

冒著三九天的寒風等待失主。

面對藉口著急上學而不情願還錢的蘭香，

孫玉厚說：「要是你丟了這麼多錢，你急不急？不還錢，學也白上。」

看到這裡，我倍感震撼。

沒有想到孫玉厚這樣一個掙扎在社會底層，

每日為怎樣吃飽下一頓飯而發愁的糙漢子，竟還能如此為別人考慮。

這一刻，因為那顆淳樸善良的心，土裡土氣的孫玉厚正在熠熠生輝。

也許他不懂什麼是教育，但他卻知道做人要善良，



而也正是他的善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子女。

讓孩子們在成年以後，無論處於何種困境，始終保持一顆仁心。

羅曼羅蘭有句名言：「善良不是一種學問，而是一種行為。」

善良無關富貴貧窮，學問高低，它是根植於人內心最初的本能。

保護好善良這種本能，勿使這金子般的品質在漫長的歲月里蒙塵。

因為善良才是一個人最深的教養，亦是給下一代最好的傳承。

善良，是最美的相遇

有個提問：人為什麼要善良呢？

像城頭飄來的歌，像樹上棲存的鳥，我們遲早都會消失。

但你創建了一個小小的善和愛的世界，它便會留下，

而且會曲折傳遞，生生不息，使消失變成圓滿。

善良表面上看似是一種付出，但它卻在無形中淨化著我們的圈子，

它兜兜轉轉又回到了你的身邊，

這何嘗不是一種收穫。

善良是一種福祉，更是心靈之間的美好相遇。

用一顆善良的心對待人生的際遇，

便是對生命最好的感恩與回報。

善良，是人生的良藥

有人說，善良過了頭就是傻。我們不得不承認，

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善良都會有迴響，

不是所有的情義都會換來感恩。

有時候，善良也會錯付了人，甚至還可能會換一身傷痕。

但無論如何，我們卻不能放棄做一個好人。

因為經歷過，所以才懂得，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真正的善良是見識了世間的殘酷，依然向善而生。

《菜根譚》中有段話：「為善不見其益，如草里冬瓜，自應生長。」

如果說這世上還有什麼不追求效益的東西，我想那應該是善良。

因為善良，我們擁有了最深的教養；

因為善良，我們傳遞了更多的溫暖；

因為善良，我們完善了殘缺的人生。

雖然這世界偶爾讓人失望，但我們依然要相信善良值得。

能夠成為一個好人，就是世界給我們最好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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