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陌生人，請留下——疫情下的外籍看護聘雇困境 

 

根據勞動部統計，2019 年全台共有 71.8 萬外籍移工，等於每 32 人中，就有一

名飄洋過海來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然而，近年疫情爆發，各國限制出入境，

2022 年移工人數下降至 66.4 萬人。在這下降的 5 萬多人中，有 3.5 萬為家庭看

護工，佔了一半以上。 

 

3.5 萬名看護工雖然僅佔總人口一小部分，卻讓近幾年的失能者照護陷入泥沼。

看護人力缺乏，老年與失能人口成長卻從未趨緩，讓長照市場上出現許多不肖

仲介藉機斂財，吸收逃跑、預期滯留的外籍移工，對雇主開出天價，甚至剝削

移工薪資。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為何？中間牽扯了哪些制度性因素？我們應該

如何留下外籍看護？ 

 

 

▲在台移工人數變化。【圖片來源／民視異言堂、資料來源／勞動部】 

 

失聯看護事件簿 

 

今年（2022）1 月，雇主賴昱菘與他的外籍看護 A 終止聘僱。表定 24 日的下午

3 點，仲介要來帶走看護 A，不料卻在仲介到場前 30 分鐘，A 早已收拾好行李

離去，就此失聯，留下賴昱菘一人在屋裡，不知如何是好。 

 

賴昱菘為下肢全癱的重度失能者，平時以街頭表演口琴維生，雇用外籍看護已

經 18 年、磨合過 20 多位看護，但像這樣直接打包走人、完全失聯的外籍看

護，令賴昱菘十分無奈。依照現行法規，外籍看護若於雇主處所發生行蹤不明

之情事，必須等待滿 3 個月未查獲，才能夠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此規定

又稱作「空窗期」。 

 



此外，賴昱菘還有更大的問題要面對——疫情缺工，導致聘雇費用居高不下。3

個月空窗期過了，但賴昱菘到目前為止都未聘到新看護，只得依靠教會友人及

長照居服員協助生活起居。無論賴昱菘未來能否承接到新的看護，這次的信任

破局，已經在賴心中留下負面的印象與記憶。 

 

「現在申請一個外籍看護大概要 6、7 萬左右吧，還要加上隔離、檢疫費用。我

在想到底要不要賭？萬一引進，沒有三天跑掉，我花那麼多錢根本討不到。」

賴昱菘說。 

 

時間 事件 

2021 年 12 月 與看護 A 協調每月加薪 2,000 元，希望續約至 8 月 

2022 年 1 月 10 日 看護 A 要求月休 2 日，續約破局，聘僱提前終止 

2022 年 1 月 24 日下午 3 點 仲介表定來帶走看護 A，A 卻在前半小時打包離去 

▲賴昱菘外籍看護逃逸事件經過。【資料來源／賴昱菘】 

 

疫情缺工，非法看護猖獗 

 

根據移民署統計，2021 年全台約有 5.5 萬名失聯移工，在這之中，以家庭看護

工 29,207 人 多，佔了一半以上。失聯移工無非轉入工廠打工，不然就是投往

非法看護行業。 

 

過去便曾有媒體報導，疫情缺工使許多非法仲介出沒，吸收逃跑、預期滯留的

外籍移工，將名片放置各大醫院，標榜「政府立案，開立收據」，使民眾誤以

為是合法的看護工。 

 

衛福部長陳時中對此表示：「不管合法或非法，都要加強陪病的安全與訓

練。」他認為，非法移工若現階段通報解決，容易造成陪病者無人照顧，反得

靠護理人員填補空窗。 

 

部長此言一出，等於默許非法看護的存在。但民眾若聘用非法外籍移工，將處

15 萬元以上、75 萬元以下罰鍰。根據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台北市 2019 年

裁處金額為 500 萬元，2020 年增加為 547 萬 5 千元，可見疫情造成人力荒，使

得許多家庭急於一時，疏於查證。 

 



外籍看護為什麼要逃跑？我們能怎麼留住他們？現行的居家照護盲點為何？又

該如何突破？ 

 

推力一：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低薪不定休 

 

 

▲廠工與看護工勞動待遇差異。【圖片來源／民視異言堂】 

 

由於不適用《勞基法》，看護工基本薪資低，且沒有固定休假，是他們轉廠

工、甚至逃逸的 主要原因。根據勞動部統計，2020 年看護工聘期未滿，轉換

廠工為 287 人，2021 年卻因疫情搶工潮，看護跨業轉換人數暴增至 2,404 人，

而且這還只是 1 到 8 月的數據。 

 

「看護可能長達 24 小時，都是在工作或待命的狀態。就算契約裡有約定七休

一，但不像《勞基法》是強制休假，它是可以被買掉的。再來，看護薪資只有

17,000 元，現在 低工資已經到 25,250 元了，等於是只有基本工資的三分之

二。」台灣國際勞動協會（TIWA）專員許淳淮說。 

 

TIWA 等勞工團體過去曾積極要求勞動部將看護工納入《勞基法》保障，但勞

動部對此表示，受僱於個人的家事勞工，因工作型態與受僱於事業單位勞工明

顯不同，因而無法適用現行《勞基法》。 

 

納入現行法令不成，勞團只好轉以特別立法為訴求。2012 年，立法委員林淑芬

等 24 人與民間團體討論之後，提出《家事服務法》草案，內容要求工時明確

化、區隔與雇主之居住空間、界定勞動內容等，希望保障家務勞動者的工作尊

嚴與勞動權益。無奈法令推動 10 年未果，勞動部仍認為另立專法有其困難。 

 

《家事服務法》草案立法訴求 



1.特別立法，特別保護 8.明定家務勞動者的休息時間、休假之

權益 

2.隱私權的保障、家庭成員之規範及家

事服務準則 

9.保護外籍勞工的語言弱勢 

3.家務勞動者必須強制加入健康保險與

勞工保險 

10.加強勞雇權利教育 

4.明確規範雇主終止勞動契約的限制 11.女性保護與性騷擾之預防 

5.勞工主動終止勞動契約的權利 12.政府應提供「喘息服務」，補充雇主

家庭之照護需要 

6.基本工資的保障與工資直接給付 13.權益訴訟基金與安置收容 

7.資遣費請求與失業給付之適用 14.雇主違法取消聘僱許可及加強罰則 

▲《家事服務法》草案立法訴求。【資料來源／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推力二：勞動環境差異與變化大，不同工卻同酬 

 

由於法律無法進入居家勞動場域，導致個別家庭勞動條件差異大，看護能否進

入到合理的勞動環境工作，以及雇主能否雇用到符合照護要求的看護，其實多

數時候只能仰賴運氣。 

 

10 年前開始聘請看護照顧家中九旬母親的郭先生表示，外籍看護服務品質參差

不齊。平時為母親煮飯、餵藥、出門散步，但好幾次當母親受傷、重病，或是

經歷重大手術後，看護馬上提出要離開。 

 

「對我來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看護卻馬上跟我講說不做了、要換老

闆，隔天仲介直接帶走。這不是在我身上發生而已，很多人都有過。」郭先生

強調。 

 

若雇主不讓看護離開，看護可能選擇逃逸，3 個月空窗期的「連坐罰」，使照

護上產生重大影響，更有甚者鋌而走險聘僱非法看護頂替空窗期；另一方面，

為了避免這樣的「連坐罰」，雇主也可能限制看護行動自由，甚至非法扣留護

照或居留證。 

 



推力三：仲介收費名目多，看護雇主都造殃 

 

除了法規問題與勞動環境差異外，不肖仲介收費也是外籍勞工逃逸問題的主要

原因之一。 

 

立法院法制局研究員蔡琮浩於 2019 年議題研析就曾指出「買工費」問題。以印

尼籍的外籍勞工為例，其工作前就至少先負債 12 萬 2,100 元；期滿續約的買工

費行情平均 2 到 4 萬元，期滿轉換雇主平均 4 到 8 萬元不等。原本就債務纏身

的移工，低薪實在難以負擔高額的費用。 

 

為遏止不當收費，法律規定仲介向移工收費以「18、17、15」為原則，即第一

年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1,800 元、第二年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1,700 元、第三年

起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1,500 元。 

 

然而，長年投入仲介工作的黃杲傑理事長對此頗有微詞，表示外勞工作時間久

了，仲介服務成本反而增加，「政府規定的收費讓你入不敷出，很多巧令名目

的收費就會出現，介紹費、買工費、咖啡錢⋯⋯，違法仲介就這樣產生了，而

且根本抓不到！」黃杲傑理事長說。 

 

另一方面，仲介依法能向雇主收取的費用只有登記費（介紹費）及服務費。但

根據雇主郭先生的說法，除了上述費用外，另被多收了「內定」的費用：「什

麼團險啦、人頭費啦，服務費三年一次繳 1 萬 5，都是內定的，因為仲介也不

給收據。」 

 

弔詭的是，法律規定仲介向雇主收取的「服務費」為「每年」每一員工不得超

過 2,000 元，然而根據郭先生說法，仲介向他收取的是「每月」2,000 元。 

 
 

內容 

仲介向看護

收取費用 

一、登記費及介紹費：合計不得超過外國人第一個月薪資。但

求職條件特殊經外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服務費：每年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 元。 

仲介向雇主

收取費用 

一、登記費及介紹費： 

（一）招募之員工第一個月薪資在平均薪資以下者，合計每

一員工不得超過其第一個月薪資。 



（二）招募之員工第一個月薪資逾平均薪資者，合計每一員

工不得超過其四個月薪資。 

二、服務費：每一員工每年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 元。 

▲合法經營仲介得向看護與雇主收取之費用。【資料來源／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

金額標準】 

 

拉力一：非法誘因大，劣幣驅逐良幣 

 

外籍看護原本每月薪資 1 萬 7000 元，相當於日薪約 567 元；但到醫院日薪至少

2,200 元起跳，薪資瞬間增近 3 倍，逃跑誘因相當高，且不受勞動契約綑綁，能

夠隨時變更雇主。 

 

「非法看護行情好啊，不受合約、法定薪資規範，換雇主方便、坐地喊價。看

護也會彼此傳話『你還在做這個哦？這麼辛苦，一個月 1 萬 7，我一天可以賺 2

千⋯⋯』這樣合法工人會不會動搖？」黃杲傑理事長說。 

 

對仲介來說，僱用非法看護有利可圖，因為不受勞動契約規範，雇主可以選

工、看護可以挑雇主，「想換就換，不用溝通」；且若看護取得薪資更高的工

作，仲介也能提高服務費。 

 

「合法的仲介每個月向看護只能收 1,800 的服務費，非法可以收到 3 千、5 千，

這樣要做合法還是非法仲介？」黃杲傑語帶反詰。 

 

拉力二：管理不當，檢舉失能 

 

除誘因以外，仲介與雇主也指出勞動部未積極進行對失聯移工、非法仲介、違

法雇主的管理與裁處。有鑑於此，勞動部於 2021 年規劃「加強外勞管理及改善

外勞行蹤不明方案」，表示將協調內政部建立經常性查緝行蹤不明外勞機制；

另將再提高非法雇主及非法仲介罰鍰額度。 

 
 

裁處內容 

失聯移工 
連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者，於廢止聘僱許可前，入出國業務之

主管機關得即令其出國。 



非法仲介 

媒介 1 名行蹤不明外勞處 20 萬元罰鍰，2 名(含以上) 高可處

50 萬元罰鍰；第 1 次違反者即處停業 6 個月、第 2 次以上每次

停業 12 個月。 

違法雇主 
非法僱用 1 名行蹤不明外勞處 15 萬元罰鍰、非法僱用 2 至 4 名

處 30 萬元罰鍰、非法僱用 5 名(含以上)處 75 萬元罰鍰。 

▲勞動部對違法移工、仲介、雇主知裁處內容。【資料來源／就業服務法、加強外勞管理

及改善外勞行蹤不明方案】 

 

長期從事仲介工作的黃杲傑和官文傑皆表示，我國對於失聯移工的裁處過輕，

無法達到嚇阻效果，「如果在新加坡，非法仲介、非法外勞、非法雇主、幫助

犯，除了罰錢還會被關，男生可能還要鞭刑。」 

 

雇主賴昱菘也提到，「我之前去住院一個晚上，周圍就有 14 個逃來醫院的看

護，那就表示在外面有 14 個家庭受影響。為什麼逃跑政府都沒在抓？因為疫情

缺工真的很嚴重。」 

 

保障勞動條件，預防勝於處罰 

 

勞工離開原本的工作場域，去追求更好的勞動條件，對台灣人而言天經地義；

但對外籍看護來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看照著台灣家庭中 脆弱的

一塊，社會大眾當然難以跳脫反對看護自由轉換工作的窠臼。 

 

失聯移工、非法仲介、違法雇主，無不抱持著「只要不被抓到，就不會被罰」

的僥倖心態。疫情造成的缺工問題確實存在，執法機關無法積極管理，那麼無

論如何加重處罰，都無法杜絕看護逃逸的情事。 

 

「我們應該思考的不是抓到之後『怎麼處罰』，而是『怎麼把他們留下

來』。」許淳淮說。 

 

解方一：合法收費，預防觀點 

 

為遏止仲介公司超收外勞費用的情形，勞動部於 2021 年規劃加重處分，仲介若

有超收費用情形，無論有無返還，第 1 次違反者即處停業 3 個月、第 2 次停業

6 個月、第 3 次以上每次停業 12 個月，若超收費屆期未返還者，再停業 3 個

月。 



 

除了仲介收費外，在訪問過程中，雇主和仲介皆提及政府收費，也就是就業安

定費的繳納問題。賴昱菘表示這筆鉅額的基金成為勞動部的小金庫，黃杲傑和

官文傑認為應收歸國有。 

 

就業安定基金對移工安置、勞雇糾紛、勞團補助的撥款，常成為仲介雇主團體

與勞工團體主要爭議。尤其撥給移工安置機構每位移工每日 500 元的費用，更

是經常辦理安置機構的勞工團體長期被攻擊的箭靶。 

 

「這筆錢本來是要提升台灣人的就業能力，或是補助失業、就業輔導，但勞僱

糾紛、勞團安置，也是這筆錢，你一天吃住需要 500 塊嗎？」賴昱菘說道。 

 

諸多勞工團體也積極回應絕無斂財情事，TIWA 專員許淳淮就說：「所有的房

租、水電、交通，處理案件的社工人員、翻譯人員，全部都要從這一天一人

500 塊內去擠出來。我們的安置中心從台北市中山區搬到陽明山上， 近又不

堪負荷，搬往桃園了。」 

 

 

解方二：政府直聘中心，仲介退場？ 

 

為了減輕外勞國外仲介費負擔，並強化本國劣質仲介退場機制，勞動部自 2007

年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直聘中心」），以單一窗口概

念，簡化服務流程，協助雇主自行聘僱外國人。 

 

經筆者調查發現，2022 年就業安

定基金預算數 多仍為「促進國

民就業計畫」，執行率甚至高達

141%，遠高於「勞工權益扶助計

畫」。雇主與仲介的指控難以成

立，但這些疑慮也能看出外界對

就業安定基金用途的想像有所歧

異，政府應再加強宣導說明。 

 

◄ 2022 年就業安定基金年度預算數。

【資料來源／2022 年 3 月就業安定基

金管理會議記錄】 

 



直聘制度推動至今，雇主能以網路申辦招募、入國引進及聘僱許可。根據 2020

年勞動部調查，雇主直接聘僱外籍看護的動機，以「雇主與外籍家庭看護工不

必支付國內、外仲介費用」占 52.2% 高。然而，也有許多使雇主卻步的因

素，如：辦理手續複雜、流程冗長；申請後得自行負擔管理責任；直聘中心亦

不如私人仲介具有管理專業及彈性。另外，如雇主缺漏步驟或忘記期程，可能

會被罰款，甚至廢止聘僱許可。 

 

「直聘中心是沒有服務的，只能輔導雇主做文件。仲介公司養成一個行政人員

要花 5 年，政府輔導雇主可以取代我們 5 年培養的人才嗎？」黃杲傑說。 

 

雇主郭先生也說：「因為仲介有專業，雖然有一大堆的費用要給，但我是在上

班的人，如果直聘看護跑掉，或發生什麼問題，我哪有時間去追？」 

 

 

▲勞動部過去曾調查直聘使用率，民國 106 年後明顯下降。總體而言，採直聘人數仍遠低

於引進總人數。【資料來源／勞動部調查報告】 

 

仲介公司標榜彈性處理問題，但就 TIWA 專員許淳淮在實務現場的觀察，一旦

發生勞資爭議，仲介比起協助移工，更可能傾向協助雇主，因為雇主是擁有移

工配額的人，引入移工，仲介才有利可圖。 

 

「現在的移工仲介制度其實相當扭曲，仲介解決的勞資問題可能只是解決雇主

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勞工的問題；而解決雇主的問題的方法，可能就是解決勞

工。」許淳淮說。 



 

解方三：個人聘雇落日，機構聘雇新可能 

 

無論透過私人仲介聘雇，抑或直聘中心引進看護， 後管理責任都不免落在雇

主身上，直聘制度更可能使得雇主求助無門。 

 

近年來，勞工團體似乎找出新的解方——以機構聘雇取代個人聘雇。讓聘雇與

管理責任不落於雇主個人與各別家庭，而是由現行長照制度下的社福機構，如

居家型服務機構、社區型服務機構、住宿型服務機構，聘雇移工作為照服員，

依據機構不同性質，提供複合的照護服務。 

 

「如果有看護想轉換行業，機構還是可以調配人力到家庭繼續提供照護服務，

個別家庭反而可以有比較穩定的服務，不用再經過私人仲介。」許淳淮說。 

 

機構聘雇聽起來像是一勞永逸的方法，勞動部當然曾經嘗試過。2013 年，勞動

部邀請專家學者、衛福部共同審查通過的居家服務單位，聘僱外展看護工並搭

配本國照顧服務員，採輪班方式進入失能者家庭提供照顧服務，稱為「外展看

護服務計畫」。 

 

勞動部當時共核定 8 家長照居家服務單位可參與試辦，但截至 2016 年 6 月底統

計數據，僅 4 家試辦單位成功聘僱 40 名外展看護工，案量相當有限。且從成本

考量，雇主使用長照居家服務，屬一般身分者，政府補助 7 成，雇主自行負擔

3 成；但若雇主使用外展看護服務則須 100%自費。 

 

相較之下，雇主為了節省成本，多數不願嘗試外展服務，機構營運無法維持，

執行兩三年後便收場了。勞動部表示政策仍在研議階段，目前無具體再實施期

程。 

 

「我們認為勞動部沒有實驗精神，條件放得太窄導致失敗。當然目前每個勞工

團體對機構聘雇的想像都還有些不同，需要再進行討論。」許淳淮說。 

 

政府做得還不夠，盼提升公共政策量能 

 



 

▲全台失能者居住現況。【圖片來源／民視異言堂、資料來源／衛福部】 

 

根據衛福部計算，截至 2021 年底，全台有 73.7 萬位不同等級的失能者，其中有

9.5 萬人居住於照護機構，另外 64.2 萬人則為居家失能者，需依靠家人或看護照

護。 

 

對個別家庭而言，長照是個沉重的負擔，雇主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每一天的

長照需求。當探討制度應該如何改變、完善，達到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雙贏局

面時，對長照家庭來說或許過於遙遠。 

 

然而，從外籍看護失聯、逃跑、轉工的情形，都能看見居家看護的勞動條件相

當不利，私人仲介制度也造成雇主與移工間的嫌隙，政府對移工政策的設計不

當、保障不足，也造成仲介機構、雇主協會、勞工團體三方爭論的迴圈。 

 

許淳淮就提到，TIWA 曾探訪全台的就業服務站，在這些公立的就業服務機構

裡，沒有一位雙語人員能夠協助外籍移工事宜。 

 

「不只是移工被迫依賴仲介，我認為台灣政府也想要透過仲介來管理移工，這

樣政府就不用增加公務預算、不用去聘更多的人、不用蓋更多的設施、不用去

承擔這些理應是政府要做的公共服務。」許淳淮說。 

 

家庭在聘僱移工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不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轉化為對全

體移工的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溝通很難有效。放下對彼此成見，看見個案

背後的結構問題，進而思考長遠的解方，推動政府更完善現行制度，或許是讓

長照體系更穩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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