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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記錄 
 

訪談 1：（A 機構） 

訪問時間：2006 年 3 月 11 日上午 9:30 

訪問地點：臺北縣新店市民權路ｘｘ號 

受訪者：私立ｘｘ老人養護中心負責人 

 

一、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的工作表現如何？他們的工作技能或專長是否符合貴機

構的需求？ 

 

他們的工作表現都很好。我們是完全交由仲介公司去挑工的，一切手續都交給仲

介去辦，只跟仲介要求要體格健壯、吃苦耐勞的人，因為像我們這種工作，常常

要抱老人，會很辛苦，需要力氣大一點的人。至於工作技能方面，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在越南時都有受過三個月的訓練。來臺灣以後，我們也會每個人搭配一個台

灣人再教她，因為每個老人家身體狀況病症也不一樣，要注意的事當然也有差別，

所以從外勞進入機構開始訓練，到能上手且適應程度良好，需要半年時間訓練後，

才會讓人放心。 

 

二、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角色的扮演上如何？他們的團隊配合度夠不夠？

服從性是否良好？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要求？ 

 

因為仲介在越南時就會告知他們來台灣的工作內容，她們也知道來臺灣是要做什

麼工作。所以在工作角色行為上，整體表現都還不錯。 

 

配合度方面，也很不錯，因為本國籍看護工比較不喜歡上大夜班，所以在引進前

外勞前，我們都會先告知他們需要上大夜班，他們也都可以配合。服從性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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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像有時候老人家臨時住院一、二天，他們也都可以配合加班，去醫院照顧

整天的，或者某天人力不夠的時候，他們也都願意配合調度來加班。但他們是聽

命令才會做事情，要將工作分配好，如果工作沒有分配好，他們也不會主動找事

情做。而且，工作量要分配平均，不然他們會覺得不公平。 

 

在行為表現上，則都算正常。只有一個外勞，跟她交待事情時，她動不動就會落

眼淚。但因為她其他的工作表現還可以，所以也就繼續僱用他，沒有請仲介換人。 

 

三、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適應上有哪些問題？貴機構如何因應？ 

 

在適應上主要是語言不能溝通，因為這批越南的是同一時期進來的，所以剛來時

溝通就會比較麻煩。工作上，就做給她看，她一邊看一邊學，幾次後就會了。如

果溝通不良時，就打電話給仲介公司的人，他們會在電話上直接幫忙翻譯溝通。

至於中文的訓練，就是採自然的學習，久了她就會簡單的國語，沒有特別幫她上

中文的課程。 

 

吃的部分，如果她們不想跟老人家一起飯，她們可以自由到廚房煮菜，而且可以

用冰箱裡面的菜，不用自己去買食材，這方面我們給他們很大的彈性。其他的生

活適應方面，她們每個人都有手機，也會打電話給其他的越南朋友，所以對外面

的情況也很熟悉。放假時，他們會去逛街、買東西，我也很鼓勵她們出去外面走

走，畢竟工作這麼累，放假去買點自己的衣服或東西，心情也會變好。 

 

整體來講，他們的工作適應度應該不錯，因為我們機構還沒有發生過外勞逃跑的

事情，我也會跟他們講，辛苦借錢來臺灣工作，不要逃跑不然沒有錢領。住宿部

分，本來在外面租房子，但他們嫌太遠，就住在中心樓上，因外勞表現良好，故

並未制定住宿管理規則，每天晚上護士都會清點外勞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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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貴機構在工作上如何管理運用外籍看護工？外勞的工作內容為何？工作條件

為何？ 

 

本中心總床數為 25 床，現今收容 22 床。聘僱有 8 名本國籍國工(含護士、行政人

員跟謢佐)，聘僱有 6 名外勞，全部是越南籍。上班時間分成日夜二班制，日班是

8:00~20:00，夜班是 20:00~8:00，中午 12:30~14:30 休息，夜間則多留守休息，須

按時探視院民。一個月休假四天，但他們會要求加班，因為休假的話，在這邊錢

就少賺了，他們來這邊就是要賺錢，三年之後他們就要回去了，所以他們就沒有

休假日，但是我們會給他們加班費的。平常要休假時則要看情況，但比較少會准，

畢竟工作量是固定的，如果她不能來上班，那工作誰來做。 

 

外勞的平常工作內容就是照顧老人家，主要是進食、清潔、排泄跟抽痰等方面及

養謢中心的環境清潔。外勞大多是擔任日班的工作，因為日班有比較多的台灣人

上班可以指導，夜班的人力比較緊縮，只會留一位資深的外勞，搭配老闆或一名

台灣籍護士，發生緊急狀況時才有能力處理。 

 

外勞的薪資就是基本工資 15840 元和加班費。但機構還要負擔就業安定基金 2000

元，伙食住宿費政府規定可以扣 2500~4000 元，我也沒有扣，再加上政府規定僱

用一名外勞也要僱用一名台灣人，我還要花人頭保的勞保、健保費用，所以僱用

一名外勞的隱藏成本其實也要 7000~8000 塊。其實僱用外勞沒有比較便宜，因為

剛講的那些隱藏成本加外勞的薪水，加起來要將 2 萬元左右，而本國籍的看護工

也大概是 2 萬多元，所以成本不會差異太大，會僱用外勞主要原因是流動率低、

配合度又高。 

 

至於她每個月要給仲介的費用多少錢，我不會介入，因為這都是他跟仲介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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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金錢問題，這些都是當初他們雙方先談好的費用，外勞也願意接受才會過來。

她們通常都一年半就還完錢了，所以在台灣工作一年半之後的薪水就完全算自己

的錢了，目前機構裡的這批外勞，就剛好來一年半多，我都會跟他們講，現在才

要開始賺錢，所以要乖不要逃跑。但是平常時候，她們越南的家人常常會打電話

來要錢，但我都會勸她們，不要一直把錢匯回去家鄉，要保留一些錢在身邊，免

得被家人花光，自己期滿回去後反而什麼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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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2：（B 機構） 

 

訪問時間：2006 年 3 月 13 日上午 11:00 

訪問方式：電話訪問（機構位於蘆洲市） 

受訪者：私立ｘｘ老人養護中心負責人 

 

一、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的工作表現如何？他們的工作技能或專長是否符合貴機

構的需求？ 

 

工作表現不一定，要看每個人的資質跟經驗。像我們中心裡有一個之前表現不錯

的，我們就讓她期滿後再來第二次，像這種有經驗的，來了馬上就可以工作了。

但也有資質比較差的，要講好幾次才會做，可能訓練半年後才會上手。剛進來時，

當然都不是很好，但經過一段時間就能符合我們的需求，所以外勞的表現大致是

還可以，如果不行的話就請仲介換人，但目前為止我們都會給她們機會表現，還

沒有跟仲介換過人。 

 

挑工部分，我們是完全委託仲介公司處理，不會親自去越南挑工，仲介比較畢竟

比較專業。我們當然會希望挑比較有經驗的或是有護理專長的外勞，但學歷、工

作經驗等資料，其實都可以造假的，所以，這方面也只能選擇相信仲介了。 

 

二、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角色的扮演上如何？他們的團隊配合度夠不夠？

服從性是否良好？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要求？ 

 

外勞的工作角色扮演、工作態度都還可以。外勞來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會先跟他

講，你來這邊一定要配合我們的工作。可是，工作情緒當然每個人都會有，如果

她表現不好時，我們會請台灣的督導跟他做訪談。外勞的配合度也可以，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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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加班時，他們也不會拒絕。服從性也可以，我們要求他們在工作現場，一定要

服從台灣的督導的指揮。 

 

三、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適應上有哪些問題？貴機構如何因應？ 

 

到目前為止還好沒什麼不能適應的，有的比較內向一點的就是想家。在工作適應

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不通吧，因為語言不通往往會造成誤解，他們會誤解我

們的意思，會變成他們做的也許不是我們想要的，遇到這種情形，就是多跟他溝

通、多講二次。我們也沒有特別教他中文，就是希望他們主動於日常生活中學習，

大約三個月他們就會講簡單的國語了，而且我們這邊也有比較資深的外勞可以幫

忙溝通。但我會要求他們在工作時，不可以講越南話，因為這樣會對老人家不尊

重，而且我們也不知他們在講什麼。 

 

吃飯部分跟外面便當店有簽約，平時由外面的廚師煮好送過來的，本國籍員工、

外勞、跟院裡的老人都吃同樣的菜色。住的話，我的住家就在樓上，外勞就跟我

們一起住在樓上，樓上也有餐廰、廚房，休假時，如果外勞想吃家鄉菜可以自己

開伙。我平常不會規定外勞的夜歸時間。外勞跟我們住在一起，彼此就會多了解

一些，也比較容易照顧他們。 

 

四、貴機構在工作上如何管理運用外籍看護工？外勞的工作內容為何？工作條件

為何？ 

 

我們中心核准 20 床，現住 19 床。聘僱二名越南籍的外勞，本中心的上班時間分

成二班，二名外勞都是上白天班 7:00~19:00，中午休息時間為 12:00~14:00。白天

是由我在中心負責管理，除了二名外勞外，還有一名護士跟一個台灣籍看護。夜

間的話，則由我女兒一個人當班。休假方面，我們是每個月放假四天，但因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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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出去玩要花錢，所以外勞反而會要求休假日要加班。 

 

我們有制訂工作規則，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要求外勞要服從主管指派的工作、不可

以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老人出現問題時要馬上報告等這類的。外勞主要的工作就

是把中心裡的老人照顧好，可是他們有時候會偷懶。如果在照顧期間老人跌倒，

則扣薪水。外勞的工作規則是仲介提供我們的，也有翻譯，在外勞來時就先給他

們看了。 

 

我們沒有打卡紀錄也沒有簽到簿，因為我都在這裡上班，所以員工誰有上班、或

是誰沒上班，我都會知道，薪水就以月薪計算。本國籍員工薪水約 26000~30000

元左右，外勞的薪水是 15840 元，加班費是 2112 元。外勞的薪水就依照仲介給我

們的薪資表計算，薪資表上面的扣款項目跟扣款金額，我們也不懂，就是看每個

月應該給外勞多少錢，就給外勞多少錢。不過，我們每個月會從外勞薪水裡，先

幫他們儲蓄 3000 元，等外勞期滿要回去時就可以領回，免得他們在台灣賺的錢都

花光光，也是擔心他們會逃跑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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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3：（C 機構） 

 

訪問時間：2006 年 3 月 17 日下午 15:00 

訪問地點：臺北縣板橋市四川路ｘ段ｘｘ巷ｘｘ號 

受訪者：私立ｘｘ老人養護中心負責人 

 

一、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的工作表現如何？他們的工作技能或專長是否符合貴機

構的需求？ 

 

工作表現還不錯。要引進外勞時，我都會親自去挑工，去一趟大概要花一個禮拜

的時間，以具有護理背景為主。仲介口頭上都會說，在國外時都有外勞訓練了，

可是，實際上進來台灣後，我們都還是要給外勞從頭訓練起。在訓練時期，我都

是由台灣護士帶領新進的外勞，我要外勞學習台灣的、正正確確的一套作事方法，

這點我不像其他同行的，會讓資深的外勞帶新進的外勞，因為這樣很容易出錯。

像是外勞在習慣上，都比較不會注意個人衛生，因此，護士會特別針對這方面教

導他們，每個人的用具都要分開使用。 

 

至於不同國籍的外勞表現，其實都大同小異。我之前有僱過印尼籍的，比較起來，

印尼的個性較老實，較易管理，越南的比較不誠實，做錯事會盡量隱瞞，而且還

會彼此之間互相掩護，像是老人家跌倒之類的，他們又不敢講，但老人家很脆弱，

容易造成傷害。 

 

二、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角色的扮演上如何？他們的團隊配合度夠不夠？

服從性是否良好？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要求？ 

 

他們的工作角色行為表現，都還好，蠻任勞任怨的。這個問題，在國外時我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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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心理輔導，告訴他們基本上來臺灣這邊的工作是辛苦的，因為如果不是辛

苦的工作，我們也不用千里迢迢的引進外勞來這裡工作，基本上到臺灣來工作就

是要吃苦耐勞。 

 

我們是採分層管理，當班的台灣籍護士管理他們，而且有考核權利。所以，如果

有不當的行為表現，護士都會直接管理或報告我。大約一季會考評一次，由台灣

籍護士先做初評，我再給複評。每年會發一次考績獎金約 2000~3000 元。一般來

說，外勞的配合度跟服從性都還可以，外勞他要賺錢，配合度當然高，如果配合

度不好的話，像是不能配合加班或輪班的話，我們就會記警告，記滿三次警告就

會遣送回去。外勞做事情會比較馬虎一點，但還是都能完全每天規定要做的事情。 

 

三、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適應上有哪些問題？貴機構如何因應？  

 

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同，如果能解決語言的問題，他們在工作適應上就沒什麼大

問題了。不過，因為每個人語言天份不一樣，所以講學習上當然也會有落差。一

般來講，如果是完全第一次來臺灣，大概要經過三、四個月，才會講簡單的國語

對話了。之前僱用的印尼籍看護工，因印尼文所使用的文字為英文字母組成，僅

發音不同，有的印尼籍看護工也會簡單的英文，所以比較可以溝通。 

 

但台語比較難學，外勞就不會，可是機構裡面有很多老人，都只會講台語，所以

他們跟老人就比較難溝通或也無法聊天。剛開始時，我們會先請仲介翻譯好工作

規則跟一些規定的書面文件，給外勞看。初期的話，台灣護士就是扮演溝通橋樑，

幫老人家和外勞之間溝通。仲介則是我們跟外勞的溝通橋樑，仲介每個月會固定

來一次，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或者幫他們匯錢之類的。其實，不僅外勞要適應我

們，我們也要適應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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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話，我們有聘請一名台灣籍阿姨負責廚房烹煮，外勞跟我們台灣人一起吃，

我不准許他們開伙，免得有危險。口味上，外勞他們當然會吃不習慣，東南亞的

人比較愛吃辛辣的食物，但是，我要他們入境隨俗，來台灣就是要適應我們，一

定要習慣我們台灣的口味跟風俗。 

 

外勞就住在我們中心裡面，我們有制定宿舍規定，他們來台灣工作，生活上一定

或多或少不適應的。但我會叫他們一定要遵守我們的規矩，畢竟他們現在是在台

灣工作、生活呀。放假的話，他們會在附近逛逛。至於下班後，因為他們都已經

很累了，他們也不會出去外面，大部分時間都在宿舍休息睡覺。 

 

四、貴機構在工作上如何管理運用外籍看護工？外勞的工作內容為何？工作條件

為何？ 

 

我們中心設有 36 床，目前有 34 名院民。我們僱有三名外勞，日班有一名台灣籍

護士、台灣籍看護跟一名外勞，總共三個員工。夜班則是只有二名外勞值班，因

為很難找到台灣人願意上夜班的，我們一直有在找人，另方面，我們也有跟附近

的醫院合作，如果有問題馬上就送到他們醫院。看護這個工作要幫老人家清理排

泄物，要抓屎抓尿的，還要做環境清潔、洗衣等雜事，台灣人不願意做、流動率

高、常常請假，我們才會用外勞。 

 

我們有制定工作規則，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工作時要認真學習、上班時要遵從主管

人員調度，並不可擅離工作崗位等。管理方面，用扣錢的方式來懲罰是最有效的

方式，外勞若是違反工作規則或生活公約，我們會視情況扣錢。老實說，在老人

養護中心裡面工作的外勞，會比在家庭裡、或醫院工作的外勞累，因為他們除了

要照顧老人家外，還要負責中心裡面的清潔工作，像是拖地、洗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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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一天上班 12 個小時，白天班是早上 8 點到晚上 8 點，晚班是晚上 8 點上到早

上 8 點，白天班的中午 12 點到 14 點休息，晚上 17 點吃飯後未休息，就工作到 8

點下班。薪水的話，就是基本薪資 15840 元，周六跟周日都沒有休假，可是我們

會依照勞基法每個月多給他們加班費 2112 元，至於周一至周五的時間，我們規定

上班時間就是 12 小時，就沒有另外給夜間加班費了，台灣籍的看護也是這樣。輪

班方面，外勞是每個月換一次日夜班，這樣比較公平，因為每個人想上的班可能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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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 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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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 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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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 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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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4：（D 機構） 

 

訪問時間：2006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 

訪問地點：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ｘｘ號ｘｘ樓 

受訪者：私立ｘｘ護理之家負責人 

 

一、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的工作表現如何？他們的工作技能或專長是否符合貴機

構的需求？ 

 

工作技能方面，有的外勞在他們國家已經有學過了，但有的沒有。工作上的護理

技能會的比例大約一半、一半吧。外勞剛來時，仲介公司會派人來機構裡面特別

擔任翻譯，跟外勞講解工作環境跟工作事項，如果是第一次來的外勞，仲介公司

的翻譯會在機構裡一、二個整天教外勞，除了講解工作上事情，也會跟他講機構

的規定。目前為止，外勞的工作表現還可以，比較上來講，越南籍的跟印尼籍的

表現差不多，菲律賓籍的表現最好，聰明反應能力強，應該跟他們的教育水準較

高有關係，不過，菲律賓籍的自主性也很強，問題也會比較多。 

 

二、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角色的扮演上如何？他們的團隊配合度夠不夠？

服從性是否良好？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要求？ 

 

外勞剛來時會比較乖，久了就會比較「有個性」，護士只要講他們一下，他們就會

馬上表現出不高興，而且待久了，也會比較油條，當他看到我時，就會趕快做事，

可是沒有看到我時，就會不做事。但他們的配合度跟服從性都很好，算是蠻刻苦

耐勞的，對於比較粗重的工作像是搬動病人這類的也能勝任，有時候臨時請他們

加班，他們也都會加班。至於行為表現上還可以，但是比較上來講，越南籍的自

尊心較強，比較會有偷竊的習慣，而且交友情況也比較複雜，比較容易被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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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外勞行李裡發現遺失的東西，我們就會馬上請仲介報警處理，然後遣送回

去。外勞的配合度不錯，上班時間比較可以彈性的安排控制，調度上比較自由，

而且他們也願意配合上大夜班。 

 

三、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適應上有哪些問題？貴機構如何因應？ 

 

主要是語言不能溝通，雖然仲介公司說在越南時有訓練，但畢竟中文不是他們的

母語，所以要溝通還是很難。我們沒有特別幫他們上中文課，就是讓他們自然學

習，他們大概二、三個月，就可以學會簡單的字詞了。吃的方面，我們有請台灣

籍的煮飯阿姨，三餐都是在機構裡面跟台灣籍員工、住民一起吃，菜色很好呀，

有菜有肉還有湯，也不用他們煮。 

 

住的方面，外勞住在這裡，晚上有門禁 22:00 前要回來，目前並沒有發生逾時未

歸的情況，平常要若要外出，則應先告知主管經同意後始可以外出，我們是規定

不可以外宿，也怕他們在外面出事。 

 

四、貴機構在工作上如何管理運用外籍看護工？外勞的工作內容為何？工作時間

及薪資為多少？ 

 

我們機構是一天分二班，早班 8:00~20:00，夜班 20:00~8:00，月休 4 天，沒有打卡

紀錄，均以輪值班表排定。外勞的工作就是從事簡單的護理工作，像是洗澡、翻

身、餵食等。至於同址的 XX 老人養護中心，負責人是我舅舅，像這種「一號二

牌」的立案方式，是在業界常有的情形，不然，就是同一個負責人，開了很多家

養護中心，就我知道，像是 xxx 總共就開了五家養護中心。我們兩家算是相互支

援，共用一個餐廰、同一個廚房、煮飯阿姨也一起煮、大家一起吃。因為我們的

浴室比較小，所以就會用隔壁的浴室幫住民洗澡，又因為洗澡比較費工，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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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遇到「洗澡日」，兩邊的外勞就一起輪流幫兩邊的住民洗澡。其實，就我所知，

有一些開設多家養護中心的老闆，也是會調外勞到別家他開的養護中心工作。 

 

我們護理之家目前有 29 床位，25 人在住。聘有二名台灣籍護士，另外還有一名是

特約的護士，代替全職護士請假用的，我們聘請 5 個外勞，3 個上夜班，2 個上日

班，都是越南籍的，由當班的台灣籍護士管理，另外，還聘請 3 個台灣籍看護。

至於隔壁的 XX 老人養護中心，有 15 床位，目前滿床，他們也是聘請 5 個外勞。 

 

我們有制定工作及生活管理規定，因為畢竟大家是過團體生活，一個團體一定要

有一些規定才能運作，而且好的管理準則就是要賞罰分明。外勞對金錢很重視的，

雖然這張表上面看起來好像犯錯都要扣錢，可是，我們會依情節不同跟犯錯次數

的不同而扣不同數額的錢，而且事實上，我們也都會儘量給他們機會，不會第一

次就扣錢，都會先給予口頭警告。 

 

至於兩邊的外勞薪水，是由我們的會計統一處理，每月 5 日發薪水。外勞的薪資

是 15840 元，每個月休假４天，但從管理層面的角度來看，我們休假日是不放假

的，除非是由他自己提出，我們再考慮是不是給假，但為了機構的人力需要考量，

我們寧願給他們加班費，也不想讓他們到外面去接觸別的外勞。因為他們休假日

也想上班，我們會固定給付他們加班費，每個月有 2160 元，如果還有額外加班的

部分，是第 1~6 個月每小時 44 元，第 7 個月以後則增加為每小時 66 元。我們依

照仲介公司給我們的薪資表按月扣除錢，看該給外勞多少錢，就匯到他們的帳戶

裡，薪資表都經由外勞簽名同意的。但是，如果外勞有請假的話，請假當日是不

給薪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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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 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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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 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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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5：（E 機構） 

 

訪問時間：2006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30 

訪問地點：臺北縣板橋市ｘｘ路ｘｘ號 

受訪者：ｘｘ醫院護理長及人事主任 

 

一、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的工作表現如何？他們的工作技能或專長是否符合貴機

構的需求？ 

 

(護理長:)護理或照顧技術當然是要從頭教，但整體來講，工作表現都還可以。新

進人員的訓練期間大概要六個月，會先給他們看一些書面資料，再由台灣護士一

對一的教導，護士之上又設有小組長監督，小組長之上又編置有護理長總監督。

外勞工作時比較會「偷吃步」，像是醫院裡規定幫病人翻身時，要先將床頭搖起再

翻身，這樣病人會比較舒服，但外勞常常為了節省時間而未照標準步驟處理，會

直接將病人翻身。 

 

(人事主任:)勞委會是在 2004 年底同意開放醫院有呼吸照護病房者，可以申請外

勞，所以我們醫院在 2005 年更改床位別並提出申請外勞。我們醫院是 2005 年 6

月起開始僱用外勞的。這是我們第一次僱用外勞，當初我們是跟仲介要求有看護

經驗的外勞，其次，最好能有一些中文能力、年紀在 35 歲以下的外勞，至於其他

的個人因素像婚姻狀況等，我們則沒有特別設限。 

 

二、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角色的扮演上如何？他們的團隊配合度夠不夠？

服從性是否良好？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要求？ 

 

(護理長:)一般來講，外勞在工作態度及工作情緒上，都很正常。外勞也會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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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畢竟是在我們這裡上班。如果有問題，我們會打電話請仲介處理。到目前

為止，我們只有遣送回去一名外勞過，因為她未假外出且又無故曠職，累計警告

滿三次。另外，因為不能無故扣外勞的薪水，所以我們醫院也不會用扣錢的方式

懲罰外勞，我們就是記警告，三次就要被遣送回去了。因為外勞借錢來臺灣工作，

其實他們最害怕的是中途被遣返了。但畢竟那名外勞是特例，其他的外勞的配合

度都不錯。 

 

不可諱言，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小群體，有時候外勞也會跟我打小報告，說誰怎樣，

我都會查清楚再處理。在上班時間，嚴禁外勞使用手機，他們也都能配合。老實

說，我個人是蠻喜歡跟他們一起工作的。 

 

三、貴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在工作適應上有哪些問題？貴機構如何因應？ 

 

(護理長:)工作上最大的障礙，是語言的隔閡，就是要靠時間慢慢磨合，還有一些

比較資深的外勞比較會講中文，也可以擔任溝通的角色，初期就是用簡單的中文

輔以實際操作的方式教導外勞。此外，我們所有工作都訂有所謂的工作作業標準，

教他們作業的流程應該怎麼樣，像是餵食應該如何來餵。 

 

(人事主任:)我們會跟仲介要求，希望外勞會一些簡單的中文，而仲介在國外時也

會先訓練他們。來臺後，我們不會提供特別的中文課程讓他們學習，就是從生活

中學習。其他的生活適應部分，我們是統一住在醫院的宿舍，外勞彼此之間可以

相互照顧，而且，如果他們下班要外出，也可以請假外出，所以他們都應該可以

適應這邊的生活。吃的話，醫院有餐廳，供應三餐，可以讓外勞吃到飽。 

 

四、貴機構在工作上如何管理運用外籍看護工？外勞的工作內容為何？工作時間

及薪資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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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長:) 呼吸照護病房的病情嚴重性是介於加護病房與一般病房之間。外勞就是

從事照護病患的工作，項目包括幫病人翻身、按摩、換尿布、洗澡、灌牛奶(餵食)、

剪指甲、剪頭髮、更換床單等，我們不會讓看護工做其他醫療行為的，像是打針

等，不論本國籍或是外國籍看護都不能做的。在人員配置上，每班別的本國籍跟

外國籍員工比例，約是 1 比 1。工作時間的話，看護工不分本國人或外勞，都是

12 小時一班，護士則是 8 小時一班。一個外勞大約要負責 8~10 床。任何有關外

勞的公告，公佈時都會採雙語化公告，讓他們了解。 

 

(人事主任:)外勞每天上班 12 小時，目前我們醫院聘僱有 10 名越南籍外勞。他們

沒有打卡紀錄，因為病房跟他們的宿舍其實是在同一層樓不同大樓，外勞下班後

就直接走通道回宿舍，所以我們就沒有安排他們要到樓下打卡。每個月休假四天。

基本薪資是 15840 元，加班費方面，他們平常很少加班，休假日加班的話，則依

勞基法規定，每個月會給加班費 2112 元。至於仲介費用等其他扣款金額及實際給

付薪水金額，則要問會計部門才會知道。 

 

休假日如果要出去，則要由台灣籍員工陪同或仲介公司派人統一帶出去採購，不

然，就是在宿舍休息。因為他們出去語言也不通，所以才會規定要有台灣人部同

才能出去，另一方面，我們也是擔心他們出去會和其他外籍人士混在一起。所以

他們的活動範圍就是在醫院裡面，不可以出醫院大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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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外籍看護工薪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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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機構外籍看護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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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正式問卷（中文版） 
 

機構外籍看護工工作適應之研究問卷 
編號：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請在□裡打V，在   內填入資料） 

(一)您的實際年齡是： 

1□20歲以下 2□20歲至29歲 3□30歲至39歲 4□40歲以上 

(二)您的教育程度是： 

1□研究所以上 2□大學 3□專科 4□高中 5□國中 6□國小 

7□未入學但識字 

(三)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 

1□已婚 2□未婚 3□離婚或分居 4□喪偶 5□其他 

(四)您認為您的中文程度是： 

1□非常好 2□還算好 3□普通 4□不太好 5□完全不會 

親愛的外籍朋友們，您好： 

 
這是一份純學術性的問卷調查，主要在了解台灣地區外籍朋友工作適應情形，

以供各界參考。您的意見和想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所以希望您花點時間，

填寫這份問卷。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且絕對保密不對外洩漏，您可以放心作答。且您填寫本

問卷後，將獲贈一份小禮物。非常謝謝您的合作及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工作愉快 

 
研究單位：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指導教授：成之約博士 
研 究 生：徐幗美 敬上 
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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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在臺灣是否有越南籍的親友： 

1□無 2□有 

(六)您來台灣做這份工作有多久時間： 

1□6個月以下 2□6個月至1年 3□1年至2年 4□2年至3年 5□3年以上 

(七) 您來臺灣之前，是否到過其他國家工作： 

1□無  2□有，總共＿＿＿＿＿＿年 

(八)您來臺灣之前，是否有付過手續費、訓練費或仲介費用： 

1□無 2□有，折合成台幣＿＿＿＿＿＿＿元 

(九)您為了來臺灣工作是否向人或銀行借錢：  

1□無 2□有，折合成台幣＿＿＿＿＿＿＿元 

(十)您上個月休假多少天：＿＿＿＿＿＿＿天 

(十一)您昨天（最近一次工作天）工作幾個小時：＿＿＿＿＿＿＿小時。曾經一

天最長工作幾小時：＿＿＿＿＿＿＿小時。 

(十二)您上個月薪資多少錢：台幣＿＿＿＿＿＿＿元。上個月加班費多少錢：台

幣＿＿＿＿＿＿＿元。 

(十三)您上個月薪資的使用情況： 

台灣仲介費用＿＿＿＿＿＿元，越南仲介（及借款）費用＿＿＿＿＿元， 

儲蓄＿＿＿＿＿元，匯款回家＿＿＿＿元，自己實際領取(留用)＿＿＿元。 

(十四)您在正式工作前，是否曾有過職前教育訓練： 

1□無 2□有，訓練＿＿＿＿小時 

(十五)您每天上班要照顧幾個人？＿＿＿＿＿位 

(十六)您機構裡有多少位跟您做一樣工作的看護工？＿＿＿位。其中臺灣人＿＿

＿＿位，外勞＿＿＿位。 

(十七)您進入機構後大概多久才能適應工作環境？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 四個月 □ 五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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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提供之勞動條件及管理措施（請您依照自己的感受，

在□裡打V） 

 

 

 

(一)您覺得勞動契約很合理⋯⋯⋯⋯⋯⋯⋯⋯⋯⋯⋯⋯⋯⋯ 

(二)您覺得工作規則很合理⋯⋯⋯⋯⋯⋯⋯⋯⋯⋯⋯⋯⋯⋯ 

(三)您覺得獎勵懲罰標準很合理⋯⋯⋯⋯⋯⋯⋯⋯⋯⋯⋯⋯ 

(四)您覺得請假規定很合理⋯⋯⋯⋯⋯⋯⋯⋯⋯⋯⋯⋯⋯⋯ 

(五)您覺得申訴管道很暢通⋯⋯⋯⋯⋯⋯⋯⋯⋯⋯⋯⋯⋯⋯ 

(六)您覺得申訴事件的結果令人很滿意⋯⋯⋯⋯⋯⋯⋯⋯⋯ 

(七)您在工作時，能獲得上司適當的指導⋯⋯⋯⋯⋯⋯⋯⋯ 

(八)您覺得每個人的工作量，都分配得很公平⋯⋯⋯⋯⋯⋯ 

(九)您覺得工作現場有完善安全衛生措施⋯⋯⋯⋯⋯⋯⋯⋯ 

(十)您很滿意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如勞保、健保）⋯⋯⋯ 

(十一)您很滿意機構提供的匯款、繳稅服務⋯⋯⋯⋯⋯⋯⋯ 

(十二)您很滿意機構所舉辦的華語訓練課程⋯⋯⋯⋯⋯⋯⋯ 

(十三)您很滿意機構提供的伙食⋯⋯⋯⋯⋯⋯⋯⋯⋯⋯⋯⋯ 

(十四)您很滿意宿舍管理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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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適應狀況（請您依照自己的感受，在□裡打 V） 

 

 

 

(一)您覺得工作內容很簡單⋯⋯⋯⋯⋯⋯⋯⋯⋯⋯⋯⋯⋯ 

(二)您覺得工作時數很適當⋯⋯⋯⋯⋯⋯⋯⋯⋯⋯⋯⋯⋯ 

(三)您覺得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工作⋯⋯⋯⋯⋯⋯⋯⋯⋯⋯ 

(四)您很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 

(五)您與管理人員關係很融洽⋯⋯⋯⋯⋯⋯⋯⋯⋯⋯⋯⋯ 

(六)您與台灣籍同事關係很融洽⋯⋯⋯⋯⋯⋯⋯⋯⋯⋯⋯ 

(七)您與其他外籍勞工關係很融洽⋯⋯⋯⋯⋯⋯⋯⋯⋯⋯ 

(八)一般而言，您大致都能保持愉快心情工作⋯⋯⋯⋯⋯ 

(九)您很喜歡目前的工作內容⋯⋯⋯⋯⋯⋯⋯⋯⋯⋯⋯⋯ 

(十)您對機構所訂的規定都能遵守⋯⋯⋯⋯⋯⋯⋯⋯⋯⋯ 

(十一)您很滿意工作薪資⋯⋯⋯⋯⋯⋯⋯⋯⋯⋯⋯⋯⋯⋯ 

(十二)您很滿意工作環境⋯⋯⋯⋯⋯⋯⋯⋯⋯⋯⋯⋯⋯⋯ 

 

 

 

 

（題目已做完，請再檢查有無遺漏，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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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正式問卷（越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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