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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文
一、居家服務人員工作權保障主要依據
除 CEDAW 第 3、4 條之外，居家服務人員工作權保障之主要依據如下:
(一)依 CEDAW 第 11 條規定
1.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女的歧視，以保證
她們在男女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利，特別是：
(a) 人人有不可剝奪的工作權利；…
(c) 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一切服務的福利和條
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包括實習培訓、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
培訓的權利；
(d) 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福利和享有平等待遇的權利，在
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利；
(e) 享有社會保障的權利，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殘廢和老年或
在其他喪失工作能力的情況下，以及享有帶薪度假的權利；

(f) 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利。
2. 締約各國為使婦女不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
權利起見，應採取適當措施：
(a) 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理由予以解僱，以及以婚姻狀況為理由予以解
僱的歧視，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
(b) 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福利的產假，而不喪失原有工作、
年資或社會津貼；…
3. 應根據科技知識，定期審查與本條所包涵的內容有關的保護性法律，必
要時應加以修訂、廢止或推廣。
(二)就第 27 號一般性建議「高齡婦女及其人權」內容摘要相關部分如下:
11.男女皆會隨著老化而受到歧視，但高齡婦女的老化情況不同。其一生中所
經歷的性別不平等於老年時更為加重，且常常是建立在根深蒂固的文化和
社會準則的基礎上。高齡婦女所經歷的歧視，往往肇因於不公平的資源分
配、虐待、忽視和僅獲得有限的基本服務。
41. 締約國有義務使高齡婦女便於參與有薪酬的工作，不因其年齡和性別而
受到歧視。締約國應確保特別注意解決高齡婦女在工作中可能面臨的問
題，確保其不受強迫提前退休或陷入類似的境況。締約國亦應監測與性別
有關的工資差距對高齡婦女的影響。
47. 締約國有義務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對高齡婦女一切形式的歧視。
一切基於年齡和性別而對於獲得農業信貸和貸款的障礙者皆應取消，並應
確保高齡女性農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能獲得適當的技術。締約國應提供特別
的支助系統和免擔保小額信貸，鼓勵高齡婦女從事小規模創業。應為高齡
婦女設立娛樂設施，並向居家的高齡婦女提供外展服務。締約國應提供適
當的交通方式，使高齡婦女、包括生活在農村者，得以參加經濟和社會生
活，包括社區活動。

二、居家服務之現況
政府在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政策中，歷經 1997 年老人福利法修法將居家
服務納入規定、1998 年「老人長期照護三年計畫」、2000 年「建構長期照
護體系先導計畫」
、2002 年「照顧服務福利及產業發展方案」
、2007 年「長
期照顧十年計畫」至今，居家服務(以下簡稱「居服」)已為長期照顧之一

個重要項目。
雖依據衛生福利部「長期照顧十年計畫」報告資料顯示，在 2012 年老
年失能人口已達 27%，全失能人口也達 16.4%，另家庭照顧者總會的資料顯
示，我國有長期照顧需求的家庭約 70 萬，其中約 65%由家屬自行照顧，28%
申請移工照顧，4%由機構照顧，3%才是由政府提供的居服照顧。
居服之使用者(以下簡稱「案主」)雖占長期照顧需求者之少數，但如表
1 所示近 3.8 萬人(相當於 3.8 萬個家庭)有此需求，且案主與服務提供者皆
以女性為主，故居服是一個不容忽視社會問題。案主大多數是社區中的弱勢
人口如身心障礙者、獨居老人、低收入戶等經濟弱勢者，其中女性占 80%以
上，男性占約 20%(見表 1)。居服是由居家服務機構(以下簡稱「居服機構」)
及其所屬居家服務員(以下簡稱「居服員」)與居家服務督導(以下簡稱「居
服督導」)所形成以女性為主之服務團隊，藉由政府補助的經費，對於案主
提供服務。居服員中女性占 92%以上，男性占約 8%(見表 3)，女居服員中又
以 45 ‐59 歲的中高齡者居多。平均一位居服員服務五位案主(見表 4)，而平
均五位居服員由一位居服督導帶領(見表 2)；居服督導則以未婚女性居多，
其中 57%為 26‐35 歲者。
居家服務現況可從居家服務之使用、提供情形及居家服務人員之職場現
狀得知。
(一)居家服務之使用及提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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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居家服務員人數與服務使用人數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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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服員之職場現況與待遇
居家服務人員包含居服員及居服督導，居服員隻身到宅提供案主家務及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例如餐飲、代購物品、協助進食、陪同散步等)與身體照
顧服務(例如翻身拍背、協助沐浴、穿換衣服等)。居服員之報酬採時薪制，
以台南為例，目前其時薪為 150 元，每月最高服務時數不得超過 182 小時。
就政府對居家服務補助款的結構而言，是政府以每小時 180 元核定補助款給
居服員所屬居服機構，其中的 150 元為居服員的時薪，其餘 30 元中的 26
元是給該機構支付居服員的勞健保，4 元則為教育訓練及給員工支持性服務
的費用，並未包含年終獎金。

(三)居服督導之職場現況與待遇
居服督導的工作為支持居服員，以增進居服員工作滿意度，及提升居家
服務品質，其對於居服員有「行政」
、
「教育」
、
「支持」
、
「調解」上之四個功
能。居服督導的報酬是採按件計酬制，每個月負擔的案量不得超過 60 案，
故其每月薪資最高為 33,000 元，而其勞健保、勞健退 5,000 元則由所屬機構
自籌。

(四)居服機構之經營現況

居服機構依政府提供案主名冊，派案給其所轄居服人員，並依政府對
居家服務補助款的結構，而將政府以每小時 180 元核定的補助款中的 150
元支給居服員做為時薪，其餘 30 元中的 26 元為支付居服員的勞健保費用，
4 元則為教育訓練及給員工支持性服務的費用，這並未包含年終獎金。
居服機構所轄的居服督導每個月負擔的案量不得超過 60 案，其報酬採
按件計酬制，由政府補助款支給，而其勞健保、勞健退費用 5,000 元則由機
構自籌。

三、居家服務之職場困境
關於居家服務之職場困境，分別就居服員、居服督導與居服機構所遇
困境加以瞭解。
(一)居服員之職場困境
1.居服員的心聲
我們曾在 2011 年 10 月份訪談了 A 居服員，她告訴我們她的兒女都已
成家，且已有孫子女，身為阿嬤的她很熱愛這份工作。今年(2013 年)10 月
份再偶遇她時，她談及現在工作情形與以前一樣，但政府將她們每次服務
的工作時數縮短半個小時。A 居服員說:
我認為這是一份助人的工作，又可以兼顧家庭，所以我會一直做到我
不能動為止。我除了工作外，還從事志工活動。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自
行騎車到協會派給我的案主家裡去，我依與案主約定的時間，在案家
幫案主依其需要而準備食物或餵食、處理大小便、洗澡、洗頭、換洗
衣服及床單、翻身、上下床、掛號、陪同就醫、拿藥、復健、陪伴聊
天、情緒支持等，還要與案主家屬聯繫，以瞭解及報告案主的情形。
我曾經有被案主或案家要求打掃其全家的經驗，在與案主充分溝通，
或請督導與家屬溝通後，才不再發生這種情形。我也曾有因幫案主翻
身、上下床而閃到腰、手脫臼，都是自己在晚飯後，自費就醫，隔天
還是忍痛去工作，因案主不能等、需要我的幫助。
在 2011 年 11 月份訪談了 B 居服員，她是一位單親媽媽，於丈夫過世後，
因緣際會地踏入這個行業，靠此工作拉拔小孩長大，小孩已就讀大學及高
職。B 居服員說:
這是一份助人的工作，藉著愛心、耐心、同理心幫助案主，當我看到
案主變得乾乾淨淨，很清爽地坐著，微笑著向我道謝時，就感覺很滿
足。我曾經遇到案主一天只喝一瓶礦泉水的情形，因當我上午去她家

時，看到她的紙尿布濕透了卻沒換，尿量也少且呈深褐色，就知道在
我離開後並沒人照顧她，於是我提醒她兒子，這樣下去可能會導致洗
腎的後果，居服員只是輔助照顧者，並不是主要照顧者，家屬還是需
要多關心、照顧她。經提醒後，案主的情況有改善。我還曾被年長男
性案主盯著胸部看，我當場委婉地告訴他這樣我覺得不舒服，請他不
可如此。以後，就更加注意自己的衣著，才避免了再發生此種情形。
2. 居服員之職場困境
綜合所蒐集資料、訪談及焦點座談之資料，顯示居服員在其工作過
程中遭遇下列困境：
(1) 居服員之薪資採時薪制，其工作時數依案主之需要而定，故其工
作環境及收入因案主之情況而異，並不穩定。
(2) 居服員常被視為較不專業，也較不被尊重。
(3) 居服員於工作時有被案主性騷擾之情形。
(4) 居服員因工作關係而造成腰部及手脕等受傷，都自行就醫，而
無職業災害之處理。
(二) 居服督導之職場困境
1.居服督導的心聲
依據一篇 2011 年資料對於居服督導職場情況的記載，C 居服督導說:
我覺得督導員應該比較像真正去督導這些服務員作個案、跟個案相處
或他們有問題，我們就要去處理，可是我後來發現在居服中心花在行
政上面的反而比較多，所以很難去真正跟個案家訪，譬如說我們不是
每個月要電訪嗎?就是規定最少三個月要家訪一次，可是通常是忙到月
底的時候才在打電話。這樣子，我覺得有點本末倒置的感覺。我們的
重心應該放在服務員跟個案的身上，可是後來變成沒有。因為中心給
我們的其他工作太多了，不管是行政、辦活動甚至要作什麼滿意度呀
評鑑等這些，所以沒有辦法就一定會去壓縮到變成居服督導就沒有落
實到我們要去看個案的身上去…。
2. 居服督導之職場困境
綜合所蒐集資料及焦點座談之資料，顯示居服督導在其工作過程中遭
遇下列困境：
(1) 居服督導之薪資目前採按件計酬制，不能工作，就沒報酬，導
致收入不穩定。
(2) 居服督導常因生育問題而辭職，連帶地形成案主面臨必須適應
不同督導的困境。

(3) 居服督導到底剩什麼權限？居服督導與照護管理專員的業務要
分工和合作的點在那裡？
(三) 居服機構之經營困境
1.居服機構之心聲
居服機構依規定，定期提供居服員及督導教育訓練，以提升居家服務
品質。然其在經營上有些困境，D 與 E 居服機構表示其很願意穩定居服員
的收入，但如改採月薪制，有下列困難: 1.能不能排滿居服員的工作時
數？ 2.如她生病了，無法工作，沒工作就無法核銷，但機構仍要付她一
半的薪資，錢從那裡來? 3.依勞基法的規定，做越久年假越多，服務員
通常做十年，我們該給她年假，但市政府不給錢。所以 D 居服機構就一
直負債，去年就高達 80 萬元。
2.居服機構之經營困境
居服機構在經營上遇到(1)制度上的問題、(2)營運上的問題。關於(1)
制度上的問題在於(A)作業要點規定得很嚴格又沒有彈性，勞務採購單價
是每小時 180 元，給居服員的時薪不得低於 150 元；機構想給年終獎金，
根本沒有籌碼；想多給資深居服員較多薪資，卻缺乏資金。(B) 以休假日
數換算所需資金，如一個擁有 20 人規模的居服機構，草算平均休假，按
年資年假、喪假、颱風假約一年 30 天，累計有 600 天次(30 天×20 人)，
一人以 1000 元計算，所需費用就達 60 萬元。正常需有獎勵措施、加薪、
年終獎金等，這就要有 100 萬元的年終獎金。每年短缺的金額大約 150
－200 萬元。居服機構要合法、要很上軌道、很制度化，在初步架構下就
要如此，短缺至少 60 萬元而且不含年終獎金。(C) 照管專員與居服督導
的權限分配問題，照管專員一人負責 200 案，開案或變更計畫分量很重；
如沒有放一點權限在居服機構，真正請來的專家做督導，做久了會迷失，
她經常要面對的是照管專員，這是困境。
關於(2)營運上的問題，(A)如採月薪制，一個居服員每月服務 180 小
時或 182 小時，只要服務兩個重症的個案，其中一個重症個案住院或死
亡，她的個案補不回來，薪資要照付後，就只能等著照管中心核案給機構。
這種營運上的風險也是很大。(B) 不同族群的人有不同的需要，如最低工
資是服務 110 小時，有些彈性。投保薪資的級距不能按月調整，如居服員
願意投保部分工時，當機構需要她打拚，給她個案的時候又不能馬上調高
薪資級距，當她的案量減少時又不能馬上調低，須等兩、三個月才調整一
次。

四、對居家服務人員工作權保障與落實 CEDAW 第 11 條工作權保障

規定之當前挑戰的建議
居服員問題的迫切性不只在於員工權益，甚至包括以後長期照顧市場的
發展問題。以北歐福利先進國瑞典為例，其居服政策採取服務總時數不增加
而核給標準趨嚴格，以確實提供服務給 80 歲以上獨居而需要幫忙的人。又
依 OECD 之 2005 年一個報告指出英國、荷蘭、芬蘭亦出現此種趨勢。因此
我們嘗試將經營管理的理念及成本的概念納入考量，並參考該種趨勢，期盼
居服人員能確實受勞動基準法之保障，就制度與營運層面提出建議如下:
(一) 制度層面
1. 勞務採購的經營管理主導權應在機構
(1) 就居服員部分
如把居服員薪資提高到 240 元，而這 240 元應該是提供給勞務採
購的機構，不是提供給居服員個人。假設我們保留時薪權益，以 19,047
元為標準，實際上可看到：(A) 如工時一個月在 95 小時以上的話，
應該要求居服機構把這個居服員改成月薪制。(B) 如在 95 小時以下
的話，在理想上可以保留「部分工時」，這可以與基本工資做一個聯
結。
(2) 就居服督導部分
(A) 對於居服督導，如果包括年假、勞健保，一位督導的薪資每個月要
40,000 元。主導權回歸到機構來管理，只要政策上財源籌措可以平均
達到每個月 40,000 元的水準，就可解決問題。(B) 對於照管專員與居
服督導的權限分配，應放一點權限在居服機構，使照管專員的工作負擔
減輕，居服督導不必只面對瑣事，而能發揮其功能。
2. 考慮勞務採購經營管理的成本
以一個有居服員 20 人的居服機構為例，其成本如再加上年終
獎金、年假等金額，一年就會增加 150 萬元的成本。平均 1 個月 1 個居
服員需要多出 35 個小時的補助，機構才不致虧本經營，如以居服員 1
小時 180 元時薪來換算，約需經費 6,300 元。若今天是時薪 220 元，
比 180 元多出 40 元，平均 1 個居服員如 1 個月服務 160 小時，就多
出 6,400 元，剛好就補這個缺口。政府可以將居服員的薪資調到 220 或
240 元，並交付給機構統籌管理支應，以符合月薪制水準。
這個做法的重點是不論時薪 200 元、220 元或 240 元，都不是給居
服員本人，而是給機構，要考慮到勞務採購經營管理的成本。這兩個加
起來是剛剛好符合的，是可以做的，只要政府有錢可以提高居服員的時
薪至 200、220、240 元，這些問題都可以解決。
(二) 營運層面
因應不同族群的人有不同的需要，對居服員的薪資可依其情形而分
為月新制與時薪制，在工資時數計算方面，如最低工資是服務 110 小

時，有些彈性，也可搭配得上投保薪資級距的調整。
我們希望審查的專家委員能代為向政府反映此極具可行性的小建議，以解決
迫切的居服人員問題，使他們的權益確實受到保障，並進而影響以後長期照顧市
場的順利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