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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從移民人權觀點檢視台灣移民法制

一、中文摘要與關鍵字

我國近年來愈發增多之婚姻移民現象，使得一向未充分準備成為
「移民國家」的台灣，在移民法律與政策上顯示諸多缺失。其中最有
問題的，就是未能體會移民之人權需求，而以極為排拒、嚴苛與歧視
之方式對待之。而法學界對移民問題之研究亦屬欠缺。致使如此重要
之領域，卻鮮少從人權角度加以切入之法學論述。

從台灣之歷史與當前之社會發展來看，移民已成為台灣不可分之
一部。如何以多元文化之角度，容納並尊重新移民，乃成當前重要課
題。再從國際公約與各國發展來看，自二十世紀後半期開始，「人權」
已經逐漸成為國家面對移民之主要考慮。移民所帶來的「不同」，更
被認為是多元文化所應珍視之價值。台灣亦應從此一角度看待移民，
相關法律更有必要從此一角度加以調整。

本研究將深入理解近年台灣移民之成因，移民所受之法律與社會
待遇，國際公約與世界各國之移民法制與實務，以及相關之移民法律
與政策理論。藉以界定「移民人權」之範圍，以及其在法律體系中應
有之地位。並依據移民人權之觀點，檢視批判現行之移民法制，同時
提出具體修法建議。

關鍵字：移民、婚姻移民、移民國家、移民人權、移民法、國家圖
像、想像的共同體、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全球化、外國人人權、
平等權

二、英文摘要與關鍵字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marriage immigrants”occurr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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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years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upon Taiwan’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laws.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not
ready to become a “immigration nation” yet. The most problematic
phenomenon for Taiwan’s immigration laws is the absence of the notion
regarding those “immigrants’ human rights”. Therefore, resistance,
harshness, and discrimination largely permeate the whole immigration
legal scheme. Even the legal academia lacks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mmigration laws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In light of Taiwan’s history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immigration
has been the integral part of Taiwan society. Thus, how to include and
respect these newly-coming immigrants becomes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In addition, in ligh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including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a variety of nations—“human
rights”has been the primary concern of immigration laws since 1960s.
Th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brought by immigrants have also
become the cherished values in the eyes of multiculturalists. Inevitably,
Taiwan must adjust its immigration laws in tune with those trends.

This project explored the causes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immigrants from Southeast Asia, how Taiwan society and laws treat
these immigrants,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Accordingly, we can define and develop the concept of
“immigrants’human rights”, and then locate this concept into the legal
system. The project also reviewed and criticized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laws in this light, and in turn made som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amending the relevant statutes.

Key Words: immigration, marriage immigrants, immigration nation,
immigrants’human rights, immigration laws, national image, imagined
community, nativism, xenophobia, globalization, aliens’rights, equal
protection

三、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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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雖在歷史上即屬移民社群，但相關政策法制上仍充滿「單
一民族」之色彩，而並未以移民國家自認。然而近年來由於婚姻移
民數量愈發增多，來自不同族裔的「新人口」大量移入，逐漸改變
台灣原本「單一民族」的國家想像。在移民政策及法律上該如何因
應此一新興現象，遂成為重要課題。

但也正因為經驗與思維深度之不足，目前的移民法制似仍建
構在「防堵」與「防弊」之上，而未能從多元文化之立場，珍視移民
所帶來之貢獻。整體移民制度依然有著強烈的「本土主義」（ nativism）
甚至「恐外主義」（ xenophobia）之色彩，不承認新移民具有人權，
反對這批「新台灣人」予以歧視。目前之法制，若從相關國際公約以
及二十世紀後期各國移民制度的發展趨勢來看，許多規定甚至可說已
違反了最低之文明標準

以各項國際人權公約與各國發展觀之，可發現我國法制在兩
個層面上，沒有跟上時代潮流。因為落伍，所以不知道自己在侵犯人
權。這兩個重要的世界潮流是：

第一，國家的移民管制權力，開始受到基本人權的限制。

移民管制，尤其是入境或歸化限制，涉及國家主權之行使，因此
國家應享有相當廣泛的管制權力。但二次大戰後至今，國際人權法與
各國法制的發展，即便對這種相當接近主權核心的國家權力，仍然課
加了一些基本的，最起碼的界限，諸如：

-移民管制可規範總量或者其他資格，但不可依據種族、族
裔、國別等因素作為篩選因素；

-移民或移住者的「家庭團聚權」受到重視。因此配偶或其
他近親，享有入境團聚與生活的「權利」而非「恩惠」；

-入境管制固享有極大（立法與行政）裁量，但外國人一旦
入境，即應盡可能享有與國民相當的權利保護—包括基本民權
（ civil rights）、工作權、教育權與社會福利權等；

-種族主義、排外本土主義，以及衍生出來的各類歧視言語
或行為，均應加以限制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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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基本文明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移民法制裡頭，實在有太多
「不及格」的條文。公然實施種族歧視、侵害婚姻生活權利而不以為
意。這樣的成績，就一個宣稱人權立國，亟亟於以民主自由制度作為
在國際上「走出去」資本的國家來說，實在拿不出去。

第二，移民移住人口，是國家的經濟文化「資產」而非「負債」。

如前所述，台灣在歷史上明明是個移民國家，但是在法制上卻毫
無此等認知。敵視移民移住者的恐外主義與本土主義瀰漫在各種公共
言論、行動與法令規章之中。「我們」與「他們」截然二分。這些都
是站在將「外人」視為「入侵者」、「問題製造者」的假定之下，所
做的反應。

然而這種對「外來者」的恐懼，是不必要也不正確的。許多研究
早已指出，移民、移工或其他類型的移住者，對於被移入國利大於弊。
以移工為例，雖然他們可能佔去一些就業機會。然而實際上的負面影
響，根據實證研究，遠不如想像中來得大。在經濟層面，白領的技術
移民，為被移入國的科技與產業發展貢獻良多，創造了更多就業機
會。藍領的「外籍勞工」，填補了許多「本土居民」所不願擔任的工
作，尤其在「非正式經濟」場域提供生產力與服務。外籍的家庭監護
工（所謂外傭）除了提供服務外，甚至也有讓本地女性能夠從家務中
解放出來，去發展另一片天的效益。這些恰好都是我們在台灣看得清
清楚楚的貢獻。

在文化方面，移民帶來更豐富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形態，可以讓
「台灣人」的定義更豐富，讓「台灣精神」更充滿生機。在這方面，
瑞典、荷蘭等國家，甚至在國家基本政策上就以維護移民所帶來之「多
元文化」作為基礎。即使是強調「族群融合」的國家，在法律政策上
也已體會文化的可變性，不再把傳統當作不變的元素，而歡迎移民帶
來新成分。美國的主流論述由強調融合的「大熔爐」（melting pot）
轉變成以多元文化為基礎之「馬賽克」（mosaic）或「沙拉盅」（ salad
bowl），也反映了這個文化觀的轉變。

這樣的轉變，在法律與國家政策上的意義是：移民所帶來的文化
「衝擊」，在進行利益權衡時，被視為一項正數，是一種公共利益甚
至人權本身，而非對社會利益的危害。在這樣的背景理解下，無論是
法律的制定，或是憲法或法規之解釋適用，都應以歡迎移民移住者之
多元文化背景為繩，並且積極提供移民移住者適應台灣社會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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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語言學習），甚至致力於讓既有國民有機會去向外國人學習。

另一個研究動機，乃跟申請人之前研究有關憲法「實質平等」之
方向有關。移民在台灣社會所受待遇，正凸顯了法律與社會如何相互
強化歧視與貶抑。歧視移民的本土主義，實際上也是種族歧視的一
支。因此，探究移民人權，實際上就是「實質平等」反壓迫價值的一
環。申請人在一般性之實質平等研究之後，期能從具體個別領域中，
探究如何達成平等之目標。

有鑑於上述背景與問題，本研究擬參酌相關國際公約，以及世界
各主要移民國家之法制與實務，並根據我國之背景與社會狀況，界定
「移民人權」在我國法律結構所應有之地位與輪廓。並以移民人權作
為標準，深入檢視我國目前之移民法制（主要包括「入出國及移民
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一方面填補法學
上之空白，同時務實地提出法律修正方向之建議。

（二）文獻探討

法律學界，甚至是以人權為本的憲法學界，對移民問題亦欠缺足
夠的重視。一方面，台灣整體社會以往對移民問題太過忽視，法界亦
未發現此一議題之重要性。另一因素，或許肇因於我國公法學界之理
論發展深受德國影響。德國在「傳統」上一向否認其屬「移民國家」，
對外籍人士之歸化採取保守態度。因此移民問題在法律理論上所受重
視程度，似不如移民眾多且正式由法律承認之其他國家（如美國、英
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大法官目前尚未直接處理移民問題，但
在有關外國人人權（如釋字 560），或是無戶籍國民（釋字 558）等
號解釋中，卻可以看出其對於非典型或非傳統國民之憲法權利，似尚
未給予充分之關切。至於學界有關移民權利之著作，除少數由警政單
位思考觀點出發之論文外，亦屬罕見。少數值得參考之文獻，如：李
震山，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
頁 51 以下（ 2003）；廖元豪，「海納百川」或「非我族類」的國家
圖像？—檢討民國九十二年的「次等國民」憲法實務，收於「法治與
現代行政法制：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頁 279 以下（ 2004）。此
外，由於本研究之「移民」概念包含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以及尚
未取得國籍，但以長久居住於我國為目的之外籍人士，因此有關外國
人權利保障之文獻亦與本研究有關。如：李建良，外國人權利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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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實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頁 92 以下（ 2003）；李
念祖，論我國憲法上外國人基本權之平等保障適格，憲政時代，第 27
卷第 1 期，頁 80 以下（ 2001）。而憲法教科書多半亦僅以簡單的「國
民權」、「人權」二分法來區辨外國人人權與本國人之區別，而未能
更進一步深入探究「新歸化者」與「長居之外國人」在憲法上應如何
看待之問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研究法進行，同時甫以訪談與其他實地參與方
式，以充實經驗內容。

主要研究步驟為：

1. 我國現行移民法制之規定、實務運作之結果、政策決定之過
程。

2. 台灣當前移民現象，以及問題之由來。
3. 台灣特殊之本土主義歧視如何產生並發展。
4. 全球經驗之研究：主要包括各項相關國際公約，還有美國、英

國、荷蘭、法國，以及北歐各國之（法律與實務）經驗。
5. 移民法與政策之「理論」研究，尤其關於移民法與主權之關係，

移民政策與種族歧視之關係、全球化如何影響移民政策，以及
「國家圖像」與移民法之關連等。

6. 研析我國當前之政經社文環境與法律結構下，移民人權應有如
何之面貌，進而檢討我國整體移民法制。

在理論部分，本研究將以英文，特別是美國之法學文獻為主要參
照對象。主要乃是因為美國有關移民人權之法學研究，多與反歧視法
中的種族歧視問題連在一起。而就法律學而言，美國亦為種族歧視之
研究最豐富者。研究之途徑十分多元，質量更非常可觀。

此外，本研究將廣泛參照其他社會科學有關移民問題之研究成
果。如此方能正確地掌握移民法制在整個環境脈絡下之地位，以及其
應有之方向。在此領域，國內社會學界已有相當豐富之論述，可供援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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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尚擬對不同類型之移民（如外籍配偶、大陸配偶、
經濟或投資移民等）、政府決策部門，以及學者，挑選案例進行個別
訪談。藉此深入了解移民制度運作之「效果」與「動機」。同時亦較
能提出務實的憲法理論與修法建議。

（四）結果與討論

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進行期間內，最重要的發表成果為：「全
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義、移民人
權的關係」，已通過審稿與校對程序，即將發表於近日之「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4 卷 4 期（頁數待查）（ 2006）。【附件 A】

該文首先羅列我國現行移民法制對婚姻移民，特別是近年來從東
南亞來到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之歧視與貶抑處。接著在成因探討的部
分，作者認為「台灣新國族主義」與「全球化去國家化趨勢」之緊張
關係所形成的焦慮，係歧視的來源之一。此外，作者試著針對「當前
的憲法人權論述為何無法遏止移民法之歧視」之問題，提出初步解
答。作者以為，原因之一是由於台灣當前的人權論述，並未充分考量
台灣的全球脈絡，因而欠缺現實與理論的基礎。單憑空洞抽象的「普
世人權」論述，難以對抗現實的排他主義氣氛。因此，憲法人權的論
述者，應致力於理解全球化動態環境以及台灣在其中之地位，並據而
發展出更有全球視野之人權論述。如此方足以保障新移民之人權。

該文之前言（摘要）如下：

『跨國婚姻，或婚姻移民，是台灣近年來極為重要的一個社會現
象。這樣的現象將會（已經？）改變台灣這個「國家」的傳統形象。
我們應該如何因應？移民法制與政策，應該對這個現象嚴加防堵，或
是敞開大門歡迎？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風行的今日，台灣的移民現象顯然不能純從
傳統的主權觀點來處理。全球化既是台灣跨國婚姻的成因，也是法律
與政策在因應時所必須考量到的重要因素。

然而，很遺憾的，在欠缺對跨國移民與全球化的認知下，加上採
取落伍版本的國族主義（ nationalism）思維，我們的移民法其實是一
整套「移民管制法」，而非「移民權利保障法」。亦即，所有法律的
基礎，基本上是負面且未加深思地預設這些新移民乃是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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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資源搶奪者」；而全未深入理解為何會有移民現象？
新移民對我們的貢獻為何？即便行政院於 2005 年八月重行提出的「入
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也還是站在這個基礎上面，毫無進步跡象。

作者在移民法制的研究上，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研究者，也同
時參與了移民人權運動。同時也深受美國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影響，深信人權與正義的論述，不但無須避諱，而且「應
該」納入作者主觀的熱情與經驗。因此這篇論文的寫作方式上，不採
形式中立的純粹「旁觀者傳統」（ spectator tradition）而有意識的採
取倡議者（ advocacy）的立場，批判現行法制的本土種族主義。當然，
這樣的立場只能是論述的「出發點」而非「終點」，作者的倡議依然
必須具有邏輯一貫性與論證嚴謹性，合先說明。

本文擬先行分析現行移民法制歧視、侵害新移民人權之處，指出
現行政策完全站在本土種族主義之上。接著從全球化與台灣新國族主
義的衝突分析此等現象的可能成因。最後試圖站在全球化的理解下，
提出保障移民人權的認知基礎，以為修正移民法制，甚至換另一個角
度看待與詮釋既有移民法規建立基礎。』

另一篇發表成果為「以反奴工論述挑戰外勞體制的可行性」，發
表於「憲政時代」， 31 卷 2 期， pp.171-180（ 2005）。【附件 B】

該文從 2005 年之高捷泰勞抗暴事件談起。並倡議以刑法上的「使
人為奴隸罪」與「買賣人口罪」檢驗並評估我國整體「外勞法制」。
計畫主持人援引美國法制與判例，說明「奴隸」與「買賣人口」之概
念如何與「強制勞動」緊密連結。而「外勞」在我國目前的處遇，其
實正好落入「奴工」、「強制勞役」等概念的範圍。只是我國司法警
察人員對此背景未臻熟悉，致使刑法中這些規定少有適用餘地。這其
實也顯示出我國法界對於反奴（ anti-slavery）概念的陌生。而美國國
務院所發佈的「 2006 年人口販運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6），即是以台灣外勞制度近似奴工與販賣人口制度為由，將台灣
「降等」。可見此一研究之重要。

另一研究成果，則為一篇書評「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
延伸？—評介 Kevin R. Johnson 的 The “Huddled Masses”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1
期， pp.417-431（ 2006）。【附件 C】

該文評介 The “Huddled Masses”一書。該書分析美國移民法制中



－ 9－

的多重歧視（種族、階級、性別、政治傾向、疾病等），並指出「歧
視外人」往往就是「其他歧視」的代用品。且這些「外人歧視」若不
遏止，往往都會「回燒」至「國人」身上。而計畫主持人在評論時，
指出：

『本書的突破，則是在於 Johnson 跳出了 CRT 的主要關切點—種
族。他在各章節中，清晰完整地敘述了美國移民法的歷史，是如何貶
抑其他的弱勢身分：社會異議者、女性、罪犯、窮人、同性戀者等。
在這樣的分析下，美國移民法的背景與效果被突顯得更加立體，我們
更可看出它的多重歧視！不受歡迎之移民如何作為各種弱勢族群的
代罪羔羊，昭然若揭！

這不但有著撫平裂痕—移民或是移民人權倡議者，在歷史上往往
與這些「國內弱勢族群」產生因資源爭奪所造成的對立—之效果，更
有促進結盟的潛力！尤其在 Johnson 提醒「內外有別」的虛妄性後，
外籍與本國的弱勢群體，理所當然（應該）成為命運共同體。移民權
利倡議者的結盟對象，不再僅是自己所屬族群的網路，也不僅是黑人
民權運動者，而尚包括女性主義者、同志運動者、政治言論自由倡議
者等。移民人權運動與論述，遂可變得更活潑多元而有力。我認為這
是本書極大的貢獻。』

而對照回台灣，計畫主持人指出：

『美國的移民制度至少還是多方拉鋸（其中一方是同情、支持移
民的）的成果；但台灣移民政策與法律至今依然是站在本土種族主義
（ Nativism）的基礎上。頂多可以找到一點點施恩心態的家長主義
（ paternalism）。至於把移民當作有權為己喉舌的權利主體，而予以
平等尊重；或是認知他們對台灣有重大貢獻而給予感謝，就更談不上
了。筆者多次聽聞政府官員在各種場合以「三十億外配照顧基金」而
自豪；卻從未聽不出有任何「保障移民權利不受本地人或政府侵害」
的誠意。

於是，雖然政府處處以美國馬首是瞻，而且執法人員有時甚至以
權力不如美國移民官來得大表示遺憾。可是，當美國驅逐出境手續尚
須經過移民法官（ Immigration Judge）聽證，我們卻可由警察單位片
面決定並執行驅逐處分，毫無正當法律程序可言；當美國法院判決外
國人亦有憲法上的權利擔任州政府層次非涉政治功能的公職時，我們
的法律還全面禁止已取得身分證（定居，相當於歸化）的原籍大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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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擔任公職；當美國法律僅限制「入境時」患有部分傳染病者不得入
境時，我們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竟然容許把已經住在台灣多年的「外籍」
人士，以感染梅毒或愛滋為由，驅逐出境（不問是「誰」傳染給他，
甚至也不問他痊癒與否）。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移民法制，在人權上的
分數恐怕比五十年前的美國還不如。而這部分當然就要歸咎於我們的
「立國神話」或「國家精神」中，根本就沒有「人權」或「撫慰遊子」
這種成分。 Johnson 或其他美國的移民人權倡議者，在鬥爭時至少還
有 Huddled Masses 這個神話當作論述與批判工具；在台灣提出這些類
似論述，政府與大眾卻往往像是鴨子聽雷。

然而，台灣本是個移民社會，依理並不難建構出「重視移民價值」
的基礎論述。矢志於台灣建國大業的同胞，請別把時間花在製造仇恨
他者與單純受害悲情上，在「建構健康國魂」的神話上多作一點工夫，
可能更能為將來的台灣國族主義貢獻有意義的心力。

. . . . . . 如果學者或司法實務界只會援引空洞的形式主義論述，而沒
有歷史理解來支持，那麼往往自以為中立客觀，但實際上卻受限於本
土種族主義，做了幫兇而不自知。舉例而言，法律學者撰寫的憲法學
教科書，多喜援引德國傳統的基本權理論，將憲法保障的權利分為「人
權」（涉及個人生存與尊嚴基本條件之權利，如生命權、人身自由、
言論自由等）、「國民權」（涉及國家經濟與政治資源分配之權利，
應優先給予國人，外國人原則上不能享有）與「公民權」（涉及國家
主權之行使，多屬人民政治權利，僅有本國國民得享有）。依此，尚
未歸化的新移民，只能享有第一種。各類社會福利、救助，甚至工作
權，都不是「外籍配偶」有權主張的—就算有，也是國家的恩賜。

這樣的理論顯然對移民很不利，也帶有強烈的、狹隘的國家主義
色彩—屬於「人權」的範圍其實很窄。然而直到今日，這樣僵固的三
分法都還欠缺反省。部分原因其實就是這些理論的引進者，都不自覺
地把這個三分法視為天經地義，卻沒有去反省「（德國當初）為什麼
要這樣分」的理由。從台灣這個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經濟脈絡來看，
經濟條件與保障，乃至政治權利，其實當然都與「人性尊嚴」或「個
人生存必要條件」無法脫鉤！沒錢，沒保障，沒選票，這樣的人或族
群，能在台灣謀有尊嚴的生活嗎？德國傳統的國族想像，是一個族裔
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取向的國家，對於外國人或移民的歡迎程
度，在歐美各國來說是較低的。這樣的國家圖像之下，所發展出來的
憲法理論，對於外人的相對不友善，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二十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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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台灣，還該走這條路嗎？至少是個該反省的議題吧。』

另一篇已經發表，但尚在修改中而尚未投稿的「人身自由的非典
限制—以移民法之收容與青少年安置保護為例」，係發表於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院主辦之「海峽兩岸人身自由與行政強制」學術研討會
（ 2006.5.19-20）。該文檢討並批評現行移民法制（包括「入出國及
移民法」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的「收容」制
度，完全不符合憲法第八條規定、大法官有關人身自由之解釋，以及
國際規範的最低標準。【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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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成果自評

1. 研究方向與內容，確依原訂計畫之方向進行。尤其在國內法制檢
討，以及全球化觀點之引進，均頗有突破。

2. 本研究相關成果，已有部分發表或準備發表於學術研討會或學術刊
物。其問題之複雜與深度，以及其新穎性，預期在後續的研究成果
發表中，均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3. 移民政策與法律不僅涉及傳統的憲法人權議題，更涉及國族、公民
等概念之界定問題。本研究乃國內極少數開始切入相關爭點的法學
論文。期能進一步與其他學科之研究進行合作與對話。

4. 計畫主持人擬進一步探討「公民權」這個相關概念（建構以「平等
公民權」為基礎的人權保障途徑，國科會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NSC
95-2414-H-004-006）以探究「國族」、「公民」與「移民」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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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
—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義、人權論述的關係*

廖元豪**

目次

壹、 前言

貳、 以本土種族主義為基調的婚姻移民政策

參、 台灣新國族主義與全球化衝突下的代罪羔羊

肆、 移民人權的新基礎—從全球化角度重構移民法制與政策

伍、 結語

* 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研究計畫 「從移民人權觀點檢視台灣移民法制」

（ NSC 94-2414-H-004-044）之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台灣法愛公德會

與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辦之「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系列

研討會—全球化之下的人權保障與人才共享」研討會（ 2006.2.21），並

承蒙兩位審稿人、現場評論人廖福特教授以及其他與會者之指正，謹此

致謝。另，本文第貳部分係改寫、增補自廖元豪，「我們的」法律，「她
們的」命運—台灣法律如何歧視外籍與大陸配偶，收於夏曉鵑編，『不要

叫我外籍新娘』，頁 146 以下（ 2005）。
*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法學博士（ S.J .D.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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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跨國婚姻，或婚姻移民，是台灣近年來極為重要的一個社會現象。這樣的

現象將會（已經？）改變台灣這個「國家」的傳統形象。我們應該如何因應？移

民法制與政策，應該對這個現象嚴加防堵，或是敞開大門歡迎？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風行的今日，台灣的移民現象顯然不能純從傳統的主

權觀點來處理。全球化既是台灣跨國婚姻的成因，也是法律與政策在因應時所必

須考量到的重要因素。

然而，很遺憾的，在欠缺對跨國移民與全球化的認知下，加上採取落伍版

本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思維，我們的移民法其實是一整套「移民管制法」，

而非「移民權利保障法」。亦即，所有法律的基礎，基本上是負面且未加深思地

預設這些新移民乃是社會「問題」、「入侵者」、「資源搶奪者」；而全未深入

理解為何會有移民現象？新移民對我們的貢獻為何？即便行政院於 2005 年八月

重行提出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也還是站在這個基礎上面，毫無進步

跡象。1

作者在移民法制的研究上，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研究者，也同時參與了

移民人權運動。同時也深受美國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影響，

深信人權與正義的論述，不但無須避諱，而且「應該」納入作者主觀的熱情與經

驗。2因此這篇論文的寫作方式上，不採形式中立的純粹「旁觀者傳統」（spectator
tradition）3而有意識的採取倡議者（advocacy）的立場，批判現行法制的本土種

族主義。當然，這樣的立場只能是論述的「出發點」而非「終點」，作者的倡議

依然必須具有邏輯一貫性與論證嚴謹性，4合先說明。

1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議案參考資料：內議第 007 號（ 2005.12.26）。
2 See e.g . , Mari J . Matsuda, Voices of America: Accent , Antidiscrimination

Law, and Jurisprudence for the Last Reconstruction , 100 YALE L.J . 1329
(1990); Carlos Vil larreal , Culture in Lawmaking—A Chicano Perspective ,
24 U.C. Davis. L. Rev. 1193 (1991) .

3 參閱趙剛，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共」？—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
與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 期，頁 33 以下（ 1997）。（從杜威

的戰鬥性自由主義，分析並批判西洋哲學的「旁觀者傳統」。）
4 因此，就審稿人之一所諄諄告誡的「避用較情緒性或武斷性之措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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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先行分析現行移民法制歧視、侵害新移民人權之處，5指出現行政策

完全站在本土種族主義之上。接著從全球化與台灣新國族主義的衝突分析此等現

象的可能成因。最後試圖站在全球化的理解下，提出保障移民人權的認知基礎，

以為修正移民法制，甚至換另一個角度看待與詮釋既有移民法規建立基礎。6

貳、以本土種族主義為基調的婚姻移民政策

一、大門深鎖，充滿疑懼與排拒氣氛的國界

—入境團聚的歧視措施

憲法與法律都保障「婚姻自由」、「婚姻制度」以及「夫妻共同生活」的

權利。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明文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

免減損文本之說服力」，作者當試圖避免「武斷」。但「情緒」若能增

加「感染力」，則不忌諱使用。畢竟，法學論述應該可以是熱情、有血

有肉的。
5 審稿人之一指出，本文檢討相關規定時，有部分乃針對外國人之居留或

歸化問題，而未必與「移民婚姻」相關，應予區隔。

實際上，現行法對婚姻移民的壓迫，在於整體移民法制的嚴苛—尤其是硬

將「婚姻移民」當作「一般外國人」來看待—所致。因此在論述移民法制

對婚姻移民與台籍配偶的侵害時，仍須在必要範圍論述居留、歸化等問

題。（例如，婚姻移民無法立即取得長期居留權，也不能免於驅逐，又

有許多歸化障礙，因此處境艱困！）
6 本文多處引用美國法做為參考對象，但並非如一般比較法研究般，以美

國（或特定外國）法制當作主要的「評價基準」。相反地，作者認為美

國移民法制（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是非常值得批判的。（見：廖元豪，

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評介 Kevin R. Johnson 的 The
“Huddled Masses”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 l Rights，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61 期，頁 417 以下（ 2006））拿美國法來比較之目的，是要批判

我國法在許多部分「比美國還不如」！

準此，審稿人之一建議作者「全面比較」美國移民法制，以求完整對照。

是一個非常中肯的建議，若日後有機會，當另尋篇幅進行此一工程。但

以本文的批判目的而言，僅須目的性地挑選相關制度加以比較即可。當

然，具體進行比較時，仍須注意整體脈絡意義，自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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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7然而，當台灣人娶嫁的對象是外籍或大陸

籍之時，我們的法令措施卻處處刁難外籍或大陸配偶來台行使「夫妻共同生活」

的權利；用極為敵視、猜忌的眼光看待原本應該是值得祝福的婚姻。

事實上，司法院大法官早在 1989 年的釋字 242 號解釋，就承認夫妻「實際

共同生活」的家庭生活與人倫關係，乃是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的基本人權。但我

國的法律以及行政措施，似乎未認真看待此一憲法訓令，8在「她（他）們」要

入境之前，就設下層層關卡。

（一）空泛與歧視的許可條件以及羞辱性的面談機制

我們的法律對「結婚」沒有任何國籍限制。但是外籍與大陸配偶要「來台」

7 依該號解釋見解，危害婚姻（一夫一妻）制度之行為（指「通姦」），

國家甚至可以刑罰制裁之。
8 例如，對於台籍配偶幫大陸配偶申請來台團聚卻被拒絕的案件，行政爭

訟實務上，不承認「台籍配偶」可以提起訴願或訴訟（注意，不是打官

司敗訴，是根本不准打官司！）。理由居然是：大陸配偶能不能來台，

台籍配偶並「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也就是說，「夫妻共同生

活」並不是法律所承認的「權利」。所以，拒絕大陸配偶來台，也沒有

侵害台籍配偶的「權利」。沒有權利受害，自然不能提起訴訟。換句話

說，必須是被拒絕入境的大陸配偶，用自己的名義提起爭訟才可以。

參見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台訴字第 0930091695 號訴願決定（ 2004/12/2），
available at ht tp: / /210.69.7 .199/eyweb/hope03.asp?hopeeventid=3852；院台

訴 字 0940083927 訴 願 決 定 （ 2005/4/26 ） ， available at

ht tp: / /210.69.7 .199/eyweb/hope03.asp?hopeeventid=4782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這也就清楚地意味著：在行政院訴願會委員的心目中，「夫妻

相聚」本身，根本不是訴願法第一條所承認的「權利或利益」；也不是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或第五條所稱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審稿人指出，行政院 0930091695 號訴願決定已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訴字 1892 號判決（ 2006.4.6）所推翻（被處分人之夫乃利害關係人，

自得提起訴願）。作者感謝審稿人提供此一重要資訊。

但 查 詢 行 政 院 訴 願 會 網 站 後 發 現 ， 2006 年 八 月 三 日 的 院 臺 訴 字 第

0950087437 號決定，依然採取落伍的傳統見解—大陸配偶不能來台，台

籍配偶不能主張「權利受損」。可見行政部門尚未因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之判決而改變其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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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聚依親，卻必須經過許可。這似乎是說：跨國婚姻的「共同生活」，是附條件

的。

而相關法律中，各種「許可」與「不許可」的條件，卻都充斥著不確定法

律概念，使駐外單位與境管單位取得廣泛而不受約制的判斷權限。這些空泛的用

語，如「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或有非法工作之虞者」9、「有事實足認意

圖規避法令，以達來我國目的者」10、「其他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11、「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偽結婚」12、「有違反

善良風俗之行為」13等。請問，有幾個人能從這些條文中，知道主管機關如何認

定「公共安全」、善良風俗」？依民法規定，當夫妻兩人履行了行為地的結婚要

件—以我國民法而言，乃「公開儀式加上兩人以上證人」—請問誰有權力輕易認

定這是「虛偽結婚」？

此外，政府機關並沒有如國內其他機關，在法律規定很抽象的時候，用行

政命令進一步界定清楚這些概念的意涵。所以在所有的法規裡面，我們都找不到

「標準」。更糟糕的是：主管機關拒絕許可的決定，甚至可以「不附理由」！14

在這種情形下，法院或公眾難以追究主管公務員的法律與政治責任—沒有標準，

如何評價對錯？實際上形同賦予主管官員單獨評價、決定異國婚姻的權力。

另一方面，這些許可規定，也意味著政府可以「挑選」特定符合我們心目

中「高尚」的婚姻，予以實際上的認可；對於那些我們覺得有問題的、下流的、

不穩定的婚姻，則以拒絕入境的方式，事實上拒絕批准。例如，「患有足以妨害

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者」可以成為拒絕入境的理

9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
10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0 款。
11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2 款。
12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7 款。
13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9 款。
14 原則上，行政機關作成限制人民權利的行政處分，都是應該附理由的。

「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2 款就有一般性的明文規定。但外國護

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依前項規定拒發簽證時，得不附理
由」。大陸配偶來台，則因母法兩岸條例第 95 條之 3 明文「依本條例處

理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往 來 有 關 之 事 務 ， 不 適 用 行 政 程 序 法 之 規
定」，因此可以不附理由拒絕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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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5試想，若兩個患有精神病的「台灣人」結婚，可會被禁止共同生活？台灣

人的「另一半」罹患疾病，我們的作法不是「照顧他（她）」，卻是拒絕入境（甚

至驅逐出境）？它充分體現了移民制度中，邊境管制的多重歧視！16

行政機關沒有明確清楚地界定這些模糊的概念，卻運用「面談」的手段來

認定「台灣人的另一半」是否符合來台條件。同樣地，沒有任何法律，明確地規

定面談的標準、注意事項、標準程序，或是問題的種類方向。17模糊的法律要件，

配合上法律中蘊含著的歧視與排斥態度，加上行政單方「我說了算」18的決定權

限，「面談」往往成了外籍與大陸配偶感到最羞辱的一個過程。簽證或境管官員

持著不信任的態度，詢問令人難堪的隱私問題。然後，如果任何答案不能令詢問

者感到滿意（天知道怎樣才叫做「未通過訪談」或「說詞有重大瑕疵」？19），

出現一點錯誤或瑕疵，主管機關就可能拿著雞毛當令箭，剝奪跨國婚姻雙方「共

同生活」的權利！以「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甚至將

所有的兩岸通婚「推定為假」，要求當事人積極舉證來證明其婚姻為真實！20侮

15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
16 關於移民法制，尤其是入出境制度，如何「篩選」外人並體現與發洩本

國 人 的 歧 視 眼 光 ， 可 參 照 KEVIN R. JOHNSON ,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 IM M IGRATION AND C IVIL R IGHTS (2004) . 另可參照廖元豪，前揭註 6
文；曾嬿芬，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61 期，頁 73 以下（ 2006）。
17 相較而言，對於「面談」規範較詳盡的，是「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

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但一方面這仍只是行政命令而非法律—母法（兩

岸關係條例第十條）其實只有空白授權。另一方面，這個辦法的規範密

度實際上也相當不夠，對於最重要的「面談『通過』與否」並沒有提供

標準。
18 匿名審稿人曾指正認為「我說了算」之類的用語帶有情緒性或武斷性。

作者完全接受「情緒性」的評價，並且重申「情感」與「價值」在法律

論述的必要性。

前文已提及，面談官員在法律上，享有幾近不受審查的裁量與判斷餘地，

並實質上可以決定夫妻能否共同生活。這樣的權力，用「我說了算」來

形容，雖有「情緒」，但似未「武斷」。
19 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與第

3 款。
20 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5 款。（「經

面談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無積極事證足認其婚姻為真實」，可構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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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跨國通婚，莫過於此！

試想，我們容許同樣的情形—共同生活要主管機關許可、許可的條件非常

抽象、主管機關拒絕不用說明理由、面談的時候羞辱鄙視—適用在「台灣人嫁台

灣人」的情況嗎？當然不能！但為何卻對跨國婚姻，施以此等限制？這顯然就是

將國籍、主權看做高於婚姻、人權的想法；基本上就否定了「婚姻」的普世人權

性格。21這些法令措施，對婚姻欠缺最基本的尊重。即便是移民法制，對於「依

親」、「婚姻」難道不該從寬對待嗎？

在這些法令之下，婚姻不再是基本人權，而只是有賴行政官員施捨的恩惠—
如果新娘或新郎是外國人或大陸人的話。

（二）差別待遇的配額

移民法與兩岸條例都明定主管機關可以訂定居留的數量配額。22這使得外籍

與大陸配偶，即便符合條件，也可能因為申請人數量太多，得「排隊」更長的期

間方能來台。（外籍人士之居留配額管制目前似尚未實施，大陸移民之配額則已

公布23）這樣的規定有什麼問題？

第一，移民法制裡設置配額，初看之下似乎很正常。但是若對「婚姻移民」

設數量限制，那就有問題了。

婚姻是基本人權。國家權力不但不該干預此等私密決定，更應該積極保障，

維護婚姻共同生活。因此，移民法制必須對「婚姻移民」另眼看待，給予較其他

類型移民（如：經濟或投資移民）更「優惠」之待遇，以促進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移民法明文規定包括配偶內的近親，申請入境與綠

談不通過，並不許可甚至廢止撤銷入境許可之原因）。

當然，更深層地探討，「面談」本身就意味著「推定為假」或「推定有

罪」！
21 審稿人指出，「台灣人」並無「不能居留」的問題，因此不能驟加類比。

作者感謝審稿人點出這個疑點，也在此處（正文）加上較多的說明。

其實本文正是想要指出，在我國目前的制度下，「婚姻為普世人權」其

實是一句空話。國族與邊界的考慮，早已超越了婚姻人權的保障。
22 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1 條第 2 項；兩岸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4 項。
23 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數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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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列入「總額限制」計算。24也是「移工及其家人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致力保障移住者「家人團聚權利」的原因。

然而，現行移民法制不但在外人居留上，仍將婚姻移民一併納入配額管制。

形同對婚姻生活課處「數量管制」。難道婚姻可以用數量與來衡量？

第二，主管機關不僅可設「總量管制」，甚至可以「依國家地區」而設不

同的居留配額！亦即，我們喜歡的，看得起的地區，居留配額就開放多一些；我

們鄙視、排斥的國家，配額就少些甚至封閉。

這種「移民分等」的措施，既是種族歧視，也是對婚姻生活之不當限制！

實在不是宣稱「人權立國」的政府所應有的舉動。

國際法與憲法，雖然都承認國家對於移民可以作相當程度的管制，甚至作

「總量管制」。但是不准許政府在外國移入人口中，再依據不同國別或地區，作

差別待遇，設定不同的配額。我國已經批准 25的「消弭種族歧視公約」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第一條，就明文規定，即使是關於歸化、國籍之相關法律，亦不

許針對特定國別予以差別待遇，否則就是種族歧視。美國早已於 1965 年廢除移

民之國別限制，其移民法與國內法尚有多處特別明文規定入出國與移民規範，不

得依據國別而有差別待遇。以「零移民」為目標之英國，與傳統上堅持單一民族

國家的德國，亦分別於 1981 年與 1992 年刪除歸化或移入之國別限制措施。26

然而我國的移民法、就業服務法、兩岸條例等法律，都明目張膽地要「精

挑細選」不同國家與種族的移入人口。彷彿不同國別的人，可以論斤稱兩待價而

沽。這種赤裸裸把人—即使是外國人—當作商品的舉動，當然牴觸種族歧視公

約，也違背世界文明趨勢，亟待改正。

24 8 U.S.C. §1151(b)(2) .
25 此一公約乃極少數我國已經簽署（ 1966.3.3）並且批准（ 1970.11.14）的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可 參 見 外 交 部 網 頁 資 料 ： available at

ht tp: / /www.mofa.gov. tw/webapp/lp .asp?CtNode=295&CtUnit=95&BaseDSD
=59&nowPage=3&pagesize=15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依據憲法第

一四一條「尊重條約」之規定，對我國當然產生拘束力。
26 See CHRISTIAN JOPPKE , IM M 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266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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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我們的移民法制，對於以婚姻為主的一般移民，設立種族與總量門檻，

讓多少夫妻無法在台灣長居久安，享有平等公民權；卻對經濟與專業移民不加限

制。此等作法，與世界潮流大相逕庭。落入種族歧視、侵害人權的窠臼而不自知。

既然明知移民國家、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化，是台灣必然的趨勢，這些依國別而

為的歧視措施，早早刪除為妙。

二、少了一張身分證，就朝不保夕？

—隨時可被攆走的「外籍」與「大陸」配偶

新婚姻移民（多半是女性）來到台灣與台郎相聚，也是台灣人的「另一半」，

理也被當作「自己台灣人」，或「半個台灣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們一天

沒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戶籍，並拿到那張身分證，就隨時都可能因為細故或

其他非常不公平的原因而被驅逐出境！

當一個人隨時可能被「驅逐」，家庭與生活中心就隨時可能被摧毀。這時，

她連安定生活的權利都沒有，遑論憲法寫得琳瑯滿目的其他權利了。

（一）寬泛且不公的驅逐事由

法律中充滿了各種抽象模糊的「驅逐出境原因」，授予執法官員極大的解

釋空間。諸如：「有危害我國利益…之虞」、「危害國家安全」等。尤其是所謂

「從事與居留目的不符之工作」，不但可被擴張解釋，而且極為不公—配偶團聚，

共同生活，有什麼「特定居留目的」？難道婚姻移民來台，只准從事與生育有關

的任務？

這些抽象規定的影響使得婚姻移民隨時身處險境。例如：

合法依親的大陸配偶，只因雞毛蒜皮的（涉嫌）聚賭，當天就可以「從事

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而被強制出境。27而無視於

這樣的驅逐，就是拆散天倫！

27 這是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台灣人聚賭，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八十四條，頂多罰新台幣九千元。但大陸配偶卻要付出被驅逐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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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知名黑人 DJ 巧克力（男性），在台灣工作十六年，也是「台灣人女

婿」。雖曾感染梅毒，但已證明治癒，法律上仍然被認定「罹患傳染病」而強制

出國，而未詳究這是不是被「咱台灣人」給傳染的，也不顧他現在已經沒有「足

以妨害公共衛生」的狀況了。豈可謂平？

可見，在這些不確定法律概念下，「嫁給台灣人」、「娶了台灣人」乃至

「待了很久」等事實，對他們的身分毫無保障。只要稍有小差錯，主管機關說趕

就趕。

（二）我說了算—欠缺最起碼的正當程序

在兩岸條例與移民法中，不僅驅逐的「事由」規定極為寬泛，驅逐的程序

更是粗糙不堪。兩者相加，就等於完全賦予執行機關片面決定生殺大權的權限。

行政機關得單方逕行決定並執行「驅逐」與「收容」28處分，事前無須經司法裁

決，甚至不適用最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然而，驅逐出境與強制收容，對於人民權利之侵害極為嚴重。二者均涉及憲

法上的人身自由與居住遷徙自由。強制收容可拘束人民身體自由逾年，限制之強

烈固不待言。而驅逐出境對於已在國內居住相當期間，或因婚姻而與台灣產生相

當程度依賴關係的「外人」，無異於完全破壞其原有之生活秩序。

因此，侵害如此嚴重的處分，難道僅因被處分人乃「外人」（外國人，或

大陸地區人民）而不受憲法「正當程序」之保障？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我國不

僅法律上未給任何事前正當程序保障，在執行層面，由警察人員組成的境管機

關，容易將這些婚姻移民視作潛在的犯罪者而存有敵意。執行上更見嚴苛的一

面！29

拿台灣境管單位最「心儀」的美國來相比。依據美國移民法制與憲法實務，

在美國境內之外國人，均受憲法正當程序（Due Process）條款之保障。除自願離

28 驅逐前的暫時監禁措施，但實際上，這種「暫時」卻可能相當長期，尤

其是在大陸人民部分更是如此。
29 例如，在前揭「大陸配偶聚賭被驅逐」一案，其實法律只規定「得」強

制出境，行政機關仍應視個案情況，選擇侵害較小的方法，處理大陸配

偶違法的事件。但警察機關卻逕行選擇最嚴苛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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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驅逐出境應給予聽證機會。 30移民法並規定應由獨立之移民法官

（Immigration Judge）31審理「禁止入境」（inadmissibility）與「驅逐出境」

（deportability）之事項。32即便在「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的口號與氣氛

下，美國司法機關仍然堅持移民官員無權逕行將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法定之聽證

權不得非法剝奪！33而移民法甚至加入一節，專門設置由法院審理外籍「恐怖份

子」之驅逐出境與收容程序。34可見其對基本正當程序之重視於一斑。重大影響

身體自由之類似決定，決不許由行政人員單方決定！

（三）收容—變相囚禁

入出國及移民法中的收容規定，主要規定於第十五條與第三十六條。第十

五條規定，「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遭強制出國處分，於執行前「得強制收容」。

而第三十六條規定如下：

外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強制收容︰

一、受驅逐出國處分尚未辦妥出國手續者。

二、非法入國或逾期停留、居留者。

三、受外國政府通緝者。

四、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保護之必要者。

前項收容以十五日為限，必要時每次得延長十五日。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辯護人、保證人，得於七日內

30 E.g. Yamataya v. Fisher , 189 U.S. 86 (1903); 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S. 33 (1950) .

31 可 參 考 Office of the Chief Immigrat ion Judge 之 網 頁 ， available at

ht tp: / /www.usdoj .gov/eoir /oci j info.htm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 .
32 8 U.S.C. §1229a.
33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2004 年 11 月 18 日作成判決，判定司法部不

得未經正式聽證程序，而由移民官員片面將被指稱非法移民之人驅逐出

境 。 被 指 控 者 有 權 請 求 由 移 民 法 官 進 行 聽 證 。 關 於 本 件 判 決 ， 見

Morales-Izquierdo v. Ashcroft , 388 F.3d 1299 (9th Cir . 2004) .
34 Immigrat ion and Nationali ty Act §§501-507.



－ 25－

向主管機關提出收容異議。

第一項第一款受強制驅逐出國者，無法遣送時，主管機關得限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

件後，解除收容。

可知移民法中的收容，原則上是對於「遭驅逐出境但尚未離境者」所為之

保全措施。而移民法對於「驅逐出國」，規定於該法第三十四條，但並未有任何

的程序規定，僅賴於主管機關（內政部）單方之行政處分即可決定。尤有甚者，

因為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外國人出、入境」不適用行政程序法，

連起碼的「事前陳述意見」（行政程序法第一０二條以下）、「告知理由」（行

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等基本程序正義的要件，都不要履行。

再看兩岸條例，其規定更是粗糙。該法僅於第十八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

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再於同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

連「期限」的規定都沒有！此外，由於大陸地區人民在性質上並非「外國人」，

因此不能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排除適用，兩岸條例居然

在第九十五條之三獨立規定一個排除條款「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往來有關之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35

這兩個法律所規範的「收容」（以及其相關的「驅逐」）制度，在程序上

的共同點是：

(1) 均由行政機關單方、片面做成決定，而非法院。

(2) 收容之期間均無上限。移民法雖然有「十五日」之限制，但無「延長次

數」的限制，實際上與無限期也沒什麼差別。

(3) 收容與驅逐之行政處分，均未設計較為中立、公正之裁決程序；甚至連

一般行政處分所適用的極簡單行政程序保障都明文排除。

(4) 受驅逐處分與收容處分者，事後救濟原則上均僅能循一般的行政爭訟

35 相 關 批 判 ， 參 閱 吳 志 光 ， 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行 政 程 序 法 的 「 化 外 之
法」？，月旦法學教室，第 34 期，頁 28-29（ 2005）；李震山，「正當
法律程序」被當真嗎？，月旦法學教室，第 34 期，頁 26-27（ 2005）。

（作者感謝審稿人之一提醒本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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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級機關訴願→行政法院）為之。

(5) 收容制度的細節，均以空白授權方式委託主管機關訂定之。

即使依據通說憲法學與實務見解，現行移民法制的驅逐與收容規定，並不

符合憲法所要求的最低標準。理由如下：

「收容」乃是不折不扣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依據釋字第三八四號解

釋，此類措施雖然不適用第八條第二項有關刑事訴訟相關保障的規定，但不能規

避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最低要求：「實質正當程序」與更具體的「法官保留」。

既然此類措施對人民自由限制如此強烈，自應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如

果再對照釋字第一六六與二五一號解釋將違警罰法有關「警察官署裁決拘留」規

定宣告違憲之意旨，舉輕以明重，更可得知驅逐與收容絕無理由排除正當程序之

適用。

況且，正當程序之保障，並無區分「外國人」與「本國人」之必要。一方

面，通說認為，憲法第八條身體自由之保障屬於普世適用的人權，而非專屬於國

民之「國民權」。36而行政程序「禁止恣意」之原則，也不應因為受處分人之身

分而有差別。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是否有權進入台灣，是一回事；但對於已經

踏上台灣土地的人，則正當程序乃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標準，不可輕言放棄。否

則，豈不等於說行政機關可以任意、恣意地處置所有在台的外人，而不受任何牽

制？

「正當程序」本身是個彈性的概念，除了憲法保留之程序機制外，釋憲機

關必須衡量系爭權利之重大程度，與公益的急迫與必要性，決定何等程序方屬「正

當」。37移民法制涉及國家主權之維護與安全之保障，通常容許主管機關擁有較

36 參閱李震山主持，《針對大陸地區人民執行強制出境及收容相關法律問

題之研究—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為中心》，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頁 10-112 以及註釋所引用文獻（ 2005）。
37 林超駿教授曾建議採用類似美國最高法院在 Mathews v. Eldr idge, 424

U.S. 319 (1976)中，所用的利益權衡標準，來決定「非刑事程序」之正當

程序內容。雖然 Mathews 案本身並未涉及人身自由拘束，但其原理仍可

套用。（見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
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4 期，頁 541
以下，頁 584-587（ 2004）。對此見解，作者深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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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彈性。但對侵害權利如此重大之驅逐與收容處分，亦應有最低標準之程序保

障。從憲法與國際公約的標準來看，這套「快速處分-執行」而欠缺權利保障與

有效救濟的機制，並不合格。

何況，被驅逐出境後，欲進行事後之行政爭訟，相當困難；尤其尚須先向

行政機關「訴願」。這在行政一體概念下，多半只是浪費當事人的救濟時效。38

故此種重大決定，絕不可由行政機關「片面」處置，而應有中立之第三者做成終

局裁決。

依此，從人身自由之保障而言，「強制收容」應經法院之審查，方可為之。

但可容許急迫之臨時處置。觀諸國內現行其他法律，除刑事訴訟程序外，社會秩

序維護法之「拘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安置」，其侵害程度雖不

如移民法制中的「收容」，但均有之「法院裁定」之機制。移民法上的「強制收

容」自應比照辦理，方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程序之意旨。

同樣的，「驅逐出境」原則上也應該由司法決定。但當事人「自願」離境，

以免為等待裁決而遭收容者，自不在此限。

或謂在比較法上，外國法制未必嚴格要求「事前」之司法決定。但一方面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與大法官釋字三八四號解釋，已將「所有」人身自由之限制，

均納入「法官審問處罰」之範圍；能否無視憲法文義之規定，在移民法制予以例

關於 Mathews 案之簡介與其影響，參閱廖元豪，行政程序的憲法化—論行
政處分之「正當程序」，世新大學學報，第 9 期，頁 213 以下，頁 226-229
（ 1999）。

38 台 北 市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在 2006 年 一 月 五 日 作 成 的 「 府 訴 字 第

09426201800 號」訴願決定，認為警方未附理由，就將「非法打工」的大

陸配偶強制出境，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撤銷強制出境處分。是少見

的「相對進步」實務見解。（台北市訴願審議委員會在此一實體決定之

前，亦做成「暫停執行原驅逐處分」之決定，並使受處分人得以從拘留

所被釋放。

在本文最後修正階段，據報載台北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也開始採取同

樣的見解：「動輒遣送出境，有違比例原則」。參閱唐榮麗，北縣府決
議多起案例指警方裁量過當：陸妻打工遭遣返，訴願會翻案，中國時報，

20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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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處理，恐有爭議。39

主管機關對此類抨擊的回覆，往往是千篇一律地說：「偷渡客太多—尤其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所以司法決定緩不濟急」。但我們該問的是：「那又怎樣？」

這其實也是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所揭示的「比例原則」之問題。

目前在實務上，被查獲非法入境或其他有強制出境事由之大陸地區人民，

在遣送出境之前，幾乎一律依第十八條第二款予以收容。而又因為兩岸關係情勢

特殊，遣返作業延宕，使得許多大陸人民因而必須在收容處所中長期（無特定期

限）被監禁。又加上預算人員之欠缺，收容處所之待遇比監獄尚且不如，頗為可

議。40

要知道，「收容」本身並非處罰方式，而是強制出境前的保全措施，其目

的乃是為了確保強制出境之處分能夠實際執行。但其付出之代價，卻是被處分人

的人身自由。兩者權衡，前者是否當然，在任何情形下均可優於後者？是否沒有

別的選項以確保強制出境處分？更基本的問題是：國家欠缺人力與經費來建構足

夠與適當的設施，是否應以人民（即使是大陸人民或外國人）之人身自由與人格

尊嚴為代價？

此外，移民法第三十六條與兩岸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均是「得暫

39 類似見解，參閱李震山主持，前揭註 36 研究計畫，頁 129-135。
40 例如，美國「人口走私受害人保護法」（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 ion Act

of 2000）明文規定各級政府應擴張（ expand）給予受害者各種福利與保

護（包括匿名），不因其係非合法入境而有任何差別；必要時甚至給予

居留權。這才是「從被害者觀點」思考問題的法律途徑。（ 22 U.S.C.§7105）
而美國國務院依據該法所做的 2005 年年度報告中，則將台灣防止人口走

私的成果貶為第二級（ Tier 2）。部分理由即是站在現行制度對受害者—
尤其是大陸女子—的保護有欠周延，不願給予「遣返出境」與「收容」以

外 的 其 他 選 項 。 此 一 報 告 可 上 網 參 閱 ：

http: / /www.state .gov/g/t ip /r ls/ t iprpt /2005/46616.htm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而 2006 年最新的年度報告，甚至將台灣再降一級至「第二級：觀

察名單」（ Tier 2 Watch List），理由仍然是以「保護不足」為主。 U.S.

DEPARTM ENT OF STATE ,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 2006 at 238-240
(2006) . （ 該 報 告 亦 已 全 文 上 網 ， 請 自 行 查 詢 。

http: / /www.state .gov/g/t ip /r ls/ t iprpt /2006/65990.htm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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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收容」。可見一方面是「得」，是裁量規定，而不是非收容不可，主管機關在

此本有個案權衡之斟酌餘地。另一方面應屬「暫行措施」，如果必須被限制經年，

則與拘禁處罰何異？

那麼，對於等待遣返的大陸地區人民，若是沒有「適當」收容處所（不能

等同於監獄），在執行強制出境處分之前，可以有哪些替代的處理方式呢？可能

有以下選項，如—

1. 比照在「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案件中，責付民間的庇護中心代為收

容；或

2. 對於確定是台灣人民合法配偶者，由於有固定家庭地址，無逃跑之虞，

無須收容。

以美國為例，由於收容處所人滿為患。41而驅逐聽證的庭期又排得很長，移

民官員對於非優先順位的潛在被驅逐者，往往只能給個出庭聽證的通知後，就飭

回候傳。雖然明明知道這些人幾乎都不會出庭，但既然國家沒有足夠的設施，又

不能不履行聽證的正當程序，那也只好放他們去。此外，即使對於此類外國人，

雖然法律未明定收容的最長期限，又因政治因素無法確定遣返期間，聯邦最高法

院亦從人身自由保障之角度，不容許「無限期監禁」（indefinite detention），而

將系爭法律解釋為「收容應限於『合理期間』」。42

反觀國內現狀：收容處所再擠，也硬要不人道地把等待遣返的大陸人民塞

在一起；甚至非法拘禁於拘留所甚至警局地下室者，亦時有所聞。

這或許是我們這個習慣戶籍制度、習慣身分證，卻不習慣多元文化的國家，

出於對「非法移民」、「外來者」的無端恐懼。事實上，非常多的研究顯示，所

謂的非法移民，對歐美各國經濟貢獻良多。本土種族主義者指控的「破壞社會秩

序」、「搶奪國人工作權」，反而未必有堅強的實證。43我並非主張完全撤除邊

41 See THOM AS ALEXANDER ALEINIKOFF ET AL . , IM M IGRATION AND C ITIZENSHIP :
PROCESS AND POLICY 697 (5th ed. 2003) .

42 Zadvydas v. Davis, 533 U.S. 678 (2001) .
43 See e.g . Thomas Muller , Nativism in the Mid-1990s: Why Now? , in

IM M IGRANTS OUT!: THE NEW NATIVISM AND THE ANTI-IM M IGRANT IM PU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06-09 (Juan F. Perea ed. 1997)(hereinafter
IM M IGRANTS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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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管制，44而是主張無須將「偷渡客趴趴走」的可能危害無限上綱，從而造成嚴

重忽視人權之後果！

其實，如果將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解釋成「非典拘禁之提審制度」，讓所有

被拘禁者有權迅速聲請法院提審，至少可以彌補事前程序之不足，也可以符合聯

合國相關規範之「提審」與「迅速救濟」之要件。事實上，「提審法」第一條規

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

方法院聲請提審」並未限於「刑事訴訟程序」或「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可惜

目前實務見解尚過於保守，硬是將「提審」侷限於「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拘禁」

之案件。45彌補移民法制中程序瑕疵的最後一線機會也因此而喪失了。相比之

下，美國最高法院在 2001 年 INS v. St. Cyr46判定，即使國會明文立法禁止法院審

查驅逐出境相關決定，人身保護令（相當於「提審」）的司法審查仍然必須維持，

就遠較國內通說更能符合正當程序的最低標準。

（四）活該，妳家的事—驅逐決定鮮少考慮被驅逐者處境

在移民法與兩岸條例所規定的驅逐原因之中，都非常片面、單向地從治安、

國家安全等角度思考問題，而從未考量外籍或大陸配偶的情況。

例如，外籍或大陸配偶一旦離婚，警察機關就不再延長居留。時間一到，

就會因「逾期居留」而被驅逐出境。法律中完全沒有考慮「離婚原因過錯在誰？」

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不論離婚的原因事由於新移民女性被虐待，或是台籍配

偶出軌外遇，離婚的結果都是「滾回妳（你）的國家去」！47

由於「離婚」將使其喪失居留於台灣之權利（無論離婚原因為何），許多

婚姻移民（外籍配偶），在取得身分證之前，可說全然受制於台籍配偶與其家庭。

這種「絕對控制權」的擁有，也可能是部分嫁娶婚姻移民之台灣人，可以予取予

44 Kevin Johnson 曾經提出類似的主張，說明「開放疆界」並非不可能之事。

See Kevin R. Johnson, Open Borders? , 51 UCLA L. REV . 193 (2003) .
45 如：台灣宜蘭地方法院 93 提字第 2 號裁定（ 2004.11.19）（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入境而遭收容，不適用提審）。
46 533 U.S. 289 (2001) .
47 在某些案例中，「外籍」配偶為了申請歸化，已經先行放棄了原國籍，

這時我們又將她（他）驅逐回「祖國」，會產生「無國籍人民」的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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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原因。

這方面，美國的規定就頗有值得參考之處。依美國法，外國人若與美國公

民合法結婚，即當然取得「附條件永久住民」之身分，而結婚兩年後即可取得正

式之「永久住民」（俗稱綠卡）身分。48此外，美國公民一方之配偶，若對外籍

配偶在取得正式永久住民身分前，施以家庭暴力（身體或精神），則受虐者可逕

行取得正式永久住民身分。49以此避免「正式綠卡等待期」內，美籍配偶之予取

予求。此外，若尚未取得綠卡的外籍配偶被驅逐，將遭到嚴重困境（extreme
hardship），則可免於驅逐。50

三、歸化前的其他不公

（一）大陸配偶工作權

「工作權」是生活的基本條件，往往也是個人自我實現以及社會尊重的前

提條件。然而兩岸條例與「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

理辦法」卻規定，大陸配偶必須來台滿兩年，並且僅在極特殊的條件下（如：台

籍配偶為低收入戶，或年滿六十五歲，或為身心障礙者等），方可投入就業市場

工作。同時對「外籍配偶」卻沒有類似限制規定。在台灣動輒大幅引進「外勞」

的同時，卻原則上禁止真正需要工作的婚姻移民在台工作，實在沒有道理。

（二）違法排除補助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針對遭遇各種生活困難（如：虐待）的婦

女，給予各種金錢補助。這個法律是以「需求」而非「身分」為基礎，因此並沒

有任何規定排除「外籍」或「大陸」人民。因此，新移民女性（無論是來自「外

國」或「大陸地區」）若在生活中不幸遇上各種困境，理應可以依法申請補助。

48 8 U.S.C. §§1154 (a) & 1186.
49 Id . §§1154 (a)(1)(A)( i i i ) (bb) & 1186a(c)(4) .
50 Id . §§1186a (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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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據知部分地方政府，卻往往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逕行作國

籍上的差別待遇，認定「外籍」或「大陸」配偶不適用這個規定。51這樣的差別

待遇，完全沒有顧及母法原本的設計目的，而僅從行政便利（有戶籍才照顧）或

對「外人」的偏見（資源要優先給予「我國國民」）而生，其實已經構成了「原

籍歧視」（national origin discrimination）而不自知。而這更使得遭受虐待、性侵

害或其他不幸遭遇而陷入困境的新移民女性，無法尋求救濟，受到二次傷害與打

擊。

（三）歸化障礙

如果婚姻移民想要徹底地「作台灣人」，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照理我們應

該是舉雙手歡迎。不過，相關法令中又設了一些不該有的障礙。

第一個是「財力限制」。

「需財力證明方可取得國籍」的規定，在實務上已經使得許多跨國通婚家

庭，為此焦頭爛額。舉例而言，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對於「以

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申請歸化」，設有財力要求—平均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二

倍，或最近一年存款達基本工資之二十四倍。52這不是意味著，貧窮夫妻沒有長

久共同生活之權利！53

第二，則是「語文與基本權利義務考試」。

51 許多地方政府通常是以「設籍於本縣」當作門檻。但外籍與大陸配偶，

並不能在台灣地區正式「設戶籍」，因此被排除於保護範圍之外。這種

「戶籍等於國籍」的制度，也充斥在我國的法制中，形成非常怪異的現

象。事實上，部分縣市（如台北市與台北縣）在實務上認定，外籍配偶

雖然沒有設戶籍，但在戶籍登記上至少於備註欄有登記姓名，故亦可領

取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之補助。甚至換個角度來說，「設籍」未

必不能解釋成「實際居住於當地」。可見「排除給付」的解釋並非必法

律上的必然。
52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2 條

規範了原籍大陸人民申請定居之財力要件，與外籍人士歸化之規定相當。
53 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2

條（規範大陸人民「定居」台灣）也有相同的財力要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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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在 2005 年修正通過國籍法，明文規定外籍配偶必須經過認證、考試，

確定其「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方可許可取得我國國

籍。這樣的措施，顯然是從「我們」的「優越」眼光來挑選、檢驗「他們」54；

不但沒有培力（empowerment）55、協助的效果，在今天台灣法律與社會的情境

下，只會讓外籍配偶與其家屬的處境更加困難！

「考試及格才能入籍」的最根本問題是：沒國籍，沒人權！缺了一張身分

證，在台灣生活真是寸步難行，還要遭到隨時可能被驅逐的命運。在這些婚姻移

民還沒有取得「國籍」（也就還是「外籍」配偶）的情形下，我們的法律制度對

他們幾乎是沒有任何保障的。56既然「身分證」是移民享有基本人權的「起點」，

54 「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並不需要定期檢定是否具備「我國基本

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所有讀者可以捫心自問，在當今

台灣大學生的中文程度都被認為一塌糊塗的今日，外國人該如何準備中

文考試？當台灣總統自己把「中華民國憲法」批評為「烏魯木齊憲法」，

當台灣人對自己的國家認同都還在爭議不休的時候，憑什麼拿來考外國

人？可參照邱雅青，南洋姊妹們對國籍法的看法，收於夏曉鵑編，『不

要叫我外籍新娘』，頁 92-95（ 2005）。
55 「培力」（亦有譯為「賦權」、「增能」、「增勇」等）的概念，係指

「強化主體自己的能力」。此一概念在國內法學界似尚未熟稔，但其實

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早已耳熟能詳。參閱如：夏曉鵑，識字與女性培力—
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第 3 卷第 2 期，頁

41 以下（ 2003）；李瑛，新移民婦女「賦權」教育之哲學省思，哲學論

集，第 37 期，頁 147 以下（ 2004）；趙剛，跳出妒恨的認同政治，進入
解放的培力政治—串連尼采和工運（或社運）的嘗試思考，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 30 期，頁 77 以下（ 1998）。至於在英文法律文獻，以 empowerment
為 主 題 者 ， 則 早 已 不 勝 枚 舉 。 See e.g . Deborah Ramirez, Multicultural

Empowerment—I t’s Not Black and White Any More , 47 STAN . L. REV . 957
(1995); Tadd M. Johnson & James Hamilton, Self-Governance for Indian
Tribes—From Paternalism to Empowerment , 27 CONN . L. REV . 1251 (1995)

56 政府官員這時又最愛拿「美國也這樣」來類比。美國的「公民歸化」確

實有考試制度，但美國與我們有以下非常重要的差異—
一、 美國只考基本語文與政府與歷史基礎知識，而且明文規定不得過

難，同時也對年齡較大以及身心障礙者給予豁免規定。

二、 美國有完整的「永久居留」制度，取得綠卡的外國人，受到相當高

度的平等保障。因此「公民身分」的重要性遠低於我國。外國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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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當「門檻」！

四、次等國民—貶值的身分證

照理來說，婚姻移民一旦歸化，就應該不折不扣成為台灣人，享有一切國

民應有的權利。「次等國民」從憲法保障全體國民的角度來看，是不允許的。

但兩岸條例第 21 條，卻明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

教或公營事業機關 (構)人員及組織政黨」。亦即，即便妳（你）已經排隊多年，

合法定居並拿到身分證，甚至可以投票選總統，依然不能擔任「任何公職」！57

要知道，一旦「大陸配偶」定居並設籍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定位上就已

經不再是「大陸地區人民」，而是不折不扣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國民」，

是可以選總統的「頭家」。無論採「憲法一中」還是「一邊一國」，甲女都是「構

成國家之要素」（見釋字 558）。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拿「限制大陸人民權益有

其必要」來限制這個類型的新移民—她（他）已經是「自由地區人民」了。既然

要許可「外人」入籍58，就表示接納他／她成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理當心手

相連，享有相同待遇與尊嚴。若對自己「國民」仍疑神疑鬼，豈不令人心冷？兩

岸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對原籍大陸之國民予以歧視，既不公平又無必要。

五、欠缺制裁社會歧視、促進多元的反歧視法

不只公部門的歧視會傷害新移民，社會瀰漫著的貶抑與敵視氣氛，會造成

更嚴重的後果。但我們的法律卻放任、容忍這種情況。

（一）社會歧視欠缺反歧視法的制衡

新移民女性們由於他們原有的口音、外觀等特徵，在台灣這個欠缺多元文

並不那麼需要美國國籍。
57 無分相關職位是否影響國家安全，包括清潔隊員或是基層的公務人員，

都不能擔任。
58 如果她（他）真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應該是一開始就不允許入境，或

將其驅逐出境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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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薰陶，又充滿種族歧視的社會，受到許多不利的待遇。包括不雅且帶有貶抑的

稱謂（如：大陸妹、外籍「新娘」），就業交易的困難與排擠等。現實上，「沒

有身分證」往往更強化了這些社會歧視效果：銀行開戶困難、謀職困難、辦信用

卡困難…雖然「理論上」，身分證有時並不是從事工作與交易的「法定要件」，

但他人或因無知，或因故意歧視，卻造成了新移民的困境。

在此時，我們的政府從未大力宣導「居留證即可開戶」？更沒有制定人權

法、反歧視法，對於僅因「沒有身分證」而歧視新移民就業、開戶、交易的台灣

人給予任何制裁。也因此，我們容忍歧視與欺凌，卻不願透過法律排除歧視，進

而積極塑造一個多元寬容的社會環境。

以美國為例，法院明確宣示：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均受憲法平等保護條

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之保障。政府原則上不得以其外國人身分

（Alienage）或原籍地（national origin）而給予差別待遇。59因此，具有永久住民

身分者，除工作、生活、教育與公民並無實質差異外，甚至有權擔任州政府層級，

非涉政治功能的各項公職，60也可以享有絕大部分之社會福利。而各種民權法

（Civil Rights Laws），亦禁止私人的國籍歧視或原籍歧視。61因此，除了政治性

質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外，永久住民享有相當完備的生活與社會權利。

（二）歧視語言欠缺制裁

台灣社會對婚姻新移民的歧視，除了展現在「行為」之外，也體現在「語

言」之中。以下舉三個的實例。

例一：在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的離職記者會上，有記者為了要「為大陸配

偶請命」而問道：「何時開放大陸配偶從事八大行業」，「台灣男人也喜歡這種

59 E.g. Graham v. Richardson, 403 U.S. 365 (1971)（對外國人予以差別待遇

之措施，應受憲法嚴格審查。因此州法規定排除外國籍人民領取社會福

利，被認定違憲。） .
60 E.g. Sugarman v. Dougall , 413 U.S. 634 (1973) .
61 美國聯邦與各州之民權法均禁止種族歧視與原始國籍（ national or igin）
歧視。而解釋上往往及於特別保障外國人。移民法更明文禁止在就業領

域對移民予以歧視（ 8 U.S.C.§13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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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62

這種擺明把婚姻移民當娼妓看待的用語，在歐美會被當仇恨言論來懲處；

我們的大記者居然公開說出，各媒體照載，而且從邱副主委以下沒有人做任何糾

正或譴責！這位記者敢不敢把「大陸配偶」換成「原住民族」試試看？根本就是

欺負中國女性移民敢怒不敢言嘛！63

例二：中時晚報在四月一日也登出一篇由該報記者所寫的評論文章「新移

民天堂」。內容指出：大陸與外籍新移民，已經快要「淹沒」台灣了。而且大陸

配偶不知照顧兒女，責任都丟到老榮民與政府身上。我們一直給移民與新台灣之

子各種優惠與福利，納稅人都是「替別人養小孩」云云。64

它無視新移民女性承擔絕大部分家務工作、填補社會安全網漏洞的貢獻；

又把「新台灣之子」入學的基本權利說成「優惠」；更將一切對新移民的最起碼

人道待遇都當成是「我們」的「施恩」。這樣的論述，既不符事實，也極不公允。

但是卻在大報的評論（注意，不是外人的「投書」）刊出。實在讓人心寒！65

例三：立法委員廖本煙指稱，越南曾遭美軍以落葉劑攻擊，因此越南新娘

可能有「餘毒」，造成「新台灣之子」的健康問題，因此應嚴格實施健康檢查。
66在遭到強烈抨擊67後，廖本煙委員道歉並改口說這是為越南新娘好，而且只是

62 黃 國 樑 ， 邱 太 三 告 別 秀 ； 女 記 者 ： 想 念 你 的 小 窩 ， 聯 合 晚 報 ， 2 版

（ 2005.4.1）。
63 廖元豪，媒體語言中的種族歧視，蘋果日報，論壇（ 2005.4.4）。
64 洪茗馨，新移民天堂，中時晚報， A2（ 2005.4.1）。
65 參閱廖元豪，前揭註 63 文。其他的批評意見，參照施威全，移民天堂？，

中時晚報，A2（ 2005.4.4）（刊登一篇回應批評，算是「平衡報導」？）；

苦 勞 評 論 ， 大 媒 體 ， 小 遺 憾 ？ ， 苦 勞 網 ， available at

ht tp: / /www.coolloud.org. 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 lstander .asp?ID=1
05167 (last visi ted, Apr. 23, 2005) .

66 參照 TVBS 報導「他們這樣說外娘 立委：查有無餘毒」， available at

ht tp: / /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li l i20060331181400
June 20, 2006) .

67 參閱林金惠，廖立委，你錯了，中國時報， 2006.4.4；高有智，越娘餘毒
說引發抗議，婦團抨擊廖本煙歧視，台聯道歉，中國時報， 2006.4.5；黃

乃輝＆潘榮吉，我是「劣幣」的爸爸，聯合報， 2006.4.5；王增勇，遺毒
說，比戴奧辛更毒，聯合報， 2006.4.8；許嘉恬，廖本煙請立刻道歉，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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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衛生主管機關關心她們。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每當有所謂「越傭凌虐雇主」或「外籍勞工

涉嫌犯罪」的事件，各電子媒體就傾向於以誇張的方式大幅報導。它們鮮少（如

果有的話）追問：這些案子是零星、偶發個案，還是普遍現象？「外勞」的犯罪

率真的高於「正港台灣人」嗎？68藍佩嘉教授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外勞的犯

罪個案在媒體曝光時，嗜血的報導風格經常把部分與整體混為一談，把個別外勞

的犯罪，延伸為該國外勞或是全體外勞的道德缺陷」。69而對於新移民女性，媒

體強調「假結婚真賣淫」等偏見刻板印象的興趣，遠高於關懷她們在台灣所受的

歧視與不利處境！更遑論深入探究「為什麼『我們』需要『她們』？」或「我們

怎樣珍惜『她們』？」

前述的幾篇報導與評論，顯示了當前新聞媒體對於新移民處境的的歧視態

度。而這樣的態度，也恰恰反映了當前台灣當前的本土種族氣氛。日常生活、媒

體，乃至學術論述中的稱呼、語言，以及其他貶抑，都會反映這種歧視文化。配

合我們一向對膚色、性別與語言的階層排序概念，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人士，

也就成為歧視的對象了。即便是高階政府官員，也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冒

出一些非常不妥，沒有人權考慮的用語。70

媒體與政治人物或許只是媚俗地「反映」這樣的歧視文化。然而無論是平

面或電子媒體，在大眾文化上的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普通人。甚至可說，在大眾媒

體的時代，媒體所展現的「虛擬真實」有時可能比「現實」還有影響力！因此，

媒體的歧視，不僅是單純的「反映」歧視，它更有「強化」歧視的效果！例如，

果日報，2006.4.7；王麗美，廖本煙所不知道的越南，聯合報，2006 .4 .9；
廖元豪，誹謗一人有罪，誹謗族群沒事？，聯合報， 2006.4.6。

68 事實上，外勞的犯罪人口率明顯低於台灣本國人。根據警政署 2003 年的

統計，外勞的犯罪（嫌疑）比率為 0.08%，本土台灣人則是 0.7%。後者

遠高於前者。
69 藍佩嘉，種族歧視修辭學，中國時報， A15（ 2005.4.8）。
70 如：日前立法委員質詢內政部部長蘇嘉全有關「靖廬女子洗冷水澡」之

事項，蘇部長竟然回應曰：「不能對她們太好！」。見 TVBS 相關報導

（ 侯 沛 岑 ＆ 鍾 德 榮 ， 靖 廬 女 子 洗 冷 澡 ， 蘇 嘉 全 冷 言 以 對 ， available at

ht tp: / /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 .asp?no=alisa20050318175732 (last
visi ted, Apr.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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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本對婚姻移民並無惡感的人，可能因為媒體三天兩頭（選擇性地）播放或

評論「外籍新娘」或「大陸新娘」假結婚真賣淫，或是拋夫棄子的新聞事件，而

對新移民女性產生偏見。也許某個人原本對外勞心存感謝，認為他們辛苦地擔任

了許多台灣人不願意廉價從事的工作，但卻因為「外勞逃跑」、「槍擊要犯使用

外勞卡」之類的報導，排拒感油然而生。使得原本不利移民與移工的台灣（經濟、

政治、文化等方面）環境，更加敵視與惡劣。

從人權的角度來說，媒體的偏見報導以及政治人物的不當言論，助長了歧

視的文化，鞏固了排外歪風，而使得移民與移工在台灣遭受到本土主義型的種族

歧視，侵犯了移民與移工的平等權、人格權，同時也對他們的工作權產生不利影

響！這是亟需檢討反省的現象。

而其影響呢？這樣的文字用語，出現在媒體（包括號稱「質報」的大報社評），

跟街頭巷尾的隨口說說，是不一樣的。依恃「第四權」光環而表現出的文字，加

上無遠弗屆的傳播效果，會讓不知情的讀者相信這些「錯誤的印象」。於是形成

或至少強化「敵視」或「鄙視」新移民女性與其子女的氣氛。今後任何給予她們

的福利措施，不會被公眾認為是「她們應得的」，卻會被視為「浪費台灣有限資

源」。71而社會原本充斥著的歧視行徑（拒絕就業機會，排斥與其交易等），也

會在沒有「反歧視法」的情況下更加蔓延。

就新移民女性而言，這樣的訊息以一種擬似客觀中立的方式，反覆地在大眾

媒體出現。等於是重複地告訴她們：「妳們是次等」「妳們不配這些『優惠』」。

將更可能懷著自卑、鬱悶，乃至敢怒而不敢言的情緒，痛苦地在台灣生活。這些

痛苦，往往不是主流族群所能體會—因為你我不是受害者！

不少研究顯示，歧視性的語言對於被攻訐的少數族裔，有著明顯的心理、生

理，與公民權利的損害。例如，Richard Delgado 即曾仔細分析種族侮辱（racial
insults）之傷害。72指出，由於「種族」基本上乃是個人無法擺脫的身分。因此，

面對「基於種族」所做的攻訐，被攻擊族群的受害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好默

71 參 閱 夏 曉 鵑 ， 婚 姻 移 民 佔 用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 ， 中 國 時 報 ， 名 家 專 論

（ 2004.3.14）。
72 See Richard Delgado, Words That Wound: A Tort Action for Racial Insults ,

Epithets, and Name Call ing, in WORDS THAT WOUND : CRITICAL RACE

THEORY , ASSULTIVE SPEECH , AND THE F IRST AM ENDM ENT 89-110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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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承受。在這樣的壓力下，很容易產生自我憤恨（to hate one’s self）或乾脆忘卻

自我存在（to have no self at all）。羞辱、隔離與自恨的心情，會造成當事人對自

我價值之存疑。同時更進一步會影響受害人與自己所屬族群成員之人際交往能

力。這種心理傷害會累積、持續，而且不會因為被害人取得高社經地位而消失。
73甚至會影響受害者教養子女之能力，進而形成下一代的失敗主義心理。74 75

而媒體的歧視論述，對於台灣當前的新移民女性而言，會形成相似的傷害：

她們對於「非我族類」的身分，永遠無法擺脫（即便已經歸化取得身分證，還是

會被當作「外人」76），因此這些污名標籤，也就永遠跟著她們，甚至釘在她們

的子女身上。新移民作為一個族群，這種「低劣」、「浪費資源」、「外來入侵

者」的形象，根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且，無庸置疑的，同樣是女性婚姻移民，

如果她們是來自日本的黃種人，或來自美加歐洲的白種人，絕對不會受到這麼深

的歧視。她們的種族、膚色，其實決定了她們的命運！

這或許就是為何我國已簽署並批准的聯合國「消弭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第四條明文

規定，所有批准該條約的國家，必須禁止種族主義之宣傳與其他歧視語言的原

因。我們目前的法律，對於此類惡劣言論，近乎無能為力。77

六、小結與評論—本土種族主義（Nativism）為基底的法制

綜觀我國現今的移民法制與政策，其實充斥了本土種族主義（Nativism）的

73 See id . a t 91.
74 See id . a t 92.
75 有關此類仇恨言論惡果的進一步探討，參閱 R ICHARD DELGADO & JEAN

STEFANCIC , UNDERSTANDING WORDS THAT WOUND (2004); ALEXANDER

TSESIS , DESTRUCTIVE MESSAGES : HOW HATE SPEECH PAVES THE WAY FOR

HARM FUL SOCIAL MOVEM ENTS (2002) .
76 參閱廖元豪，「海納百川」或「非我族類」的國家圖像？—檢討民國九
十二年的「次等國民」憲法實務，收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

教授紀念論文集』，頁 279 以下，頁 301-304（ 2004）。
77 「公然侮辱」與「誹謗」的刑責，以及民法上「妨害名譽」的損害賠償，

都必須以「直接指摘特定人」為要件。所以，如果廣泛攻訐「所有」的

外籍或大陸配偶，反而在法律上沒有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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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基本上把婚姻移民，尤其不符合「全球種族差序」（global race hierarchy）
的移民當成入侵者、低劣種族而應排拒或限制的族群。78許多移民法制中的規

定，若是適用在「典型台灣人」的身上，必然遭到強大的反彈與違憲指摘；但適

用在「外人」身上，卻鮮見反省。

為什麼台灣這樣一個「移民社會」，其法律政策卻完全沒有反映出移民國

家所應有的多元文化，更沒有對於與漢人台灣移民同樣篳路藍縷的新移民，給予

歡迎與擁抱？反而是展現了如此「非我族類」的排拒？又，台灣在近年來發展出

的「民主」與「人權」論述似乎也鮮少在移民政策與法律上發生作用。雖然我們

宣稱「人權立國」並以此自豪地區分與中國共產專制政府之不同，雖然陳水扁總

統說過「不管我們的母親來自越南或台南，每一個人都享有一樣的地位與尊嚴」，

但落實在現實上、政策上，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在民主國家，法律與政策反映了政治體制的基礎思維。移民法制與政策更

涉及了「我們」如何定位自己，怎樣看待「他們」！79尤其在我們愈發強調「台

灣主體意識」、「新國家認同」的時候，移民法與政策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反省：

我們要如何「想像」台灣這個「共同體」？我們要選擇成為什麼樣的「國」？很

明顯也很遺憾的，現行移民政策所反映的「國族圖像」，是相當排拒而保守的。

除了傳統上就欠缺移民國家的思維與多元文化的認知外，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

可能就在於台灣新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的碰撞。

參、台灣新國族主義與全球化衝突下的代罪羔羊

一、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的衝突

所謂台灣的新國族主義，係指近年來台灣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主權獨立、自

78 關於本土種族主義的論述與批判， see generally IM M IGRANTS OUT! , supra

note 43; JOHNSON , supra note 16.
79 See e.g . B ILL ONG H ING , DEFINING AM ERICA THROUGH IM M IGRATION POLICY

(2004); W ILLIAM A. BARBIERI JR . , ETHICS OF C ITIZENSHIP : IM M IGRATION

AND GROUP R IGHTS IN GERM ANY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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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政治共同體之意識型態。80而在台灣新國族主義崛起的同時，卻也是全球化

「去國家化」趨勢席捲，加上台灣新（婚姻）移民大量湧入的時候。新國族主義、

全球化，與婚姻移民三股趨勢恰好在相近的時節重疊在一起，造成或強化了新移

民受到歧視的原因。

無論是那個版本的「國族主義」，當然都會強調「國家」的重要性。但「全

球化」（globalization）雖並沒有明確的定義甚或具體內容，卻很清楚地指涉了

一個動態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或「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的權力重組過程。81在這個趨勢下，「國家」雖然仍是最重要的政治組織，但其

重要性已逐漸衰退。至少不再是「唯一」或「永遠」的主角。國際組織、跨國公

司，與各種 NGOs，漸漸也成為國際政經拉鋸鬥爭的主體。82

這時，強調國家尊嚴、主權至上、族群想像的「國族主義」，就很可能與

「全球化」發生緊張關係。質言之，全球化往往會衝擊傳統國族主義所著重的主

權、國族、公民等概念，使之逐漸喪失原有的重要性。83很明顯地，對於極力證

明自己這「國族」有尊嚴、自主的人們，「去國家化」的壓力卻是很令人挫折的。

在此等挫折下，尋求情緒的出口，似乎也相當正常。此外，國族主義的建構，本

就必須要界定自我（誰是「我族」—台灣人如何定義？），同時往往要尋找敵對

80 關於此一議題，參閱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 1993）；施

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 1994）；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

與國家認同』（ 1998）；趙剛，『超越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

（ 1998）；成露茜，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48 期，頁 15 以下（ 2002）。
81 See e.g . Jost Delbruck, Globalizat ion of Law, Poli t ics, and

Market—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Law—An European Perspective , 1 IND .
GLOBAL LEGAL STUD . 9 , 11 (1993); PETER D ICKEN , GLOBAL SHIFT :
TRANSFORM ING THE WORLD ECONOM Y 1-8 (3d ed. 1998); ALFRED C. AM AN ,
JR . , THE DEM OCRACY DEFICIT : TAM ING GLOBALIZATION THROUGH LAW

REFORM 1-2 (2004) .
82 See 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izat ion as Hydridizat 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99-105 (Frank J . Lechner & John Boli eds. , 2000) .
83 See STEPHEN CASTLES & ALASTAIR DAVIDSON , C ITIZENSHIP AND M IGRATION :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2000); Linda Bosniak,
Citizenship Denationalized , 7 IND . GLOBAL LEGAL STUD . 447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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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otherness）。84多重因素交雜之下，台灣與許多發生排外風潮的國

家一樣，對於「外籍配偶」予以歧視，似乎也是「有所本」的。

而在這個當口，剛好又有數量龐大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籍女性婚姻移民來

到台灣，多少成為國族情緒的宣洩管道。

二、全球化衝擊台灣國族主義—國家主權受制於全球因素

首先，在國際政治上，我們的「國家主權」實際上飽受壓迫。先別說在中

國大陸的壓力下，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打壓。即便我們「最友好」的「盟邦」美

國，也鮮少以尊重平等的「主權國家」態度對待台灣。85台灣比其他國家更容易

對「美國牛肉」開放進口、美國官員公開或私下對我國總統的各種文告品頭論足、

把台灣當凱子的軍購項目與價額…那個期待「主權尊嚴」的台灣人面對這種情

況，不感到挫敗？連食品檢疫與總統文告都必須受制於外國，主權獨立云乎哉？

其次，在資金全球迅速流動的今日，台灣與其他害怕資本飛逝（capital flight）
86的國家一樣，都亟亟於吸引或留住資本。於是，對於跨國企業以及甚至「本土」

的資本家，基本上至少必須採取著「不得罪」的態度。在管制措施上戰戰兢兢，

不願被批評為「不友好投資環境」。但悲哀的是，即便如此，一旦有需要，多麼

「本土」或「友好」的資本（家），還是會隨時拋棄台灣。87即便不用這麼極端

的方式，資本全球化的今日，跨國資本亦可非常輕易地規避任何的「外資」管制。
88形式上的「主權」，完全無法擔保各類的管制政策能夠實現。

84 See Joe R. Feagin, Old Poison in New Bott les: The Deep Roots of Modern
Nativism, in IM M IGRANTS OUT , supra note 43, at 13, 16.

85 當然，美國對於其他國家，也未必尊重人家的主權。
86 See D ICKEN , supra note 81, at 86, 119-21, 444; GEORGE SOROS , OPEN

SOCIETY : REFORM ING GLOBAL CAPITALISM 167-207 (2000); SASKIA SASSEN ,
GLOBALIZATION AND ITS D ISCONTENTS :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195-200 (1998) ; ROBERT WENT , GLOBALIZATION :
NEOLIBERAL CHALLENGE , RADICAL RESPONSES 28-30 (2000) .

87 行政院經建會致力於留住「拜耳」，以及奇美企業的許文龍先生支持反

分裂法，都是明顯的例子。
88 行政院新聞局必須以扭曲法律條文的方式，才能規範 TVBS 的「外資」，

就是一個例子。另外，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撤銷行政院新聞局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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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經兩個層面，我們都看出，全球化的確對於台灣「主體性」或「國家

尊嚴」的建構，有著負面的衝擊。讓正在努力建立自主尊嚴的「咱台灣人」，感

到挫折與失落。

三、代罪羔羊—新移民女性

在這個關頭，新移民女性為何會（或說「可」）成為受挫的台灣國族主義

之宣洩出口呢？

簡單來說，一方面，新移民女性衝擊了傳統的台灣國族想像；另一方面，

她們是一群我們「欺負得起」的人，而且她們的人口特質，完全符合與本土種族

主義結合後的惡質國族主義之「他者」想像。

傳統的「台灣人」形象，是漢人中心主義，頂多加上被邊緣化的原住民族。

而許多台灣國族主義者所追求的「台灣民族」形象，也是以漢人為典型。但近年

湧入的「外籍配偶」，卻多是來自東南亞（越南、柬埔寨、泰國、印尼等）這個

雖然鄰近，但我們卻極不熟悉的地方。語言、膚色與文化的差異，使得許多人一

時難以接受她們是「台灣人」。89

另外幾個因素，也強化了「我們」歧視這群「非我族類」的動機：外籍、

種族、階級與性別。

首先，（歸化前的）新移民女性是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又是來自一

理由，也提及亞太媒體中心「引進外資」之目的，以及從國際化、自由

化之角度探究「外資限制」之意涵的論述，亦頗有可參照之處。（院台

訴 字 0950086813 號 ， 2006/5/9 ， available at

ht tp: / /www.ey.gov. tw/ct .asp?xItem=24733&ctNode=66&mp=1 (last visi ted
June 20, 2006 ）

89 有次演講新移民人權的議題後，有兩位碩士班研究生前來提問：「老師，

我們確實認為新移民的人權受到壓抑，可是我們也很難接受說，十年後

台灣人裡面每幾個人就有一個是膚色較黑又帶有口音的東南亞血統耶。」

可見「漢人中心主義」的迷思，即便年輕知識份子也未必能夠擺脫。

這種「國族 -種族本質論」的憂慮，也出現在歐美著名的學者。如 SAM UEL

P. HUNTINGTON ,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 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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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我們認為屬「落後國家」的國家（而非歐美日等「上國」！）。而以「大陸

配偶」而論，更是來自落後又野蠻的「敵國」！

其次，新移民女性的種族與漢人有異，又非膚色白晰的高加索人，因而落

入我們不自覺的「全球膚色階層」中較低階的位子。90

第三，新移民女性不但來自「比我們貧窮」的國家或地區，也通常嫁給台

灣中下階層的男性。

最後，新移民是女性，是我們這個社會普遍認為須依靠男性養家活口的第

二性。

國籍、種族、階級，以及性別的四重不利地位，使得她們在台灣這個從未

受過民權運動與「反歧視」（antidiscrimination）浪潮洗禮的地方，受到了多重

歧視。「我們」可以面對「她們」，大聲地說出我們的驕傲—台灣人比你們強，

台灣比你們的祖國好，我們要「挑選」你們（藉由財力證明、面談、入籍考試等

機制），並且把「不合我們期待」的送回去…

總之，新移民女性我們找到了一個展現「台灣人驕傲」的場域。

但，為何台灣的「人權」論述尚未能夠對她們產生培力、保障等作用呢？

憲法學界與司法實務發展多年的「基本權」理論，為何難以馴化「巫毒國族主義」

（voodoo nationalism）91的怪獸呢？

從歷史上來看，國族主義的精神動員力本就遠非空洞、去脈絡化的自由主

義或普世人權論述所能對抗。92而從邏輯上來說，誠如 Kevin Brown 於分析美國

的種族與法律問題時所指出，「國族主義」與原子式的「個人主義」是平行而難

以調和妥協的兩種認知架構（conceptual structure），涉及了非常深層基本認識論

與價值觀的差異。93因此，如果台灣的人權法學論述，只以抽象空洞的方式大談

90 同樣是「外籍配偶」，一般大眾與媒體對於來自「俄羅斯」的瑪格麗特

（白人），與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姊妹（非白人）們就顯有差異。

而當「竹科工程師」與來自「烏克蘭」的女性集體相親，媒體報導與閱

聽者的反應，相信就與東南亞婚姻移民的態度不同。
91 參閱趙剛，前揭註 80 書，頁 153-155。
92 參閱趙剛，同上註，頁 155-162。
93 See KEVIN BROWN , RACE , LAW AND EDUC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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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普世人權」等概念，卻未能深入探究台灣國族主義、全球化、

跨國遷徙等「法律背後」的脈絡背景問題。那麼是無法因應「新國族主義 vs. 全

球化時代」帶來的衝擊的。因為法律概念（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人性尊嚴…）

本身只是空殼子，需要靠價值觀以及對當前環境的基本理解來填塞。不圖此舉，

操作、解釋法律的人即使口口聲聲「基本權」，但在解釋何謂基本權，如何保障

基本權的時候，則會不自覺地受國族意識影響而不自知。如此也無法面對台灣的

現實處境，發展出務實而有戰鬥力的人權論述。

本文以下即試圖做一個初步的努力，在全球化的背景理解下，建構「移民

人權」的基礎。

肆、移民人權的新基礎

—從全球化角度重構移民政策的預設基礎

由於全球化理論94與現實在以下幾個方面改變了傳統法律的預設背景—特

別是移民法以及憲法有關平等的論述方面—移民法制同時自然也應該因應進行

修正。

首先，對於移民，特別是台灣近年婚姻移民的「成因」，應該有新的認識。

在許多人刻板印象中，「外籍新娘」的成因是單向的：台灣生活環境好，

東南亞窮，所以她們一心想要來台灣過好生活。在這樣的簡單論述下，「外籍新

娘」來台灣，是我們台灣施捨給他們的恩惠；而他們被定位為外來入侵的「資源

掠奪者」。

POST-DESEGREGATION ERA: FOUR PERSPECTIVES ON DESEGREGATION AND

RESEGREGATION (2005) .
94 審稿人指出，全球化似不應窄化為「資本國際化」，並認為本文應對此

一概念作更精確的說明。

全球化的確如審稿人所云，是一個相當分歧的概念。但經濟、政治等方

面的「去國家化」則似是已被公認的全球化現象。而這個概念的簡介以

及與本文的關聯，請參照本文第參部分的第一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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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法律相當程度展現了這樣的預設。因此，門檻、篩選、檢驗等機制

不斷增加；「人口素質」這種與「普世人權」完全牴觸的納粹優生學論調也屢屢

出現在政府、學者與媒體口中。法律上沒有給予新移民女性任何免於歧視與壓迫

的「權利」（平等公民所應享有者），卻很願意以三十億基金給予施恩式的「照

顧」（次等地位的被施恩者）。

然而，近年來較具有全球化眼光的國際遷徙研究者，早就指出這種單向推

拉理論成因的缺失。Saskia Sassen 指出，美國自從 1960 年代以來的移民，其實

主要成因來自美國本身跨國性的軍事、政治、文化與經濟行動及因應全球化競爭

的需求。95移民與移民政策絕非單純的人道或個人選擇之問題。96相反地，Sassen
認為美國應該承認它要為移民的形成，負絕大部分的責任！97亦即，移民的形

成，是移入者與接受國的「共業」，是一個相互需求的結構；而不可歸責於移民

的一方。

跳到台灣的背景，夏曉鵑98也引用依賴理論的分析指出：近年來台灣婚姻移

民的形成，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甚鉅。資本主義下之扭曲發展，使得東南亞大

批農工人口發生生存問題，而台灣也產生類似的農村空洞化與低技術勞力人力難

以生活的問題。加上台灣與東南亞的投資關係，兩者遂搭上了線。99

95 See SASSEN , GLOBALIZATION AND D ISCONTENTS , supra note 86, at 34-43.
See also Jeffrey S. Passel & Michael Fix, U.S. Immigr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 2 IND . J . GLOBAL LEGAL STUD . 5 , 6-7
(1994) .

96 See SASSEN , id . a t 31-32.
97 See id . a t 49-50.
98 審稿人指出本文有關「全球化乃是跨國婚姻成因之一」的論斷，僅引用

夏曉鵑之片斷研究成果，似嫌薄弱。

作者感謝審稿人的指正，本文已儘量補充更多文獻。

台灣目前對婚姻移民的結構因素研究，除夏曉鵑外，的確較為欠缺。但

夏 教 授 的 研 究 本 身 相 當 紮 實 且 完 整 。 且 本 文 並 無 建 構 全 面 性 理 論 的 野

心，僅在藉由 Sassen 與其他全球化理論，指出傳統推拉論的不足，並說

明婚姻移民乃是結構性現象。事實上，以「推拉理論」來說明台灣近年

來的婚姻移民，似更無充分的實證或理論依據。
99夏曉鵑，『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頁 161-190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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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邊緣化的台灣低技術男性，除在經濟上難以生存外，其在本國婚姻市場上的

價值更為滑落。另一方面，在東南亞地區，由於資本國際化所造成的農村破產、

失業等問題，產生了大批希望藉由轉往較發達國家以解決生存危機的勞動者。在

熟稔兩地需求的婚姻掮客的推波助瀾下，台灣與東南亞之間的「婚姻移民」於焉

形成。100

從這種結構性的理解觀點來看，婚姻移民現象不僅是「外籍新娘」追求「更

好環境」所做的選擇，也同時是為了滿足台灣的空缺與需求。因此，新移民女性

其實不是來搶奪資源，而是對台灣做出貢獻！101她們不僅嫁給台灣人，填補農村

與低技術勞力的男性在婚姻生活與傳宗接代需求上的空缺。同時也填補了台灣千

瘡百孔的社會安全網—照顧老小。龔宜君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台越之間的跨國

婚姻，有許多乃是出於台商依靠著與越南籍女子的婚姻，以規避越南保護本地人

之法規來進行投資—是台商需要越南配偶！102總之，新移民女性對台灣貢獻良

多，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保障她們的權益，絕非施恩，而是最基本的正義—她

們值得！

第二，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吾人對於「國族文化」應做更進步的理解。質

言之，東南亞新移民的移入，給台灣文化帶來新的元素，使「台灣民族」更加多

元，也提升（而非降低）了整體台灣人的素質！

在新移民進入台灣之前，我們很習慣地用傳統的、漢人的形象來設想台灣

國族。但近年來，持續接觸多樣化的東南亞風俗語言文化，已逐漸成為許多台灣

本土出生者的經驗。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因應多元文化之能力愈發重要。

從經濟角度來看，認知、容忍與理解各國的多元文化，對於培養國際貿易

人才極為重要，自無待言。除此之外，實證研究清楚地顯示，種族多元的學習團

體，遠較一元化的團體，更能夠解決問題。受僱人的種族多元性以及其在多元環

境中與人相處與做事之能力，相對的也成為雇主應該重視之特質。103在國際政治

100 同上註，頁 168。
101 較為完整的分析，參閱王宏仁，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
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0 期，頁 99 以下（ 2001）。

102 參閱龔宜君，跨國資本的性別政治：越南台商與在地女性的交換關係，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5 期，頁 101 以下（ 2004）。
103 See Scott R. Palmer , A Policy Framework for Reconceptualizing th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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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便是霸權的美國也開始了解「認知多元文化」對於國際合作甚至國內外反

恐戰爭之重要。104而在教育上，在全球化時代，培養學生熟悉多元文化，並使之

具有因應並貢獻多元社群的能力，更是教育政策極重要的任務。105欠缺多元文化

訓練的學生，容易將「我們既有的文化」視為天經地義，而以狹隘且單面向的思

維面對愈發多變複雜的環境。

對於台灣這樣一個極度依賴國際貿易，並往往要在險惡的國際政治中合縱

連橫的國家，多元文化的薰陶何其重要！而台灣與東南亞的地緣關係如此密切，

我們多數人卻對東南亞幾近一無所知（除了旅遊景點）。新移民在這方面，是我

們極重要的教育與文化資產！

總之，即便跳出本質論的、先驗的普世人權論；從正義或是功利的觀點來

看，新移民女性都值得我們感謝、尊敬與歡迎，並給予台灣國族最充分的「成員

資格」。她們都為台灣在全球化競爭中，增加了許多的正數。

伍、結語

一個國家是否真把人權放在心上，端視其如何對待弱勢族群。暫時沒有選

票，在文化、性別、階級與種族上又都居於弱勢的新移民女性，其實是我們台灣

人的心靈試金石—不保障弱勢的人權，那要人權何用？作者曾針對移民法的修

Debate Concerning Aff irmative A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D IVERSITY

CHALLENGED : EVIDENCE ON THE IM PACT OF AFFIRM ATIVE ACTION 62-63
(Gary Orfield & Michal Kurlaender eds. 2002)

104 例如，九一一事件後，聯邦調查局才發現外語人才遠遠不足因應需要，

因此開始大幅招聘並訓練懂外語之人員。另可參照 JOSEPH S. NYE JR . , THE

PARADOX OF AM 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40, 145, 168-69 (2002); THOM AS L. FRIEDM AN ,
LONGITUDES & ATTITUDES : EXPLORING THE WORLD AFTER SEPTEM BER 11
(2002) .

105 See Greg Tanaka et al . , An Admissions Process for a Mult iethnic Society ,
in CHILLING ADM ISSIONS : T HE AFFIRM ATIVE ACTION CRISIS AND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Gary Orfiel & Edward Miller eds. 2001); Kevin Robins,
Encountering Globalizat ion, in T HE GLOBAL TRANSFORM ATION READER

195-99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eds.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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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投書106指出—

政府願意提供許多家長主義式的施恩、照護，卻不願賦予移民姊妹與

移工朋友們「平等」與「對抗侵害」的培力機制。也就是說，寧可由「外籍

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撥款給某些民間團體來救助或辦活動；卻不願制定有效

的反歧視法來制裁欺凌弱者的台灣人。這其實與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奴隸主有

著同樣的心態：我們可以對黑奴友善、施恩，但絕不容許你們變成平起平坐

的「人」！

這個可嘆的現象，似乎尚未改善。「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草擬之「入

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已經提出於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中。107這個「移

盟版」的移民法草案，有著與官方版相當不同的基調—它是移民權利保障法，而

非移民管理法！108可見同是移民法，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端視主事者站在

什麼樣的想像之上。在全球化的今日，豈能抱殘守缺，抓著過時而封閉的國家圖

像來因應移民現象？

要建構一個偉大的台灣國族，台灣人不可以欺負弱小而自豪，而應以海納

百川，容納多元，以及濟弱扶傾為使命。

106 廖元豪，移民法該怎麼修，中國時報， 2006.3.29 時論廣場。
107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議案參考資料：內議第 007 號（ 2005.12.26）
（徐中雄等六十四名委員提案與連署）。

108 筆者曾與內政部、境管局等官方代表協商法案，就赫然發現政府主要決

策幕僚，一度對於「移民人權」仍懵懂無所知，甚至極度排斥在移民法

內放入任何人權保障的條文。境管局官員甚至當著人權團體的面，公然

說出「請關心兩千三百萬人的『人口素質』」的說法而不自覺不妥。相

關報導，可參閱林倖妃，歧視外籍新娘，吳振吉被批種族主義，中國時

報， 20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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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以反奴工論述挑戰外勞體制的可行性

廖元豪 *

一、前言：從高捷泰勞事件談起

今年（ 2005）八月廿一日，高雄捷運工程中的泰籍國際移工（即

所謂「外勞」）為他們長期所受的剝削與凌虐奮起抗爭。透過媒體的

播送與報導，大家看到瘡痍滿目的場景，卻也同時見到了泰勞是生活

在什麼樣的惡劣環境下！這個事件，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台灣經濟

成長背後的血淚與醜陋，也是一個讓台灣人反省自身的契機。

然而，在抗爭事件的當天，就聽到警方誓言要追究並可能遣返「帶

頭滋事者」。整體論述的方向，就是將抗爭的泰勞當作罪犯處理。至

於抗爭的原因，雇主與管理者的壓迫剝削責任，似乎全然不在執法單

位關切的範圍之內。

即便到了今天，拜政商弊案之賜，泰勞事件雖然還在鎂光燈的焦

點下。但檢警單位與媒體，到底是怎樣看待這些點醒我們台灣人腦袋

的泰國朋友的呢？主流的觀點大概包括：

第一，他們是暴動者，破壞我們秩序的罪犯。所以要繩之以法。

第二，他們的犯法其情可憫，所以雖然仍應接受法律制裁，但或

可施恩從輕量刑。

第三，他們證明了政商貪瀆勾結「弊案」的存在。

*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泰勞抗暴法

律後援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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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媒體所揭露出歷歷在目的「迫害」（狹隘的生活空間、森

嚴的門禁、貶值的代幣、電擊與言語威脅、護照被扣留、工資被刻

扣…），卻沒能讓「泰勞權益」以及「加害者責任」這兩個重心受到

相對重視。泰勞是罪犯，是可憐蟲，是籌碼與工具，但不是「權利主

體」，甚至不算是「受害者」！檢警的偵辦方向，仍然集中在「滋事

外勞」以及「政商勾結」，而全然忽視「誰迫害他們」！

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社運團體發起，加上一群法律專業人士組

成的「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就在這個背景下成立。我們認為這個

事件的真正焦點，應該放在「泰勞」的人權上。除了試圖提供法律援

助外，我們主張：一方面，泰勞事件應由主流所謂的「暴動」重新定

義為「抗暴」（見附件一）；另一方面，我們認為輿論及司法應該致

力追究高捷與華磐相關人員的侵權與犯罪法律責任（見附件二）。

在探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之際，我們卻更進一步發現現行法

律中的「使人為奴隸罪」（刑法第 296 條），有著極為深刻的顛覆內

涵。它不但在泰勞事件的個案，可能協助被迫害泰勞免於處罰並追究

犯罪；它甚至可能成為挑戰台灣當前整套外勞體制的有利工具。

二、「使人為奴隸罪」論述的濫觴與反應

刑法第 296 條的「使人為奴隸罪」一向是個冷門條文。 109但從這

次泰勞抗暴事件中，即便只從媒體的報導，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生活與

工作條件，是如何到了忍無可忍的「奴工」境界。如—

-舉世無雙的高額仲介費；

-刻扣工資；

109 刑法第 296 條第一項：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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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行動自由；

-言語恐嚇（ e.g. 再吵就把你們遣返）；

-剝削（ e.g. 代幣）；

-電擊凌辱；

-無母國語文之電視與其他資訊來源；

-極惡劣生活條件；

-申訴反映無效。

這些零星的侵害行為，或許都足以構成法律上的犯罪行為（如：

刑法第 302 條的私行拘禁罪；刑法第 304 條之強制罪）。但聚蚊足以

成雷，個別行為加總起來，竟已使整體外勞體制極為類似北美與世界

各國曾經（並繼續）存在的「奴隸」（ slavery）與「非自願勞役」

（ involuntary servitude）制度！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條文，有著以下原因：

首先，就泰勞抗暴事件的個案而言，「使人為奴隸罪」或許（相

較其他罪名）能夠更有效地阻卻抗爭泰勞的「違法抗爭」行為違法性；

同時更有效地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因為「使人為奴隸」所追究的，不

是個別被切割的迫害行為，而是一種持續侵害的整體「狀態」。因此，

只要能證明高捷或（與）華磐在「整體上」構成「類似奴隸」的對待

方式，那麼個別參與抗爭的泰勞，就不必個別地證明他「個人」在何

時遭到何人如何的對待。而雇主與管理者，也不能以「請證明『誰』

幹了什麼事『導致』何種『損害』」這種個別因果關係 -責任的抗辯來

混水摸魚。

更重要的是「使人為奴隸」的論述，不止用在個案，而可能用以

批判挑戰台灣目前整套的外勞制度與環境。藉由點出台灣外勞體制的

「奴工制」，凸顯體制惡性的存在，進而提供制度改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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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對台灣的外勞「實務」有一點點理解的人，就會知道高捷絕

非「個案」。許多在台灣各個工廠與家庭中的國際移工，同樣面臨著

剝削與壓迫，而生活與工作條件甚至不如高捷。尤有甚者，這樣惡劣

剝削的環境，是政策與法律體制來鞏固背書的。因此，如果「使人為

奴隸」的法律主張可以成立，那麼「外勞政治」中的所有決策與執行

者—包括政府官員、企業與仲介—都是共犯的成員。也就更能凸顯整

體改革的必要性。

不過，檢警單位目前對於「使人為奴隸」的主張似乎相當冷漠。

泰勞抗暴後援會以此規定提出的告發，目前尚未聽到檢方的積極行

動。偵查重點（如果有的話）依然放在「政商勾結」與「暴動泰勞」，

而未聞「追究加害者」，以及「救濟泰勞權利」的動作。這或許導因

於對「外人」受害的冷漠； 110或許也肇因於台灣法界對於「奴隸」、

「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等「反奴」（ antislavery）的法律論述太

不熟悉。因此，以下就參照美國以及其他國際上的「反奴工」法令與

實務，來試圖填補我國法律論述上—什麼叫做「奴隸地位」？—的空

缺。

三、「反奴工」法律論述的國際比較—以美國為主

奴隸制度是美國歷史上的痛，它的禍害一直影響至今。南北戰爭

結束後，美國在 1865 年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的「廢奴條款」：
111

110 相較之下，持續偵辦「泰勞暴動」是合理的，因為那是外勞侵犯「我們」

的秩序；持續偵辦「弊案」（？）也是正常的，因為這樣的腐敗政治破

壞了「我們」的體制。然而對於涉嫌剝削、凌虐、買買人口、限制自由

的加害責任予以追究，卻無異於要公權力機關去追究「我們」台灣人的

責任，以保護「外人」。這對司法人員的正義感—人權是否真的無分國界—
相信是個很大的挑戰。

111 英文原文為： Section 1. Neither slavery nor involuntary servitude, except

as a punishment for cr ime whereof the party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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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任何奴隸或非自願勞役，均不得存在於美國國境或任何管

轄區之內。但犯罪當事人經法院判決確定所為之處罰，不在此限。

第二項：國會應有權制定適當立法以執行本條規定。

這個條文是美國憲法的人權條款中，唯一可以規範到「私人行為」

的規定（即我國學界所習稱的「第三人效力」）。 112而國會在此一憲

法條文授權下，不僅可以立法直接禁止、處罰蓄奴相關行為，更可以

延伸至「廢除一切美國奴隸制度的標記與遺跡」（ abolishing all badges
and incidents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13各種反種族歧視的立

法，雖然干預了私領域的活動，都可以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找到

基礎。

在這些立法中，與「使人為奴隸罪」較直接相關的，是聯邦法典

第十八編，第七十七章「債奴、奴隸，以及人口買賣」（Peonage,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一共十五個條文的刑罰規定。 114而「強制

勞動」（ forced labor）則是貫穿所有規定的核心之一。

為了詮釋條文中的「奴隸」、「強制」、「共犯」等概念，各級

聯邦法院累積了不少判例。值得我們參考的如：

聯邦巡迴法院在 1905 年的 In re Peonage Charge115判決，花了相

當篇幅闡釋「奴隸」、「債奴」等概念的要素。其包括以下重點—

1. 以「非自願勞役」償還債務，乃是犯罪行為。至於這種強制

shall exis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ir
jur isdict ion. Section 2.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enforce this ar t ic le by
appropriate legislat ion.

112 Jones v. Alfred H. Mayer Co. , 392 U.S. 409 (1968) . See also ALEXANDER

TSESIS , THE THIRTEENTH AM ENDM ENT AND AM ERICAN FREEDOM : A LEGAL

H ISTORY 3-4, 69-70, 83-84 (2004) .
113 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0 (1883) .
114 18 U.S.C. §§ 1581-1595.
115 138 F. 686 (N.D. Flor ida 1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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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是源自契約、不法武力、地方自治條例、州法，或其他

手段，在所不論。

2. 任何人控制受僱人從事勞動償還債務，但該受僱人實際上卻

想要離開或脫離僱傭關係，就構成「債奴」罪行。至於前揭

勞動僱傭契約是否在外觀上為「自願」簽訂，並不重要。

3. 真正的「自願」從事勞務，必須是受僱人可自由選擇在任何

時候終止（甚至包括違約）而不受強迫勞動。

4. 任何人逮捕「逃逸」之受僱人並將其送返回原雇主處從事勞

動，應受刑事制裁。對其施以心理壓力者，亦同。 116

1981 年聯邦第四特區上訴法院，在 U.S. v. Booker117亦指出：

1. 今日的「移工」（migrant workers）十分類似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三條當年所欲保護的對象（黑人）。他們都一樣是無財產

且無技術，教育程度不高，很容易受到有權有勢者全權控制

生命的人。 118

2. 「移工營」（migrant labor camp）禁止移工在還完債務前不

許離開，並以反覆毆打與槍枝警告來威脅移工，構成奴隸罪。

這些所謂「不法控制」的手段除了直接的身體強制外，還包

括以刑罰制裁來恐嚇（ the threat of criminal sanction）。 119

3. 「暴力」以及「暴力的威脅」，都足以構成「不法強制」。

甚至各種恐嚇的懲戒措施並未切實執行，但已經建構一股恐

116 法院舉出的實例是：「某名『逃逸勞工』被捕入獄後數小時，雇主出現

並告知勞工『你回來工作我才能設法讓你免於起訴』。」這種情形已經

形同在心理上對勞工施壓，使其認為自己除返回工作外，無其他選擇。

故亦已構成使人為奴罪。
117 U.S. v. Booker , 655 F.2d 562 (4th Cir . , 1981) .
118 Id . a t 566.
119 Id . ; U.S. v. Ingalls , 73 F. Supp. 76 (S.D.Cal .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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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移工營，就足以構成不法強制。 120

此外，U.S. v. Harris 案 121進一步澄清「非自願勞役」的概念。在

該案中，「欺騙」（ deception，包括原先承諾的工資與實際給付相差

極大）與「綁架」（ kidnapping）都是不法強制的一種。即使移工當

初表面上是自願到來，但若無法自願停止工作，那依然是不法強制。

法院更指出，「可逃離」，並不代表「非強制」！ 122

U.S. v. Mussry123也指出最典型的「強制」（ coercion）包括使用

或威脅使用「法律」、「暴力」、「強制力」；此外，也包括其他有

相同效果的手段。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使得他人臣服於其意志。 124就

此而言，必須從「與當事人相同背景經驗的合理人」（ a reasonable
person of the same general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會不會「相信

他（她）已經無可選擇，非從事勞動不可」（ believe that he or she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perform the labor）。 125

至於國家、政府的共犯結構問題。 1964 年的 U.S. v. Shackney 就

指出，州政府將逃逸奴隸送回奴隸主處，或是予以刑罰制裁，都正是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所要消弭的奴隸遺跡。但法院也同時指出，對

外籍勞工，單純的「威脅遣返」並不構成非自願勞役中的威脅或強制，

而必須配合其他的壓力。 126

2000 年，國會有鑑於法院對「不法強制」之解釋有時仍嫌狹隘，
127因此特別在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

120 Booker , 655 F.2d at 566-67.
121 701 F.2d 1095 (4th Cir . , 1983) .
122 Id . a t 1100.
123 726 F.2d 1448 (9th Cir . , 1983) .
124 Id . a t 1452.
125 Id .
126 333 F.2d 475 (2nd Cir . , 1964) .
127 E.g. U.S. v. Kozminski , 487 U.s. 931 (1988)（「強制」包括對「身體傷害」

或「行動限制」之恐嚇，但單純「心理強制」（ psychological coer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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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更明確地規定「強制

勞動」（ forced labor）中「強制」之定義。其包括：傷害之恐嚇，限

制身體自由之恐嚇，以任何手段使人相信若不從事勞動將受嚴重傷害

或身體限制，以及濫用或威脅濫用法律或法律程序。 128同法並將債

奴、奴隸、非自願勞役，或強制勞動之人口販運均明文入罪（以往是

透過解釋處罰）並加重刑責至「 20 年以下有期徒刑」。 129此外，為實

現強制勞動或蓄奴、人口販運等目的而扣留或毀損護照或其他身分文

件，本身構成獨立的罪行，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30論者指出，這

些法律的修正，其實就是要處理許多「細緻（而難以察覺）的強制」

（ subtle coercion），包括心理上的強制在內。 131

2004 年的 U.S. v. Bradley132即根據 2000 年新法的文字與精神，判

不在此限。）
128 18 U.S.C. § 1589. 英文全文為：

Whoever knowingly provides or obtains the labor or services of a person--

(1) by threats of serious harm to, or physical restraint against, that person or another
person;

(2) by means of any scheme, plan, or pattern intended to cause th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if the person did not perform such labor or services, that person or another person would
suffer serious harm or physical restraint; or

(3) by means of the abuse or threatened abuse of law or the legal process,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20 years, or both. If death
results from the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or if the violation includes kidnapping or an
attempt to kidnap,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the attempt to commit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an attempt to kill, the defendant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for
any term of years or life, or both.

129 18 U.S.C. § 1590.
130 18 U.S.C. § 1592.
131 See TSESIS , supra note, at 158.
132 390 F.3d 145 (1st Cir . 2004) . 本案仍在後續審理中，但爭點乃是「量刑」

的問題，而與事實或「強制勞動」的法理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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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名被告成立強制勞動與人口販運罪。 133法院指出—

1. 判定是否構成「強制勞動」，必須考量移民特別容易受害的

情狀，包括個人背景、身心狀況、經驗、教育、社經等情況，

如此方能判定系爭的「手段」是否已經對受害人構成「強制」。

2. 移工「有機會逃跑」，並不能免除「強制勞動」的罪責—如

果雇主製造恐懼的氣氛，使移工合理地相信他（她）無法逃

逸。

3. 「已支付工資」也不能免除強制勞動的刑責。

4. 被告虐待其他工人（包括拒絕給予部分勞工醫療照護）之事

實，可做為「恐嚇造成嚴重傷害」之證據。

5. 2000 年的新法，就是承認「嚴重傷害」並不僅及於「身體暴力」，

也同時包含更細緻的心理強制（more subtle psychological methods

of coercion）—諸如：威脅傷害第三人、限制被害人之行動但並未

施以身體傷害，或恐嚇其將遭武力侵害以外的可怕後果。

133 本案的事實是涉及被告藉由詐騙方式，引誘 Jamaican 移工 Wilson 與

Clarke 至美國 New Hampshire 州工作。嗣後則不法對待他們，並強制他們

留下。

被告原本承諾給予被害人每小時 15-20 美元的工資，且可居住於妥善的

宿舍。但到了工作地點，卻住在拖車（ camping trai ler），且起初還沒有水

電與冷氣。工資也只有每小時 7 美元。工作期間，經常遭到咒罵。

一週後，Clarke 逃逸至 New York。被告之一即以行動電話警告要 kick his
ass，如果不回來的話，他要報警，還要向移民局檢舉。被告扣留另一名受

害人 Wilson 的護照與機票，並說他打算帶槍去 New York 把 Clarke 找回來。

Wilson 在簽證期滿後回國。

之後，被告又至 Jamaica 招募了幾個移工，同樣承諾了比實際給付更高

的薪資。而在他們剛剛抵達時，即扣留他們的護照，並說明以前的工人已

逃跑，他要雇人去 Jamaica 幹掉那個傢伙（ destroy that man）。當這批新移

工爭取原先承諾的薪資與待遇時，被告表示只要能夠工作到償還 1000 美元

的機票債務，就可以離去—而他們身上是絕對沒有這筆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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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奴工論述的可能性與正負效應評估

這一套在美國甚至國際間已經有相當基礎的「反奴工」法律論

述，對國內法界似乎還是相當陌生的。我們有無可能，以及有無必要

引入它，來充實、填塞抽象空洞的刑法規定呢？

以下從爭取國際移工人權以及實現進步運動兩個目標來評估引

入這些論述的正反效應。

（一）正面

第一，拉高攻擊體制的道德高度。將現行外勞制度與現象界定為

聲名狼籍的「奴隸制度」、「奴工制度」，是對政 -資 -仲介糾結體制

的最基進批判。同時也指出現行體制已經牴觸了任何文明社會最起碼

的道德標準，侵犯了最最基本的人權—免於奴役的自由！「奴工制度」

的論述一旦建立起來，決策者幾可說沒有任何規避的藉口。而台灣社

會的公眾也勢必要被迫喚起意識，面對外勞所代表的國族 -種族 -階級

的多重文化戰爭（ culture war）。 134

第二，這套法律論述是從移工人權的角度出發。有別於主流對外

勞問題的論述，「反奴工」將外勞定位為「權利主體」，是法律應予

保護的對象。於是，國際移工不再是異形入侵者，也不再僅是台灣國

家社會的施捨對象，而是跟所有台灣人一樣，都是有權（ entitled to）
主張法律平等保護，具有尊嚴的主體！

第三，已有法律依據。雖然刑法第 296 條是個較少使用的冷門條

134 「反歧視」的文化，在沒有經歷過強烈社會運動、民權運動抗爭風潮的

台灣，似乎是非常薄弱的。反之，社會「主流」歧視貶抑異議者、邊緣

者、弱者、外來者，似乎被當成是天經地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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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但畢竟已經明文規定在法典中。只要有被害人提起告訴甚或自

訴，檢察官或法院就勢必要回應。何況，即使在我國有限（與美國相

較）的司法實務實例中，也早已有著處理「使人為奴隸」的經驗。例

如，最高法院 32 年上 1542 號判例，就點出「使人居於不法實力支配

之下，而失去其普通人格者應有之自由」，乃是使人為奴隸罪的核心

要件。最高法院 24 年度總會決議（ 53）也曾跳脫形式主義，指出「名

義上為養女實際上為婢女，使其喪失法律上之自由權者，認為類似奴

隸」。如果配合上我國法界習慣的「拿外國法來填塞我國法」操作模

式，未嘗不可將美國眾多判例甚至條文規定納入參考。 135

此外，眾多國際公約也對奴工、奴隸多所著墨。 136雖然台灣受限

於國際法律地位，鮮有機會直接簽署與批准，但做為一個自命民主法

治與人權立國的國家，加上憲法第 141 條「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

「提倡國際正義」的規定，國際法上的「最低標準」對我國法應該是

有拘束力的。

第四，是「奴工」論述可與美國近年在全國努力推動的「反人口

販運」（ anti-trafficking）運動掛勾，進而對台灣決策單位造成壓力。

美國在 2000 年通過「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明確地將「強制勞動」（ forced labor）列

為嚴重的人口販運罪行。同時對全球各國「反人口販運」的成果，進

行年度評鑑並作成報告，並對評分較低的國家施壓甚至制裁。 137而在

135 尤其如果拿台灣外勞的現實處遇狀況，仔細對照之前引用的美國案例，

無論從法律與事實來看，都會發現許多相似之處。
136 包括「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

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等，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但這些國

際 公 約 的 規 範 密 度 ， 均 遠 遠 不 如 美 國 法 ， 產生的漏洞也不少。 See e.g .

Shelley Case Inglis ,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Protect ions
against Traff icking for Forced Labor Using 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 7
BUFF . HUM . RTS . L. REV . 55 (2001) .

137 22 U.S.C. §§ 2151n, 2152d, 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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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最新的年度報告，台灣因對被害人保護不週而遭降等評價。138

而「人口販運」基本上是「反奴法」體系的一環，其構成要件也

是以被販運者的「強制勞動」為核心之一。人口販運就是「奴隸買賣」，

如此而已。也因此「使人為奴隸」與刑法第 296-1 條的「買賣人口」

實際上往往是一體兩面。「使人為奴」加上「金錢交易」與「移動」，

就是「人口販運」。準此，如果台灣的外勞體制與環境被定位為「奴

工制」，那麼配上舉世無匹的高額仲介費，以及跨國遷徙的事實，是

很容易符合美國版的「人口販運」定義的。邏輯上的結果將是：台灣

整套外勞體制，居然就是一套由國家背書、支援的人口販運網路＋現

代奴工營！決策者勢必會受到美方極大的壓力，改弦更張台灣的外勞

制度。

但這套法律策略也有以下困難或缺點。

（二）負面

首先，就是司法界對「使人為奴隸」甚或各種體制 -結構迫害問

題，相當欠缺敏感度。我在司法院的法學檢索系統，用「關鍵字」與

「案由」搜尋「使人為奴隸」。在最高法院部分，有兩個早年的判例，
139但一個較近判決也沒有。在高等法院與台北地方法院，也只能找到

寥寥幾個案例， 140並且都看不到真正因這個條文而判刑的例子。如果

沒有很強的社會或法學論述壓力，檢方是否會適用這個冷門條文，尚

未可知。

其次，「奴工制」論述的火力雖然很強，但既然顛覆性強，既有

勢力鐵三角（政資仲）的反彈可能也相對強悍。甚至社會大眾（包括

許多雇用外籍看護的家庭）是否能接受自己的行為居然已經被定位為

犯罪，被認定是「蓄奴」？

138 U.S. DEPARTM ENT OF STATE ,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 JUNE 2005
at 208-09 (2005) .

139 25 上 2740； 32 上 1542。
140 如：台灣高等法院 92 抗 70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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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或許由於台灣國際地位低落，台灣法界對於國際公約向來

冷漠。原本就是「軟法」的國際勞動人權公約，在台灣並未簽署批准

的情況下，能得到司法機關多少青睞？

第四，法律的論述往往也需要「力量」來支援。台灣國際移工的

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均尚未累積到足以讓保守的司法部門認真面對

的地步。「他們」的處境，是否能夠啟動「有限而寶貴」的司法資源？

第五，與美國的全球反人口販運議程掛勾，有可能落入美國論述

陷阱，並造成惡劣的副作用。一方面，美國推展此一計畫，是否跟其

反恐、強化邊境管制，以及反娼傾向的保守主義有關？台灣是否急著

要輸誠？

另一更實際的面向是：強化、認同美式的「反人口販運」，是否

會給目前即已非常惡劣嚴苛的台灣移民官員更大權限，並藉由邊境管

制「反人口販運」的藉口，進一步壓迫、污名化女性中國無證移民

（ undocumented immigrants）以及其他婚姻移民？與虎謀皮是個高難

度的藝術，一不小心，可能「強制勞動」沒能禁止，卻禍延新移民女

性。

五、結論

大體上，我認為「反奴」的法律論述還是值得推動的。司法雖然

保守、冷漠（甚或刻意不理？），但這個論述畢竟是讓包括泰勞在內

的國際移工「反守為攻」的一條路徑。而且，只要有人提出告訴（雖

然實務上一直不太容易），那麼 NGOs 與移工就取得一個法律上的施

力點。而一旦司法機關「被迫」發動這方面的偵查權，政治部門、資

方甚至仲介，也勢必要面對是否「使人為奴隸」的指摘。

對於是否「直接」與美國的反人口販運掛勾，我持保留態度。但

美國法與其反人口販運的全球計畫，依然可以做為一個參考點。尤其

是可以用以填塞我國規範密度較低，較空泛的刑法規定（如：何謂「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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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教育」對奴隸制度的結構因素一無所知的司法與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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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

—評介 Kevin R. Johnson 的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評者：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上，刻著 Emma Lazarus 的一首詩：

給我你們那勞累、貧窮，蜷曲擁塞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身軀

可憐被遺棄在海岸的人群們

交給我吧

那些無家可歸的、顛簸流離的人們

我在金色之門高舉火炬。 141

對於任何一個歷離鄉背井遠渡重洋踏上美國土地的移民，這段話

讓人多麼地陶醉而期待！它告訴顛沛流離的遊子：我們歡迎你，你將

可在這塊土地得到撫慰與照護。「邊境」或「國界」在這首詩下的意

義，不是把關用的柵門（ gate），而是伸出雙手擁抱移民的港口（ port）。

* KEVIN R. JOHNSON , THE “HUDDLED MASSES”MYTH : IM M IGRATION AND C IVIL

R IGH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 ty Press, 2004)
141 英文原文為： Give me your t ired, your poor ,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 i 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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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歡迎與撫慰「擠在船中受苦的遊子們」（ huddled masses）的意

象，也一直是美國夢的一環。

然而，在現實上，美國的邊境管制有著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嚴苛

面向：排拒、歧視與壓迫。而這些惡劣面向，卻往往反映在現實的移

民法律與政策上。相比之下，「撫慰受苦遊子」的神話，似乎真的只

是個神話。

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法學院，並一向致力於移民與少

數族群平等權保障的教授 Kevin R. Johnson 在 2004 年的這本 The
“Huddled Masses”: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以下簡稱 Huddled
Masses Myth，或「本書」）就是要揭露這個神話的虛妄面，直指美國

移民法如何顯示出美國國族的排外醜惡面，同時也進一步警告美國的

本土主義者：今天不做捍衛移民人權的鬥士，明日就是政府濫權的受

害者！

一、本書要旨：移民與本土居民是命運共同體

—遲早輪到你倒楣！

Johnson 首先就指出，「撫慰受苦遊子」的理想，的確多少反映

在美國的政策與法律中，但他在 Huddled Masses Myth 一書所要揭露

的，是另一個面向。本書揭示了美國移民法與執行措施，是如何地將

少數種族、政治異議份子、窮人、（實際或只是被宣稱的）罪犯、女

人，與同性戀者排斥在外。也就是說，美國法（藉由明文規定與實際

的 執 行 ） 清 楚 地 界 定 出 一 群 「 不 受 歡 迎 的 移 民 」 （ undesirable
immigrants）。

（一）投射：相同的「不受歡迎類型」

這些被排斥、歧視的群體，恰好與美國國內的被壓迫群體相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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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便是具有美國公民身分的少數種族、政治異議份子、窮人、罪

犯、女人，與同性戀者，也一向是美國法律所歧視的對象。這兩者的

重合，意味著什麼？最明顯的，當然就是「投射」（ reflection）。美

國主流對待「不受歡迎『移民』」的態度，也就反映了政府與主流群

體看待「不受歡迎『國民』」的態度。當美國拒絕貧窮移民入境時，

也正反映了美國具有排斥貧窮國民的潛在危險。

（二）宣洩：民權法的空隙

除了投射外，這些態度在今天更有「宣洩」的意義。自從聯邦最

高法院在 1954 年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42在「法律上」推翻

公立校園之種族隔離，以及 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後，憲法上的人權

規定以及國會通過的各項民權法已經對「國內」的歧視與侵犯人權措

施，產生相當的「馴化」作用。政府以及所謂主流的社會大眾，再也

不能輕易、公然地壓迫「國內」的弱勢族群。然而，移民的「外來者」

特性，卻讓這種被壓抑的歧視，可以明目張膽、理直氣壯地施用在他

們身上。

美國移民法中的許多規定，如果適用在「本國公民」身上，肯定

會被認定違憲。然而法律圈根據外國人的身分，創出許多概念，使移

民法幾成人權的化外之地。例如，最著名的「充分權力原則」（”Plenary
power doctrine”）認為聯邦政府（國會與行政部門）擁有廣泛的移民

入出境管制權力，法院在從事違憲審查之際，應該給予最高的尊重。

這使得聯邦所從事的移民管制，甚至包括許多相當嚴苛不公的措施，

實際上都不受法院的檢驗。

又如，法律上對「外國人」使用的是 alien 這個字彙，其基本意

涵乃是「國家社群的局外人」（ outsiders to the national community）。

而這個法律所創設的概念使得未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即便在美國住

了數十年，勤奮工作並生養下一代「新美國之子」（出生於美國本土

的美國公民），依然是不受法律充分保護的「外人」，必須承擔被驅

142 347 U.S. 483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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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境的風險。亦即，法律上運用概念與制度，創造出一個「制度性

的他者」（ institutionalized “others”），以與「我們（正港美國人）」

區別。而這個並非天經地義的概念，卻能夠正當化法律制度中各種對

「非公民」的不當限制。

尤有甚者，alien 這個字彙在文化上有著許多的負面意義。它與電

影中的外星怪物「異形」同名，而「異形」在大眾文化下是可以（而

且應該）被無情地殺戮的—否則異形就會摧毀地球。而異形的同義詞

包括了「陌生人」（ stranger）、「入侵者」（ intruder）、「局外人」

（ outsider），以及「野蠻人」（ barbarian）等等。

既然尚未歸化的移民，是一群（經法律界定）可任意對待的人；

那麼對他們不適用基本人權，不適用憲法保護，也就順理成章了。種

族主義以及其他貶抑歧視弱者的思維，在「歧視」早已被人權論述去

正當化的時候，卻能在此找到一個公然歧視的缺口。這也莫怪「不受

歡迎的移民」與傳統上（或新近）「不受歡迎的國民」，在類型上有

如此驚人的相似了。

這種「內外有別」的法律策略，既可維持憲法與民權法的「保障

人權」誡命，又同時可以正當化政府對外人的宰制。反正「外國人」

並非公民，原本就沒有選舉權，也欠缺其他政治力量；而「公民」又

多半不會在乎外國人處境如何。它自然成為統治階層甚至社會大眾接

受，甚至喜愛的一種論述。

然而，「內外有別」真的做得到嗎？

（三）蔓延：內外的相互浸淫

Johnson 在本書中羅列許多實例，說明「欺凌外人」與「鎮壓國

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且不斷地相互影響。「內外有別」實際

上並非事實。尤其觀察許多事件的「時點」，更明顯地看出「內」「外」

兩個領域如何相互浸淫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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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南北戰爭後，為保障甫解放的黑奴，美國制定了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四條（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給予每一個人法律平等保

障（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之權利；但隨即美國國會即通過一

連串待有強烈強烈歧視意涵的移民法。亦即，當以往對於非裔美人的

壓迫措施遭到憲法禁止時，美國的歧視勢力即將種族與階級歧視的敵

意轉移到另一群孤立無援的弱勢族群身上。 Johnson 甚至指出：「非

裔美人所獲取的法律上自由，與華人的不幸命運緊密連結。」（ greater

legal freedoms for African Americans were tied to Chinese
misfortunes.）。這是「由內到外」的蔓延。

至於「由外到內」的回燒，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所展露的「先外人，後國人」鎮壓順序。布希當局起初所發

布的各種嚴苛而侵犯人權的措施，主要都是針對「非美國籍之恐怖份

子」。 143雖然，即便純從戰爭的角度看，以恐怖份子的「國籍」作為

偵防重點是非常說不通的分類—誰說恐怖份子不會是美國公民？—

但是這種規避政治反彈的做法，減少了政治上的批判。然而，沒多久，

這些措施就開始回燒到本國公民身上。原先僅將（主要俘自阿富汗戰

爭）外國籍「恐怖份子」無限期拘禁於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
的海軍基地，拒絕給予他們日內瓦公約的戰俘待遇；但不久國防部與

白宮即以「敵方戰鬥人員」（ enemy combatant）的名義，將涉嫌參與

恐怖組織的美國公民予以逮捕並（與「外籍」恐怖份子同樣）無限期

拘禁於軍事基地。 Johnson 說得好：「拒絕外國人的權利，正是為拒

絕本國人的權利鋪路。」（ Denial of rights to noncitizens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enial of rights to citizens.）（ p.12）

（四）移民法以及民權的未來

143 E.g. Mili tary Order of November 13,2001—Detention, Treatment, and
Trial of Certain Non-Cit izen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ism, 66 Fed. Reg.
57833 (Nov. 16,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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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在本書的終章「美國移民法以及民權的未來」（ The
Future of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提出三個

未來應檢討的重點：

(1) 檢討「外人」（ aliens）這個負面法律術語對「非公民」所

造成的惡劣影響。

(2) 在種族組成愈來愈多元的美國，有必要發展「民權」新思維。

(3) 提出具體改革藍圖。

在「外人」這個法律用語的檢討方面， Johnson 列舉出許多負面

影響，尤其是「外人」與「種族歧視」的關係。美國憲法上嚴格禁止

「種族」的差別待遇；但對「外人」的不利待遇卻容忍之至。而事實

上，由於大多數移民都是有色人種，因此「外人差別待遇」（ alienage
classification）就經常成為「種族差別待遇」（ racial classification）
的代用品（ proxy）。容許「歧視移民」在現實上往往等同「歧視有色

人種」。尤其當社會刻板印象總是認定墨西哥裔移民（包括永久住民

與公民）是非法移民時，「外人差別待遇」就經常被引用來對付「外

觀上類似墨裔」者。

因此， Johnson 指出，我們必須謹防「外人」的用語被用來掩飾

移民法與其執行措施的惡行。「在我們面對許多困難決策的時候，必

須充分理解—那些受到決策嚴重影響的是『人』，而不是無臉龐、非

人的惡魔『異形』。」（The difficult choices that we face must be made

with the full realization that those who are affected by them in
fundamental ways are people, not faceless, inhuman, demon “aliens.”）
（ p.162）

在民權概念的新發展方面，本書認為，在美國的少數種族人口與

種類比例均大幅增加之際，當今與未來的民權運動，都必須正視移民

人權。而不能再落入從前「少數族群互斥」以及「本土少數族群（如

非裔）排斥移民族群（如亞裔、拉美裔等）」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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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努力已經開始進行，為民權運動與民權法律論述增添不

少新議題。例如，工會一反當年支持限制華工的立場，開始努力將移

工（特別是拉美裔）組織起來。民權團體開始為合法或非法移民之工

作條件訴訟。

此外，本書還提醒少數族裔法學者，更應開始重視移民與其他少

數種族的階級與經濟問題。鑒於有色人種的移民人口愈來愈多集中在

低工資的工作場域，階級與種族應該成為未來社會改革的兩個主要變

數。

多元移民的進入，也使得語言，以及語言背後涉及的文化成為新

爭點。由於語言跟種族、原籍（ national origin）均有密切關聯，限制

人民使用特定語言的措施，逐漸與民權議題中的種族歧視、原籍歧視

產生關聯。此外，由文化差異產生的新穎民權爭點—如：文化差異可

否 作 為 刑 事 案 件 中 的 阻 卻 違 法 原 因 ？ 還 有 因 虐 待 「 郵 購 新 娘 」

（mail-order brides）而生的案件，由於郵購新娘多屬發展中國家的有

色人種女性，更是民權運動者所應注意的。

又，許多對大多美國公民希鬆平常的事件，可能對某些移民卻構

成嚴重的民權侵害。以駕照為例，拒絕非法入境或居留之墨裔移民考

駕照，聽來天經地義，但實際上卻只會增加其被逮捕或驅逐的恐慌，

又更加限制他們的工作機會，從而使得他們在工作場所更容易遭到剝

削。即便是合法移民，若是駕照考試只准以英文應考，那麼在美國這

個「沒有車等於沒有腳」的國家，也形同剝奪了移民移住者的基本生

活條件。

由於受到歧視的「不受歡迎移民」，在類型上總是與「不受歡迎

國民」重疊，本書認為移民應該是每一個民權議題（種族、性別、性

傾向、階級，以及政治異議等）應該關注，並且相互結合的。身為美

國公民的少數族裔、政治異議者、貧窮與工人階級、犯罪者、女性，

以及同性戀者，理應與受歧視的移民一同奮鬥。

至於移民法與民權的未來，Johnson 認為最理想的願景應該是「開

放疆界」（Open borders），重行想像「邊境」的意義，使其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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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港口」而非「柵門」。並去除絕大部分的邊境管制，使「移民法」

這個概念根本消失。 144

然而 Johnson 亦知這個理想在可見的未來是不可能達到的。因

此，他在本書提出兩套建議。

第一是仿效歐盟，建立區域性的勞動遷徙制度（ 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program），讓區域內的移工可以自由流動。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就是一個最

佳的機會。雖然經濟的考量傾向支持勞動力自由流動，但是在種族、

文化與階級的考量下，仍然沒有成功。而九一一事件又延緩了 George
W. Bush 總統原擬採行的短期移工計畫（ temporary worker program，

可將在美國境內「非法打工」的墨西哥工人合法化）。 Johnson 提醒

反對者，在地理、經濟，以及家庭團聚等因素下，強烈管制邊境的措

施，並不能有效遏止未登記移民（ undocumented immigrants）前仆後

繼地湧入。一套能夠追蹤入境者並讓遷徙人流穩定化的制度，會更能

有效保障邊境安全，也確保有效執法。

第二就是擴張對於移民的法律保護。如前所述，移民法一向充滿

著對不受歡迎之族群的歧視，但法院卻往往視若無睹。這使得保障移

民人權，往往反而要依賴政治部門。本書主張，移民法與其相關執行

措施，應該受到憲法與司法的完整監督。唯有如此，政治部門才會真

正重視移民權利。

司法審查是監督移民法制與執行的重要機制，唯有司法擔任起以

憲法控制立法的工作，政治部門才不能全然從短期政治利益的觀點來

設計與執行移民制度，社會大眾在危機將移民當作代罪羔羊的機會也

才會減低。現行法律—實際上是「無法」狀態—允許美國社會欺凌非

公民的居住者，而憲法與違憲審查多少可以克制這樣的粗暴傾向。

144 Kevin Johnson 對於「開放疆界」的詳細論述，參照 Kevin R. Johnson, Open

Borders? , 51 UCLA L. REV . 193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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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書章節架構

本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美國移民與民權」（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是導論性質的介紹；第八章則是結

論。而自第二到第七章，則由歷史事實與法律資料，分別剖析美國移

民法制在歷史上以及今天，對少數種族的拒絕入境與驅逐（Exclusion
and Deportation of Racial Minorities，第二章）、對政治異議者的拒絕

入境與驅逐（Exclusion and Deportation of Political Undesirables，第

三章）、對窮人的拒絕入境與驅逐（Exclusion and Deportation of the
Poor，第四章）、對罪犯的拒絕入境與驅逐（Exclusion and Deportation
of Criminals ， 第 五 章 ） 、 移 民 與 國 籍 法 對 女 性 之 貶 抑 （ The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aws），以及對女同志與男同志之拒絕入境與驅逐（ Exclusion and
Deportation of Lesbians and Gay Men，第七章）。

三、評論

移民人權在美國起步雖稍晚，但其實也已經累積了不少論述。

Kevin Johnson 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本書一方面與其他移民人權的法律

論述一般，著重歷史、文化敏感度，以及移民歧視與種族歧視的關係；

但同時也提出了新穎而有說服力的切入點。

美國的移民人權法律論述，除了典型強調普世人權的自由主義論

著外，多與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有密切關聯。

論者多強調移民的「少數種族」面向，並且如其他早期 CRT 論者一

樣從不同族群的多元觀點、歷史脈絡的分析，以及個人切身經驗，對

法律進行基進的批判並提出實用的策略。 145近年來發展蓬勃的拉美批

145 關於 CRT 的介紹，中文尚乏正式出版之文獻，英文部分可參照 DOROTHY

A. BROWN , CRITICAL RACE THEORY : CASES , MATERIALS AD PROBL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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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論（LatCrit theory） 146與萌芽中的亞裔法學（Asian American Legal
Scholarship）等 147，都是此類著重「族群身分認同」與法律的關係之

學派。

本書也延續了這樣的傳統。作者毫不忌諱地為其墨裔同胞與其他

少數族裔抱屈並且流露感情與同情；書中屢屢點出「主流美國價值」

與「從移民眼光」看待法律的不同解讀；極重視法律事件發生當時的

社會背景與歷史累積；批判的高度不是如一般法律學者單單及於邏輯

一致性，而是挑戰整個移民法制政策的預設基礎，以及產生此種法制

的社會人心。當我們讀了這本書後，絕不會只（像台灣絕大多數的法

律論述）看到一堆去脈絡的空洞法律資料（條文、判決、解釋等），

而能夠活生生地體會到孕育這套法制的土壤－相關的美國歷史社會

背景。

本書的突破，則是在於 Johnson 跳出了 CRT 的主要關切點—種

族。他在各章節中，清晰完整地敘述了美國移民法的歷史，是如何貶

抑其他的弱勢身分：社會異議者、女性、罪犯、窮人、同性戀者等。

在這樣的分析下，美國移民法的背景與效果被突顯得更加立體，我們

更可看出它的多重歧視！不受歡迎之移民如何作為各種弱勢族群的

代罪羔羊，昭然若揭！

(2003); CRITICAL RACE THEORY :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 ED THE

MOVEM ENT (1995); Cheryl I . Harr is , Crit ical Race Studies － An

Introduction , 49 UCLA L. REV . 1215 (2002) .
146 See e.g . Symposium, LatCrit Theory: Naming and Launching a New

Discourse of Crit ical Legal Scholarship , 2 HARV . LATINO L. REV . 1 (1997);
Francisco Valdés, Afterword— Theorizing “OutCrit” Theories: Coalitional 
Method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tial Experience – RaceCrits ,
QueerCrits and LatCrits , 53 U. M IAM I L. REV . 1265 (1999) . See also THE

LATINO CONDITION : A CR ITICAL READER (Richard Delgado & Jean Stefancic
eds. 1998) .

147 See e.g . FRANK H. WU , YELLOW : RACE IN AM ERICAN BEYOND BLACK AND

WHITE (2002); ROBERT S. CHANG , D ISORIENTED : ASIAN AM ERICANS , LAW ,
AND THE NATION-STATE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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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但有著撫平裂痕—移民或是移民人權倡議者，在歷史上往往

與這些「國內弱勢族群」產生因資源爭奪所造成的對立—之效果，更

有促進結盟的潛力！尤其在 Johnson 提醒「內外有別」的虛妄性後，

外籍與本國的弱勢群體，理所當然（應該）成為命運共同體。移民權

利倡議者的結盟對象，不再僅是自己所屬族群的網路，也不僅是黑人

民權運動者，而尚包括女性主義者、同志運動者、政治言論自由倡議

者等。移民人權運動與論述，遂可變得更活潑多元而有力。我認為這

是本書極大的貢獻。

四、台灣的省思：如何發展「移民也有人權」的論述？

本書可以給台灣的啟發可就多了。

首先，美國移民法雖有嚴苛的一面，移民制度與社會態度上，仍

遠較台灣更加人性化。 Johnson 此書的主旨之一，在揭露 Huddled
Masses 的神話—他們至少還有個神話！反觀台灣，從主流社會態度到

法律論述，從來沒有聽見一點「撫慰受苦遊子」的心態，更難以在移

民法規中找出任何「移民人權」的規定！

也就是說，美國的移民制度至少還是多方拉鋸（其中一方是同

情、支持移民的）的成果；但台灣移民政策與法律至今依然是站在本

土種族主義（Nativism）的基礎上。頂多可以找到一點點施恩心態的

家長主義（ paternalism）。 148至於把移民當作有權為己喉舌的權利主

體，而予以平等尊重；或是認知他們對台灣有重大貢獻而給予感謝，

就更談不上了。筆者多次聽聞政府官員在各種場合以「三十億外配照

顧基金」而自豪；卻從未聽不出有任何「保障移民權利不受本地人或

政府侵害」的誠意。

於是，雖然政府處處以美國馬首是瞻，而且執法人員有時甚至以

148 三十億的外籍配偶照護基金，就很明顯地屬於這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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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不如美國移民官來得大表示遺憾。可是，當美國驅逐出境手續尚

須經過移民法官（ Immigration Judge）聽證，我們卻可由警察單位片

面決定並執行驅逐處分，毫無正當法律程序可言；當美國法院判決外

國人亦有憲法上的權利擔任州政府層次非涉政治功能的公職時，我們

的法律還全面禁止已取得身分證（定居，相當於歸化）的原籍大陸移

民擔任公職；當美國法律僅限制「入境時」患有部分傳染病者不得入

境時，我們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竟然容許把已經住在台灣多年的「外籍」

人士，以感染梅毒或愛滋為由，驅逐出境（不問是「誰」傳染給他，

甚至也不問他痊癒與否）。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移民法制，在人權上的

分數恐怕比五十年前的美國還不如。而這部分當然就要歸咎於我們的

「立國神話」或「國家精神」中，根本就沒有「人權」或「撫慰遊子」

這種成分。 Johnson 或其他美國的移民人權倡議者，在鬥爭時至少還

有 Huddled Masses 這個神話當作論述與批判工具；在台灣提出這些類

似論述，政府與大眾卻往往像是鴨子聽雷。

然而，台灣本是個移民社會，依理並不難建構出「重視移民價值」

的基礎論述。矢志於台灣建國大業的同胞，請別把時間花在製造仇恨

他者與單純受害悲情上，在「建構健康國魂」的神話上多作一點工夫，

可能更能為將來的台灣國族主義貢獻有意義的心力。

其次，台灣的法學深受形式主義以及德國式抽象、形而上思維 149

的影響，對於歷史與脈絡極無興趣。即便憲法教科書以及司法實務把

「基本權」喊得鎮天價響，但所有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去脈絡化的。各

種人權像是憑空出現的神諭，沒有前因後果與背景。頂多是說「德國

（或其他「先進國」）也是這樣…」相較起來， Johnson 既深且廣地

分析歷史、客觀環境等脈絡情境，進而導出作者自己的批判與建議方

向。這樣的批判及建議，才可能具體而可行，也才具有辯論對話空間。

方法論的落後也就罷了，更麻煩的是：台灣這種空洞、抽象的法

149 德國學者對德國傳統法學過於形而上的傳統，亦有批判。Viktor Winkler ,

Dubious Heritage: The German Debate on the Antidiscrimination Law , 17
TRANSNAT’L & CONTEM PT . PROBS . 1007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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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理論，遇上了現實又有強大心理基礎的本土種族主義或恐外症，根

本毫無抗衡之力。一方面，形而上的空洞權利論述，在煽動力上豈能

與國族主義相比？欠缺歷史脈絡作為基礎的論述，本就不如自發於台

灣土地，活生生的「歧視需求」來得本土、切實而親切。

尤有甚者，如果學者或司法實務界只會援引空洞的形式主義論

述，而沒有歷史理解來支持，那麼往往自以為中立客觀，但實際上卻

受限於本土種族主義，做了幫兇而不自知。舉例而言，法律學者撰寫

的憲法學教科書，多喜援引德國傳統的基本權理論，將憲法保障的權

利分為「人權」（涉及個人生存與尊嚴基本條件之權利，如生命權、

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國民權」（涉及國家經濟與政治資源分

配之權利，應優先給予國人，外國人原則上不能享有）與「公民權」

（涉及國家主權之行使，多屬人民政治權利，僅有本國國民得享有）。
150依此，尚未歸化的新移民，只能享有第一種。各類社會福利、救助，

甚至工作權，都不是「外籍配偶」有權主張的—就算有，也是國家的

恩賜。

這樣的理論顯然對移民很不利，也帶有強烈的、狹隘的國家主義

色彩—屬於「人權」的範圍其實很窄。然而直到今日，這樣僵固的三

分法都還欠缺反省。部分原因其實就是這些理論的引進者，都不自覺

地把這個三分法視為天經地義，卻沒有去反省「（德國當初）為什麼

要這樣分」的理由。從台灣這個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經濟脈絡來看，

經濟條件與保障，乃至政治權利，其實當然都與「人性尊嚴」或「個

人生存必要條件」無法脫鉤！沒錢，沒保障，沒選票，這樣的人或族

群，能在台灣謀有尊嚴的生活嗎？德國傳統的國族想像，是一個族裔

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取向的國家，對於外國人或移民的歡迎程

度，在歐美各國來說是較低的。 151這樣的國家圖像之下，所發展出來

150 如李惠宗，『憲法要義』，頁 82（ 2004 二版）；法治斌＆董保城，『憲

法新論』，頁 148-149（ 2005 三版）。在此種分類下提出更細膩彈性的

界定方式者，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頁 134-141（ 2005 五版）。
151 See R IVA KASTORYANO , NEGOTIATING IDENTITIES : STATES AND

IM M IGRANTS IN FRANCE AND GERM ANY (Barbara Harshav tra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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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法理論，對於外人的相對不友善，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二十一

世紀的台灣，還該走這條路嗎？至少是個該反省的議題吧。

空洞論述的結果，往往是主張者自己都不相信。這也是為何多年

來境管機關不斷地執行非常嚴苛，合憲性與合法性極為可疑的驅逐處

分，在各地訴願審理機關、法院，都鮮少遭到挑戰的原因。 152甚至憲

法學者的批判也相當罕見。 153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還是 Johnson 提出的警語：歧視移民、壓

迫外人，不但反映出國家與國民的醜惡心靈，更隨時有著回燒的可

能。這是最該提醒台灣人民的一個觀念。當你我能容許政府這樣對待

「外籍」的窮人、女性，以及文化語言上的「非我族類」；妳我也同

時在容許甚至鼓勵政府這樣對待「我國籍」的窮人、女性與原住民（非

漢人）。當政府在刁難外籍或大陸配偶入境，或是因細故將他們驅逐

出境時，不但處罰了外人，同時也充分體現對「台籍配偶」的不在乎。

移民受壓迫，絕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體現了整個國家壓迫心態

與結構的存在。我們該感謝新移民讓我們有機會照照自己的心靈與面

孔是否醜惡，我們更該從他們的受苦經驗驚覺「民主化」的台灣，原

來仍有這麼暴虐的一面。

CHALLENGE TO THE NATION-STATE : IM M 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rist ian Joppke ed. 1998) .
152 台 北 市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在 2006 年 一 月 五 日 作 成 的 「 府 訴 字 第

09426201800 號」訴願決定，認為警方未附理由，就將「非法打工」的大

陸配偶強制出境，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撤銷強制出境處分。是少見

的「相對進步」實務見解。
153 少數例外，如李震山主持，『針對大陸地區人民執行強制出境及收容相

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為中

心』（行政院陸委會委託研究報告， 2005）（對現行強制出境與收容程

序做了完整而深入的整體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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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人身自由的「非典」限制

—以移民法之收容與青少年保護安置為例

廖元豪 *

目次

壹、前言—刑事拘禁以外的人身限制

貳、正當程序之標準—普世或特殊？

一、 相關聯合國國際規範

二、 憲法上之標準

參、非典限制之例一：移民法上之收容

肆、非典限制之例二：青少年保護安置

伍、結論

*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兼公法學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布 魯 明 頓 校 區 法 學 博 士 （ S.J .D. , 2003, Indiana Universi ty School of
Law-Bloom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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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刑事拘禁以外的人身限制

身體自由乃是任何基本人權的根本，似無疑義。一旦身陷囹圄，

財產權、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其他自由權利盡皆成空。這也是為何

從近代人權概念萌芽起，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總是用相當多的篇

幅，從程序與實體兩個層面來限制國家的拘禁與逮捕權。

傳統上，國家拘束人身自由的措施，是以刑事拘禁為大宗，而人

權論述與憲法機制所關切的，主要也是如何約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主先進國家的刑事訴訟程序可說多已被憲法「馴

化」，並以多層次的行政與司法監督來減低國家權力濫用的可能。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60 年代由 Warren 大法官主導的一連串判決，以

憲法之名創設出許多被告人權， 154是最典型也為法律研究者耳熟能詳

的例子。其他各國在高密度的憲法與刑事訴訟法規範下，也逐漸使「刑

事拘禁」權的濫用，相對來說變得困難。

然而，國家權力總是不斷地找尋空隙突圍。在「刑事拘禁」大幅

受限之後，逐漸冒出各式各樣「非刑事拘禁」之手段—也就是本文所

稱的「非典」類型—以限制人身自由。此時，傳統上約束典型國家刑

罰權的各種程序機制，是否仍能適用？如果只因為系爭行為的「外觀」

或「標籤」改了個名字（例如，由「羈押」改為「收容」），憲法就

完全撤守，那豈不讓政府輕易地繞過憲法的要求而侵害人身自由？但

反過來說，若一味要求所有不同目的、性質與程度的限制措施，都要

適用與刑事訴訟同樣的程序原則，那是否又有膠柱鼓瑟之嫌，而不能

因應愈趨複雜的時代中，社會與政治的新情勢？例如，SARS 流行期

間，行政機關所執行的「居家隔離」，是否適用憲法第八條有關「司

法或警察機關逮捕拘禁」或「法院審問處罰」之規定？ 155總統可否以

154 尤以發展出 Miranda warning（警察逮捕嫌疑人時，口中唸唸有詞：「妳

有權保持沈默…」）的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以及發

展出證據排除法則（ exclusionary rule）的 Mapp v. Ohio, 367 U.S. 643 (1961)
最為著名，影響似也最為深遠。

155 參閱陳英鈐， SARS 防治與人權保障—隔離與疫情發佈的憲法界限，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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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戰爭為名，單方設置軍事審判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職

司拘禁與審判外國籍之恐怖份子？ 156移民主管機關對於偷渡入境或

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在驅逐出境之前可否不經法院裁定，逕行將其（限

期或無限期）收容？ 157地方政府社會局對於從事性交易的未成年少

女，可否以「安置」為名，將其留置「管教」經年？ 158…如何因應這

些所謂的「非典型人身限制」，相信也正是本次研討會主要目的之一。

既然沒有傳統、典型的刑事訴訟程序作為基礎；欲解決此一「憲

法如何規範非典拘禁」的問題，勢必得從層次較高、較抽象的人身自

由「原則」（ principles）論起。因此，本文在第貳部分簡介聯合國國

際規範與憲法關於人身自由的限制規定與原則，作為評析各種「非典」

人身自由限制的基準。第肆與第伍部分則分別以移民法上常見的「收

容」，以及青少年保護法制常見的「安置」兩種人身自由限制措施為

例，藉由第貳部分所揭示出來的原則，以及其他國家（以美國為主）

的相似制度，分析國內現有制度是否合乎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基本上，本文認為「非典限制」固然無須直接套用憲法或國際法

上有關「刑事拘禁」的所有細節原則與機制；但仍須適用最起碼的「人

身自由正當程序」。且由於「刑事」與「非典」均可能對身體自由造

政時代，第 29 卷第 3 期，頁 391 以下（ 2004）；黃錦堂，疾病控制的行

政法問題—以嚴重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為討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105 期，頁 9 以下（ 2004）；李建良，從正當法律程序觀點透析 SARS 防

疫相關措施，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9 期，頁 85 以下（ 2003）。
156 See e.g . Curtis A. Bradley & Jack L. Goldsmith, Congressional

Authorizat ion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 118 HARV . L. REV . 2047, 2057-66
(2005); David Cole, The Priori ty of Morali ty: The Emergency
Consti tu t ion’s Blind Spot , 113 YALE L.J . 1753 (2004); Derek Jinks & David
Sloss, Is the President Bound by the Geneva Conventions? , 90 CORNELL L.
REV . 97 (2004); Trevor W. Morr ison, Hamdi’s Habeas Puzzle: Suspensions
as Authorizat ion? , 91 CORNELL L. REV . 411 (2006) . 中文文獻中有關此一

議題之介紹，參閱廖元豪，多少罪惡假「國家安全」之名而行？—簡介美

國反恐措施對人權之侵蝕，月旦法學雜誌，第 131 期，頁 37 以下（ 2006）。
157 見本文第參部分。
158 見本文第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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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極大的限制，兩者在本質上未必能夠截然區分；加上行政拘禁的數

量愈來愈大，「刑事拘禁」的各種機制仍應依據案件類型輕重，分別

適用於「非典限制」，以防止政府濫權。據此，本文認為現行移民法

制（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以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以及「兒童與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中有關人身自由限制的

程序機制，均粗糙不堪而不足以約制行政部門之任意裁量，應屬違

憲！

貳、正當程序之標準—普世或特殊？

我在此將試圖藉由聯合國的相關規範，以及憲法有關人身自由的

規定與解釋，挖掘出「非典限制」的一些判準。

雖然本文探究之對象主要是刑事訴訟以外的「非典」限制，但鑑

於兩者仍有相近之處，且為參照比較（如：舉重以明輕）起見，必要

時仍會對於有關刑事訴訟之程序有所著墨。此外，各個參照對象的選

擇，也與本文後述所欲探究的主題—移民收容與青少年安置保護有

關。

一、相關聯合國國際規範

憲法第一四一條明定「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為國家義務，以

下聯合國相關規範，或已為立法院正式批准而成為國內法秩序的一部

份 ， 或 至 少 應 受 「 尊 重 」 而 可 做 為 間 接 或 參 照 法 源 （ persuasive
authority）。

（一）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 1948 年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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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第九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

逐」（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or exile.）
可謂設定了最抽象，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原則：禁止恣意（ prohibition of
arbitrariness）。亦即，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具有基本的合理

性（ reasonableness）。同樣的「最低標準」，之後也陸續出現在（後

述）各種人權公約之中。

（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而在 1966 年「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中，已有較為具體詳盡

之規定。其第九條第一項同樣規定禁止「任意」逮捕或拘禁；同時規

定人身自由之限制必須「依據法律明定之事由與程序」（ on such

ground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ocedure as are established by
law）方得為之。第二項規定逮捕時應立即告知「逮捕原因」，並迅

速告知任何不利之指控。

ICCPR 第九條第四項規定，任何被逮捕或拘禁而剝奪人身自由

者，有權請求法院迅速審查其拘禁之合法性，並在認定其拘禁違法時

予以釋放。此為類似憲法上「提審」，以及英美法制傳統上的「人身

保護令」（ habeas corpus）制度—不論是否為刑事訴訟程序，均由法

院迅速審查限制措施之合法性。

同條第三項則明定「刑事控訴」（ criminal charge）之程序要件。

包括：

(1) 迅速的司法審查—因刑事控訴而被逮捕或拘禁者，應即刻送

至法官或其他依法行使司法權的官員處審理，並有權在合理

期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

(2) 除為確保應訊或執行判決之情形外，原則上不得羈押。

ICCPR 第十三條規定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 expel）措施應有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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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雖然「驅逐出境」與後述所探討的「收容」並不完全相同，但仍

有極密切相關性—收容基本上乃是驅逐出境的「前置保全程序」，因

此前者的程序要件自然可作為後者之參考。依該條規定，驅逐出境之

決定必須：

(1) 依據法律所為，

(2) 除涉及國家安全之極重要原因外（where compelling reas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otherwise required），應給予外國人說明

理由反駁驅逐決定之機會，

(3) 除涉及國家安全之極重要原因外，應由有權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y）或人員審查驅逐決定。

（三）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禁或囚禁者之原則

聯合國大會於 1988 年十二月九日決議通過「保護所有遭受任何

形式拘禁或囚禁的人的原則」（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此一原則

可說是聯合國人權規範中，針對本文所欲探討的「非典」限制措施，

最完整的一份文件。

首先，在前言部分，此原則即明文揭示其適用範圍包括「任何形

式」（ any form）之拘禁與囚禁，並定義「拘禁」與「囚禁」之差異。

依其定義，「受拘禁者」（Detained person）是包括任何被剝奪人身

自由之人，但被判有罪確定者不在此限；「受囚禁者」（ Imprisoned
person）則專指因被判有罪確定而剝奪人身自由之人。依此，「拘禁」

係指本文所稱的「刑事訴訟以外之人身自由限制」。而本原則除明文

規定者外，均應適用於此等「非典」拘禁。

該原則全文共有三十九條。其中與「正當程序」以及本文目的較

直接相關者的規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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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拘禁應嚴格依據法律。（第二條）

(2) 拘禁應由授權為執行拘禁相關法律之適當官員（ competent
officials）執行之。（第二條）

(3) 本原則適用於國家領土內之任何人。（第五條第一項）

(4) 受拘禁者並非罪犯，不應受到「與被判有罪者」相同地位；

因此亦應與受刑人分隔。（第八條）

(5) 受拘禁者有權自我辯護或由律師依法辯護，（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十七條）並得與律師有迅速且充分溝通（第十一條第

二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如其無資力聘請律師，司法或其

他機關應在實現正義之必要時，指派律師。（第十七條第二

項）

(6) 司法或其他機關應有充分權限審查拘禁是否繼續。（第十一

條第三項）

(7) 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時，有關機關應告知被逮捕人或拘禁人應

有之權利，以及如何實現權利之方法。（第十條、第十三條）

(8) 不能理解執行逮捕或拘禁之官員所操語言者，政府應立即以

其能夠理解之語言告知其相關權利，以及其他應告知之事

項。（第十四條）

(9) 外國人遭拘禁者，有權與其所屬國籍之外交使館聯繫。（第

十六條第二項）

(10) 如受拘禁者為青少年或其他無法理解自己權利之人，有關機

關應依職權主動遵行本原則，並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第

十六條第三項）

(11) 如經被拘禁人請求，應儘可能將其拘禁於原居住所附近之拘

禁處所。（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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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拘禁應由司法決定」或「拘禁應受即刻司法審查」之

要求，本原則多有規定，如—

i . 拘禁應由司法或其他機關（ other authority）之命令為

之 ， 或 受 司 法 或 其 他 機 關 之 有 效 控 制 （ effective
control）。（第四條）

ii .受拘禁者應即被賦予具實效之聽證機會（ an effective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promptly），由司法或其他機關

（ a judicial or other authority）審理之。（第十一條第

一項）

iii . 受拘禁者或其律師有權於任何時候依法請求於司法

或其他機關前挑戰其拘禁之合法性（如證明違法，則

應立即釋放）。此一審查程序應簡單、迅速，且對能

力不足者不應收費。（第三十二條）

（四）兒童權利公約 159

1989 年通過，1990 年生效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適用於所有十八歲以下之未成年人（第一條）。

該公約第九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兒童不被迫與其父母分離，除

非：

159 除本公約外，尚有如「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標準規則」（北京規則）

（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 ion of
Juvenile Just ice ("The Beij ing Rules")）、「聯合國保護被剝奪人身自由之

青 少 年 規 則 」 （ 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Protect ion of Juvenile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 ty）等規範，均涉及對於青少年人身自由之限制要

件。但其主要規範對象，乃是所謂「少年犯」或「青少年犯罪／不良行

為」而生的懲罰程序；與本文所欲探討的「保護安置」尚有距離。因此

僅介紹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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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ies）認定該兒童與父母分離，為

實現其最佳利益所必要（如父母之虐待或疏於照顧、父母分居

而須確定兒童之居所地）。

(2)該決定應依據法律與法定程序。

(3)該決定應可受司法審查。

(4)所有利害關係人應有機會參與此決定程序，並表示意見。

該公約第三十七條則規定剝奪兒童人身自由的一般規定。其較特

別者包括：

(1)不得非法或恣意（ unlawfully or arbitrarily）剝奪其自由。

(2)拘禁措施應為最後不得已手段（ a measure of last resort）。

(3)拘禁期間應儘可能短暫（ the shortest appropriate period of
time）。

（五）保護所有移工與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保護所有移工與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以下簡稱「移工公約」）特別針對國際移

工 160的相關權利，為明文規範。其中有關人身自由之部分規範頗多，

但多為重複前述各項國際規範之規定。 161其重複規定之目的，應該在

防範各國以移工之「外國人」身分，拒絕給予相關的權利保護。此外，

「移工公約」在性質上是較為正式的國際公約，能見度較高；且若會

員國簽署並批准，則有法律上之拘束力。

160 即台灣習稱（但並非尊稱）的「外籍勞工」或「外勞」。
161 如：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不得任意逮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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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公約」較重要之規定，如：

(1) 移工與其家庭成員若遭逮捕，應於逮捕時儘快以其能理解之

語言，告知逮捕之理由以及嗣後將以其能理解之語言告知任

何不利控訴。（第十六條第五項）

(2) 移工及其家庭成員遭逮捕拘禁者，有權請求法院 162迅速審查

其拘禁之合法性；並在確定拘禁違法時釋放之。（第十六條

第八項）

(3) 在前揭司法程序，移工與其家庭成員有權尋求通譯協助，並

於必要時免費提供之。（第十六條第八項）

(4) 因違反移民法之指控而遭拘禁之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應儘可

能與刑事案件被判有罪者，或因刑事案件而被羈押之人，分

開拘禁。（第十七條第三項）

(5) 移工或其家庭成員，如係因所在國正在確認其是否違反移民

法而予以拘禁，則不應要求其負擔任何與此程序相關之費

用。（第十七條第八項）

(6) 關於驅逐出境—

i . 不得集體驅逐，而必須個案審議。（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

ii . 必須由有權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y）依法決定。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iii . 驅逐之決定應以其能理解之語言告知；且原則上若

經請求，應以書面告知理由。（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iv. 如處分係由司法以外機關做成，被處分人有權提出

162 此處明文規定「法院」（ court）而不包括其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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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說明其不應被驅逐，並由有權機關審查其案

件。（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v. 驅逐出境之處分，除旅費外，不得被要求負擔任何

驅逐出境之成本。（第二十二條第八項）

（六）小結

以上有關限制人身自由的國際規範，大約可整理成下列幾點。：

第一， 無論是否為刑事上的逮捕拘禁，其實體與程序規範均

須有法律依據。

第二， 逮捕或拘禁應由有權、適當之機關或人員為之。

第三， 對於任何限制人身自由之措施，法院或相似地位之機

關，應於事後能夠迅速且持續地予以審查。此等審查

機制，必須達到有效控制（ effective control）之程度。

第四， 被逮捕拘禁者有權得知原因與自己相關權利，並有權

獲得有效的權利保護機制，包括（免費）請求律師協

助、應以被限制者能理解之語言告知相關事項等。

第五， 「犯罪」與「其他原因而遭限制」之情形，應分別處

理，亦應隔離拘禁。

第六， 對於青少年之拘禁，更應考量其與父母之親情關係，

以及青少年之脆弱特性，給予特殊之考量。

第七， 判罪前的任何拘禁（包括羈押）僅在「保全」目的之

必要範圍內得容許之。

質言之，任何限制措施，也必須受到立法（法律明定要件）與司

法之「外控」，而不能任由執行機關單方決定。且此等外控機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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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迅速、有效，而不能儀式性地虛晃一槍。即便是「非典」之限制諸

如驅逐出境之決定，亦需遵行這些程序原則。

以上的聯合國國際規範中，「世界人權宣言」性質上並非公約，

亦無須簽署；但外交部已於 1998 年發表聲明重申願意維護並遵循宣

言所揭示的各項原則， 163應可認為藉由自願遵守而產生拘束力。「公

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已經簽署並於 2002 年由立法院批准，相關條文

並不在「保留」範圍之列；164因此相關內容是國內法，應無太大爭議。

其他規範，即便未達到「國際習慣法」之層次，至少也是漸趨受重視

或者是蓬勃發展中的全球趨勢，值得吾人在設計與執行制度時慎重考

慮。

二、憲法上之標準

憲法上有關人身自由之原則，主要規定在第八條，內容相當繁

複。全文為：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

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

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

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

之機關提審。

163 有 關 外 交 部 聲 明 之 相 關 資 訊 ， 可 參 照

http: / /www.mofa.gov. tw/webapp/ct .asp?xItem=11476&ctNode=295 (last
visi ted, May 8, 2006) .

164 有 關 立 法 院 批 准 與 保 留 之 情 形 ， 可 參 照

http: / /www.mofa.gov. tw/webapp/ct .asp?xItem=11470&ctNode=295(last
visi ted, May 8,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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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

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人 民 遭 受 任 何 機 關 非 法 逮 捕 拘 禁 時 ，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得 向 法 院 聲 請 追

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

法處理。

從體系上來看，第一項處理所有（不限於刑事訴訟）的人身自由

限制事項。第二項特別針對「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之相關程序（包

括羈押與提審）予以規定，因此是「刑事訴訟」程序制度。第三項則

是針對「因犯罪而被逮捕拘禁」所為之提審（司法審查），性質上仍

屬刑事訴訟程序的一環。第四項的「追究」，可以解釋成「追究違法

逮捕拘禁者之法律責任」，但未嘗不可解釋為「請求司法審查」；若

採後者解釋，則成為「非典限制」之提審。

因此，與本文最直接相關的應該是第一項。從文義上來看，它規

定了以下重點： 165

(1)逮捕拘禁

i . 執行者應為「司法或警察機關」。

ii . 應依據「法定程序」。

(2)審問處罰

i . 應由法院為之。

ii . 應依據「法定程序」。

165 關於憲法第八條在「典型」與「非典」之間的差異以及適用範圍，湯德

宗教授有相當清楚的闡釋。參閱湯德宗，具體違憲審查與正當程序保障—
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的續造與改造，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4 期，

頁 445 以下，頁 453-454, 47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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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將第四項解釋為刑事訴訟程序外的「提審」，那麼「非

典」的人身限制也有在二十四小時內請求法院審查的權利。

除了文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司法院大法官的多號解釋，填充了憲

法文字的空洞與不足之處。其中最重要者，就是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

了。該號解釋涉及「檢肅流氓條例」相關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第八條人

身自由保障之爭點。解釋文曰：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

之逮捕應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

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

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

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底線為作者所加）

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指出：

…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

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

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

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

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家、人民

處於緊急危難之狀態，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種法律之規定，

倘與上述各項原則悖離，即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底線為作者所加）

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有兩大重要貢獻。

第一，它創設出「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來裝填憲法第八

條「法定程序」之內容。準此，人身自由之限制程序即受到雙重約制—

在形式上應符合法律保留（以法律定之）外，程序內容尚須符合「實

質正當」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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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與前面相關的，是大法官自行填塞一套「程序權利清單」

到「法定程序-正當法律程序」裡頭。依此，所有的人身自由限制措

施，都必須乖乖地遵守大法官所列舉的程序保障機制。其包括「被告

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

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

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

級救濟」等，雖然主要都是刑事訴訟程序的要求，但相似原理自然可

能被套用在「非典」的限制措施。

第三，大法官最後以相關規定「逾越必要程度，有違實質正當」

為由宣告違憲，顯示「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原則亦屬「正當程

序」的要件之一。 166

除了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外，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與第二五一號

解釋，則引用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法院審問處罰」原則，認定「違

警罰法」中，「警察官署裁決拘留」之措施違憲，而要求系爭措施應

「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確認即使是「行政罰」，一旦涉及人

身自由之限制，也必須由法院為之。嗣後重新制定的「社會秩序維護

法」，即規定「拘留」應由法院裁定方得執行。167嚴格的「法官保留」，
168在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以及這兩號解釋的建構下，成為人身自由限制

措施的共通條件。

又，釋字第五八八號解釋將「行政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

之部分規定宣告違憲。雖然行政執行中的人身自由限制，乃本研討會

之重要主題，另有高人指教，此處不敢掠美；但該解釋中所揭示的一

166 參閱廖元豪，美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釋之影響—正當程序、政治

問題與方法論之比較，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1 期，頁 1 以下，頁 13-14（ 2004）。
167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以外

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而此處之「簡

易庭」，依據同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條規定，係指地方法院內部設置的

簡易法庭。
168 參 閱 陳 愛 娥，正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之保障—以我國法為中心，憲政時

代，第 29 卷第 3 期，頁 359 以下，頁 37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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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原則，仍應在此稍加介紹。

首先，釋字第五八八號解釋澄清了憲法第八條「警察機關」之疑

義：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

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

意，凡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

關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關於拘提、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核與

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無違背。（底線為作者所加）

此處係從「實質」、「功能」之角度來認定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

稱之「警察」。 169自此，有關 SARS 流行期間之「居家隔離」措施是

169 更詳盡的說明，參照該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

…「警察」係指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具強

制（干預、取締）手段特質之國家行政作用或國家行政主體，

概念上原屬多義之用語，有廣、狹即實質、形式兩義之分。其

採廣義、即實質之意義者，乃就其「功能」予以觀察，凡具有

上述「警察」意義之作用、即行使此一意義之權限者，均屬之；

其取狹義、即形式之意義者，則就組織上予以著眼，而將之限

於警察組織之形式－警察法，於此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機關及人

員始足當之，其僅具警察之作用或負警察之任務者，不與焉。

上述行政執行法既已就管收、拘提為明文之規定，並須經法院

之裁定，亦即必須先經司法審查之准許，則其「執行」自非不

得由該主管機關、即行政執行處之人員為之（本院釋字第五五

九號解釋參照）。是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

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乃採廣

義，凡功能上具有前述「警察」之意義、即法律規定以維持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為 目 的 ， 賦 予 其 機 關 或 人 員 得 使 用 干

預、取締之手段者，概屬相當，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

察」之意。是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管收交

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

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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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因其非由警察機關執行而牴觸憲法之疑義，似可告終結。 170

其次，釋字第五八八號解釋清楚地界定此類人身自由限制措施，

所應履行之程序要件：

…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

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法定義務人到

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

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

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底線為作者所

加）

亦即，一方面確認「管收」也是憲法第八條所謂之「拘禁」。更

重要的，是在「法院審問」之外，更要求此等審問程序必須讓義務人

有「程序參與」之答辯機會。依此，即便在「非典」限制措施中，亦

應在事前給予當事人充分、有效之答辯機會。

綜上所述，憲法對人身自由限制措施所課的約束，絕不亞於聯合

國的各項國際規範，甚至尤有過之。從大法官的相關解釋，「非典」

限制的憲法要求如下：

(1)幾近絕對之法官保留。

(2)法律保留—程序與實體原因應以法律定之。

(3)逮捕拘禁應由「司法或警察機關」為之，但任何法律明定授權

之主管機關，原則上應該都可以符合這項條件。

(4)當事人事前、有效的程序參與權。

(5)接近刑事訴訟的程序保障。

170 但此類措施是否牴觸「法官保留」之程序，則是另一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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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適用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從前述的聯合國標準以及憲法原則來看，國內各種「非典」的限

制措施是否合乎當代人權之基本精神呢？本文即以移民法上之收

容，以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中的安置措施為例，進行例示性

的分析。

參、非典限制之例一：移民法制上之收容

現行制度下的「移民法」包含了針對一般外國人予以規範的「入

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移民法），以及專門規範大陸地區人民之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移民法中的收容規定，主要規定於第十五條與第三十六條。第十

五條規定，「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遭強制出國處分，於執行前「得

強制收容」。而第三十六條規定如下：

外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強制收容︰

一、受驅逐出國處分尚未辦妥出國手續者。

二、非法入國或逾期停留、居留者。

三、受外國政府通緝者。

四、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保護之必要者。

前項收容以十五日為限，必要時每次得延長十五日。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辯護人、保證人，

得於七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收容異議。

第一項第一款受強制驅逐出國者，無法遣送時，主管機關得限定其住居所

或附加其他條件後，解除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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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移民法中的收容，原則上是對於「遭驅逐出境但尚未離境者」

所為之保全措施。而移民法對於「驅逐出國」，規定於該法第三十四

條，但並未有任何的程序規定，僅賴於主管機關（內政部）單方之行

政處分即可決定。尤有甚者，因為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

定「外國人出、入境」不適用行政程序法，連起碼的「事前陳述意見」

（行政程序法第一０二條以下）、「告知理由」（行政程序法第九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等基本程序正義的要件，都不要履行。

再看兩岸條例，其規定更是粗糙。該法僅於第十八條規定「進入

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

出境」，再於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

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連「期限」的規定都沒有！此外，

由於大陸地區人民在性質上並非「外國人」，因此不能直接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排除適用，兩岸條例居然在第九十五

條之三獨立規定一個排除條款「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往來有關之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這兩個法律所規範的「收容」（以及其相關的「驅逐」）制度，

在程序上的共同點是：

(6)均由行政機關單方、片面做成決定，而非法院。

(7)收容之期間均無上限。移民法雖然有「十五日」之限制，但無

「延長次數」的限制，實際上與無限期也沒什麼差別。

(8)收容與驅逐之行政處分，均未設計較為中立、公正之裁決程

序；甚至連一般行政處分所適用的極簡單行政程序保障都明文

排除。

(9)受驅逐處分與收容處分者，事後救濟原則上均僅能循一般的行

政爭訟（向上級機關訴願→行政法院）為之。

(10) 收容制度的細節，均以空白授權方式委託主管機關訂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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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文見解，現行移民法制的驅逐與收容規定，並不符合憲法所

要求的最低標準。理由如下：

首先要說明的是，驅逐出境與收容，都是不折不扣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措施。依據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此類措施雖然不適用第八條

第二項有關刑事訴訟相關保障的規定，但不能規避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的最低要求：「實質正當程序」與更具體的「法官保留」。

既然此類措施對人民自由限制如此強烈，自應有正當程序原則之

適用。如果再對照釋字第一六六與二五一號解釋將違警罰法有關「警

察官署裁決拘留」規定宣告違憲之意旨，舉輕以明重，更可得知驅逐

與收容絕無理由排除正當程序之適用。

況且，正當程序之保障，並無區分「外國人」與「本國人」之必

要。一方面，通說認為，憲法第八條身體自由之保障屬於普世適用的

人權，而非專屬於國民之「國民權」。 171而行政程序「禁止恣意」之

原則，也不應因為受處分人之身分而有差別。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

是否有權進入台灣，是一回事；但對於已經踏上台灣土地的人，則正

當程序乃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標準，不可輕言放棄。否則，豈不等於

說行政機關可以任意、恣意地處置所有在台的外人，而不受任何牽

制？

「正當程序」本身是個彈性的概念，除了憲法保留之程序機制

外，釋憲機關必須衡量系爭權利之重大程度，與公益的急迫與必要

性，決定何等程序方屬「正當」。 172移民法制涉及國家主權之維護與

171 參閱李震山主持，《針對大陸地區人民執行強制出境及收容相關法律問

題之研究—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為中心》，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頁 107-108 以及註釋所引用文獻（ 2005）。
172 林超駿教授曾建議採用類似美國最高法院在 Mathews v. Eldr idge, 424

U.S. 319 (1976)中，所用的利益權衡標準，來決定「非刑事程序」之正當

程序內容。雖然 Mathews 案本身並未涉及人身自由拘束，但其原理仍可

套用。（見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

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4 期，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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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保障，通常容許主管機關擁有較大之彈性。但對侵害權利如此

重大之驅逐與收容處分，亦應有最低標準之程序保障。從前揭各項國

際規範（尤其是移工公約）的標準來看，這套「快速處分 -執行」而欠

缺權利保障與有效救濟的機制，並不合格。

何況，被驅逐出境後，欲進行事後之行政爭訟，相當困難；尤其

尚須先向行政機關「訴願」。這在行政一體概念下，多半只是浪費當

事人的救濟時效。 173故此種重大決定，絕不可由行政機關「片面」處

置，而應有中立之第三者做成終局裁決。

依此，從人身自由之保障而言，「強制收容」應經法院之審查，

方可為之。但可容許急迫之臨時處置。觀諸國內現行其他法律，除刑

事訴訟程序外，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之「安置」，其侵害程度雖不如移民法制中的「收容」，但均有

之「法院裁定」之機制。移民法上的「強制收容」自應比照辦理，方

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程序之意旨。

同樣的，「驅逐出境」原則上也應該由司法決定。但當事人「自

願」離境，以免為等待裁決而遭收容者，自不在此限。

或謂在比較法上，外國法制未必嚴格要求「事前」之司法決定。

但一方面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與大法官釋字三八四號解釋，已將「所有」

人身自由之限制，均納入「法官審問處罰」之範圍；能否無視憲法文

義之規定，在移民法制予以例外處理，恐有爭議。 174

以下，頁 584-587（ 2004）。對此見解，作者深表贊同。

關於 Mathews 案之簡介與其影響，參閱廖元豪，行政程序的憲法化—論

行政處分之「正當程序」，世新大學學報，第 9 期，頁 213 以下，頁 226-229
（ 1999）。

173 台 北 市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在 2006 年 一 月 五 日 作 成 的 「 府 訴 字 第

09426201800 號」訴願決定，認為警方未附理由，就將「非法打工」的大

陸配偶強制出境，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撤銷強制出境處分。是少見

的「相對進步」實務見解。
174 類似見解，參閱李震山主持，前揭註研究計畫，頁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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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美國移民法對於強制驅逐出境，雖不要求由法院事

前裁定，但依據美國移民法制與憲法實務，已經入境美國之外國人，

應受憲法正當程序（Due Process）條款之保障。除自願離境外，驅逐

出境應給聽證機會，適用較為中立之裁決程序。 175移民法並規定應由

獨 立 之 移 民 法 官 （ Immigration Judge ） 176 審 理 「 禁 止 入 境 」

（ inadmissibility）與「驅逐出境」（ deportability）之事項。 177即便在

「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的口號與氣氛下，美國法院仍然堅持

移民官員無權逕行將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法定之聽證權不得非法剝

奪！ 178而移民法甚至加入一節，專門設置由法院（而非隸屬行政部門

的移民法官）審理外籍「恐怖份子」之驅逐出境與收容程序。 179可見

其對基本正當程序之重視於一斑。重大影響身體自由之類似決定，決

不許由行政人員單方決定！

主管機關對此類抨擊的回覆，往往是千篇一律地說：「偷渡客太

多—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所以司法決定緩不濟急」。但我們該

問的是：「那又怎樣？」這其實也是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所揭示的「比

例原則」之問題。

目前在實務上，被查獲非法入境或其他有強制出境事由之大陸地

區人民，在遣送出境之前，幾乎一律依第十八條第二款予以收容。而

又因為兩岸關係情勢特殊，遣返作業延宕，使得許多大陸人民因而必

須在收容處所中長期（無特定期限）被監禁。又加上預算人員之欠缺，

175 E.g. Yamataya v. Fisher, 189 U.S. 86 (1903); 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S. 33
(1950).

176 「移民法官」並非嚴格意義的法院法官，而是行政官員。但享有獨立地位與身分保障，
不受行政首長指揮監督與免職。可參考 Office of the Chief Immigration Judge 之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eoir/ocijinfo.htm (last visited, May 1, 2005).

177 8 U.S.C. §1229a.
178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2004 年 11 月 18 日作成判決，判定司法部不得未經正式
聽證程序，而由移民官員片面將被指稱非法移民之人驅逐出境。被指控者有權請求由
移民法官進行聽證。關於本件判決，見 Morales-Izquierdo v. Ashcroft, 388 F.3d 1299 (9th
Cir. 2004).

179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501-507 (8 U.S.C. §§1531-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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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處所之待遇比監獄尚且不如，頗為可議。 180

要知道，「收容」本身並非處罰方式，而是強制出境前的保全措

施，其目的乃是為了確保強制出境之處分能夠實際執行。但其付出之

代價，卻是被處分人的人身自由。兩者權衡，前者是否當然，在任何

情形下均可優於後者？是否沒有別的選項以確保強制出境處分？更

基本的問題是：國家欠缺人力與經費來建構足夠與適當的設施，是否

應以人民（即使是大陸人民或外國人）之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為代

價？

此外，移民法第三十六條與兩岸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均

是「得暫予收容」。可見一方面是「得」，是裁量規定，而不是非收

容不可，主管機關在此本有個案權衡之斟酌餘地。另一方面應屬「暫

行措施」，如果必須被限制經年，則與拘禁處罰何異？

那麼，對於等待遣返的大陸地區人民，若是沒有「適當」收容處

所（不能等同於監獄），在執行強制出境處分之前，可以有哪些替代

的處理方式呢？可能有以下選項，如—

3. 比照在「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案件中，責付民間的庇護

中心代為收容；或

4. 對於確定是台灣人民合法配偶者，由於有固定家庭地址，無

逃跑之虞，無須收容。

以美國為例，由於收容處所人滿為患。 181而驅逐聽證的庭期又排

180 例如，美國「人口走私受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明

文規定各級政府應擴張（expand）給予受害者各種福利與保護（包括匿名），不因其係

非合法入境而有任何差別；必要時甚至給予居留權。這才是「從被害者觀點」思考問

題的法律途徑。（22 U.S.C.§7105）而美國國務院依據該法所做的 2005 年年度報告中，

則將台灣防止人口走私的成果貶為第二級。部分理由即是站在現行制度對受害者—尤

其是大陸女子—的保護有欠周延，不願給予「遣返出境」與「收容」以外的其他選項。

此一報告可上網參閱：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5/46616.htm (last visited,
May 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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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長，移民官員對於非優先順位的潛在被驅逐者，往往只能給個出

庭聽證的通知後，就飭回候傳。雖然明明知道這些人幾乎都不會出

庭，但既然國家沒有足夠的設施，又不能不履行聽證的正當程序，那

也只好放他們去。此外，即使對於此類外國人，雖然法律未明定收容

的最長期限，又因政治因素無法確定遣返期間，聯邦最高法院亦從人

身自由保障之角度，不容許「無限期監禁」（ indefinite detention），

而將系爭法律解釋為「收容應限於『合理期間』」。 182

反觀國內現狀：收容處所再擠，也硬要不人道地把等待遣返的大

陸人民塞在一起；甚至非法拘禁於拘留所甚至警局地下室者，亦時有

所聞。

這或許是我們這個習慣戶籍制度、習慣身分證，卻不習慣多元文

化的國家，出於對「非法移民」、「外來者」的無端恐懼。事實上，

非常多的研究顯示，所謂的非法移民，對歐美各國經濟貢獻良多。本

土種族主義者指控的「破壞社會秩序」、「搶奪國人工作權」，反而

未必有堅強的實證。 183我並非主張完全撤除邊界管制， 184而是主張無

須將「偷渡客趴趴走」的可能危害無限上綱，從而造成嚴重忽視人權

之後果！

其實，如果將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解釋成「非典拘禁之提審制度」，

讓所有被拘禁者有權迅速聲請法院提審，至少可以彌補事前程序之不

足，也可以符合聯合國相關規範之「提審」與「迅速救濟」之要件。

事實上，「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

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並未限於

181 See THOM AS ALEXANDER ALEINIKOFF ET AL . , IM M IGRATION AND

C ITIZENSHIP : PROCESS AND POLICY 697 (5th ed. 2003) .
182 Zadvydas v. Davis, 533 U.S. 678 (2001) .
183 See e.g . Thomas Muller , Nativism in the Mid-1990s: Why Now? , in

IM M IGRANTS OUT!: THE NEW NATIVISM AND THE ANTI-IM M IGRANT IM PU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06-09 (Juan F. Perea ed. 1997) .
184 Kevin Johnson 曾經提出類似的主張，說明「開放疆界」並非不可能之事。

See Kevin R. Johnson, Open Borders? , 51 UCLA L. REV . 193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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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程序」或「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可惜目前實務見解尚

過於保守，硬是將「提審」侷限於「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拘禁」之案

件。 185彌補移民法制中程序瑕疵的最後一線機會也因此而喪失了。相

比之下，美國最高法院在 2001 年 INS v. St. Cyr186判定，即使國會明文

立法禁止法院審查驅逐出境相關決定，人身保護令（相當於「提審」）

的司法審查仍然必須維持，就遠較國內通說更能符合正當程序的最低

標準。

肆、非典限制之例二：青少年保護安置

「兒童青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以下簡稱「兒少條例」）為保

護兒童與青少年，賦予地方政府對於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性交易之虞

的兒童青少年，「安置」之權力與義務。兒少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與

第二項規定，凡是查獲、救援或發現從事性交易（之虞）之兒童或少

年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地方政府設置之緊急收

容中心。地方主管機關則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

決定是否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二週至一個月。之後由主管機關向

法院提出觀察輔導報告及建議處遇方式，聲請法院裁定是否安置於

「中途學校」，並施予二年之特殊教育。（兒少條例第十八條）

這項措施雖為保護兒童青少年而設，但先不論後面可能長達二年

的特殊教育；前端的短期收容，不可否認地，已經賦予行政機關無須

法院事前同意，限制人身自由之權限，長達九十六小時。這樣的規定，

是否合乎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正當程序要求？ 187

185 如：台灣宜蘭地方法院 93 提字第 2 號裁定（ 2004.11.19）（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入境而遭收容，不適用提審）。
186 533 U.S. 289 (2001) .
187 兒少條例所引起之侵犯人權之疑義與爭論，參閱林超駿，前揭註文，頁；

許玉秀，是保護？是禁錮？—評釋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戶字第一

０三號民事裁定並檢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月旦法學雜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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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爭點，在於「安置收容」是否牴觸憲法第八條

的「特別程序」要求—(1)由「司法或警察機關」逮捕拘禁， (2)由「法

院」審問處罰，(3)逮捕拘禁後二十四小時內由法院決定是否繼續羈押。

就問題 (1)而言，釋字第五八八號解釋似已經回答：憲法第八條第

一項之「警察」並不以形式上的警察為限，而包括功能上依法行使強

制權限的各種公務員。因此，雖然實施暫時安置以及向法院聲請短期

收容安置者，乃是縣市政府（社會局）而非形式上的警察人員；但既

然依法行使此等權限，在功能上仍屬「警察」，並不違反憲法第八條

第一項之「司法或警察」條款。

問題 (2)與問題 (3)其實是相關的：因為兒少條例其實也規定了「法

院裁定」，所以這類案件「終究」是會由法院審理的。重點就在於行

政機關可否在「拘禁」了兒童或少年九十六小時之後，才聲請法院裁

定？依據憲法第八條，行政機關真有如此之長的拘束人身自由權力？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逮捕拘禁機關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

捕人移送法院審問。而依據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之見解，這表示判決

有罪前之「羈押」應由法官（而非檢察官）決定。但這個「二十四小

時」的嚴格期限，從文義上來說，僅適用在「人民因『犯罪嫌疑』被

逮捕拘禁」之情況；對於本文所欲探討的「非典」限制，並不直接適

用。

如此看來，似乎兒少條例的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八條的「特別

程序」或所謂「憲法保留」之部分。但這並不表示「安置」就當然合

憲。它到底限制了被安置者的人身自由，而應符合釋字第三八四號解

釋所揭示的「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最低標準。因此，第二層次的爭點

即是：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有關安置的相關程序規定，是否

符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正當程序」不同於具體規定之「憲法保留」，是一個有相當彈

81 期，頁 184 以下，頁 188-18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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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概念。系爭程序是否正當，要從其目的、效果、類型、環境等各

種脈絡綜合觀察，並做細膩的利益權衡。聯合國國際規範以及比較法

上的經驗，也就十分值得參照。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這類的安置措施其實也就是對未成年人之

「拘禁」；並使其與父母或其他家人分離。因此在程序上應力求嚴謹，

受司法審查，並有家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參與；在實體上則應確保

此種「安置」為不得以的最後手段。

美國印第安那州州法對於兒童與少年從事性交易者，亦有與兒少

條例類似規定。印州法典（ Indiana Code）第 31-34 編之名稱為「青少

年法：應受照護服務之兒少」（ Juvenile Law: Children in Need of
Services），將受到包括從事性交易之各類虐待、忽略、遺棄等侵害

的青少年，界定為「應受照護服務之兒少」，而可將之安置。 188

依其相關規定，原則上應由執法人員（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向法院聲請強制安置。189但於執法人員無法支援時，緩刑官（ probation
officer），以及社工人員（ caseworker）均可暫時留置（ take into custody）
該青少年。 190但應於一定期間內聲請法院舉行留置聽證（ detention
hearing）。所謂「一定期間」，在 1998 年修法原本之 72 小時縮短為

48 小時。 191

關於相關規定是否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印州上訴法院曾於 1993
年之 Hendry v. Marion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Welfare192判定合

憲（當時之留置期間仍為 72 小時）。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兒童

青少年保護措施，本質上與刑事訴訟不同，適用不同之標準。前者係

基於父母怠惰或侵害子女，政府行使「國家親權」之特殊情況，立法

者享有彈性遠較後者為高。第二，印州相關法律整體觀之，已給予相

188 IND . CODE ch. 31-34-1.
189 IND . CODE § 31-34-2-1.
190 Id . § 31-34-2-3.
191 Id . § 31-34-5-1.
192 616 N.E. 2d 388 (Ind. App. 2d Dist .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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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當事人充分之程序保障。

但應注意者，既然回到「正當程序」的抽象原則，等於是用國際

規範的最低標準「禁止恣意」當作標準。權衡之際，必須就「整體法

制觀之」。印第安那州法院跳出單就「七十二小時」為判斷的窠臼，

承認相關法律「整體觀之」可以合憲。但「整體觀之」，印州（當時）

法律規定仍遠較兒少條例更加細膩精緻且符合比例原則。其與兒少條

例不同者如：

一、必須是並無合理機會取得法院令狀之情況，方可由前述人員

逕行留置。亦即，留置仍以先行取得法院令狀為原則。而不似兒少條

例，任何情況下主管機關均可取得至少七十二小時的片面留置權。

二、由緩刑官或社工所為之臨時安置，必須是在無法尋求執法人

員之協助的情形下，方可為之。而非如兒少條例，均可逕由主管機關

為之。

三、無論是臨時的行政留置，或是法院裁定安置，均須有「相當

理由」（ probable cause）之證據要件， 193或是詳盡的事實認定基礎

（ Findings）； 194而非如兒少條例，只要他人檢舉，主管機關即可強

行安置。

四、必須是無法由該兒童青少年之家人保護之情況，法院方可裁

定另行安置。195但兒少條例的「原則 -例外」關係卻顛倒過來，第十六

條與第十八條均規定原則上「應」安置之，例外才裁定不安置。

五、對於（暫時與長期）留置期間之對待方式，以及法院聽證之

程序與實體要件，印州法的規範密度遠較兒少條例高，程序保障之嚴

謹與正式，也絕非兒少條例所能比擬。

193 IND . CODE §§ 31-34-2-3, .31-34-2-6
194 IND . CODE § 31-34-5-2.
195 IND . CODE § 31-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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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外國法並不直接拘束國內法院與機關。但正如同各類（尚

未簽署與批准的）國際公約一般，應有參照之價值。何況在「比例原

則」的思量上，「人身自由限制」是否為「最後手段」為合憲與否重

要判準之一；如果我們能夠從比較法經驗看出，其他限制較輕、程序

較嚴謹手段之可行性，那兒少條例即有違憲之虞。

就此而言，兒少條例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給予主管機關七十二小

時（至九十六小時）之片面留置權。而嗣後雖由法院裁定，但裁定之

要件未充分考慮安置措施之「最後手段性」，亦未詳盡規範相關程序，

更未給家屬適當而足夠之參與權。鑑於人身自由限制之嚴重性，吾人

實難容忍兒少條例如此粗糙且「以保護為名行處罰之實」的制度，在

未經修正的情況下繼續存在。司法院大法官若有機會審查兒少條例，

我強烈建議大法官應就程序不足之處逕為指正，並以限期失效之方式

宣告違憲。

伍、結論

移民法制以主權為名，兒少條例則是宣稱保護，但結果都是使用

粗糙而片面的程序，嚴重限制人身自由。既不合乎憲法「法官保留」

與「正當程序」的要求，也與國際規範的趨勢相左。

在大法官多號解釋的努力下，刑事程序逐漸踏上軌道；但「非典」

領域需要更細膩的分析模式與利益權衡基準，而國內的立法實務顯然

尚多未跟上憲法與國際規範之腳步。盼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八號後，

再接再厲，發展出更多更清晰的標準，為使現代、新穎的各類「非典」

限制措施也能夠受到適當的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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