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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鉗下的外勞勞動人權 

─我國外籍勞工勞動人權之探索 

 

第一章 序論 

 

    「一名印尼籍女傭向台北縣警方指控遭吳姓女雇主淩虐及限制行動，對方並

傷害她的性器官。………印尼籍女傭 S 告訴警方說，她從元月十六日到吳姓婦人

家中幫傭，除了做家事，還要照顧吳婦三名小孩，吳婦限制她的行動，至今沒有

休假，只要做家事或餵小孩的動作慢一點，就會被打罵。四月八日上午，她把稀

飯煮焦了，吳婦不但責罵她，還用衣架、藤條把她打得片體鱗傷………。S 說，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她因餵小孩吃飯的動作太慢，又被吳婦責罵，吳婦用拍

打肉排的方形鐵鎚打她，拉扯她的頭髮，還猛捏她的陰部，說要用老虎鉗夾她。

當時吳婦的先生也在旁邊觀看，並未制止，讓她非常痛苦。」 

(聯合報，第五版，2001/5/25) 

 

    「在把人力當成『商品』的邏輯之下，移工在 台工作的處境，並沒有太大

的改變。移工遭遇到的種族、階級、性別的歧視，存在於所有的政策、媒體以及

社會生活之中。而在不當法令政策之下，移工往往遭受到雇主與仲介業者的層層

剝削。形同現代奴隸賣身契的仲介契約、限制住居、剝奪信仰自由、禁孕、任意

遣返、惡劣的勞動條件、不安全的工作場所、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頻傳以及不時

成為政府外交關係的籌碼，充分顯示出移工被非人性化對待的處境。」 

(【二千年台灣人權報告】，頁 11，台灣人權促進會，2001/2) 

 

一、研究緣起 

 

    禮拜天早晨，當大多數台北人兀自好夢中，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教堂早已 

門庭若市、人聲鼎沸，路經此地，彷彿置身異國般頓生時空錯置感，讓人不禁分

不清楚誰才是「外來客」？！同日下午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中正紀念堂，傍

晚時分的台北火車站，耳畔響起、觸目所及的盡是您不熟悉又陌生的交談聲音和

人群影像，您會多看他們一眼然後走開，抑或頭也不抬地加快您的腳步離去？沒

有錯，外勞1就這樣悄悄然「侵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對於絕大多數國人來說，

外勞只是一群社會能見度極低的「透明人」，他們很少會去感受到外勞的「存在」，

特別對於許多中產階級而言，外勞似乎只是個「零」。然而在台外勞總人數迄今

                                                 
1 本文使用「外勞」一詞，並未有任何社會階級貶抑之意，也沒有政治上分離主義的企圖，或任

何民族情緒的對立意圖。有人以「客工」或「移工」稱之，但仍以「外勞」為民間慣用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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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已超過三十萬人(如表一、表二)，一旦其衍生社會問題時，外勞馬上成為「千

夫所指」的對象，甚至被視為社會不定時炸彈。少有人會去感謝家事服務外勞的

付出與辛勞，少有人會去想到日常生活用品裡的部份成果是外勞的汗水結晶，也

少有人會去記得重大工程的完成背後有外勞的血、汗、淚交織，更少有人會去關

心外勞的異鄉作客心情、生活狀況、勞動條件、職場環境與工作處遇。有的，是

將外勞和「骯髒不潔」、「懶散」、「貧窮」、「犯罪」、「社會成本」等負面標籤串聯

在一起，或痛斥他們搶走了本國勞工的飯碗，甚至擔憂總有一天，外勞若成了新

移民，將會「劣化」我們的「優質」生活，「反噬」我們的「文明」社會，「侵蝕」

我們的「固有」文化。 

 

表一  臺閩地區外籍勞工在華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底 

單位：人 

行  業  別 總  計 印  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   國 越  南

總      計 304,605 91,132 46 72,779 127,732 12,916

農      業 

(國內外船員) 
1,249 548 490 14 197

製  造  業 
  食品製造業 

  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品業 

  皮革及毛皮業 

  木竹製品業 

  家具及裝設品業 

  紙漿及紙製品業 

  印刷及有關事業 

  化學材料業 

  化學製品業 

  石油及煤製品業 

  橡膠製品業 

  塑膠製品業 

  非金屬礦物業 

  金屬基本工業 

  金屬製品業 

  機械設備業 

  電力及電子機械業

  運輸工具業 

  精密器械業 

  雜項工業 

157,055 
4511 

28026 

2575 

1613 

1285 

214 

3455 

243 

1892 

1607 

– 
4251 

10184 

6141 

10315 

16413 

6643 

44135 

6949 

752 

5851 

11,637
372

1984

168

121

479

8

474

9

169

125

–
134

751

453

948

1142

396

3154

362

22

366

34
–
1

-

-

-

-

-

-

-

1

-

-

1

2

2

3

1

13

-

-

10

46,465
1221

4990

965

255

147

34

654

37

351

371

–
371

2056

967

1234

3011

1030

25597

1106

504

1564

91,896 
2600 

19745 

1083 

1201 

628 

172 

2258 

197 

1260 

1016 

– 
3561 

6884 

4357 

7993 

11959 

5066 

12687 

5340 

171 

3718 

7,023
318

1306

359

36

31

-

69

-

112

94

–
185

492

362

138

298

150

2684

141

55

193

營  造  業 33,367 269 10 949 31,664 475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 
112,934 78,678 2 24,875 4,158 5, 221

附   註：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包括家庭幫傭、家庭及養護機構監護工等項。 

資料來源：職訓局網站(http://www.ev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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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閩地區外籍勞工在華人數按開放項目分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底 

單位：人 

項 目 別 在台人數 

總  計 304,605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 29,619 

六行業十五種職業 208                

外  籍  監  護  工 103,780 

家   庭   幫   傭 9,154 

外   籍   船   員 1,249 

六十八種行業 2,292 

七 十 三 種 行 業 207 

陶 瓷 等 六 行 業 192 

新廠及擴充設備案 459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專案 212 

三 K 行 業 專 案 51 

重 大 投 資 製 造 業 50,520 

重大投資營造業 2,502 

七行業專案 17 

製造業兩年期滿重整  (3) 93,405 

非高科技製造業 10,361 

高科技製造業 377 

資料來源：職訓局網站(http://www.evta.gov.tw/) 

 

    在經濟全球化的運作規律下，資本的力量節節進逼，國家在勞動市場的管制

地位節節敗退，勞動力的跨國移動日益頻繁。台灣在 80 年代末期亦搭上這班列

車，在正式開放引進外勞後，彷彿失速的雲霄飛車般，合法在台外勞人數不斷地

衝高，從 1991 年的 1,610 人到 2001 年的 304,605 人 (如表三)，從「限業限量」

的政策基調，到引進行業、類別的不斷擴增。2十年來，一波波的廉價外勞在雇

主張臂歡迎之下來到台灣。十年間，一曲曲的外勞悲歌卻不斷地在台灣社會各個

角落響起。缺乏前瞻性、整體性的外勞政策，漠視人權、偏離平等待遇的外勞法

令，嚴重剝削的人力仲介，封建唯利的雇主心態與違反人性的管理制度，都成了

                                                 
2
 政府在資本家以「撤資」/「投資」作為要求引進外勞的「威逼利誘」下，終究棄守原來禁絕

的堅定立場，被迫對外打開勞動市場大門。外勞的引進顯然已非久旱(「缺工」?)逢甘霖(或稱「人

造」及時雨)，而是開啟的水閘門，從此源源不絕地湧入，即便是高科技產業的新竹科學園區亦

遭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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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譜外勞悲歌音符的演奏群。而冷眼以對的台灣島民、種族中心主義的顢頇心

態、保守僵固的社會文化，則是不折不扣的悲歌原創者。在台灣社會「創」「奏」

一致的集體演出下，究竟形塑出還有多少自主空間的外勞次文化？近年來，外勞

遭受雇主不當對待與虐待的事件時有所聞，外籍幫傭或家庭監護工被雇主視為

「禁臠」、「家奴」而遭到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亦不時發生。在國內失業率持續攀

升的情況下，外勞更被部分本勞視為失業問題元兇而淪為代罪羔羊，深化了勞勞

之間的裂隙與仇恨。此外，在經發會召開期間，就業組所討論的外勞議題諸如外

勞緊縮政策、外勞與基本工資脫勾、薪資包含膳宿費、建立仲介費收取新制等，

在在引發政府與雇主、本勞、外勞、仲介公司等不同利益團體之間及我國和外勞

來源國的衝突和爭論。究竟外勞這群台灣社會弱勢中的弱勢族群，在勞動過程中

遭逢了甚麼樣的對待與境遇，勞僱關係又呈現出甚麼樣的圖像與面貌，值得我們

加以關心和深入探究。 

 
表三  歷年在台外勞總人數統計3 

單位：人 

年 外勞總人數 增減人數(當年-去年)

1991 1,610 -- 

1992 15,924 +14313 

1993 97,565 +81641 

1994 151,989 +54424 

1995 189,051 +37062 

1996 236,555 +47504 

1997 248,396 +11841 

1998 270,620 +22224 

1999 294,967 +24347 

2000 326,515 +31548 

2001 304,605 -21910 

資料來源：職訓局網站(http://www.evta.gov.tw/)，其中增減人數為作者自製 

 

 
二、研究目的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邏輯下，勞動力已成為不折不扣的商品，台灣的外 

籍勞工則是體現勞動力商品化的最明顯例證，其具有的商品特徵包括：1.統一價

                                                 
3 直到 2001 年，台灣經濟遭逢有史以來嚴重的不景氣與高失業率，在官方採取緊縮政策後，外

勞人數才首度出現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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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勞動力價格的一致化，外勞不論從事的工作內容或擔任職務類別為何，幾

乎均以基本工資僱用，但這卻是個不公平、價格壟斷的「買方市場」！(與本勞

相較，是明顯的同工不同酬！)2.使用價值，滿足雇主效用需求，同時亦是創造

利潤的根源所在。3.使用期限，由於是短期契約4(short-term contract)，雇主

會在期限內竭盡所能壓榨勞動力，以達到「物盡其用」。4.用完即丟，契約期間

屆滿則僱傭關係隨即立刻終止，其實只要「不適用」、「不好用」，不待用完也可

任意遣返、提前拋棄。5.所有權歸屬買方，由於不得轉換雇主，形同成為雇主買

斷的私有財。同時，外勞亦符合雇主眼中「理想工人」5(ideal worker)的五項

條件：1.便宜，薪資比照基本工資(15840 元，已多年未調整增加)，又可免除退

休金、資遣費等人事成本負擔，且由於禁止攜眷來台居留，社會再生產成本遂主

要發生於來源國6。2.身強體健，來台前後均需接受層層的體檢與定期健檢7，以

確保其「堅固耐用」、「潔淨無染」。3.身家清白，外勞需提出行為紀錄良好的良

民證，以證明其品行端正。4.沒有情緒，即絕對服從與完全順從，由於外勞多背

負龐大仲介費債務，若雇主動輒以遣返為由相迫，其終究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

受。5.無性，現行禁孕及禁止攜眷居留的法令規定，可省去雇主本應負擔的社會

福利成本8。由於外勞明顯具備商品屬性與理想工人的要件，無怪乎成為資本家

人人覬覦的市場「搶手貨」，一旦使用外勞之後，就像染上了癮、養成依賴而很

難戒掉。因為與本勞相較之下，外勞實在是「便宜好用」、「物美價廉」，同時又

                                                 
4
 就業服務法原規定外勞在台工作期間最長為三年，新修正的就業服務法(2002/1/21)則大幅增

加為六年(恐已違背當初「暫時性」、「補充性」的政策原則)。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永久居留的前提之一，必須合法連續居留七年以上，顯見修法後的外勞被

刻意排拒在永久居留的範圍之外。然既延長外勞在台工作期限，就更不能不重視其作為一個「人」

的基本需求。作為社會成員之一，除了經濟需求外，外勞理所當然還有生理需求、家庭生活需求、

社會安全需求、教育文化需求乃至政治需求(公共事務參與權)等，這些都是日後必然要面對的嚴

肅課題，而非將外勞去人性化，僅僅視其為「異化」的生產工具。事實上，外勞的稅賦與本國人

並無二致，但所享之社會安全保障(如部分勞保給付、失業給付等)卻明顯不如本國人。甚至在公

共空間的使用上，外勞亦偶遭本國人民的排擠，例如部分地方民意代表，曾要求警察機關強力取

締「盤據」在某些公共場所(如火車站、公園)的外勞，原因是他們「侵占」了原本屬於本國人的

生活休閒空間，並且有礙「市容觀瞻」。 
5 相對於「理想工人」，則是「不理想工人」，主要包括老、弱、殘、疾、婦女等，在資本「經濟

理性」的思維裡，區別理想/不理想工人的意義在於能創造剩餘價值的多或寡。 
6 見劉梅君，「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000/6。台灣外勞的廉價是建立在外勞的「生

產」與「社會再生產」分離的基礎上：外勞在台灣的「生產」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其中一小部份

做為個人生活開銷所需，其餘部分則作為外勞匯回母國進行「社會再生產」所需。Buraway(1976)

則將「再生產」區分為勞動力的「維持」(maintenance)與「更新」(renewal)。前者是指勞動者

個人勞動力的修復，後者則為勞動者家庭子女的繁衍延續(即勞動力的汰舊換新)。  
7
 見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五條，其中第八款妊娠檢查的規定，在新修正的該辦法

(2001/11/7)中，雖已改為於入國後工作每滿六個月之健康檢查免驗，但外勞入國前後仍需進行

驗孕，一旦出現陽性反應，即被視為「健檢不合格」，無法來台或須予以遣返。此一規定無疑是

歧視女性的「禁孕條款」，更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精神相衝突。 
8 此處的「無性」，純粹源自於雇主經濟利益的考量，但對許多聘有家事服務類外勞 (以女性為

主) 的雇主家庭而言，「性別」剝削的問題可能更顯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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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牽制、分化本勞的效用9，對於國家與資本家而言，外勞政策是只用其力(又

享其利)、不留其人(但配額可不斷循環使用)，外勞誠然是「產業後備軍」的最

佳來源。 

 
在現行的外勞體制之下，外勞不僅成為不自由的短期契約工人(外勞是「活

生生」的商品，諷刺的是，在所謂「自由市場機制」下，卻同時也是無法「自由

流動」的商品)，其與雇主之間除了具有人格、經濟的從屬關係，更具備了人身

的從屬依附關係(經由國家授與，雇主具有外勞生活管理的特權，在申請招募許

可時，雇主必須繳交「外國人生活管理計劃書」，如此監控外勞的目的，無非是

為了防止其逃跑滋事)。此實為最可怕之處，因為雇主的勞動控制力不僅限於工

作場所，更已延伸至勞工的私領域。也因此，外勞從具備人格、尊嚴、思想、情

感的「行動主體」，淪為被決定、被支配、被宰制的「附屬客體」，其所處的社會

邊緣位置，幾已成為聽不到聲音的「局外人」。在「國家/資本家利益擺中間、外

勞權利放一邊」的錯亂勞動規訓體系下，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與問題於焉產生。 

 

對於外勞議題，台灣主流論述一直都把焦點放在「除弊興利」的主軸核心，

即在外勞引進問題上，一方面致力追求「經濟利益」的極大化(大力開發外勞的

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則強力要求「社會成本」的極小化(嚴加防範外勞可能製造

的社會問題)，這形同加諸在外勞身上的雙重緊箍咒，並且將外勞做不人道的二

分切割，箇中充滿「去蕪存菁」、「趨吉避兇」的國族主義觀點。尤有甚者，將外

勞污名為「必要之惡」，以此做為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槓桿的卸責

藉口，在在暴露了歧視外勞的霸權心態。 

    
「外勞特別容易受傷害，因為他們不被認可，沒有權力。外勞特別容易受傷

害，因為他們被地主國認為是『外來者』。外勞特別容易受傷害，因為地主國無

法提供國際人權標準的保障，不論是對合法或非法的外勞。」(聯合國，1999 年)

對於所有移徙勞工(migrant worker，不論合法或非法)來說，遠赴他鄉工作是一

場人生的賭注─暫時拋棄現有的一切，去面對一個不可知的雇主、環境、未來、

鄉愁……。他們是一隻隻遠離家園、飄洋過海的單飛候鳥，懷抱著「淘金」夢想，

飛向生命裡的另一個臨時棲息地，但不幸地，有些在歸巢時，不論是肉體或是靈

魂，已然折翼。在菲律賓，每天有二千人(大部分是女性)出國打工，但每天在馬

尼拉機場也會接獲四至六具從世界各地運回國的棺木，他們是客死異鄉、死因不

明的外勞。 

                                                 
9
 外勞與本勞之間不應是「一分為二」，更不該只是「二合為一」，在「全球化」對勞工生存的嚴

峻威脅下，應是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集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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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可以從事之工作項目， 

其中一至六款為白領外國工作者，七至十款為藍領外國工作者，第十一款則較難

以歸類。國內一般通稱的「外勞」，指的大多是第九、十款工作項目(家庭幫傭及

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的

藍領外勞10，此亦為本研究的一般研究對象。而有鑒於近年來國內外籍監護工的

激增，若再加上外籍家庭幫傭，其人數已超過十一萬人，佔外勞總人數 1/3 以上。

由於該等工作具備家庭私密空間的封閉性與雇主(含家人)互動的親近性，因而增

加了工作內容與遭遇的歧異性、變化性與複雜性。且上述工作(幾全為女性)目前

仍排除適用勞基法，在應有的勞動保護嚴重不足下，其面臨了更為嚴苛的族群、

階級、性別的三重歧視，勞動人權狀況更值得關切，故外籍家事服務工作者是本

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 

 

四、研究方法 

 
(1) 文獻探討與比較分析 

    廣泛蒐集國內外有關外勞勞動人權的相關文獻資料，並與國內現行

外勞相關法制作一比較，以之作為本研究調查資料之基礎，評析我國外

籍勞工的勞動人權概況。 

 
(2) 次級資料分析 

    蒐集、整理及分析國內相關統計資料，以利對於在台外勞的勞動人

權之初步了解，最後再與本研究調查結果相互對照比較，分析其間可能

的異同。 

 
(3) 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為主，田野調查對象包括外勞、雇主

(含外勞管理人員)、行政機關、警政單位、外國人收容中心、仲介公司、

民間團體(如天主教外勞服務團體)、工會或其他本勞。經由與田調對象

的互動及對話，將有助於深入剖析外勞勞動人權的各種面向，如外勞的

                                                 
10
 我國的外勞體制明顯帶有「藍領從嚴，白領從寬」的色彩，諸如攜眷居留、轉換雇主或工作、

健康檢查、繳交就業安定費等，均有一套雙重標準，而官方態度亦復如此。藍領與白領外籍勞工

之間不平等的差別待遇，反映的不僅是工作歧視，其實更隱含膚色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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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生活實況、勞動條件(包括工資、工時、休假等)與僱傭關係(包括抵

抗經驗、有無逃跑想法或經驗等)、雇主(含外勞管理人員)的管理方式與

相處之道、行政機關(外勞政策)的立場與原則、警政單位與外國人收容

中心的處理對待方式、仲介公司與民間團體的角色與功能、工會或其他

本勞對於外勞的態度與看法等，再輔以大眾媒體對於外籍勞工相關新聞

事件之個案分析，以進一步建構出外勞勞動人權的具體圖像。研究範圍

集中在北部地區(主要是台北縣市)，教會、清真寺、車站、公園、醫院

及工廠、工地則將是重要的田野根據地。 

 

 
 

 

 

 

 

 

 

 

 

 

 

 

 

 

 

 

 

 

 

 

 

 

 

 

第二章 外傭11的主要工作特性 

                                                 
11
 由於在實務上，外籍家庭幫傭及監護工兩者工作內容多已合而為一(其實是牴觸現行法令)，故

本文多以「外傭」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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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外傭有兩項主要工作特性，一是勞動強度大，另一是勞動密度高。

勞動強度大代表著肉體上的沉重負擔，勞動密度高則隱含著精神上的深刻緊繃。

兩者皆對外傭帶來了難以想像的身心煎熬，以下將探討背後諸多形成原因。 

 

一、工作時間長 

 

(一)一人可抵三人用 

 

    「我每天一張開眼睛就得開始工作，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晚上睡覺前為止。」

來自印尼的 Boini 含淚無奈地說。以監護工身分進入台灣工作的她，每天的工作

卻是在雇主經營的餐飲店幫忙、做家事以及照顧四個月大的嬰兒。就這樣，Boini

有三重的工作身分，分別是餐飲店的服務生、家庭幫傭以及褓母。 

 

「早上四點必須起床，然後到老闆的店裡幫忙，一邊煮麵、洗碗、整理與打

掃，還得一邊帶小孩。在老闆的店裡工作完全沒有休息，一直到傍晚關店回家。

晚上還必須做很多家事，像是洗衣服、洗碗、拖地，大約忙到 11、12 點才能睡

覺。」Boini 說。在忙完一天後，不幸的是，原本應該屬於 Boini 的夜晚，卻仍

然不能高枕無憂，因為她與襁褓中的幼兒同睡，在冷冽的冬夜裡，她必須不斷起

身安撫吵鬧不休的嬰兒。 

 

    「有一次小 baby 半夜又哭又鬧，我被吵醒後，只好抱著 baby 邊搖邊哄，後

來竟不知不覺就在椅子上睡著，直到頭往後仰才驚醒。」Boini 說。「我每天早

上起床後，都覺得頭好痛，腦袋變得好重好重、搖來搖去…..。」Boini 用著她

所知有限的中文字彙艱難地說著，並搭配著搖頭晃腦的肢體動作，但我知道她的

工作生活比她所說的何止艱難數倍。長期的睡眠時間不足與睡眠品質不佳，讓她

經常處於精神恍惚、心神不寧狀態，也無怪乎她的老闆娘經常罵她反應遲鈍、愚

不可及。每每在餐飲店大庭廣眾中，被劈頭痛罵「笨蛋」、「白癡」、「豬」，Boini

總是靜靜地躲到廁所裡偷哭，「真的不是我笨，是因為我頭很痛！」她說。 

 

(二)機器般的按表勞動 

 

來自菲律賓的 Paz 因為被雇主趕出家門，夜裡在台北街頭無助悲泣，經同胞

發現後給予協助，在聖多福教堂暫宿一晚後，轉至外勞庇護中心安置。與 Paz

的第一次談話，讓我迄今印象深刻，或許是壓抑太久，在訪談過程中，她數度聲

淚俱下、近乎失控。擦乾的眼淚一再決堤，撫平的情緒一再崩潰。 

 

下表是 Paz 的每日的工作時間表(該表是其女雇主所作，此處一字不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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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原本應該是照顧病人的 Paz，來到雇主家中，卻是做著永遠做不完的家事

及照顧一歲多的雙胞胎。「我覺得我就像是機器人一樣。」Paz 悲痛地說，「但機

器也需要維護保養而停止運轉，我卻連機器都不如……」與一對雙胞胎同睡的

Paz 同樣面臨睡眠時段被切割的痛苦，而女雇主每天例行性地檢查工作成果，更

是讓 Paz 如坐針氈、喘不過氣。因為只要有一項工作沒做好(由女雇主主觀認

定)，Paz 就必須面對女雇主狂風驟雨般的咒罵與羞辱。這樣的精神壓力，讓 Paz

在攬鏡自盼時，竟差點認不出自己。 

 

    「因為太累了，我每天都要喝很多咖啡來提神。」Paz 說。 

 

Morning Paz 

7:00-8:00 Clean;eat breakfast;prepare breakfast 

8:00-9:00 Feed baby breakfast;clean mouth;take temp. 

9:00-10:00 Cleaning 

10:00-11:00 Cleaning;11:00 prepare juice 

11:00-12:00 Do laundry;prepare baby lunch 

12:00-1:00 Feed baby lunch;clean mouth;cleaning 

1:00-2:00 Ironing 

2:00-3:00 Take care of baby 

3:00-4:00 3:00 eat snacks and juice  

4:00-5:00 Take care of baby 

5:00-6:00 Prepare baby and family dinner 

6:00-7:00 Prepare baby and family dinner;feed baby 

7:00-8:00 Prepare baby and family dinner 

8:00-9:00 Take a bath for baby 

9:00-10:00 Let baby sleep 

10:00-11:00 Clean kitchen;living rooms 

11:00-12:00 Go to the market if needed 

 

(三)無止境的勞力壓榨 

  

Partini，來自印尼，平日除了要照料雇主家中行動不便的老人外，還得一

肩擔起家中的大小雜務。此外，星期一、三，必須到太太娘家打掃及做飯，星期

六、日則得至太太姊姊家打掃、做飯及帶小孩。甚至，偶爾在週五，雇主還會帶

Partini 至其友人的夜市小吃攤去幫忙。 

 

「我覺得我有好多老闆，每天每天好像都不一樣。」Partini 開玩笑地說。

但唯一不變的是，Partini 每個月只領一份工資。 

 

尤有甚者，筆者曾遇一在台南工作的越南女傭阮氏，據她透露，她每天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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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個不同的地點工作。除了原有工作地之外，阿嬤早上 9 點會帶她去第二個地

方工作，阿嬤賺得 7000 元，阮氏從中分得 2000 元；11 點至第三個地方工作，

阿嬤賺得 5000 元，阮氏分得 1500 元；下午 2 點半則至第四個地方工作，阿嬤賺

得 3000 元，阮氏分文未得；下午 4 點再到第五個地方工作，阿嬤賺得 3000 元，

阮氏分文未得；最後，5、6 點之際回到原雇主家，尚須照顧 74 歲的阿公與負擔

家務。詢以如何忍受這般辛勞的工作，阮氏回答：「阿嬤告訴我，若不配合出去

工作，就要叫仲介送我回家。而且，工作雖然辛苦，但我每個月薪水也增加了。」

透過勞務的出租外包，原雇主省下了大筆的僱用成本，而外傭則面對著無情的勞

動力擠壓，像是一顆柳丁，被榨得一滴不剩。 

 

    在筆者的田野研究個案裡，工作時間漫長幾乎是外傭普遍的工作困境。根據

吳秀照對於台北市火車站及教堂外籍家事服務工作者的工時問卷調查顯示12，受

訪的外勞中有 53.7%表示，每日工作時數在 13 小時以上，足見此一問題的嚴重

性，並反映出部分雇主「人」盡其用的貪婪習性。 

 

二、隨時處於工作待命狀態 

 

(一) 外來的有應(「有」求必「應」)「工」 

 

 家事服務工作雖不盡然時時刻刻均處於「工作中」之狀態，但由於勞動契 

約上並沒有確切的上下班時間，使得外傭一天 24 小時幾近完全處在接受雇主(們)

隨時召喚的待命狀態。Partini 告訴我，儘管來台將近一年，她每天仍然活在神

經緊繃、情緒緊張的氛圍中。因為雇主規定，當家裡有人喊她的名字時，必須有

求必「應」─必須立即大聲回應，否則少不了一陣斥責。特別是家中有訪客時，

更是如此。 

 

    「只有在家裡大大小小都回房睡覺後，我才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只有

在夜裡、在夢裡，我才覺得真正的自己又活了起來。」Partini 幽然地說。在研

究過程中，我碰到許多外勞笑稱自己像是 7-11 便利超商，菲律賓女傭 Paz 說：

「7-11 的工作最起碼是輪班制，但我們的工作卻是不分晝夜、一人到底，永不

打烊。」 

 

(二) 三頭六臂的外傭 

 

由於經常處於工作待命狀態，當外傭碰上家中成員接二連三發號施令時， 

往往忙得不可開交，恨不得有三頭六臂。Boini 說：「有時太太交代的工作才剛

做完或做到一半，先生馬上又交代我要做別的事。除了先生、太太兩人外，還有

                                                 
12
 見吳秀照，台北市外籍勞工勞動條件及勞雇關係調查研究，p73,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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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以及先生、太太的小孩，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要我做東做西，我總覺得

工作好像永遠都做不完……」事實上，面對家庭成員不分老少都是雇主的情況

下，外傭不僅分身乏術，有事更會「順了姑心，逆了嫂意，」，無端捲入家庭紛

爭。 

 

家事服務工作不僅是一種體力勞動，也是一種情緒勞動，其不僅具備傳統生

產勞動行業的三 D(dirty、dangerous、difficult)工作性質，同時也兼具服務

業所強調的「以客為尊」、「壓抑自我」的勞動特性，這對任何人來說，絕對都是

生理與心理上的嚴苛試煉。 

 

三、天天都是工作日 

 

身為勞工，享有例假日是基本的勞動人權。在政府持續推動週休二日政策 

的今天，很難想像的是，許多的外傭(特別是印尼與越南籍)竟還不知休假日的滋

味。對於雇主而言，只要花費 528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 66 元×8 小時)，就可買斷

外傭的週休權，而享有外傭 24 小時勞動力的支配權，誠然這個算盤怎麼打都划

算。特別是家中有老病殘者的家庭，即便家人假日可以親自照料，還是將此重任

交付外傭手裡。 

 

四、同住一屋簷下 

   

現行外勞法令並未規定雇主有提供膳宿的義務，但為便於勞動控制與生活管

理，外傭的雇主都會提供住宿(與雇主或被照顧人同住)與膳食，並記載於勞雇雙

方的聘僱契約中。此一「俗成約定」的幕後推手恐為仲介公司，因為如此一來既

可迎合雇主找到全天候廉價人力的需要，二來透過雇主家庭嚴密人身監控所形成

的圍網，可有效降低外傭逃跑的可能，對於仲介利益的擷取，無異加上一道牢固

的保險。事實上，外傭初來乍到，對於勞雇雙方，必然都會經歷一段磨合期。兩

者不同的是，由於外傭生活空間與工作舞台的交疊重合，形塑出另類異質的職場

工作圖像，換句話說，與雇主家庭同住，讓外傭的個人生活與工作幾乎畫上等號，

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工作經常吞噬了外傭的私人生活。 

 

Partini 的女雇主是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她的「法眼」經常注視著 Partini

的一舉一動。「太太的眼睛好像隨時都在盯著我，只要我想稍微休息一下，太太

力立刻就要我去做別的事。」Partini 說。「只有休假，從離開雇主家那一刻起，

才算真正擺脫工作的束縛，才是我真正的解放日。」來自菲律賓的 Nely 說，「但

禮拜天傍晚一回到雇主家，從踏入家門開始，休假也正式宣告結束，工作隨即上

身。原本應該還是屬於我個人的剩餘休假時間，總是伴隨著雇主陣陣使喚而消失

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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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雇主住在一起，我覺得自己像是一隻籠中鳥。」Paz 說。 

 

 

第三章  飛不出的籠中鳥─外傭面對的壓迫結構 

 

「劉俠事件」發生後，想當然爾的，對於外勞，媒體輿論又是一片撻伐、質

疑與驚懼之聲。原本就被貼上各種負面、污名標籤的外勞形象，再度蒙上一層陰

影。在我們拿著放大鏡，追問誰是殺人「元兇」的同時，不要忘記，由於國家公

共福利制度的不健全，長期照顧責任始終屬於私領域的「家務事」，個別家庭無

力承擔，轉而必須倚賴外傭，肇致受照顧人與外傭之間，由弱勢照料/折磨弱勢

的不幸。在我們亟思，如何拆解這群「社會不定時炸彈」引信的同時，不要忘記，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驅力下，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被迫跨國流動，於「商品化」

的國際人力貿易的過程中，他們的人性價值與工作權益如何被引進國所遺忘及宰

制。 

 

工作時間長及勞動強度大是外傭的工作特性，而工作舞台與生活空間的交疊

更形塑出外傭異質的職場圖像。迄 92/1 為止，在台外籍家庭幫傭與監護工總人

數已超過 11 萬人，他們的生存困境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層壓迫結構： 

 

一、國家： 

    1.以「興利除弊」為思維核心的外勞政策：一直以來，我國的外勞政策都 

    是以物化的眼光看待外勞，而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外勞。質言之，政策上， 

    對於外勞是進行「經濟利益極大化，社會成本極小化」的二分切割，完完 

    全全忽略外勞作為一個「人」的基本需求。 

    2.個別及集體勞動權兩頭落空：由於未適用勞基法及勞保條例，致使外傭     

    淪為私法僱傭契約關係下的絕對弱者，工作權、勞動條件及社會安全在缺 

    乏相關勞工保護法保障下岌岌可危。另受工會法限制，外傭難以成立外勞 

    自主工會組織。 

    3.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國家為達到管制監控外勞的目的，於就業服務法中， 

    宣判了來台工作的外勞在僱傭關係上的有期徒刑，這道勞動枷鎖，如同賣 

    身契般，徹底摧毀了做為一個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和資本相抗衡的最重 

    要武器。 

 

二、仲介：在現行外勞引進制度中，透過仲介扮演兩地的橋樑是最主要的方式，

卻也註定了外勞變成被兩地仲介連剝兩層皮的「羔羊」。高額的仲介費，至

少必須耗掉外傭第一年的辛苦工作所得，仲介的無情剝削，早已成為外傭心

中的最痛。但外傭卻經常得不到來自仲介公司所應提供的服務(謬誤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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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付了服務費，卻享受不到服務)，因為外傭只不過是仲介買賣進口的

「勞務商品」，擁有外勞配額的雇主才是仲介眼中的客戶。無怪乎雇主可以

挾配額以令仲介。在外傭市場上，仲介甚至承諾雇主，可以「不滿意，包退

/換貨」。於此，扭曲的市場現實是，外傭不僅無法獲得仲介的服務，甚至在

出現勞資紛爭時，往往承受來自與雇主同一鼻孔出氣的仲介「反」服務。 

 

三、雇主：缺乏法令保障、仲介協助、社會支持且散居在個別家戶之中的外傭，

面對形形色色的雇主及其家庭成員，在仲介費、強迫遣返的重重壓力下，只

能聽天由命或是任人宰割，逃跑─則常是最後不得已的自救手段。許多外傭

被迫從事許可外工作(如在雇主自營商店、餐廳或其親友家裡工作)；在「家」

此一私密的環境中，有些外傭迭遭雇主或其家庭成員的暴力對待、性騷擾乃

至性侵害；在封建的主僕心態作祟下，有些外傭則被低貶為卑賤的「家奴」，

人身自由與隱私受到層層的控制。有些雇主雖然善待外傭，但此一虛擬的家

庭成員關係，卻可能在隱晦中，被無可迴避的階級從屬關係所侵蝕。 

 

 

第四章  近一年來外勞政策與法令的回顧與省思 

 

回首一年來，攸關外勞權益的政策與法令重大更迭如下：. 

 

一、就業服務法於年初修正後公佈施行 

 

    外勞引進的法源─就業服務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外勞在台工作期間，由原先最長三年延至六年，但需出國 40 天後始得再入國 

  工作。 

2.取消雇主繳交保證金規定；另外勞若有連續曠職三日失聯情事，經通報後， 

  雇主即無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3.將外勞得轉換雇主或工作之事由從行政命令提升至法律位階。 

4.大幅提高非法僱用及非法仲介外勞之相關罰責。 

 

首先，既延長外勞工作期限至六年，就更不能不重視外勞作為一個「人」 

的基本需求，況乎這六年時光，正值人生的黃金歲月。只要外勞在台一天，就是

台灣社會的一份子，除了經濟需求外，外勞理所當然還有生理需求、家庭生活需

求、社會安全需求、教育文化需求乃至政治參與需求等。這些都是日後必然要面

對的嚴肅課題，而非將外勞去人性化，僅僅視其為「暫時性」、「填充性」的生產

工具。 

 

此外，在一定條件下(如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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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給付工資等)，外勞雖可申請轉換雇主或工作，但外勞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的

限制卻仍未鬆綁。對外勞而言，該項限制猶如僱傭關係的「有期徒刑」，這座由

國家機器所打造的牢籠，一直以來，常是許多外勞悲慘劇的始作俑者。惟有解除

這道勞動枷鎖，外勞才能回到勞雇關係原初的立足點，也才符合所謂「自由市場

法則」。 

 

二、兩岸外交角力戰場延燒至外勞政策 

 

勞委會於今年八、九月分別全面凍結印尼外勞及「緩處理」泰勞引進作業， 

背後不無以外勞作為交換籌碼，藉以取得政治與外交上的特殊利益。然而，兩岸

競爭與官員尊嚴若無限上綱至以外勞作為祭品，即使贏得了面子，卻早已失去意

義。另外，官方凍結印勞的事由之一，尚有逃跑率居高不下。關於這點，政府顯

然沒有反躬自省逃跑人數背後代表的深層問題。目前引進的印勞中，大多數都是

從事家事服務工作，由於其不適用勞基法，長期面對惡劣勞動條件及繁重的工作

內容，早已壓得外勞喘不過氣；且因仲介費過高，每月僅得微薄薪資，若再加上

雇主不當對待，在求助無門之下(仲介不僅不伸出援手，且常與雇主站在同一陣

線)，最後只有被迫選擇逃跑一途。因此，我們主張，家庭幫傭與看護工，應納

入勞基法適用範圍，或至少擬訂「定型化雇傭契約」，規範合理工作時間、例假、

社會保險等。 

 

三、女性外勞取消定期驗孕規定 

 

    自今年十一月九日起，在台約十七萬名的女性外勞，將不會因懷孕被認定 

為健康檢查「不合格」而遭廢止聘僱許可並遣送回國。但是，這項良法美意，卻

可能因雇主以外勞在懷孕期間，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予以解僱，而大打折扣。我們

認為，依人道原則及兼顧勞資雙方之利益，懷孕外勞返國待產時，雇主應可聘僱

新外勞或保留原外勞配額。外勞生產後，若願意再來台工作，其聘僱許可應繼續

有效，得轉換新雇主或繼續受雇於原雇主，惟政府應嚴防仲介的二次剝削。 

 

四、全省各地設置外勞庇護機構，北市成立外勞文化中心 

 

為處理合法外勞因法令爭議、檢舉雇主非法使用、遭受性侵害及雇主違反 

契約任意遣返等情事，所衍生之收容問題，由政府委託非營利機構設置外勞庇護

中心，誠為促進外勞人權之進步措施。另台北市於今年三月份成立的外勞文化中

心，不僅提供外勞在台的第二個家，更開創外勞自我組織與培力的無限空間。 

 

 

第五章  在台外傭的勞動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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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根據田野調查研究經驗，整理歸納出下列外籍家事服務工作者常遭遇問題

並進行分析： 

 

一、從事許可外工作情形嚴重 

 

除家庭監護工從事幫傭之常見情形外，受雇主指派至其自營商店、餐廳、 

攤販、工廠工作，乃至親友處打掃(極少數雇主甚至出租外傭，藉此謀利)，亦經

常發生。對於離鄉背井來台工作的外傭13而言，超長工時及變相工作，無形中更

添身心的沉重壓力及負荷。部分雇主對於外傭「一人多用」、「人盡其用」的貪婪

心態，不僅將外傭推向「勞動機器」之危險境地，更可能損及本國人民的就業機

會。有些外傭雖然明知從事許可外工作違法，卻只能敢怒不敢言；有些則是在向

雇主或仲介反映後，換來無情的威嚇；更多的，則是不知身觸法網，不知自身權

益何在。 

 

二、暴力對待、性騷擾事件仍不間斷 

 

由於外籍家事服務類工作者被分子化、離散至個別家戶之中，並與雇主或 

受監護人家庭朝夕相處，在「家」此一私密、隱蔽的空間裡，外傭更易因屈居性

別關係的弱勢，而蒙受人身侵害的極大風險，箇中更有族群與階級歧視心理在作

祟。對我們而言，家是一座城堡、是溫暖的避風港；但對外傭而言，「家」卻可

能變成一座「危」城，甚至是煉獄。在仲介與雇主的聯手資訊封鎖管制下，外傭

經常被進行社會隔離與人際孤立，不知求援救助管道何在。因此，已爆發的相關

事件恐怕仍只是冰山一角。 

 

三、仲介費居高不下，仲介業只收費、不服務 

 

台灣的仲介費高的離譜，形同暴利，早已是眾所週知的事。但外傭被仲介 

剝削的問題，卻始終沒有解決。高額的仲介費一直是外傭來台工作最大的夢魘，

通常需耗掉他們至少一年以上的辛苦工作所得，且是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第二條

「腳鐐」(第一條「腳鐐」是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法律規定)。勞委會在前年 11

月另訂仲介業服務費收取標準，規定第一年每月上限為 1800 元，第二年為 1700

元，第三年為 1500 元。在大吐苦水、大嘆生意難做之餘，仲介業的應付法寶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各種巧立名目、瞞天過海的收費方式維持既往利潤

之不墬。平均而言，當中又以印尼籍外傭收費最高，無怪乎業者大量引進並向雇

主推薦。目前福利性外勞在台總數約 12 萬人，其中印尼籍即約佔 65%(見職訓局

                                                 
13
 為簡化詞彙使用，本處分析部分均以「外傭」統稱外籍家庭幫傭及監護工，同時亦有意突顯出

在實際工作場域裡，外籍家庭幫傭與監護工經常不分、合而為一，且與法規相牴觸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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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2003/1)，儼然成為仲介業者眼中最大的搖錢樹。 

 

在現行外勞體制運作下，充滿弔詭的是，仲介心裡只有雇主(其實是「配額」、

是「利益」)，卻沒有外勞(反正供過於求，送走一個，可隨時再遞補一個)。於

是，就形成仲介只向外傭收服務費，卻又只服務雇主的荒謬現象。仲介就像是進

出口貿易商，外傭只不過是進口輸入的「勞務商品」，雇主才是他們真正的客戶

及售後服務的對象。在許多實際案例裡，外傭在遭遇困難向仲介求助時，仲介經

常不分青紅皂白便與雇主站在同一陣線，外傭不是被告以「來台唯一目的是工作

賺錢，所以凡事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就是「若不聽話，就會被遣送回國」。

不論是懷柔安撫或威脅恐嚇之處理方式，不但均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甚或演變到

最後，在忍無可忍及求助無門情況下，外傭只好被迫選擇逃逸，來表達對於結構

壓迫下的無言控訴與最大反抗。 

 

四、個人物品遭扣留，個人自由被剝奪，個人隱私無保留 

 

    現行外勞政策將外勞管理責任交付個別雇主手中，導致雇主的勞動控制權由

公領域(僱傭關係)延伸至外勞的私領域，同時亦形成為了防止外勞逃跑，而出現

種種牽制防範的手段。即使現行就業服務法明令禁止，許多外傭仍表示，他們的

護照、居留證仍然遭到仲介或雇主的強制扣押，強迫儲蓄仍然普遍存在，外傭亦

不得自行保管存摺及私章，這些均為防止外傭逃跑的控制手法。外國人聘僱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雇主給付工資時，應檢附雙語之薪資明細表，交予外

勞收存。但絕大多數外傭領薪時，卻只能簽收而不能留存薪資明細表，更別說來

台工作所簽署之各項文件資料，更是一份不存，全被仲介公司取走，導致外傭權

益嚴重受損。部分外傭則是從未領到健保卡，少數雇主甚至未替外傭辦理加保。

外傭經常被雇主視為私人的所有財，而非擁有獨立人格與尊嚴的自主個體。有些

外傭被要求與照顧的老人或孩童同寢室，甚至被處罰睡在客廳，或規定不得鎖上

房門；有些則是信件被檢閱，或被翻動私人物品。同時個人自由亦遭限制，如不

能化妝、不能買手機、不能寫信、不能結交朋友、不能與其他外勞交談、不能進

行宗教禮拜、不能私自外出，甚至禁足等。(有位外傭開玩笑表示：「雇主的規定

很多，甚麼都『不能』，只有工作『可以』。」) 

 

五、惡劣的勞動條件，繁重的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長及勞動強度大，是外籍家事服務類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特性。外 

傭從睜開眼睛起床到晚上閉上眼睛入睡，幾乎全部都是工作或工作待命時間(夜

間甚至可能因為照料工作而不成眠)。繁重、細瑣的家事或看護工作，更是外人

難以想像。有些外傭表示，明明剛擦過的家俱，雇主或其家人常會要求一擦再擦，

似乎永遠擦不乾淨、永遠無法停止勞動，外傭感到彷彿時時刻刻遭受窺視監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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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真正擦不乾淨的，是雇主蒙塵的心)。許多的外傭(尤其是印尼籍)，必須工作

滿一年後，方可休假。由於外傭的假日加班費過於廉價，雇主只要花費 528 元(8

小時 × @66 元)，就可買到 24 小時的勞動力。因此，雇主多寧可選擇買斷外傭

的休假權。長期沉重的工作負擔，若再加上雇主的漠不關心、仲介的不聞不問以

及社會支持系統的匱乏，在找不到喘息空間與情緒出口下，無異形同精神謀殺。

有些外傭則未被按月準時給薪或欠薪，或被雇主及仲介以工作表現不佳為由擅自

扣薪。在對薪資項目一知半解的情況下，由於領得薪資與當初預期差距過大，常

肇致外傭心情焦慮與不安，連帶影響工作情緒。 

 

六、非法僱用，不當遣返 

 

部分不肖仲介使用他人名義合法引進外傭，再利用外傭的人生地不熟，將 

外傭交由非法雇主僱用，外傭常因不知情而被蒙在鼓裡。由此突顯出勞雇雙方之

資訊不對稱，許多外傭在來台前，對於雇主姓名、家庭成員、工作內容、工作地

點、聯絡電話及台灣仲介公司基本資料等均一無所悉，甚至發生實際工作內容與

當初仲介公司所言完全不同的情形；而雇主卻可根據仲介公司所提供的人事資

料，對外傭有一初步的認識。另外，由於外傭未受勞基法解僱規範之保護，淪為

私法契約關係下的絕對弱勢者，工作權未受保障猶如風中殘燭。實務中不乏雇主

因主觀上不滿外傭工作表現，在未讓外傭有任何申辯自清機會下，將其三振出局

或一次就掃地出門的例子。而仲介為迎合雇主，遂成為強制遣返的劊子手。 

 

七、勞資爭議處理耗時，庇護外勞權益受損 

 

由下表可知，轉換雇主成功之外傭平均安置期間，除特殊案例於一個月內 

處理完畢外，其餘約 1/3 的外傭需時一至二個月，1/3 的外傭則至少需時二個月

以上。目前外勞勞資糾紛處理仍循一般爭議處理程序，並未進行時程控管，作業

時間往往充滿不確定性，即使是雇主或仲介有明顯違法的事實，亦須通過層層的

審核與複查。而安置期間的外傭，心情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般。他們必須通過地

方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轉換雇主許可審查的首關考驗後，然後再面對就業服務中

心安排尋找下一個雇主的次關試煉。過程中，每一道關卡都足以叫人牽腸掛肚、

心急如焚。礙於現行法令規定，接受庇護的外傭，並不能短期打工兼差，且若日

後順利轉換新雇主，這段安置等待期，並不能扣除轉而延後其工作期限，平白造

成了個人時間與經濟的雙重損失。這對並無任何過失的外傭而言，無異是一種不

公平的變相懲罰。另外，接受庇護的外傭因健保中 

斷，而產生的就醫權益問題，亦仍懸而未決。 

 

 

成功轉換雇主者所需安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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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置 期 間 人  數 

一個月以下 6 

一至二個月 8 

二至三個月 2 

三個月以上 5 

總人數 21 

 

八、仲介對於外傭形象的操弄與外傭角色的宰制 

 

迄今年一月底止，在台北市近三萬人的外籍家事服務類工作者中，印尼籍 

約佔 64%，菲律賓籍則佔 25%(見職訓局網站，2003/1)。顯見過去為外傭市場主

流的菲傭早已為印傭所取代，其背後與仲介業的行銷宣傳策略實有莫大的關係。

在仲介的曲意操作下，在市場上，菲傭已被冠上「愛計較、要休假、會偷懶、不

誠實」的負面標籤；相對地，印傭則被建構成「聽話、配合度高、任勞任怨、純

樸」的優質形象。仲介業更投入資金在印尼設置訓練中心，教授印傭華語及女傭

角色扮演(就是不教如何確保工作權益)，以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影響所及，在許

可轉換雇主的承接外傭場域裡，印傭都十分搶手，而菲傭則可能處處碰壁。在目

前的外勞引進機制中，絕大多數皆是透過仲介業(雇主自辦比例極低)，因此仲介

在外傭市場供需上，佔有一關鍵的主導地位。許多雇主在聘僱外傭前，都會事先

徵詢仲介公司「專業」的意見。在商言商的利益導向中，引進印傭除了更為有利

可圖外，更可以降低處理勞雇紛爭所需的成本，並且符合雇主對於所謂「好用」

外傭的期待與需求。仲介為確保仲介費按月收取之無虞，以避免煮熟的鴨子「飛」

走，通常會積極協助雇主管理、監督及馴化外傭，在外傭與外界之間築起一道高

不可攀的圍牆。事實上，許多不人道的箝制外傭做法，其實都源自於仲介。 

 

九、雇主封建威權心態作祟，外傭家庭地位卑微低賤 

 

迥異於一般勞工，外傭的工作舞台與生活空間交疊複合，再加上雇主及其 

家庭成員傳統父權社會意識的纏繞糾葛，構築出複雜多樣且動態的勞雇關係圖像

─主僕關係、僱傭關係以及虛擬的家庭成員關係，在外傭工作及生活場域中不斷

揉雜交替。主僕關係是過去封建文化的現代投射，外傭被當作呼來喚去、唯唯是

諾的「家奴」、「婢女」看待，雇主地位高高在上，外傭只能做個沒有自主權的應

聲蟲，只是雇主個人的私有物(若干實例顯示，雇主對待外傭，神似於古代奴隸

制度的再現)。僱傭關係是民法契約上的權利義務關係，雇方給付報酬，並享有

指揮監督的權利；勞方則提供勞務，並需負服從指示的義務。換句話說，這層上

下從屬關係是建立勞動力的買賣基礎上，買方通常「聲音比較大」。家庭成員關

係則源自於同住一屋簷下，雇主與外傭因互動密切、交流頻繁，日積月累所衍生

出的禍福與共、彼此扶持的情感關係。但為何這是一層「虛擬」、「漂浮」的關係，

因為在主僕關係和僱傭關係的強勢作用力下，家庭成員關係經常會遭磨損、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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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淹沒。外傭就是「外傭」，終究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十、國家政策法令退卻，外勞人權向下沉淪 

 

勞委會曾於 1998/3 將外籍家事服務類工作者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但旋於 

1999/1 又將其排除適用，在勞動條件缺乏基準、無所依循的情況下，外傭成為

法外孤兒，工作條件交由市場決定，如同走在高空鋼索般，個別勞動權搖搖欲墬。

就業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對於外籍勞動者，採取的是「白領從寬、藍領從嚴」的

雙重標準做法。如藍領外勞不可轉換雇主或工作、不得攜眷居留、強制定期健檢、

工作訂有期限等，白領外勞則無此限制，其中不無種族與職業歧視意味。另受制

於勞保條例的規定，5 人以上的僱用單位始為強制納保對象，外傭的社會安全保

障呈現灰白狀態，任何的工作傷害或意外均將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外勞雖可加

入既有之工會，但工會法規定，工會幹部需由本國籍勞工擔任，外傭若想籌組外

勞自主工會組織，在現階段誠屬不可能，更何況外傭散居各個家庭，連結集會更

屬不易。外傭結社之不能，則從何而來協商權與爭議權，此形同勞動基本權的完

全繳械。於焉，集體勞動權就像畫餅充飢，從而個別勞動權頓成空中樓閣、鏡花

水月。外傭的勞動人權既難以確保，更別奢言其做為一個「人」的基本需求會受

到重視。外勞政策不是要在外勞與本國人民之間，劃上一道「非彼即此」、「有我

無你」的二元對立界線，而是應致力將外勞與本國人民劃歸在一同心圓內，互相

尊重、包容、學習與支持。因此，政府的首要之務，應從外勞政策的思維模式與

意識型態進行根本變革，關鍵在於視他們為我們的社會夥伴─公平對待、資源共

享。 

 

 

第六章  結論 

 

    外勞是一面鏡子，讓我們觀照自身的不足與缺陷；外勞也是一扇窗，讓我們

看見世界的多元與瑰麗。或許，我們無法保證讓每一位外勞都能滿載而歸；但至

少，我們必須做到，讓每一位外勞歸鄉時，行囊裡裝載的不會有夢魘。人權既為

普世價值，就不該劃地自限、因人制宜。在台灣汲汲營營邁向人權國家的同時，

我們不應看不見或聽不到，在陰暗的社會底層，仍有一群掙扎發出痛苦吶喊的外

勞。坦白說，外勞的人權將是檢驗「人權立國」的最佳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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