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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 

女人事議會  99 傳愛關懷～在地連結 

第一場 「新住民人權與人口販運防制」會議 

日期：99年6月 28 日（星期一） 時間：09：40～16：10    地點：台中縣政府三樓會議室 

時間 形式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9：40 報到／團體介紹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20 分鐘 

10:00 婦女團體溝通平台簡介 主辦單位／婦權基金會代表 10 分鐘 

10：10 影片觀賞：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 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20 分鐘 

10：30 演講 

專題一： 

台灣移民政策與相關

法令實施現況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主講人：李麗華/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

進會 秘書長 

50 分鐘 

11:20 中場休息 10 分鐘 

11：30 演講 

專題二： 

從 CEDAW、人口販運防

制法檢視台灣的移民

人權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主講人：王鴻英／婦女救援基金會督導 
50 分鐘 

12：20 午餐 50 分鐘 

13：10 

外 配 中

心 據 點

代表 

服務現況與服務困境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主講人：台中縣市外籍配偶服務中心各

據點代表 

1. 吳家玨／台中生命線 

2. 李明純／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3. 梁斐云／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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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分 組 座

談 

 

組 織 工

作 代

表、新移

民姐妹 

1 新住民發聲－飄洋

的夢想與現實 

2.歧視與汙名 

3.婚姻與就業 

4.黑戶媽媽 

5.跨國移動的女性可

能面臨的處境──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移民

人權 

分組座談帶領人 

1. 吳家玨／台中縣生命線 

2. 李明純／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3. 梁斐云／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4. 邱雅青／南洋台灣姐妹會 

5. 李麗華/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60 分鐘 

（外配／

陸 配 家

庭、婦團代

表等分成5

組討論，各

組安排一

位討論帶

領人，引導

主題討論） 

14：40 發表分組討論意見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報告人：各組座談帶領人 
30 分鐘 

15：10 中場休息 10 分鐘 

15：20 

政 府 單

位 代 表

回應 

回應相關措施與法令

規定 

主持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回應人： 

移民署台中縣市服務站 邱仕朝 專員 

台中縣市政府社會處 

台中縣市政府勞工處 

25 分鐘 

15：45 

臨 時 動

議 ／ 結

論 ／ 回

收問卷 

1. 提出未及討論之議

題。 

2. 總結本次會議重要

建言及行動共識。 

3. 各與會代表針對會

中提出問題，討論

對策。 

主持人： 

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回應人： 

與會所有成員 

20 分鐘 

16：10 傳愛關懷．網絡串聯──下次見  

 

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共三場活動，一系列的討論新住民

政策與相關法令實施現況；跨國移動的女性所面臨的處境、探討女性的完整人權、

促進婦女團體姐妹對話、加強對國家政策暨性別議題之溝通、反映婦女需求，發展

基層女性對中央、地方政府之政策建議，讓新移民多元文化彼此相互認識連結。第

一場～女人事議會 99 傳愛關懷～在地連結～今天開始面對面對話。 

 

一、 首先是承辦單位喜樂文化推廣協會總幹事魏淑靖老師說明今天會議流程及今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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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講師；上午兩堂課是專題演講，各 50分鐘。專題一專題一專題一專題一：台灣移民政策與相關法令

實施現況－主講人請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李麗華秘書長演講。專題二專題二專題二專題二：從

CEDAW、人口販運防制法檢視台灣的移民人權－主講人請婦女救援基金會王鴻英督

導演講。中場休息我們介紹今天所有參加單位。下午三節課請外配中心據點代表，

來講解服務現況與服務困境，各 30 分鐘。接著有五個議題分成五組由五位帶領人

帶領討論，最後每組請一位來發表＆分享討論意見，並請政府單位代表回應相關

措施與法令規定。 

 

二、 縣政府王處長致詞：大家早安，希望台中縣更多團體能參與，深入到各社區；社

區關懷據點也常與新住民接觸，各鄰、里長更常接觸，要先影響他們，可以開放

讓他們來參加共同討論，希望下午社工科承辦人員來講一他們現在處理的實際案

例，希望很多單位能來參與、規畫替魏總幹事分擔一些。明年台中縣、市升格後

相信成績是很不錯的，台中縣、市對婦女的議題都優先討論，成效非常亮眼。我

們現在有三中心七據點，而我們的理想是要一個鄉鎮就有一個據點，大家共同來

關懷新住民。 

 

三、 《專題一》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李麗華演講～台灣移民政策與相關

法令實施現況：我以前較少來中部今天很高興能來跟大家聚在一起，非常開心看

到那麼多新住民來參與今天的會議。新移民勞動促進會就是要把不適當的法修

改，就如同不合適的鞋就要換掉。現在大陸配偶有 28 萬多人，以前是團聚 2年，

依親居留 4年，長期居留 2年就是 8年才可領身分證，才有工作權（居留時在有

條件下有工作證才能去工作），現在只要依親居留 4年就有工作權可以去工作，也

不需要申請工作證，團聚已取消；自 98年起在台 6年申請定居就可長期居留，可

領身分證。夫死從子，無子者必須遣返、如長期居留者夫往生需 4年以前需 5 年 

才能辦理。 

＊ 外籍配偶－新住民大致來自東南亞國家有 14 萬多人。有人說越南配偶生的第二

代身上留存有越戰時的餘毒，越南婦女開記者會抗議，但是法案尚未通過，無

法提出申訴；移民法規定：申請台工作者無權集會遊行或請願（如開記者會

等…）。 

＊ 外籍勞工－在台的外籍勞工己有東南亞國家有 35萬多人，需要總量控制在 30萬

人以下，目前超出此數。契約工來台 3 年內不得轉換雇主，如合議解約才可能換。 

⑴目前家暴問題程序如何？我們陸續在各區域辦理家暴聯繫會議（家暴中心報案

電話 113，這支電話 24 小時都有人接聽）。 

⑵財力證明：現在申請規劃無 42萬元財力證也可以去申請，已修改成不需提出

財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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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法案都因不適用而修改，政府一直持續在修改消除對新住民的歧視公

約。 

 

四、《專題二》主講人：婦女救援基金會王鴻英督導～從 CEDAW、人口販運防制法檢視

台灣的移民人權： 

＊ 人口販運是古老的也是一個新興的議題；以前是本土的原主民女孩被賣到華西

街，後來是東南亞的女孩，都認為是嫁來台灣就能改善她家庭的生活，於是就透

過仲介介紹，想盡辦法到台灣，進而有些仲介涉及欺騙、控制、暴力，但是她們

對這的憧憬使她們勇於挑戰、出國冒險，這都是家庭貧困與移民化的關係。現在

又與過去的買賣不同，不一定是買賣，還以非法手段涉及毒品、走私槍械及人口

販運，這是現在三大非法暴利；聯合國已於 1921年禁止販賣婦女和兒童國際公約

及修訂協議，至 1979 年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婚姻仲介公司

利用外籍配偶來台後對外界資訊缺乏（如利用電腦網路即可有求職訊息，但她們

大都無電腦而且不太會用）；有些雇主又不幫雇工辦理工作證或身分證，而加以

恐嚇、控制（控制她們的工作權及勞動權）；又如看護工在其工作場域未受到適

當的保護，因屬私領域查察不易，這都是人口販運問題，使被害人的人權受到侵

害。政府在這兩年來對人口販運問題非常重視很努力、很關心，有十一個民間團

體先起草制定人口販運法，送到立法院，並監督政府，政府版本的法案也送到立

法院，經六個月的時間已三讀通過此法，要給與適當的保護；這是女權的一小步

是人權的一大步。 

＊ 有一重要概念，如果被害過程中造成違法或假結婚的事是被騙的，皆有免刑責的權

利。 

＊ 當前面臨的挑戰：法條通過後必須檢視監督，是否落實？如有缺失必須修改，法

條不完備就要修改至完善。希望各位多與我們連繫。 

◎建議一、：加強、落實、深化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應對涉及外籍人士的案

件速審速決；積極與來源國政府進行協定、資源連結與合作。 

◎建議二、針對新法的成效進行研究，累積修法的資料；對外籍移工及本國雇主教育；

對仲介制度進行整體性的檢討與改善；給予通譯人才適切的待遇與養成教育。 

 

五、問題提問與解答： 

Q：法令落實方面：被害人隱藏在各角落，這法令如何行銷？讓被害人能不要透過案

主主動與你們連絡。 

A：「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服務專線為「1955」，於 98年 7 月 1日 正式開

通，24 小時全省都有志工接聽，有七國語言，可做初步辨識，受害者隨時可打進

去求助，到時會大量印發宣導冊，看她們能不能勇於出來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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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永久居留有專案辦理：對象是新移民或外勞？ 

A：實施至今還沒有人去申請，指證能獲得的證據很少，這不只是外勞，進來的方式

不是我們考慮的重點，不能有身分的限制。 

Q：置入式行銷方式，加害人聽到可能會有警惕，如何保護被害人？ 

A：移民署正在全國四個地方大量印發宣導冊，但權益手冊發出去，仲介都會收起來，

成效不大；1955申訴專線成效如何？是要持續監督的；在外配專線裡加入宣導，

不夠的地方我們再加強。 

Q：外籍學生持假證件進來，他是以三千美元在越南辦事處申請而合法發給的，但被

發現認為是偽造文書，現仍在宜蘭臨時收容所拘留中，一定要有理由才能拘留，

拘留時間不能超過多久期限？ 

A：要搜集資料證明他並不是共謀才行。 

麗華 A：我們都是民間團體沒管道無法瞭解，我可能就直接找署本部。 

 

～．～中餐時間～．～ 

 

介紹南洋姐妹會泰國籍邱雅青執行秘書：今天我來這裡分享我來台灣十幾年，學中文

八年在同一單位也有八年未離開，我們單位百分之七十的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都是新姐

妹，我來參加討論法律問題，準規劃時也有限制，我希望在近幾年能完成修法。 

 

六、三個單位組織工作代表：三中心工作經驗分享及問題闡述。 

⒈生命線吳家珏督導：山線服務範圍九個鄉鎮：⑴服務項目：凡設籍在台中縣的外配

有免費法律及婚姻諮詢；為服務新移民辦理新移民志工召募；協助外配資源及新住民

周遭資源整合；透過舉辦親子關係活動促進家庭及親子關係。⑵困境：電訪問題：民

眾拒絶電訪，都誤以為是詐騙集團，無法將關懷送入家庭（家人轉接的較少成功）；

家人關係無法瞭解，家人不讓接電話得不到答覆，這也是困擾；對電訪及家訪人員防

備心強，需長時間建立關係；各中心感覺人力不足，無法廣泛的深入服務。 

 

⒉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李明純社工：中縣地理位置服務部份有太平、大里、霧峰、烏

日二市二鄉。⑴服務現況：大屯區新移民佔台中縣的三分之一，太平市是外配最多而

大里是次多的兩個市，大陸籍配偶佔六成，越配佔二成；霧峰與烏日除家庭型小工廠

外亦有農業，新移民家庭多為勞工及服務業，受上班時間的限制都有託嬰的需求，去

年金融風暴，有些新移民家庭受影響，來求助者較多，今年稍好轉。平時電訪、家訪

服務及個案管理服務，也辦理婚姻、家庭、法律諮詢，個人成長班如電腦入門、節慶

家庭休閒活動、社區倡導活動及生活適應班、展能班(大里及烏日)。⑵服務困境：電

訪資料來源由公部門提供外配名單，許多都不正確及不完整，以致無法將關懷送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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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家庭，是資源的不足，資料正確是很重要的。所以需靠社區婦女力量，介入新移民

家庭，要知道他們的需求，也有新移民的公、婆或先生來求助的，如外配跑了，將小

孩帶回去了，不知問題要如何解決…等等；還有對問題的一些看法如個案對象，是外

配？先生？家人？其實新移民家庭的問題很複雜，多涉及就業、臨托、老年照顧、單

親、早療兒童等，縣府社工都有介入瞭解協助解決，期待能將外配服務這塊做的更好。 

 

⒊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督導：清水、大甲、沙鹿、梧棲、外埔、大安、大肚、

龍井八個鄉鎮。⑴服務內容部份與前二位相同；專業部份：婦女需法律諮詢務，缺法律

專業律師，現有四位；如遇車禍可找到法律基金會姶與協助，個人期待給新移民服務，

需資源轉介連結。有就業輔導－教求職申請表填寫、美容班、拼布班，機車考照班－直

接下鄉口考、路考及成長團體等課程；強化宣導社區對多元文化的重視、認同。促進資

源網路。⑵困境：現有教育資之主動宣導較弱，新移民接受教育是提升能力的重要管道。

弱勢家庭對複雜的移民法規缺乏資訊且不易理解，以後移民署將會設置社工員。 

 

七、接著有二十分鐘分組討論：共五個議題，每組除了本組問題外也都可以討論，結束

後請每組推派一位代表分享人，要有紀錄產出並控制時間（討論狀況：略）。議題如下： 

第一組＞新住民發聲－飄洋的夢想與現實 分組座談帶領人：吳家玨／台中縣生命線 

第二組＞歧視與汙名－分組座談帶領人：李明純／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第三組＞婚姻與就業－分組座談帶領人：梁斐云／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第四組＞黑戶媽媽 －分組座談帶領人：邱雅青／南洋台灣姐妹會 

第五組＞跨國移動的女性可能面臨的處境－人口販運防制法與移民人權：分組座談

帶領人：李麗華／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祕書長 

 

八：各組代表發表與分享議題討論結果： 

第一組＞新住民發聲－由喜樂文化推廣協會印尼姐妹張利霞代表：我來台灣一年，

有一個女兒肚子裡還有一個兒子，每個女孩都夢想嫁個好老公，能改善生

活，仲介講的與嫁來這裡時的差距是很大的，如果老公當初拿了三十萬給

仲介，雖然我們只拿到二千元，但是他們也是認定妳是以三十萬買來的。

還有申請辦理身分證時只要自己簽名還是老公也要簽名？ 

第二組＞歧視與汙名－由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志工金秀鳳代表：來台已八年多了，

剛來時，家人都看不起妳，不肯定妳，要想家人肯定妳我們自己都很努力。 

第三組＞婚姻與就業－由喜樂文化推廣協會越南姐妹張美玲代表：來台已五年多，

仲介剝削太多，我老公也是拿出三十萬而我家才拿到二千元。剛來時因言

語障礙，都聽不懂，去工作只能用看的，要適應很久；也看到很多同鄉來

台找工作都被騙，要如何能找到好的穏定的工作？還有父母來台只能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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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為什麼不能久一點？（海線也有此問題，請論壇做成紀錄反映相

關單位） 

第四組＞黑戶媽媽－由喜樂文化推廣協會越南姐妹阮金絨代表：我嫁來台灣五年

了，我過的很幸福，我想分享有些姐妹說辦身分證很困難，請人代辦都托

很久，可否將時間縮短一點，要出國沒身分證不能出去。  

第五組＞跨國移動的女性可能面臨的處境－人口販運防制法與移民人權－由喜樂文

化推廣協會越南姐妹阮示嫦代表：我嫁來十幾年了，我先生開工廠，政府

有補助一萬多元，我過的還不錯。 

 

九、政府代表單位回應相關措施與法令規定：回應人：移民署邱專員、縣政府社會

處傅科長、縣政府勞工處廖副處長，台中縣家暴中心王主任；時間 25 分鐘。 

Ａ：移民署邱專員回應身分證問題： 

㈠申請辦理身分證：有一定的程序東南亞籍：先有居留證看是否有婚姻關係事實

（夫妻二人一定要同時到），第一次辦一年，辦延長時可代辦，規劃申請准規

劃、申請台灣居留證、定居時到戶政事務所申請不需二人同行。 

大陸配偶：由請居留有遷涉保證書時要夫妻二人同行。 

◎麗華秘書長回應：⒈辦理身分證會控制在夫家。 

㈡新移民之父母親來台是不可以就業的，如到小吃店幫忙看店或照顧小孩，這都

不允許的要處分 15萬元。基於人情可以接受不支薪義務規新移民做月子或幫

忙帶小孩子，如有人檢舉勞工處都會取締（幫忙做月子比較不會那麼嚴格，在

家幫忙帶小孩會比較通融）；因規定不可以留外國人在此工作。 

 

Ｑ：父母成長協會黃執行長問：法令訂了多久？時代在改是否符合現代需求？可以

規範但要有情面，新住民家屬被視為是外國人？ 

Ａ：在營業處所幫忙（視為幫傭），一定會去取締的。 

㈢新姐妹問教育方面問題：小孩在學校上課，女老師較能體會外配媽媽，會教小孩

回家要鼓勵母親，但男老師沒教小朋友，小的回家就會說媽媽是外籍新娘，會說

她國語不標準。老公又忙沒空教小孩，教育就落在媽媽身上，感覺力不從心，教

導很困難。 

台中縣現在有七個新移民家庭服務據點，有關親子互動、管教、教育等問題，

可找當地服務據點協助。 

◎這是公部門未做的一塊，政府未用力的宣傳，外配如何教導子女？要正向引導，

生了孩子可從小就教他們母語，長大就好溝通，要整個家庭一起成長。 

㈣關於仲介剝削的問題，可否將這工作交給非營利事業單位或團體來做，讓他們

先受訓，教育他們；職訓完成後公部門可提供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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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至於求職：職訓結業找不到工作，不只新住民，本國勞工也一樣有落差，不是

一次訓練就可滿足企業者的需求。受訓完有些企業還需考證照，需證照的比例

可提供一些就業服務，政府也有提供一些就業媒合博覽會。 

◎ 職業訓練找不到工作，做通譯人員考上證照。請移民署編列預算，這也是一項

資源，人才隨處都可以找。 

◎ 同工同酬方面：很多法令有明確規範，但是普遍在就業上都有一些企業主會不

依法令，大家可出來檢舉。 

 

東南亞姐妹會邱秘書長問：如果去檢舉後本身工作也沒了怎麽辦？ 

勞動權益促進會李秘書長說：是否技巧上改進，不要去了就問是誰檢舉的。 

縣政府勞工處廖副處長說：接受檢舉絕對不會洩露檢舉者身分。 

◎ 家暴中心王主任：一般家庭如遇暴力事件可電 113，一樣是 24 小時有五種語

言通譯員（可能無法馬上找到，需要一些時間），家暴中心電話：25293453，

地址是豐原市圓環北路一段 355號，如遇家暴沒地方住可找警察協助解決。 

◎ 移民署通譯人員有二種：一是諮詢志工（每天 100 元）、通譯員（每天 300 元）；

台中縣移民署的通譯員是志工每天 100 元。 

◎ 台中縣社會處婦幼科專線：25260639；移民署台中服務處電話：25269717～19。 

◎ 以後可找相關經費，盡量將服務做到最好。 

Ａ、仲介服務牽涉營業問題，要有專業人才，要有幾個單位才能成立；能有完整的

SOP流程，有考慮的層面。 

 

Ｑ：父母成長協會黃執行長問：政府看待外配是當負擔或是資源？資產劃分要正向

要正確，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發生如外配跑掉，小孩怎麼辦？在進來之前應該

要有一個機制，上些嫁來之後如何融入家庭，預防以後問題發生，而這邊家長

也應上些相關課程，才能互相和諧生活，將一些正向的教導給她們。 

Ｑ：外籍配偶如離婚有小孩是否可繼續留在台灣？ 

Ａ：如果以小孩為依親，有小孩撫養權與監護權就可以辦理繼續留在台灣；大陸配

偶如經確定判決離婚後，要在 10日出境，除非在 10日內再婚或 10日內取得小

孩監護權不在此限（第 13項第一條第一款），戶籍謄本需註記；再進來就只能

用旅遊的簽證進來了。 

 

十、回收問卷表，傳愛關懷～網絡串聯－－下次見 

                        范愛姣 記錄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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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組討論報告 
 

第二組討論- 歧視與汙名        

成員：基督教女青年會-李明純、婦女保護協會總幹事-林芳羽、喜樂文化堆廣

協會社工-朱灝仁、陸柏溱、劉珈均、沈秀枝、李娜   

 

對外配的印象 

     （1）標準條件不符期待。 

    （2）新移民第 2代教育問題。 

       （3）薪資薪水低。 

        （4）結婚目的是為了錢。       

 

黃執行長：1台灣政府未將外籍人口視為資源。。 

          2 應提昇，正面價值。  

          3 台灣新郎需被教育預防婚後問題。 

          4 易把外配視為外傭、角色、污名化。 

 

李明純社工：1法律常識不足，延展遺產分配問題。 

            2 大陸配偶工作難找，東南亞困難 ，起源於語言問題。             

            3 外配家庭母親語言不會會影響子女成長。 

 

 展望協會：1提昇外配正面價值。 

           2 去污名化。 

           3 透過社區，包容多元文化。 

 

劉珈均                  

 

第四組討論事項：失落的移民－移民黑戶 

參與成員：南洋台灣姐妹會秘書長邱雅青、霧峰鄉婦幼保護協會創會長賴貴美、

總幹事林芳羽、中華民國婚姻媒合秘書長張曦水、台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副

總幹事翁月惠、進用人員林玟華、外配越南阮金絨、陳玉蝶。  

一.規劃與居留問題二.假結婚？人口販運三.放棄國籍、無國籍 

1.離婚、依親對像死亡之外籍/大陸配偶，已依外國人歸化，條件甚苛，對長期

以來已在台灣生活、落地生根之 婚姻配偶不甚公平。依戶政司陳先琪科長表

示，離婚、喪偶外配若使用一般歸化，可依個案狀況，酌情放寬財力證明要求。

喪偶之大陸及外籍配偶，得以繼續在台居留，卻需至移民署變更居留事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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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穩定工作之証明。 

2.糟騙婚例如：來台名義或法定婚配對象之虛假來台之配偶，怕因假結婚而遭

遣返，逐成為黑戶，且未列入法律保護中。 

3.依台灣的歸化，欲歸化台灣國籍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在取得台灣國籍與放

棄母國國籍間，若遭逢家暴、離婚、喪偶等變故，很有可能成為無國籍者。以

無國籍身分，可以繼續在台居留，一年展延一次。 

結論：一 年空窗前如何度過，遇到狀況該找那些單位幫忙，爭取先辦身分證在

放棄母國籍，固各國法令不同合不合理，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爭取修法，情求相

關問加強翻譯人員及培訓，多加宣傳服務單位連絡電話，盡量避免找仲介。法

令有很多修改多找政府單位了解少走冤枉路。 

                                          第四組－林玟華 

 

 

 

第五組討論：綜合 

參予人員：李麗華、紀華屏、阮氏青紅、阮氏秋莊、阮氏嫦、黃懷琴 

          黃貴甚、馮玉芳、許起英 

 

氏婷：針對就業方面，因為從未去找過工作，丈夫自己又有開工廠，有參與健

保，無參與勞保。 

 

麗華：外籍去找工作通常都不說自己新資多少，因為有很多同工不同酬之差別

待遇，如遇有性別歧視，可找勞委會去申訴，外籍配偶及大陸籍勞工之就業與

勞工手冊之說明，如公司聘請外籍配偶人士可補助 1萬元。職業訓練如美容與

烹飪，在訓練期間有訓練津貼之補助。 

 

玉芳：先生為身障者，所以有些想參與的活動，就比較不方便；丙級的證照對

於工作的幫助不大，要有乙級證照幫助才會比較大，薪資也會比較多，希望拿

取證照後能夠請單位幫忙媒合工作，來台灣 10 年了，之前有在移民署做過翻譯，

月薪資以按件配籌為主，一日約 1千元。 

 

麗華：大部份外籍勞工為看護居多，通譯人員通過訓練，可領取月薪之薪資，

有些通譯人皆是仲介公司人員。外籍配偶之勞健保只適合舊制之勞健保。人口

販運不光是外籍勞工，包含外籍配偶權利被剝奪，如去打掃則扣留證件，或反

鎖外籍勞工之門，移民署應該對外籍配偶多做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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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芳：能夠讓孩子有母語、英語的學習環境，政府可以讓上課或宣導課之類的

活動多一點，有些外配想多學習東西都受到家庭因素之影響。 

 

氏婷：媽媽會跟孩子去上課與旁聽，順便了解孩子的課業內容。 

 

青紅：會請先生教導孩子的課業，但因先生工作疲累，有時先生會抱怨。 

越南籍來 3年即可取得台灣籍身分證，但有些姐妹們都已經來台十幾年了，卻

都未取得本國籍身分證，是因為受夫家之影響。 

 

 姐妹們希望自己能開店，不然來台找工作不易，李老師說將來會與勞委會討

論說明。希望外配來台時，能知道一些資源與法律。 

 

 

 

第一組：新住民發聲－飄洋的夢想與現實 

小組成員：吳家玨、陳怡文、張文幑、羅仕清、張利霞、鄭秋華、沈宜瓊 

紀    錄：鄭秋華 

 

張文幑：（中華民國外配輔導協會-理事長）我的配偶也是越南籍的姐妹，就我

服務的過程了解到，目前越南外配有分南、北越，南越 90％以上經由婚姻仲介

來台，北越多由台商當地結婚或來台外勞戀愛結婚。外配會跟台灣人結婚除了

想有幸福的生活以外，還希望能改善娘家的經濟。當然也有不良的婚姻仲介公

司，教假結婚的外配，等 4 年拿到身分證後就可離開。現在越南國內官員有感

外配離婚率提高，規定新娘外嫁，需經過雙方面談合格，才可結婚。 

 

張利霞：（印尼籍姐妹）我覺得我們姐妹結婚時，都是 20多歲，而台灣老公 40

多歲，年紀相差很多，而老公和家人多不信任姐妹，不讓姐妹與外界交流，也

不讓姐妹出門交朋友，跟鄰居講話，只能在家裡做家事，也沒有錢。等有一天

姐妹見過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會學壞。結婚之前，我在台灣的電子公司工作了 4、

5年，除了賺錢以外，還寄錢回家讓弟弟出國留學，改善家庭經濟，後來認識老

公結婚，老公是原住民，很老實，沒有不良嗜好，家人對我很好，我很幸福。

可是其他的姐妹就沒有這們好運，希望上級長官能夠幫助她們。 

 

羅仕清：（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志工）其實外籍姐妹結婚來台並不是

只是因為錢，我想一定有更深層的夢想，要靠我們服務人員去發掘。 

 

鄭秋華：（喜樂文化推廣協會-外配關懷員）本協會在做姐妹的電訪時，姐妹的

家人剛接觸時對協會不了解，都當我們是詐騙集團，不相信會有團體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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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後經協會多方的努力、解釋、並安排家訪、介紹協會，並帶姐妹出來參

加活動，給他們正面的想法及行動，讓家人不排斥訪視員進而接受協會，並介

紹其他的姐妹跟協會認識，讓協會發覺姐妹的問題，幫助姐妹來解決問題，讓

生活更美好。姐妹們對外部的資訊及福利、幫助的管道普遍認識不足，而姐妹

又沒有謀生能力，語言又不通，如果沒有政府或慈善團體來關懷她們、發覺她

們的問題，可能發生問題時真的是孤立無援，進而產生社會問題。 

 

沈宜瓊：（喜樂文化推廣協會-志工）我在協會服務也曾到姐妹們家去做家訪，

發覺其實有的姐妹嫁的也很好，比我们還要幸福，早上不用起床做家事，可以

睡到自然醒，孩子也不用帶，很幸福。當然也有的姐妹是家中的唯一勞動者，

家裡大小的家事都要做，還要出外賺錢，是家中財產，沒有人身自由。 

 

吳家玨：（台中生命線-督導）如何協助外配適應對夢想的幻滅？協助外配適應

語言、文化、風土民情的不同，適應生活，加強謀生能力，加強職業訓練，可

能是最重要的。有時外部的社會福利資源，無法進入外配的家中及外配本人，

如何加強外配及家人的再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第一小組小組報告人：張利霞：（印尼籍姐妹） 

1. 夢想：幸福生活與改善娘家經濟。 

2. 現實面：文化、語言、價值觀不同，家庭背景與工作內容說法不一。 

3. 資訊與法律條文及福利取得不易，加強文化、風土民情的說明，加強謀生能

力，強制配偶及家人婚前教育。 

 

第三組討論題目：婚姻與就業~~黑戶媽媽、就業歧視不公平待遇 

成員：督導梁斐芸、林秀華、陳秋莊、李馥如、趙玉珍、張美玲、范小賢、詹

馥榕 

主 持 人：魏淑靖                                       紀錄：詹馥榕 

一、婚姻 ~ ~ 黑戶媽媽(仲介) 

張美玲：「我住在越南離胡志明市約 500公里的小村莊，丈夫大我 10 歲，我嫁

來台灣已六年，3個孩子大概都 5 歲左右，我的先生是開資源回收工廠，她跟朋

友到越南想找結婚對象，本來我是被仲介要介紹給她朋友的，結果他選上我，

要朋友把我讓給他，他給我媽媽 2000元台幣，我本來不知道以為他小氣可惡，

跟他在越南大吵好幾次，爲了娘家面對一切，到台灣後存著看他怎麼做，我就

會怎麼做的心理。後來卻發現他對我很好也不小氣，過年過節都會主動問我並

寄錢給我媽媽，還說我嫁給他以後我的媽媽就是他的媽媽，聊天以後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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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仲介吞了錢，我誤會他了。丈夫很愛我深深的感動我的心，我跟他生了 3

個孩子，年頭一對雙胞胎女兒，年尾一個兒子，三個孩子都很小，現在跟婆婆

相處的不怎麼好，因為婆婆老是拿她以前的生活跟我比，每天在家裡注意我，

還警告兒子說給我很多錢，讓我管錢不怕我會跑掉嗎？我說現在時代不一樣

了，我做事管錢都是爲了家跟孩子，如果害怕我，我可以公開讓大家看帳目，

或者收回去也可以。婆婆仍然在家跟左鄰右舍八卦…」 

 

陳秋莊(弘毓慈善協會志工)：「我嫁來台灣 12 年，當初是認識的朋友介紹的，

先生付給仲介 30萬元我母親拿到美金 3600元在姐妹裡算是比較有良心的，家

庭很美滿。婆婆在協會工作很忙也很開通，我自己也有工作，在弘毓社福慈善

基金會當志工。」 

 

范小賢：「我的家鄉是住在越南最南的邊界，金凹這個地方，在我 33歲的時候，

先生想再婚到越南去給了仲介 30萬元，仲介問我黃先生有三個孩子這個人你想

嫁他嗎？我想年紀大了，有錢生活好比較重要，結果仲介只給我媽媽 3000元台

幣，很沒良心。我先生最大的兒子 35 歲，最小的也有 32歲，我不想有小孩，

只要夫妻生活過的好就好了。」 

 

梁督導 (弘毓慈善協會)：各位姐妹分享了很多，黑心仲介這個問題，可以提出

來讓姐妹知道，做為警惕避免其他姐妹再被騙。接下來討論第二個就業議題要

掌握時間。 

 

二、就業 ~~ 不公平歧視對待 

陳秋莊(弘毓慈善協會志工)：「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沒有問題，我的朋友告訴我他

找工作的經驗很不公平，老闆一看到他之後知道是外籍人士開始刁難，不給工

作，如果有工作薪水變的很低，男的一天 800元、女的一天 600元。」 

 

張美玲：「我因為孩子小必須照顧，如果出去也需要婆婆照顧，所以目前沒有工

作上的問題。在法律上的問題我覺得很不公平，我們越南的家人要來台灣只能

待一個月，我生孩子時媽媽過來幫我，只能住一個月，但是大陸配偶時間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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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較久，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家人也能住久一點。」 

 

范小賢：「我到台灣後覺得賺錢比較重要，一直都在找工作，先生七十幾歲身體

不是很好很容易累，本來我早上在早餐店工作，晚上 7~11點在中山路松園咖啡

廳工作，現在辭掉早餐店工作，專心在咖啡廳工作，一開始我並沒有說我會做

很多工作，只是默默的做覺得環境很髒，看不下去就把環境打掃乾淨，有一天

老闆肚子餓沒東西吃，我煮越南菜給老闆吃他很喜歡並誇獎好吃。他常說：〝范

范你不能不來上班，這個餐廳不能沒有你！〞現在我工作時薪 1小時 100元，

白天工作。我是覺得認真工作老闆比較喜歡」 

 

林秀華 (父母成長協會)  從新移民姐妹的討論中，讓我感覺到我們的外籍姐妹

更有傳統的思維，在新世代的新想法比較之下，真的是難能可貴，更值得我們

重視，姐妹們千里迢迢，面對不同的民情風俗要適應環境，還要與夫家人共同

相處很不容易，所以今天能來這裡參加會議的都很幸運。 

 

梁督導 (弘毓慈善協會)  姐妹們都很注重家庭也很重視孩子的教育，對於法律

的規定真的很無奈，我們提出來的問題，希望長官們給予重視與回覆。 

 

移民署專員邱仕朝：目前外配在進入台灣前是外交部的權責，在簽證時就必須

具備證明文件，申請延期半年，重點是不能工作，可在家幫忙帶小孩，只要不

被檢舉，不犯法就沒有問題。 

 

三、總結： 

主持人魏淑靖(喜樂文化協會)：今天舉辦的女人事議會，是新住民與各單位的

溝通平臺，藉這個機會姐妹們把許多問題拋出來，讓我們的公部門長官們，知

道問題所在，敦促立法院的委員們重視而修法，感謝與會的長官、各服務單位

姐妹、新移民姐妹、也感謝我們自己的認真參予，會議圓滿結束。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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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    

第一場問第一場問第一場問第一場問卷卷卷卷    

99/06/2899/06/2899/06/2899/06/28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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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    

1、活動內容與工作性質是否相近 

 

2、活動行程安排是否適當 

 

3、對於場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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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時間的安排 

 

5、對工作人員的服務 

 

6、您對於此次的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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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    

1.每個專題都探討的很深入，也同時瞭解到新住民的”衍出”問題影響之癥結 

  及深遠。 

2.分組討論時，由曾是外勞，現是外配的說出心聲。 

3.分組座談，因為外配的現身說法及分享，可以更真實感受到問題的真實性。 

4.瞭解一些姐妹們辦理居留證之程序，對姐妹們的家人需多有上課之題，仲介 

  婚姻的費用給家人，政府是否要有合理價？ 

5.討論分享，聽到新移民姐妹的心聲，政府如何看的到新移民的價值？ 

6.分組座談，組織工作代表新移民姊妹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 

7.分組座談，聽到新移民姐妹親自訴說經驗。 

8.希望以後可以多次舉辦類似的活動，可以給我們一個申訴的地方，也可以解 

  決一些內心疑惑。 

9.很感謝大家可以有服務我們，聽聽我們的心裡話。 

10.分組座談，新移民姐妹發表自己的心聲。 

11.從 CEDAW，人口販運防治法檢視台灣的移民人權，目前的學習經驗中屬於較 

   新的議題，且講師授課清晰明瞭。 

12.分組座談，因有接觸到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如何解決的方法。 

13.分組座談，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 

14.分組座談可以說自己的想法。 

15.小組討論，找出問題點，提供方法與協助。 

16.阮金絨講的新移民身分證辦的很慢。 

17.分組座談，可以說出姐妹的問題與心聲。 

18.每個課程都精彩，尤其這次分組討論看到新住民姐妹們的勇於表達覺得這幾 

   次政府對新住民這區塊的教育已有成績，希望更能上一層樓再努力。 

    

四四四四、、、、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    

1.可多在將觸角再放廣、放寬，多學習。 

2.更加深動機到各社區去推廣成長重要的概念。 

3.讓新住民找到更多的資源、陪伴！媒合工作之迫切性。 

4.很有幫助，激發靈感。 

5.使我更了解新住民之相關求助本諮詢服之內容，及各項資源之申請。 

6.工作沒有，在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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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新移民最新法令。 

8.對於外及親屬來台之情形更瞭解法規之現況，未來期待能有機會再行倡議。 

9.溝通，加強教育。 

10.較少，無法提供。 

    

五五五五、、、、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    

1.類似的課程希望能多舉辦。 

2.對於新住民的語文訓練希望可以多開些課程。 

3.除了報告台灣的新移民現況及政策，非常建議把視野拉大，把目前世界上其 

  他國家處理的政策安排在課程裡。 

4.多多辦理新移民的平常生活功能的上課，多多推廣。 

5.仲介的工作是否移轉至公益部門，減少被剝削。 

6.希望藉由活動能得到更好的工作。 

7.請多多舉辦類似活動，謝謝。 

8.希望以後可以多次開放類似的課程，讓我們有機會接觸更多，有更多的學習 

  機會。 

9.希望活動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10.講座很棒，分組座談很棒。 

11.希望可以發研習證明，或時數條，謝謝！ 

12.更多發聲的空間。 

13.美髮進階班，心靈成長班。 

14.希望以後可以藉由活動加強自己的能力，好達到自己開店的想法。 

15.法規事項多而難記，不知是否有精簡版可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