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勞工發聲
議會與民意站在一起

勞
工權益是我問政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環，我

時時向勞動局建言，除督促市府積極推動

產業發展，促進工商進駐及增加本市勞工就業

外，對於勞工權益保障部分，如何提高求職求

才媒合率，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適時增修勞

工法令，保障勞工權益，都是議會所關注。

作為民意機構，議會反映人民心聲。我們一

方面期望市府著重於提升勞動權益保護意識，

完善勞動法律，讓勞工權益能落實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臺灣現今產業外移嚴重，如何保護

產業、留住產業，在勞資雙方居中取得一個平

衡，也是我對勞動局深自期待的。

今年7月桃園市議會首度進行網路民調，短短

3天內就收到近2萬8千份回函。結果顯示，市府

升格後施政滿意高達79%，有關勞工保障則是

民眾關心的前三項議題之一，可見民眾重視程

度，也符合我希望保障勞工權益的問政理念。

目前桃園市216萬人口中，勞動力人口超過

106萬人，就業人口101萬9,000人，勞動力參

與率達58.9%，為全國第二高。桃園市內工廠

登記約有1萬1,000家，商業登記5萬餘家，其

中工業占4成5，為六都之冠，這是我們的特

色，也是優勢。

另外，桃園市外籍勞工人數1 0萬9 , 0 0 0多

人，約占全國16.4%，比例相當高。產業外勞

約占8成，社福外勞約占2成，則是桃園的另一

特色。

照顧好外籍勞工，減少失聯及勞資糾紛，對

於安定社會是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將持續關注

勞動局對外籍勞工的照顧。

外籍勞工大量聚集、消費，往往為周邊區域

帶來繁榮商機，卻也同時衍生攤販管理問題、

及治安疑慮。像是我的選區在中壢，中壢有工

業區，人口集中，商業活動蓬勃。每每週末在

中壢火車站或鄰近的教會，可以明顯感受到，

人潮已從昔日來自附近軍營的阿兵哥們，被眾

多的外籍勞工取代。因此，日前就有議員在議

會對此現象提出質詢，要求交通局改善。

此外，我建議外籍勞工可從事的行業要調整，

工作應有所限制。要解決產業缺工問

題，政府不能一味仰賴外籍勞工的輸

入，而忽略了本地勞工的工作保障。

議長的話

桃園市議會議長

邱奕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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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印尼開餐廳！
Preface

全台計有66萬外籍勞工，其中桃園就占了近六分之一。這些外籍勞工多來自鄰近的東南
亞國家，有家庭看護工，也有從事勞力密集工作的勞工。他們守在工作崗位之餘，也有

屬於自己的生活和夢想。

1989年，台灣因推動公共建設勞

動力不足，開始引入外籍勞

工。作為台灣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桃園有

近11萬的外籍勞工。這群外籍朋友，遍佈各

大企業、政府工程，也深入不少家庭之中，

是桃園市民的重要夥伴。

居住在桃園市平鎮區照顧雇主家中9 8歲

奶奶的印尼籍家庭看護工卡蜜拉（KARMILA 

KOENDARI）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員，她榮獲

今年桃園之星社福組特優獎外籍勞工。

印尼籍看護  顧阿嬤也愛煮晚餐

「我的夢想是回到印尼開一家餐廳！」外

型年輕的卡蜜拉看不出來年屆4 1歲，已經

是準阿嬤。她有2個女兒，其中一位已經懷

孕，等卡蜜拉下次返鄉之時，就可以與寶貝

孫子相見。

卡蜜拉34歲時首度來台，一共來台3次，

曾待過台中和桃園，目前與雇主居住在桃園

市。卡蜜拉在印尼擁有高中學歷，曾在工廠

和診所上班。結婚以後，生了2個小孩，後

來為供養2個女兒就讀高中，才選擇遠赴台

灣，擔任社福類勞工。

私底下，卡蜜拉對料理充滿興趣，夢想有

一天可以回到印尼蘇門答臘省開餐廳，所以

也利用幫被照顧的老人家準備餐點時，練習

廚藝。雇主徐傑德先生也大讚卡蜜拉：「照

顧技巧和相關知識都很專業。」

撰文◎郭佳容　攝影◎黃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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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相關的看護知識，卡蜜拉表示，過去

母親因生病而洗腎，她因此有照顧病人的經

驗，後來在小診所工作，也習得部分醫藥常

識，來到台灣後，仲介公司安排學習相關專

業課程，因此她具備家庭看護、病人復健等

知識。

身為穆斯林，卡蜜拉每天得挪出時間在家

中朝拜阿拉，休假時則偶爾前往中壢區清真

寺，與相同信仰的朋友共同禮拜。卡蜜拉說，

休假時較喜歡待在家中，偶爾雇主邀約外出，

也會一同前往，因此走踏了不少的台灣景點。

來台打拼生活  懷抱舞蹈夢想 

28歲的東尼（JESTONI ACHIVIDA）則來自

菲律賓。他畢業於菲律賓短期大學，主修飯

店管理，目前在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如同時下的年輕人一般，休假時他多作

休閒打扮，和朋友前往市區，他和朋友喜歡

跳舞，擅長Hip-Hop風格的舞蹈。

「我很滿意現

在的工作、薪水和

生活環境。」東尼

的宿舍除了提供三

餐，也有管理員、

健身房等設施，4

個人一間的宿舍，

還算是舒適。

這是東尼在台

灣的第二份工作，

2012年來台的他，

上一份工作做了近

6年，因為不滿意

薪水和勞動條件，轉換到現在的工作。因菲

籍勞工在台工作合約一約是12年，他說，自

己應該會履行完合約，未來可能繼續待在台

灣或返回菲律賓，還不確定。

家中有7名兄弟姊妹的他，其中大哥曾有

來台工作的經驗，東尼最初來台，也是透過

大哥引介，目前大哥已經返回菲律賓。對東

尼來說，除了工作，生活重心就是跳舞。

東尼與朋友組成「Diversity Dance Crew」

隊伍，在今年桃園之星舞蹈比賽中獲得冠

軍。談起舞蹈，東尼眼睛閃閃發亮說，從小

就喜歡跳舞與表演，覺得跳舞是自己很重要

的天賦之一，不會輕易放棄。

東尼說，團隊從去年9月開始準備舞碼，

每個禮拜至少會花5個小時練習，因為東尼

每個月需輪調一次日、夜班，當輪調夜班

時，他的休息時間往往和朋友無法配合，常

常得忍著不睡，堅持練舞，最終獲得冠軍肯

定，也鼓舞了他繼續堅持舞蹈之路。

外籍勞工在臺灣

東尼（後右二）與朋友組成「Diversity Dance Crew」隊伍，在今年桃園之星舞蹈比賽中獲得冠軍。

東
尼
／
照
片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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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外勞心聲  協調勞資爭議
Preface

一般外籍勞工可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產業外勞及社福外勞，他們所遭遇的問

題會有所不同。以產業外勞來說，所碰到的問題大都為超時工作，以及人力上

的不當挪用；社福外勞則是以性騷擾或性侵害問題居多。
撰文/攝影◎劉紋豪

桃
園市政府勞動局於民國 8 6年設置了

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並聘請菲、

印、越、泰四國的雙語人員，提供外籍勞工

勞資爭議協調處理、離境驗證、法律諮詢服

務等服務。

擔任諮詢服務員的李麗鳳，主要負責越南

籍勞工在勞資爭議的處理及提前解約事宜。

此外，還有法令的諮詢，或休閒育樂活動的

協辦。她提及，提早終止勞動契約必須有個

程序，勞工和雇主必須到勞動局外勞事務科

進行驗證，驗證其終止合約是合意的，還是

被迫離境。

人力不當使用  超時工作問題

一般外籍勞工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產

業外勞，一種是社福外勞，李麗鳳說道，他

們所遇到的問題就會有所不同。以社福外勞

來說，大部分是擔任家庭看護，而最常遭遇

的問題為雇主對其人力的不當使用，比如她

原本應該是看護，但雇主可能有開設餐廳或

工廠，便挪用為清潔工或其他用途，這已違

反原本的勞動契約。而另一種情況則是，因

為家庭看護工作環境為家庭空間，所以性騷

擾或是性侵害問題較易發生。

在產業外勞部分，因為目前較為缺工，



7

所以較常見及嚴重的是超時工作的問題。此

外，產業外勞也有人力不當使用的情況，原

本的工作是做廠工，卻被雇主帶去做營造的

工作；或是原本應該是在A公司工作，卻被

帶到B工廠，這都已違反法令規定。

在處理申訴案件時，會先判斷案件的樣

態，李麗鳳舉例，如果是家庭性侵事件，當

天收到申訴後，兩小時內，立即會有訪查員

前往外籍勞工的聘僱地點，並確認外籍勞工

目前是否安全，如果她需要先離開，就會依

照臨時安置要點先安置外籍勞工，剩下部分

就是處理勞資協議，也就是薪水部分，而接

續的訴訟就由安置中心協助處理。

產業勞資爭議  兩次協調才落幕

李麗鳳從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已有五年時

間，在處理外勞申訴時，有特別令她印象深

刻的案件。她回憶，有一次是產業外勞申訴

案件，也是人數最多的一次，所有申訴廠工

加總共有45人，其事由為申訴雇主加班費及

保管部分定存、護照的問題。

在接到申訴後，訪查員即到廠訪視，瞭解

事件爭端後，知道無法解決，必須經由勞資

協調程序處理，但對於補足加班費的部分只

能抽樣，不可能全部廠工都過來，但廠工們

堅持全部都要出席協調會議。雇主顧慮如果

全部廠工都參與，產線可能停擺，所以不同

意，廠工即表明如果不能全部出席，協調會

當天就集體罷工。

在開協調會議後，加班費爭議有釐清，但

勞方要求能更換一間服務更好的仲介公司。

後來這個案子共協調兩次，在勞方有所讓步

之下，雇主也返還定存和護照，勞資爭議才

順利化解。

在法令規定下  強化檢查量能  

李麗鳳說道，現在的外籍勞工政策有三個

原則，分別是限業、限期、限量。限業是針

對產業會有所限制，限期就是最長年限為12

年；總量管制則視政策管控人數。

而據勞動部統計，截至2017年9月，台灣

的外籍勞工總數已來到666,820人，這也表

示我們愈來愈依賴外籍勞工的人力，所以該

注重的是，如何在相關法規的規定下，強化

檢查量能，保障外籍勞工的工作權益，並傾

聽他們的心聲，協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問題。

外籍勞工諮詢服務

李麗鳳說道，臺灣愈來愈依賴外籍勞工人力，其相關權益
之保障也要更加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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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外籍勞工權益  營造友善移工城市
Preface

桃園市政府對外籍勞工的照護，除了相關權益之保障，還有提供生活上的資訊；明年度更

會設置移工服務中心，對外勞的服務層面就更為多元。

桃
園市外籍勞工為數眾多，也是全臺聘

僱外籍勞工最密集的城市，所以對

其權益之保障及生活上的照顧，就相形重

要。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外勞事務科科長張哲航

提到，外勞事務科的業務範圍可分為三個區

塊，第一是外籍勞工的訪視查察業務，第二

是外籍勞工的諮詢服務業務，第三則是外籍

勞工的休閒育樂業務。

在訪視查察部分，包括幾項業務：外籍勞

工入國之後的訪視工作、查緝雇主僱用非法

外勞或是不符合法令規定使用外籍勞工的情

形，及雇主有不當對待外籍勞工的狀況。

處理外籍勞工申訴案件  辦理休閒育樂活動

外籍勞工的諮詢業務主要是處理外籍勞

工申訴案件，其次是外籍勞工要離開臺灣之

前，要做終止契約的驗證，及外籍勞工勞資

爭議的協調。在處理外籍勞工申訴部分，中

央也建置了「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

專線」，如果外籍勞工覺得有受到不當對待

及委屈時，申訴時案件就會派案到外勞事務

科，並視案件性質來做處理，比如雇主有違

反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就會由局裡的相關單

位，去查察及瞭解案件實情；或是外籍勞工

來申訴雇主的不當對待，外勞訪視員就會前

往查察，是否確實有這樣的狀況。　

撰文◎劉紋豪　照片提供◎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外勞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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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籍勞工休閒育樂活動的辦理，其立

意在工作之餘，也要對外籍勞工有所照顧，

讓他們能有正當的場所從事休閒娛樂等，比

如勞動局會舉辦外勞的歌唱比賽或運動競賽

項目。張哲航舉例，今年度就舉辦了足球比

賽、優良外籍勞工選拔暨才藝競賽等活動，

另外還有VIPT四國婚禮文化展，以越南、印

尼、菲律賓、泰國的婚禮文化為主題，讓臺

灣人民也能瞭解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底蘊，促

進與外籍勞工之間的文化交流。

確保工作權益  提供生活資訊

而對外籍勞工的政策可分為幾個面向，也

就是保護外籍勞工權益，另外就是營造友善外

籍勞工城市。張哲航提到，外籍勞工來台最主

的目的是能有工作機會，此外也要確保他們在

職場、工作環境上，相關權益不會受到損害。

協助外籍勞工爭取權益部分，以今年上半

年為例，協助外籍勞工處理爭議案件大概有2

千多件左右，而具體幫外籍勞工爭取的比如

工資、加班費此類扣款，共有2,700多萬元。

所以，只要受理了外籍勞工的申訴案件，

都會很快地派員去做處理協調，如果確認有

違反法令的狀況，對雇主就會有相關處罰。

在營造友善移工城市的作法，則會持續辦

理外籍勞工喜歡的娛樂休閒活動，另外，外

籍勞工需要的資訊，會持續翻譯成該國的語

言，比如與自身相關的法令規定，甚至在今

年度也將桃園市觀光工廠資訊翻譯成四國語

言，讓外籍勞工想去觀光工廠時，可得知其

中遊玩重點及景點特色。

設置移工服務中心  讓服務層面更為多元

展望未來，又有哪些作法能加強維護外

籍勞工權益？張哲航說道，較為具體的是，

明年度會設置移工服務中心，目的在於能讓

對外籍勞工的服務層面更廣，從過去只有勞

動權益的保障，拓展至對生活資訊上的提供

等，讓外籍勞工們能感受桃園市是對他們很

友善的城市，提供他們更多的協助。

其次，希望明年度能辦理更多元、更切合

外籍勞工需求的休閒娛樂活動，透過參與式

預算方式，讓他們自己決定想辦什麼樣的活

動，也彰顯對他們的尊重。

另外，會強化外籍勞工查察及諮詢服務業

務，例如查察外籍勞工的住宿環境，及雇主是

否有不當對待外籍勞工的狀況，查察工作會持

續辦理；此外，申訴案件處理及勞資爭議協

調，希望未來能提供他們一個更即時更有效的

處理機制。

張哲航認為，對外籍勞工的照顧，首要之務在於保障其工
作權益及提供休閒娛樂活動

外籍勞工故事

劉
紋
豪
／
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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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某些本地勞工短缺的產業，選擇聘僱

外籍勞工，成為許多雇主的選擇。但

若聘僱前未能掌握相關法令規定，極可能無

意中觸法，不但受罰，更平添困擾！

與外籍勞工聘僱最具相關性的法條，來自

就業服務法以及就業服務法子法「 雇主聘僱

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

外國人在臺受聘僱  採申請許可制

代表桃園市政府處理各類外籍勞工相關行

政裁罰事項的原理法律事務所林三加律師指

出，在他所經手過的相關案例中，雇主最常

發生的問題就是：不知自己的聘僱為非法。

他舉例，許多人的長輩有看護工需求，便

就近在醫院向其他病患詢問，拿了張名片就

打去找人，渾然沒察覺聘僱外籍勞工是需要

跑申請流程的，絕非可以「隨call隨到」。 

外國人受聘僱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工作，雇

主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根據就業服務

法第57條第一、二款條文，雇主不得聘僱未經

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

亦不可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

且據就服法第63條，違反規定者，處新臺

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

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除了雇主未經合法申請許可，第二種常見的

狀況是外籍勞工提供假的居留證，導致雇主觸

法。在臺灣，目前依親的外籍配偶是可以直接

工作的，不須另行依法申請。所以，有的外籍

勞工會謊稱自己是外籍配偶，或造假居留證。

因此，林三加提醒，無論是私人或公司

雇主，用人前一定要核對外國人之外僑居留

證、依親戶籍資料正本、以及護照等資料，

以確認其真實身分，才能自我保護。同時若

想確認某位外籍勞工身分的合法性，亦可上

勞動部網站查詢。

雇主對外籍勞工  有生活照顧義務

再者要提醒雇主的是，雇主對於外籍勞工

聘僱外籍勞工  雇主別無心觸法！
聘僱外勞前最好先了解就業服務法及就業服務法子法

「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
免得觸法受罰，平添無數困擾！ 撰文◎吳永佳

照片提供◎林三加

勞動線上

林三加律師(左一)提醒，雇主聘僱外籍勞工，常無心誤觸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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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生活照顧義務的。外籍勞工在臺灣語言不

通，人生地不熟，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19條，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應

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確實執行。   

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規劃下列事項：

一、飲食及住宿之安全衛生。二、人身安全之

保護。三、文康設施及宗教活動資訊。四、生

活諮詢服務。五、住宿地點及生活照顧服務人

員。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但

從事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之工作者，免規劃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事項。

所以，雇主應尊重外籍勞工的宗教文化，

例如不要強迫穆斯林吃豬肉，要提供乾淨的

生活空間及安全的飲食等。

通常問題會發生在雇主更換外籍勞工的

「空窗期」，林三加表示，有時雇主想更換

外籍勞工，就通知仲介公司將其帶回合法安

置，等待新雇主。但其實在外籍勞工找到新

雇主之前的轉換期間，舊雇主的生活照顧，

應持續到新雇主來銜接，才得以免除。若期

間原雇主未履行其生活照顧義務，而仲介公

司安置不當、甚至安排其非法工作，都會衍

生諸多問題！

不得指派外籍勞工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另外雇主常發生的違法事項，就是雇主讓

外籍勞工做「許可以外的工作」，像是常在

媒體看到的，指派看護工買菜、帶小孩等。

就服法第57條第三款明白規定，雇主不得指

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有人可能會好奇，針對工資、工時、職災

求償等等相關規定，外籍勞工是否適用勞基

法？林三加指出，勞基法目前對於本國勞工及

外籍勞工均有適用，惟因家庭看護工（家事服

務業之工作者）目前排除適用勞基法，但雇主

仍應遵守與外籍勞工間所訂之勞動契約，並確

保外籍勞工有符合人性尊嚴的工作條件。

此外，雇主須依規定安排所聘僱之外國人

接受健康檢查，並將健康檢查結果函報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勞工因故變更地址，須依法

申報，以便於管理；雇主於外國人入國前依

法會簽署「工資切結書」，雇主不得巧立名

目扣款違反之，或為其他不利益於外國人之

變更。以上這幾點，是林三加觀察雇主經常

忽略的法規。

林三加(左一)到校園作環境公益案件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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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現有外籍勞工人數達66萬多，處於基層的

以廠工、漁工、看護工為主。這些外籍勞工

由於語言、宗教文化、生活習慣的隔閡，加上經濟面

的相對弱勢，在臺灣工作、生活難免遇到不少問題。

長期協助政府扶助弱勢外勞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

會常務理事杜光宇，在多年工作經歷中，直指臺灣的

外勞政策有待改善，「我覺得臺灣的外勞政策，是夾

帶種族優越感，對外勞一開始就預設他們會逃跑，所

以建立種種繁瑣的行政措施，以防堵逃跑。」

一旦發生外勞逾期居留，政府就將責任轉嫁到

雇主及仲介公司身上。但如此防堵，外勞逃跑事

件卻有增無減，可見其背後成因，才是真正的問

題關鍵。

成因之一，杜光宇認為是一般民眾對於外籍

勞工的歧視、甚至仇視。例如有人認為外籍勞工

與本地人搶工作。「其實外籍勞工所從事如電子

業、汙水處理、化工廠、高粉塵環境、染整等工

作環境，多是國人不願意做的；還有老人照護，

是24小時全身心的付出，談何容易！」外籍勞工

離鄉背井來臺辛苦打拚，卻往往不能得到臺灣人

的同理心認可，令杜光宇為之抱屈。

群眾服務協會經常接到來自全臺各地的外勞投

訴，然後給予庇護及協助，但杜光宇感慨表示，

「我們只能不斷援救個人，每天全省跑透透，應

接不暇，卻連治標都稱不上。」

他舉例，有次深夜12點接報有5位外籍勞工被

仲介公司關在地下室，他們星夜南下，聯絡當地

派出所前往援救。明明這就是非法拘禁，當地警

察及政府卻推拖遲不處理，可能因仲介公司與當

地民意代表「有關係」，讓他頗感無力。

外籍勞工在臺灣無選票，權益經常受到犧牲。

像政府有完善的投訴制度，但接受投訴後，有沒

有積極作為、提供有力的協助？官方也設有調解

委員會可處理勞雇糾紛，但委員會運作是否獨

立、可以抗拒體制外的壓力？杜光宇觀察，這問

題在某些縣市仍存在。

除了仲介公司素質良莠不齊，杜光宇認為，外

籍勞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對外籍勞工不公允；

女性看護工進入家庭，性侵案件層出不窮，他建

議政府應將高風險家庭列管，加強這類家庭看護

外勞的訪視的頻率，才能保護外籍勞工。

總之，從政策、社會心態面向去調整，或許更

能協助外籍勞工在臺灣快樂工作，也有助於當地

經濟發展。

外勞非外奴  
從政府到民間應改變心態

Preface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常務理事杜光宇認為，

從政府政策擬定，到社會大眾的看待心態，

若能更以同理心關注基層外勞，或許許多適應問題可獲改善。
撰文◎吳永佳　照片提供◎杜光宇

外勞問題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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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在中壢地區擔任志工，協助許多來自

同鄉的新住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阮梅

英老師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讓初次接觸她

的人都以為，她應該來臺灣定居許久了。

事實上，阮梅英來臺定居不過短短 3年

多。但是，能說這麼一口流利的中文，全是

仰賴過去她在越南念大學中文系，以及留學

中國華東師範學院的經驗。

之後，就因為有中文溝通的優勢背景，在

越南時她到臺商公司工作，也在這裡遇到了

她一生的真命天子。

原來，阮梅英和先生都是臺商公司的幹

部。一開始，只因為她先生擦了護唇膏，

就被就阮梅英覺得太娘娘腔，在心裡打上了

「X」的記號。誰料後來因為因緣巧合，彼此

成為很好的談天對象。之後，不到半年的交

往時間，兩人就決定步入禮堂，互訂終身。

嫁到臺灣後，憑藉著深厚的中文底子，她

在生活適應上沒有太多不便之處，但是在心

態上仍有許多有待調整的地方，這點，她覺

得比其他事情都要來得重要。 

畢竟，過去她是留學生，所以對於文化或

生活的總總差異，當地人多半都可以包容。

如今，她來到台灣生活，則是得真正地融入

在地人的生活，許多事情要以更深入的觀感

去跟周遭的人相處。

就因為這樣，阮梅英到處尋找資訊，只

要有新住民相關的輔導課程，即使是遠在台

北，她都會去報名學習。

阮梅英認為，目前在台灣，各政府單位對於

新住民的輔導工作其實已經做得相當完善。尤

其，在當前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執行後，對於

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們的照顧，更加地提升。

所以，大多數的新住民生活已經不成

問題。未來，政府的照顧，除了追求「廣

度」，她還希望能有更「深度」的協助。

目前在中壢區新住民輔導單位擔任志工的阮

梅英，也藉由自己的所學與過往經驗，協助居

住在桃園地區的新住民解決問題。她曾經協助

不識字的新住民同胞，從一字一字開始認識，

到最後順利考上駕照；也有在越南的臺商子

弟，回臺後就學考試困難，她透過每天晚上的

課後輔導，幫助他們逐漸銜接上臺灣本地教育。

這些總總的協助，不但能使她發揮所長，

也讓她能回饋新住民族群，成為阮梅英工作

中最快樂的事。

撰文◎林品賓　攝影◎黃建彬

幸福工作人

因好奇學習了中文，然後結識臺灣先生來臺灣定居，阮梅英以深厚的中文底子，

幫助新住民同胞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使新住民們能更融入在地生活。

協助新住民
回饋同胞更快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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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女兒
為外籍漁工權益發聲

蘇澳漁港附近的巷弄裡，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隱身其間，這是由工會

秘書長李麗華一手催生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外籍勞工工會，也是首見

以漁工為主的職業工會。

李
麗華沒有特殊的背景，但一路走來始

終關懷基層勞工的權益。她曾歷任多

個N G O組織，與宜蘭外籍漁工的淵源則來

自追蹤一名工殤的菲律賓籍漁工個案，輾

轉來到蘇澳漁港，並間接認識不同國籍的

漁工，面對其不合理的薪資待遇，李麗華

感到憤憤不平，進而決心協助他們成立工

會。

一開始，李麗華接觸較多的菲律賓籍漁

工，一方面因為李麗華的先生來自菲律賓，

能夠以菲律賓語與移工交談，透過菲語打入

他們的生活圈。之後，也陸續有印尼籍漁工

加入，事實上，現今蘇澳港漁工以印尼籍為

最大宗，目前的理事長也是印尼籍人士。

缺漏雙語章程  外籍移工權益遭漠視

工會成立之初，就遭遇許多艱辛。李麗

華回憶，最初詢問外籍漁工組織工會的意

願，他們都很願意參與，但在申請成立工

會的資格時，因多數外籍漁工的居留證都

被扣留在仲介甚或雇主手中，因此增添申

請的困難程度。

最後，外籍勞工只能透過簽署切結書，

將自身權益全權交託給李麗華，才順利

取得最低申請人數資格，李麗華表示，

「《工會法》缺乏外籍勞工的相關組織章

程，也沒有雙語的章程，導致外籍勞工的

權益似乎只能賣給別人。」

李麗華自嘲，自己像是外籍漁工的仲

介，握有他們簽署的切結書，也只能不斷

請他們簽署他們也看不懂的文件，十分諷

刺。到 2 0 1 3年，工會終於成立，但對不

少漁工來說，加入工會還是有很多疑慮，

「害怕加入使自己和雇主或仲介的關係緊

張，甚至對自身安全不利等。」

李麗華認為，對於僱用外籍漁工的雇

主來說，最重要的是瞭解雙方的權利與義

務，無奈多數雇主不懂得這些法律知識，

撰文/攝影◎郭佳容

李麗華

臺灣首個外籍漁工工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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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人 物

常常只是將僱用事宜全數交付仲介處理，

多了仲介這一層運作，勞資關係往往出現

很多問題。

「仲介作為雇主和勞工之間主要的溝通

橋梁，卻有不少不肖的仲介從中剝削勞工

謀取利潤；事實上，勞雇契約兩造簽署合

約，身為雇主應該有照顧勞工的義務，但

是全權交給仲介的結果，外勞以為仲介是

自己的老闆，對於仲介扣留工資，也就不

敢發表意見。」

讓工會成為文化中心

搭起本地人與移工橋梁

除了爭取漁工權益，李麗華也積極讓

工會成為漁工文化中心，她認為，透過食

物、布料、手工藝品等方式交流，臺灣人

可以從生活層面認識

這群東南亞漁工，另

外，工會也接待不少

大專院校學生前來體

驗東南亞文化，部分

則由當地外籍漁工直

接進行分享。

未來，李麗華計畫

能輔導更多外籍勞工

組織工會，同時希望

在其他地方也成立外

籍勞工工會，「如果

能夠更為普遍地成立

工會，代表移工勞動權益受到重視，觀念

慢慢普及之後，成立工會將成為一般的日

常，不需要大驚小怪。」

今年6月，李麗華才因為替冤死的印籍漁

工翻案，榮獲美國國務院表揚取得「打擊

人口販運、終止現代奴役英雄獎」，李麗

華卻略顯感傷說，這類境外聘僱漁工，權

益比起境內漁工更加沒有保障，一旦發生

意外，往往不受重視，連基本的調查和賠

償都是問題。

李麗華說，外籍勞工身為弱勢，即使

法律有規定，若面對不合適的仲介可以轉

換，或是改為直接聘僱，但卻往往無法落

實，導致移工還是必須倚賴仲介，這些都

是工會將持續爭取關注，也是政府必須落

實執行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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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為了宣導包括國民年金、一例一休

等相關政策，或是協助職業工會進行在

職教育等工作，經常各地奔波，已成為桃園

市職業總工會理事長楊峯苗的例行工作。

楊峯苗表示，過去在還沒有升格為直轄市

之前，相較於臺北、新北市兩個鄰近的直轄

市來說，桃園市相對能取得的資源比較少，

也使得相關工作的推展障礙比較多。

如今，桃園於103年12月25日正式升格為

直轄市，除了能取得與直轄市一樣的相同資

源，有利於政府相關政策的宣導與推動，加

上桃園市長的積極關注，許多業務的發展也

更能夠順利地執行。

就以近期大家討論熱烈的「一例一休」政

策來說，楊峯苗指出，「一例一休」政策其涵

蓋面廣及各個產業，甚至每個產業中，依職業

別所相關連的權利及義務，都不盡相同。

他表示，就「一例一休」政策而言，其

影響最大，首推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員工及雇

主。因為，其中規定的加班內容部分，什麼

樣的情況屬於加班，或是什麼時間屬於正常

工時，即便是各產業工會都不見得非常清

楚，遑論是一般的勞工。

這時就必須由職業總工會配合勞動部、地

方政府勞動局來協助辦理宣導、推廣與教育

的工作，以滿足各地雇主與勞工的需求。以

106年來說，桃園市職業總工會在各地所舉

辦的各項教育與宣傳活動就有十多場，每場

出席率超過9成。

除了進行教育與宣傳活動，藉此將新的勞

動政策資訊傳遞出去之外，桃園市職業總工

會另外的重大工作，就是在職訓方面。

楊峯苗指出，面對工作的轉換，工作技能

能否符合資方需求，就是轉職是否順利的關

鍵所在。尤其，針對中年轉職，職業訓練更

加顯得重要。

目前，桃園市職業總工會也結合了市政府勞

動局等單位進行相關職訓工作，其中，特別針

對中年轉職，但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的勞工，

給予相當時數的職訓，協助其順利轉職。

總之，不只達到「人人有頭路」，楊峯苗

強調，更要讓所有勞工樂在工作，享受生活，

才是桃園市職業總工會想要追求的最終目標。

楊峯苗理事長
讓勞工樂於工作、享受生活
近期許多勞動政策的重大改變，關係基層勞工的權利義務。

桃園市職業總工會也四處進行政策宣導與職訓，

希望讓勞工朋友能樂在工作，享受生活。

撰文◎林品賓　照片提供◎楊峯苗

勞工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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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市一帶有大量的陸軍營區群聚，也

因此有各種軍用品店。這些店在過去

各軍種人數龐大時提供官兵服務，但從近年

開始，這些軍用品店有了轉型。

傳統軍用品店多數賣的是些綁腿兵科等常

用的裝備，有時兼賣一些文具或是其他諸如

迷彩服、辦公包、鋼盔、臉盆等，提供官兵

更多生活選擇。但在兵力逐漸縮減下，他們

為了繼續在市場上生存，有些開始有了不同

的經營角度。

轉型方向各自不同，有些軍用品店是加

強原本就針對軍營所提供的服務，例如推出

「新兵報到常備包」，內容物包含涼身粉、

鞋墊、排汗衣、厚底吸汗的襪子、防水袋、

三合一沐浴洗澡洗臉凝膠；也有軍用品店推

出了標籤列印機，在進入軍營時提供姓名貼

紙，以避免東西混用或遺失。

另有些軍用品店，則將腦筋轉到了和軍人

工作環境相近的勞工身上。軍方的工作服以及

裝備，像是迷彩工作褲、連身工作服都有許

多勞工喜歡。這些軍用品店訂購不同於軍用

顏色的衣服後，工廠再將其作成員工制服。

在工地的勞工，也有許多人選擇軍用鞋

當作工作用鞋，畢竟堅固便宜。甚至機械工

廠、修車

廠所使用

的去油汙劑，也能在此買到。

我身邊的勞工，越來越多乾脆前往軍用品

店購買警用腰包，因為堅固耐用，並且大量生

產，不需要擔心未來買不到。

因為迷彩服色調不易感覺到髒，許多勞

工會刻意選擇迷彩配件，例如兩件式雨衣，

或者將國軍的鋼盔布套包在工地安全帽外，

作為辨識；也有人將LED頭燈縫在上方固定

使用。這些裝備也因為臺灣男性多數服過兵

役，而容易上手。

還有些設計師乾脆前往軍用品店購買各種

肩章或是兵科名牌，一整串地縫製成為獨特

的文創商品。所有的兵科名牌或是單位肩章

都有其傳統歷史，將這些對應在文創上，就

能在最短時間內成為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在地

記憶。各種單位旗幟也有同樣效果，有時還

能引來同樣有當兵記憶的族群討論。

由於桃園一帶陸軍單位部隊眾多，這些軍用

品經歷過各時代，每一家店或多或少都有其專

業，這些歷史印象等著大眾發掘並且理解。

推薦所有朋友都可前往尋寶，因為它很可

能不再只是軍用品店。

桃園昔日的軍用品店，

隨著軍人人數的縮減，逐漸朝各方向轉型。

不論是勞工或一般民眾，

也都可在其中尋寶或探索記憶。

撰文/照片提供◎林立青

AFTER WORK

下班趴趴走

不只是軍用品店



桃園是全台灣外籍勞工最多的城市，市府

為打造友善環境，舉辦各類型的活動，讓外籍

朋友感受桃園的熱情及溫暖。今年，市府除舉

辦優良外籍勞工選拔活動及才藝競賽外，還有

「東南亞星期天」小型文化交流體驗活動、四

國婚禮文化展。桃園之星分為兩個不同系列的

活動，一為外

籍勞工才藝競

賽，邀請四國喜愛唱歌跳舞、具備才藝技能的

外籍勞工表演競賽，二為優良外籍勞工選拔活

動，由雇主及民間團體推薦的100位外籍勞工

中評選出40位於頒獎典禮上接受表揚。

桃園之星頒獎典禮隆重登場！

為強化就業力養成教育，桃園市政府就業

服務處於106年10月1日舉辦「106年度就業小

學堂知識PK王競賽」，求職防騙及勞動權益的

問題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小建立正確求

職觀念及勞動法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桃園市

政府就業服務處特別針對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學

生規劃本活動，讓學生能及早建立正確求職觀

念。藉由學生組隊參加按鈴搶答遊戲，吸引學

生主動學習，達到寓教於樂之效果，引導學生

提前建立正確就業安全觀念。

就業小學堂－知識PK王引領學
生提早建立勞動權益基礎觀念

本次活動由

桃園在地長期

深耕青少年戲

劇教育的犀牛

劇團演出求職

防騙短劇揭開序幕，以生動活潑方式，帶給

參與者就業安全觀念。求職防騙、就業隱私

保障及勞動權益維護是市府相當關切的勞動

議題之一。為引導民眾建立正確的求職及就

業安全觀念，並推廣政府資源，桃園市政府

就業服務處，結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

計管理系、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財團法人桃

園市文化基金會，舉辦海報及漫畫設計競賽

活動，鼓勵民眾針對主題發揮設計創意，並

從設計中學習就業安全觀念及勞動權益，達

到寓教於樂效果。

跟著有頭鹿，繪出安全求職術 求職防騙宣
導漫畫及海報競賽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

桃園市政府於106年10月1日起接受勞動部委

辦桃園就業中心，連同105年3月起接受委辦之

中壢就業中心及各地就業服務臺，將使桃園市

擁有遍及全桃園的就業服務據點。未來市府將

可更有效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除可減少行政

成本，避

免重複辦

理徵才、就業促進宣導活動，造成民眾與廠商

重複參加等困擾，提升服務效益，並配合在地

產業特性，提供更適切之求職求才服務。

勞動部委辦桃園市政府桃園
就業中心 揭牌啟用典禮

19



本次活動由本市各企、產、職業工會及公

司行號總計57隊組隊參與，市府勞動局、就

業服務處、勞動檢查處也組隊共襄盛舉，共約

2,500人參與，現場安排千人熱身操、中壢家

商紫儀隊及中原大學競技啦啦社帶來精彩表

演。桃園市長鄭文燦出席活動時表示，今年的

活動以「勞工健康我關心 職場安全最放心」為

主題，桃園是全台產業聚落最完整的城市，勞

動力人口超過106萬人；勞工是城市成長動力

的根基，必須妥善保護，臺灣若要繼續往前，

就必須提升勞動權益保護意識，完善勞動保障

法律，提高工會普及率，透過制度化協商完善

勞動契約條款，落實勞工權益保障。

越印菲泰四國的英文開頭各是VIPT，合起來

是VIP FOR TAIWAN，同時代表外籍勞工朋友對

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全的貢獻。因此市政府

啟動東南亞外籍勞工參與式預算計畫，提供總

額150萬元的預算，讓外籍勞工朋友可以自己

決定以休閒育樂活動為主題的公共預算支出。

勞動局期待，透過東南亞外籍勞工參與式預算

計畫，能讓政策規劃更符合外籍勞工朋友的需

求，同時讓公部門、桃園市民及外籍勞工朋友

有更多交流與互動，反映真實的聲音與生活樣

貌，落實友善外籍勞工政策。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推行全國首創「106年度

參與式預算：東南亞外籍勞工休閒育樂活動提

案計畫」，二次提案工作坊分別於9月17日及

10月1日熱鬧展開，吸引許多對休閒育樂活動

有想法的外籍勞工朋友、桃園市民來參與提案

和討論，計有藝術展覽、球類競賽、文化之

旅、唱跳比賽、泰拳、選美及各國嘉年華等提

案，展現移工朋友的創意與心聲。

勞工健康我關心 職場安全最放心

我的假日時光，我決定~VIPT來提案！

為了感謝遠從異鄉來台工作的印尼勞工朋

友，特別籌劃『2017OK Prepaid Card印尼演唱

會』，演唱會於10月29日上午11時在桃園市

立綜合體育館(桃園巨蛋)熱鬧展開，特別邀請

印尼Noah Band 樂團帶來精彩的演出，現場湧

入超過2萬名印尼移工。桃園市政府把每一位

移工朋友都當作是非常重要的家人，期望透過

熱情的表演活

動，讓在臺的

印尼朋友一解

鄉愁、體會他

鄉遇故知的喜

悅，享受家鄉風情之餘也能盡情放鬆身心、紓

解思鄉情懷。

2017 OK Prepaid Card 
印尼演唱會 移工嗨翻桃園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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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本市待業及在職民眾提升就業與工

作能力，結合在地訓練資源共同辦理在地化職

業訓練教育，培育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能之人

才，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於106年10月30日

起正式成立「桃園『有頭鹿』職能訓練場」，

作為本市職訓及職能培力的整合平台。

平台主要辦理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自

辦、委辦或與他機關、學校及相關辦訓單

位合作辦理之職業訓練班 (包含職前及在職

班 )、職能學分班，另為因應時下產業人才

需求更趨

多元，職

能的培養需提早扎根，桃園『有頭鹿』職能

訓練場特別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

分署、本市轄區內大專院校、高中職學校、

產業工協會部門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榮民服務處等

之訓練資源，進而調整人才培訓機制、優化

產業人才結構，以達到「訓練最豐富，人人

有頭路」之目標。

桃園有頭鹿職能訓練場，
擘劃在地人才培育新藍圖！

為了讓在桃園工作的新住民及移工朋友

能感受到桃園是一個友善、多元、包容的城

市，市府積極辦理文化交流及移工休閒育樂

活動，由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主辦的「2 0 1 7

桃園盃VIPT東南亞足球聯賽」四強賽及「桃

園―臺中雙城移工友誼賽」於11月5日假桃園

市立田徑場熱血登場，友誼賽由臺中市越南

丹魅隊與本市冠軍（義安）隊代表兩市移工

進行交流，現場熱鬧非凡。

桃園市政府為提升市民工作技能及增加就業

機會，強化專業增進職能，長期辦理失業者職業

訓練，培植許多優秀的勞動力進入職場，11月11

日在桃園藝文廣場舉辦各類職訓成果（包括免費

剪髮、指甲彩繪、美食試吃…等），還有視障按

摩體驗及精彩的舞台表演帶動現場氣氛，活動中

也設計有闖關活動，搭配多元有趣的成果展示，

使民眾度過一個充實的周末假期；另外就業博

覽會配合長照政策的推動，特別成立「長照產

業亮點」專區，邀請19家以上長照相關產業廠

商現場徵才；並設置桃園青年安薪就業讚、職

場手語翻譯服務及視障按摩等公益攤位，提供

多元化的服務，使參加現場徵才民眾獲得更多

就業資訊。

桃園盃外籍移工足球聯賽

職訓成果展暨就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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