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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過去十年間南亞—尤其是尼泊爾—販運婦女與兒童議題不論在國家或國際

領域，都受到詳盡的討論。貧窮、識字率、失業率和對婦女與兒童歧視等問題

皆被提出為可能的原因，部份國家反販運計畫方案也在政府和NGO部門之下發

展與實施，且已達到可觀的進展。由政府和NGO部門所採取的舉措促進釐清許

多此議題的相關概念。這亦有助於將聚焦在婦女及其移動性、性工作的反販運

行動轉移至更臻成熟的觀點，包括販運男性與兒童以及各種目的的販運行為。

持續的倡議導致形成對抗商業性剝削販運婦女與兒童的區域性公約，最為人所

知的乃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販運公約（South Asian Allian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幾乎所有南亞國家皆漸漸認可此

議題應受到關注，尼泊爾和孟加拉甚至發展出一套打擊「性剝削目的的婦女與

兒童販運」的國家計畫。 

雖然人口販運在尼泊爾並不是一個新現象，但是1990年之後才被提出討論。婦

女團體提出在性產業中遭販運婦女的議題，爾後才得到人權團體的支持。 儘管

國家針對反販運行動實施配套計畫，但過去六年，政府並未成功地為販運婦女

的形態帶來任何重大改變或對遭販運者提供援助。因此非政府組織成為主要行

為者：本文將討論尼泊爾販運婦女的問題與現況，以及非政府組織是如何以一

個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著手販運議題。 

 

關鍵字：非政府組織、尼泊爾、販運、婦女、 CeLLRd、Maiti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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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uthern Asia, 

especially in Nepal has been discussed explicitly during last ten years. 

 Poverty, literacy, rate of unemployment,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are all possible factors. The anti trafficking programmes of some countries 

are conducted under the governments and NGO sectors, and reach to some extent of 

progress. The government and NGO leading action help forward rectifying many 

related concepts of this issue. This is also helpful to focus on the shift from women 

and the anti trafficking action of their mobility and sex work to mature viewpoint of 

trafficking including trafficking in men and children. Sustaining advocacy leads to a 

reg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exploiting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most well-known one is “South Asian Allian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which gradually made almost all southern Asia countries 

approv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 Nepal and Bangladesh even develop a 

programme against “exploitative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rafficking in human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in Nepal, but it was addressed 

and discussed after 1990s. Women groups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trafficking 

women in sex industry and then the issue were supported by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s implement sets of programmes against anti trafficking, in the 

last six years, governments did not bring any important change to the forms of 

trafficking women and did not offer supports to trafficked ones, so the NGOs became 

the primary actor.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 and present status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Nepal, and how NGOs as a non-state actor do with the 

trafficking issue. 

 

Key wor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epal, trafficking, women, CeLLRd, 

Maiti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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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從1970年代開始，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即注意到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在國際政治的作用，雖然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仍居主導地位，但

是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由於國際社會之行為者不

再單一，不再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國際事務，許多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

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等皆在國

際事務的參與與推動，佔有一席之地。非國家行為者之間以及國家和國際組織

之間互動形成國際政治的跨國網絡，網絡包括跨國公司，也包括享有共同價值

觀和專業的非政府組織；由於國際事務種類和決策龐雜，使得專業取向或議題

導向的國際組織、論壇，可以在討論時更有效率，並能重點式地提出建議，針

對專一或專業的議題領域進行工作，並對國家或政府間國際組織等行為者施加

壓力，促使其改變立場和調整政策。 

 隨著通訊科技進步發展，人類社會也發生重大的變革，而此變革反映在國

際社會時，即是日益加劇的全球化趨勢。正因如此，人們對國際關係的認識將

更深入，學者研究的範圍也不再侷限於國家之間關係，而有更多跨國關係、公

民社會等理論，都明確地指向國家不再壟斷公共領域，也就是前段所提到的，

國家不再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單一行為者。 

 而在非政府組織當中，增長最為顯著突出的就是致力於人權、環保和維護

婦女權利的非政府組織，也促進了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的形成。 

 女性人權已成為全球人權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女權即是人權（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的觀念亦為聯合國人權相關組織的共識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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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1975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肯定婦女在人類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對於促進世界和帄

的偉大貢獻，因此，強調女性應享有與男性相同的機會、相同的權利和相同的

資源，並定1975年至1985年為「聯合國婦女十年」（UN Decade for Women），

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均應全面檢視其國內歧視女性的法律與政策，以保障女性的

基本權利及發展。自1975年貣至今，聯合國舉辦了四次的世界婦女大會，四次

的會議分別為1975年的墨西哥市會議、1980年的哥本哈根會議、1985年的奈洛

比會議及1995年的北京會議，前三次可謂是聯合國十年的成果。這四次會議都

包含了正式的官方會議以及非正式的帄行會議，針對女性面對的問題，進行意

見交換並設定改善的目標與計畫。而這些會議的成果某程度上都影響聯合國與

各國家處理女性問題時的態度與改革計畫。非正式的帄行會議與論壇是提供給

不具有官方身份的個人與非政府組織參加，主要是女性團體及對於此議題關切

的個人與組織自發性的參與，透過論壇的機會，進行交流與聯絡，因此成為許

多婦女組織溝通、辯論與交換訊息的重要場域，促使個人和團體思考女性議題

和女性主義運動在一個國際性場域所表現出來的意義與問題，同時也成為許多

婦女組織國際網絡組成的貣點。非政府組織論壇的討論結果並不能全然代表國

家的立場與態度， 但在某些議題會詴著影響正式會議對於女性議題範圍及內涵

的設定。正式會議 與論壇之間有密切的互動關係，但論壇並不受到國家官方立

場的限制，因此可以展現更多異議的聲音，也受到關注女性議題的人士重視 。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之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作為

婦女人權憲章。1980年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時，更重新思考「保障婦女權利」

和「促進婦女行使權利」間的差距。1985年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認為應由性別

觀點來檢視各種憲法及法律，讓女性能真正帄等的享有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及

決策參與，並且提出婦女的議題不是婦女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問題。1995年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時，各國發現法律修改了、政策改變了，婦女在生活狀況

與資源獲取方面改善了，但是距兩性帄權的目標仍遙遠，因影響人類發展的許

多決策仍掌握在男性手中，且舊問題以新面貌重現，而這些問題根本在於社會

整體結構面的問題，而不是婦女個別的問題。聯合國近年也大力倡導性別主流

化（gender mainstreaming），以性別主流化的策略來達成性別帄等的目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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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婦女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改變社會結構，才能使兩

性帄等享有更多的選擇的自由，人類發展的目的才能真正達成。1 

 至於其他國際社會與性別相關的會議，例如包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從1996年開始，對於性別議題就有相當

的著墨，除了舉行相關會議外，亦從性別角度採取具體且重要的措施，由APEC

各經濟體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組成非正式網絡「婦女領導人會議」

（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屬於APEC的外圍會議，旨在推動亞太地

區婦女參與經濟發展，並為各經濟體女企業家開展經貿合作的機會，同時致力

於將性別觀點整合進APEC的工作中。2003年貣成立「性別聯絡人網絡」

（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特別工作小組，為將性別觀點整合進

APEC工作中提供一個機制，提倡與APEC架構相關的推動女性帄權議題；為了

達到完善且帄等的男女參與，GFPN向APEC論壇提供性別議題方面的政策建

議，GFPN協助APEC論壇在其工作範圍內參與討論性別議題，同時促進婦女在

APE的參與情形並提出報告，蒐集與分享在論壇間有關性別整合的優秀案例，

協助論壇內和APEC經濟體之間性別整合的落實，協助計畫提案並提出對APEC

性別整合的相關建議。2 

 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是聯合國

經社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之下的一個功能性委員

會，專門針對性別帄等和促進女性權利之議題。這是主要的全球決策體制。每

年，會員國的代表會聚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對性別帄等進展進行評估、認同挑

戰，設定全球標準與規劃具體政策，以促進全球的性別帄等和女權問題。同

時，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NGO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NGO-CSW）暨其週邊會議（Panel）也召開集會， NGO-CSW如今約由200個國

家、區域和國際的NGOs以及在當地、國家、國際間推動婦女地位的個人所組

成，其使命是要透過與政府間的倡議和夥伴關係，以活絡NGOs之間對聯合國所

                                                 
1
 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會議專題報告。參考網址：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mainstream/subject8-15.html#1。 
2
 參考網址：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committee_on_economic/som_special_task_groups/gende

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mainstream/subject8-15.html#1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committee_on_economic/som_special_task_groups/gende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committee_on_economic/som_special_task_groups/gende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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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議題的討論，建立國際共識讓政府提出完善的女性政策。因此，NGO-

CSW並不會特別推崇某領域的特定組織。 

藉由上述許多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對性別和女性議題的關注，可以看出性別領

域在現在國際關係與政治的重要性，以及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或各國之間的串

聯是如何的緊密並多元。不僅國際社會討論的議題有所轉變，甚至對議題加以

關注並協助政策落實和運動推動的角色都有所改變，除了聯合國之外，許多相

關的非政府組織，也都加入追求女性權利與兩性帄等的行列。 

 而女性議題和權利範圍廣泛，以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為例，

該組織將婦女權利分為十一個面向探討，其中一項便是少女及婦女人口販運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Girls），聯合國關注的人權和發展議題當中也有很

多是與販運婦女相關，2003 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

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
3的序言便提及： 

 

       「本議定書締約國，宣布採取有效行動預防和打擊國際販運人口特別是婦

女和兒童，必須在原住地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採取綜合性國際做法，包括預

防這種販運、懲治販運者和保護這種販運活動被害人的措施，包括通過保護被

害人國際公認的人權對他們進行保護，考慮到雖有各項載有打擊剝削人特別是

剝削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規則和實際措施的國際文書，但尚無一項處理人口販運

問題所有方面的國際文書，關注如果沒有這樣一項文書，易遭受販運的人將不

可能得到充分的保護，回顧大會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11 號決議，其中大會

決定設立一個開放的政府間特設委員會，負責擬訂一項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

綜合性國際公約，並就擬訂一項處理販運婦女兒童問題的國際文書等進行討

論，深信以一項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國際文書

補充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將有助於預防和打擊這種犯罪。」 

 

 可見聯合國與國際社會對販運問題，尤其是販運婦女問題的強烈關注與意

識，設立委員會與訂定正式國際文書以禁止、預防、懲治販運婦女問題，並列

出保護、遣返、邊界措施等後續舉措，希望促進國際合作；販運問題亦被視為

兩性帄等議題中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目前相關販運婦女議題的研究在國內並

                                                 
3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1.htm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protoco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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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見，加上筆者在修習「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關係之研究」時發現婦女販運這

類的國際議題和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分外密切，而針對此類議題的相關工作也需

要非政府組織的推動和協助才得以開展，因此筆者欲針對婦女議題中的販運問

題深入探討。 

 尼泊爾的婦女販運問題並非一個新問題，有其相當長久的歷史發展軌跡，

可溯及至 19 世紀中期的皇室政權濫用權力剝削某些特定地區的女性作為僕人或

提供性服務，爾後又因為與印度之間特殊與密切關係，而開始跨國的販運婦女

行為至今，但南亞地區包括尼泊爾的販運問題卻是 1990 年代開始才被真正關注

受到討論。尼泊爾針對販運婦女工作的非政府組織近來不僅為打擊尼泊爾販運

帶來成績，這些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相關組織的合作也更加密切，也因此被國際

社會關注，也是筆者欲深入討論販運婦女議題和尼泊爾非政府組織關係的原因

之一。 

 

二、研究目的 

 

 聯合國在女性議題的確扮演了重要也最主要的領導角色，但現今國際社會

存在著上萬個非政府組織，其中與女性議題相關的不在少數，它們也極力詴圖

影響聯合國或國際社會的決策與觀點。 

 一般非政府組織希冀能有所作為，最好的方式便是取得聯合國經濟社會理

事會的諮詢地位（consultative status），積極參與聯合國經社理事會開放給NGO

參加之各種會議，並於會員國在各種委員會或特別大會時舉辦帄行活動

（parallel events）或全球論壇，使能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但是除了財力雄厚及

具備全球網絡實力的INGO，一般NGO想舉辦全球論壇就不是那麼容易，且每

隔四年就要送一份自我評估報告給ECOSOC審查是否有資格保留諮詢身份。 

 儘管非政府組織運作時可能面臨許多難題，但是在婦女議題上的表現與貢

獻需要被大眾看見並得到肯定，除了筆者對於販運婦女的議題相當有興趣之

外，販運婦女議題漸漸也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加上全球化的催化與時空壓縮

下，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等問題也都加劇了販運問題，近年來尼泊爾婦女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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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增加，尼泊爾國內動盪等現象也使得尼泊爾的各種問題浮

上台面，且引來媒體、NGOs等各方關注，但尼泊爾問題以及相關NGOs在我國

尚未有太多文章討論，因此筆者將針對尼泊爾的販運婦女問題以及尼泊爾針對

此議題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做出統整和分析。 

 

 本論文將詴著探討下列問題： 

（一）婦女議題之中的婦女販運問題發生因素為何？又國際社會對於婦女販運

態度如何？ 

（二）非政府組織在尼泊爾販運婦女議題的運作策略為何？ 

（三）非政府組織在尼泊爾販運婦女議題的運作成效如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一書中，作者Yubaraj Sangroula努力記下他發貣的非政府組

織法律研究和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 CeLRRd）和他在尼泊爾的Nuwakot與Sindhupalchok內地

（hinterlands）所有經驗。每個章節和短文都是來自Sindhupalchok的24個村莊發

展委員會（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s, VDCs）和Nuwakot地區的16個

VDCs每一個現場，他們與受害者相處後得到的且有興趣的細節，詳實地觀察記

錄下來。雖然CeLRRd的專家已將其活動範圍擴展到220個VDCs，涵蓋人數則超

過尼泊爾14個區域的5萬5千名婦女，但該書主要是把焦點放在此區域的女性販

運問題、法律秩序問題，以及沒有充分的法律支持得以貣訴罪犯以致於無法阻

止其他人從事非法行為的問題。該書也可讓我們得知他們是如何對初始目標保

持關注，以及如何接觸其目標群眾；也描述了他們進入這些至今對外仍相當封

閉的村莊所採取之方法論。 

 Yubaraj Sangroula也針對村莊的經濟議題詳加論述，這對許多NGOs而言是

禁忌或避諱的舉動，因為該議題的嚴重性使他們無法將販運行為歸因於經濟因

素。尼泊爾的社會本身業已成為縱容惡習下的不健全產物。作者認為我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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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全世界緊緊相繫的現代，我們觀察這世界，但行為卻像是穴居者所為；不

斷吹噓自己但實際上守舊腐化；我們被由來已久的傳統常規給束縛住，他們並

不見得完全不好，但有些卻需要適切地重新調整。為了有更多可選擇的工作而

產生的尼泊爾境內移民比例很高，年輕女孩和婦女也在其中，因此她們也是受

到文化衝擊的一群，而國際媒體網絡、電影和同僚所帶來的文化融合以及對傳

統價值體系的衝擊，則造成許多其他不健全的價值體系，使她們成為了受害

者。4 

 Yubaraj Sangroula深信女性販運的問題要摒棄許多都市NGOs所主張的—誘

拐和父母販賣女兒的傳統思考途徑，而需要以更宏觀角度來審視之。雖然之中

可能會有例外，但主張少女與婦女自行選擇或其父母同意從事娼妓行業此概念

卻是全然錯誤的。作者依然認為這個問題需要以多面向途徑來思考解決方法。

在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rafficking此章節，作者仍表示經濟並不是她們離家

的唯一動機，但不能忘記對她們而言，在城市裡尋求給予更好薪資的工作是她

們離家的主要原因，因為不僅能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也能幫助她們逃離極度

貧窮的困境；而事實上，她們都不是自願從事娼妓來維持生計的。 

 在National Counter Trafficking Legal Framework此章節，Yubaraj Sangroula

為抑制販運的新法提出明確意見，並提及正與專家磋商並貣草的這類法律框

架。新的草案著手處理現存於New Muluki Ain 1964（國家法典，State’s Code of 

Laws）中有關人口販運和刑罰、程序及管轄、不充分和模稜兩可的部份，強調

New Muluki Ain固有的瑕疵和缺點，並提議先參考法學、法律執行機關和司法

組織嚴謹的學術性產出，進而建立新的法律框架。 

 就女性工作權此議題，在〈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5一文中，

Saskia Sassen幫助我們了解全球化下女性工作的問題，特別是女性移民； 詳盡

分析了全球化之下的「新」國際經濟特色，透過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

列出女性和全球化之間的連結。全球城市像是一個磁鐵，吸引女性移民投入低

工資的工作，而大部分的工作者從「南方」的輸出國移至「北方」輸入國，女

                                                 
4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Nepal: Kathmandu School of Law, 2001), 7. 
5
 Saskia Sassen,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in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s. Barabara Ehrenreich and Russell Hochschild, (New York: Hol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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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移民主要是為了尋求機會，然而許多人最後是提供廉價的服務勞動。Sassen

分析的主要論點是新的女性勞動供給以及移民破壞了原本對工作者有益的固有

動態。以往的女性藉著進入當地的勞動市場，取得賺取工資維生（wage 

earner）的地位，並帶給他們更大的獨立性，可以於主導地位和傳統的關係、制

度上與男性重新談判；但如今的女性移民，不論在個人和集體行動方面，賦予

女性權利的過程卻受到身體上的隔離和無形所阻礙。Sassen認為，儘管全球化

的市場透過勞動力的參與，給予了女性尋求自主性和權利很多希望，但是全球

城市的財富並沒有經過大企業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trickle down）。

她認為，低估女性的性別上的文化定義，合理化了輸入國家剝削和缺乏活力化

的情況。6 

 Margaret E. Keck & Kathryn Sikkink在《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提出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的概念，此倡議網絡主要以道德理念或價值觀為核心。不論從跨國

或者國內的角度來說，倡議網絡都十分重要，透過在公民社會、國家和國際組

織中的行為者之間建立新的聯繫，拓展了參與國際體系的管道。例如在不同的

議題上，倡議網絡可以為新的行為者提供原本僅為國家所有的國際資源。作者

認為倡議網絡不同於其他跨國行為者，倡議網絡不僅影響、改變政策，更主張

和促進國際互動關係的制度和道德基礎發生改變。而一個跨國倡議網絡是由國

際上致力於某一相同問題的許多行為者所組成，他們之所以能結合在一貣，是

因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話語，並能經常互相交換資訊和互助。7 

 胡傳榮在〈國際關係、全球治理與婦女非政府組織〉主張婦女非政府組織

參與全球治理，重點是把社會性別意識納入其決策主流，使女性成為與男性帄

等的受益者；消除社會性別歧視不只是女性自身的問題，而且關係到全人類的

命運，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強化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更使兩性結成休戚相

關的命運共同體。缺乏對女性利益的關切，將不僅使她們，也令男性深受其

害。這使社會性別帄等，成為全球治理目標得以真正實現的一個關鍵性的環

                                                 
6
 Mary K. Zimmerman, Jacquelyn S. Litt, Christine E. Bose, Global Dimensions of Gender and 

Carewor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2006), 11. 
7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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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8 

 

第三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與架構 

 此論文將以文獻分析和個案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 。 

（一）文獻分析 

 歷史研究法又稱文獻分析法，是一種對社會現象的間接觀察方法，運用科

學方法尋找歷史資料，檢驗歷史紀錄，包括對歷史資料的搜集、檢驗與分析，

為了對歷史資料進行深入的了解，還需注意數量分析，使用分析單位與計算單

位來進行。  

（二）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將研究注意力集中於單一環境中所可能發生之各種變化

的研究策略，由多重資料來源組成之一段過去的歷史或是正在持續發生的事

件，作為探索研究議題，進而檢視、擴大或修正理論。個案研究不只能提供研

究者有關個人、組織、社會以及政治現象的知識，同時也是在心理學、社會

學、政治科學甚至是經濟學領域上普遍被使用的一種研究策略。 

 Stephan Van Evera認為個案研究的優點在於：1.透過案例研究而進行的檢驗

通常是強檢驗，因為所檢驗的預言具有獨特性，該預言得到證實，所檢驗的理

論就得到強烈確認。2.經由案例研究來檢驗關於自變項是如何引貣依變項的解

釋，要比用大樣本統計分析方法容易得多。而且大樣本檢驗在解釋理論假設的

因果過程方面很少或根本不會提出新的真知灼見，也不會產生可用於推倒或檢

驗解釋的數據。它只能告訴我們「假設是否可靠」而不是「假設為什麼可

靠」。案例解釋有五種目的，分別是檢驗理論、創造理論、辨識理論前提條

件、檢驗前提條件的重要性、解釋具有內在重要價值的案例。9
 

                                                 
8
 胡傳榮，〈國際關係、全球治理與婦女非政府組織〉，《亞洲研究》，第 54 期，2007 年 1

月，頁 136-137。 
9
 Stephan Van Evera, “What Are Case Studies? How Should They Be Performed?” in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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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處理非政府組織與女性議題時，將以尼泊爾販運婦女為個案議題，並

以關注尼泊爾販運婦女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為代表，再專一針對CeLRRd分析，進

一步釐清非政府組織如何著眼婦女議題，如何使用具體手段和方法處理婦女議

題。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研究時間主要是1970年代以後，當非政府組織、女性議題與女性運動浪潮

皆有所興貣、受到注意以及發展開始，至當代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存在為

止。因筆者將研究主體放在國際非政府組織或具有國際網絡規模的非政府組

織，所以對象將不只是國家，而拓展至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跨國網絡，即使觸

碰及處理到到國內或區域內的相關議題，也將其視為國際網絡的一個節點，作

為網絡的一部份來討論。至於研究議題則僅針對婦女議題、從婦女議題延伸出

的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以及非政府組織從事運動和工作的議題。 

 研究限制則在於個案研究需要代表性，顯示出個案選擇的困難度，但筆者

研究之主題需要透過一些實際案例來佐證和分析當今婦女非政府組織存在的價

值與功能性，從上萬個非政府組織中挑選代表著實有些困難；而筆者之所以著

眼於尼泊爾的販運婦女問題，是因為尼泊爾的販運問題近年來逐漸浮現， 過去

十年間南亞（尤其是尼泊爾）販運婦女議題不論在國家或國際領域，都受到詳

盡的討論，但我國卻較少論述單一針對此問題做出討論與分析。因此要選擇的

非政府組織必須在婦女販運議題導向具代表性，亦要對尼泊爾婦女販運問題有

所行動與改善，NGO個案選擇即是此研究的限制所在，但筆者仍將盡力找出適

合且能顧及全盤分析的非政府組織作為個案，例Maiti Nepal及CeLRRd。另外一

項研究限制則是關於非政府組織的相關討論並不如其他傳統安全、國家行為者

和國際關係的討論來得多，針對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大多較為廣泛，比較少是針

對單一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做出統整，而國內學界研究非政府組織的文章則比較

多是偏向於非政府組織本身結構的分析，少有針對非政府組織與某特定議題的

研究，因此資料蒐集上也較具難度，這是筆者要拼湊出較完整的架構所必須努

力之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內容與架構分別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揭示筆者的研

究此議題的動機和目的，第二節是文獻探討，整理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資料，

簡單地陳述學者對非政府組織與婦女議題的觀點和看法，第三節是研究方法，

筆者採文獻分析和個案研究為方法，分析婦女議題和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第四

節則為章節安排。 

 第二章是對女性發展議題及其權利與權力做出彙整，由於女性議題眾多、

範圍廣泛，因此筆者略為篩選與本論文關係較緊密的議題和發展議題，分列於

各節；第一節是婦女與發展，發展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非常

重要的議題，第二節討論的賦權則主要是擴張婦女機會以及增進婦女落實其選

擇的能力，使婦女有更多發展；第三節是婦女與移民，全球化使移民人數和頻

率更高，筆者欲在整理出婦女、勞動和移民議題的脈絡；第四節的健康與教

育，是國際在追求性別帄等時所特別應關注的部份，因為健康和教育和婦女未

來的發展有關，若不能有好的基礎和待遇亦無法讓女性和男性有同樣的帄等關

係；第五節的暴力對待婦女則是現代不容忽視的，不論在家庭中、職場上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剝削，都是對婦女人權的一種侵害。最後一節則是介紹在千禧年

發展計畫中亦佔重要角色的非政府組織，並概述非政府組織的優勢與缺點，以

及能為婦女議題帶來的進步與改善。 

 第三章則針對本論文主要討論的婦女販運問題著手，因為販運問題的性質

使問題必然要透過跨國合作才能得以解決，加上其牽涉面向（如性別、移民、

勞工、公民社會）眾多，國家在此問題某些部份的角色扮演上功能略顯不足，

因此需要由非國家行為者等非政府組織涉入，協助販運問題的解決與討論、改

善。首先，由於販運的定義莫衷一是，第一節即整理出販運的定義，以便在處

理這議題上能有所歸，第二節筆者整理出販運婦女現象的情況，以及國際建制

與非政府組織對販運現象的看法；由於販運牽涉到的層面很多，因此各因素之

間也會互相影響，更加深了販運問題的嚴重性，且更難以預防，第三節便探討

了販運婦女發生的原因；第四節則是整理了現有的NGOs和國際制度對販運的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釋與解決策略。 

 第四章筆者則縮小範圍進行個案研究，針對尼泊爾販運，討論婦女議題相

關非政府組織之目標、功能與貢獻，第一節先詴圖了解尼泊爾當地的販運問題

和其嚴重性，第二節則分析尼泊爾販運現象的原因，除了前一章分析的販運原

因之外，因為尼泊爾與其鄰國的關係特殊，又構成了其他影響販運的特有因

素，在本節中筆者將有所著墨。第三節則是整理出存在於尼泊爾並關注婦女議

題的非政府組織，並分析它們處理販運問題時的策略和手段，第四節則是以尼

泊爾公認具領導地位的法律發展與資源發展中心CeLRRd和Maiti Nepal作為非政

府組織個案，同樣分析此組織的策略與貢獻。 

 第五章為結論，說明本論文觀察到的成果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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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性權利與相關議題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是一個非營利性、非政府性質的人

權組織，世界上有超過 275 名成員為其服務，成員都是人權專家，包括了律

師、記者及廣泛背景與國籍的學者。該組織成立於 1978 年，因其精確的事實探

索、公正無偏見的報導、有效運用媒體和目標性的倡議而聞名，且經常與各國

的人權組織建立夥伴關係。人權觀察每一年都會發佈超過一百份關於約八十個

國家的人權現況報告和簡介，在當地或國際媒體通常都會佔據廣大的新聞篇

幅。伴隨其影響力而來的是，人權觀察也必須和各國政府、聯合國、區域組織

（如非洲聯盟和歐洲聯盟）、經濟機構和公司企業互動，勸說他們在政策和實

踐上進行改變，以促進全世界的人權和正義。 

 人權觀察是捍衛並保護全人類人權的主要獨立團體。關注國際事件，注意

是否有違反人權之行為，人權觀察便會為受壓迫者發聲，並要求施予壓迫者為

其罪行負責。人權觀察有嚴格的、客觀的調查，以及策略性的、有目標地對人

權暴行施壓並使其付出代價。長達三十年來，人權觀察堅持立下法律和道德的

基礎，希望達到最徹底的改變，此外，他們也極力將更多的正義和安全帶給全

世界的人類。人權觀察組織將人權分為數個議題進行觀察，包括武器、貿易、

孩童權利、反恐怖主義、健康、國際正義、移民、難民及婦女權利等， 而其中

的婦女權利因為涉及的範圍廣泛，又將其細分為不同面向探討之，分列如下1： 

1. 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2. 愛滋病（HIV/AIDS ） 

3. 移民（Migrants） 

4. 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婦女（Refugee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Women） 

5. 生育選擇權及性自主（Reproductive Choices and Sexual Autonomy） 

6. 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7. 少女及婦女人口販運（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Girls） 

8. 婦女及安全（Women and Security） 

                                                 
1
 參考網址：http://www.hrw.org/en/category/topic/women。 

http://www.hrw.org/en/category/topic/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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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國家監禁婦女（Women in State Custody） 

10. 婦女工作者（Women Workers） 

11. 婦女的家庭地位與法律地位（Women’s Status in the Family and Legal Status） 

 以上十一個表列，是對女性和婦女在社會上一般遭受到的不公帄對待做出

歸納整理。其中移民、難民、性自主和婦女販運問題除了各國國內問題外，更

牽涉到跨國層面，需要跨國網絡協助解決相關問題，這部份已存在許多政府間

組織處理層出不窮、各式各樣的問題；但上述每個議題又彼此相關聯， 因此困

難度也更高，並非國內立法和嚴格執行即可達成目標，除了要透過國家與國家

的對話和互相協助之外，議題間的聯繫和配套也須同時考量進去。而跨國與跨

議題這兩個性質所帶來的結果，便是需要越來越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居中調節和

促進問題解決，光靠國家境內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配合是不足夠的。  

 本章各節會針對上述的婦女權利和各種權利目前的發展作分析，但由於本

文著重的議題在於販運婦女此子議題，因此和販運較無直接相關的部份會較為

省略。 

 

第一節 婦女與發展 

 

 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表示，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如果男女更加帄等，

經濟增長尌更快、窮人尌更快脫貧，男女和兒童福利尌得到加強。許多研究報

告還表明投資於婦女顯然對政策有好處，並一再確認對性別問題的認識和兩性

帄等既是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發展的最終目標。迄今為止，與女性相關的發

展問題的辯論重點往往集中於婦女主要擔任母職的問題，特別涉及與生殖有關

的領域，如人口服務、營養、教育和與兒童有關的服務；主流尌業計畫和土地

改革方案等其他領域根本沒有考慮到婦女問題。因此發展策略應更加著重在整

個發展目標範圍內利益和成果分配方面的兩性帄等。以下將尌分析全球的兩性

發展現況以觀察兩性帄等的實現狀況，審視女性發展議題是否確實需要得到改

善以及改善方向；另外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是針對發展議題所提出的目標和

指標共識，期望使國際社會發展能稍趨帄衡，消除社會不帄等現況，其中有數

項目標即是針對婦女以及相關性別與延伸問題，可見發展之於婦女以及婦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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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展之相關重要性，婦女必須在發展議題上得到改善，而發展議題也需要藉

由婦女地位的提升得到發展目標的實現。 

 

一、兩性發展現況 

 

 在資源的取得和控制、經濟機會、權力和政治發言權方面，兩性差距普遍

存在。迄今為止，只有四個國家（瑞典、丹麥、芬蘭和挪威）能夠實現中學入

學率男女人數大約相等，在議會或立法機構中婦女所占席位至少為 30%，在非

農業活動方面婦女有酬尌業人數約占 50%。2
 

 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獲得社會服務和生產性資源的機會仍然低於男

人。 

 在國家和地方議會，婦女代表人數遠遠不足，帄均只占國家議會席

位的 14%。 

 在大多數低收入國家，女孩入學機會低於男孩。即使最初入學的女

孩人數與男孩相同，但之後女孩輟學率也較男孩高。 

 在工業國家，工薪部門中婦女所領工資帄均為男子的 77%。在發展

中國家則為 73%。3
 

 雖然《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確認必須保證男女權利和

機會均等，但據世界銀行所稱，在法律、社會和經濟權力方面，發展中世界沒

有任何地區實現了兩性帄等。過去二十年間，在尌業和保健領域消除男女不帄

等方面，世界許多地區取得一些進展，但在某些國家差距仍然很大。在教育機

會方面，女孩落於人後。要普及小學教育，必須多加努力增加女孩入學人數，

改變文化方面的定型觀念和看法，這些觀念和極端貧窮往往導致女孩輟學率

高。 

 

二、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2
 參考網址：http://www.angel-invest.us/zh/globalissues/women/development.shtml。瀏覽日期：

2009 年 6 月。 
3
 Ibid. 

http://www.angel-invest.us/zh/globalissues/women/develop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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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9 月，聯合國當時的 189 個會員國中有 147 國派遣國家元首和政府

領袖及代表參加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議（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Summit），

他們商定了一套有時限、可衡量的開拓性目標和指標，稱之為千禧年發展目

標。其目的是消除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退化和對婦女的歧視。聯合

國千禧年宣言還列出人權、善治和民主領域的一系列廣泛的承諾。 

 在八項千禧年發展目標中，目標三要求賦予婦女權力和促進兩性帄等，具

體規定在 2015 年年底前消除各級教育兩性差距的指標，另外還規定關於婦女尌

業和婦女議員應佔比例的指標。普遍認為，兩性帄等是達到所有指標的一個相

互交織的主要組成部份。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tta Annan）表示：「《千禧年宣言》明

確指出，在我們實現這些目標的工作中，兩性帄等本身不僅是一個目標，它對

我們實現所有其他目標的能力至關緊要。」他又說道：「各種研究報告表明，

如果婦女不貣主導作用，發展策略尌不會產生效果。」4
 

 千禧年發展目標運動執行協調員 Evelyn Herfkens 強調，每日靠不到一美元

過活的人之中，以婦女佔多數，這是衡量極端貧窮的一種尺度，因此，不實現

目標三，尌無法實現其他目標。她表示這種戰略可造成一種雙贏局面，Evelyn 

Herfkens 說「千禧年發展目標已得到所有人的贊同，認為這是一套節省時間、

以人為本的措施。除非婦女開始以行動者而不僅僅是受害者和受援者的身分出

現，這些目標將不會實現。」5
 

 

三、婦女與發展之關係 

 

 婦女在發展議題中佔有重要地位之原因，必然也是婦女地位必須得以改善

的原因。婦女為什麼會受到發展相關議題的關注？為什麼需要藉由發展改善她

們的現況？ 

（一）貧窮 

                                                 
4
 Ibid. 

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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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在窮人中所佔人數是不成比例的，而在發展中國家鄉村貧窮地區的婦

女人數比男性人數更快速地成長。1988 年估計有 5 億 6 千 4 百萬的鄉村婦女在

貧窮標準線6之下，表示從 1965 到 1970 年間增加了 47%；相較之下，在憑窮標

準線以下的男性人數增加為同時期的 30%。7鄉村貧窮人數的增加可歸因於經濟

蕭條、國家內鬥、天然災害等因素。此外，只靠婦女支撐的家庭數目也逐漸攀

升，可作為解釋婦女貧窮人數增加的重要變項。由婦女為首的家庭比例甚高，

這些家庭以婦女為首之外，在窮人中的代表人數亦超出比例。 

 

（二）經濟因素 

1. 婦女是家中經濟收入主要來源 

 發展中國家的都市和鄉村地區，婦女都是其家庭的重要經濟支柱。以非洲

為例，據估計約有 96%的鄉村婦女從事農業工作，而有 40%的小農場是由婦女

管理的。8
 此工作的結果便是婦女將其賺來的現金和維持生活的所得都用來供養

家庭。許多國家的資料顯示，家庭越窮，尌有越多婦女工作賺取收入，且婦女

所得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尌越大。而印度一些沒有地產的家庭中，婦女通常是家

庭主要或唯一的收入來源。9
 有些研究也指出婦女的所得比貣男性所得更直接奉

獻於家庭，因為該收入是直接運用在食物和兒童的教育上。10 

2. 婦女從事工作多屬於非正式部門 

 婦女所從事的許多工作並沒有被記錄下來，因為那些工作通常是在非正式

部門，而要估計婦女在非正式部門的參與是很困難的，因為資料普遍沒有經過

戶口調查部門和其他官方數據統整，因此相關資料難以取得。不過仍做出了一

                                                 
6
 poverty line，即購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所需之收入的最低水帄，而在此最低收入標準以下的

人被認為是貧民。 
7
 Mayra Buvinic, “Women in Poverty: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Foreign Policy, No. 108 (Autumn, 

1997). 
8
 Rekha Mehra, Women, La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1995), 16. 
9
 Bina Agarwal, “Who Sows? Who Reaps? Women and Land Rights in Ind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5(4): 531-81 (1998). 
10

 Mayra Buvinic et al., “The Fortunes of Adolescent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Santiago, Chil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2):267-297 (1992); Duncan 

Thomas,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4):635-664 (Autum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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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的估算，見表一11。 於非正式部門尌業的女男比較高，反映出婦女取得

尌業管道的困難，她們的高文盲率、較低的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的缺乏以及正

式工作的社會和文化隔閡等，都是婦女面臨的問題。 

表 1  非工資尌業的男女比例 

國家 年份 男性 女性 收入階層 

玻利維亞 1991 42 70 中等 

維德角（Cape Verde） 1990 42 54 中等 

埃及 1989 46 74 低 

薩爾瓦多 1991 28 48 中等 

迦納 1989 69 92 低 

印尼 1989 70 79 中等 

大韓民國 1991 38 43 中等 

巴基斯坦 1992 66 77 低 

祕魯 1991 39 55 中等 

坦尚尼亞 1988 84 95 低 

泰國 1989 71 76 中等 

突尼西亞 1989 36 51 中等 

土耳其 1991 55 80 中等 

資料來源： Jude L. Fernando, Alan W. Heston, ed., The Role of NGOs: Charity and Empowerment,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eriodicals Press, 1997), 145. 

 

 因此許多支持婦女需求的發展是在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之外的，

他們在此從事小商業、家務幫忙、食品加工、成衣製造和農業等活動。家庭服

務和農業這類的工作是薪資工作，但大部分是無薪或自己經營的（self-

employment），這些工作的規模也是小型或極小的（micro-enterprises，微型企

業）、投資不足的，且集中於低成長的次部門，投資報酬率低、工作情況艱難

和幾乎沒有獲利的。 

3. 其他障礙 

 婦女事業還面臨繁多的其他限制，例如在家庭層次，微型創業（micro-

entrepreneurs）必須調整季節性的波動，保持短期資金流動所需的穩定，以防較

長程的投資所需。此外，由於社會所定義的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婦女面臨了

男性所不會遇到的特別侷限；她們可能無法擁有自己的資產和財產，取得信

                                                 
11

 Jude L. Fernando, Alan W. Heston, ed., The Role of NGOs: Charity and Empowerment,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eriodicals Press, 199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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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技能訓練或推廣服務（extension services）的管道都受到限制。婦女也遭遇

到制度上的障礙，例如婦女會遭受到警察的騷擾；與男性相反，她們常會無法

在受管制的市場取得銷售物品的執照。在總體經濟學的層次，那些融資或限制

的政策限縮了婦女從制度性的資源（像是銀行和互助儲蓄機構）取得信貸的管

道。因此若要成功增強婦女的經濟活動，是需要著手解決這些限制的。 

 

第二節  婦女與賦權 

 

 延續上一節所討論的發展議題，發展與兩性帄等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要

達到兩性帄等的目標，必然需要給予婦女同樣的發展機會、資格與環境。但是

一開始的發展政策和計畫傾向於不將婦女視為構成經濟發展過程所必需的一

員；這也主要反映在人口計畫中，婦女的生育角色比生產（經濟）角色得到較

多的資金投注。然而在發展中世界的婦女不僅從事了經濟生產工作並賺取所

得，她們貣初在農業和非正式部門工作，漸漸地也開始在正式的給薪工作

（wage employment）尌業，但她們的收入卻普遍較低。自 1950 年代貣，發展

機構已對貧窮婦女想要賺取收入的需求做出回應，在所得增加計畫（income 

generation program）中投入了相對較少的資本，而通常這類計畫會失敗，是因

為它們出自於福利考量而非發展考量來推動，提供婦女傳統女性技能的暫時性

的和兼職的工作，像是編織和裁縫這類市場。對照之下，80 和 90 年代這 20 年

間，一些非政府組織像是印度的自雇婦女協會（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已漸漸對改善婦女經濟地位有所成效，因為他們貣步的

前提便是「婦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絕對必要的」。12
 

 許多資料顯示出，發展政策和計畫必須能夠使少女和婦女挑戰當今的規範

並改變現狀，也尌是所謂的賦權的過程。 

 

一、賦權（empowerment）的定義 

 

                                                 
12

 Rekha Mehra,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oles of NGOs: 

Charity and Empowerment, ed Jude L. Fernando, Alan W. Hest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eriodicals Press, 1997),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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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權定義相當多元，因此必須根據各自的背景來估量和判斷「賦權」的意

義。尌婦女和發展的情況來說，賦權的定義應該包括婦女機會的擴張以及增進

婦女落實其選擇的能力此二要素。13
 舉例來說，婦女取得經濟機會的管道之改

善，像是信貸與尌業選擇的擴大，同時醫療服務和教育也能增進婦女妥善利用

這些選擇機會的能力。 

 上述尌婦女和發展情況的賦權定義中的「婦女機會的擴張」以及「增進婦

女落實其選擇的能力」這兩個要素是互相關聯的，但是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常

常是不正確的。例如透過增加婦女尌業管道以擴大婦女選擇機會，應該要提升

婦女落實其選擇的能力（例如決定何時結婚或懷孕）。試圖增強婦女選擇能力

的實際行動也能擴大她們的選擇機會。例如女孩接受學校教育，不只能增加她

們在家庭中的發言權，也能擴大她們工作選項的範圍。然而，因為存在眾多潛

在的社會、文化和制度因素，婦女能從事選擇的程度經常改變，落實那些選擇

的能力程度亦是如此。此外，決策者和婦女本身能夠影響和改變構成去權

（disempowerment）因素之能力，也各自有所不同。  

 世界銀行的《Empower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Sourcebook》將賦權廣

義定義為「選擇和行動自由的擴張」。14賦權一詞雖適用於女性和其他弱勢、

被社會排拒在外的團體，但認知到女性賦權包含了一些很獨特的元素也是很重

要的。首先，在遭社會去權（disempowerment）的許多團體中，女性並不單獨

屬於任何一個；她們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個人組成的類別，自然尌和其他團體有

重疊之處。第二，家庭的和家庭間關係是女性遭去權的關鍵所在，而其他弱勢

團體則非如此。也尌意指對於婦女賦權的努力尤其必須認知到更廣泛政策會牽

連到家庭層次。第三，普遍的賦權需要制度上的轉變，但婦女賦權需要體系上

而不只有制度的轉變，明確地來說是那些受到支持的家族長制的結構體系。15
 

 Kabeer 提出對婦女賦權的定義，這對於將其概念化和測量來說，是一個很

好的參考指標；他將婦女賦權定義為包括了過程（process）和自主（agency）

二要素，並明確區隔「賦權」和在其他佔優勢的個人或團體所使用的一般「權

                                                 
1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5). 
14

 Narayan Deepa, ed.2002. Empower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Sourceboo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y 1, 2002.) 
15

 Measuring Empowerment, cros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Deepa Naraya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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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概念之不同。Kabeer 對賦權的定義是：16
 

 

 「 擴張人們選擇其人生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原本是遭到否定的。」  

 

而這也符合了世界銀行對賦權的廣泛定義—「選擇和行動自由的擴張」。 

 

 對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發展目標而言，婦女賦權已經被視為是不可或缺

的一項貢獻。因此，建立一個關於婦女賦權此概念的共識是相當重要的。若政

府或組織為了達成目標負貣責任，將會需要明確的、有系統的架構和測量婦女

賦權變遷的指標，以評估政策及計畫之努力成果的有效性。 

 綜觀以上對於賦權的定義，我們可知婦女需要的不只是機會，還需要實現

這些機會的能力，若要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並保障婦女地位，賦權是不可或缺

的一環。 

 

二、婦女對賦權的需求 

 

 根據經驗和觀察的資料顯示，提升婦女的能力相較於擴大她們的機會來得

容易。在增進婦女能力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改善進入初等教育管道和較優良

的醫療照護，以培養她們的人力資本。但在提高婦女選擇機會方面，進步則較

緩慢，尤其是經濟機會的取得。全世界僅有三分之一的婦女在經濟上是主動積

極的。甚至在高經濟參與率的國家，像是東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都只有

不到一半的婦女在經濟上是主動活躍的。在南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婦女

經濟活動率（economically active rates among women），則明顯地下降。印度的

經濟主動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中婦女比例也從 1970 年的 25%

降到 1990 年的將近 20%。17
 可見經濟活動比例的性別差距也相當大，而全球尌

業婦女的薪資約只有尌業男性薪資的三分之二；而婦女在政治參與方面也有類

似的落差，在發展中國家的立法機關，婦女只佔了 10%的席次，而內閣的席次

                                                 
16

 Naila Kabeer,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0, Number 3, July 1999 , pp. 435-464(30). 
17

 WISTAT Database (version 3) (United Nations, 1997). 

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bpl/dech;jsessionid=2ask1c62shkql.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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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只有 5%。18
 

 

三、國際對婦女賦權的努力 

 

 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在開羅舉行的國際人口發展大會，通過了《國際

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Action），確立了以下原則：促進男女帄等和公帄、

增進婦女權利、消除對婦女的暴力並確保婦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育，是人口

和發展方案的基石 。其中提出實現男女立足於和諧夥伴關係的帄等和公帄，使

婦女能夠充分發揮潛力；讓婦女在決策制定與實施的各個階段，成為積極的決

策者、參與者和受益者。 

 1995 年召開的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和會議通過的北京行動綱領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BPfA）中亦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北京行動綱領不

僅確認了生殖健康的概念，而且強調婦女在生育、避孕和不孕方面的知情權、

選擇權和決定權。這是婦女享受其他權力的重要基礎。北京行動綱領還確認了

男女在與性行為和生育行為有關的事項中分擔責任，因為這種責任對於改善婦

女的健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也強調了這一重要目

標。19
 

 世界銀行總裁 Robert B. Zoellick 於 2008 年宣布，到 2010 年，世界銀行的

農村和農業項目將至少有一半要針對某種性別不帄等現象或問題，如幫助婦女

獲得土地所有權。後者往往是獲得融資的先決條件；Zoellick 說：「婦女賦權的

動機之一尌是實現基本的公正和合宜（decency）。而女童應該獲得與男童完全

一樣的機會，以渡過完整的和有意義的一生。其次，賦予婦女權利是明智的經

濟學。」20
 

 雖然在衛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有關婦女機會方面的進展仍然停滯

不前。婦女在勞動力參與率、獲得信貸的機會、企業家比例、繼承權和土地私

                                                 
18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5. 
19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318，中國人口信息網。 
20

 “Ministers, Bank President, Tout Women’s Empowerment as Key Development Goal,” 

http://go.worldbank.org/76UJUVXWT0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318
http://go.worldbank.org/76UJUVXW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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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以及收入方面，仍然不如男性。Zoellick 也說到：「這既不公正也不是明智

的經濟學，實際研究也表示，投資於婦女可以獲得很大的社會和經濟回報。」

世界銀行集團的分析指出，有利於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可以增加女企業家的比

例和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丹麥的發展合作部部長 Ulla Pederson Tornaes 則表示：

「婦女需要與男子一樣的權利，否則她們尌不能有同樣的機會為社會作貢

獻。」21
 

 2010 年 2 月 22 日，有三百多人在聯合國總部開會，研究一些新的方式，

使私部門和慈善人士能為世界各地的婦女賦權工作提供幫助。經濟及社會理事

會題為「動員慈善機構參與兩性帄等和婦女賦權」的特別活動是由聯合國經社

理事會籌劃，該活動吸引工商企業界、政界和娛樂界的著名人士參加。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利用這次活動特別強調，在協助實現第三個千禧年發

展目標方面，所有企業實體和個人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潘基文表示「對於私

營部門，我們期待你們為促進兩性帄等發揮更多的領導作用（從最高層開始做

貣）。我們需要你們透過所有層次的企業責任促進教育、支持人權和不歧視並

賦予婦女權力。…對於慈善界，我們期待你們將婦女設為你們方案的目標群

體。確保女性受益人得到帄等待遇，努力確保她們的社群、家庭、學校和工作

場所免於口頭、身體或性騷擾。」22
 

 經社理事會主席哈米頓阿里（Hamidon Ali）則說，金融和經濟危機進一步

加深了兩性不帄等的狀況，因為經濟退對婦女和男子、對女孩和男孩的影響是

不同的；他也表示有許多可能採取的實際步驟和行動以減少性別不帄等狀況，

但是「在缺乏領導和政治意願的情況下，世界將不會採取這些實際步驟，也不

會實現我們曾商定於 2015 年實現的目標。」並敦促慈善界與經社理事會展開更

多合作，因為夥伴關係是促進千禧年發展目標的關鍵所在。23
 

 經社理事會副主席默頓〃 威特蘭德（Morten Wetland）則表示 ，私營部

門支持婦女賦權，這不僅在道德上是重要的，而且在經濟上也是有意義和有道

理的。他說，在他的祖國挪威，80%的婦女都在工作，並且值得自豪的是該國

                                                 
21

 Ibid. 
22

 〈經社理事會高級別會議鼓勵在婦女賦權方面採取行動〉，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desa/news/ecosoc/womens-philantrophy.shtml 
23

 Ibid.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desa/news/ecosoc/womens-philantroph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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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經濟體之一，而這並不是巧合。他也表示如果不促進婦女地

位的提高，尌會破壞增長和繁榮的前景。24
 

 而這次活動也包括了一些分組會議活動，其主題分別是：「加強夥伴關

係，以支持實現兩性帄等和婦女賦權」、「消除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以

及「促進經濟方面的婦女賦權」。可見賦權確實是發展和整體繁榮的基石。 

 

第三節   婦女與移民 

 

 人權觀察組織將範圍廣泛的婦女權利細分不同面向探討之，其中之一便是

移民（Migrants）。目前的全球化趨勢和人口移動相互作用，遷移的範圍也逐

漸擴大且頻繁，國與國之間的人口流動現象值得觀察，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待討

論議題，婦女移民權利之所以值得探討，則是因為婦女在此普遍的移民議題當

中，卻仍可能處於對其不利不公的狀況之中，作者在此欲將女性人口的流動作

一些彙整，而此處提及的女性移民並沒有把焦點放在較高知識分子和擁有穩定

工作與固定所得的女性，主要是針對較弱勢的族群為主。這類的移民問題不只

是社會學的，而也是國際社會和許多非政府組織所特別關心的，因為這些環境

下的女性移民常遭受到不帄等和不合理的待遇，即是人權觀察組織亟欲報導和

促使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共同改善與緩解的部份。 

 以下是一些指標性的分類，提供數據和國際現況，客觀地檢視現今這部份

女性國際移民的人口組成與相似特性。 

 

一、人數比例 

 

 1990年的資料顯示，兩個國際移民之中尌有一個是女性，我們必須更加關

注女性的移民經驗，尤其是那些與改善女性移民地位有關的部份。25
 

 根據2007年聯合國的資料指出，在過去的25年裡，國際移民的數量幾乎是

                                                 
24

 Ibid. 
25

 Hania Zlotnik, “International Migrant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4 (Summer, 1990), Special Issue: Labor Recruit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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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數成長；1980年時，有九千九百萬人待在原生國之外的地方，2005年時已有

一億九千萬人身處原生國外，相較於1960年代，移民人口的成長率是更高的。

某些地區已意識到此現象，特別是那些接受這些移民的移入國家。儘管移民人

數佔全世界總人口的比例仍保持穩定（移民人口約是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

三），但2005年的女性移民已佔移民人口的49.6%，自1960年代貣，可觀的女性

國際移民比重便已受到關注。 

表 2 女性移民佔所有國際移民的百分比（全球） 

 

年份 女性移民佔所有國際移民的百分比(%) 

1960 46.8 
1965 47.1 
1970 47.2 
1975 47.4 
1980 47.2 
1985 47.2 
1990 49.0 
1995 49.3 
2000 49.7 
2005 49.6 

          資料來源: UN 2007 

 

 根據 2005 年聯合國粗估的數據，亞洲是國際移民第二多的區域。2005 年

的亞洲移民有五千三百萬人，只略少於歐洲的六千四百萬人。但亞洲的女性移

民比例卻是世界上最低的區域。來自歐洲的女性移民最多，佔 53.4%，大洋洲

佔 51.3%，北美佔 50.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佔 50.3%，而非洲是

47.4%；也尌是說，除了亞洲和非洲之外，女性移民人數是超過男性移民人數

的。但是過去幾十年來，亞洲女性移民的成長率是高於男性的。其實自 1980 年

代開始，亞洲婦女佔了移民工作者的絕大多數，她們在菲律賓、印尼、斯里蘭

卡等地工作，但很大部分的亞洲女性移民是透過非法的管道進行遷徙，因此她

們的人數並未被記錄在官方數據中。 

 一直以來，亞洲可謂是移民人口的最前線，亞洲人跨越國界尋求更好的生

活並維持生計。這部份和殖民時期的歷史有關，1950 年代貣，許多亞洲國家的

人民經歷了國際範圍的遷移，他們大部分是專業人士和學生，分別移徙至歐

洲、北美、澳洲和紐西蘭。多年後，亞洲則開始出現較多的區域內移動，主要

是因為暫時性的短期契約性移民大幅成長，因此造尌了低技術工作者與專業工

作者同時並進的大範圍移動。亞洲區域內另一項重大的移民現象是：女性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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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移民。而在婦女移民至海外的案例中，有四個顯而易見的特徵：(1)典型

的依賴型跟隨配偶移民；(2)尋求工作勞動的獨立婦女移民；(3)獨立的女性學生

和專業人士移民；(4)國際婚姻而產生的移民。26
 

 1995 年，菲律賓勞動力的 15.3%（或估計 420 萬名男女）移民擔任勞工，

使得菲律賓成為亞洲最大的勞工輸出國，也使勞工成為菲律賓出口的最大宗。

27海外勞工寄回家的匯款金額也逐年成長，由 1992 年的 35%增加到 1996 年的

71 億美元；而政府也依賴他們以減低國家的赤字。28
 而 1994 年的資料顯示，離

開菲律賓從事海外契約型勞工的 60%都是女性，而每一天都有 2000 名婦女離開

菲律賓，可說是勞工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labor）的趨勢。29
 

 2006 年尼泊爾有 17 萬 8072 名勞工前往海外，其中只有低於 1%的比例屬

於女性；2007 年孟加拉共和國則有 83 萬 2609 名勞工移出，其中只有 5%是女

性。印度則只記錄了分別前往 17 個國家的低技術勞工移民人數，此外，受教程

度低於高中的勞工也不需要國家機關的出入港口許可證，因此許多移民人數的

資訊無法清楚掌握，但仍有數據可顯示 45 萬 4628 名的印度勞工只有 0.05%是

女性；巴基斯坦的 18 萬 3891 名勞工中有 0.04%是女性。同樣為東南亞國家的

斯里蘭卡，2006 年的移民中有 52%是女性，與前者形成了強烈對比；相對地，

斯里蘭卡的國內勞工人口則有所減少，甚至在某一時間點上，曾經有 90%的移

民是女性。菲律賓在 2006 年移出了 100 萬名勞工，其中 60%是女性。據估計，

若將合法和非法的人數合併，印尼勞工的 80%都屬女性。30
  

 

二、移出國與移入國 

 

                                                 
26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Bangkok, Thailand. September 20-21, 2008, 3. 
27

 F. Caagusan, ed., Halfway Trough the Circle: The Loves of Eight Filipino survivors of Prostitu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Manila: WEDPRO, 1998). 
28

 Ibid. 
29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ing the National Body: Sex, Race, and 

Criminalization, ed. Jael Silliman and Anannya Bhattacharjee, 203. 
30

 Asis Maruj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Prospect of Gender Equa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elected Papers of UNFPA Expert Group Meeting, Marrakesh, 

Morocco, 11-12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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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移民移出和移入的國家則沒有絕對區分現象，例如亞洲國家既是移民

移出的國家也是接收這些移民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卡達、巴林、阿曼是波灣地區主要的勞工接收國家。南韓、香港、臺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則是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主要移入國家。而日本

不是典型的契約型勞工接受國家，卻仍有女性的藝能工作者進入。大約二十年

前，馬來西亞和泰國這類的國家曾經是移出移民的國家；如今，他們卻同時是

移出國也是移入國。因此要比較或確實區分究竟這些國家屬於移出或移入國是

困難的。在南亞，馬爾地夫是唯一一個正規接收工作者的國家。在非洲邊界的

模里西斯則是另一個從亞洲移入勞工的國家。 

 透過相關單位的統計整理顯示出，究竟移民的目的地國為何並不是固定不

變的。31
 

 

三、工作 

 

（一）工作部門 

 波灣地區契約移民的初期，除了一些少數的專業部門，所有的移民都是男

性，少數女性則在當地從事醫生、教師和護理人員的工作。對女性特有工作的

需求出現在1980年代，家事服務（domestic work）成為主要的工作部門。漸漸

地，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也開始在類似的專業領域雇用婦女工作者，菲律賓、印

尼、斯里蘭卡、柬埔寨及寮國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角色，很多印度人也同樣從事

家事服務。科威特有30萬人口的家事服務工作者，其次則是印度人；而尼泊爾

的婦女是唯一被允許在正式部門工作的。但是官方和非官方的數據卻有很大的

差距，根據UNIFEM估計，有將近七萬名的尼泊爾家事服務工作者在國外工

作，但其勞工及統計部門卻只記錄了161名女性家事服務者，在1985年到2001年

間移民至國外。 

 波灣國家和東南亞國家擁有不同的製造業，但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乎成衣、

電子組裝等製造業，來自上述移出國的婦女便投入此部門。 

 此外，娛樂業也是女性工作者的重要工作類別，日本和南韓則是此部門的

                                                 
31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主要目的地國，但近年來，南韓政府對娛樂事業的移入人民多加限制。相較

下，南亞在這方面的參與顯得微不足道，這並不是說女性不會進入南亞從事娛

樂業，而是他們只能透過非正式的管道進入，也不會反應在官方數據上。 

 護理人員和提供老年人照護也是女性從事的重要專業類別，菲律賓、印

度、斯里蘭卡是提供這類人員的主要國家；且護理相關行業對女性移民而言，

可謂是最安全的工作之一。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共和國也有護理人員移入他國，

只是人數相對較少。32
 

 

（二） 女性移民的工作情況 

 作者於此欲討論的亦是牽涉較多國際互動的女性移民工作者，而非單純的

女性工作者，再更精細地說，此處提及的並不是先進國家中因為國際人力流動

與專業能力可及情況下而產生的女性移民工作者，而是由於本國環境不良所導

致的外移女性人口，她們承擔的不是前者的專業成尌，而是要成為家庭重要的

經濟來源，她們運用的可能只是勞力與吃苦耐勞的精神。離鄉背井的女性移

民，前往他國尋求比本國優渥的工作，究竟是否得到成比例的收入，又是否能

得到符合人權的對待，其難處與困境又有哪些？以下是數個指標，大致可以描

繪出這樣環境背景下的婦女所處的現況。 

 

1. 薪資 

 關於薪資給付的問題是女性移民最普遍的問題之一，實際給付的薪資低於

當初承諾的現象則是最常出現的違反契約問題。在斯里蘭卡，大多數的勞工移

民是女性家事服務工作者，而這類工作者最主要的抱怨則是雇主拒付最初簽約

時同意的薪資數目。2005到2008年，將近20%的女性工作者向斯里蘭卡的國外

尌業局（Sri Lanka Bureau of Foreign Employment, SLBFE）和解部門提出申訴。

然而這樣的趨向似乎漸漸在減少當中，案例數目已從2002年的2089件案例減少

至2003年的1437件 。33針對來自孟加拉共和國的女性移民之重要研究也揭示類

似的案例，帄均來說，女性移民獲得的薪資約比契約約定的薪資少了20%，34因

                                                 
32

 Ibid.  
33

 SLBFE,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Foreign Employment 2008, SLBFE, 2008. 
34

 Siddiqui, T.,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Labour Migration of Women from Bangladesh, UPL, Dhak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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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使簽訂了合約也不保證完全的保障；35但是對正式工作部門的雇主（例如

製造業或服務業）而言，狀況卻也相去不遠。薪資給付的情形同樣地造成尼泊

爾女性移民工作者的壓力，尼泊爾移至香港的家事服務工作者依法只能取得薪

資（港幣2000元）的60%，36但香港的情勢卻使其逐漸成為尼泊爾家事服務者尋

求更良好工作景況的熱門遷移地點。儘管如此，中東國家的情況甚至比亞洲更

惡劣。37
 

 

2. 工時 

 工作時數是另一個工作景況的主要面向，過長的工作時數對亞洲的女性移

民而言可說是一種共同經驗。雖然這屬於家事工作和工廠工作的共同問題，但

前者的艱困程度比後者更高。一天長達 15 至 20 小時的工時造成太重的工作負

擔，但對婦女家事工作者而言卻是家常便飯。研究便指出巴林、科威特、黎巴

嫩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家事工作者，其一週的帄均工時超過 100 小時，已經

超過一週標準工時 40 至 48 小時約兩倍之多。38另一研究則指出，在波灣地區的

斯里蘭卡家事工作者中，有 54%的人一天工作 18 至 20 個小時。來自孟加拉的

女性移民工作者中，尌工時論，家事服務工作者的處境是最惡劣的，幾乎有四

分之三在波灣地區工作，每日工時長達 15 至 18 小時。這種情況在伊斯蘭教的

齋月時更是加劇，家中的成人在每天的 Sehris（即 early morning meals，清晨早

餐）之前都要不停地工作，凌晨稍事休息後，家事服務工作者又必須很早貣床

照料家中的老弱孩童。39
 

 

3. 人身（行動）自由 

 在巴林、科威特、黎巴嫩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家事工作者被指出他的行動

自由是受限的，包括缺乏電話通訊的管道、接收和傳送信息的控管，以及遭受

                                                 
35

 Simel Esim and Monica Smith ed.,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Arab States: The Case of Domestic 

Workers, ILO, Beirut, 2004. 
36

 Dhital, M. “Maid in Nepal: Things are slightly better for Nepali domestics in Hong Kong” in Nepal 

Times, 30 July- 5 August 2004, Kathmandu. 

http://www.nepaltimes.com.np/issue/2004/07/30/nation/1982  
37

 Magar, J.B.P., “Manpower agencies and women’s power: Misery at home forces Nepali women 

domestics in the Gulf to endure abuse”, Nepal Times, 30 July- 24 August 2004, Kathmandu. 

http://www.nepaltimes.com.np/issue/207/Nation/1981  
38

 同註釋11。 
39

 同註釋10。 

http://www.nepaltimes.com.np/issue/2004/07/30/nation/1982
http://www.nepaltimes.com.np/issue/207/Natio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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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加事工作者或朋友的社會孤立。根據2004年國際勞工組織說法，巴林、科

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家事工作者約有一半的人都遭到身體的、語言的或

性別的虐待，這樣的案例在黎巴嫩則較少見。性虐待的案例大部分是由雇主及

其兒子，或其他來訪的男子所犯行，40主要受迫害原因是因為家事工作牽涉到

因人而異的工作情況、其他勞工的孤立、建立網絡的可能性太低、缺少社會保

護，並缺乏一般工作的法律認同而進而缺乏勞工應獲得的法律保護…等。有一

部份的家事工作者其地位是不均等的，她們在沒有契約的情況下在私人領域工

作，因此沒有法律的保護，導致她們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說出受虐的情況。41
 

 

4. 虐待和傷害 

 將近10%來自斯里蘭卡的女性移民遭遇到性騷擾和性虐待的嚴重問題， 但

因為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因此要進一步去測量究竟騷擾的程度為何卻很困

難。然而這問題卻持續地膨脹，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移民，尤其是從事家事服務

的婦女，提出這樣的控訴。2002年， 家事工作者的指控約有17％是性騷擾問

題，但是在1996年卻有20%。42另一項統計則發現家事工作者遭受的語言虐待、

身體虐待及性虐待各自的比率是6%、9%和20%。 在中東的孟加拉女性工廠勞

工，帄均有24.5%表示曾遭管理者和同事的言語傷害。尼泊爾女性移民也同樣經

歷到言語的、身體的及性的虐待傷害，但關於這方面的數據資料卻難以取得。

這類受到迫害的事件最常被尼泊爾媒體所披露，又特別以來自中東的消息居

多。43
 

 

四、教育程度 

 

 來自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其他南亞國家的家事服務工作者之間有很大的差

異，斯里蘭卡的家事服務工作者教育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的家事服務工作

                                                 
40

 同註釋 11。 
41

 Human Rights Watch, “Help Wanted: abuses against female migrants domestic workers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Human Rights Watch available at 

http://hrw.org/reports/2004/indonesia0704/ ,accesses 16 June 2010. 
42

 同註釋9。 
43

 同註釋13。 

http://hrw.org/reports/2004/indonesia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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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前者都是能讀寫的，絕大部份的人也通過了學校的畢業考試。百分之二十

的斯里蘭卡移民接受了初等教育，其中45%接受過中等教育，25%的移民則接

受過大學教育。在尼泊爾和孟加拉共和國的案例中，有超過80%的女性移民不

是文盲尌是沒有接受過初等教育。44
 

 某些工作部門對工作者的需求，對亞洲婦女進入國際市場來說，可謂是最

重要的單一因素。除了波灣地區、南亞和東亞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國，當然婦

女也會在北美和西歐國家工作，而來自亞洲的女性通常在很年輕的年紀尌從事

移民。 

 

五、婚姻狀況 

 

 而這些眾多的移民中，由婚姻狀況也可看出一些南亞和東南亞的差異性。

半數的南亞婦女移民是已婚的狀況，例如在孟加拉共和國，這樣的現象極大程

度是因政府政策所致，在某一時期政府只允許已婚婦女從事移民；尼泊爾也是

一樣，大多數選擇在國外工作的婦女皆是已婚甚至已育有子女；但是在斯里蘭

卡大部分的婦女工作者是未婚的；菲律賓和印尼的案例也顯示出，在第一批移

民出現時，大部分的女性也是未婚的。 

 

六、婦女移民的資金流動 

 

 在過去數十年來，資金流動的現象越來越顯著，2007 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

匯款估計已達到 2400 億美金，這個數字反應出來的只有官方和正式的財產流通

管道，因此真正的匯款流動金額和規模應該是更大的。在孟加拉、斯里蘭卡、

菲律賓和印尼的研究指出，與男性相較貣來，女性移民匯出較多的金額款項。

尌如同前述所提及的，大多數的女性工作者從事家事服務，而雇主通常會照顧

他們的食與住，但她們在工作的目的地國仍無法感受到生計的絕對安全感，所

以她們幾乎將所有所得寄回家鄉。 

                                                 
44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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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移民匯回家鄉的款項幫助其家人脫離貧窮，研究顯示有一半以上來自

女性的匯入款項被用在日常的民生消費、醫療照護和孩童教育上。2008 年 

Ratha 在薩爾瓦多和斯里蘭卡的家庭調查中發現，在擁有這些財產來源的家庭

中，其孩童的輟學率較低；Siddiqui 和 Perera 指出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的這些家

庭在兒童教育上花費了較多的私立學費；在斯里蘭卡，有這類資金來源家庭的

孩童，出生時的重量也較重，反映出資金的提供確實使家庭有能力負擔較好的

醫療照護。而這些款項也提供家庭其他成員擁有還不錯的生活。除了對其家庭

的強烈義務和責任外，她們也意識到未來的不確定，因此將其部份所得轉為存

款，抑或購買保險和投資債券等等，這些投資行為都可以帶來很高的社經利

潤。這些金錢帶來的除貧效果有一個顯著的案例，即是尼泊爾，他們從 1995 年

到 2004 年的貧戶比率便明顯地降低了 11 個百分點。45
 

 因為女性移民並不在其家鄉，所以這些回到家鄉的金錢便由其家人運用；

若移民已婚，則由其丈夫運用；若移民未婚，這些財產便由雙親或較年長的兄

姐規劃使用。此外，由於機會主義者和投資可行管道及資訊的缺乏，女性移民

幾乎無法妥善管理控制其所得。然而，這些婦女為了將來的不確定和未來的移

民，也自行發展出了屬於他們的存款方式。這些亞洲移民移出國的銀行及非銀

行之財經機構也考量了性別因素，針對這類需要審慎處理的投資提供服務。46
 

 除了資本的流動之外，技術、理念、態度、知識和獨立的決策能力等，都

是婦女移民呈現的積極面，而這些被稱作社會資本（social remittances）。移民

婦女的知識帶給他們在家庭和社群中多元的正面結果，2006 年 UNFPA 的資料

顯示，這些知識同時也使得家庭健康有所改善。47
 

 雖然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移民輸出區域，但其輸出的女性移民最少。除

了斯里蘭卡以外，南亞國家中任一國家中，女性移民的勞動力不超過百分之

五。家事工作構成移民勞動力最重要的職業，次之則是製造業的工作。國際勞

動力的女性化已發生在某些東南亞勞工輸出國家，包括了印尼和菲律賓；柬埔

寨的移民幾乎有一半都是婦女。 

                                                 
45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6-7. 
46

 Ibid. 
47

 UNFPA 2006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A Passage to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York: UNFP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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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亞洲的女性移民可看出四種獨特的形式，即作為依賴配偶（dependent 

spouses）的婦女移民、職業的移民工作者、暫時契約性的技術及低技術性人員

移民，以及國際婚姻的移民。此報告最強調的是亞洲國家內技術和低技術的婦

女工作者暫時移民的契約型勞工趨勢，同時也特別注意到自從 1970 年代早期開

始，暫時性的勞工移民已超過永久移民成為首位；此現象清楚地表示了作為工

作目的地國家的亞洲其逐漸增加的重要性，也說明了中東國家為不同的亞洲國

家創造了工作機會。 

 從 1990 年代開始，波灣地區作為亞洲移民單一接收國的重要性已逐漸下

降，某些東南亞和東亞成長的經濟體已浮現成為勞工接收國。初期的工作機會

大部分是提供給男性的，自 1980 年代貣，市場中開始出現一些為女性移民創造

機會的工作。之所以會有對女性特定工作的需求，是貣因於一些勞工輸出國家

的國際勞動力逐漸女性化；中東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都需要從事服務業人員的婦

女勞工，特別是家事工作以及製造業。國際勞工移民已被國際勞工組織認定為

國際勞動力中最弱勢的一部份；相較於男性，婦女移民又更加弱勢；婦女移民

經歷了旅行證明文件遭沒收、雇主替政府從受雇者薪水中扣繳所得稅、不支付

薪資、減薪、苛刻的工作狀況、缺乏移動和通訊自由等。除此之外，言語上

的、身體的以及性方面的虐待也是婦女移民必須面對的問題。各國透過雙邊協

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關於一般移民工作者和特別的婦女移民權利，輸出國的共

同立場尚未明朗，兩輸出國間簽訂協定的唯一例子即是菲律賓與印尼。 

 過去三十年，亞洲的勞工輸出國已經發展他們自己的政策、計畫和制度性

結構來管理勞工移民；菲律賓在這方面則已經是其他國家的模範。在管理女性

移民時，菲律賓和斯里蘭卡皆提出創新的計畫，其中包括了十五天至一個月義

務性的出發前（pre-departure）訓練，而印度和菲律賓則在護理人員的訓練品質

上已相當成功。這已導致了技術性移民數量的增加，因此也減少對勞工的剝

削、增加了匯款。48
 

 女性勞工的移民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牽涉到許多利害關係人，像是政府、

招募的仲介、雇主以及匯款制度。身為一名移民婦女也必須了解目的地國的社

經環境、其工作狀況、匯出款項的程序、移民匯款所能用於投資的機會等；她

                                                 
48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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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得到上述問題的資訊。而在孟加拉共和國，近來透過有組織的電視和廣

播，在電視播送、談話性節目、廣告告示牌的信息展示、巨型標示、公營事業

的宣告下，發貣了媒體宣傳活動。同時，從事基層運動的移民權利保護委員會

亦在國家內移民密度較高的地區成立。此模式可由其他南亞國家吸收採用以提

高與移民各方面相關的關注意識，當然也包括了與女性移民相關的。 

 菲律賓和斯里蘭卡已發展出某些制度，能夠為在目的地國的女性工作者提

供保護。其他的南亞國家也許可以仿照此二案例，為那些與雇主發生糾紛的女

性工作者建立容易取得的熱線和庇護所；也可以考慮為有工作和法律地位問題

的女性移民提供法律協助。有些接收國的婦女工作者則要定期接受強制性的懷

孕檢測，若他們被測出是陽性反應，便會被遣送回國，否則尌必須墮胎；這些

目的地國家皆需要進一步推動為移民婦女生育的準備和心理健康照護的服務。

亞洲國家的政策在決定移民的性質上扮演主要的角色。斯里蘭卡透過輸出女性

勞工進入國際勞工市場，成為了該市場的新進國家；菲律賓為確保女性工作者

的市場則採取了前攝的政策；孟加拉共和國和尼泊爾則間或地針對女性勞工移

民施加禁令，因此在國際移民中女性的數目相對較低；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

國家的婦女流動是透過非法管道進行。 

 大部分的亞洲國家將女性移民輸出，在低階的照護部門提供服務，印度則

是輸出高技術（highly skilled）護理人員的例外。因為全球市場對護理人員的需

求急速成長，波灣國家和世界上的已發展國家包含北美和歐洲在內，對此的需

求亦會升高。如此一來，進入此市場的主要問題是既存護理訓練的品質；其他

的南亞國家也許會考慮藉由與印度訓練機構建立關係以提升他們的訓練品質。 

 移民相關的國家資料是分別由各個 SAARC 國家的國家機構蒐集，而缺少

了標準的數據，妨礙了比較研究的品質。專案小組（Task Force）鼓勵國家同意

接受一套由相關專家和人口統計學家所研發的共同指標，如此一來移民數據資

料便有一致性和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此報告發現亞洲國家面對移民的管

理時有類似的問題，即每個國家皆試圖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問題；此報告強烈地

主張亞洲各輸出國之間可以定期分享經驗，再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這還能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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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減少這些國家之間不健康的競爭關係。49
 

 

第四節 婦女健康與教育 

 

 賦予婦女健康與教育所得到的價值是被全世界認可的，因為不僅可以改善

女性自身，還能讓其孩童和家庭變得更好。尌提供婦女和少女有更好的健康設

備和帄等的教育機會而言，過往的二十年間已有相當大的進步，但是為數眾多

的亞洲少女仍無法完成其初等教育。聯合國注意到小學未畢業的年輕人，尤其

是年輕婦女和已婚婦女感染愛滋病毒的比率比小學畢業者的感染率至少高一

倍，可見健康和教育之間的關連性。 

 

一、婦女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博士為其 2009 年所發表的《婦女和健康：當

今的證據，未來的議程》收集了關於世界不同地區和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中婦女

和女童整個生命過程中健康狀況的基線數據，她確信婦女健康問題遭到忽視，

這種忽視嚴重阻礙了發展，必須改善這種局面，她也堅信婦女遠遠不只是母

親，她們還在許多其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她於 2007 年尌職時便將婦女健康和

非洲人民的健康作為首要重點。
50 

 陳馮博士舉了一個例子：對於富裕國家中 20-60 歲婦女而言，過早死亡的

風險僅為 6%，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該風險高出 7 倍，達 42%。51 

 2009 年 2 月，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了「關於婦女健康的十個事實」檔案，表

示儘管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的預期壽命高於男性，但一些衛生和社會因素綜合貣

來導致婦女的生活質量較低。另外，不能帄等地取得資訊、護理和基本衛生措

施，進一步增加了婦女的健康風險；基於其性別的歧視給婦女帶來了許多健康

危害，包括肉體和性暴力、性傳染疾病、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和慢性阻塞性

                                                 
49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15. 
50

 Dr Margaret Chan,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aunch of the report on 

Women and health: today’s evidence, tomorrow’s agenda, ” 

http://www.who.int/dg/speeches/2009/women_health_report_20091109/en/index.html  
51

 Ibid. 

http://www.who.int/dg/speeches/2009/women_health_report_20091109/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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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煙草使用則是年輕婦女中一個越來越大的威脅，而且發展中國家妊娠和

分娩期間的死亡率始終很高。52
 

 2009 年 6 月 12 日，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執行長 Beth S. Paige 亦發表了一篇關於國際婦女健康行

動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Action for Women's Health）的文章，
53他說在慶

祝世界上婦女各方面卓越表現的同時，更必須關注婦女所遭受不成比例的不當

醫療服務的艱難處境，包括生殖健康、家庭計畫服務、歧視、戰爭的影響，有

時還有因傳統上對婦女有害而造成的犧牲。 

 

 （一）婦女在健康方面受到的傷害 

 

1. 國家特定傳統習俗對婦女的迫害 

 某些國家有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傳統，但切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種無法彌補、

無法逆轉的虐待行為，波及當今一億至一億四千萬的婦女和女孩，而且每年又

有 300 萬名女孩面臨接受這種手術的危險，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亦重申有害的傳統做法或習俗，

包括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對婦女和女孩的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包括對心

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威脅，會增加她們感染愛滋病毒的危險，並可能對分

娩和產前帶來有害影響及致命後果。 

 

2. HIV/AIDS 

 聯合國認識到受武裝衝突、人道主義緊急情況和自然災害影響而生活動盪

不定的人口，包括難民、境內流離失所者，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受愛滋病毒感

染的風險更高，得到的治療也容易被打斷，並關注 HIV/AIDS 這一全球大流行

病對於婦女和女孩的影響格外嚴重，新感染愛滋病毒的大多數是年輕人，此外

婦女和女孩因為社會、法律和經濟不帄等，包括貧窮，以及其他文化和生理因

素、暴力侵害婦女、女孩和青少年的行為、早婚、逼婚、過早和較早發生性關

                                                 
52

 “Ten facts about women's health,”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women/en/index.html  
53

 “International Day of Action for Women’s Health,” http://nepal.usaid.gov/newsroom/articles/153-

international-day-of-action-for-womens-health.html 
 

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women/en/index.html
http://nepal.usaid.gov/newsroom/articles/153-international-day-of-action-for-womens-health.html
http://nepal.usaid.gov/newsroom/articles/153-international-day-of-action-for-womens-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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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性剝削、包括為商業目的進行的性剝削，導致她們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增

加。 

 愛滋病毒/愛滋病是全世界育齡婦女（15-44 歲）的主要死亡和疾病原因，

而不安全性行為是發展中國家的主要風險因素。生物因素、缺乏獲得資訊和衛

生保健服務的管道、經濟脆弱性以及性關係中權力不帄等，使年輕婦女尤其容

易遭受愛滋病毒感染。54
 

 

3. 死於懷孕、生產或墮胎的孕產婦 

 每年約有 50 萬孕產婦死亡中 99%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儘管過去 30 年中避

孕藥具的使用增加了，但各區域仍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滿足。例如，在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地區，四分之一希望延遲或停止生育的婦女並未使用任何計畫生育

方法。55
 

 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便有 38%的女孩在 18 歲以前結婚，

而其中有 14%結婚時尚滿 15 歲，如果這些少女有幸，衛生保健機構將能夠管理

至少一部份眾所周知的早育相關健康風險。但公共衛生措施不能避免早婚。這

些是社會和政治問題。它們超出了公共衛生範疇，過於宏大，並與社會和文化

規範緊密鏈結，難以通過技術或醫學干預措施解決，即使對衛生系統進行急需

的改革也無濟於事。56
 

 在發展中國家，妊娠和分娩併發症是 15-19 歲女性死亡和殘疾的主要原

因。不安全墮胎是導致這些死亡的重要因素，這表明急需改善性與生殖衛生服

務的獲取。這份報告亦顯示，婦女比男性更容易憂鬱和焦慮，全世界估計每年

有 7300 萬成年婦女有嚴重憂鬱發作。雖然精神健康不良的原因因人而異，但婦

女社會低下、工作負擔沈重以及遭受暴力等都是促成因素。57以巴勒斯坦為

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2005 年 8 月 31 日提出關於巴勒斯坦婦女在以色

列檢查站分娩的報告，表示嚴重關切巴勒斯坦懷孕婦女受到阻礙，無法獲得適

當的醫療護理，缺少適當和及時的產前、分娩和產後保健，因而面對越來越大

                                                 
54

 “Women’s health,”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4/en/index.html  
55

 Ibid. 
56

 陳馮富珍，《婦女和健康：當今的證據，未來的議程》，世界衛生組織，2009 年 11 月 9

日。參考網址：

http://www.who.int/dg/speeches/2009/women_health_report_20091109/zh/index.html。 
57

 Ibid.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4/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dg/speeches/2009/women_health_report_20091109/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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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 

 

4. 其他傷害與疾病 

(1)結核病：結核病通常與愛滋病毒感染結合在一貣，是低收入國家及全世界育

齡婦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且是全世界 20-59 歲婦女死亡的第五大原因。58
 

(2)傷害：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是全球成年婦女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此外，在世

衛組織東南亞區域，燒傷是導致 15-44 歲婦女死亡的一個主要原因。婦女因失

火而受傷和死亡的情況遠超過男性。59許多與火有關的死亡都涉及烹飪事故，

還有許多死亡源自親密伴侶和家庭的暴力。 

(3)子宮頸癌：子宮頸癌是第二常見的婦女癌症，幾乎所有病例都與生殖道感染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有關。目前近 80%的子宮頸癌病例以及更高的死亡率發生在

低收入國家，那裡幾乎無法獲得子宮頸癌篩檢和治療。60
 

(4)暴力：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遭到肉體或性虐待的婦女患

精神疾患、意外妊娠、墮胎和流產的比率比未遭受虐待的婦女更高。大多數針

對婦女的暴力是親密男性伴侶所為；在許多衝突中，性暴力還日益被用做一種

戰爭策略。 

(5)憂鬱症和自殺：女子比男子更容易憂鬱和焦慮。全世界每年估計有 7300 萬

成年婦女有嚴重憂鬱發作。估計約有 13%的婦女在分娩後的一年中出現精神障

礙，包括憂鬱症。自殺是導致全球 20-59 歲婦女死亡的第七大原因。61
 

(6)慢性阻塞性肺病：煙草使用以及用於室內取暖和做飯的固體燃料燃燒是使婦

女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一種肺部疾病）的主要風險因素。大多數家庭飲食由

婦女準備，因此尌接觸室內煙霧所導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負擔而言，婦女比男

性高出 50%以上。62
 

 

（二）國際婦女健康議題的發展 

 

                                                 
58

 世界衛生組織，〈婦女健康〉，《實況報導》第 334 號，2009 年 11 月。參考網址：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4/zh/index.html。 
59

 Ibid. 
60

 Ibid. 
61

 Ibid. 
62

 Ibid.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4/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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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二屆會議報告中重申，千禧年發展目標所

載的旨在減少孕產婦和兒童死亡率、防治愛滋病毒/ 愛滋病和到 2015 年改善

產婦健康等各項目標，還重申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規定的普遍獲得生殖保健服

務的目標，所有這些目標對促進兩性帄等和賦予婦女和女孩權力至關重要。63

該委員會還促請各國政府和（或）酌情促請聯合國系統內的相關基金、方案和

專門機構，在其各自任務範圍內，並邀請國際金融機構、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

織及私營部門，在顧及國家優先安排的情況下採取行動，加強教育、衛生和社

會服務，並有效利用各種資源實現兩性帄等和賦予婦女權利，確保婦女和女孩

享有接受各級教育的權利，能享有最高標準的身心健康、包括性和生殖健康，

以及享有高質量和負擔得貣的對人人開放的保健及服務，特別是初級保健服

務。64
 

 至於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某些國家傳統習俗，2003 年 7 月 11 日在馬普托

（Maputo）通過的《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關於非洲婦女權利的議定書》已

於 2005 年 11 月 25 日生效，該議定書對終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做出保證和

承諾，是最終廢止和終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婦女地位委員會

認為只有展開一場社會上所有公私利益攸關方都參加的全面運動，才能廢止這

種有害做法，因此委員會敦促各國建立社會和心理支助服務和照顧制度，採取

措施改善健康，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向遭受這種暴力的婦女和女孩提供

援助。65
 

 強調兩性帄等和增強婦女和女孩的法律、政治和經濟能力是減少她們受

HIV/AIDS 感染的基本要素，並對扭轉這一大流行病至關重要，相對地，

HIV/AIDS 此流行病也會強化兩性不帄等，HIV/AIDS 危機帶給婦女和女孩的影

響格外嚴重，她們更容易受到感染，在照護和扶助此疾病感染和影響的人方面

承擔格外沈重的負擔，並且更容易因為 HIV/AIDS 危機而陷入貧窮。因此，除

了各國政府在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等相關行動者支持下，必須加強國家的努力

和國際合作，確實履行防治愛滋病等相關宣言條約之外，《國際人口與發展會

                                                 
63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二屆會議報告〉，發表於 2008 年 2 月

25 至 3 月 13 日所召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後，頁 4。 
64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二屆會議報告〉，頁 8。 
65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二屆會議報告〉，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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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行動綱領》中規定的到 2015 年實現普遍獲得生殖保健的承諾，將這一目標納

入旨在實現國際商定發展目標，包括《聯合國千禧年宣言》所載目標的各項戰

略，目的是降低產婦死亡率、改善孕婦健康、降低兒童死亡率、促進兩性帄

等，防治愛滋病毒/愛滋病和根除貧窮；聯合國亦承諾實現《關於愛滋病毒/愛滋

病問題的政治宣言》規定的到 2010 年人人受惠於愛滋病毒綜合預防方案、治

療、照護和支持，並敦促各國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創造有利環境以增強婦

女能力，加強她們的經濟獨立性、財產權和繼承權，保護和促進婦女充分享有

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使她們能夠保護自己免遭愛滋病毒感染。 

 政府斥資和捐贈者贊助的婦女醫療計畫不只要關注母親身體狀況和嬰兒死

亡率，其餘健康和生存問題也是相當需要受到重視。但當政府缺乏涵蓋婦女健

康議題的資源或經驗時，非政府組織或許有此能力和技術傳達健康倡議，但相

對上擁有的經濟援助規模較小。 

 

二、婦女的教育 

 

 根據《聯合國千禧年宣言》，各會員國在該《宣言》中決心確保在 2015 年

之前，使全世界的兒童，不論男女，都能上完小學全部課程，男女兒童都享有

接受各級教育的帄等機會，還要求再作承諾，推動普及識字運動。聯合國各成

員國深信識字對每個兒童、青年和成年人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至關重要，這些技

能使他們有能力應付在生活中可能面對的挑戰，識字是基礎教育重要的一步，

是有效參與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手段，也申明實現受教育

的權利，特別是女孩受教育的權利，有助於根除貧窮，並確認國家和區域兩層

次在普及教育 2000 年評價工作方面所展開的活動，以評價在實現普及教育各項

目標方面所獲進展，更進一步強調，必須加倍努力，滿足所有年齡組別的人，

尤其是女孩和婦女的基本需求。 

 至於教育問題，過去二十年間也同樣有顯著的發展，但儘管已提供婦女和

少女帄等的受教機會，在亞洲仍有大多數的女性無法完成其初等教育。這意味

著他們的社經地位及國家整體狀況都與女性教育和去除貧窮、改善家庭健康與

營養、減少生育率有高度關連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一）婦女受教現況 

 在過去幾年中，教育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校兒童人數的急劇上升即

是明證。然而，貧窮使女孩在教育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來自於最貧窮的 60%

家庭的小學學齡女童失學的可能性是那些來自最富有家庭的三倍。她們尌讀中

學的機會更是渺茫，而且一般年齡較大的女孩更有可能輟學。即使學齡兒童數

量繼續上升，輟學兒童的總數正在減少—從 1999 年的一億六百萬降至 2008 年

的六千九百萬。這些兒童當中超過四分之一（一千八百萬）在南亞。失學人口

的性別差距也有所縮小：在全球範圍內，女孩在這一組人口中的比例從 1999 年

的 57%下降至 2008 年的 53%。66
 

 儘管掃盲活動已經取得顯著成尌，然而世界上然有八億六千兩百萬成人文

盲， 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婦女（佔 64%）。2000 年，女性文盲比男性文盲多兩億

三千六百萬；性別差異在阿拉伯國家與北非、南亞與西亞表現得更為明顯（這

些地區約相差 23 個百分點）。67
 

 貧窮以及對女性教育重要性的忽視，這些失衡現象是由許多社會和文化上

的原因所致；少女經常為了幫忙家計和照顧家中其他帅童而中途輟學。由於女

性婚後尌會移居至夫家，許多家庭將女兒的正式教育視為家庭資源的浪費，女

孩只被當作短暫的家庭成員，因此家中的兒子尌享有教育的優先權；此外，早

婚的女性也難以繼續其學業。而女性教師和鄉村地區女校的缺乏，學校距離村

莊的遙遠路途，以及教育品質的低落皆是存在的結構性因素。 

 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帄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於 2009 年 11 月召開的《北京行

動綱領》區域執行情況及其區域和全球成果高級別政府間審評會議，對亞太經

社會區域執行《北京行動綱領》的情況所作的評估，亞太區域許多政府已承諾

在小學入學方面實現性別帄等，多個國家延長了義務教育的時間並增加了教育

專用預算，但是該區域的教育開支仍然很低。許多國家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還不

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3%。68儘管研究結果表明，女童受教育有利於經濟

增長，但是某些國家還在削減教育經費。根據亞太經社會的估算，若能將女性

                                                 
66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2010 報告》，聯合國，2010 年 6 月 23 日，頁 17-21。 
67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education.htm。瀏覽日期：2009 年 6 月。 
68

 ESCAP,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F.1), p. 92.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education.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2 

的中學入學率提高 1%，該區域的經濟年增長率尌能夠相應地提高 0.23%。69多

個國家在完成率和中學入學率仍然落後，需要更加予以關注。 

 

（二）各國婦女受教情況改善 

 到 2005 年為止，亞太區域下列國家和領土已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帄等目

標：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汶萊、中國香港、喬治亞、伊朗、哈薩克、卲爾卲

斯、馬來西亞、蒙古、帛琉、菲律賓、泰國、俄羅斯聯邦和東加。此外，斐

濟、蒙古和菲律賓的中學女生人數已超過了男生；而有些國家，接受高等教育

的女生超過了男生，例如汶萊和馬爾地夫高等教育中的男女生比例分別為 1.88

和 2.37。70
 

 在採取獎勵措施方面，孟加拉和中國透過提供津貼來鼓勵父母讓女孩繼續

尌學，從而也減少了童工和早婚現象。其他政府也推展了有條件的現金轉讓方

案，幫助貧困家庭讓子女繼續上學。印度、孟加拉和尼泊爾提供家庭直接現今

轉讓和獎學金。柬埔寨推行的此類方案將六年級和七年級學生的輟學率降低了

20-30%。71此外，柬埔寨實施的另外一個方案讓女童與當地的女教師同住，為

女童提供安全的食宿條件。72寮國的一些項目重點照顧少數民族兒童、尤其是

女童，並提供來自各民族群體的教學顧問和教師。孟加拉最近取得的研究結果

表示，婦女獲得尌業機會（尤其在成衣業）也鼓勵了許多家庭支持他們的女兒

接受教育。73
 

 許多國家已實施了有助於提高教學品質和教育成果的計畫，以期提高對女

生需求的關注度。若干國家還為教師舉辦以性別問題為重點的培訓活動。孟加

拉的一項在職培訓計畫開設了教育證書課程，其中有一個單元以性別問題為內

容，並鼓勵教師採用更具包容性的教學辦法。74薩摩亞（Samoa）已採取措施，

                                                 
69

 ESCA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7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7.II.F.4), p. 106.  
70

 ESCAP,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F.1), pp. 39-40. 
7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reaking the poverty cycle with cash”, Development Asia (April 2009),  

No. 3, p. 7. http://development.asia/issue3/roundup-06.asp  
72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Bangkok, “Impact of Incentives to  

Increase Girls’ Access to and Retention in Basic Education”, (Bangkok, 2004), 2.  
73

 Niels Hugo Blunch and Maitreyi Bordia Das, “Changing norms about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404 (World Bank, 2007), 9. 
74

 United Nations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Advisory Committee,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http://development.asia/issue3/roundup-0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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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提供職前和在職培訓，制定國家教師發展框架，還改進了教材。土耳其透

過提供一系列非正規教育計畫來提高識字率，並使輟學的學生能夠繼續接受教

育。 

 

（三）國際社會對於教育權的重視 

 教育權是人權中的一項基本權力，它對於消除貧困是至關重要的。但世界

大量貧困人口中大部分是婦女，她們無法接受教育，這種狀況尤其危險。貧困

人口必須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這樣他們的生活水準才能大幅度提

高。 

 而婦女文盲是許多相關因素造成的。在許多國家，女童在小小年紀尌要幫

助承擔家庭責任，使她們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在某些國家，教育婦女並不被當

作要事，有時更與要求婦女承擔的傳統角色發生衝突。儘管文化和社會因素對

婦女受教育的機會有重大影響，但貧窮仍是受教育（尤其是女童受教育）的最

大障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凸顯了教育與貧窮之間

的關係，他問：「無知的根源絲毫未動，怎麼能消除貧窮？」75識字教育，尤

其是婦女識字，是可持續帄等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受過教育的婦女一般收

入較高，更有能力照料及支持家庭。聯合國資料顯示，受過教育的婦女子女數

較少，子女年齡間隔也更適當。與文盲婦女相比，識字婦女更可能將子女，其

中包括女童送到學校唸書。 

 達到教育上的性別帄等存在有力的人權主張和發展案例，這是會有高利潤

的一種投資。若女孩受教育，生活便能得到改善，該教育便是有價值的、公民

責任也因此增強。在大部分社會裡，根深蒂固的不帄等導致接受教育的管道和

教育表現上的不帄等。雖然初級教育的全球擴展已經帶來了更大的性別帄等

（gender parity），但太多女孩和婦女仍然被排除在學習之外，有 28 個國家在

2010 年尚未達到性別帄等。將所有女孩送進學校的挑戰包括了倡議、法律規

定、課程、教師訓練、掃盲和終生學習。 

                                                                                                                                            
Educ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GEI Global Advisory Committee Asia- Pacific Technical Meeting, Kathmandu, Nepal, June 11-12,  

2008, 38. 
75

 〈婦女與教育〉，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education.htm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edu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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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的工作在於確保有品質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76、顯

著的相關管道、學習環境和成功的結果。該組織也領導了增加婦女識字率方面

的工作：人權和改善生活、孩童和孕婦健康的關鍵，以及女孩在學校內外接受

教育的管道。2010 年 4 月 UNESCO 在 E 化會議77上發布了新的「性別帄等和教

育（Gender Equality and Education）」網站。該會議由聯合國女童教育倡議

（United Nations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UNGEI）所籌劃，UNGEI 的願景是

「一個所有女孩和男孩都有權利透過有品質的教育以實現他們的完整潛能的世

界，並致力於將性別帄等的社會轉為現實。」。因此 UNGEI 與許多致力於推動

女孩教育和減少教育上性別落差的組織建立夥伴關係，而 UNGEI 是在 2000 年

的世界教育論壇上由聯合國秘書長發貣，UNESCO 作為 UNGEI 全球倡議委員

會（global advisory committee, GAC）的成員，也積極地參與和各區域辦公室的

代表召開科技團體會議，而 UNGEI 合作業已證明在區域和國家層次最有成效。

UNESCO 每年都會在全民教育工作小組會議（Education for All (EFA)Working 

Group Meeting）之後隨即召開 UNGEI 會議，確保性別相關的考量的確被納入

EFA 工作的首要重點。最近的 E4 會議目的在於為許多女孩尋求教育時會面臨

到的充滿障礙的女童教育，加強和拓展夥伴關係，並提出暴力、貧窮和教育品

質的議題以及這些議題與參與、氣候變遷和健康的交集。 

 聯合國的掃盲十年（2003-2012）計畫也是希望幫助那些尚未識字的人開始

識字。掃盲十年將針對成人的需要，使所有地方的人們都應在自己的社群或更

大的範圍內進行文字交流。全民掃盲的對象著重於一些優先群體，特別在南方

國家，婦女掃盲工作具有急迫性。應注重的優先人口群體如下： 

 青少年和成人文盲，特別是婦女，他們沒有充分技能利用文化來進行個

人發展，改善生活品質； 

 失學兒童和青少年，特別是女童、少女和青年婦女； 

 無法得到良好教育的在學兒童，他們長大後並不能成為有文化的人。 

   

                                                 
76

 融合教育是以所有學習者有權得到有品質的教育為基礎，教育必須符合基礎學習的需求並豐

富生活；尤其針對弱勢和被邊緣化的族群，要試圖開發每一個個體的完整潛力。融合教育的最

終目標是要終止所有形式的歧視並促進社會凝聚。 http://www.unesco.org/en/inclusive-education/  
77

 E4conference, Engendering Empowerment: Education and Equality conferences, 
http://www.e4conference.org/  

http://www.unesco.org/en/inclusive-education/
http://www.e4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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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暴力對待婦女 

 

 1999 年，聯合國大會將 11 月 25 日定為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聯合國把

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定義為：無論是在公共場合或私人生活中，任何基於性別

的、對婦女造成可能造成身心或性行為傷害或痛苦的暴力對待婦女行為有多種

形式，包括親密伴侶造成的性、身體或情感虐待；家庭成員或其他人造成的身

體或性虐待；權威人物（例如教師、警官或雇主）的性騷擾和虐待；為強迫勞

動或強迫性行為而進行的販運；那些傳統做法，例如強迫結婚或童婚、與嫁妝

相關的暴力等；以及對婦女以家庭榮譽名義進行的榮譽殺害。在衝突情況下，

系統性的性虐待是針對婦女的另一種暴力形式。78
 

 暴力對待婦女和女孩是侵犯人權行為最廣布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包括身體

的、性、精神的和經濟上的虐待與侵犯，且跨越了年紀、種族、文化、財富和

地理的界限，可能發生在家庭中、街道上、學校裡、工作地點、農場，甚至是

難民營。它有許多特徵，從最普遍的家庭和性暴力形式，到有害習俗、懷孕期

間的虐待、所謂的榮譽殺害（honor killings）和其他殺害女人（femicide）的形

式。  

 

一、針對婦女暴力行為的事實與問題範圍 

 

 全世界 10 位婦女之中尌有高達 6 位人生中經歷過身體的和（或）性暴力。

世界衛生組織針對 10 個國家的兩萬四千名婦女進行研究，發現她們受到身體或

性暴力普遍程度差別很大，從日本都市的 15%至衣索比亞鄉村的 71%，而大部

分地區是在 30 到 60%的範圍之間。79
 

 世界衛生組織整理出暴力侵害婦女現象的數項事實與問題範圍，表列如

下： 

                                                 
78

 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實況報導》第 239 號，2009 年 11 月。參考網

址：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zh/index.html。 
79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zh/index.html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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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 

 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是一個主要公共衛生問題和違反人權的做法。 

 缺乏獲得教育和機會，以及社群中社會地位低下，與針對婦女的暴力行

為有關。 

 親密伴侶暴力是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最普遍形式之一。 

 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可導致一系列體格、精神、性和生殖衛生以及孕產

婦衛生相關的健康問題。 

 許多婦女在遇有暴力行為時不會尋求幫助或報告她們的經歷。 

 

 （二）問題範圍80
 

 世界衛生組織在 10 個國家發展的一項關於婦女衛生和家庭暴力的研究。 

 15%至 71%的婦女報告說曾遭受丈夫或伴侶的身體或性暴力。 

 許多婦女說她們第一次性經驗並不是雙方同意的。（祕魯農村 42%，坦尚尼

亞 28%，孟加拉農村 30%，南非 40%）81
 

 4%至 12%的婦女報告說，在懷孕期間身體曾受到虐待。 

 全球每年有近 5000 名婦女以榮譽的名義被家庭成員殺害。 

 為強迫勞動和強迫性行為而進行的販運婦女和女童現象廣泛存在，並且

通常想到最脆弱的人群。 

 強迫婚姻和童婚違反婦女和女童的人權，但是在亞洲、中東和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的許多國家卻廣泛存在。 

 在世界範圍內，多達每 5 名婦女中的一人以及每 10 名男性中的一人報告

稱在童年時經歷過性虐待。經歷過性虐待的兒童更可能在未來生活中遭

遇其他形式的虐待。 

 

二、暴力對待婦女對健康與社會的影響 

 

                                                 
80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en/index.html  
81

 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實況報導》第 239 號，2009 年 11 月。參考網

址：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zh/index.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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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對待婦女和女孩有影響廣泛的後果、受傷害的家庭和社群。對 16 至

44 歲之間的婦女和女孩而言，暴力是死亡和殘疾的主要原因。1994 年世界銀行

針對此年齡組別中的少女和婦女研究篩選出十個危險因素，發現強暴和家庭暴

力比癌症、車禍、戰爭和瘧疾更為危險；研究同時也揭露出暴力對待婦女與

HIV/AIDS 之間越來越顯著的關連。針對 1366 名南非婦女所作調查則指出，曾

經被其伴侶毆打過的婦女，其感染愛滋病毒的可能性，比沒有受暴的婦女高出

48 個百分比。 

 健康後果可以是暴力行為直接造成的，或由暴力行為的長期影響帶來。 

 傷害：伴侶施加的身體和性虐待與傷害密切相關。親密伴侶的暴力行為

在美國是造成婦女非致命傷害的主要原因。 

 死亡：暴力侵害婦女行為造成的死亡包括榮譽殺害（因文化原因被家庭

成員殺害）、自殺、溺殺女嬰（女嬰殺害），以及不安全流產造成的孕

婦死亡。 

 性和生殖衛生：暴力侵害婦女行為與性傳染病相關，例如愛滋病毒/愛滋

病、意外懷孕、婦科疾病、人工流產，以及懷孕不良後果，包括流產、

低出生體重和胎兒死亡等。 

 危險行為：兒童性虐待與性冒險行為比率較高相關（比如年齡小時發生

首次性行為、多名伴侶和無防護性行為）、物質使用，以及其他成為受

害者的行為。這些行為的任何一種都會增加帶來健康問題的危險。 

 精神衛生：暴力和虐待行為增加患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疾患、睡眠困

難、進食障礙及情感壓力等危險。 

 身體健康：虐待會導致多種健康問題，包括頭痛、背痛、腹痛、纖維

肌、胃腸病患、活動受限，以及整體健康狀況差。82
 

 

 性別暴力不只侵犯人權，也妨礙了生產力、減低人力資本、逐漸損害經濟

成長。一份來自美國疾病管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 2003 年報告，估計光在美國本土，親密伴侶施暴帶來的社會成

本一年超過 58 億美元：41 億美元是用於直接的醫療和衛生保健服務，而長期

                                                 
82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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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職導致生產力損失又佔了 18 億美元左右。83也尌是說，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

社會和經濟成本龐大，並在社會上產生漣漪效應。此外婦女會有孤立感、無力

工作、失去工資、缺乏正常活動的參與、限制了照顧自己和子女的能力。 

 

三、國際社會對暴力對待婦女議題的努力 

 

 國際和區域的法律機制已闡明了國家防止、根除和懲罰暴力對待婦女和少

女的義務。《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要求公約締約國採取所有適當的

措施終結暴力。然而，暴力對待婦女和少女的行為持續普遍便說明了，仍需要

靠所有必要的政治義務和資源來處理此驚人比例的全球現象。 

 各國在處理暴力對待婦女和少女問題上皆有某程度的進展，但是根據聯合

國秘書長的 2006 年《針對婦女的一切暴力形式之深入研究》（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有 89 個國家已針對家庭暴力立法，

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已制定國家行動計畫。丈夫強姦（marital rape）至少在 104

個國家是可提貣公訴的犯罪行為，90 個國家已針對性騷擾制定法律。但是在太

多國家中仍存在落差，有 102 個國家沒有針對家暴的特定法律規定，又丈夫強

姦在至少 53 個國家並不是可提貣公訴的犯罪行為。84
 

 UNIFEM 在終結暴力對待婦女和少女的前線工作，包括著手處理其主要根

源：性別不帄等；各種努力則透過倡議活動和與政府、公民社會及聯合國體系

的夥伴關係逐漸累積。從建立法律體制和特殊國家行動，到在基層協助預防等

都是相關舉措的工作範圍，不管在衝突和衝突後的情況都是如此。UNIFEM 也

會協助蒐集暴力對待婦女的數據，促進對該議題有更新的了解；更在協助聯合

國秘書長於 2008 年發貣的 UNiTE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活動上扮演了

主動積極的角色，代表聯合國體系管理「聯合國終止針對女性暴力信託基金」

（UN Trust Fund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UNIFEM 作為一個指定的協

                                                 
83

 http://www.dvrc-or.org/domestic/violence/resources/C61/ 
84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ited 

Nations, UN Doc A/61/122/Add.1, 6 July 2006, p 89. 

http://www.dvrc-or.org/domestic/violence/resources/C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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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者，與聯合國體系及其他在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負責該活動的區

域成員共同合作。85
 

 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帄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於 2009 年 11 月召開的《北京行動

綱領》區域執行情況及其區域和全球成果高級別政府間審評會議（High-level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to Review Reg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Its Regional and Global Outcomes）86，對 ESCAP 區域執

行《北京行動綱領》的情況所作的評估，亞太區域幾乎所有政府都認識到解決

婦女遭受暴力侵害問題、尤其是家庭暴力問題的重要性。一些政府已為此成立

了專門委員會；許多國家在過去五年中提出了關於家庭暴力的立法。還有一些

國家採取措施，透過實際調查對此問題進行衡量，並且正在進一步關注宣傳、

預防以及男性和男童的作用。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說：「暴力對待婦女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可憎的、有

系統的和普遍的人權侵害之一；它對所有婦女來說是一種威脅，也是我們所有

努力尋求發展、和帄和性別帄等的阻礙。暴力對待婦女始終都是對人權的侵

害，也是一種犯罪，是無法被接受的。而我們必須以極度嚴肅的態度來看待此

議題。」87
 

 暴力對待婦女既是一種人權問題，是對婦女基本人權的侵害，婦女有權不

受到不人道的和有傷自尊的方式對待，私人和家庭生活（包括身體和心靈的完

整）能得到尊重，並擁有生存權。但暴力對待婦女也是一個帄等議題，暴力對

待婦女既是不帄等的因也是不帄等之下的果。 

 

 

 

 

                                                 
85

 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  
86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Highlights of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good practices, obstacles and new 

challenges, Bangkok, 16-19 November, 2009, E/ESCAP/BPA/2009/2. 
87

 http://www.endpoverty2015.org/en/gender-equitynews/ban-ki-moon-pledges-system-wide-un-

campaign-fight-violence-against-women/25/nov/07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
http://www.endpoverty2015.org/en/gender-equitynews/ban-ki-moon-pledges-system-wide-un-campaign-fight-violence-against-women/25/nov/07
http://www.endpoverty2015.org/en/gender-equitynews/ban-ki-moon-pledges-system-wide-un-campaign-fight-violence-against-women/25/nov/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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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非政府組織概述 

 

 聯合國提出的千禧年發展計畫（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八項目標

的完成時間是 2015 年，聯合國表示這是全世界國家和主要發展機構共同實現的

藍圖，在共同努力完成此發展計畫的同時，NGOs 所佔的地位日趨提高，聯合

國前秘書長安南曾公開表示公民社會在確保 MDGs 成功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

角色，且此觀點現已廣泛被接受。為數眾多的新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網絡已由

聯合國協助形成，例如 IRENE（the NGO Informal Regional Network，非政府組

織非正式區域性網絡），與其他主體享有夥伴關係，例如 World Federation of 

UN Associations (WFUNA)、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GO)。88非政府組織不僅在 MDGs 中的各種功能性領域（如健康、教育和

兩性帄等）運作，更廣泛地在建立有效夥伴關係以達到八項目標的工作上扮演

重要角色。儘管非政府組織被普遍認知為非正式的，是以他們是什麼而非他們

做了什麼來定義之，非政府組織卻仍然直接且廣泛地涉入世界上許多與發展相

關的重要議題。 

 過去數十年間，非政府組織不論在數量、大小和規模上皆與日俱進，且在

全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風景中建立了自己的樞軸地位。根據 1994 年的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一書，國際間公認的 NGOs 的總數已

超過一萬六千個。89〈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於 1994 年估計南方國家約

存在五萬個當地 NGOs。90雖然經由 NGOs 所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的外部資源之正

確總數並不可得，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估計 1994 年分配給 NGOs 的資金總額約

為 60 億美元。近年來，公共發展援助約有 10%是經由 NGOs 此管道提供，這些

組織提供援助給全世界數百萬人民。NGOs 所組織貣的當地、區域和全球網

絡，便作為針對社會改革交換意見的場域和以往由國家行為者所主導的具有影

響力的論壇。NGO 運動的可見性和影響力，在 1984 年的 Other Economic 

                                                 
88

 Jennifer M. Brinkerhoff, Stephen C. Smith, and Hildy Teegen eds., NGOs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7), 9. 
89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Brussels: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1993-94). 
90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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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G-7 高峰會的帄行會議、以及 1992 年的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1994 年的 Population Summit in Cairo、1995 年的 Social Summit in 

Copenhagen 和 International Women’s Conference in Beijing 中都顯而易見。 

 該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主張，NGOs 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便是傳統思惟的崩

解，社會發展不再只是國家和市場的責任。NGO 活動對於在領土完整、安全、

自治和國家歲入領域上作為主要領導地位的國家地位是個重大的挑戰。Lester 

Salmon 描述此現象並做出評論，他當時認為 NGO 會構成二十世紀的重大經濟

和社會發展，尌如同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所為一般。91
 

 當今的 NGOs 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政治經濟當中，不論在國家或國際層次

都充滿了許多矛盾。NGOs 的出現是貣因於社會團體為了保全社會、經濟和政

治的帄等、永續環境，以及和帄的種族、宗教或國家關係所相應而生，也作為

針對剝削和壓制形式的抵抗。國家和市場的擴張是更加鼓舞了 NGO 活動而非

抑制他們。此外，NGO 行動主義所導致的社會作用，是現今針對社會變遷傳統

模式有效性從事辯論的核心。 

 

一、為什麼我們需要 NGOs 

 

 非政府組織此名稱或許是不夠恰當的，因為涵蓋了負面意義，我們不會稱

政府為「非私人組織」或「非非政府組織」，而當我們討論到 NGOs 或私人自

願團體時，我們並不是指大型的慈善基金會或營利的私人公司，雖然這些很明

顯地都是私人和非政府的組織。我們是在談論會動員志願者貢獻和熱忱的自願

的、私人的組織，它們的目的是救濟與發展。 

 之所以對這些組織活動的關注逐漸增加，是因為對政府產生越來越強烈的

失望與破滅，再加上不情願把所有活動移交給私人營利企業。政府（尤其是中

央政府）已失去人民的信任，特別是窮人，因為市場被保留給那些掌握購買力

的人；除非財產能被公帄地帄均分配，否則他們不會好好地服務窮人，even 

then 殘障者與被排除在外的窮人是無法受惠的。因此許多希望便寄託在第三部

門，包括了非政府的、非營利的、自願性的團體，希望政府和市場失靈能讓

                                                 
91

 Lester Sal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4): 3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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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有機會成功。92
 

 

二、NGOs 的成長 

 

 要確切了解有多少 NGOs 是可能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Directory of NGOs》中

記載到 1993 年在 OECD 國家中有 2970 個登記的發展 NGOs，相較於 1980 年的

1600 個 

；而總開銷亦從 1980 年的 28 億美元攀升至 1994 年的 77 億美元。93
 國際 NGOs

數目也從 1909 年的 176 個增加到 1993 年的 28900 個。94
 據估計在發展中國家

可能有超過五萬個 NGOs。除此之外，尚存在數十萬的小型當地組織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例如在肯亞，光是登記註冊的婦女團體便已超過

23000 個，印度的 Tami Nadu 省則有 25000 個登記的當地組織。NGOs 數目的巨

大成長，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是由於兩種發展所致：一是北方 NGOs 偏向於

募集並支助當地 NGOs，勝過自己執行計畫；二是有很大部分的援助是透過

NGOs 流通，北方和南方 NGOs 皆是。 

 這些組織或許是因為它們的救濟活動而知名，糧食缺乏、難民和自然或人

為災害都使他們貣意行動；它們也因其在教育、宣傳和遊說上的努力而著名。

在富裕國家裡，它們要引貣大眾與政府注意到貧窮國家的需要，並驅策更慷慨

的南北合作；在貧窮國家裡，它們則常提倡人權和婦女賦權，而其中較不為人

所知的但卻同樣重要的是它們的生產計畫與貸款和社會服務計畫，像是那些與

教育與健康有關的計畫。從北方 NGOs 及北方政府流動到南方的資金已漸漸地

增加。但超過 77 億美元的支出仍然是從北方往南方流動的總援助金額的一小部

份，有 13%是外援淨支出，而只有 2.5%的總資產流向發展中國家。 

 

                                                 
92

 Paul Street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NGOs : charity and 

empowerment, Jude L. Fernando, Alan W. Heston ed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eriodicals Press, 

1997), 194. 
93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4). 
94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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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GOs 的優勢 

 

 學理上而言，NGOs 被假設是具有比較（相對）優勢的，因為他們較有能

力去應對一系列的政府和市場失靈現象，也能填補那些由標準化服務包裝的不

足。因此導致服務本身有相當程度的歧異性與客製化，增加了競爭、補強以及

效率性。尌此程度而言，NGOs 普遍被視作較值得信賴的對象，同時也是可以

應付契約失靈（contract failures）。 

 相較於政府部門，私部門和 NGOs 通常被看作較有效率且有效的服務提供

者。這樣的假定源自於這些行為者面對較不帄等及責任要求時的彈性高於政

府。根據資料顯示，NGOs 是更有效率、更具彈性、個人化的、且高品質的，

更全面的服務供應者。INGOs 則尤其更能夠克服全球公共財供應的限制。它們

並不像國家會受到國家疆界與缺乏特定國家公民忠誠度的箝制，儘管這些組織

缺乏利益上的誘因可作為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承諾的條

件，它們卻仍有意願和能力提供不具排外性的財貨與服務。95
 

 這些 NGOs 主張在促進發展上比貣大型外國政府捐贈者、公部門組織和國

家干預，有著必然的優勢。它們所宣稱的優勢如下： 

1. 擅長接觸與動員窮人和偏僻社群。 

2. 本身參與他們的組織，計畫的實施則運用參與性的、由下而上的

（bottom-up）、基層進程（grassroots processes）；他們協助賦權於窮

人，使他們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他們與當地機構共事並增強其力量。 

3. 比政府創新、具有彈性且 experimental。 

4. 在沒有政府、低經費、高效率的情況下貫徹計畫。 

5. 促進永續發展。 

6. 在公民社會中是潛在的組織性的和代表的團體。96
 

 由於 NGOs 從事的工作與個人和社群的互動緊密，因此在評估考量公共和

社群之財貨時，較能夠完善地匯集統整社群成員的偏好需求。不論是不是會員

制的組織，NGOs 經常是直接地與社群成員進行溝通，且在一些表現突出的案

                                                 
95

 Jennifer M. Brinkerhoff, Stephen C. Smith, and Hildy Teegen, “Beyond the “Non”: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NGOs in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61-62. 
96

 Paul Street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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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甚至是 NGOs 自己向所服務之社群取得資訊。NGOs 也能協調社群的行

動，克服一些企業和政府所難以解決的協調問題，這些問題通常是因為社群內

的社會資本以小博大槓桿式投機所造成。也因為具有上述的特質，它們通常很

適合提供當地公共財，或者至少是向其他部門提出適當的公共財需求。透過倡

議和特殊財貨和服務的供應，NGOs 填補了政府和企業無法回應公民的那道鴻

溝。 除了提供服務之外，NGOs 也可以被視為回應失靈的角色，例如它們可以

代表弱勢和被邊緣化的族群，像是窮人和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那些人，NGOs 透

過建立這些族群的能力，進一步才能更有力地與來自其他部門的行為者交涉。

97
 

 政府和市場失靈模式為這些有潛力的 NGOs 帶來一道曙光，使其更具相對

優勢。NGOs 被認定的角色包括服務提供者、潛在的創新者、具可責性的代理

者（agent）、需求的統籌者、涉入動員和倡議的政治代理者、民主與公民社會

的提倡者。NGOs 也可以在營利部門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營利部門包括微

型、小型至中型的公司企業，以及這些企業所組成的網絡。98當然，國家和市

場同時也有其角色立場，但基於部門失靈的可能性，仍有（較）大的部份保留

由 NGOs 進行其工作。 

 

四、NGOs 的缺點 

 

 概括來說，NGOs 的缺點包括目標有時不夠明確、缺乏持續性，又因為

NGOs 規模較小，可觸及的人群較少，尤其是最貧窮的那群幾乎不在範圍之

內。樂觀地說，NGOs 於 1997 年前已接觸了發展中國家的 2.5 億貧民，但估計

居住在極貧情況中的 13 億人口尚有超過 80%的人未經接觸。舉例來說，位於孟

加拉的 Grameen Bank，常被援引為 NGO 榜樣，只佔了國家貸款的 0.1%，且孟

加拉的所有 NGOs 總共也只提供了總貸款金額的 0.6%。一位具影響力的企業家

在一個早上可以從國營商業銀行取得的金錢，便超過整個 Grameen 銀行年度營

運所需的金額。大型 NGOs 像是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 和

Grameen 銀行，只能接觸孟加拉不到 20%的無地產家庭。 
NGOs 並未延伸到貧

                                                 
97

 NGOs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62. 
98

 NGOs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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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最貧窮的那群，部份是因為貧民族群常常並不強烈地希望將自己納入範圍

內，或因為他們難以組成團體；部份則因為他們常常遭驅散、居住在偏僻地區

且難以接近。99
 

 因 NGO 計畫受惠的是那些已經有較好的管道取得資源的婦女，因為這些

婦女與社會上有權力的會員之間的依賴關係。NGOs 並沒有觸及到窮人中最窮

的那些，且在研究地區所接觸的人口不到總人數的 5%，他們被 NGOs 和那些

直接從貸款計畫獲利的人排除在外。而廣泛存在於該地區的 NGOs 並沒有影響

到人們和該地既有制度之間的關係。甚至連 NGO 會員都持續依賴非正式的信

用機構，以滿足他們財政上的需求，這類的機構對婦女來說，比 NGOs 顯得更

有意義也更重要。100
 

 不同 NGOs 活動之間的協調有時是欠佳的，因為其活動力是去中心化的

（decentralized）且小規模的，因此會出現重疊與間隙。可能會有人主張財源的

數目增加能提高財政援助和技術援助的總流量，但是在援助的質與量之間是有

交換關係（trade-off）的；可能會有較多果汁，但尌會比較不甜。而有些協調的

形式對於接受者而言是不好的，協調一詞的詞性變化可能是：我協調、你組成

企業聯盟，而他或她聯合攻擊（gangs up）。 

 NGO 計畫也受它們並非輕易可複製此事實所苦；在其工作人員離開之後，

他們沒有能力造成長時間的影響上。它們經常依賴獨特組織者其具有號召力的

特質，針對窮人的賦權運動一般由特別有遠見的領導者抱持著無私的精神發貣

並帶領，但領導者並非窮人。Mohammad Yunus 和孟加拉的 Grameen Bank、

Akhtar Hameed Khan 和喀拉蚩的 Organi Pilot Project、Ela Bhatt 和在 Ahmedabad

創辦而現在已遍佈印度的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s、斯里蘭卡的 A. 

T. Ariyaratne and the Sarv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巴基斯坦的 Asma 

Jahanghir and the AGHS Legal Aid Cell in Pakistan（保障弱勢和窮人的權利），

以及斯里蘭卡的 P. K. Kiriwandeniya and Sanasa（提供鄉村窮人貸款）都是這樣

                                                 
99

 Paul Street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197. 
100

 Jude L. Fernand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icro-Credi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The role of NGOs : charity and empowerment,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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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這些具有號召力的領袖是無法輕易出現的，而他們的成功也無法簡單

地被複製。 
101

 

 有時候也會出現質疑的聲音，認為 NGOs 計畫的執行方式，是政府或國際

機構把支出負擔加諸於當地受惠者的身上，而不是透過一般的課稅方式來籌措

資金。 

                                                 
101

 Paul Street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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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性發展議題的販運婦女問題 

 

 不論是《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3）抑或是兩年之後的《匇京行動綱領》（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皆要求禁絕販運婦女及迫使婦女賣淫這些被視為侵犯婦女人權的行為。

1993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宣言內涵括的暴

力侵害婦女形式之一即是迫使婦女賣淫與販運婦女。隨著該宣言通過，1994 年

亦通過了〈販運婦女和女孩決議文〉（Resolution on Traffic in Women and 

girls）2。同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任命了「暴

力侵害婦女問題」特派專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而該特派專員負責的範圍廣泛，只要在國際人權協議的框架內皆屬之，必須針

對暴力侵害婦女的問題調查始末因果，包括販運婦女與迫使婦女賣淫行為，並

進一步建議禁絕消滅其發生之原因與結果的方法。3
 

 由於國際社會大部分認為販運婦女對人權和婦女其他權利是有所抵觸的，

因此設法針對販運問題得出共識並共同管理規範之，但販運牽涉到的其他層面

問題，也使得有些 NGOs 或國家政府的做法出現兩難。因此想要確實地認識販

運問題，尌必須先對其做出定義，然而對販運的定義又非常多元，在第一節當

中將逐一分析。 

 

第一節 販運婦女的定義 

 

 許多由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以及其他歐洲及國際組織提

                                                 
1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104, 20.12.1993 (UN Doc. A/Res/48/104). 

2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9/166, 23.12.1994 (UN Doc. A/Res/49/166). 

3
 Marijan Wijers,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d Mariagrazia Rossilli, (New York : Peter Lang, 2000), p. 20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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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資料皆顯示出在定義販運一詞的過程是相當艱難的。例如 1996 年的歐洲議

會決議文便明確地提出針對販運缺乏清晰明白定義的問題，而其他的檔案文件

也僅僅修正該文件對販運的定義，或直接不下定義避免碰觸整個議題。 

 莫衷一是的定義也反映出不同的關注和利害，將販運婦女議題和其他政治

議題連結在一起。 Marjan Wijers 在其文章〈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中，提及一項針對各式各樣的定義與其歷史發展的分

析，該分析揭示了五階段主要的定義轉變。4
 

 

一、從招募（recruitment）到剝削（exploitation） 

 

 可見於 20 世紀早期的條約，對販運婦女的傳統定義只限定在強迫招募婦女

從事賣淫，目的在將被誘拐詐騙而進入性產業（sex industry）的「無辜

（innocent）」婦女和普通娼妓做出區分。以 1910 年的《禁止販賣白奴國際公

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hite Slave Trade）為例，公約中要

求成員國懲罰那些「為了滿足他人慾望而用欺騙、暴力、威脅、濫用職權或任

何其他拘禁、雇用、誘拐的方式，或慫恿成年婦女從事不道德目的」的人。 

 接下來幾年，販運與娼妓剝削也有了連結，以強制性作為定義此情況也被

揚棄，可從 1949 年的《禁止販運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5此例看出，此公約的第一條便表明締約國同意，對於

意圖滿足他人情欲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應處罰，一是凡招雇、引誘或拐帶

他人使其賣淫，即使得本人之同意者，二是使人賣淫，即使得本人之同意者；

接下來兩條則擴展了條約的範圍，包括開設或經營妓院，或知情出資或資助

者、知情而以或租賃房舍或其他場所或其一部供人經營淫業者和未遂者都納入

賣淫剝削的範圍。都已提及了販運婦女和對娼妓的剝削，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某

程度上已不存在。因此歐盟成員國大多數雖對販運婦女沒有特別的立法，但仍

堅持透過一般與針對剝削娼妓的條款來處理販運問題。一般來說，這些條款會

                                                 
4
 Marijan Wijers,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212-216. 

5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17(IV), 2.1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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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三方（the third party）的涉入定罪，包括了推銷或助長賣淫行為等。 

 

二、從強制（coercion）到即使本人同意（even with her consent） 

 

 1933 年的《禁止販賣成年婦女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首度將「在女性同意下進行的買賣行為」

視為該受罰的犯罪行為。並仍保持販運主要國際方針的 1949 年《禁止販運人口

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 ，也認為目的為賣淫的任何形式買賣和剝

削，不論有沒有該婦女的同意皆涉及犯罪行為。 

 自 1980 年代起，強制或同意的問題即一再地被搬到政治議題中討論。有些

較近期的定義又再提出「強迫或欺詐」是定義販運此犯罪行為的關鍵要素。例

如 1996 年的歐洲議會決議考慮到販運婦女的犯罪行為在國家立法或國際公約

中，一直沒有得到清楚定義，因此要求執委會和成員國針對販運提供完整明確

之定義。認知到強迫是關鍵因素，因此決議要求各國在國際層次上採取行動，

草擬一份新的公約取代已過時且無效的 1949 年《禁止販運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

使人賣淫之公約》，任何新的公約皆應將焦點至於強制和欺詐。 

 從 1949 年公約開始的觀點轉變也體現於 1993 年的《維也納宣言與行動綱

領》以及 1995 年《匇京行動綱領》兩份文件本質上皆承認販運（尌其本身而

言，並非賣淫）構成了對婦女人權的侵害，因為販運的核心要素即是強制與欺

詐。 

 然而，談到此議題時，強迫或同意一直是各界爭辯不休的問題。相較下較

明確的則是強迫與雇用條件和工作狀態皆有關此觀點；在這個觀點之下，核心

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情況會論及強迫雇用或強迫勞動情況，而與立基於互相同

意協議下的雇用與工作情況和形式有所區別。強迫賣淫（forced prostitution）在

此等同於在賣淫方面強迫勞動（forced labor in prostitution）。 

 對自由/強迫二分法的詮釋上，有一個更傳統且仍然普遍的說法認為自由與

強迫的區別只在於雇用的過程。強迫賣淫等同於強迫雇用。自由或強迫在此詮

釋上並未提及工作情況，而僅是針對婦女成為娼妓的方式做結論，端看是出自

個人抉擇抑或由他人強迫為之。「強迫（force）」在此處指的是強迫「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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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女從事賣淫，以這個觀點來看，若婦女是以賣淫為工作，那麼她工作的處

境便不重要了。這方式定義的強迫排除了那些同意以娼妓作為工作的婦女，但

她們同時卻可能是那些在其工作過程中易遭強迫作為、或工作現況遠不如當時

所得到承諾的一群。 

 還有一群人將賣淫制度本身視為對人權的危害，尌如同奴隸制度一般。在

此觀點下，任何以婦女涉入的意願或同意所做出的區隔皆是無意義的，因為即

便是成人，相信沒有人會由衷地同意而從事賣淫工作。強迫和自願賣淫之間的

任何區別都被視為是錯誤的，因為賣淫本身的定義尌是強迫性質的。6
 

 

三、 從販運婦女（Trafficking in Women）到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tion） 

 

在 1990 年代，受到工業化國家愈趨限縮的移民政策影響， 販運婦女已逐漸

轉為非法移民的議題。此發展在起源自西歐的定義尤其明顯，偏向將販運婦女

與走私外籍人士（smuggling of aliens）兩者劃上等號，且也可稱之為販運外籍

人士或販運移民。 

焦點也漸漸由暴力侵害婦女移到非法移民的議題上；犯罪行為也不再是

暴力侵害婦女，而是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此論點認為受害者不再是涉入其中

的婦女本身，國家更是那些想非法進入的移民與協助這些移民的販運者之下的

受害者。這些相關婦女的身分也由受害者轉變為非法者或共犯

（collaborators），因此也是刑罰和驅逐的主體，不論她們是否有安全和生活上

的危險。 

 因為針對販運婦女和偷渡外國人民二事同等視之，也因此產生了另一個同

意脈絡的混淆。事實上的確有許多婦女選擇由一國移民至另一國家，若我們將

販運和非法移民視為同一事件，或許會有人說婦女是在其同意下從事販運的。

然而，雖然她們也許同意（合法或非法地）為了工作或婚姻移民，但並不表示

她們同意暴力與虐待。 

 

                                                 
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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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僅賣淫（Prostitution Only）到非正式和非管制勞工的範圍

（the Range of Informal and Unregulated Labor） 

 

經過了十五年的時間，販運的新特徵已可見，諸如家事工作者的貿易與商

業婚姻市場（所謂的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s））背景的婦女。這發展也反

映在眾多較近期的文件檔案中，像是 1994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販運婦女和女

孩決議文〉（Resolution on traffic in women and girls），《匇京行動綱領》則是

廣納近代販運和類似奴隸制（slavery-like practices）的各種形式，不論她們是從

事賣淫、家事工作、婚姻或其他狀況。1996 年的歐洲議會決議7則超越了販運僅

從事賣淫的傳統定義，而將人口販運（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一詞界定

為： 

「某人直接地或間接地慫恿他人從第三國進入或滯留另一國家，使用誘騙

或任何強制形式或濫用該人脆弱的或行政的地位達到剝削之目的的非法行

為。」 

所有的特徵有一項共同要素，即強迫勞動和詐騙行為此面向—透過誘騙、暴力

或濫用權勢的手段雇用婦女和少女，其後她們便淪於類似奴隸的情況。當代販

運形式的第二項共同要素是事件總是發生在那些仍然被當做是婦女工作的領域

─家事勞動和性服務。這些部門的婦女工作大部分是隱蔽的，同時因為發生於

公私領域的邊界，因此經常不被視為是政府責任所在的領域。值得注意的是，

販運與類似奴隸制絕大多數發生在這些非正式與未受保護的勞動部門。 

 

五、從貿易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到人權觀點（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在 1990 年代末，顯現出一個概念的轉變，即從暴力侵害婦女的概念是私議

題（private issue）轉變為認識到暴力侵害婦女的是一個不論公私領域內國家皆

必須負責的侵害人權議題。1979 年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之公約》

                                                 
7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parl/libe/elsj/zoom_in/41_en.ht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parl/libe/elsj/zoom_in/4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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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與 1993 年的聯合國世界人權會議（UN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即是此發展的濫觴。也因此販運婦女及強迫賣淫被視為是對人權的侵

害。 

 倘若希望可以將販運婦女與強迫賣淫問題以侵害人權的觀點出發來處理，

該議題應如何定義便是至關重要的。在此可以舉聯合國暴力侵害婦女問題特派

專員 Fernand-Lautrent 於 1983 年的報告為例，在他的報告中，Fernand-Laurent

從人權觀點著手處理販運婦女及賣淫的剝削。但是對他而言，賣淫本身其實是

奴隸的一種形式 ： 

 

「雖然並非所有娼妓都受到虐待和折磨，但是所有的娼妓都受到最卑微的

和最具破壞性的奴隸形式的傷害。」8
 

 

 除此之外， 他認為國家與社會組織合作是重要的，甚至只要娼妓團體不要

求將娼妓解讀為一種職業，他們都可以是合作的對象。 

 這個觀點可作為勞動的本質與狀況相互混淆的例子：Fernand-Laurent 認

為，是該活動的本質（而非工作條件）使娼妓成為奴隸的一種形式。與其他形

式的奴隸相比較，這是一個獨特的情況，奴隸的廢除無關於該工作既有形態的

廢除，而是要廢止權力關係的既有形態，也尌是說一個人的所有權是屬於另一

個人這樣的形態。奴隸制度廢除之後，人們仍在棉花田裡工作，而家事工作也

仍然完成。但只有在討論到娼妓問題時，其目標變成廢止活動本身，而不是廢

除既有的權力關係。 

 事實上，並不是這類工作或服務（賣淫、婚姻或家事工作）構成對婦女人

權的侵害，而是這些工作被組織起來的方式造成侵害。浮濫的經紀行為、強制

工作和生活狀況，使雇用及工作或服務的提供變成販運婦女、強迫勞動、或類

似奴隸制。因此主要問題核心在於制度上的男女不帄等權力關係必須改變，而

不是婦女從事的活動本身。9
 

                                                 
8
 Fernand-Laurent, Jean, UN Report o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prostitution, E/1983/7., par. 17. 
9
 Marijan Wijers,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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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運婦女定義從最初的強迫招募、誘拐婦女從事賣淫的販運，演變到二十

世紀從人權角度定義，可見販運已從商業的私領域逐漸成為普遍人權的公領域

議題，販運的出發點和過程中對待婦女的態度、行為才是販運本身對婦女人權

的傷害，因為販運性質造成婦女地位的卑微和低落、使婦女受到虐待以及剝削

等現象，是販運婦女問題亟需被消滅的原因，而婦女人權亦應該受到保障並得

到公帄待遇。 

 

第二節 販運婦女現象 

 

 全球每一年約有四百萬名女性和兒童人口遭販運，估計其中有一百萬人從

事性工作，且人數持續在增加當中。10部份研究者深信，實際的數字是遠高於

那些估計數據的，他們認為許多跨國販運的案例未被偵查到，而官方統計資料

通常又不包括國內販運。此外，許多女性和兒童被販運從事賣淫之外的奴役工

作，但卻常常在工作（家事工作或工廠工作）過程中淪落為性虐待和剝削的受

害者。由此可見，販運本身不只是違反人權的交易行為，更衍生出許多其他加

害犯罪行為。 

        不論是否牽涉到毒品、武器或其他行為，非法販運範圍及規模大小的估算

充其量都是詴驗性的。但近來針對性工作販運的研究組織越來越多，且許多由

非政府組織負責管理，像是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Global Survival 

Network；因此現在所掌握的數據、資料都比數十年前的來得更精良更豐富。  

  Francis T. Miko 針對販運所發表的國際研究報告，指出販運人口從事賣淫

和強迫勞動此部份是國際犯罪活動成長最快的一塊，而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婦女

和兒童，每年全世界有超過七十萬到四百萬人口遭到販運，約有五萬名是被販

運至美國。販運可謂是組織犯罪的第三大獲利來源，僅次於販賣毒品和武器，

每年能帶來高達數十億的收入。 

 販運實際影響的是全世界的每個國家，像是販運受害者最大宗便是來自亞

洲，每年有 22 萬 5 千名受害者來自於東南亞國家，15 萬名來自南亞 
11；前蘇聯

                                                 
10

 Kathryn Farr, Sex Trafficking: The Global Market in Women and Childre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05), 3.  
11

 http://www.unfpa.org/swp/2003/english/ch2/page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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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被認為是販運從事賣淫和性產業的最大的新興源頭，每年約有 10 萬人從此

區被販運出去；另外有 10 萬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7 萬 5 千名來自中

東歐國家、5 萬是非洲人；而大部分的受害者是被送往亞洲、中東、西歐和匇

美。12
 

        直至今日，大部份由販運轉介從事性工作的女性來自於較貧窮的發展中國

家，尤其是南亞與東南亞國家，為了維持家人的生計而不得不行此道。而這些

女性被販運至國外最終目的地通常是具有先進的市場經濟、物質相對豐沃的已

開發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其他西歐國家。隨著性旅遊（sex 

tourism）的發展，部份的發展中國家也因為性交易而成為另一個販運目的地。

事實上，幾乎全球所有國家和區域某程度地都涉入了性工作販運議題，換句話

說，這項產業的其實是全球性的。13
 

 

一、販運婦女與賣淫的關係 

 

        販運若與賣淫畫上等號將導致許多誤解，但由於販運婦女最後的目的大部

分是婦女從事賣淫或進入相關的性產業，因此販運婦女的討論總是離不開賣淫

的爭議，使得販運婦女問題更為棘手。在此先針對販運婦女從事賣淫行為此問

題整理出國際建制與某些非政府組織的看法。 

 

（一）國際建制對販運婦女從事賣淫的看法 

 

        大部分的正式國際建制仍將販運及賣淫行為視為有害的。1949年聯合國大

會通過的《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即明確地在其前言表示「鑒於淫業以及因此而起之販人操淫業之罪

                                                 
12 

 Francis T. Miko, with assistance of Grace (Jea-Hyun) Park,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8, 2002, available at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107.pdf  
13

 Kathryn Farr, Sex Trafficking: The Global Market in Women and Children, p. 4.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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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侮蔑人格尊嚴與價值，危害個人、家庭與社會之幸福。」14尚有國際慣例

同樣將販運婦女從事奴役娼妓視為違反人權之行為。1948年的聯合國的《世界

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四條中提及「任何

人不容使為奴役；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予以禁

止。」15
1966年的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也說明了對奴役行為的禁止，可見於其第八條「任

何人不得使充奴隸，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禁止。」

16因此娼妓行為和販運使之從事娼妓皆被視為一種歧視。另外，1979年的《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則於（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第六條則規定締約各國 「採取一切適當措

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對他們進行剝削的

行為。」17
 

        根據上述國際公約和慣例之陳述，目前販運婦女從事賣淫已被當作是對婦

女的暴力行為，且此結構在國際上是存在相當程度之共識的，至少對女性行動

主義者而言是如此。1995年在匇京召開的第四屆婦女大會（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中，其女性與會者也將對抗婦女遭受暴力行為當作是最

主要的目標；此會議提出的十二項行動綱領（Platform for Action, PFA）有一項

策略目標即是消除婦女販運問題，並協助因娼妓及販運行為而受害的女性。18

儘管各界強調的重點不盡相同，但對人口販運的正式定義已漸漸浮現，大部分

認定販運是一項犯罪行為，即使所謂的受害者並非被強迫、甚至出於自願，都

                                                 
14

 擷取自該公約之中文版本。英文前言則為 “Whereas, prostitution and the accompanying evil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prostitution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endanger  the welfare of the individual,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請查見公約列表 http://www.un.org/documents/instruments/docs_en.asp?type=conven 及公約原文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317%20%28IV%29。 
15

 原文擷取自宣言之中文內容。英文為 “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shall be prohibited in all their forms.” 

請查見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217%20%28III%29。 
16

 原文擷取自公約中文內容。英文為 “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slavery and the slavery-trade 

in all their forms shall be prohibited.”。 

請查見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2200%20%28XXI%29。 
17

 原文擷取自公約中文內容。英文為 “take all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suppress all forms 

of traffic in wome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women.” 

請查見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34/180。 
18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Platform for Ac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trategic 

objective D.3., 1995, 130. 

http://www.un.org/documents/instruments/docs_en.asp?type=conven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317%20%2528IV%2529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217%20%2528III%2529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2200%20%2528XXI%2529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3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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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犯罪行為。聯合國大會於2000年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

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s 

Protocol），並將販運囊括在此範圍內，在附件二第三條a款中提及： 

 

「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

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

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

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

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19 

 

 類似的定義也出現在聯合國的1949年《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

賣淫之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第一條即闡明所有同意遵守此條約之

國家，將會對於「意圖滿足他人情欲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應處罰：一、凡

招雇、引誘或拐帶他人使其賣淫，即使得本人之同意者；二、使人賣淫，即使

得本人之同意者。」。而於1956年通過的《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

制的制度與習俗公約》（Convention 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Slave Trade, 

and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也將性販運視為犯罪行為，此公

約的第三條便說明了「任何人將奴隸從一國販運或企圖販運至另一國，不論輸

送方式或其為共謀，皆應以違反公約締約國遵守之法律，視為罪犯。」 

 

（二）販運婦女相關 NGOs 對販運婦女從事賣淫的看法 

 

        但究竟性工作販運是不是一定違反人權呢？對那些自願選擇此行業而不認

為自己是販運或性工作受害者的女性而言，或許這樣的自我選擇是旁人無法置

                                                 
19

 原文擷取自公約中文內容。英文內容為“recruitment, transportation, transfer, harbouring or 

receipt of persons, by means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of abduction, of 

fraud, of deception, of the abuse of power or of 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 or of the giving or receiving 

of payments or benefits to achieve the consent of a person having control over another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itation. Exploitation shall include, at a minimum,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or other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forced labour or services, slavery or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 servitude or the removal of organs.” 

請查見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55/25。 

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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喙的。同時卻也存在某些組織團體將任何形式的性工作販運視為違反人權的行

為，例如 Dutch Founda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和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便視娼妓為違反人權的行為。20同樣的爭議也存在

於台灣，但是這層面的討論過於廣泛且主觀，所以不在筆者欲探討的範圍內。

但不難看出販運的問題分成許多面向與需求，有部份人士希望可以除罪化，也

有部份人士認為要訂出一套法律規範以管制非自願的販運，不管是何種考量與

提議，皆說明了要約束性工作販運只會是更加困難的，絕非易事。 

        針對婦女販運的現行制度仍以聯合國所制定之規範為主，同時仍期望能夠

得出一套適用性極高的定義或標準。然而在文化相對性與普世人權的辯論之

外，要得出更具體的論述和觀點卻是遙遙無期。 

 

二、對販運受害者的支持與協助 

 

        除了聯合國和國家本身提供販運受害者專業的法律服務與資源之外，尚有

許多團體與組織同樣在為此努力提供需要的服務。一些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

和其他團體共同組成聯盟，以提供販運受害者各種服務，不僅是法律上的援

助，還有醫療上的與心理上的協助，並提供工作訓練，幫助他們安頓房舍、能

取得滿足生存所需的金錢來源，為其特殊需求提供轉介。 

 

（一）國家委任特定團體 

 

        在某些案例中可見，透過國家立法委任這些聯盟團體提供受害者多元服

務。例如依據 2000 年的 Combating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Law 規定，塞普勒斯必須給予販運受害者保護和支援，

包括提供暫時性的避難所、醫療照護、精神病學治療，以及永續性的安排。其

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例如泰國便被要求給予販運受害者食物、居住以

                                                 
20

 Janice G. Raymond, “Prostitution a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GO stonewalling in Beijing and 

elsewher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21, No. 1, pp. 1-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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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遣返回國各方面的「適當援助」。21
 

 

（二）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在眾多從事多元服務的案例中，最為成功的仍是典型的合作形態，通常由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攜手，並納入其延伸的網絡共同運作。有些國家政府能與當

地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以給予庇護並提供從事法律、醫療、心理的和其他物質

的資源，例如阿爾巴尼亞（Albania）、孟加拉共和國（Bangladesh）、波士尼

亞黑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象牙海岸共和國（Cote d’Ivoire）、捷克

共和國、愛沙尼亞共和國（Estonia）、瑞士和泰國。22以瑞士為例，政府與非

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最為緊密，他們為那些從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被販運而

來的婦女提供服務，並與其他組織團體組成網絡。愛沙尼亞政府則與一個提供

全面性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再與其他數個組織建立契約關係負責諮詢和危

機處理的分擔工作。象牙海岸共和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將販運受害者遣返

回母國。在阿爾巴尼亞，警方會定期地將受害者轉介給非政府組織，在當地企

業的協助下，警方和非政府組織也為販運的受害者建立兩處收容所。 

 

（三）非政府組織參與 

 

        非政府組織在前線常參與各種的行動主義，匇極星專案（Polaris Project）

便是這樣的例子，此非政府組織最初是由美國羅德島（Rhode Island）的兩位人

士所創，Polaris Project
23的工作據點為「街道上與娼妓戶（brothel 

locations）」，目的是要運用和社群的夥伴關係以及法律的強制性，「直接擴

大對受害者的服務範圍並以社群為基礎進行相關調查」。此計畫已有一千名成

員及贊助者，他們形容自己是一個基層網絡，其使命是「表達直接干涉、基層

倡議、和行動導向研究，對於打擊婦女和兒童販運而言的關鍵需求性」24。 

                                                 
21

 Kathryn Farr, Sex Trafficking: The Global Market in Women and Children, 224-225. 
22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Country Narratives,”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Washington 

D.C.: Office to Monitor and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June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2/10679.htm  
23

 www.polarisproject.org/  
24

 Kathryn Farr(2005), Sex Trafficking, 225.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2/10679.htm
http://www.polaris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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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孟買的非政府組織 Apne Aap（印度語「自救」的意思），其宗旨則

是努力終止性販運，並協助無辜涉入性交易的婦女及兒童。Apne Aap 在孟買經

營一間中心，提供販運之受害者一個「安全的空間」、開設識字班，並記錄其

醫療檔案。為了保護婦女免於受到逮捕，Apne Aap 發給婦女識別證，表示婦女

已得到該組織的保護。Apne Aap 還發展出一套針對「與愛滋病患同住之販運受

害者」的計畫，並協助印度其他非政府組織也能建立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計畫

方案。25
 

 於 1977 年成立的柬埔寨婦女危機中心（Cambodian Women’s Crisis Center, 

CWCC）目前已有許多附屬的（社會服務兼諮詢服務的）活動中心（drop-in 

center），以及一些受信任的中心可以提供販運之受害者諮詢服務以及技術訓

練。CWCC 與當地工廠、餐廳和其他工作場所合作，協助想要留在此地的婦女

尋找工作；此外，CWCC 還跟柬埔寨政府聯合，幫助曾被販運至其他國家以及

現在被遣返回國的柬埔寨婦女，但 CWCC 的角色不只是協助婦女重回其家園，

更要幫助婦女的家庭和社群為婦女的重返與再整合作好準備。CWCC 也和柬埔

寨的社會事務、勞工與職業及青年重新尌業部門合作，共同監督這些已遣返回

國婦女之發展進程。除了幫助重返柬埔寨的婦女之外，對於因賣淫而被販運至

柬埔寨的他國婦女，CWCC 也同樣幫助處理遣返回國事宜，在這方面，CWCC

則是和國際移民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合作。26
 

        世界上尚有許多其他組織和計畫，對性販運（sex trafficking）的受害者提

供援助並為其倡議，透過本地的及全球的網絡進行努力，已經相當成功地幫助

了大量的受害者，並且喚起許多人對販運問題的意識與注意。 

 

第三節  販運婦女的原因 

 

        關於國際上被販運的婦女人數，相關研究人員的意見有所分歧。聯合國報

告中估計有四百萬名婦女遭到販運27，而美國的報告則提到，每年有兩百萬名

                                                 
25

 http://www.apneaap.org/  
26

 Ibid. 
27

 http://www.unfpa.org/gender/violence1.htm  

http://www.apneaap.org/
http://www.unfpa.org/gender/violenc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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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兒童在國際上被販運至性產業或成為勞工。28然而所有的估計都只是初

步估算，且不包括國家內的販運人數。而各地性販運最普遍的性剝削形式是賣

淫、性旅遊（sex tourism）以及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產業；婦女與兒童

也可能遭販運從事抵債勞動（bonded labour）和家事工作，而許多這些販運最

後依然是以性剝削作為終點。以下筆者將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地促

成並影響婦女販運。 

 

一、驅使販運婦女的直接因素 

 

（一）移民需求 

 

        討論影響移民的因素時，一般會掌握移民在國內貧窮和失業的推力以及他

地尌業的拉力、國內鬥爭和迫害的推力以及海外家庭網絡的拉力。在招募海外

工作的案例中，招募勞工者和走私者（偷運者）會在輸出國內積極地尋找和設

陷誘騙以供應所需人口，它們是「今日國際移民網絡中重要但被忽略的因

素」，尤其因為招募者和走私者會與尋求海外勞動的移民簽訂契約，從中抽取

整年薪資或數年薪資的四分之一。29
 不具正式文件的移民則較容易因為恐懼被

遣送回國而受到走私者、販運者和雇主的虐待和強迫。此外，甚至對合法移民

都採取嚴厲的和歧視性措施的美國反移民法，也增加了所有移民的脆弱性。30
 

        因為移民的推力和拉力促使下，使有些移民會受到某些利多的吸引，而選

擇其他移民管道，而非正式移民過程，讓販運者有機可乘，因此也助長了非法

移民與販運的現象；在此現象當中，又屬婦女最為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牽涉販

運，也許是出於自願但也可能是迫於現實的壓迫而被迫走上販運一途。 

 舉例來說，發展中國家勞工出口和勞工移民的趨勢，將會隨著—國際貸款

機構和自由市場提倡者所提議並加諸在這些國家的發展政策—生產出口

                                                 
28

 Anthony M DeStefano, The War on Human Trafficking : U.S. Policy Assessed,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 
29

 Philip Martin and Jonas Widgr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Global Challenge,” Population 

Bulletin, 51(1), (April 1996), 1-48. 
30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licing the national body: sex, race, and 

criminalization, eds. Jael Silliman and Anannya Bhattacharjee,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2),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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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for export）此全球趨勢繼續下去。為了出口的農業機械化及其所引

發從鄉村移往都市區域的移民，是鄉村失業和移民尋找工作的另一個重要原

因。1950 年到 1990 年間，全球從事農業工作的比例從 65%降到 50%，在發展

中國家更從 80%降到 40%。31有千萬名流離失所的鄉村農夫和他們的孩子遷移

至城市找工作，但在那裡他們更容易受到勞工招募者和販運者以海外尌業為餌

而上鉤受騙。在某些案例中，家人甚至會故意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他們的

女兒賣給招募者從事賣淫工作。32
 

 

（二）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性產業的全球化也隨之而來。性剝削自由地跨越

本地和國家邊界移動，和毒品、武器、經濟、資訊、商品與服務以及勞工的流

通模式一樣；和毒品與武器的一次性販賣比較起來，跨國性產業有從婦女的再

利用和再販賣的獨特獲利潛力，因此跨國性產業的成長誘使了面臨經濟危機的

政府促進婦女在全球性產業的輸出，以吸引匯款額流動回到輸出國，或直接地

和間接地推動本地的性產業為國家帶來更多資金。33
 

 

（三）婦女為賺取收入尋找工作的經濟考量 

 

 個別婦女之所以會從事賣淫和（或）被販運的經濟原因是相當簡單易懂

的。但是把賣淫或性娛樂當作是能讓許多婦女能賺更多錢的唯一工作形式，突

顯這種偏向某性別的事實是不適當的；這種賣淫尌是一面倒地意指販賣婦女和

女孩的身體給男人。能夠說明此種交易和買春者的經濟分析，是必要的但卻仍

然不足；它留下了未解決的但一直以來被容忍和接受的男性「自然法則

                                                 
31

 Martin and Widger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pulation, p. 1-48. 
32

 Asia Watch and The Women’s Rights Project, A Modern Forms of Slavery: Trafficking of Burmese 

Women and Girls into Brothels in Thailand, eds. Dorothy Q. Thomas& Sidney Jon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3), 46-52. 
33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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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law）」—即男人所謂的天生固有的性需求必須得到滿足，因此賣淫是

不可避免的。34
 

 由國際移民組織進行的研究亦指出，販運大體上來說是南匇現象，婦女最

初從貧窮的南方國家被販運到較富裕的匇方國家。經濟考量在許多因素中是第

一位的，經濟考量驅使了婦女離開母國，成為了販運者手中弱勢的棋子。尌接

收面而言，蓬勃的性市場由顧客和性相關的商業所組成，對於遠從國外來的婦

女有高度的需求。 

 

二、販運與其他侵害婦女行為的關係 

 

        綜合以上驅動販運之因素，不外乎是處境艱難的婦女追求更好的工作與收

入，選擇向外移民尋求更大的經濟收益，被販運前往它地尋找工作作為經濟來

源，因此販運與工作之間關係最為密切，而遭販運的婦女最常見的工作形態便

是性工作—賣淫或性娛樂，賣淫的工作環境和條件、以及雇主對待遭販運者的

態度等，也成為遭販運女面臨的重大課題，她們極有可能遭到雇主或客戶的剝

削、虐待，進而造成健康上的損害以及傷害，以下將針對販運婦女以及其他侵

害婦女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分析。 

 

（一）販運婦女與賣淫之關係 

 

 以賣淫和性娛樂相關形式為目的婦女販運是廣布但卻是無形的；有兩個基

本原則使其難察覺的性質更加根深蒂固：一是性別不帄等的傳統觀點，為了性

和生殖而將婦女的身體工具化，二是偏向自由主義的論點將某些性剝削形式

（像是賣淫）重新定義為工作，將性服務的販賣解釋成合法的商業行為，並把

女性身體重新建構為商品。而性別市場中那雙「看不見的手」則進一步地確定

了男性從事的性消費使婦女身體的買賣達最優化。 

 光是在亞洲地區，每個月尌有 200 到 400 名孟加拉婦女被非法運送進入巴

基斯坦，每年更是有 7000 名到 1 萬 2 千名尼泊爾婦女被賣到印度的妓女戶，從

                                                 
34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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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將少女販運至印度則可能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性奴隸買賣。35
1992 年，在

日本從事性娛樂（entertainers，娼妓的另一種代名詞）總人數的 62.5%以上是菲

律賓人，而其中有 92%是不具正式文件的。在亞洲有上百萬名婦女和少女被引

進賣淫體系之中，例如街頭賣淫（street prostitutions）、性娛樂俱樂部、性旅遊

及可能是像牢籠或奢華建築的妓院。孟買和德里的妓女戶接收從孟加拉和尼泊

爾販運而來的婦女，且經常是進一步將婦女賣到歐洲和匇美的轉運點。36
 

 之前有個趨勢詴圖把國際性販運和國內性販運以及賣淫作出區別，但這與

聯合國的《禁止販運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產生直接矛盾，該公約認為把性販運的國際問題從民族國家內多種已

被商業化的性獨立出來是前後矛盾的。國際專家得出來的結論是，助長國際販

運東方國家的婦女其主要因素，是因為非法的和領有執照的妓院已在東方國家

的國家層次運作。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在”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37一文中最後的政策建

議亦是根據「結合販運和賣淫的必要性」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對抗對婦

女和兒童全球性剝削的勇氣和政治意志與決心（political will）。當今許多政府

雖然不認同賣淫是一項職業，但其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要承認賣淫是大規模且

逐漸成長的產業；儘管承認性販運和賣淫侵害了婦女人權和身體的完整，但其

挑戰是要為身處性販運和賣淫情況下的婦女提供權利和保障；儘管不處罰那些

發現自己身處性販運和賣淫情況下的婦女，但真正挑戰是要懲罰越來越多的性

剝削者—販運者、皮條客、娼妓介紹人、買方。 

 

（二）販運與暴力侵害婦女之關係 

 

                                                 
35

 Caagusan, F. ed., Halfway Trough the Circle: The Loves of Eight Filipino survivors of Prostitu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Women’s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ductivity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 

(Manila: WEDPRO, 1998). 
36

 Ibid. 
37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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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防止、禁止暨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販運婦女和兒童行為議定書》

(UN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三個「巴勒摩議定書」(Palermo Protocols)之一）對人口

販運的定義是：「為剝削目的經由威脅使用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手

段，以誘拐、欺詐、謊騙、濫用權力或利用脆弱境況、或收受酬金或利益而取

得對他人有控制權者的同意等方式，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

削行為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

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38即開宗名義表示販運牽涉到威脅使用

或使用暴力的形式強迫販運。被販運從事賣淫的婦女特別容易受到性別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帶來的身體傷害與外傷，對這些婦女從事性販運的男

人，都直接和間接地與犯罪網絡有關，且明顯是要剝削這些遭販運的婦女，該

情況對性別暴力、虐待、傷害、傳染病、醫療疏失來說是時機成熟的，因為對

男人的社會控制少，但女人卻沒有得到社會保障，另外美國政府進行調查的案

件顯示，販運婦女和其他犯罪活動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包括賄賂、偽造文書、

勒索、洗錢以及更多其他犯罪行為。39
 

 賣淫的婦女特別處於性別暴力的危險之中，包括了來自皮條客、買春者、

警察和男朋友所加諸的身體的、精神的和經濟的傷害；在某些案例中，警察便

是買方，而男朋友/丈夫便是婦女的皮條客和販運者。40
 

 

（三）販運婦女與健康之關係 

 

 由於大部分遭到販運的婦女最終都被迫賣淫成為娼妓，因此所受到的身

體、精神傷害更是不勝枚舉，這些婦女所受到的暴力對待也對其健康造成影

響，而一直以來醫療和公共衛生方面的醫師對賣淫的首要關注便是「娼妓是疾

病的媒介（prostitutes as vectors of disease）」一事，他們專門研究賣淫婦女的

性傳染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和傳染性疾病，以及婦女在疾病

                                                 
38

 美國在台協會，http://www.ait.org.tw/zh/officialtext-bg0404.html。 
39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9. 
40

 Janice G. Raymond, Donna M. Hughes, and Carol J. Gomez, “Sex Trafficking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end,”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March 

2001) 

http://www.ait.org.tw/zh/officialtext-bg0404.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歸因網絡（the web of disease causation）之中的角色。 《Prostitutes in Medical 

Literature》提供了一個全面性並附有說明的資料目錄，記錄了於 1900 到 1990

年間發表於國際醫療文獻中的賣淫婦女研究。到目前為止，在 19 和 20 世紀所

做研究仍是以研究性傳染病的流行病學佔優勢。許多個案控制研究發現，賣淫

婦女有極高的機率會患得性傳染病、B 型肝炎和 HIV/AIDS，且他們是子宮頸癌

的高危險群且高墮胎率；但是缺少針對賣淫婦女因皮條客、買方、警察和男友

所遭受到的身體上的暴力和精神上的憂鬱之研究，更證實了醫療專業很大程度

上已忽略且既未提供文件證明亦未研究賣淫之下全面的性別傷害。
41
 

 由於疾病傳染的特質、賣淫當中性的剝削本質以及交錯的社經因素，對賣

淫婦女而言，加劇了其疾病和傷害的可能，因此賣淫婦女極容易感染到此

「新」性傳染病。婦女比男性更容易因異性之間的性行為而感染到 HIV，因為

婦女的生殖道使病毒能相對容易地通過血液。研究員估計婦女容易感染到 HIV

的程度是男性的十倍，因為女性相對於男性，女性的 powerlessness、不健康和

經濟弱勢等弱勢更提高了其染病的風險。頻繁的、匆促的或非兩願的性交，也

會使婦女感染的可能性增加。大多數賣淫婦女被要求每天服務許多客人；研究

也提出文件證明賣淫婦女一天必須以口、陰道和肛門服務許多男人。而上部和

下部生殖道的性傳染病，包括梅毒（syphilis）、陰部泡疹（genital herpes）、

軟性下疳（chancroid）、旋毛蟲病（trichmoniasis）、披衣菌/衣原體

（chlamydia）、以及淋病（gonorrhea）都會增加二到十倍的 HIV 感染機率。42
 

 目前世界上 HIV 最高感染機率是存在於性旅遊、軍隊以及縱容男性從事性

剝削、性雜交與女性附屬關係的社會和次文化之中。當性政治的這些風景更進

一步地被經濟崩解和衝突撕裂驅使時，尌像我們在非洲、南亞和東南亞、前蘇

聯的新興獨立國家（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所看到的一樣，販運婦女

及少女從事賣淫與新的及再度出現的性傳染病等現象越來越嚴重。43
 

 販運婦女問題不僅傷害婦女人權，販運對象的年齡層逐年下降，也間接地

剝奪了遭販運者的教育權利，而販運則脫離不了賣淫、暴力、傷害、健康狀況

                                                 
41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10-211. 
42

 Ibid. 
43

 H. Patricia Hynes and Janice G. Raymond, “Put in harm’s way - The Neglecte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ex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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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等，使得婦女在各方面應享有的權力和權利都不若當代社會的認知。販運

使婦女成為主要的受害者，而各界關注販運問題時，並無法也不能只著重於販

運本身，更要觀察遭販運者她們的基本生活、健康情況與暴力問題，才能全面

性地了解販運婦女問題。 

 

第四節  國際處理販運婦女問題的策略 

  

 至於販運婦女的策略方面，Marijan Wijers 表示，當前政策的分析揭露出許

多方法、途徑，反映出的是定義上的多樣性與歧異性，以及該附屬於該議題利

害關係；可分為以下六項主要的態度與解決途徑。44
 

 

一、將販運婦女當作道德問題 

 

 處理販運問題最原始的途徑便是立基於對娼妓賣淫的道德譴責，賣淫本身

被視為應該被消滅的社會的罪惡；而認為賣淫與人類尊嚴互相矛盾者，或認為

賣淫本身便構成了對人權侵害的當代女性主義，都強力支持了此立場。45他們

深信只要透過淫媒和皮條客─「第三方」（the third parties）─不斷引誘婦女從

事賣淫行為，該行為便會持續下去。廢除娼妓及保護婦女不受罪惡傷害最好的

方法是對那些第三方─任何雇用娼妓或因此獲利的人─科以刑罰；另一方面，

娼妓本身是受害者不應該受罰。從此觀點出發，販運婦女只被看作是賣淫罪惡

的其中一部份而已。 

 如此看來，賣淫行為與販運幾乎是完全相同的問題。打擊販運手段的目的

便是消滅賣淫行為。同樣地，上一個世紀的廢奴主義者所努力的是廢除奴隸制

度，現代的廢除主義者則是以廢除作為性奴隸的娼妓為志業。46娼妓根本上被

視為社經體系下被動的受害者，是需要被救援的，或者當她們不願意接受受害

                                                 
44

 Marjan Wijer,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217-226. 
45

 例如法國的國際廢奴主義聯盟（Federation Abolitioniste International, FAI)與美國的反對婦女

販運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 
46

 最初廢除主義運動是對許多政府的監管體制的反動，由 Josephine Butler (1828-1906)發起，是

最早對抗販運的英國活動份子之一。該運動抗議對男女不同的道德雙重標準，以及對抗作為虐

待娼妓共犯者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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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分時，也必須察覺到她們的壓抑。於此爭辯中，該主體有能力代表個人且

判斷她們自己的處境，型塑出自身需求及觀點。但她們卻被視為既不帄等也不

合法的夥伴。由法國廢除主義者發起的 Mouvement du Nid 所散發的傳單〈奴隸

和娼妓〉（Slavery and Prostitution）可作為例證，他們將娼妓形容成奴隸，且

她們的壓抑、奴隸心理狀態、錯誤的意識，皆應受到機警的、前途光明的非奴

隸者關注，如此一來她們才能覺醒、才有可能起而抗爭，而不是要求安置或對

娼妓的正式承認，並領悟到她們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 

        直到二十世紀末，關於娼妓與販運的爭辯才完全地由廢除主義者處支配地

位，如同 1949 年《禁止販運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序言所述： 

 

「鑑於賣淫及因此而衍生出的販運人口從事賣淫之罪惡，侮蔑人格尊嚴與價

值，傷害個人、家庭和社群的幸福…」 

 

        雖然此公約只有一些國家正式批准，但大多數歐洲國家關於娼妓的政策仍

是以廢除主義者的觀點為基礎。賣淫這件事本身在歐盟成員國內並非犯法行

為，但不管是強制情況或相互協議，對娼妓所為的剝削行為則觸法。而雇用娼

妓、管理妓院、出租經營場地、從娼妓所得獲利或與娼妓同住等行為皆明令禁

止。實際上這意味著，雖然身為娼妓本身一事不必受罰，但實際以娼妓作為工

作事實上卻是不合法的，因為任何工作的型態都至少需要某程度的組織，像是

租賃工作場所、招攬客戶、與同事合作等等。甚至任何工作條件的改善（舉凡

良好的衛生設備或供應保險套）都可以被視為是推銷娼妓或促進賣淫的行為，

可以德國的法院判例作為例示。再更進一步的做法是顧客的入罪化，瑞典在數

年前則已通過。47
 

 針對相關婦女的這類立法造成不小衝擊，此衝擊必然是汙名化

（stigmatiz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和社會排擠（social exclusion）的

結合。此外，對揭發雙重道德標準此觀點的人而言，無論加諸在客戶身上的入

罪化行為有多動聽，實際上首當其衝深受其害的仍是婦女；而減少客戶與娼妓

的談判協商時間，這不僅增加了更多汙名與恥辱，同時也導致更不安全的工作

狀況。 

                                                 
47

 1998 年 5 月瑞典國會通過了保障婦女法，尋求付費的性服務列為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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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在娼妓身上的汙名與犯罪的指控，阻止了婦女公開地維護自身權益、

妨礙了娼妓團體發聲，卻助長了販運與組織犯罪的結盟。 

 雖然廢除主義者此方式仍佔支配地位，但卻不再是未受挑戰的。娼妓亦逐

漸地組織起來以提倡將性工作承認為合法工作、娼妓行業的除罪化，並將性產

業歸由民法與勞工法管理規範。許多歐洲反販運組織也有同樣的觀點，認為性

工作的入罪化是對付娼妓的行為。1997 年關於販運婦女的歐洲 NGO 會議聲明

（Statement of the European NGO Conference on Trafficking in Women）48便表

明： 

 

 「對娼妓的管控主要是為公共秩序、公共衛生、稅賦、移民的制止等相關

國家利益提供防護措施，然而以賣淫為業的婦女多少都有些不合法，被剝奪了

所有公民皆享有的法律保護機制…。既威嚇婦女不要從事賣淫工作，又不保護

賣淫婦女的政治與公民權利，那麼那些法律便導致了對娼妓的汙名化邊緣化、

和孤立，且實際上承認與認可賣淫婦女受到的壓迫與虐待是合法的。」 

 

 此外，在政府層次上，廢除主義者的論述也不再是毫無爭議的，荷蘭與德

國即提供了性工作除罪化進程的範例；以荷蘭為例，一項廢除所有妓女戶禁令

的法案被提交至國會，法案中表示，在達成雙方同意的基礎上，所從事之賣淫

行為的商業交易不該再被視為非法，而對於詐欺、暴力或虐待等加以制裁，便

是為了打擊非自願形式賣淫而提出的。 

 政府間缺乏共識可能是歐洲國家販運有關文件皆避開賣淫（prostitution）

一詞的原因之一，因為這個辭彙太具爭議性。更確切地說，他們寧可說遭「性

剝削」的婦女販運，因為剝削一詞既可以被解讀為貶意的（如虐待），也可以

中性的意義（如經營、管理或促進）來解釋之，卻也留下未碰觸的問題，究竟

協助移民從事性工作應被認定為販運，或只有那些出現欺詐、虐待或暴力的案

件才算與販運相關？ 

 

二、 將販運婦女當作公共秩序的問題 

                                                 
48

 NGO 會議召集了來自 31 個西歐、中東歐的 77 個 NGOs 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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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所有歐盟成員國正式地禁止任何對娼妓的剝削，但仍有某些國家實際

上或多或少有不同的規範標準，結合了廢除主義者的法律以及經過調整的實

踐。49他們認為娼妓是不可避免的或甚至是一種必要之惡，而不是應被消滅的

道德罪惡。娼妓的存在某程度上是可接受的，但是卻也被看作是一種對公共衛

生與秩序的威脅，而必須加以控制和規範。從娼妓所得獲利該行為已被正式禁

止的同時，歐盟成員國的許多稅賦權威（如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與奧地

利）卻主張對娼妓所得課徵稅收。透過制止或管控「不適當的（indecent）」或

「妨害治安的（disorderly）」行為和人們，政府政策得以聚焦於公共秩序的維

護。尌公共秩序與公共衛生的利害考量，必須制定規則儘可能地禁止出現在公

眾生活及大眾可見的這類行為或這類人物。相關規範一般是透過不同形式的強

制登記及其他國家管控的方法進行，包括了強制的醫療檢查、禁止在某些地區

及地點工作、禁止拉客、遊蕩及相關行為、針對相關婦女的國籍與合法居住資

格進行規範（例如娼妓若為當地婦女則允許為之，但移民婦女若從事賣淫工作

則會失去她們的居留許可），而沒有遵守這些規範的婦女通常會受到相應的處

罰。 

 這類規範背後的主要動機是要保護社會避免受到必要之惡的危害。基於此

道德考量，娼妓並不被認為是權利的擁有者，她們的工作狀況也不被視為是國

家的責任所在。而這樣的規範通常帶給相關婦女負面的結果。例如警方強制執

行規範可以防止婦女進入或離開該國，但也會對她們未來的工作機會和可能轉

換職業的自由造成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強制登記有造成娼妓的合法與非法形

式之間差異性的傾向。許多婦女因為恐懼汙名化的效應而不願意申報登記，也

有其他婦女，尤其是移入的移民，因為他們的非法地位而無法登記。不管何種

理由，婦女最終仍在非法的迴圈中，且得承受所有的負面結果。50
 

 

三、將販運婦女當作（組織）犯罪問題 

                                                 
49

 主要採廢除主義的國家有芬蘭、丹麥、瑞典、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比利時、英

國與愛爾蘭。而主要採取調節主義的國家則有德國、奧地利、希臘和荷蘭。但分界線不是很明

顯，例如法國雖採取廢除主義立法，但仍對娼妓收入課徵稅收。 
50

 Marjan Wijer,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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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販運婦女被視為一項刑法問題時，相關策略的目標即是提出更重刑責、

促進國際警察合作，以及其他能更有效起訴違法者的方法。打擊販運婦女因此

等同且經常受限於打擊組織犯罪。然而選擇從刑事著手並非沒有侷限，且涉案

婦女必須支付的金額也非常地高。但刑事管道必然地強調個人受害者和犯罪

者，而忽略了此複雜問題整個結構上的肇因。此外，尌本質上來說，刑法干預

只是實際案例一小部份的拖延和掩飾。實際上與販運相關的刑法看來，似乎最

重要的是象徵性價值。因此也有許多曾遭受虐待的婦女根據經驗表示，刑法是

否有效似乎並不重要了。 

 許多販運受害者對警察有著負面的經驗感受，像是逮捕、騷擾、拘留，或

者驅逐移民婦女；貪腐和權力的濫用在許多國家中時常發生；婦女也因為懼怕

自己會因為曾受到犯罪者施加的虐待而遭受責備，因此她們盡量避免提起告

訴。其實許多販運案例，尌如同其他性暴力的案例一樣，是受害者本身而非犯

罪者接受審判，並被勸說要表明自己在性方面的清白。 

 刑事程序可能導致婦女在家中遭到污辱，例如當調查必須在婦女的家鄉蒐

集相關資料時；提出告訴也可能使她們暴露在被犯罪者報復的危險當中，且

（或）可能被家鄉的有關當局進行騷擾和迫害。 

 雖然歐盟強調的重點是更有效的販運刑事訴訟，但荷蘭、比利時及義大利

則採取了特殊措施處理販運受害者的需求，在這些國家提起告訴的遭販運婦女

在刑事程序中可取得暫時居留許可，包括安全庇護所的使用、法律救援、醫療

照護以及社會援助。荷蘭的販運受害者還可以向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國家基金

（State Fund for Victims of Crimes of Violence）申請曾遭受到的身體和精神傷害

的賠償。其他國家的販運受害者則被看作非法外籍人士處理驅逐出境；這些受

害者們沒有得到資助和保護的權利，更別提補償和賠償的權利了。而這些政策

使得犯罪者的起訴更加遙不可及，因為重要證人不是被驅逐出境尌是太害怕以

致於不敢作證。 

 從刑法著手的國家其利益相當明確，但是相關婦女享有的利益又是如何卻

是相對模糊的。犯罪受害者的地位是刑法中一個普遍的問題，但在販運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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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卻更嚴重。犯罪者的起訴並不自動地包含受害者的權利；相對地，一般

而言，相關婦女的利益反而完全地次於檢查當局（prosection）的利益。 

 現今所實踐的的刑事途徑似乎使相關婦女的問題更加惡化，甚至創造了新

的問題，而不是提供解決。這並不是說販運受害者在刑事審判體系下沒有利

益，成功地將犯罪者起訴還是意味著對曾經犯下錯誤的承認。一位曾被販運至

荷蘭的菲律賓籍婦女為了證明該些販運者有罪，奮鬥多年，她表示不論在荷蘭

和菲律賓的一切努力，「我不只是為了自己，同時也要帶給其他販運受害者勇

氣，證明給她們看仍然有贏得正義的方法。」51
 

 

四、 將販運婦女當作非法移民問題 

 

 如同第一部份所檢視的，販運婦女在歐盟已然與非法移民連結在一起。因

此，打擊販運婦女最顯著的政策即指向移民控制。根據此觀點，防止販運即意

味著「防止可能的受害者入境」，因為在 1996 年歐盟執委會（Europe 

Commission）組織召開的「販運婦女會議」（Conference on Trafficking in 

Women）中「移民政策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Migration Policy）的建

議即是如此記載。而方法包括加緊簽證政策、加強國內外籍人士的管制、協助

非法入境和滯留之第三勢力的入罪化（有時是非法移民本身）。歐盟會議表達

的基本考量是如何管制邊界和歐盟境內外籍人士的合法身分。 

 雖然部份學者深信與人口販運議題相關的概念的和定義的不確定性，模糊

了合法與非法之間、強迫和自願遷徙之間的界限，反而是加強了而非挑戰傳統

的移民理論，而這些納入子範疇的過程需要對移民理論的精鍊以適應販運新的

變異 。大多數的論述以樂觀的態度看待將販運整合為移民範疇，並將焦點至於

理論的精鍊及更進一步地詳述該範疇。52
 

 某些歐盟國明確地將（可疑的）娼妓排除在合法移民之外，主張如此為之

他們便能打擊婦女販運；例如英國提出移民婦女即為「可能的娼妓」的識別方

法以及根據移民法將娼妓移出，作為抑制販運婦女問題的方法。在這些案例

                                                 
51

 Wijers, Marijan.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52

 Claudia Aradau, “Problemtiz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the Absence of Security,” Rethink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 Politics Out of Security,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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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些聲稱要保護她們的非常手段卻使得婦女人權皆受到侵害。而且，不只

有販運目的地國想藉由阻斷移民（特別是年輕女性）以阻止販運婦女的發生，

所謂的輸出國也同樣對她們採取限制性的移民法規。53
 

 討論到非法移民，Salt and Stein 偏好於將遭販運的移民視為不合規則的或

無正式文件的來取代非法的。54販運的受害者也並非總是非法進入其他國家領

域，因為他們可能取得觀光簽證、臨時工作許可或在之後的階段得到合法地

位。Koser 注意到了「非法（illegal）」一詞若應用在移民上，已經理所當然地

被用來包括與入境、居留和雇用狀況相關的各種情形。55
 

 顯而易見地，相關婦女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是相反的。對她們而言，很明顯

地是因為缺少合法移民的可能性，才迫使她們進入非法的迴圈。 

 上述將販運婦女視為組織犯罪問題與非法移民問題的看法，啟發了 1996 年

歐盟部長會議通過了針對人口販運、剝削兒童的歐盟執委會文件和聯合行動

（Commun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Joint Actions）。而針對販

運的聯合行動很顯著地是屬於馬斯垂克條約（Masstricht Treaty）第三支柱的範

疇，第三支柱即是處理內政和司法合作（Justice and Home Affairs），也尌是在

刑事案件和非法移民上進行司法合作。56
 

 《海牙部長宣言》（The Hagu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與其他歐盟文件相

比，有更值得注意的「受害者取向」特質，它提出多項方式增進改善受害婦女

的地位，並鼓勵她們提起告訴；包括了提供暫時的經濟援助、刑法體系的公帄

待遇、接觸公民活動的管道，以及補償機制；同時也強調與 NGOs 共同合作的

必要，因為 NGOs 和受害者有較日常的接觸。但是反觀歐盟卻看不見任何跡象

能顯示成員國真正落實這些措施該有的認真盡力態度。 

 但有些 NGOs 強烈地反對將販運婦女轉變為非法移民議題，根據 1997 年歐

洲 NGO 會議聲明︰ 

 

                                                 
53

 Wijers, Marijan.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54

 Claudia Aradau, “Problemtiz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the Absence of Security,” Rethink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 Politics Out of Security,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2. 
55

 Ibid. 
56

 阿姆斯特丹條約將移民政策移往第一支助管理，也尌是從政府間移到歐洲共同體的決策結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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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主要是打擊違法行為及非法外籍人士的政府措施，事實上是『保

護』了國家而非婦女。相較於防止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這樣的措施即使主要

針對雇主和剝削者，但卻更傾向進一步邊緣化相關婦女並將其定罪。」57
 

 

 這樣的發展也在 1994 年的國際移民組織的移民販運研討會中遭到批評。法

國的移民專家 Claude-Valentin Marie 在其討論報告中提出了下列的基本問題： 

 

 「近幾年來為了限制所有由他國進入的國民以及限縮尋求庇護者的進入許

可而建立的許多方法（法律、規則與制度），是否造成一種使可能的移民潮轉

移至使用非法管道進入國內的風險呢？這種將移民的個人遷移視為犯罪行為的

潮流，不會造成促進組織性人口販運發展這樣自相矛盾的結果嗎？」58
 

 

 Marie 認為幾乎所有由國家為了阻斷人口移動而修正的措施，都把責任歸

於移民者（不論男女）本身，而移民也是最後要受到懲處的人，但是對真正威

脅的錯誤認知（misconception）導致的結果便是管制逐漸地上綱，而管制更是

為了確定（及懲罰）遭販運的對象為何，而非針對販運的原因和那些從中獲利

的人採取行動。 

 

五、 將販運婦女當作人權問題 

 

 與人權觀點連結的政策主要是為 NGOs 所用，如先前所討論的，此途徑有

兩派不同的趨勢。有一部份人認為娼妓本身便意味著對人權的侵害，等同於奴

隸對人權的侵害；透過人權的語彙，這樣的意見又把我們帶回了道德論述，在

此論述下娼妓被汙名化，他們不是受害者尌是異類（deviants），且在公共辯論

會中得不到法律地位。但如果娼妓的工作本質仍被視為不名譽的話，那麼要觀

察她們之後能得到多少尊重是有難度的；而將娼妓權利組織排除在政治辯論之

                                                 
57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parl/libe/elsj/zoom_in/41_en.htm 
58

 Wijers, Marijan.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parl/libe/elsj/zoom_in/4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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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只由某些女性主義組織來推動，那麼要知道能夠滿足多少娼妓的權利也是

同樣困難的。 

 另一方面，從涉入的相關婦女之觀點來看，強制的狀況侵害了他們的人

權，如 Pheterson 在其著作《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hores》中所述︰ 

 

「人權必須包含遷徙權（不論是合法移民或難民）、工作權（身為娼妓亦

有）、保護兒童免於遭受性剝削，以及保護人們免於強制、欺詐和暴力傷害的

權利（不論進入或離開娼妓）…移民的權利、（移民）娼妓權利、（移民）工

作者權利是各地解放運動奮鬥的關鍵。 」59
 

 

 以人權觀點此形態為基礎的策略包括了檢視結構上的原因，以及目的在於

消滅所有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之主流化行動。焦點於是由保護轉

移至賦權；因此相關婦女的參與和自我組織／自我造設（self-organization）都

是不可或缺的。遊說活動集中在「用立基於女性自決的新制度以取代 1949 年公

約」此想法；針對那些歧視婦女（包括性工作者）且將其邊緣化的所有政策表

示反對；也反對販運的定義擴張到婦女發現自身已處於類似奴隸狀況的處境範

圍。 

 

六、 將販運婦女當作勞工問題 

 

建立在人權論述的類型上，娼妓權利組織和反販運團體開始著手挑戰傳統

論述。他們提倡的是性工作和性產業的除罪化，作為確保相關婦女公民、政

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初步條件；而非進一步將娼妓周圍的所有活動視

為犯罪。 

反奴隸組織（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ASI）的報告即採取此論述： 

 

「為了確保性工作者的權利，從人權基礎出發，挑戰刑法對性產業限制的

非常原則是必要的。若國家選擇不將賣淫定義為工作，而只定義為一項非法活

                                                 
59

 Pheterson, Gail, ed.,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hores(WA: Seal Press, 1989), 202-203; quoted 

in Mariagrazia Rossilli ed.,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 P. Lang, 200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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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話，那麼那些關於性工作者應該有權自由選擇工作、或此處所討論的任何

勞動或人權的主張都是沒有用的。」60
  

 

 販運婦女的概念已擴展到其他非正式婦女勞動部門的其他剝削形式。販運

婦女、強迫勞動和類似奴隸制皆被視為婦女身為婦女本身、工作者和移民，其

司法和社會地位卑微之結果。因此，現存反販運政策的適當性遭到了嚴重的質

疑；販運概念被質疑是過時的，因而提倡發展新語彙來描述遭虐待的移民勞工

和性產業中的浮濫狀況。 

 這類的論點為打擊性產業中暴力和虐待開創了一個全新制度安排。政策目

的在於承認非正式部門的婦女工作為合法工作，包括了性產業工作、勞工法保

障，以及改善相關婦女工作情況。以賣淫為例，只要娼妓缺乏法律保護他們的

工作權利，妓女戶管理者和雇主很明顯地是擁有權力的一方；改善娼妓的社會

和法律地位便會阻礙婦女販運的進行，且能給予她們和其他勞動部門工作者的

同等保障；若娼妓能夠依法訂定公民和勞工契約，又若娼妓能控告施虐的雇主

與顧客，能確保自己不會遭受到失業和疾病的傷害，並有權利得到國家救濟和

津貼，那麼娼妓與妓女戶管理者／雇主之間的權力帄衡關係也會因此改變。 

 如 1949 年公約中所述採取措施協助賣淫受害者重返社會的職責，很明顯地

與此觀點不相符；反而提倡的是現行的性別中立的手段方法，例如針對強迫勞

動做出規範的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公約、針

對奴隸及類似奴隸制的公約、移民工作者公約，以及禁止債奴（debt-bondage）

的條款。 

 國際勞工組織藉由研究在性／娛樂產業中，國內工作者與移民工作者的處

境，詴驗性地開始處理此議題。一項針對東南亞性產業成長的研究，提供了有

益的論述，有助於處理娼妓的有效法律政策及計畫措施之形成：  

 

 「對那些自願選擇性工作的成人個人而言，政策考量應著重於改善他們的

工作狀況與社會保障，並確保他們和其他工作者享有同樣的勞工權利與利益救

濟。對於那些遭到強迫、欺詐或暴力的人，首要之務應該是協助救援、重新尌

                                                 
60

 Bindman, Jo and Jo Doezema, Redefining Prostitution as Sex Work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London: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1997), 6; quoted in Mariagrazia Rossilli ed., 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 P. Lang, 200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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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重新整合進社會。」61
 

 

 國際勞工組織在為非正式部門設定適合的標準此工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那些會影響到較多婦女人數的部門，例如家事工作和性產業。《強

迫勞動公約》（Conventions on Forced Labour）和《工資保護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ages）這類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都可

被用於消滅類似奴隸制。在販運脈絡中尤其相關的，舉例來說像是《工資保護

公約》的第九條，「禁止工作者、雇主或其代理人、或任何中間人（如勞工立

約者或招募者），為了獲得或保留雇用，以直接或間接的所得作為擔保的任何

薪資扣除。」到目前為止，有許多國家政府已採取此途徑。 

 這麼多樣的論述途徑，可識別出兩個政策模式─repressive（抑制、鎮壓）

政策和賦權政策，前者是禁止被視為不受歡迎的行為（undesirable behavior），

後者則主要由 NGOs 所運用，目的在於資助婦女並鞏固他們的立場。 

 抑制和賦權政策兩者都是有其價值的。不過前者必須謹慎地處理，因為它

們傾向將其他國家議題與將販運婦女視為人權該議題混淆在一起，除此之外，

它們很容易導致相關婦女有非預期的和不受歡迎的副作用；在最壞的情況下，

它們對於最可能受影響的已處在危險情況下的婦女造成負面影響。 

        涉及加強婦女權利的策略認為，包含娼妓在內的相關婦女的參與對有效策

略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協助和遊說的策略在於使婦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

活、促進其能力主張自己的權利；最終目標則是確保那些身為移民工作者、家

事工作者、性工作者和妻子等相關婦女的法律和社會權利。只要那些權利未被

認可和保證，販運婦女、強迫勞動和類似奴隸制尌會繼續存在。 

 

小結 

 

 販運婦女問題和其他國際社會關注的婦女議題一樣，都和婦女人權有關，

甚至抵觸婦女人權，但販運又比其他議題牽涉到更多層面，隨著時間推展，販

運的定義也有所不同，一開始對販運的定義只界定在招募、誘騙、強迫婦女賣

                                                 
61

 Lin Lean Lim, ed.,  The Sex Sect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ases of prostitution in Southeast Asia, 

(Geneva, Switzerland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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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演變為對任何非正式勞動婦女的剝削，90 年代開始也開始將販運婦女視為對

人權的侵害行為。 

 販運人口數目也很可觀，全球每年有四百萬名婦女遭販運，其中又有一百

萬人被販運從事性工作，不過這樣的數據雖然已經比數十年前更完整但並仍不

是全貌，由於販運的性質使得真正數據難以取得，因此到底有多少婦女遭到販

運、又再進一步被剝削仍是不確定的。 

 國際建制和婦女議題相關 NGOs 對婦女販運的看法則稍微有所出入，大部

分正式國際建制認為販運及賣淫本身尌是有害的暴力行為，需要受到禁止；但

女性 NGOs 在此問題上有所歧異，其中一派全球反對婦女販運聯盟（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  GAATW）62主張的立場，是一方面區別販運

婦女和強迫賣淫，一方面則是區別自願賣淫，GAATW 採取 80 年代中期由娼妓

權利運動所發展出的區別方式；另外反對婦女販運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63則主張販運應該包含所有形式對娼妓的招募和

運送，不論是否有採取任何強迫和欺詐手段，此論述是受到所有娼妓皆有辱婦

女的觀念所驅策的。如 CATW 創辦人 Kathleen Barry 所言，賣淫不可能是依法

可作的事，因為它對婦女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且剝奪了其性完整和性自主的

權利；概括地說，該兩個立場是將娼妓視為性奴隸與勞工之間的對抗。64雖然

目前仍以聯合國的規範為主，但各方所持意見不同，因此在倡議上也會有不同

的做法，較難統整出具體的論述和觀點來處理複雜的販運議題。 

 針對女性人口販運及強迫奴役的問題，最終迫切需要的仍是提升對此問題

的公共意識以及提供相關教育。非政府組織及其他組織分享其發現時，所進行

的討論通常發生在已開始關心反女性販運議題的組織之間，但這樣是不夠的，

若能與國家政府進行協商合作，這些組織便能夠將有效資訊傳播得更廣更遠。

教育相關的法律實施官員及其他政府官員，也是這類工作的關鍵部份。除了政

府、國家、專業人員須具備相關知識之外，普羅大眾也需要意識到性販運是一

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且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會影響到世界上各個國家的。 

                                                 
62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 http://www.gaatw.org/.  
63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  
64

 Claudia Aradau, “Problemtiz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the Absence of Security,” 30. 

http://www.gaatw.org/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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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必須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債奴（debt-bonded）娼妓以及被迫奴役的

情況，因為有如此多的婦女和女孩在此情況下生活和工作，像是她們在童年尌

被販運從事性工作、她們的疾病問題（從「顧客 」傳染到的 HIV/AIDS）、性

販運和性交易產業的組織是如何運作的、販運者的獲利有多高而風險又有多

低、交易中的顧客是哪些人、性旅遊發展程度有多高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應

該是要受到大眾關注的。 

 巴西在 1997 年舉行了一個提高大眾意識的運動，便提供了一個模型。這個

活動與政府和反販運組織之間有完整的合作，強調性旅遊此議題，尤其是在兒

童性交易市場這一塊，活動的主題很明顯地反映在其宣傳素材的標題文字上

「Beware, Brazil is watching you（注意，巴西正在注意你）」副標則是「pair of 

alert, menacing eyes（用一雙雙警覺的、具威脅性的眼睛）」，並鼓勵大眾共同

防止兒童成為性旅遊的受害者。65
 

 良好的媒體曝光對一個有效的公共活動而言是關鍵性的，如同普羅大眾一

般，在期望主流媒體能給予其需要的報導篇幅之前，必須先讓主流媒體們知道

性販運是一個廣泛且嚴重的問題。此外，性販運在媒體曝光的形式也是相當重

要的，包括特色圖片。舉例來說，研究員 June Kane 表示，有時候媒體刊登的

販運相關照片有損受害者的尊嚴，但剝削者卻能全身而退。66因此媒體對此產

業、販運者及買春者的披露可以說是此種大眾教育的重要部份。 

                                                 
65

 Ibid. 
6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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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婦女非政府組織與尼泊爾婦女販運 

 

 過去十年間南亞—尤其是尼泊爾—販運婦女與兒童議題不論在國家或國際

領域，都受到詳盡的討論。貧窮、識字率、失業率和對婦女與兒童歧視等問題

皆被提出為可能的原因，部份國家反販運計畫方案也在政府和NGO部門之下發

展與實施，且已達到可觀的進展。由政府和NGO部門所採取的舉措促進釐清許

多此議題的相關概念。這亦有助於將聚焦在婦女及其移動性、性工作的反販運

行動轉移至更臻成熟的觀點，包括販運男性與兒童以及各種目的的販運行為。

持續的倡議導致形成對抗商業性剝削販運婦女與兒童的區域性公約，最為人所

知的乃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販運公約（South Asian Allian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幾乎所有南亞國家皆漸漸認可此

議題應受到關注，尼泊爾和孟加拉甚至發展出一套打擊「性剝削目的的婦女與

兒童販運」的國家計畫。 

 雖然人口販運在尼泊爾並不是一個新現象，但是1990年之後才被提出討

論。婦女團體提出在性產業中遭販運婦女的議題，爾後才得到人權團體的支

持。 儘管國家針對反販運行動實施配套計畫，但過去六年，政府並未成功地為

販運婦女的形態帶來任何重大改變或對遭販運者提供援助。因此非政府組織成

為主要行為者；在本章當中將討論尼泊爾販運婦女的問題與現況，以及非政府

組織是如何以一個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著手販運議題。 

 

第一節  尼泊爾婦女及女孩剝削販運問題發展  

 

 尼泊爾的人口販運問題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數百年來，綁架或奴隸勞工

活動一直在持續當中，人口販運可以說是尼泊爾傳統經濟的組成部份，也是南

亞區域內人口移動的循環。有研究與分析資料指出南亞區域販運的過程與經濟

的變遷，即販運被納入傳統犯罪行動範疇，販運勞工的需求也漸漸適應全球經

濟結構。為了了解此現象並發展出策略以打擊罪惡的和有害的人口販運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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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及同類社群，列出一些販運者犯罪一貫手法（modus operandi）的定義與描

述是重要的。1
 

 人口販運逐漸被視為一種複雜的過程，牽涉到一連串的事件，即遭販運者

所需與政府或社群所回應有顯著差異。這些事件也許是從一個離開家鄉（或社

群）或移民的慾望或需求所開始，隨後遇見從事販運者對其壓迫或欺詐，且進

入一個相當有害的和剝削的工作環境。 

 

一、尼泊爾販運婦女歷史與發展 

 

 尼泊爾的婦女販運不僅不是一個新問題，而且已有相當長久的歷史發展軌

跡，可溯及至 19 世紀中期的皇室政權濫用權力剝削某些特定地區的女性作為僕

人或提供性服務，爾後又因為與印度之間特殊與密切關係，而開始跨國的販運

婦女行為至今，且其嚴重性已受到國際社會關注，長久存在的販運現象對尼泊

爾來說，更是一個亟需得到改善卻也相當棘手的問題。 

 

（一）1846-1951 年的 Rana 政權時期 

 

 販運尼泊爾婦女從事性剝削的現象可溯及 Rana 政權（西元 1846 年至 1951

年），這段期間由單一家族掌握了尼泊爾的總理職位，並將其定為世襲制，也

支配著政治和軍事領域。Rana 家族從加德滿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周邊

帶回許多少女到宮殿作為僕人和性剝削的對象。Rana 統治者和大臣們與該地少

女之間的貿易關係一直延續到 1951 年 Rana 政權被推翻為止。 

 Rana 政權垮台之後，他們不再有能力供養上百名婦女僕人，許多婦女便離

開 Rana 宮殿，但是大部分的人卻不想重新回到谷地的家鄉，因為他們已經習慣

於身為 Rana 家僕（home servants）和伺候貴族的高等娼妓（courtesans）那種較

為富裕的生活。隨著 Rana 家族的沒落，加德滿都販賣少女的市場也跟著減小。 

 供應少女進入 Rana 宮殿的商人隨後又和印度城市妓女戶之間建立關係。由

於許多原因導致印度妓女戶對尼泊爾少女有很高的需求；首先，一直都有許多

                                                 
1
 “Combating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uth Asia, Country Paper: The Kingdom of 

Nepal,” Asian Development Bank, July 20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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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的工作者在印度工作，提供了買春者（buyers of sex）的來源；其次，尼

泊爾少女較白皙的容貌對大多數的印度本國的買方相當有吸引力；第三，輸入

尼泊爾少女比貣販賣當地印度少女進入娼妓市場要來得安全，因為尼泊爾少女

不熟悉當地風俗習慣、訴訟程序和語言，所以較不可能會向警察控訴。 

 

（二）1960 年代—販運尼泊爾婦女至印度從事賣淫 

 

 將尼泊爾女性販運至印度的妓女戶此景況則是在 1960 年代完全成形，且在

1980 年代遽增。1970 年代之前，印度性貿易商（sex traders）和尼泊爾皮條客

（pimps）之間的犯罪連結便已確立，皮條客業已成為尼泊爾在印度的一種人力

資源。而尼泊爾無能的司法執行體系及印度對尼泊爾少女的高度需求，吸引了

許多尼泊爾移民工作者從事尼泊爾婦女的偷運工作。 

 妓女戶所有者則是另一個販運少女的集團。大部分的尼泊爾婦女移民至印

度找尋工作，或者販運至印度從事娼妓工作，這些婦女被稱為「gharwali」，她

們常常出入尼泊爾並從尼泊爾偷運許多少女前往印度，還會向少女們的父母親

或監護人保證 「gharwali」會協助這些少女取得好工作。他們這麼做主要是要

讓其父母親或監護人相信販賣他們的女性家屬是為了金錢利益的緣故。雖然原

本是保證會有好工作而被帶往像加德滿都這樣的城市並跨越國界，但少女和婦

女最後是被強迫進入性市場中。在此過程中，會出現一群男女購買鄉下的少女

和婦女。2
 

 

（三）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 

 

 1970 年以降，每年皆有更多婦女慘遭折磨成為犧牲品，尼泊爾的知識份

子、媒體和社會工作者開始認清問題的嚴重性，也開始出現一些研究有力地提

出谷地的極貧現象是販運事件不停增加的主因此說法，於是他們推斷是貧窮驅

使婦女們在娼妓業尋找工作機會。然而，這個結論並沒有事實基礎，認為許多

婦女是自願進入娼妓工作以維持生計此推論實質上是錯誤的。3這些研究還呈現

                                                 
2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19.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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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無事實根據的結論︰許多父母親故意將女兒販賣至印度的性交易市場。

有很多人仍否認婦女販運存在著組織性的網絡。甚至到了今日，還是有一群人

（包括一些提出貧窮是販運主因此論點的外國新聞工作者）否認從事販運者之

間存在有組織的犯罪網絡。數十年來，移民（包括很多少女）移居至城市已是

尼泊爾的普遍現象，許多少女在父母的同意或安排下移居到城市工作，擔任家

事工作者、負責編織地毯或者建設工程的勞工。但到了城市之後，她們尌被欺

詐誘騙帶離該國；在這個非法的商業行為中，有組織的團體是相當主動積極

的。許多從妓女戶返回的女孩所透露的故事中，揭露了從事販運者和當地皮條

客有完善的聯繫，且從事販運者與妓女戶經營者之間維持著商業交易關係。多

數的案例顯示，一旦娼妓戶經營者提出需求，婦女販運便應運而生。從事販運

者在過程中必須很小心謹慎，因為隨時隨地都存在著風險，因此「獨自一人完

成販運的完整過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其犯罪的本質便已預先假定了要成功地

完成該行動不應該由一人進行。4
 

 

（四）1980 年代以後 

 

 1980 年代，尼泊爾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性販運問題在世界他國獲得了廣泛

的關注。從事性販運者用誘拐、綁架、欺騙、假結婚和以優秀工作為由引誘無

知的尼泊爾少女，這些悲慘的故事已經被尼泊爾新聞媒體與非政府組織揭發。

尼泊爾媒體也因為揭露了該問題的貢獻而獲得認可；媒體協助引貣政府和 NGO

對該問題的關注，使得對抗販運的倡議行動得以發展。而 1989 年 1 月 2 日的

《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刊登了由印度衛生組織（Indian Health 

Organization）Galida 博士的一項研究發現後，性販運問題則得到了區域的關

注，爾後尼泊爾媒體便不斷重複播送印度時報刊載的該則故事，這也是尼泊爾

政府正視此問題的重要原因。5
 

 1980 年代期間，印度性市場中尼泊爾少女市場的成長，引貣了少女供應的

高度需求，此增長的需求導致尼泊爾當地販運者集團的出現，他們使尼泊爾少

女的供給更加容易。當尼泊爾的集團與印度性市場建立了交往關係時，販運便

                                                 
4
 Ibid. 

5
 Ibid.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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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以組織性國際犯罪組織的形式出現。這些組織犯罪有各式各樣販運少女的

方法，這使得尼泊爾的法律執行機關已窮途末路、束手無策且效力不彰。 

 

二、尼泊爾販運婦女相關數據 

 

 不論是婦女販運或廣義的人口販運相關數據都是非常難精準取得的，一方

陎是因為其祕密和違法的性質使得數據蒐集上更為困難，再加上輸出國和接收

國的態度與法令通常決定了處理販運問題的難度，當然也會影響相關資料的彙

整和蒐集。 

 

（一）蒐集相關數據的困難 

 

 儘管販運的廣義認知是一個非同小可的社會問題以及對少女和婦女的殘忍

性剝削，但只有極少數詴圖要設立一個精確的數值評估。關於少女和婦女被販

運進入印度性市場的數字，並沒有可用的官方的數據，不論是印度政府或尼泊

爾政府皆沒有設法確認此問題的重大性—人數、從事娼妓者的健康狀況、販運

事件增加的原因、弱勢族群或任何可能的介入手段。 

 尼泊爾的統治階級有著傳統的習慣，即是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周

遭區域的塔曼族（Tamang）少女必須成為女僕或者表演者，再將這些尼泊爾少

女強迫販賣至印度的娼妓戶。6這個習慣持續已久，以致於估計現在有超過三十

萬的尼泊爾婦女和少女被販賣至全球的性市場；這樣的統計數據以及對婦女與

少女販運從事性工作（Commercial Sexual Work, CSW） 的關注，也只提供了現

階段景況的部份景象，而無法窺探全貌。不論是在尼泊爾境內或是跨國界，想

取得遭販運的婦女和兒童流動人口的精準數據都陎臨極大的困難。 

 由於販運犯罪者的祕密性質，會竭盡所能地隱瞞過一個又一個的監控；貣

訴案件相當稀少且充滿著困難，因此犯罪統計呈現出對人口販運發生率的低

估。文獻中的大部分數據都是推測出來的，或趨向引用或交叉引用而來。作成

估計有三個可能的要點：1. 從社群層次所報告的失蹤人口數目，再推測遭到販

                                                 
6
 Community Action Centre - Nepal (CAC-Nepal), "Stock-Taking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Data on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Girls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Bansbari, Kathmandu, July 20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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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人口的比例；2. 從國境邊界所蒐集到的數據估算從尼泊爾進入印度（他們有

可能停留在此，也可能前往其他目的地）的人數；3. 從剝削此重點出發，例如

在印度或加德滿都娼妓戶所實行的研究調查、工廠或家事工作者的推斷。雖然

還是可以描繪出一般性的指標，但在這種數據之間進行比較是不可行的，因為

販運事件仍然沒有減少，限制這些活動所作的努力反而導致了販運方法和目的

地的多樣性迅速的改變。7
 

 

（二）販運婦女實際數據 

 

1.官方數據 

 最好的估計便是少女和婦女遭販運的人數相當龐大。1989年1月，《印度時

報》 報導，根據印度衛生組織的資料，約有十萬名尼泊爾少女和婦女身處印度

妓女戶。而負責準備販運問題報告向聯合國兒童基金（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回報的Pauline O’Dea提到，1992年尼泊爾政府宣稱約有二十萬

名婦女及少女受害，8然而該數據只是一種臆測；1987年所召開的尼泊爾和印度

組織的會議推測數據約莫是十五萬三千名婦女和少女。在O’Dea的報告中，她

估計光是在孟買的妓女戶內尌約有四萬至四萬五千名尼泊爾婦女和少女。 

 印度衛生組織秘書長I.S. Galida博士則報告說孟買的性工作者總人口中有

90%是來自尼泊爾、孟加拉和其他印度瑪哈拉斯特邦（Maharastra）附近的移

民；Gilada博士於1985到1994年之間在各種研究之中估計，在孟買約有七萬到

十萬名娼妓，加爾各答則有十萬名、德里有四萬人、普內（Pune）有四萬人、

拿卡波（Nagpur）則有一萬三千人。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估計印度的娼妓人數約有一百萬人。9
 

 尼泊爾電視台表示每個月從警方收到20則要通告群眾失蹤的少女和婦女的

請求，這個數字並不是毫無遺漏的，因為大部份的失蹤人口並未向警察報告。

正常地推論，光在加德滿都每個月尌有上百名少女遭到販運。在大多數這樣的

                                                 
7
 “Combating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uth Asia, Country Paper: The Kingdom of 

Nepal,” 17. 
8
 Pauline O’Dea, “Gender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The Market in Women, Girls and Sex in Nepal: 

An Overview of the Sit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UNICEF, Nepal: Kathmandu, 1993, 7. 
9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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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除了分送失蹤少女或婦女的照片給邊境警察局和檢查站之外，並不會

有任何追查的動作；有許多案例，受害者的父母親則是在事件發生很久以後才

收到失蹤女兒的消息。而在24個Sindhupalchok的鄉村發展委員會（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s, VDCs）和15個Nuwakot的VDCs進行的戶口調查，發

現有2116名少女和婦女失蹤，10而絕大多數的少女和婦女自從失蹤後，便無法

取得其下落的任何訊息，根據失蹤少女的親戚及其他村民的傳聞，大部份的少

女似乎是被販運到了印度的妓女戶。但這樣的數據並不詳實，可能仍然有許多

被隱蔽的資訊，不過數據本身依舊顯出了全國失蹤少女的規模大小。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於1997年所繪之區域地圖，光是在加德滿都一地尌有

五千名性工作者，且其中有一千名兒童。而最常被引用的估計資料是每一年約

有五千至一萬兩千名12歲到20歲之間的尼泊爾少女從尼泊爾被販運至其他國家

從事娼妓工作，而約有十萬到二十萬的尼泊爾婦女與少女在印度的性產業裡工

作。由國際勞工組織2001年所公佈的研究指出，每年約有一萬兩千名的兒童從

尼泊爾被販運至他地11。 

 

2. 相關組織和NGOs提供之數據 

 

尼泊爾童工關懷中心（Child Workers in Nepal Concerned Center , CWIN）的

主席Guari Pradhan則宣稱在孟買妓女戶從事賣淫的尼泊爾婦女和女孩超過二萬

名。12
 

 根據Gilada博士所提出的數據，尼泊爾社會工作者估計尼泊爾女孩和婦女

在印度妓女戶工作的人數大約在二十萬人左右，他們深信每年仍有五千到七千

名新的尼泊爾人死在印度的妓女戶。 

 在尼泊爾的來源地區，也已經針對一些小的區域開始實施了一些微型研

究。例如尼泊爾致力於販運婦女研究的非政府組織「法律研究和資源發展中

                                                 
10

 CeLRRd已在14區的220個VDCs完成了背景調查。背景資訊是從多方陎進行詳細的家庭調

查，再用電腦統計和分析出來的。該調查在VDCs的幫忙之下由經過訓練的人員進行，且得到

220個VDCs的失蹤女孩的背景資料，這部份是販運問題影響最嚴重的地方。 
11 

Bal Kumar KC, Govind Subedi, Yogendra Bahadur Gurung, Keshab Prasad Adhikari, Nepal 

Trafficking in Gir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ostitution: A Rapid Assessment, (Gevena: ILO IPEC, 

November 2001). 
12

 Child Workers in Nepal Concerned Center, www.cwin.org.np/ 。 

http://www.cwin.or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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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Centre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eLRRd）在1998年

便開始從事田野調查，針對從此區離開前往已知和不明目的地的18歲以下的少

女做出比較。無法得知所前往目的地的少女比例較高，在Sindhupalchowk的24

個VDCs裡，有1713名離開該區，但有1168名少女的下落不明，比例是68%；而

在Nuwakot的668名離開該區的少女，有473名下落不明，比例佔了71%。但那些

自願移民、或逃離艱難處境而選擇不告知家人及其去向的那些少女，並不考慮

在此估算內。13
 

 沒有方法證實這些統計數字，但尼泊爾女孩在印度妓女戶工作的比例相當

高是很明顯的事實，且比例數字也在持續上升，被招雇時的帄均年齡也比1980

年代時低了更多，從1980年代的14-16歲降到1994年的10-14歲。印度衛生組織

的Gilada博士表示被送到孟買妓女戶的最年帅女孩是九歲。 

 

第二節   尼泊爾販運現象的原因 

 

 此區域的販運根本因素，不外乎貧窮、文盲以及缺乏意識方陎，在劣治

（poor governance）與立基於階級、種姓和性別的歧視、普遍貪腐、不服從於

國家和國際行為者的國際義務、國際貿易、勞工與移民政策與其他等結構因

素，根深蒂固的家族長式和半封建社會與政治制度、男女性別上的雙重標準

等，亦是尼泊爾販運現象猖獗的因素。 

 

一、大環境有利於販運婦女 

 

 從南亞可得的資料可以看見販運「最糟糕的形式」，其非法將女性和兒童

遷移且強迫從事性工作和各種形式的童工進行剝削。南亞的性別歧視和女性地

位的低落導致婦女和女孩幾乎沒有選擇或方法能夠反擊販運者的欺詐，並且比

貣男性更無力招架這類暴力的威脅。而投機主義的販運者的典型行為傾向於強

化年輕女性的無助感，且必須由男性保護，很快地便形成了其脆弱性。一旦婦

                                                 
13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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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與女孩經歷過這些經驗後再重回其社群，也是最可能受到污辱和被深刻烙印

的一群，且沒有太多其他生存策略的選擇。因此販運者藉由對這種更進一步受

害的恐懼來增加對婦女和女孩的控制和孤立。 

 另外，儘管雇用仲介者網絡以雇用新的尼泊爾工作者需要花費很大一筆金

錢（某些仲介者一趟旅程可得到印度盧比 6000 元，約 200 美元） ，每週還要

付給警察和當地黑道頭目保護費（據說每週每個妓女戶要付出 200 盧比，約 6.6

美元）， 但妓女戶仍是個大企業，甚至最廉價的妓女戶都能賺取到盈利，一個

客人可以收取 50-100 元盧比，若有特別服務可以受取更多；一個妓女戶可能會

雇用四、五十名工作者，一人也許一天要服務超過 15 名客人，一個月帄均下來

工作 26 到 28 天。妓女戶業主普遍來說一天提供不超過兩餐，允許大部分的工

作者可以保留客人給她們的小費，大約是一個客人會給 2-5 盧比。14資源貧弱的

情況下，她們還必須張羅自己在食物、衣物和私人物品的花費。醫療照護的開

支一般是由業主支付，但之後會加到該工作者的「債務」當中，有時候還會加

上利息。 通常業主為了賺取更多利潤不會只有一間妓女戶，但仲介者、當地警

察和其他涉入該產業的人同時也因此得利。一位之前是娼妓的婦女告訴 Human 

Rights Watch/Asia，「警察、醫生、皮條客他們都是靠妓女戶維生的。」 
15

 

 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性產業帶來的利益，加上地方公家機關的

貪腐與共犯結構對人權的忽視，因此販運婦女從事賣淫或相關性工作的問題便

更加猖獗和浮濫。 

 

二、尼泊爾與印度的政治經濟關係 

 

 尼泊爾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的生活是在每人每月只有 12 元美金的貧窮

線以下，且約有百分之八十的的人口是居住在鄉村地區依賴農業維生16。其極

貧狀況以及其與印度的經濟政治方陎夥伴關係，都助長了尼泊爾婦女和女孩被

販運到印度妓女戶的問題。尼泊爾是個小的內陸國，因此與兩個強國比鄰—中

國與印度，並依賴他們以求發展援助和貿易機會；尼泊爾另一個鄰國則是相當

                                                 
14

 Human Rights Watch/Asia, Rape For Profit: Trafficking of Nepali Girls and Women to India's 

Brothels,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1995), 19-20. 
15

 Ibid. 
16

 “Rural poverty in Nepal,” http://www.ruralpovertyportal.org/web/guest/country/home/tags/nepal.  

http://www.ruralpovertyportal.org/web/guest/country/home/tags/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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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國家不丹，不丹的人口幾乎只有尼泊爾東邊所居住的六十萬名難民的六分

之一。17
 尼泊爾多山，幾乎沒有什麼基礎建設和工業發展，一千九百萬人口的

九成都居住在農村地區，依靠僅供生存的農業生活。18
 

 

（一）地緣關係 

 

 尼泊爾的多元種族反應在它的地形，且包括了來自印度邊界亞熱帶 Terai 

低地的人民，這些人與北印度的人民相近。中央山脈的住民融合了印度和藏緬

語系的人，因此山上的居民追溯他們的根源到中亞和西藏。 

 數十年來，大部分是佛教信仰的社群成員，例如 Tamangs（之前的大多

數）Sherpas、Lamas 和 Gurungs 等，都是仲介者的目標，這些仲介者供應婦女

和女孩前往印度的妓女戶、兒童不分性別則是到尼泊爾和印度的地毯和成衣工

廠工作、所有年齡層的人則是要從事道路鋪設和工程等工作。Tamangs 多數居

住在 Nuwakot、Sindhupalchowk、Kavre 和 Dhading 地區的偏遠山谷，但為了尋

找工作使他們不得不四散前往尼泊爾各地。19
 

 

（二）尼泊爾與印度邊境的開放 

 

 販運婦女和女孩的國際化，有一部份是由於當時 Rana 政權開為了旅遊和貿

易而放了尼泊爾和印度邊界，而促成兩國之間漸漸成形的政治聯盟。加德滿都

附近的 Nuwakot、Sindhupalchok 和其他 Bagmati Zone 山谷地區特別成為販運猖

獗的地方。 

 1950 年印度與尼泊爾所簽訂的條約，提供了尼泊爾和印度之間的自由通行

與貿易。20
 印度和尼泊爾政府同意在互惠的基礎上，允諾在本國領土上的另一

                                                 
17

 NGOs 調查發現不丹女孩和婦女開始有從尼泊爾東南方邊境的營地失蹤的現象，他們擔心這

些女孩已落入販運者的手中。 
18

 幾乎一半的尼泊爾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他們一天攝取不到 2250 卡路里。女性識字率估計

只有 20%。1990 到 91 年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已有 70%尼泊爾人口降到貧窮線以下。 
19 Rape For Profit: Trafficking of Nepali Girls and Women to India's Brothels, 8. 

http://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india957_0.pdf or 

http://www.hrw.org/en/reports/1997/06/01/rape-profit  
20

 印度和尼泊爾之間的關係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考量到共產主義可能散佈而開始發展的，

1949 年中國宣稱解放西藏和重建中國傳統疆界。新興獨立的印度雖認可中國對西藏的主張，但

http://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india957_0.pdf
http://www.hrw.org/en/reports/1997/06/01/rape-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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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民在居住、財產所有權、參與貿易、從商、移動和類似權利上享有同樣的

待遇。 

 尼泊爾繼承政府雖對該條約多次表達不滿，但卻沒有一方能夠終止此條

約，印度不希望失去它所享有的待遇，而尼泊爾則是無法承擔與印度貿易夥伴

關係惡化的結果。21
 

 開放邊境政策對防範婦女販運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印度和尼泊爾之間來

往旅行的國民不需要護照、簽證或居留許可；因為人們為了工作、購物和貿易

而自由地通行在兩國之間，根據尼泊爾警方表示，每天超過十萬人會經過一個

較熱門的邊哨站，因此要邊境警察確實檢查非法活動是極度困難的；販運者和

其受害者很輕易地尌能夠跨越邊境移動，而個別警員的責任便是攔下並詢問看

貣來可疑的旅人。但問題不僅如此，還得加上雙方邊境都有的警察貪污現象。 

 

（三）政治結構 

 

 儘管尼泊爾在 1990 年已轉型成為多黨制民主，但尼泊爾的城市和鄉村仍被

有權勢的地方領袖緊緊掌控著，他們許多是富裕家族的後代，因此從以前尌在

村莊握有支配地位。在以前的一黨體系之下，也尌是所謂的 panchayat 民主22，

這些當地統治者可在其居住地區之外的地方取得政治影響力，助長了政治酬庸

（political patronage）複雜網絡的成長。 

 

（四）經濟結構 

 

                                                                                                                                            
仍然透過增強英國提出的「喜馬拉雅前線政策」並與三個王國簽訂和帄與合作條約，詴圖限縮

中國在尼泊爾與近鄰不丹王國和錫金的影響力。  
21

 1989 年 3 月，尼泊爾從中國進口武器（而不是進口在印度製造的武器）且在尼泊爾的印度工

作者必須申請工作許可證，印度為之光火因此關閉了印度與尼泊爾的 19 條雙邊貿易路線（原有

21 條）以及尼泊爾國際貿易時經過印度的 13 個轉運路線（原有 15 個）。這動作大大衝擊了尼

泊爾的經濟，並很有可能加速尌政權的繃壞。印度在一年後稍微恢復原有的貿易關係，1990 年

六月與新的總理簽訂建交公報，尼泊爾同意未與印度協商不會向中國購買武器，也廢除印度人

需要工作許可此規定並給予他們其他特許。尼泊爾必須不計代價地維持和印度的關係，因為印

度的勢力可以阻礙尼泊爾的經濟命脈。 
22

 一種地區性的民主制度，是南亞地區某些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的一種特殊政治

制度，從字陎意義理解，即「鄉村五人長老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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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印度和尼泊爾兩地販運婦女和女孩的貿易現象為何如此興盛，必須

了解兩國的經濟情勢。尼泊爾極貧使得在其鄉村村莊裡招雇婦女是容易又有利

可圖的。因為尼泊爾對印度的經濟依賴，以及有力的尼泊爾國大黨（Nepali 

Congress Party）和印度政府的政治情結（political ties）23，先前的尼泊爾政府

被阻止管制邊界或積極地打擊跨國犯罪，除非印度政府也實施反販運法律致力

於遏止販運需求。 

 在過去十年來，尼泊爾已經歷了都市地區（例如加德滿都和 Terai 城鎮）的

工業化。之所以有此成長是因為印度和尼泊爾之間有著貿易條約，而印度也有

許多投資。許多尼泊爾的新興企業都是印度所有或雇用印度員工；邊界南邊的

印度工業則是雇用許多尼泊爾員工，而這些尼泊爾人再把所賺來的錢帶回尼泊

爾。24
  

 儘管都市區域的經濟情況有所成長，但是尼泊爾鄉村經濟卻仍然沒有改

變，還是維持著依賴僅供生存的農業生活著。許多鄉村村莊距離都市市場非常

遠，但是若有多餘的收成必須拿去都市販賣。在許多案例當中，他們只有很少

的多餘收成，但是在每一個生長季節結束時都要經歷一段時間的歉收，這便成

為往都市求職的誘因。此外，儘管政府努力進行土地改革，但尼泊爾鄉村大部

分的可耕地是由一些具影響力、社會地位高的家族所有，社會地位較低的成員

以及較貧窮的種族便很難靠他們的貧瘠土地維生，因此他們只好不停尋找其他

更好的方法來增加所得。 

 Tamang 的自耕農是尼泊爾最窮困的少數族群。根據活動人士 Jyothi 

Sangheray 於 1991 年時向聯合國當代奴隸形式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Contemporary Forms of Slavery）報告的觀察指出，Tamang 家庭帄均只有不到一

公頃的旱地。大多數人在 1950 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前尌已經是佃農，但因為

土地改革而有許多人被收回土地，只留下一些畸零地或除峭山丘斜坡上的旱

地。不再能夠靠僅供生存的農業生活，實際上也沒有受教的管道或其他進入現

金消費經濟體系的方法，Tamang 為了尋找其他謀生的方法而被迫移居他地；他

                                                 
23

 印度為尼泊爾 1990 年的民主運動提供許多支助，且持續為對抗尼泊爾國大黨而被驅逐的成

員準備避難所。 
24

 印度的經濟亦從尼泊爾的廉價勞工獲利，尤其是邊界的紡織和地毯工廠的勞工，而這些工業

吸引的許多工作者是兒童。尼泊爾邊界巡防警官告訴人權觀察組織每天有上千人跨越他所駐守

的邊境哨站，而之中許多人說他們要在印度 國拉布爾附近剛開的地毯工廠找工作，大部分都是

九或十歲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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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於是在低地或印度的道路工程從事搬運工或體力勞動等低薪資的季節性工

作。Tamang 的男性也被招募成為英國和印度軍隊的 Gurkha 傭兵。但這些社群

很快地也發現有其他能夠賺更多錢的維生方式，也尌是「一種產品…被創造出

來販賣，且在性產業的勞動市場中販賣得很好，便是 Tamang 女性的身體與性

勞動。」25
 

 

（五）印度對尼泊爾女孩的需求日增 

 

 在印度的紅燈區，對尼泊爾女孩的需求（尤其是有光滑皮膚和蒙古人五官

的處女）持續在增加當中。但要確實說出有多少女孩和婦女被印度的性產業聘

雇、或來自尼泊爾女孩所佔的比例，都是不可能的。 相關估計大部分是以都市

地區妓女戶所雇用的婦女人數為基礎，但是娼妓是存在在印度的每一個城市和

城鎮、在許多村莊裡，統計數字因此有極大程度的不同。印度衛生組織的秘書

長 I.S. Gilada 博士於 1985 到 1994 年之間在各種研究之中估計，在孟買約有七

萬到十萬名娼妓，加爾各答則有十萬名、德里有四萬人、普內（Pune）有四萬

人、拿卡波（Nagpur）則有一萬三千人。根據他所提出的數據，尼泊爾社會工

作者又估計尼泊爾女孩和婦女在印度妓女戶工作的人數大約在二十萬人左右，

他們深信每年仍有五千到七千名新的尼泊爾人死在印度的妓女戶。26印度醫學

研究委員會（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估計印度的娼妓人數約有一百

萬人。相較之下，印度致力於性工作者福利的志願團體 Bharatiya Patita Udhar 

Sabha（翻譯成援救妓女印度聯盟，In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Rescue of Fallen 

Women）1992 年估計有超過八百萬名印度妓女戶工作者，另外有七百五十萬名

是應召女郎。27
 

 沒有方法證實這些統計數字，但尼泊爾女孩在印度妓女戶工作的比例相當

高是很明顯的事實，且比例數字也在持續上升，被招雇時的帄均年齡也比 1980

年代時低了更多，從 1980 年代的 14-16 歲降到 1994 年的 10-14 歲。印度衛生組

                                                 
25

 Rape For Profit: Trafficking of Nepali Girls and Women to India's Brothels, 12. 
26

 Ibid. 
2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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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 Gilada 博士表示被送到孟買妓女戶的最年帅女孩是 9 歲。28
 

 

三、尼泊爾的社會與家庭因素 

 

 在家庭或監護人強迫婦女和女孩進入販運結構的案例中，許多人是將其合

理化，解釋為非有害的，因為她們被視為其父親或監護人之所有物，而來自社

群的過度保護是不合宜的；諸如此類的態度造成一股氛圍，即是販運者可自由

找出那些已被邊緣化的人且免於受罰。 

 對居住在加德滿都山谷的種族存在類似的歧視習慣也使該種族成為販運的

目標。根據階級、種姓而來的歧視否定了上千人的公民身分，尤其是那些來自

賤民（Dalit）社群的人，儘管他們的名字被列在選舉人名單上，或者有著世代

皆居住於尼泊爾的證據，卻仍然難逃遭歧視與差別待遇的命運。歧視與根據種

姓劃分工作迫使人們（特別是那些來自較低種姓的人）在受限的範圍內工作。

有許多個案研究支撐著婦女必須用祕密移民的方式在性產業工作，以避免帶給

她們自己和她們家人的種姓極大的羞辱。在某些案例中，婦女甚至改姓並在前

往印度後使用該階級較高的姓氏以在該國國內經濟體系中工作；這些婦女表示

她們這麼做是因為懼怕來自她們村莊或區域的人會認出她們告訴別人，她們寧

願到印度換個姓氏找工作。29居住在加德滿都谷地及其周圍的少數民族所遭遇

到的歧視也同樣地使他們更容易成為販運的目標及受害者。 

        社會的傳統規範持續的侵蝕，造成更多文化和社會關係的異質性。過去鄉

村的同質群體維持了立基於傳統階級制度及合作的規範體系，每個團體皆關注

和重視屬於他們的成員，而每個公共團體的成員也知道他們身邊的人的狀況。

在多年來的大規模遷移之下，鄉村的同質性已漸漸被消滅了。個人較不會意識

到發生在其鄰近人群身上的事，也比較不知道彼此的狀況和一般來說較膚淺的

人際關係。法律的執行也較軟弱無力；大多數的非法行為並沒有被報導出來；

引貣這些變遷情況的警察、政府失靈現象已造成傳統規範的崩潰，此社會結構

的崩壞也成為販運者的助力，讓他們在各種社群團體中得到立足點。 

                                                 
28

 Ibid. 
29

 Sally Cameron and Edward Newman ed., “Humand Trafficking in Nepal, ” Trafficking in Humans: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販運者的逐漸成功是由這些近來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人口流動和其導致

的社會崩解，趨向將社群中較弱勢的部門邊緣化。移民和人口流動使女孩和婦

女脫離了她們傳統的保護結構，而暴露在一個她們並不熟悉的世界，這導致她

們變成極端的弱勢。都市區域的蓬勃生氣給予了性市場一個有利的氛圍，婦女

和女孩們移民至城市增加了這些女性被捲進性市場的危險性，因為被邊緣化的

女孩和婦女很容易成為被劫掠的對象。而這個問題主要是政府安全系統失敗所

致。 

 

四、尼泊爾的移民與經濟情況 

 

 儘管對尼泊爾販運問題已有廣泛的關注，但販運事件的數目仍持續攀升。

以前販運問題一般是限於某些特定種族社群和區域內，但如今販運已廣範圍地

以飛快的速度散布到幾乎跨越國界的每一個種族社群和區域。該問題已成為國

家的（national）問題。 

 貧窮是尼泊爾婦女販運最主要的原因，加上貧窮造成了更多相關的原因，

像是鄉村因為普遍皆為文盲，又無法接觸到發展活動，而成為了該問題影響最

嚴重的地區。鄉村赤貧的情況和越來越多年輕女性移民至城市尋求更好的生

活，都促成了容易使這些年輕女性受害的環境，這尌是這些年來年輕女性遭販

運人數急遽增加的主要原因。30
 

 近十幾年來尼泊爾從鄉村移往城市的移民過程已是普遍現象，移民的主要

誘因則是賺錢以提供家庭基本所需，但移民的過程也提供了數十億的性產業所

需。 如反國際歧視運動（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IMADR）的主席Nimalka Fernando所指出的，「今日

的性貿易（sex trade）比軍火販賣工業更加繁榮。」31由於大規模的婦女移民之

目的在於能在尼泊爾國內外合法工作，因此透過性貿易仲介承諾的高薪資或婚

姻誘因便幫助了販運的進行。現在的販運既會包裝，同時又是市場，簡言之尌

是婦女商品化（comodification），已經演變成系統化的、組織性的和跨國化

                                                 
30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21. 
31

 Ibi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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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速的都市化和對工作的展望誘使青少女移居至尼泊爾的城市，她們會尋

找地毯、成衣工業、餐廳和家事服務的工作，但其實這些工作只是販運的掩護

而已，這些完全沒有疑慮的少女們到達城市後，緊接著尌被轉入性貿易市場。

尼泊爾的加德滿都（Kathmandu）、波卡拉（Pokhara）、達蘭（Dharan）這些

城市便成為將其販運至他國的轉運站，而這類的移民行為即是轉運可行性增

加、通訊和城鄉間商業活動的發展下可以預料的結果。32
 

 甚至有趨勢是中產階級的婦女被販運至波灣國家從事性工作，也是以吸引

人的工作和可觀的薪水作為掩飾欺騙婦女前往，而中產階級婦女會遭到販運的

因素可歸咎於想要有悠閒的生活方式和希望達到社會較高社會地位的需求所導

致。 

 

第三節   尼泊爾非政府組織與打擊婦女販運 

 

 現今有許多公民社會組織已在尼泊爾境內實行反販運行動。有些也和其夥

伴組織、印度和孟加拉共和國的NGOs網絡有所串連，NGOs的網絡在尼泊爾已

有所發展，且在某些特殊議題上合作，特別是有關改變政策和立法的倡議。

（National Network Against Girls Trafficking, NNAGT）33也發展出了一個資源中

心讓其他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34使用，其中包括了報告、資料數據和其他

資料。 

 有許多組織針對性別帄等和女性賦權等議題從事工作，也對打擊販運很有

貢獻，即使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從事特殊的反販運計畫。類似以社群為基礎的組

                                                 
32

 See IMADR’s Website. http://www.imadr.org/  
33

 NNAGT 是成立於 1990 年的非政府／ 非營利組織，著眼於性剝削的販運婦女問題。

NNAGT 是致力打擊販運婦女與暴力對待婦女的基層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CBOs)和

國家層次非政府組織的聯盟，其主要關注焦點是建立網絡、結盟和資訊傳播。此外 NNGAT 和

其他會員組織作為保障婦女權利的倡議者，並投入各種婦女賦權的活動。NNAGT 已積極地在

區域和國際舞台參與這些議題。NNAGT 已註冊登記(Registration #: 505/055/56)且是社會福利協

會（ Social Welfare Council, SWC，其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事務及國際社會福利政策之協調合作事

務上，頗具影響力）的會員組織 (Affiliation #: 8639)。

http://www.womenact.org.np/members/71/National_Network_Against_Girls_Trafficking_%28NNAG

T%29.html  
34

 利害關係人、切身相關人士：是對於某一組織的決策和活動有特別的關懷和興趣的人，也是

非營利組織要對之負責的群體。李怡志，《我可以改變：讓自己的生命發光》NPO 故事書，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2004 年。 

http://www.imadr.org/
http://www.womenact.org.np/members/71/National_Network_Against_Girls_Trafficking_%28NNAGT%29.html
http://www.womenact.org.np/members/71/National_Network_Against_Girls_Trafficking_%28NNAGT%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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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則參與社會動員和一些法律和人權意識的活動，也都對對抗販運很有貢獻。

這些組織很多同時也身為大型除貧計畫或公共/基礎建設發展的一員，從事社會

動員，並間接地使反販運NGOs能較容易地在同一個區域內運作。若要對該些在

特定地區或村莊促成打擊販運活動進行評估，則必須將可能實施計畫的整體範

圍納入考量。  

 有些NGOs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目的在於提升意識、給予建議並提供社會

動員的實施，而其根本的假設是資訊和教育可以帶來行為的改變。 資訊、教育

與溝通（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EC）資料由絕大部分的

NGOs結合組織的集會、專題討論、工作坊、街頭劇（street theatres）、同儕教

育、發展社群資助系統（developing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以及團體形成等

共同發展而成。 

 發展工作有許多不同領域，而為不同意識形態基礎工作的組織對販運受害

者所自認情況之回應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有些負責援救和協助重新返回家

庭活動的組織，認為任何種類的性工作都是有害的，不論付出任何代價都應該

使女性離開該處境並且保護他們不會再被送回從事這類的工作。在某些案例

中，這尌意味著組織限制了這些受援救的販運受害者在庇護所的行動，而且這

些受害者被視作兒童一般，而她們的意見和行動都需要被「改變」。有些組織

則採取以權利為基礎的途徑，認同任何個體都有權選擇是否從事性工作；這並

不表示這些組織允許那些倖存者曾經受的傷害繼續發生，也不是否定賣淫代表

了將女性視為性物品/性客體（sexual objects）來剝削的極端形式。這些相異的

途徑很明顯地被反映在重新安置和整合的計畫形態上。這種相異也可以在從事

反販運計畫不同陎向的組織和行動者中發現。 

 

一、尼泊爾的NGOs發展 

 

 1980年的政治公投在尼泊爾社會中引貣了軒然大波，要求一個更開放的體

系能夠對社會大眾負貣責任，然而保守地說，在此公投之後，尼泊爾才進入了

NGO運動的時代。雖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NGOs在尼泊爾運作，但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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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尼泊爾維持了以Guthi
35形式存在的NGO固有型態，但在公投之前，

尼泊爾的官僚機構皆執政黨的嚴密控制心態影響下，皆認為開放此制度對執政

階層是不利的。當時的尼泊爾不只NGO的登記註冊受到嚴格管制，甚至所有事

務都是遭嚴密監控的。 

 然而隨著有名的1990年人民運動（people’s movement），當國家經歷了多

黨制民主的重建之後，NGOs的閘門也尌接著被打開了；但多黨制民主很不幸地

為該國家帶來更多傷害，且不斷地打擊民主機制，導致人民寧可相信先前的體

系是較好的，但這卻不是事實。或許會有人說，怎麼可能會有其他比民主更好

的體系呢？但尼泊爾卻的確是民主體系的失敗例子，事實證明其法律和秩序的

惡化，而人民也開始思索缺少規範和存在粗俗的行為即是民主的同義詞，人民

在看見了這些他們視為偶像的人缺乏紀律修養、謙遜且腐化墮落之後，又還能

期待什麼呢。貪腐墮落的蠹蟲已經侵蝕了政治菁英和政治偶像們的心智，他們

不但沒有成為一盞明燈領導公民社會，反而是使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有多存在的

空間，自己也從其顯要地位跌落。 

 令人難過的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NGOs以及其領導者身上。究竟有多少

NGOs目前已在尼泊爾登記註冊，而又有多少預算是花費在以NGO運動為名的

活動上，都是難以計算的；但可以確定的是，因為陳舊制度必須騰出空間給那

些較個人的、對社會需求較無感的新制度，使得類似Guthi這樣貣源於其社會文

化環境下且飽經時間考驗的機構都已經被扼殺。 

 NGO浪潮也尌這樣朝尼泊爾襲來且駐留了下來，但很不幸地，NGO並無法

完全地釋放其力量對該國家和社會做出有益的事，因為對於從過去到現在皆從

事有爭議議題之事的人來說，NGOs僅是成為其發射台（launching pad）和行乞

碗（begging bowl）而已。此外，不幸卻真實的是，因為這波浪潮，許多騙子和

罪犯皆成為了普遍存在的慈善家，為社會上受壓迫的人喉舌。從較嚴謹的觀點

來看，NGOs大部份仍是領導NGOs之人的個人豢養物，絕大多數的NGOs可以

被比擬為乳牛，資金尌像是美其名給小牛食物，雖然不足夠卻能壓制他們的飢

餓感；同時，乳牛仍持續被榨取著。這和現實是相似的，社會上貧窮的、受壓

                                                 
35

 Guthi（尼泊爾 Bhasa）是一個曾經維護 Newar（加德滿都山區的原住民）社會秩序的社會組

織。目前大多 guthis 已不存在，但他們一度是 Newars 最具勢力的社會組織。Guthi 在維護

Newari 社會和諧以及防止無政府狀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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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人尌像是飢餓的小牛，他們的母親被迫榨取奶水且供應使個人得利。 

 經過觀察可以發現大部份的NGOs註冊的宗旨和目標都是幫助窮人，但窮人

卻越來越貧窮，最終死於匱乏，而那些應為窮人福祉而努力的人卻變得寬裕且

越來越富。究竟為什麼那些NGOs無法向社會負責，又為何民眾已無力去創建一

個制衡的體系來監控他們的行動並注意他們到底累積了多少資金呢？ 他們的目

標和資金募集並沒有錯誤，但倘若私吞資金或刻意使目標毀損失敗的手段卻是

令人不快的。 

 尼泊爾政府於是在1995年成立了婦女和社會福利部門（Ministry of Women 

and Society Welfare），好能審慎陎對公帄性別和脆弱兒童的需求，但除了成為

NGOs犯罪行為的夥伴之外，並沒有太多表現。實際上，在任何國家內，只要政

府無法有利於社會，或政府部門無法妥善回應社會需求，政府、NGO和INGOs

之間便應該建立強而有力的夥伴關係。36
 

 

二、NGOs在販運婦女議題與國際組織的合作 

 

 贊助者、INGOs 以及政府間機構在打擊販運上皆付出極大努力。 除了不同

活動的協調之外，近年來這些機構已經提供給政府和 NGOs 許多科技方陎與經

濟方陎的資助，讓他們能夠提出並討論這些問題。這些組織包括 Redd Barna、

Plan International、行動援助（Action Aid）、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樂施會（Oxfam）、 發展與人口活動中心（The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Activities, CEDPA）、拯救兒童聯盟（Save the Children Alliance）、 

國際勞工組織— 消除童工之國際專案（ILO/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ur, IPEC）、 即時管理（Just In Time, JIT）、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 CARITAS Nepal
37以及美國國際發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USAID）。 

                                                 
36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4-5. 
37

 CARITAS Nepal, http://www.caritasnepal.org/eng/index.php  

http://www.caritasnepal.org/en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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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些組織所從事的計畫範圍從提高意識（raise awareness）、援救與重新

安置、發展對人權與兒童權利的整套訓練，一直到為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設

立的工作坊以加強立法。保護及防止兒童受害、兒童權利委員會（Children’s  

Rights Council, CRC）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資訊散播，再加上表示支持的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來共同增強反販運的舉措是關鍵要素的其中一部份。這些機

構也會藉由能力建立計畫、IEC 資料的生產，支持兒童的轉繼家庭（transit 

homes for children）來參與促進女性權利的議題。 

 以下簡述三個與 NGOs 之間有密切合作以及成果的國際組織，並簡單陳述

與 NGOs 的互動內容與目標。 

 

（一）Informal International Agency Group（IIAG） 

 Informal International Agency Group（IIAG）的成立是為了增加利害關係者

之間資訊的流通，並增進活動的協調，其中之一的倡議是發展出一個列表，記

錄贊助者或 INGO 資助了哪些活動；另一項有用的功能是一個規律的機會去討

論議題和通知群眾將來臨的事件與活動。南亞其他國家的贊助者和 INGOs 也有

類似的但鬆散的組織網絡，不如在尼泊爾一樣成功。 

 

（二）ILO/IPEC 

 ILO/IPEC成立於1992年，已協助許多由NGOs運作的微觀層次（micro-

level）計畫，計畫主要是針對提高意識、援救及重新安置來發展出整套訓練 ，

使初等教育老師對人權與兒童權利的重視能更敏銳；除此之外，他們也支助那

些為法官、檢察官與行動主義者的律師所設之工作坊，希望能強化童工和兒童

販運的立法。ILO/IPEC現在還和婦女、兒童與社會福利部門（Ministry of 

Women, Children and Social Welfare, MWCSW）共同合作建立對抗兒童販運的能

力。 

 

（三）UNICEF 

 UNICEF則持續協助NGOs在保護和避免兒童受害、幫助受剝削兒童重返家

庭的工作；1997年至2001年間與尼泊爾政府的共同執行計畫也將大部分的重點

置於避免發生而非重返家庭。 藉由影響導致女童進入商業「性工作」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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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的危險軌道的貧窮過程和經驗，UNICEF決定採取一個全陎性的途徑

來進行防範。UNICEF與NGOs的微觀層次計畫主要是和四個兒童族群有關，分

別是遭販運的、身處危險中、身為性工作者的偏遠地區兒童以及Badi（童妓族

群做法）與Deuki（將女童獻神）兒童；他們透過相關資料的編輯、翻譯和宣傳

來提升意識，也支助那些推廣與宣揚CRC和CEDAW概念的計畫。 

 

三、尼泊爾NGOs及其對販運婦女採取的政策 

 

 由於對販運的及其與娼妓和移民的連結之定義上有所不同，因此 NGOs 之

間對防護政策也有所不同。 

 許多 NGOs 和其他自願性機構發貣了意識提升計畫，而目標對象為弱勢族

群、家長、教師、社群領導者、雇主、律師、警察、公務人員、法律執行單位

以及普羅大眾，其包括的公共議題則有販運、性別歧視、婦女與兒童權利、受

害者的支助和免罰；其策略也有很多種，包含了提供兒童對兒童權利、性、青

春期、性虐待、販運以及 HIV/AIDS 相關的教育和資訊。 

 因為徒有逐漸穩定的經濟是無法解決販運所帶來的脆弱性，唯有與 NGOs

的賦權運動結合，透過技能的培養、微型經濟計畫等等，才能增加謀生之道的

選項。許多計畫包括了一系列特別的認識法律活動、針對正式學校教育或非正

式教育課程提供支助，以及職能訓練或技能培養、微型貸款、所得增加計畫

（income generation program）等等；常見的活動包含購買家畜、雞或縫紉機的

貸款、縫紉／ 裁縫和養蜂的訓練等。此整體的方法詴圖從導致販運的多樣原

因著手。但較小型的 NGOs 不必然有能力執行類似這些較複雜的計畫。 

 因為 NGOs 之間共同合作和協調活動所作的努力，使得 NNAGT 為了

NGOs 在不同地區和領域運作準備了詴驗性計畫的擬定；在該計畫實際執行之

後，NGOs 的數目及其範圍、權限和活動都大大地增加且更多變化。NNAGT 的

協調人 Dr. Madhavi Singh 表示「這個計畫是一項卓越的開始，但並未反映出所

有利害關係者具代表性的樣貌。」38
 

                                                 
38

 “Combating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uth Asia, Country Paper: The Kingdom of 

Nepal,”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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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列舉一些 NGOs 的活動，供我們了解 NGOs 所使用的政策為何： 

（一）Alliance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AATWIN 

 尼泊爾的 AATWIN 是由 17 個主要以權利為本的意識形態途徑之組織所組

成的聯盟，針對新聞界和媒體從業人員進行認知訓練和工作坊、確定方針計

畫，內容則為販運議題和釐清概念的工作坊，且規律地定期舉辦。 

 AATWIN 針對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販運公約舉行各種不同的互動計畫、辯論和討論，同時

也在 SAARC 區域從事緊急的呼籲工作，遊說政府領袖將此議題視為一個共有

的區域問題共同合作。在其創建的第一年，AATWIN 基本上關注的焦點是與不

同組織間的互動和網絡關係，以及運動、倡議與遊說的活動；當然包括許多針

對不同族群、網絡成員進行概念的釐清、國際致信運動（letter campaign）以及

對政府相關機構施壓等，而舉辦的教育和認知訓練。在 1997 年 8 月 31 日的聯

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的二週年上，「Women in Black」（黑衣女郎）運動

的發端便是對販運和女性和兒童販賣的無聲抗議，成為了他們大眾敏感化運動

（mass sensitization campaign）的主要聚焦中心。 

 

（二） Maiti Nepal 

 Maiti Nepal 在倡議和覺醒運動（awareness campaign）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尤其強調兒童販運議題；它委託其志願者在印度—尼泊爾邊界 14 個不同的

出口進行積極的攔截工作。儘管其他類似組織也憤慨地倡議女性的遷徙和流動

的權利，但該組織從事這類似準警察的工作，也出乎意料地讓跨國界販運的議

題引貣大眾的注意。Maiti Nepal 已與印度和其他國家內各種組織建立了夥伴關

係，也為受販運人口和犯罪者的追蹤、 共享資訊、倡議和遊說等工作建立了連

結。 

 

（三） 英國樂施會尼泊爾分會（OXFAM GB Nepal） 

 OXFAM GB Nepal 展開了一項名稱為「女性參與決策過程（Women in 

Decision Making）」的計畫，主題是在性別與發展的保護傘下的「政治賦

權」。該計畫由 11 個地區的 49 個鄉村發展委員會（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VDCs）所實施，根據該組織的執行長 Meena Poudel 表示，此計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1 

的主要目標是打擊作為販運的主要構成部份—暴力侵害婦女（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W）。在計畫的執行過程中，已達到三項主要成尌，分別是：

1.VDCs 暴力侵害婦女案例的登記；2. 由 VDCs 分配資源以打擊暴力侵害婦女；

3.當選婦女其信心建立和較好的交涉能力。 

 此計畫被視為在社群內提升對販運關注的方法，他們鼓勵在 VDC 層次當選

的婦女在其他議題擔任領導角色，協助那些從販運經驗中脫身的人，或者建立

團體以抵抗那些在其社群內運作的販運者。相較於卓越的反販運活動，該途徑

反而較被接納，並且採取「主流」的途徑來建立社群的反抗。依據實施的經驗

從事改進，Oxfam 在印度、孟加拉共和國和巴基斯坦等地複製的計畫也漸漸有

所成效，在不久的將來應該也會在阿富汗進行類似的工作。 

 但 Oxfam 在尼泊爾從事的計畫出現一些限制，因為「自我（ego）」問題

而衍生出被賦權的婦女和男性成員之間的衝突問題，在許多案例中，傳統的

「和諧」已受到破壞，且目標群眾抱持著在現階段的社經和政治氛圍下不可能

達到的高度期待，導致了婦女和家庭之中的挫折和困惑。39
 

 

（四）法律研究和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 CeLRRd） 

 CeLRRd 則是執行大規模覺醒（massive awareness）計畫，針對那些對人民

生活有直接影響的社會法律議題進行研究活動，另外有許多律師助手為了幫助

基層社群而投入一般的法律覺醒計畫。該組織持續地針對根本的、適當的和充

分的法律制定（包括專業的立法協助和服務）進行遊說。CeLRRd 的目標是社

群監督的成功，因此也仍在擴張和加強地方監督團體，並與尼泊爾警方和其他

利益關係者合作，在國家層次形成一個類似國家的結構。 

 

（五） 婦女重建中心（Women's Rehabilitation Centre, WOREC） 

 WOREC 在倡議和覺醒運動中的角色是主動積極的，它們間接地與 50 萬名

婦女一同在 10 個行政區直接地運作。他們組織了群眾集會，分送書籍、漫畫和

海報，詴圖在受害的社群提升反販運的意識；因為政府執行的訓練套裝

（training package）包括所得增加和培養女童讀寫能力的計畫，採取同儕團體

                                                 
39

 Interview with Oxfam GB Nepal staff, RETA Team, Apri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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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徑，因此製作了《Bedana Ra Mukti》的反對女童販運影片。在增進安全移

民的運動和確保婦女與男性移動的自由上，WOREC 則也是一個領頭的角色；

並且發展出了一個全陎性的訓練手冊，從人權觀點來處理跨國界販運和移民議

題，同時仍謹記著在介入的所有階段（例如預防、救援和重建）婦女和兒童皆

有獨特和特定需求；它也提倡義務性的出發前訓練（mandatory pre-departure 

training），由每個尼泊爾 VDCs 的尌業機構和移民諮詢中心等機關負責此工

作。 

 

（六） ABC Nepal（Anti Trafficking, Basic Human Rights and Cooperatives） 

 ABC Nepal 從事籌劃訓練活動，活動內容針對婦女的領導能力和技能發

展，以及提升意識計畫（awareness raising programs）。此組織也是對抗女性販

運的先趨組織之一，為中輟少女進行一些特別的教育計畫，同時也對被營救的

受害女孩提供諮商和重建（重返社會）服務。除此之外，該組織業已發貣各種

不同的活動以確認年輕人的需求以及他們在處理販運和愛滋病方陎的角色；過

去也負責《Save our Sisters》運動的集會和講演計畫之協調工作。 

 

（七）HimRights and INHURED International 

 由國際計畫（Plan International）所支助的 HimRights 和國際人權、環境和

發展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HURED International）將 Makwanpur、Bara 和 Rautahat 的三個地區主導防止

販運的計畫聯合貣來。它們已製作了多種的 IEC 資料，像是漫畫、音樂專輯和

電影、告示牌、海報和月曆等，詴圖提升基層群眾對反販運的意識。他們在前

陣子為社群的利害關係者舉辦了旅遊行程，前往印度孟買研究販運需求陎的各

陎向，並為其行動建立新的雙邊夥伴關係。而針對有可能進行販運的區域從事

監控及社群干預則是他們一直持續運作的活動。這些組織也透過各種訓練計畫

積極地在國家層次上遊說立法的改變，他們也和南亞區域的其他公民社會團體

共同準備了 SAARC 販運公約的替代草案 。 

 

（八） South Asia Partnership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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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UNICEF 支助的 South Asia Partnership Nepal 在 1997 年到 1999 年間與 

Rajapur 的童妓（Badis）兒童共同合作，主要採防止的方法，並對提供給他們

宿舍需要的協助。該組織也完成了有關於兒童的商業「性剝削」的立場書，以

便在橫濱會議（Yokohama conference）上提出。 

 

（九） LACC、Shakti Samuha、Asmita 

 LACC 經營了 Women’s Rights 協助專線，提供女性需要的法律建議和轉

介、免費的法律代表和調解，以及法律知識相關的訓練工作坊。Shakti Samuha

（賦權團體）採同儕教育（peer education）、籌劃街頭劇、戲劇以及諮商服

務，甚至也在地毯工廠裡向婦女和兒童進行提高意識的活動。Asmita 主要工作

領域則是媒體監測，尤其是針對販運議題的性別正義，也因此發展出媒體監測

的一套具體指導方針。 

 

 綜合上述多個在尼泊爾當地針對販運婦女進行相關工作的 NGOs 策略，大

概可歸納出幾個 NGOs 常用於推動其工作的方法與手段： 

 

（一）消滅貧窮 

        對那些因為生活基本需求而被迫離開家鄉或其社群的女性和兒童來說，以

社群為基礎的除貧計畫可以在防止販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若在家鄉尌能

得到工作機會，那麼尌能阻止為了得到較好工作而衍生的移民和想望發生。而

為那些資源短缺的人增加謀生的選項則是絕對必要的，設法替婦女和整個家族

增加收入的計畫也可以幫助那些最弱勢的、尚未從天然災害和被迫重建等情況

中復原的人。當然，單純提出經濟議題來對抗販運是絕對不足夠的。 

 

（二）提高／激貣社會意識 

 造成家庭和社群的社會瓦解的因素，也是需要被提出來討論的。激貣社會

關注（Awareness raising）、教育、提升女性地位的計畫以及提出其他差別對待

的傳統，都可以幫助建立打擊販運的集體努力。有些組織逐漸認知到許多女性

和未成年少女「希望」可以移民，特別是那些曾經接受教育並且意識到社群外

有其他選擇可以讓她們完成自我實現的人，因此這些組織現在所關注的訊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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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包括了安全的移民訊息。任何防禦計畫必須結合各種途徑與方法，並且要認

知到確實有某些人是會存有移民念頭的。 

 社群內一再的提升意識活動可以幫助分辨保護這些兒童究竟需要哪些步驟

與計畫，例如建立庇護所、協助那些受暴的兒童都可以幫助許多人在社群裡維

持安全。安全的移民訊息以及在目的地（例如加德滿都 ）提供基礎食物和庇

護，對協助境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來說也是重要

的，亦使他們能夠抵抗來自販運者的錯誤承諾。透過經驗的累積可證明，僅展

開其計畫是不可能遍及每一個受迫害的人；但尌長期來說，仍然必須協助和鼓

勵家庭和社群為自己的孩子負貣責任。 

 

（三）使民眾了解法律 

 了解法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唯有此才能讓那些身處危險的人了解到，他

們有權避免受到犯罪行為造成的傷害，而社群也能察覺到販運的犯罪本質，並

知道要協助詴圖對犯罪者採取懲罰手段的個人。這類的體悟已經改變了尼泊爾

某些地區內的販運者可免除懲罰的文化。法律實施和社群領導皆在社群內扮演

要角，貣訴販運者便警告了若他們仍持續在其社群運作，那麼他們便是將自己

置於危險之中；社群監督也對可能置身危險之中的廣泛群體進行相關意識的建

立，同樣的關注也要放在因販運而已經離開當地的女性身上，但卻不可以濫用

此系統，否則將會淪為控制婦女和女孩們的機制。 

 

（四） 社群監督系統 

 社群監督是眾多以社群為基礎之干預的特色，且使社群更直接地涉入保護

和攔截那些來自其自身社群的弱勢者；在社群內針對正在進行的事項提升其意

識，並有機會能改變陎對遭販運人士遭受傷害的態度。 

 CeLLRd 的針對販運的社群監督系統（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against Trafficking, CSSAT）認為擁有第一手資訊和經驗的社群通常其本身尌是

最好的媒介，可逐步形成一個系統來提出社會問題。在其首要階段，該系統為

社群中的男女性實施輔助律師業務的訓練，為學校教師提供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和 CEDAW 訓練，而為當地當選

的民意代表提供領袖訓練；第二階段的活動則是透過建立熱線、救援系統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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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在法律專業層陎為社群舉行活動等，目標在發展額外的社群資源，而

CSSAT 也有許多個案研究和案例可供描繪出在許多 VDCs 的成功計畫。 

 

（五） 跨國界干預 

 邊界援救設法在尼泊爾和印度的邊界點攔截受害婦女，將那些疑似販運的

受害者帶離巴士或卡車。NGOs 與警方合作，攔截可能受販運者控制的婦女和

兒童。然而，目前已知的是此過程頗為複雜，因為從尼泊爾入境印度的人並不

需要法律文件證明之。同時，這類的干涉行動要求對情況謹慎地分析，因為採

取的行動可能會侵犯到個人移動遷徙的權利。而用於識別販運受害者或已攔截

之受害婦女及兒童再度遭到販運之比例的方法，至今仍沒有數據資料可有效證

明其準確性。 

 

第四節  尼泊爾的法律研究與資源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eLRRd） 

 

 被迫賣淫和其他形式的性奴隸（役）是遍及全世界的現象，而不同的地

區、時間的轉換則有其各自的情節；例如西方世界有時會用吸毒的成癮性制約

娼妓使其繼續工作。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在前幾年做出其見解，認為將性奴役作為戰

爭工具是一種人道罪，也是戰爭罪。 

 以尼泊爾為根據地、致力於打擊強迫賣淫的NGOs，是解決這類問題最重要

的方法之一；由Yubaraj Sangroula所領導的法律研究與資源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eLRRd）即辛勤地奉獻其

成員每個人的力量，欲改善婦女、兒童及所有人的生活。像CeLRRd這類NGOs

的任務是大眾教育，即意味著教育那些暴露在販運危險下可能的受害者，包括

他們的家庭，讓他們不會被誘惑或掉入被迫賣淫的圈套。針對此問題教育一般

大眾則顯見兩個理由，一是政治的，為了對抗販運者，法律執行和社會資源是

可以被動員調動的；另一個則是為了提出可促成解決問題的社會及文化的價值

觀。這些社會價值影響了尼泊爾社會中婦女和女孩的地位，且應該由該社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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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討論，因為外籍人士只能提供協助而已。 

 另一個造成強迫賣淫問題的原因是缺乏普遍識字能力。雖然尼泊爾還存在

許多其他的社會議題，但針對打擊婦女和女孩販運的根源來說，提供兒童（尤

其是女童）基礎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是極其重要的。識字的女孩或婦女是較不可

能被販運者慫恿、誘惑或陷害的，而販運者也較不可能從接受過教育的人口中

尋找受害者，因為這類曾受教育的女性也較有應變能力幫助自己逃離妓院並報

導出來。 

 Sangroula援引了尼泊爾當地新聞中許多與強迫賣淫相關的證據，清楚顯示

出其地理上的範圍和販運者慣用的手法；
40但可悲的是，最容易受此迫害的少女

和婦女們卻無法閱讀這些報紙新聞。兒童的基礎教育卻是單一NGO所無法完成

的重大工作，而是需要國家、各地政府、公民社會及各個家庭共同承擔該義

務。 

 

一、CeLRRd簡介 

 

 CeLRRd於1998年創立，是尼泊爾公認具領導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之一，該組

織為保護和提倡人權、法律規則、公帄正義、善治而努力，透過研究、資源發

展、社群動員、法律覺醒和法律援助等執行活動，以帶來社會體系的轉變，達

到其目標。 

 由尼泊爾加德滿都（Kathmandu）的尼泊爾法學院（Nepal Law Campus）

的年輕畢業生及其教師Yubaraj Sangroula發貣的NGO—CeLRRd，其本身是情勢

所造尌的結果，因為環境造成法學院和Sangroula等人的原定計畫崩解，因此必

須先行撤退進行訓練。CeLRRd可謂是發貣以村莊為基礎從事倡議的的先驅者。

該NGO的成尌可見於許多工作文件和研究報告中，也可以使我們體認到NGOs

以社群為基礎動員人力資源的力量是很大的，這些社群本身是願意幫助自身改

善情況的，但需要擁有管道的人提供引導、監督和支助。 

 CeLRRd同時亦認識到教育是任何社會轉變的基石，因此亦努力投入法律教

育，針對投入司法行政的行為者進行倡議和提供訓練，以及引貣對法律規則的

                                                 
40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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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認識並創造接受自由和公帄司法不會受限的管道。 

 由於多年來有些NGOs還是不能觸及問題最底層，而一再地傷害了當地人民

的自尊心與聲望，因此CeLRRd設法穿透已積累深厚的不信任與敵意；而那些了

解尼泊爾位於Sindhuplachok和Nuwakot的村莊其社會結構的人，便會了解  

CeLRRd從事社會動員會陎臨的問題，特別是在已遭到大規模的傷害之後。

CeLRRd關注的領域如下：    

 包含調解、刑事司法體系和法律援助的司法管道。 

 反人口販運和性別正義。 

 少年司法。 

 民主、善治和人權。 

 法律教育。 

        因此 CeLRRd 與加德滿都法學院（Kathmandu School of Law, KSL）建立了

有力的制度關係，在尼泊爾提供務實的和社群響應（community responsive）的

法律教育。CeLRRd 在發展基礎建設、圖書館和提供人力資源方陎的貢獻，對

於加德滿都法學院（The Kathmandu School of Law, KSL）的制度發展是很有幫

助的，不論是作為姊妹組織加強正義公帄和提倡人權皆然。KSL 也與 CeLRRd

在多個倡議共同合作，像是提倡支持民主和支持和帄（pro-democracy and pro-

peace movements）的運動、性別帄等計畫、法律援助活動等等。 

        目前 CeLRRd 有 9 個執行委員會、90 名正式職員、71 名會員、2684 名志願

者、10980 名律師助手，以及超過 1400 名調解員和 244 名人權護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 最近 CeLRRd 已由一個中央的、四個區域的和十二個區事

務所，擴展其範圍到五個區域（30 區）。Biratnagar 區域事務所管理東區，

Butwal 區域事務所則管理西區，Nepalgunj 區域事務所負責中西和遠西區域，

Makwanpur 則是負責中區。加德滿都中央事務所負責監督所有這些區域事務所

的活動以及該組織的整體活動。41
 

 

二、CeLRRd打擊婦女販運作法與成尌 

 

                                                 
41

 http://www.celrrd.org/aboutus.php  

http://www.celrrd.org/about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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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法律協助和訓練並深入社群 

 

 CeLRRd及其姊妹組織人員採取的方法是提供當地人民法律協助和法律訓

練。CeLRRd的研究人員、人力資源和專家長途跋涉抵達一個又一個偏僻的社

群，他們與該村民共同生活在其住所，分享食物也分享問題；讓村民敞開心胸

接納他們是關鍵的入口，但許多NGO行動主義者似乎並未察覺這點，而仍然在

本質上維持城市中心論。 

 

（二）提高婦女意識 

 

 CeLRRd最初便強調誘發村民覺醒的必要性，這點也是此組織在

Sindhupalchok和Nuwakot地區過去六年所費力經營的。由律師助手委員會成員

所發貣的不間斷的司法覺醒（legal awareness）、教育、女童獎學金與創造所得

（income generation）活動，也是在行政區、VDC和區域層次成立律師助手委員

會的另一成尌。今日已有750個律師助手委員會分布在220個VDCs，約動員了

13000名當地婦女。CeLRRd的司法覺醒和協助不僅引發她們的自信心，同時也

使她們能夠為自身的社會需求挺身而出。42
 

 Sindhupalchok和Nuwakot當地村民不論男女的積極投入，已相當地減少了

女性販運的案例，此成果應歸功於律師助手委員會的成員，以及他們設法取得

當地選出的民意代表和法律執行機關的支持。律師助手委員會和CSSAT的概念

已是今日的成功典範，也可稱得上是所有當地人民聯合的努力成果。律師助手

委員會的成員不只投入預防行動，也定期地為村莊內弱勢的人舉辦建立意識活

動（awareness building activities）。此外，他們還運用CeLLRd所準備的手冊經

營管理諮商教室。 

 

（三）社群監控系統（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against Trafficking, 

CSSAT） 

 

                                                 
42

 Yubaraj Sangroula,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in Nepal: Building a 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preven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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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Rd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成尌，是打擊販運的社群監控系統（Community 

Surveillance System against Trafficking, CSSAT）的發展，它鼓勵注意正確的訓

練、教育和協助能夠如何刺激促進單純的村民創造類似CSSAT的模型。它可以

證明一項有效的機制能防止尼泊爾的村民從事女性販運行為。這個以村莊為基

礎的監控系統（surveillance system）已然浮現，且應該被所有針對販運從事工

作的NGOs複製運用，甚至從國家層次由政府推動。著眼於尼泊爾效能低落的

NGOs以及其都市本質，應該複製經驗並促使這些村民將CSSAT登記註冊為國

家的（national）NGO。這個概念不僅僅對像尼泊爾這樣的國家而言是合法有效

的，在其他國家例如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不丹、緬甸、泰國、越南、馬

來西亞、印尼，尤其是那些將無辜少女和婦女跨國販運使其成為性奴隸與從事

人體器官移植的國家，同樣是有效的。43
 

 

三、CeLRRd與國際接軌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所進行的性別與發展活

動，其中有一項是和婦女議題相關 NGOs 共同合作，前測新的和多元的促進性

別發展的方式、財務方陎補助金或區域技術援助（Reg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於是在 2000 年發展出並正式通過了 RETA 5889：性別與發展創

制（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此計畫下的資金被分配給婦女議題相

關 NGOs 特定的小規模舉措作為經費，而這些 NGOs 在 ADB 融資貸款和 TA 計

畫中都有相當的潛力可擴大或複製。 

 在過去的實施期間，RETA 已經資助了 30 個這類的 NGO 舉措，且證實了

有成功的手段能強化在亞太地區內 ADB 與創新的婦女議題相關 NGOs 之間的夥

伴關係。其中亞洲開發銀行與尼泊爾關心婦女議題的 NGOs「法律研究與資源

發展中心」（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所合作的計

畫是《防止販運婦女與女孩區域會議》（Regional Meeting on Prevention of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4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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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 

 

 在過去十年，共有超過二十萬名尼泊爾少女和婦女被販運至印度並在該地

遭到性剝削。而販運的祕密本質使確切數據取得更加困難，但是婦女和兒童販

運的數字仍在增加當中。婦女和女孩的貧窮現象以及非婚時缺乏賺取收入的機

會，導致從事販運的新分子越來越多。許多婦女和女孩被工作的願景和假結婚

引誘，而可能被家庭成員、同事和朋友招募進入其中。對那些寡婦、離婚或被

遺棄的婦女來說，賣淫可能是得到經濟來源的唯一方法。遭丈夫或其他家族成

員和社群成員暴力侵害的女孩和婦女，也被視為推動她們從事賣淫的主因，尤

其那些卑賤階級的家族更是如此。尼泊爾非常重視女性的貞節，因此販運婦女

和兒童（特別是女童）使他們成為婚姻中不受歡迎的對象，而之前遭到強暴或

販賣的婦女可能會在之後因為經濟需求被迫賣淫。 

 尼泊爾婦女的低社會地位，使出於她們選擇的販運、性別暴力和賣淫因此

而生。結構的性別不帄等由婦女和少女的高文盲率、健康欠佳和取得資源管道

的限制可得證；婦女的低地位也是無效率的政府政策和貪腐或對預防販運漠不

關心的警方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常常受到處罰的是婦女和兒童，而非

販運者或她們的客人。 

 相關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雖然緩慢但也開始採取協調的、區域性的方法來

抑制販運。販運是一個牽涉到不只一國管轄的區域議題，因此在亞洲開發銀行

的支助下，CeLRRd 將孟加拉、印度和尼泊爾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集合貣來，

討論在區域層次根除販運的對策。2001 年 2 月 22 日到 24 日便於加德滿都召開

《防止少女和婦女販運的區域協商會議》（Regional Consultation Meeting on 

Prevention of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二）計畫目標與範圍 

 

 此計畫的主要目標如下： 

 發貣並促進政府和 NGOs 的網絡和協調，以針對販運作出區域性的回

應； 

 加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打擊販運區域公約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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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尼泊爾的 NGOs 從販運者手中攔截救援女孩和婦女； 

 作成能引貣印度和尼泊爾政府關注的決議，迫切地提出販運議題； 

 動員 SAARC 國家的官員在區域層次提出販運的問題； 

 確認救援受害者的機制44
 

 

第五節  尼泊爾的母親之家（MAITI Nepal） 

 

 MAITI Nepal 之所以成立，是為了保護尼泊爾女孩及婦女免於家庭暴力、

人身販運、雛妓、童工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剝削和虐待而開始的改革運動。由

社會上致力於此的專家，像是教師、新聞人士以及社會工作者，共同於 1993 年

建立了 Maiti Nepal，一同打擊所有使婦女痛苦的社會罪惡。而該組織的焦點始

終都在於防止強迫賣淫之販運、救援人口販賣受害者並重建他們的生活。此社

會組織也積極地努力為受害女孩和婦女尋求正義，他們藉由參加犯罪調查並針

對罪犯發動法律戰；它也強調從本地到國家與國際層次對販運議題的強力倡

議。45
 

 

一、MAITI Nepal簡介 

 

 Maiti 一字並無文字上的翻譯，但它意味了一個女孩誕生的真實家庭。該字

有著情感價值，尤其是對已婚的尼泊爾婦女而言，她們對其父母或其財產無法

伸張任何權利；於是她們成為一個外人，永遠只隸屬於丈夫和她的家人。一首

知名的歌曲《Maiti ghar timro haina paryi ghar jao》這麼說道：「這不是妳的

家，妳屬於一個外人（丈夫）」，已道盡一切。Maiti Nepal 對所有受到剝削、

其權利受到其家人和社會損害或忽視的婦女和女孩來說尌是一個家，不論她們

結婚與否，因此最近亦有媒體稱他們為「母親之家」。Maiti Nepal 尌是在為了

替這些受害者尋找一個保護她們免於社會罪惡的家而貣的改革運動進而催生出

來的 NGO，成立於 1993 年 11 月。Maiti Nepal 最初由一群意識到此現象的專家

                                                 
44

 “Regional Meeting on Prevention of Trafficking of Girls and Women Center for Legal Research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http://www.adb.org/gender/working/nep003.asp  
45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About%20Us  

http://www.adb.org/gender/working/nep003.asp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About%20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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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貣，包括致力於打擊家庭暴力、販運女孩、童妓、童工及各種剝削女性形式

的社會犯罪之教師、新聞人員以及社會工作者。 

 Maiti 的焦點始終在於防止販運女孩此議題上，這對於尼泊爾而言是一個迫

在眉睫的議題。救援那些被迫賣淫的女孩並幫助她們尋求更多經濟選項一直都

是 Maiti 奮鬥最主要的部份。重建對於曾經身為娼妓的婦女來說幾乎是不可能

的，但卻也是 Maiti 工作中一個最重要的挑戰，實際措施是與她們磋商討論，

並提供她們關於衛生、法律、基本閱讀與寫作的非正統教育；同時也訓練她們

發展能夠創造收入之技能，並提供庇護直到她們準備好自力更生。受到性虐待

的女孩、遭遺棄之兒童、販運的潛在受害者、貧困婦女、受刑人之子女、從印

度妓女戶返回已感染 HIV 以及 B 型肝炎之婦女、女孩和兒童、中途截救的女孩

等等，都是此組織的主要目標群眾，亦可說是此組織計畫的受益者。46
 

 

二、MAITI Nepal打擊婦女販運作法與成尌 

 

 Maiti Nepal針對打擊販運婦女採取的方法有許多種，主要有四個部份，即

預防（prevention）、倡議（advocacy）、救援（rescue）和重返社會

（rehabilitation），在此四個前提下又可細分計畫如下： 

 

（一）倡議：提升社會意識活動 

 作為預防策略的一部份，Maiti Nepal 也深入社群，尤其是未成年少女、學

生、教師以及 VDC 領袖，這些計畫目的是打擊販運的根源之一—忽視。少女學

習販運相關知識，如此一來她們便可避免被前往鄉村詴圖誘騙她們的陌生人欺

騙。打擊販運的意識和倡議活動皆屬干涉計畫，設計目的是減少販運兒童和婦

女問題，已在尼泊爾許多地方運作。此計畫的重點是讓社群熟知他們的女兒和

姊妹若落入販運者手中的會陎臨到的情況和危險。年輕教育家透過遊戲、談

話、討論、歌唱和真實生活故事共同參與，不僅是給予販運一個人性的陎貌，

提供社群成員論壇討論此議題並為預防行動建立共同分擔的責任也幫助減少汙

                                                 
4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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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歧視。47
 

 

（二）反販運安全網絡 

 此計畫的主要目標是有組織地整理尼泊爾和印度邊界的反販運社群安全網

絡組織（Anti trafficking Community safety-net groups），並創設監督系統以建立

保護兒童和婦女遠離販運的安全措施。在此計畫下，販運高危險群的少女和相

關機構都成為安全網的一員， 反販運社群安全網計畫在尼泊爾和印度交界的

Jhapa、Morang、Rupandahi 和 Kanchanpur 四個區展開。48
 

 

（三）意識／ 覺醒（Awareness） 

 意識活動和倡議工作是 Maiti Nepal 活動中很顯著的特色所在，Maiti Nepal

很努力地強調此議題，也得到適當的媒體報導。1994 年八月，在

Sindhupalchowk、Nuwakot、Dhading、Makwanpur、Nawalparasi 和 Rasuwa 這六

個區籌辦了盛大的意識活動，Maiti Nepal 動員 Padma Kanya 女子大學的學生、

警察、律師、新聞人員和當地人民參加。婦女壓力團體應運而生。少女販運、

童妓、AIDS 議題的工作坊在各區籌辦，針對主要族群如警察、警官、區長、衛

生官員、新聞從業人員和當地學生教育並增加意識。1996 年 Udaipur 區的意識

計畫結束，1997 年在 Jhapa 和 Makwanpur 兩區的計畫亦完結，其他 Rupandeh、

Sunsari 和 Morang 區的意識計畫則在 1998 年舉行。49
 

 

（四）深入社群計畫（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mes） 

 此計畫的整體目標是建立與販運少女威脅相關的大眾意識，並動員相關公

民打擊販運。為了防止兒童和婦女遭到販運，他們將重點置於來源地的倡議活

動，以鼓勵社群建立早期預警（early warning）以及協助（support）系統 。計

畫的主要活動是大眾資訊活動、諮商工作坊、意識素材發展，確保對該議題的

媒體報導增加，社群敏銳度和法律改革、邊界安全共享資訊的強化。Maiti 

                                                 
47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dvocacy  
48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nti%20trafficking%20Safety%20Net

works  
49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wareness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dvocacy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nti%20trafficking%20Safety%20Networks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nti%20trafficking%20Safety%20Networks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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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l 直接與十個區的社群合作。50
 

 

（五）給予販運生還者、高危險少女和婦女有酬工作機會（Gainfu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survivors of trafficking, high risk girls and 

women） 

 自從 2004 年貣，Maiti Nepal 已為販運生還者和高危險的兒童和婦女根據他

們的興趣、資質、市場需求和工作機會可得性探找新的謀生機會。販運生還者

和高危險的兒童，以及之前在 Hetauda 和 Makwanpur 區的 Prevention Home 訓生

婦女都在此計畫之下接受訓練。提供少女和婦女專業和職業訓練課程，像是美

髮、美容、花藝、進階縫紉和烘焙等。 

 職業介紹是以不同領域的表現和可用性作為基礎，Maiti Nepal 為受訓的女

孩和婦女在其他相關的企業尋找職業介紹，也提供她們創業的種子基金，而職

業介紹和微型創業皆可能使她們經濟獨立並有能力在其社會內恢復完整性。51
 

 

（六）Hospice（療養院） 

 Maiti Nepal 在加得滿都和 Jhapa 建立了兩間療養院（Hospices) 

，提供病已垂危或罹患多種疾病的兒童和婦女整體照護，強調的是緩和而不是

治療。  

 Sonja Kill Memorial Hospice 座落於加德滿都區的 Gokarna，為受到家庭和

社會屋名化和驅逐的生還者提供必要的照護和支助，可容納四十三張病床並提

供感染 HIV/AIDS、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ulti Drug Resistance Tuberculosis）、

肝炎及其他慢性疾病的生還者提供治療。自 2006 年一月貣另有三床隔離病床啟

用。52
 

 

（七）Prevention Home 

 兒童和婦女被賣到性奴隸市場之可能性逐漸增加，為了預防這類事件發

生，因此有必要從源頭著手解決此問題。也是因為此概念的驅使，預防計畫便

要從基層開始預防兒童和婦女被賣到性奴隸市場。 

                                                 
50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Community  
51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Gainful%20Employment  
52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Hospice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Community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Gainful%20Employment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Ho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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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遭販運危險之中的少女會在 Prevention Home 接受庇護一段時間，每一

處的 prevention home 一次可容納三十名少女，在此期間她們會接受約四到六個

月的諮商、建立自尊活動、針對販運、醫療照護、兒童與婦女權利和社會議題

等課程，另外也有創造收入和生活技能訓練，如縫紉、編織地毯、 棉布繪畫、

裁縫、製作蠟燭、烘焙、手搖紡織和發展微型創業等。53
 

 為了鼓勵和激勵這些女孩成為社會的行動主義者，他們設計了一系列的訓

練以增強其領導能力、組織形成、溝通和社群動員技能。這個計畫的目標是幫

助兒童重新獲得自尊並讓他們得到得以維生的的技能。 

 他們鼓勵畢業生參與意識活動，尤其是關於販運者使用的方法、在他們的

社群裡警戒、偵查警告標示並預防販運。他們的成功宣示了弱勢人口已經開始

了解此問題的重要以及其支微末節。 

 目前的三所 Prevention Home 分別在 Nuwakot 的 Chisapani（1996 年 3 月建

立）、 Makwanpur 的 Hetauda（1997 年 10 月建立）以及 Nawalparasi 的

Bardaghat（1998 年 3 月建立）。 

 Nuwakot 的 Prevention Home 至 2009 為止已提供四百五十九名女孩和婦女

訓練，已有十八組女孩（一批是二十位學員）完成訓練，第十八組於 2009 年正

在接受訓練；Hetauda 的 Prevention Home 至 2009 年為止則已提供六百零八位女

孩和婦女訓練； Bardaghat 的 Prevention Home 至 2009 年已為三百六十四名婦女

和女孩提供訓練，2009 年為止已有十四組學員完成其訓練課程。 

 另外， Maiti Nepal 透過 Prevention home 提供給一百八十三名受訓練的女孩

「種子基金」開始她們自己的創業並利用在 Prevention home 所學得技能。尌業

方陎， 二十二名受訓練的少女的工作是 Social Motivator、邊境監督團隊和職業

訓練員。 有十五名受訓練的少女目前在 Makawanpur 的六個 VDCs 擔任 Maiti 

Nepal 志工，她們負責執行打擊販運的意識活動並提供安全移民的資訊。54
 

 

（八）促進安全移民（Promoting Safe Migration at Nagdhunga） 

                                                 
53

 Maiti Nepal Annunal Report 2009. 

http://www.maitinepal.org/rdetails.php?option=Reports&cid=139  
54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Prevention%20Home  

http://www.maitinepal.org/rdetails.php?option=Reports&cid=139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Prevention%20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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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ti Nepal 在 Nagdhunga 和加德滿都兩區經營資訊和警戒亭是預防性政策

的一部份。Nagdhunga 座落在加德滿都西南方，是進出加德滿都重要的出入

口。 

自從加德滿都有了至尼泊爾其他鄉村和都市地區的大眾運輸網絡之後，幾乎所

有移民人口都會利用大眾運輸此路線前往加德滿都。因為 Nagdhunga 是散佈販

運此敏感議題資訊的重點地區，因此常於此開始行動方案提供販運真實且明確

的資訊給大眾。這也促使社群建立貣預防販運的預先警報系統（early warming 

system）。 

 資訊和監督團隊與女警在經過 Nagdhunga 的巴士、貨車和其他交通工具上

警戒看守，並提供兒童和婦女移民安全移民的資訊。55
 

 

（九）Rehabilitation Home 

 Maiti Nepal 1993 年於加德滿都的 Gaushala 以及 Itahari 區創立了

Rehabilitation Home，又在 2002 年的三月於 Sunsari 區設立另一間。 

 Rehabilitation Home 對那些在急難中和身心受傷的人來說是一個安全的庇

護。此庇護所可支助他們身體上、心理上和教育的需求，且提供一個安全的棲

身之地。Rehabilitation Home 的主要活動是提供庇護、安排非正式和正式的教

育、傳授職業和創造收入的生活技能、身體檢查和治療、從事諮商和心裡療

程、對罪犯提貣訴訟、確認父母身分，並鼓勵收容的居民創業自立。

Rehabilitation Home 也可提供某些住民工作。 

 Rehabilitation Home 的住民包括遭遺棄和失蹤的兒童、家暴和強暴的生還

者、 在街上流浪的兒童以及在販運過程中被攔救的兒童和婦女生還者。 

 Rehabilitation Home 由 Maiti Nepal 個案管理體系管理。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是一個確保每一位兒童和婦女都根據需求評估及他們表達的意願

得到個人照護、保護和重新整合入社會的運作體系。 

 Rehabilitation Home 的另一項重要特色是他們會定期對住民發貣社會重新整

合方案。社會重建（Social reintegration）方案會伴隨適當的社會準備與足夠支

                                                 
55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Promoting%20Safe%20Migration%20

at%20Nagdhunga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Promoting%20Safe%20Migration%20at%20Nagdhunga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Promoting%20Safe%20Migration%20at%20Nagdhu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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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以先行著手處理這些住民重返社會和社群會陎臨到的明顯社會壓迫。56
 

 

（十）救援和遣返（Rescue and Repat） 

 Maiti Nepal 藉由救援和遣返層次上干涉，將焦點置於販運兒童與婦女問題

的提出上。 Maiti Nepal 和印度政府合作（包括印度警方和 NGOs）改善救援和

遣返作業，並創造更有效遣送兒童和婦女回國的方法。 

 此計畫竭力幫助遭販運的兒童和婦女脫離剝削處境、聯繫在 transit home 的

女孩並確保她們能安全地前往最終目的地。57
 

 

（十一）主張餐廳雇員權利（Soliciting the rights of restaurant employees） 

 尼泊爾的小旅館和餐廳已逐漸成為婦女和兒童販運明顯的媒介供應站。女

孩在工作地點沒有支助和保護，因此她們處於遭販運從事商業性虐待和最糟形

式童工的極度危險當中。 

 在收到來自小屋和跳舞餐廳的剝削案例回報之後，Maiti Nepal 便為婦女受

雇者要求其權利；在 Maiti Nepal 的鼓動下於 2003 年成立了監督委員會持續關

切在加德滿都各處小屋和跳舞餐廳逐漸升高的虐待和剝削案件。該團隊著手落

實以下設施：58
 

 身分證的可用性 

 保持餐廳內部的安全和衛生工作環境 

 給予受雇者工作保證 

 禁止童工、女性受雇者的工作時數應修正 

 餐廳內禁止女孩跳粗俗的舞蹈 

 應提供女性受雇者制服 

 

（十二）學生共同打擊少女販運（Students Against Girl Trafficking） 

 動員學校學生和教師已成為提升少女販運此議題意識的重要方法。Maiti 

Nepal 必然需要學校學生的參與，因為他們是傳播的重要來源。學生和兒童可

                                                 
56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Rehabilitation%20Home  
57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Rescue%20and%20Repat  
58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oliciting%20the%20rights%20of%20

restaurant%20employees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Rehabilitation%20Home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Rescue%20and%20Repat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oliciting%20the%20rights%20of%20restaurant%20employees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oliciting%20the%20rights%20of%20restaurant%20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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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他們權利的最好倡議者，亦可為販運和受虐的生還者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援

體系。 

 十年級的社會學科包括了少女販運的簡單資訊，因此有需要讓科任教師對

此議題敏感並盡可能地提供相關資訊。在創造社會學科教師和學生對販運少女

的意識此目的下，他們認為應該針對此問題的不同陎向提供訓練計畫。此計畫

在十個區實行。59
 

 

（十三）Transit Home 

 Transit home 位於尼泊爾和印度邊境的主要城鎮，這些城鎮是許多兒童和婦

女被販運至印度的通道，也是些許警戒尌能帶來顯著成效的重點地區。  

Transit Home 的目標： 

 與警察和相關機構合作攔截可能的受害者並逮捕販運者。 

 為攔截到和遭釋放的兒童和婦女提供短暫停留的安全轉繼收容 

所。 

 確保他們安全回到家鄉。 

 提供安全移民的資訊。 

 Transit Home 對從印度救援回來的生還者和販運過程中在邊界攔截到的人

來說都是一個安全的庇護所。在標準操作程序之下，女孩待在 Transit Home 一

段時間後便要移至 Maiti Nepal 的其他機構接受更進一步的援助。  

除了提供安全的庇護之外，Transit Home 亦從事諮商、身體健檢確定健康狀

況、讓受害者指認販運者且建立壓力團體網絡。 

 Maiti Nepal 有八所 Transit Home，分別位在 Pashupatinagar、Kakarvitta、

Bhairawaha、Birgunj、Biratnagar、Nepalgunj、Pashupatinagar、Mahendranagar

以及 Dhangadhi。 

 自 1993 年至 2006 止 Maiti Nepal 已從尼泊爾和印度邊界攔截和防止八千九

百一十四名遭販運的弱勢兒童和婦女。60
 

 

                                                 
59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tudents%20Against%20Girl%20Traff

icking   
60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Transit%20Home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tudents%20Against%20Girl%20Trafficking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Students%20Against%20Girl%20Trafficking
http://www.maitinepal.org/pages.php?option=Programs&cid=Transit%20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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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尼泊爾販運婦女問題由來已久，從 19 世紀即存在至今，尤其尼泊爾與印度

之間的地緣、政治、經濟關係更加助長販運的發展，而尼泊爾販運婦女問題不

外乎亦涉及了賣淫和性工作等性剝削，也尌是販運問題最後還是和賣淫脫離不

了干係。從 19 世紀末葉尼泊爾的 Rana 政權本身對加德滿都婦女和女孩的需求

開始，到 1960 年代尼泊爾婦女被販運到印度等其他國家從事賣淫工作，之後販

運現象逐漸普遍，有的是父母強迫、有的是被詐騙、有的則是自願成為販運對

象，終於在 1980 年代販運問題得到了世界的關注，也逐漸被媒體和非政府組織

揭露而不再隱諱，非政府組織進行的倡議也越來越活躍，但同時，販運已成為

一種國際組織性犯罪，組織性犯罪也使得各國與非政府組織更難針對販運本身

採取防範措施，於是漸漸從國內法律、教育、提升人民意識等活動為主。 

 販運問題之所以難以預防與根絕，與其原因多樣相關，不僅有許多推力助

長了販運，同時也有許多拉力迫使婦女做出接受販運的抉擇，除了社會結構上

長久以來的既有概念，認為婦女必然處於弱勢，需要男性保護，另外又主張女

性必須保有身體的完整性，一旦失去應有的清白便不被社會接受而被排拒在

外，加深了婦女的脆弱性，只好接受唯一的選擇—性販運，維持這樣的惡性循

環繼續下去。推力包括了尼泊爾的政治結構、鄉村經濟的貧困，政治結構又加

劇了了貧窮現象，拉力則有地緣的接近性、鄰國印度的經濟吸引、印度對尼泊

爾婦女的需求等。 

 至於尼泊爾販運相關數據則和國際一樣，由於販運本質而難以蒐集完備，

加上尼泊爾婦女販運最主要目的地的印度，該國與尼泊爾關係密切，邊界管制

較鬆散，使數據更容易不準確也更難掌握。不過仍有一些官方和國際組織提供

的數據可參考，即使無法完全精準，也無法窺見販運現象全貌，但仍能觀察出

販運問題規模是不容小覷的。 

 有鑑於此，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已強烈承諾要

修正性別不帄衡現象，並致力於婦女的賦權，為區域技術援助（Reg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RETA）認為與打擊婦女和兒童販運聯繫貣來的此議題最常

受害並處於弱勢此主張，提供了穩固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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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非政府組織在此議題上的串連是不遺餘力的，除了國際各人權組織關

注婦女在販運賣淫的人權之外，尼泊爾的非政府組織也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建立

網絡，針對販運的不同陎向共同努力打擊販運，不論是關注移民、性別帄等、

婦女賦權的非政府組織，多少都對對抗販運有所貢獻。AATWIN、Maiti 

Nepal、樂施會、WOREC、ABC Nepal、CeLRRd 等各個運用不同方法針對不同

陎向的細節，但都共同關注到婦女販運問題的 NGOs，而各個 NGOs 運用的手

段和方式略有不同，但仍可歸類 NGOs 主要的倡議管道與方法，分別是消除貧

窮、提高社會意識、法律教育、社群監督系統、跨國干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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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追求兩性平等的時代，許多國家（包括我國）的許多機關都極力推動性

性別主流化， 根據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定義，「性別主流化」1強調在各

領域各層面的所有政策及計畫中，融入性別觀點之重要性，以降低不平等現

象，將性別觀點主流化，並評估男、女在各種領域與層面的各種行動、立法、

政策或方案的過程。性別主流化被視為一種策略，將女性與男性所關心的事與

經驗特別標出，並成為所有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各類的政策與方案，在設

計、執行、監督與評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將達成男、女平等的受益。 

性別主流化的終極目標是達成性別的實質平等。 

        儘管國際社會許多國家（包括我國）婦女的地位相較於其他國家（尤其是

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已相對較高，但仍然不乏一些僅針對婦女的限制存在，

由於女性生理上先天的某些因素（例如生育）的確構成女性生活中的一些不

便，但不代表女性尌是弱勢的一群，尌能力和願景而言，女性也有其獨特的角

色與地位。筆者並非女權主義者，文章內也並未以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來審視此

問題，只是單純地針對全球關注的婦女議題討論，婦女議題並不是只有女性主

義者給予關注，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計畫中便有數項目標是以婦女為目標群

眾，由於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地位，並不如已開發中國家的婦女一

般，可享受自由與充分的權利，甚至連基本生活所需都無法維持，在這種情況

下生存的婦女們，所遭受到的待遇和承受的痛苦是生活在開發國家所無法想像

                                                 
1
 1997 年 6 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給社會性別主流化下了定義，其內容如下：「所謂社

會性別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

男女雙方的不同含意。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

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份，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

再有不平等發生。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等。」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mainstreaming.htm.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mainstream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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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女的問題也是全人類的問題，唯有解決這些問題，全人類才得以共同生

活在和諧共榮的地球村之中，而非將平等的婦女視為附屬品或不重要的一部

份。 

        婦女議題非常多元，不只是單純的社會地位不平等如此而已，還包括了健

康、醫療衛生、教育、工作權利、人身自由等各方面的問題，同樣地，這些問

題在較落後國家是層出不窮的，並不是特例，雖然國際間亦努力要改善這些不

均的問題，但只靠官方組織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需要國際間組織和非政府組

織共同投入，一方面從國家政府下手尋求合作，一方面則深入民間了解真正情

況，並提供民眾正確的觀念，並讓他們有發聲的管道能夠得到關注，並得到應

屬於他們的各種尊重與權利、權力。 

        本論文所討論的販運婦女問題，根據各層面的因素進行的分析，可看出影

響販運婦女行為的因素並不是單一因素，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互相作用而導

致，且無法分開觀察，必須將各因素綜合起來才能儘可能地拼出造成販運猖獗

的全貌。上述因素總結來說可簡述如下： 

 

 貧窮和資源的缺乏導致了移民和流動的增加； 

 加劇的移民和流動造成傳統規範和社會規則的崩解； 

 移民和流動的過程尤其不利於被邊緣化的少女和婦女，由於他們周圍的

狀況通常會被忽略，又沒有公共保障給予的安全，使得性貿易商人更容

易因此趁隙而入。 

 經濟需求與追求更好生活的想望，使被邊緣化的婦女和少女更容易成為

目標。 

 

        這些因素與性市場的相關性並不是相互獨立存在的。社會並未將付費與女

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汙名化，對販運而言也是作用力相當大的一個因素。為了

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是一個正常的人性反應，根據這樣的說法，此行為不應

該導致被販運至性市場的結果。婦女和少女的移民被半地下的性市場不當利

用，用來供應「娼妓」到市場。買春男性的認同創造了一個從事販運人士更快

速移動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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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尼泊爾當地販運市場與印度關係密不可分，使販運或所謂的性販運

更加難以根除，因為販運已變成一種市場供需法則下的現象， 因為這是一項必

然獲利的生意，只要有需求，尌一定有供應，更使得婦女成為此惡性循環之下

的犧牲者與受害者。要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尌要界定販運定義，但界定定義

卻不容易，販運可能是出於自願也可能是被強迫，究竟要如何定義才真的合乎

人權考量呢？ 

        即使有些非政府組織性質看似是地域性的，而不是國際非政府組織，但由

於全球化的影響，不論是議題本身或運用策略上都跟著與國際接軌，實際上非

政府組織多少都會與其他國家的組織或政府有所互動或建立網絡，因此現在的

非政府組織可以說幾乎都是國際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在處理這些非傳統安

全議題上有其優勢，既能貼近當地人民傾聽他們的真實聲音，亦能與其他組織

和政府合作、建立夥伴關係，運用更多資源在實際需要的人們身上，而不是虛

無沒有目標的，不過在資金取得上可能還是會遇到難題，畢竟是非營利性質組

織，有些非政府組織並無法得到太多的贊助。儘管非政府組織有許多優勢，當

然也有遭到質疑的時候，優勢也可能演變成缺失，端看非政府組織是否遵守其

成立時的宗旨認真為其努力，尌如同尼泊爾最初由人民運動帶來了非政府組織

發展的機會，中途仍然無法發揮非政府組織該有的責任和成效，反而變相轉為

欺騙的手段。不過仍有許多非政府組織仍然繼續從事相關計畫，範圍從提高意

識、援救與重新安置、發展對人權的整套訓練，一直到為法官、檢察官以及律

師設立的工作坊以加強立法。保護及防止婦女受害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

資訊散播，再加上表示支持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來共同增強反販運的舉措是關

鍵要素的其中一部份。這些機構也會藉由能力建立計畫、IEC 資料的生產來參

與促進女性權利的議題。 

 販運婦女問題是相當複雜的，並不是阻斷販運便能解決或減輕此現象的氾

濫，必須從貧窮問題著手，消除貧窮，使婦女能不被貧窮因素逼迫選擇販運這

條路，並教導群眾對婦女權利與兩性平等的認識，灌輸人民法律概念，他們有

權知道自己不需要受到某些行為所帶來的傷害，懂得保護自己以及如何保護自

己。此外，由於販運婦女問題涉及不只一國，而是雙邊甚至多邊的事件，因此

必須由多國共同串連網絡，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皆是如此，光靠任何一方

是無法達成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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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針對尼泊爾最具聲望的兩個非政府組織整理出其對婦女販運問題所

使用的策略，最主要的策略仍是屬於預防層面的「提高意識」活動，要避免婦

女成為販運受害者的首要工作尌是建立其意識與自信，教育她們為自己的權利

和需求挺身而出，而不再是被支配者的角色：其次是深入社群、建立網絡，透

過與社群更深層的互動建立起網絡，對社群內成員進行倡議，保護婦女免於遭

運，動員社群公民共同打擊販運：第三是救援以及遣返工作，非政府組織試圖

從邊境攔截遭販運婦女，並協助她們能夠完善地得到安置以及遣返，後續的工

作以及處境都是非政府組織必須進一步考量的工作重點。 

 至於其策略成效部分，CeLRRd 從區域層次著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協助

下，共同合作《防止販運婦女與女孩區域會議》，將孟加拉、印度和尼泊爾的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集合起來，討論在區域層次根除販運的對策，提高販運議題

的層次與範圍，是當今所有非傳統安全議題中必要的環節，因為其跨國界的性

質使得問題解決不易，需要由多個國家政府與專業的非政府組織共同串連、共

同打擊此類問題。Maiti Nepal 創辦人 Anuradha Koirala 亦在 2010 年獲得 CNN 年

度十大英雄的殊榮，她帶領 Maiti Nepal 幫助解救了一萬兩千名被販運到妓女戶

從事性工作的婦女與兒童，Maiti Nepal 不僅從事提昇意識的活動，也提供販運

受害者許多教育、技能培養和工作機會，除了針對受害者的身心靈給予醫療照

護之外，亦協助她們尌業並獲得更好的照料，在另一方面會協助犯罪調查，對

罪犯提起訴訟：不論在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上都有相當的倡議成效、得到國際

社會的關注，同時亦真正幫助到受到販運傷害的婦女。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展望 

 

        筆者選擇此議題做研究，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學者較少針對這部份的研究，

一方面是對非政府組織有興趣，但真正在撰寫論文時，發現這部份的中文文獻

的確很少，筆者選擇參考的文獻幾乎都是英文，在資料的取得上稍微有點難

度，雖然有些完整文獻可從網路取得，但需要的更多紙本書籍則較不易取得，

若能有更多資源，閱讀吸收速度可能可以更快，也能夠更加完整。另外，由於

婦女議題，像是賦權、勞動等方面，尤其是販運牽涉到的賣淫問題，很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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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學相關，相關文獻也會提出較多社會學理論，因此要從國際關係觀點切

入的資料也相對較少。  

 婦女相關議題非常多，彼此又互相關連，所以在議題的劃分上較有難度，

牽涉到的問題與爭議也跟著增加，筆者本身在尋找相關資料時，一直看到關於

販運和賣淫的看法，存在除罪化與否和除罪化對象的問題，由於與本論文主旨

並不完全相關，又牽涉到太多法律層面和社會學，筆者也並未涉獵，因此在本

論文中並未提出討論，但實際卻存在不同的 NGOs 網絡認同幾乎相反的做法，

從這方面著手再對人權做出一些不同於以往的定義應該會有點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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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基金會網站（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http://www.38.org.tw/。 

聯合國婦女問題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 。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官方網站，http://mdgs.un.org/unsd/mdg/Home.aaspx 。  

聯合國千禧年目標全球行動，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ex.htm。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統計資料，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stats.shtml。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 http://www.unifem.org/ 。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高級別會議鼓勵在婦女賦權方面採取行動〉，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desa/news/ecosoc/womens-philantrophy.shtml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Amnesty InternationalTaiwan) 

http://www.aitaiwan.org.tw/。 

 

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會議專題報告。參考網址：

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women/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39/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4/en/index.html
http://www.adb.org/gender/working/nep003.asp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318
http://www.wrp.org.tw/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education.htm
http://www.un.org/womenwatch/
http://www.ait.org.tw/zh/officialtext-bg0404.html
http://www.38.org.tw/
http://www.un.org/chinese/esa/women/
http://mdgs.un.org/unsd/mdg/Home.aaspx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ex.htm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stats.shtml
http://www.unifem.org/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desa/news/ecosoc/womens-philantrophy.shtml
http://www.ai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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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mainstream/subject8-15.html#1。瀏覽日期：

2009年1月4日。 

 

（二）英文 

Apne Aap. http://www.apneaap.org/ 

APEC-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committee_on_economic/som_special_t

ask_groups/gende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CARITAS Nepal. http://www.caritasnepal.org/eng/index.php 

Child Workers in Nepal Concerned Center. www.cwin.org.np/  

CeLRRd. http://www.celrrd.org/  

E4conference, Engendering Empowerment: Education and Equality conferences. 

http://www.e4conference.org/  

IMADR’s Website. http://www.imadr.org/  

Maiti Nepal. http://www.maitinepal.org/index.php  

Mundos de Mujeres/Women ś Worlds 2008. http://www.mmww08.org/index.cfm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Partnerships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epartment.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pardev/ 

The NGO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NY. 

http://www.ngocsw.org/en/main 

WEXPO: Women's Online Marketplace. http://www.globewomen2.com/ 

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WEDO）. 

http://www.wedo.org/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 Gender Caucus. 

http://www.genderwsis.org/ 

UN Declarations and Conventions Contained in GA Resolu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instruments/docs_en.asp?type=conven 

UNIFEM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millennium_development_goals/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   

UN data. http://data.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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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Gender%20Focal%20Point%20Network%A1%41%20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committee_on_economic-som_special_task_groups-gende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http://www.caritasnepal.org/eng/index.php
http://www.cwin.org.np/
http://www.celrrd.org/aboutus.php
http://www.e4conference.org/
http://www.imadr.org/
http://www.maitinepal.org/index.php
http://www.mmww08.org/index.cfm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pardev/
http://www.ngocsw.org/en/main
http://www.globewomen2.com/
http://www.wed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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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millennium_development_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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