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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政府統計資料，截至 106 年 6 月底，

我國藍領外籍勞工的在臺人數已經多達 65 萬

3 千餘人，社福外籍勞工人數為 24 萬 3 千餘

人，而其中高達 94% 的社福外勞是受僱於家

庭。（請見表 1）換言之，高達 94% 受僱於

家庭的社福外勞是不受到太多勞動法規的適

用與保障的。

雖然我國對於在家庭工作社福外勞的權益

保障，已經著墨甚多，也已經產生一定程度

的效益。然而，由於受僱於家庭，在家庭工

作社福外勞未受到太多勞動法規的適用與保

障的情形下，工時長、工作收入與付出存在

著相當程度的落差等問題依舊存在，甚至產

生人口販運勞動力剝削的疑慮。也因此，對

於在家庭工作社福外勞的權益保障，我國一

直陷入納入勞動基準法與訂定家事勞工權益

保障專法的論戰之中。儘管最後主管機關決

定以另立專法的方式為之，截至目前為止，

該法尚未送入立法機關審議，在家庭工作的

社福外勞仍然處於勞動條件與無法獲得充分

保障的困境。

總而言之，基於強化在家工作外籍勞工權

益的保障，本文提出一些國家的經驗與作法，

供我國研擬有關政策的參考。

在家庭工作外籍勞工權益
保障：他國經驗借鏡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成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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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紐約州家事勞工權利法案

美國紐約州家事勞工權利法案（Domestic 

Workers’ Bill of Rights） 為 美 國 首 創，

2010 年 11 月於紐約州生效。該法案引入多項

家事勞工權利與保護制度，保障下列項目：

一、每週工作超時 40 小時必須支付加班費。

二、每 7 日得 1 日全日休假。

三、每年至少 3 日休假。

四、家事勞工受紐約州人權法規定保護，以 

防止性騷擾、性別、宗教、種族或國籍

等歧視。

紐約州家事勞工人數從 12 萬人至 24 萬人

不等，許多州內的家事勞工多是未持合法文

件的移工；此身分使他們的勞動權利無法獲

得勞動法規充分的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紐約州家事勞工權利法案正式生效。該

法係依據現行勞工與社會保障措施所訂定，

其中強調家事勞動工作之特殊性，區別該行

業其與其他行業之不同。紐約州州長於 2010

年 8 月簽署通過該法案，於同年 11 月生效，

這是在家事勞工聯盟（Domestic Workers 

United）與紐約家事勞工正義聯盟（New 

York Domestic Workers Justice Coalition）

兩大民間組織為爭取家事勞工權利，聯絡許

多社區和民間團體組成一大聯盟，推動超過 5

年而得到的成果。

該法案是為所有紐約州內的家事勞工設計，

其中更明確詳述該法案適用於任何勞工，不

論其身分為何，保障所有美國公民、合法永

久居民、其他合法身分之移民與未持合法文

件的移工。該法案定義家事勞工為獨立照顧

小孩或老人之幫傭、管家或其他家務工作者，

如園丁或修繕工人；不過，該法案排除偶爾

從事保母或花匠的臨時工。

除通過該權利法案外，紐約州同時進行一

項提供家事勞工團體協商權的研究，並集結

成果為一份報告書。該報告書於 2010 年 11

月出版，其中指出全國勞動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與紐約州就業關係法

（State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已 明

確排除家事勞工的團體協商權。另外，儘管

該報告中提出家事勞工當時的情況與行業特

性會使勞工團體協商權之成立頗具挑戰性，

該報告最終總結仍有給予家事勞工團結權的

可行方案，並建議更深入探討該議題。

單位：人

表 1、 藍領與社福外籍勞工在臺人數

項 目 總 計
社    福    外    籍    勞    工

共計 養護看護工 外展看護工 家庭看護工 家庭幫傭

102 年底 489,134 210,215 11,822 13 196,246 2,134

103 年底 551,596 220,011 13,093 32 204,733 2,153

104 年底 587,940 224,356 13,696 32 208,600 2,188

105 年底 624,768 237,291 14,192 39 221,139 1,921

106 年
6 月底

653,840 243,804 14,543 38 227,284 1,939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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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案為美國首創的家事勞工權利保障法

案，自然具備讓全國其他司法管轄區效仿之

潛力。加州便於 2013 年透過立法成為第二個

為家事勞工提供一系列有效保護措施的州。

加州勞工法案著重於保障發放加班工資、飲

食與休息時間，以及在與雇主同住的情況下，

保有充足的睡眠條件。

參、新加坡家事勞工勞動保障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鼓勵國人僱用

外籍家事勞工以解決家庭照顧問題，因此即

使較貧窮的家庭無法僱用外籍家事勞工，政

府甚至採取補貼方式協助僱用。新加坡家事

勞工，無論是本國或外國籍，都排除於就業

法保障之外，其權益保護只透過書面僱用契

約決定，但僱用契約通常由仲介提供，雇主

或許並不知情。新加坡政府對於虐待外籍勞

工的事件採取嚴格對待，新加坡警察 也會對

於前述的虐待事件採取立即與完整的調查。

違法的雇主除遭罰金之外，如果有肢體虐待

或惡劣對待的話，將會遭受刑事處罰。儘管

大多數家事勞工來自於印尼與菲律賓，且雇

主多宣稱有簽訂工作契約，同時也少聽到申

訴案件，但總是有雇主因虐待外籍勞工而被

起訴。一旦被發現有虐待外勞情事，政府係

採取嚴罰的手段。而外籍勞工若發生懷孕，

則人力部將其視為違反工作契約之約定，政

府得取消其工作許可並將該名勞工遣返回國。

一、週休規定

從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新加坡家事勞工可

享有每週一天的休假，但雇主亦可透過協商

方式以給付假日工資方式，讓家事勞工於休

假日工作。至於休假日的安排，亦可透過勞

資協商決定。

二、住宿安排

新加坡政府曾於 2009 年針對外籍家事勞

工生活環境進行大規模勞動檢查，總共有

18,800 名外籍家事勞工的住處不符規定。依

據規定，雇主應提供家事勞工獨立居住空間，

由強調提供女性的居住空間，必須有足夠的

空間能夠睡眠，且雇主必須提供家事勞工足

夠的基本居住需求；包括通風設施，食物，

有睡墊的床鋪，覆蓋的毯子，毛巾以及盥洗

用具等。所謂不適當的居住空間為讓勞工以

摺疊床睡在走廊或客廳，或與異性受照顧者

同睡一個房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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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保障

新加坡政府規定雇主必須負擔外籍家事勞

工的醫療支出；因此雇主必須負擔勞工醫療

與住院保險，以及所有住院的開銷。

四、工作期間

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通常為 2 年，失效前雇

主可代外籍家事勞工做多次更新延長工作許

可。

五、雇主講習

對初次僱用外籍家事勞工的申請人，必須

參加雇主講習方案（Employer Orientation 

Program）。

肆、香港家事外籍勞工權益保障

香港自 1970 年代起就開始聘僱外籍家事勞

工，藉以解決缺乏內宿型家事勞工人力不足

的問題。香港對於外籍勞工的聘僱管理主要

透過入境事務處與勞工處依據權責分工管理。

入境事務處負責工作簽證核發與標準雇傭契

約的相關規範。勞工處則建立聘僱外籍家事

勞工的基本政策以及監督雇傭之間的違法事

項。原則上，香港政府以確保本地人的就業

為優先，雇主無法聘僱適當人力時，才可以

引進外籍家事勞工。

香港勞工處官網提供雇主可下載的聘僱外

籍家事勞工實用指南，針對雇主及外籍家事

勞工的權利義務事項提供說明，另外亦提供

雇傭間常見的問題與回答。根據該指南，香

港政府規定外籍家事勞工與香港國民同樣受

到勞動法律的保護。勞雇間的合約須依照政

府所提供的版本；例如雇主須支付不低於法

定最低工資港幣 3,740 元的工資（自 2011 年

6 月 2 日起以及以後所簽署的合約均適用）、

須指定支付工資的日期、須指定外籍家事勞

工的休息日、須與外籍家事勞工協調伙食給

付，如由雇主提供，則伙食為免費，如折抵

現金，須支付外籍家事勞工每月不少於港幣

775 元。此外，雇主須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為

外籍家事勞工投保工傷補償險，否則將面臨

罰款與監禁的處罰。

針對勞雇間的糾紛，香港勞工處設有申訴

渠道，以解決外籍家事勞工和僱主之間的糾

紛。主要為透過自願斡旋以及付費的仲裁機

制。為了保障僱主和當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外傭不可從事任何其他工作，亦包括兼職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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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外籍家事勞工與當地勞工一律

適 用 僱 用 條 例 (Employment Ordinance) 

與 受 僱 員 工 傷 補 償 條 例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勞工處分為勞

工事務行政與勞工職業安全健康裡個部門，

再由勞工事務行政部門分為 5 項業務單位，

其中與外勞有直接關係的為勞資關係 (Labour 

Relations Division)，由助理處長掌管業務。

勞資關係業務中，有提供工資與勞動條件爭

議的自願斡旋服務。另外有負責就業申訴調

查單位，負責有關違反僱傭條例的實情調查，

並進行行政裁罰。儘管法律保障適用本勞與

外勞，尤其關於苛扣工資的違反事項，如果

雇主被舉證擅扣外籍家事勞工工資，該雇主

得遭處 35 萬港幣的罰鍰以及 3 年的刑期。

如果雇主以不實資料欺騙勞工主管單位，情

節等於罪加一等，最高可以處罰有期徒刑 14

年。

此外，雇主亦不得幫仲介公司代扣任何費

用。除非雇主有預付工資給外傭，則雇主可

以從每月工資中扣除適當比例，做為償還。

法律的規範與保護無分本勞與外勞，但實際

做法確與理想有相當之差距。（2006, Lee 

and Peterson）主要的關鍵為外籍傭工與雇

主所簽訂的合約以 2 年為限，原則上外籍家

事勞工不得申請轉換雇主，亦即原則禁止，

許可例外。若欲申請轉換，僅限於不可歸責

於外籍家事勞工或特定的理由，因此外籍家

事勞工受制於雇傭合約，可能擔心聘約問題

而不敢申訴。

另一個關鍵的因素為香港政府的移民政策

中有所謂的 2 週規定 (two-week rule)；亦

即外籍家事勞工在港合約期滿後可被允許延

長停留的時間，僅限兩週或合約規定可停留

的時間，兩者以較短的期限為適用 1。（Lee 

and Peterson, 2006）依據這項兩週規定，雇

主若主動提出終止外傭合約，除依法須給付

資遣費與根據年資所計算的服務費用外，外

籍家事勞工僅能夠在港停留 2 週，2 週後必須

回到其母國。由於停留期限非常短，迫使外

籍家事勞工不敢提出申訴，即使外籍家事勞

工獲得主換雇主機會，亦會擔心無法於短期

間內順利找到新雇主。

至於外籍家事勞工若提出申訴，則該外籍

1. 參考 Lee and Peterson(2006),p.6，註 19。該項規定為 1987 年由香港總督所頒發之行政命令，普遍適用於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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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勞工依規定必須和其雇主當面進行協商。

由於協商為自願原則，如果雇主蓄意拖延，

則外籍家事勞工通常迫於時間壓力，最後可

能屈就雇主所提出的補償條件。即使外籍家

事勞工因受害事件獲得延長停留，但延長期

間不得工作，導致外籍家事勞工不願意積極

爭取自己的權利，最後讓爭議草草了結。

如果雇主涉及性別歧視的案件；如外籍家

事勞工遭遇雇主或其家庭成員性騷擾甚至性

侵，則依法外籍家事勞工可以向香港機會平

等委員會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簡稱 EOC) 提出就業歧視或性

騷擾的申訴。但就業歧視或性騷擾的個案最

後結果可能允許外籍家事勞工得以轉換雇主，

並與原雇主進入爭議協商過程。這項過程又

會重覆前述的 2 週規定適用原則，使受害的

外籍家事勞工被迫隱忍或者屈就雇主所提的

任何條件。因此，從前述事實觀察得知，法

律即使明定保護對象不分國籍，權利的賦與

也不因國籍而有差異，但從相關的僱用聘約

的彈性與否以及可延期停留時間的長短等行

政設計，事實上都讓外籍家事勞工無法享受

到政府的美意。 (Swepston, 2012) 

伍、結語

根據上述的說明可知，針對在家庭工作外

籍勞工的權益保障部分，強化其工時與休假

權利的的保障顯然是立法的重點。當然，如

何維護這些在家庭工作外籍勞工的基本人權，

當然也是立法所強調者。

總體而論，自 1999 年國際勞工組織提出尊

嚴勞動或工作（Decent work）的主張與訴

求之後，如何強化弱勢勞工勞動條件與權益

的保障，不僅成為國際勞工組織關注的重點，

也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努力的方向。即便是美

國，一個標榜政府不積極介入勞資事務的國

家，對於在家庭工作的外籍勞工都積極透過

立法的方式來強化這些勞工勞動條件與權益

的保障，我國理當借鏡他國經驗，透過立法

來強化與落實在家庭工作外籍勞工勞動條件

與權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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