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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著 2017 年的 ME TOO 運動，職場性騷擾議題在國際間又再次受到重視，

越來越多性騷擾被害者選擇打破沉默、公開自身的受害經驗，使社會大眾意識到

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儘管從臺灣的相關新聞報導、勞動部統計資料顯

示，家庭看護工相較於其他行業別移工有較高的可能性面臨職場性騷擾，有些性

騷擾事件甚至會衍伸為更嚴重的性侵害事件，目前的學術研究仍鮮少對家庭看護

工職場性騷擾議題進行討論。因此，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

了解 6 名移工庇護單位第一線工作人員協助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的經驗，並

獲得以下研究結論： 

一、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性騷擾行為人多為男性被看護人或雇主，又

因照顧工作特性、被看護人罹患失智症、雇主錯誤的情慾表達等因素，加上

臺灣勞動法規對於家庭看護工的工時、居住空間、轉換工作自由缺乏完善的

保障，使家庭看護工承受較大的職場性騷擾風險。 

二、家庭看護工在求助過程中須經歷諸多挑戰，包含：雇主在性騷擾事件中立場

尷尬，以致雇主無法採取合適的措施制止性騷擾行為人；仲介缺乏一致且公

正的性騷擾處理程序；1955 專線諮詢服務人員欠缺敏感度及專業性等，皆

迫使家庭看護工持續暴露在職場性騷擾的恐懼與威脅中。 

三、即使家庭看護工進入庇護單位，雇主或仲介仍可透過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再次

刁難家庭看護工；而在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訴、司法訴訟過程中則會面臨等待

時間冗長、家庭看護工陳述能力有限、相關結果不易確立等困境，另突顯相

關人員和現行法規未能覺察交織於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性別、階級

與種族等多重壓迫，導致家庭看護工的人身安全與權益難以獲得保障。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針對政策與實務等層面提出建議，以期為家庭

看護工提供更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 

 

關鍵字：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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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 Too Movement re-raised the awarenes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around the world in 2017. More and more survivors of sexual harassment 

chose to break the silence, began sharing their stories about the trauma wrought by 

sexual harassment and showing the world ‘how common sexual harassment is’. Even 

though, Taiwan’s news and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Ministry of Labor showed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worked as home caregiver might face higher risk of experiencing 

sexual harassment than those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some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s 

eventually turned into significant sexual assault crises. The related academic studies 

still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sexual harassment of foreign home caregivers in 

the workplace. Thu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collect the working experience of six shelter workers who have helped home 

caregivers to deal with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When a home caregiver faces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 the offender is almost 

the male client or employer. Home caregivers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facing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 due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aregiving jobs, clients’ 

dementia, and employers’ unsolicited expressions of affection. The lack of 

protection for home caregivers’ working hours, living spaces, and freedom to 

change work under Taiwan’s labor laws also put them at higher risk.  

2. When seeking for help, home caregivers have to face lots of challenges that 

extended from the process. Examples of challenges that continue to put home 

caregivers in the face of fear and threat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harassment include: 

Employer can’t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stopping the offender because of the 

awkward relationship with offender; agencies lack a standard and fair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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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ke care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1955 hotline workers lack sensitivity and 

professionalism. 

3. Even if home caregivers seek help from shelters, employers and agencies can still 

use the mediation process for labor disputes to make things hard for them. When 

they report problems to the Gender Equality Committee or try to bring the offender 

to court, they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long waiting process, limited ability to 

describe events that happened, and the results are not easy to establish. This also 

shows that related personnel and current regulations are unable to recognize that 

oppression resulting from gender, class and racial issues, which make it 

challenging for home caregivers to get the safety and rights they need.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olicy field and practical field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secure and 

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 to foreign home caregivers 

 

Keywords: home caregiver,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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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Me Too」本身具有我也是、我與你同在的意涵，而在 2017 年紐約時報揭

發好萊塢知名製作人利用自身權勢，數十年來持續對女性進行各種性騷擾、猥褻

行為後，Me Too 一詞更成為譴責性暴力、對性暴力零容忍的代名詞。Me Too 運

動的影響範圍亦遍及全世界，不僅鼓勵許多曾經的性騷擾被害者挺身而出、揭露

遭到性騷擾經歷，亦可發現這些遭遇性騷擾的人並非少數，而多數的性騷擾被害

者也基於不同因素在面臨性騷擾後並未馬上尋求協助或揭露，更也讓社會大眾了

解：無論是選擇隱忍或揭露，性騷擾事件對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皆造成不同程度

的傷害和影響，而遭遇職場性騷擾者更可能為此影響其職業升遷與發展，不得不

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然而，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並非近年才興起的名詞。性騷擾一詞最

早出現在 1974 年，由康乃爾大學職員 Carmita Woods 等人開始使用，因 Carmita 

Woods 不堪忍受同事在工作期間不斷的性騷擾，在離職後提出失業救濟金申請

時，學校以 Carmita Woods 是出於個人因素離職為由將其拒絕，在尋求律師協助

時便以「性騷擾」一詞作為其主張並提出訴訟。回顧職場性騷擾防治發展歷程，

最初是從反對就業歧視開始。根據美國 1964 年民權法第七編（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當時僅將「性別歧視」視為就業歧視的樣態之一，卻未將

工作場所性騷擾納入性別歧視的範疇中，一直到 1976 年 Williams v. Saxbe 一案

後，才將工作場所之性騷擾行為視為民權法第七編所禁止之性別歧視，同時為日

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奠定里程碑。除此之外，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護理學會、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公共服務協會等亦將性騷擾視為對工作人員的安全、福祉與

健康構成挑戰的職場暴力類型之一（引自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3）。反觀我國對職場性騷擾的規範與防治，最早可見於 2002 年提出的「性

別工作平等法」以及 2005 年的「性騷擾防治法」，其中「性別工作平等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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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旨即保障職場的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並且針對職場性騷擾提出相關

預防辦法和罰則。 

隨著人口老化、長期照顧求增加，臺灣政府為補充龐大的勞動力和照顧缺口

引進東南亞籍移工作為補充性人力。先是於 1989 年以專案的方式引進移工從事

國家重大工程建設，隨後於 1991 年開放民間企業中的營造業與製造業申請、雇

用移工，並在 1992 年訂定「就業服務法」，有條件地開放有身心障礙者、長者

照護或兒童照顧需求且符合相關規定之家庭申請家庭看護工和外籍幫傭，最後則

是在 1995 年開放養護機構僱用外籍看護工（林津如，2000；楊婉瑩、張雅雯，

2014；顧玉玲，2010），至此之後移工的身影便從營造業與製造業遍及至家庭、

醫療照護領域。根據勞動部統計處公告，截至 2019 年移工的總人數為 718,058

位，其中有 261,457 位移工從事社福類型的工作，包括機構看護、家庭看護和家

庭幫傭，並以從事家庭看護工作的人數最多共有 244,379 位，佔了社福類移工總

數的 93％（中華民國統計查詢網，2019），顯示社福照護體系中對家庭看護的龐

大需求。 

當這些家庭看護工撐起了臺灣大部分的照顧服務工作、緩解了家庭成員的照

顧壓力，成為不可或缺勞動人口的同時，家庭看護工受到職場性騷擾的新聞事件

卻也屢見不鮮，例如：「菲律賓藉女性家庭看護工遭到雇主 74 歲的弟弟，以詢

問『是否吃飽』、『教導塗抹藥膏』、『提醒穿外套』等理由及機會觸摸家庭看

護工之胸部、臀部等部位，且在短短 9 天內有高達 6 次的騷擾行為，新北地檢署

依違反性騷擾防治法將性騷擾行為人起訴（王定傳，2018）。」甚至是更嚴重的

性猥褻、性侵害事件等，在新聞報導中也是時有所聞。 

除此之外，2018 年監察委員新聞稿中亦提到「自 101 年至 107 年，每年在

臺女性移工發生百餘起遭性侵害之通報案件，其中七成以上屬家庭看護工通報被

害，近六成屬上司與下屬關係，……，而外籍移工遭性侵害被害前，有些行為（加

害）人會對外籍移工予以性騷擾方式對待，……，在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之下，中

途中止契約困難，致遭性侵害時，多數選擇隱忍或逃逸。」顯示家庭看護工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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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事件並非少數個案、單一事件，更可能存在著龐大黑數，另一方面也

突顯了在性侵害發生之前，若能重視移工的職場性騷擾事件並且提供有效阻止、

防範措施，便能夠減少移工遭到進一步性侵害的可能性。 

另從研究者發函向勞動部取得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見，自 2009 年 7 月起至

2019 年 7 月底，共有 2581 件移工撥打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性騷擾的案

件，又以家庭看護工的申訴件數為歷年最高，累積共 2470 件，佔總案件數 96%，

各年的申訴件數如表 1-1 所示。 

 

表 1–1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受理移工緊急申訴性騷擾案件統計 

 
產業類 

社福類 總計 

（件） 家庭看護工 家庭幫傭 

2009 1 10 0 11 

2010 3 103 0 106 

2011 10 219 0 229 

2012 17 212 3 232 

2013 10 308 1 319 

2014 11 334 1 346 

2015 12 302 2 316 

2016 8 280 1 289 

2017 11 262 5 278 

2018 10 268 0 278 

2019 5 172 0 177 

總計（件） 98 2470 13 2581 

註：上述案件係屬勞動部 1955 專線受理移工之申訴僅及案件數，尚非實際成案

件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公文 

 

同樣來自勞動部的公文回函，表 1-2 則呈現出 2010 年至 2019 年 7 月底因遭

受雇主或相關人士性騷擾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屬實，且由庇護單位協助臨時安置

的移工人數統計，共有 259 人在遭受雇主或相關人士性騷擾後獲得臨時安置，其

中以女性移工佔了大多數（共 254 人，佔 98%）。然而，比較可惜的是從勞動部

提供的表 1-2 並未針對移工的行業別進行區分，但亦足以反映出家庭看護工面臨

年度 

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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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的嚴重性，及其人身安全保障議題的迫切性。 

 

表 1–2 因遭受雇主或相關人士性騷擾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屬實，由安置單位協助

臨時安置之移工人數統計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泰國 總計 

（人）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2010 0 0 0 0 1 0 0 0 1 

2011 8 0 2 0 0 0 1 0 11 

2012 18 0 7 0 0 0 1 0 26 

2013 4 0 1 0 3 0 0 0 8 

2014 9 0 8 0 2 0 0 0 19 

2015 6 0 12 0 1 0 0 0 19 

2016 32 3 14 0 3 0 2 0 54 

2017 23 1 18 0 4 0 0 0 46 

2018 24 0 22 0 6 0 0 0 52 

2019 6 0 10 0 6 1 0 0 23 

總計 

（人） 
130 4 94 0 26 1 4 0 259 

資料來源：勞動部公文 

 

 

 

 

 

  

  

年度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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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引發研究者想要探討關於家庭看護工的職場性騷擾議題，主要源自源自於碩

班在移工庇護單位實習期間，接觸到一名被雇主性騷擾的菲律賓籍女性個案的經

驗。研究者透過實際陪同個案至政府機關製作紀錄與調解、進行個別會談，以及

觀察個案參與團體的情況等，發現該名個案在在進入庇護單位後並非就此解脫，

她反而是要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包含：雇主方否認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拒絕

廢止與個案的聘僱關係，甚至還向個案提出妨害名譽告訴，迫使個案進入訴訟程

序，或是在不同調查程序中（如性別平等會調查、警局報案），個案必須重複向

各個單位說明遭遇性騷擾經歷等情況。 

在陪伴的過程中，研究者亦發現即使該名個案已經離開危險情境、進入庇護

單位，性騷擾事件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仍讓她心理承受著許多壓力與苦楚。一方

面是職場性騷擾事件的發生，使個案不斷反覆憶起被騷擾的畫面，影響其不容易

入睡，也時常做惡夢驚醒；另一方面，當個案將自己被性騷擾經驗告訴其他同住

在庇護單位的移工時，不但沒有得到其他移工的安慰，反而是遭受到她們的嘲笑，

甚至認為「遭遇性騷擾是件很丟臉的事，怎麼會讓自己面臨這種事情？」導致個

案與其他移工的人際關係出現裂痕，後續還嚴重影響個案對他人的不信任；另因

為轉換雇主程序耗時間過長，以致個案遲遲沒辦法工作賺錢，更招致母國家人對

個案的不諒解，認為個案「如果當初選擇繼續忍耐，現在就還保有工作機會、有

固定收入能寄回家，而不是陷入沒有工作收入的窘境。」皆讓個案開始懷疑自己

當時選擇對外求助、申訴的決定是否正確。 

「明明是雇主做錯事，為什麼受到懲罰的是我？」是上述個案在漫長等待時

不斷對自我的質疑，這些懲罰不僅是來自雇主的秋後算帳，尚包含著性騷擾事件

處理過程中的不友善對待，以及臺灣相關政策制度對外籍移工的限制等，都讓她

備感痛苦與無助。基於上述與家庭看護工接觸的經驗，另研究者不禁好奇其他遭

遇職場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的性騷擾求助經驗，以及受庇護經歷又是如何？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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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庭看護工在求助過程中還面臨哪些挑戰與困境？然而，礙於四個月的實習

期間太過短暫，以及實習目標在於廣泛了解移工相關服務的提供，使研究者僅有

機會與一位遭遇職場性騷擾的個案進行接觸，且與該個案接觸時間相當瑣碎和片

段，沒有辦法參與完整的職場性騷擾處理流程，以及了解更多受職場性騷擾家庭

看護工的經驗。 

基於研究者在實習時的經驗與觀察，並且受到 Me Too 運動、在臺家庭看護

工職場性騷擾之新聞事件等啟發，研究者希望能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

以及家庭看護工的職場性騷擾求助歷程與經驗有更多探討，進而發現臺灣目前在

職場性騷擾法規與移工政策中不足之處，彰顯家庭看護工所處之勞動困境，更期

待能喚起有關單位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議題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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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近年來隨著職場性騷擾議題又重新受到國際間的重視，不但讓更多性騷擾被

害者們鼓起勇氣站出來、斥責性騷擾行為人，更使社會大眾認知到職場性騷擾的

普遍性。目前臺灣也有一群從事照顧服務工作的家庭看護工們，正同樣面臨職場

性騷擾（甚至性侵害）的威脅，然而，當她們勇敢對外發聲、求助時，臺灣的社

會與政府是否能為她們提供一張完善且安全的保護網，並在相關行政程序中保障

其權益，都是我們應該要思考和重視的。 

本研究原訂是要請移工庇護單位協助連結、邀請曾受到職場性騷擾經驗且接

受過庇護服務之家庭看護工作為研究對象，但在口試委員們的建議與相關考量下，

將研究對象調整為移工庇護單位第一線工作者。移工庇護單位工作者作為協助、

陪伴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之重要角色，透過工作者的工作經驗與觀察，探討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求助經歷，以及在家庭看護工在相關程序時面臨之

挑戰與困境。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庇護單位工作者，針對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

的服務經驗與看法，期待作為日後在實務工作層面、政策層面改善之參考。本研

究的目的如下： 

一、探討家庭看護工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後之求助情況與其中阻礙。 

二、探討庇護單位工作者針對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之服務提供內容，以及

服務提供之困境。 

三、期待研究結果，能針對目前庇護單位工作者的服務提供與家庭看護工受職

場性騷擾議題，提出政策面與實務工作面之建議。 

 

貳、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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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包含： 

一、家庭看護工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後的求助行為與進入庇護單位的管道為何？

面臨哪些阻礙與挑戰？ 

二、庇護單位工作者針對受職場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提供哪些服務？ 

三、庇護單位工作者服務提供情況如何？其中有哪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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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探討  

本節主要說明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的概況，包含家庭看護工在臺人數、

從事工作內容、面臨職場性騷擾的情況；第二部分則針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

擾事件所面臨的多重壓迫和相關法規限制進行討論。 

 

壹、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概況 

隨著 1992 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作為合理聘僱外籍移工的法源依據，

不僅為老年化、少子化、人力需求嚴重短缺的臺灣敞開了一扇大門，也讓全球化

環境下，需要至他國謀求更多經濟報酬的工作者們創造了就業機會。隨後，菲律

賓、越南、印尼、泰國等國來臺灣工作的移工人數便逐年增加，截至 2019 年，

來臺灣從事產業和社福類型工作的移工總人數已達到 718,058 人，其中從事家庭

看護工作共有 244,379 人，佔了總移工人數的 34％，並以女性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為多（中華民國統計查詢網，2019）。 

這些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工作者主要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並且在家庭內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具

體工作內容包含：備餐與餵食；翻身與移位；傷口、皮膚、褥瘡照顧；口腔與身

體清潔等（陳惠琪，2014）。在臺灣多半稱這些在家庭中從事照顧工作的移工為

家庭看護工，而藍佩嘉（2008）更以「跨國灰姑娘」一詞來形容這群在臺灣工作

的家庭看護工（和家庭幫傭），說明她們在遠離家鄉、至國外擴展人生視野的同

時，卻也面臨著被雇主約束控制，或被視為低賤、用完即丟勞動力之困境，殘酷

地一語道破了她們複雜卻也真實的處境。 

除此之外，根據勵馨基金會在 2019 年針對台灣家事移工（包含家庭看護工

和家庭幫傭）的調查顯示，在 510 名問卷填答者中，有 17％（88 名）填答者表

示在臺灣工作的期間，曾受到雇主、被看護人或其家人的性騷擾，遭受比例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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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型態中（包含語言暴力、肢體傷害、性騷擾、性侵害）第二高，僅次於語

言暴力。即使性騷擾的傷害可能不如肢體暴力或性侵害來的直接，但在監察委員

2018 年新聞稿中亦指出家庭看護工性騷擾事件與性侵害事件之間的關係──在

遭到性侵害之前，部分家庭看護工會先經歷行為人的性騷擾行為──即部分性騷

擾事件，其實就是性侵害事件發生的前兆，因此家庭看護工性騷擾事件不得不被

更加重視。 

 

貳、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中的多重壓迫 

「工作場所性騷擾的發生並非隨機或偶然的，而既是反映性別歧視，也代表

著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張晉芬，2018，頁 2），潘淑滿（2007）亦表示看護工

遭受雇主家庭成員施暴（包含性騷擾）的現象，反映的不只是性別議題，更交織

著階級與種族等多重壓迫的事實。其中「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源自

K. Crenshaw 於 1911 年發表的論文，強調的是「性別和階級、種族、族群、城鄉、

年齡等其他權力關係的交錯締連會造就出不同的現象與經驗」，日後更被女性主

義者用來說明多重壓迫的概念（游美惠，2014，頁 87）。此外，交織理論更強調

的是：各個女性不會因為她們同樣身為女性，所受到的歧視與壓迫程度就會相同

（劉松宏譯，2019），必須將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類屬納入壓迫經驗的探討，

才有可能看見每位女性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獨特經歷，及她們在社會中的多重

不利處境，故以下將針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所面臨到各種壓迫分別

進行說明： 

一、性別壓迫 

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性別壓迫，從家庭看護工遭遇到的職場性

騷擾事件多屬異性間的性騷擾可見一般，並以男性雇主、被看護人或其家人對女

性家庭看護工性騷擾為多。父權（patriarchy）是導致性騷擾的最主要因素，並在

社會、職場結構及意識形態中發揮影響力。透過性別歧視、性騷擾等方式使女性

屈從、遵守傳統性別角色，藉此鞏固男性其無論是在社會或職場中之地位及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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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黃淑玲、游美惠，2012；羅燦煐，2000；Hadi, 2018）。而在呂寶靜（1995）

探討臺灣受雇員工在工作場所受性騷擾經驗的研究中發現：職場性騷擾事件並非

各別女性的問題，而是由「男尊女卑」的社會階層現象，以及「女性是性的玩物」

的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所共同形塑。另一方面，父權更藉由操作性騷擾迷思，不

僅合理化性騷擾行為、強化性騷擾的刻板化印象，使被害者之支持系統、社會網

絡等成為共犯，同時也讓被害者擔心在揭露實情後，將會受到質疑、誤會、汙名

化、苛責等而不敢向外求助（陳燕卿，2007）。 

此外，楊培珊（2000）針對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受職場性騷擾經驗研究中則

發現，性騷擾行為的發生除了與性騷擾行為人的大男人主義、輕視女性的態度有

關，在照顧工作內容中有些與行為人不可避免之身體接觸，如：穿衣服、洗澡、

協助上下床等；或有些年長者或身心障礙者為求展現完整的自我形象，並滿足自

我性需求、性幻想等；或是行為人喝酒、與家人關係不好、需要愛和關心、身體

病痛等情況下，皆可能引發行為人出現生理自然反應或從事性騷擾行為。因此，

家庭看護職場性騷擾的發生，反映的不僅是一種性別壓迫，更是家庭看護工在從

事照顧服務工作中的一項職場風險。 

二、階級壓迫 

（一） 勞資階級 

在階級壓迫的部分，本研究主要分成兩部分進行探討，分別為：勞資階級、

種族階級兩部分。本段先針對家庭看護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勞資階級關係進行說

明，其中可以先從家庭看護工聘僱與管理的法源來進行探討。關於家庭看護的聘

僱與管理，主要可見於「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至第 62 條，並對於家庭看護工在

工作類型、轉換雇主、雇主責任等做出詳盡的規範，但與其說是規範，研究者更

認為這是合理化對家庭看護的限制與壓迫。在工作類型上，該法將移工的工作類

型限縮於特定行業，如：海洋漁撈、家庭幫傭及看護、製造業、營建業等高勞動

力且鮮少臺灣人願意投入的工作，所謂從事 3D 屬性的行業（骯髒 Dirty、危險

Dangerous、辛苦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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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沒有勞動基準法的保障，薪資往往遠低於基本工

資的規範，更容易面臨沒有放假、超時工作等問題（蘇顯星、李雅村，2018）。

在勵馨基金會 2019年台灣家事移工勞動實況調查報告中更是發現：曾受過雇主、

被看護人及其家人暴力對待（包含性騷擾）的家事移工中，有高達 87％的人是面

臨「無輪替照顧者」的狀況，而有 53％的人「無連續八小時的休息」，以及 74%

的人「沒有安全的住所」，顯示家事移工勞動條件與受暴問題之間的相關性，也

突顯保障家事移工勞動條件之重要性。 

另一方面，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53 條規定，當家庭看護工要轉換雇主、工作

時，必須先取得雇主的同意，除非是發生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所列之情況，如：

雇主或被看護人死亡或移民、技術上讓勞工無法繼續工作、工廠關廠不能營運或

雇主不依契約付薪水、其他不能歸責給受聘僱者的事由時等，家庭看護工才有機

會經由主管機關的同意轉換雇主；若雇主不同意轉換，家庭看護工便沒辦法自行

離職並更換雇主。即雇主具有相當大的「單方面不同意權」（顧玉玲，2013），

表示在此勞資關係中，雇主能夠以解約、換人作為威脅的手段，迫使家庭看護必

須服從，否則將其遣返回母國。在這不平等的法規當中，不僅削弱了家庭看護工

與雇主議價和協商的能力，更增強了雇主的優勢地位，使得勞資關係更加不平等；

另一方面，該法更讓家庭看護工成為了「不自由勞工」，使其「勞動力自主支配

權」包含：勞動者選擇（轉換）工作的自由、對於勞動力交換的議價自由、選擇

工作地點的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以及選擇離開工作的自由等皆受到嚴重的剝

奪（吳秀照，2006，頁 31）。 

（二） 種族階級 

本段著重於種族階級層面的探討，主要源自於曾嬿芬（2004）提出「種族化

的階級主義」之概念，並以此來說明臺灣在限制藍領移工（包含家庭看護工）工

作期限和公民權的政策設計，以及相關政策將藍領移工視為補充性、可替代性的

意識形態。 

在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中，便限制了家庭看護工的聘僱許可期間為 3 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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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境內累積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 12 年（在 2012 年以前最多僅能累積到 9

年），若是家庭看護因受到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時，則可以再增加

至最多 14 年。另一方面，在 2016 年 11 越就業服務法修法前，第 52 條更出現

「移工在三年契約期滿後至少出境一日」之嚴格規定，其目的便是為了防止家庭

看護工連續在臺居留時間達到歸化標準的五年。雖然「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已

於 2016 年取消，但早在 2007 年「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時，便將藍領移工申請

歸化國籍的可能性排除（報導者，2016）。相較之下，來臺從事白領工作之移工，

其聘僱許可期間同樣為三年，但只要在聘期屆滿前，雇主替其申請展延，該白領

移工在臺灣境內累積的工作時間便不會受限制，甚至有機會可以申請永久居留身

分，甚至歸化入籍。而相關的法律規範亦清楚呈現臺灣移工、移民政策對於藍領

移工的排他性，以及更強化藍領移工在臺灣作為補充性、可替代性之身分。 

此外，藍佩嘉（2005）則是以「階層化的他者」概念，道破臺灣政策、社會

對於藍領與白領、外勞與外國人（或專業人才）之間的劃分，其中更包含了個人

的公民身分、所屬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排序，例如：藍領移工多半來自東南亞國

家，而東南亞國家與歐美等國家之間在發展程度上的排序與比較。基於如此多重

且複雜的層次劃分，最終型塑出家庭看護工在臺灣的特殊角色定位，包括：用完

即丟、較低階、來自東南亞低度發展國家、從事藍領工作、沒有資格成為臺灣公

民的「他者」等。 

綜合上述，當在審視家庭看護工在面臨職場性騷擾事件時，不能僅是單純地

將其視為一般勞資爭議，而是必須將其視為是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壓迫交織

而成的一個現象，其中更具體牽涉到父權文化、種族歧視、政策制度、勞資權力

關係等結構性的困境，這些因素不僅使家庭看護容易遭受到來自權位較高者（如

雇主、被看護人或其家人）的不當對待、性騷擾，而在無法與雇主議價或自主轉

換工作的情況下，更將可能迫使家庭看護工不斷地受到傷害，亦將其推向更孤立

無援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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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看護工對職場性騷擾的回應  

即使家庭看護工在臺灣、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受到諸多層次的壓迫，但站在

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上，受壓迫者仍然有其能動的能力（Agentic Capacities），並

且著重於受壓迫者如何運用自身能力、社會資源等，以突破結構的限制（游美惠，

2014）。而家庭看護的能動性，或許可以從她們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求助行為得

知。根據勵馨基金會 2019 年針對台灣家事移工（包含家庭看護工和家庭幫傭）

的調查顯示，大約有 46%受到雇主、被看護人及其家人暴力對待（包含性騷擾）

的家事移工會向外求助，其中的求助方式與對象包含：撥打 1955 勞工諮詢申訴

專線、向仲介、仲介翻譯、朋友或親人、勞工局人員、非營利組織∕庇護中心∕

工會∕教堂等機構、警察、母國在臺辦事處，或透過臉書朋友（網友）等進行求

助。同時該調查亦發現，家事移工在經歷受暴事件後沒有對外進行求助的原因，

包含以下幾點： 

一、怕求助後會失去工作。 

二、不會講中文。 

三、不知道要去哪裡求助。 

四、覺得沒有用，求助也不會有人幫助。 

五、被雇主恐嚇。 

六、不相信母國在台辦事處。 

然而，礙於目前有關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擾事件回應與求助方面的文獻較

為欠缺，以下將以一般工作者對於職場性騷擾事件的回應方式進行探討。首先，

根據勞動部2018年公佈「僱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在3302個女

性樣本中，有4.6％的女性在過去一年內曾受到職場性騷擾，其中提出申訴的人僅

佔1.2％，未提出申訴者占3.3％，而造成大部分被害者未提出申訴的多數原因是

「只能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另有部分被害者是因為「擔心別人閒言閒語」、

「擔心失去工作」和「不知道申訴管道」而沒有提出申訴。此調查結果不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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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騷擾被害者對提出申訴的意願，更看見被害者不願意提出申訴的背後考量，

特別是當預期回應結果較負面時，如：提出申訴後將可能失去工作、影響人際關

係等，將使被害者對於提出申訴有所顧忌。 

然而，上述「家庭看護工對外求助」和「女性工作者提出申訴」皆屬於較外

顯的性騷擾回應行為，但卻可能忽略了 Certeau（1984）所主張「積極性柔弱

Affirmative weakness」的概念，即透過各種沉默、內隱的行為，如：敷衍了事、

得過且過、裝瘋賣傻等方式來表達抗拒意（引自羅燦煐，2011）。正如曾孆瑾、

古允文（2010）在探討性騷擾業務執行人員的實務工作困境時所發現：性騷擾案

件沒有被提出的情況，並非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是被害者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

進行處理。其中 Knapp, Faley, Ekeberg & Durbois.（1997）透過分析相關文獻，發

展出性騷擾回應模式的四個象限（如表 2-1），分別為「迴避∕拒絕 Avoidance/ 

Denial」、「社會回應 Social Coping」、「對抗∕談判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及「尋求倡議 Advocacy Seeking」等，呈現出性騷擾被害者除了對外求助、提出

申訴以外，尚可能採取的其他回應方式。Knapp et al. 表示能終止性騷擾的效果

是由象限一至象限四逐漸增加，並以現象三、象限四的效果最明顯。象限二的回

應方式雖然較無法有效阻止性騷擾行為，但可以讓被害者在性騷擾對生理與心理

層面的影響得到協助，使被害者得到更多建議及問題解決方法。此外，Knapp et 

al.也強調被害者的回應並不會局限於特定回應模式或象限，而將是採取一系列多

元的回應方式。 

 

表 2–1 被害者回應性騷擾的指標 

 回應模式 

自我回應 支持性回應 

回 以自我 迴避∕拒絕（象限一） 社會回應（象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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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napp, D. E., Faley, R. H., Ekeberg, S. E., & Dubois, C. L. Z. (1997). 

Determinants of Target Responses to Sexual Harass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3), 687-729 

 

在臺灣的研究中，楊培珊（2000）分析出居家照顧服務員在面臨工作場所性

騷擾時八種應對方式：（一）事件發生前或感覺不對的情況時多加小心；（二）

對暗示或逗弄（誘惑）刻意忽略；（三）脫離情境；（四）持續觀察；（五）溝

通開導；（六）指責制止；（七）傷害效應控制，以及（八）自我調適，並且至

無法接受時最後才會選擇脫離。而許如容（2015）同樣針對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

進行研究，並將其因應職場性騷擾的措施分成「情緒取向」及「問題取向」兩類，

在情緒取向中包含隱忍、驚嚇兩種方式，問題取向則涵蓋其他九種方式，如：轉

移話題、口頭警告、正面拒絕、尋求支持等，如表2-2所呈現。在呂思嫻、邱大昕

（2011）的研究中表示女性視障按摩師在工作時除了透過按摩技巧、篩選客人、

營造有利工作場域等方式避免性騷擾的發生，當面臨職場性騷擾時，也會透過按

摩特定穴位造成疼痛、善意的謊言與玩笑、使用外部援救資源等方式來回應客人

的性騷擾行為。 

 

表 2–2 職場性騷擾因應措施 

情緒取向 1、 隱忍 

應

聚

焦 

為中心 什麼都不做 

忽略 

視為開玩笑 

改變工作情況（離職、換單

位） 

醫療∕心理諮詢 

尋求他人支持（如：同事、朋

友、家人） 

以性騷

擾行為

人為中

心 

對抗∕談判（象限三） 尋求倡議（象限四） 

告知∕制止性騷擾行為 

威脅性騷擾行為人 

懲罰性騷擾行為人（若被害

者具有該職權時） 

請他人介入（如：朋友） 

向主管、內部∕外部機構報

告 

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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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驚嚇 

問題取向 

1、 轉移話題 

2、 回嘴 

3、 口頭警告∕嚇阻、指責 

4、 論理或說理 

5、 正面拒絕 

6、 當面質問（對質） 

7、 嚴肅以對 

8、 尋求支持 

（1） 回報服務單位督導 

（2） 回報機構處理 

（3） 宗教支持因應 

9、 自我調適∕改變 

（1） 更加小心 

（2） 刻意淡化∕忽略 

（3） 備用自我保護器材等 

（4） 暫時離開情境 

（5） 轉念 

資料來源：許如容（2015）。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於職場中經歷性騷擾因應措施

之經驗探索。天主教輔仁大學護理系碩士論文。 

 

綜合相關研究結果，當職場性騷擾發生時，被害者將採取多元且具有層次的

性騷擾回應方式，部分的被害者傾向自己的心境──忽略性騷擾、將性騷擾視為

是開玩笑，再者有些被害者可能透過拒絕、警告、質問等方式試圖制止性騷擾，

而離開、對外求助和提出申訴則可能是被害者最後會採取的方式。另一方面，從

被害者不願進行申訴的原因中，更可看見性騷擾被害者對於揭露實情仍多有所顧

慮且有苦難言，甚至導致性騷擾案件存在著龐大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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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場性騷擾防治與保護政策  

本節旨在說明臺灣在職場性騷擾防治與保護的相關政策，首先將從職場性騷

擾定義談起，接著從相關法律和規定的角度，針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事件中雇

主和仲介應扮演之角色和承擔責任個別進行說明，並且探討其中之限制。最後則

呈現出一般職場性騷擾的申訴∕救濟管道，另針對外籍移工設置的「加強外勞人

身侵害案件處理機制流程」進行說明。 

 

壹、職場性騷擾定義 

有關職場性騷擾的規範最早出現在美國，根據美國學者 Catharine Mackinnon

在 1979 年出版了「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a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一書中認為：性騷擾是性別歧視的一種表現，並依據女性職場性

騷擾的經驗，將職場性騷擾區分為長期存在的工作狀況（日後多稱為：敵意工作

環境）、交換條件式性騷擾兩類型，藉此呈現出女性在職場中所面臨的歧視和困

境。隨後，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於 1980 年制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性別歧視指導原則」，其中便納入

Catharine Mackinnon 關於職場性騷擾類型的概念，將性騷擾定義涵蓋敵意環境式

（hostile environment）和交換條件式（quid pro quo）兩種類型，並且視性騷擾為

工作場所歧視行為之一，為職場性騷擾防治樹立重要里程碑。 

臺灣針對性騷擾事件的防治與規範，散見於「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當中，即所謂性別三法。雖然上述三法皆有提到

性騷擾的部分，但針對職場性騷擾的定義，主要還是參照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範。

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則受到美國相關法律規範影響深遠，其中對於性騷擾定義亦

可分成「敵意性工作場所性騷擾」及「交換式工作場所性騷擾」兩類，內容如下

所示（引自勞動部，2018）：  

一、敵意性工作場所性騷擾：受僱者在工作時，雇主、同事、客戶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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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詞或行為，造成一個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

性的工作環境，以致侵犯或干擾受僱者的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

工作表現的情形通稱敵意性工敵意性工作場所性騷擾作場所性騷擾。 

二、交換式工作場所性騷擾：雇主利用職權，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

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僱用與否、報

酬、考績、陞遷或獎懲等之交換條件之情形通稱交換式工作場所性騷擾。 

需要注意的是性騷擾認定在實務上，仍需依照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性騷擾行為人之言詞與行為，及性騷擾被害者之認知等進行各別

認定。（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其中，高鳳仙（2016）便針對上述兩種職場

性騷擾的適用條件進行說明：在敵意性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中，被害者身分必須

是受雇者，性騷擾行為人可以是任何人，事件發生的情境必須是受雇者在工作、

執行職務時；而在交換式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被害者的身分除了受雇者以外，

也包含了求職者，性騷擾行為人必須是雇主，事件發生的情境則無特別限制。據

此，研究者將適用職場性騷擾的相關條件進行彙整，如下表 2-3 。 

 

表 2–3 職場性騷擾的適用條件 

 

 
敵意性工作場所性騷擾 交換式工作場所性騷擾 

被害者身分 受雇者 受雇者、求職者 

行為人身分 任何人 雇主 

事件發生情境 
受雇者在工作、執行職務時

發生，並造成侵犯或干擾 

無情境限制，但必須具有與

工作相關之交換條件情形 

資料來源：高鳳仙（2016）。性侵害及性騷擾之理論與實務。臺北：五南。 

 

另一方面，性騷擾本身涉及了被害者的主觀性（如：職場中的黃色笑話，對

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幽默、有趣，但也有可能造成某些人的不舒服感受，甚至覺得

被侵犯），故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僅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詞或

行為」等字句，呈現出性騷擾主要特性，以期保有對性騷擾的解釋空間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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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也沒辦法讓人了解其中「言詞」或「行為」的具體樣貌為何。因此，本研究

參考了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8）所列之性騷擾行為樣態，其中包含：（一）羞

辱、貶抑、敵意或騷擾的言詞或態度；（二）毛手毛腳、掀裙子；（三）偷窺、

偷拍；（四）展示或傳閱色情圖片；（五）曝露隱私處；（六）趁機親吻、擁抱

或觸摸胸、臀或其他身體穩私部位（七）跟蹤、尾隨、不受歡迎追求，以期作為

性騷擾言詞、行為更具體之呈現。 

 

貳、雇主的角色與責任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精神在於「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故該法亦賦予雇主相關性騷擾防治責任。根

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要求雇用 30 人以上之雇主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途徑及相關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且要求雇主在知悉性騷擾情形

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和補救措施（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其中雇用 30

人以上之雇主之性騷擾防治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三、規定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四、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

遇。 

五、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處理方式。 

倘若雇主未能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和補救措施，並導致被害者有所損害時，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8 條，雇主應負起賠償的責任。此外，受雇者或求職者

發現雇主未依規定訂定性騷擾防治相關辦法時，則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4 條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並經主管機關認定事屬實，雇主須依該法第 38 條規

定，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之罰鍰，並公布雇主姓名等相關資訊（全

國法規資料庫，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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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性別工作平等法自 2002 年公佈時便針對雇主課以相關規範，但

在吳姿慧（2015）針對新北市事業單位雇主執行性騷擾防治措施的研究中，仍可

發現部分雇主對於辨別與界定性騷擾有其困難性，並對於自身負有防治義務之觀

念也較陌生。此外，黃一淨（2013）針對家庭看護工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適用性

提出質疑，其指出：即便雇主被賦予性騷擾防治之責任，但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

騷擾事件中，性騷擾行為人往往是雇主、被看護人或雇主親友時，雇主可能會為

了避免罰責而選擇隱匿不報，或與家庭看護工私下解決；另性別工作平等法僅針

對雇用 30 人以上之雇主提出要求，卻未針對較小規模之事業單位，甚至多數只

會聘僱一至二位家庭看護工之雇主進行防治責任的規範，恐對部分受雇者的權益

造成損害。 

對此，臺灣目前針對第一次聘僱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傭之雇主，應參加主管

機關或其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之聘前講習，其中包含聘僱外國人之相關法令、與

外國人聘僱管理有關之事項、外國人權益保障等內容，藉此減少雇主可能之違法

行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2018）。另勞動部也

在 2014 年修訂「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要求雇主應依法向聘僱之家庭

看護工公告相關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包含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警政署 110

全國報案專線、113 婦幼保護專線（外籍勞工新聞通訊社，2015）。而臺北市勞

動局亦針對雇主及人力仲介公司在職場性騷擾防治責任上，建立「家庭類外籍看

護職場性騷擾防治之自我檢視表」，其中針對雇主的檢視項目包含：拒絕成為性

騷擾行為人、聲明禁止性騷擾行為、尊重外籍看護工隱私；針對人力仲介公司的

檢視項目則有：定期拜訪和關懷、事先提供外籍勞工協助資訊、主動通報及協助

安置（東南亞集團，2016）。然而，上述家庭看護工雇主（仲介）在職場性騷擾

防治的相關規範，其實際成效及影響為何，則有待未來進行探討。 

 

參、仲介的角色與責任 

雖然目前臺灣已經設有直接聘僱的機制，但至 2019 年的使用的狀況仍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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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僅有 18.9%的雇主曾以直接聘僱方式引進家庭看護工，多數仍須仰賴仲介（勞

動部，2019）。對透過仲介引進的家庭看護工來說，仲介不僅是家庭看護工在臺

灣少數認識的人，也是她們在雇主家中少數可以聯繫、接觸到的人。因此王美恩

（2017）、曾喬慧、邱乃唐（2015）、勵馨基金會（2016）等皆指出仲介在家庭

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採取的態度，對於家庭看護工是否能得

到妥善、適切協助，或是被迫繼續忍耐具有相當的影響，故近年來相關政策制度

亦針對仲介提出相關責任與規範。 

首先，勞動部於 2016 年要求仲介公司設置「有關傷害、性侵害及性騷擾等

涉及人身安全」的異常事件處理機制，其中須包含標準作業流程及處理紀錄，並

且將此異常處理機制設置與否列入仲介評鑑指標中（勞動部，2018）。異常事件

處理機制主要由各仲介公司自行設置，本研究參考的是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

公會（2020）「外籍勞工遭雇主或雇主以外之其他人性侵害及性騷擾處理機制」

流程（詳見附件一），當仲介接獲移工受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時，仲介應盡速派

員與移工了解事件經過，並根據移工是否有意願繼續留在臺灣工作，提供後續協

助，包含通報勞工局或警察機關、提供心理輔導、協助轉換雇主等。 

另一方面，針對較嚴重的侵害行為，如：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

傷害或殺人行為等，2018 年「就業服務法」修正條文中要求仲介在知悉後的 24

小時內必須向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進行通報，

相關政策將仲介納入法定通報人員，不僅擴大了外籍移工在性侵害等人身侵害的

保護網中，同時也避免仲介隱匿案件、知情不報的情況發生。 

 

肆、申訴∕救濟管道 

關於職場性騷擾的申訴∕救濟方式，一般可分為內部申訴、外部申訴、刑事

告訴、損害賠償四部分（郭彥良，2019）。「內部申訴」指的是被害者遵循受雇

單位的性騷擾申訴辦法進行申訴，申訴方式依照「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6 條規定，得以以言詞或書面方式提出，並以不公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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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處理為原則。經調查後，若職場性騷擾事件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性騷擾

行為人懲戒與處理（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倘若公司未依規定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或當雇主在知悉性騷擾情形，而未採取有效之處理或

補救措施時，或因被害者在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遭到解雇、調職或其

他不利處分時，此時被害者便需要透過「外部申訴」的方式，向地方主管機關提

出申訴。若違法事件屬實，雇主則須依規定受到行政處罰（高鳳仙，2016）。 

另外在「刑事告訴」的部分，主要是當職場性騷擾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即達到所謂性觸摸罪的標準時，被害者可以

透過刑事告訴的方式，對性騷擾行為人做出處罰。而根據性騷擾行為人之性騷擾

型態與情境，尚可能觸犯的刑事責任有：刑法第 234 條公然猥褻罪、刑法第 315

條妨害秘密罪、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刑法第 310 條毀謗罪等（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2019）；若是被害者因性騷擾事件而導致身體或心理受到損害，

另可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7 條規定，以民事訴訟的方式向雇主及性騷擾行為

人爭取連帶「損害賠償」，如雇主已遵行該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則可

不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有鑑於家庭看護工在臺灣屬於外國人的身分，一方面對於申訴職場性騷擾的

方式可能不甚了解，另一方面考量其對華語、台語溝通能力有限，故勞動部於

2009 年設置「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原名為「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

線」）提供免付費、24 小時不間斷的雙語服務，包含中文、泰國語、印尼語、越

南語、英語等五種語言，並且提供諮詢、申訴、轉介保護安置、線上即時通譯等

服務。若有勞資爭議、遭受不合理對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訴案件時，外勞諮詢服務

人員將協助轉介案件至地方政府勞工局或司法警察機關依法查處，另會視移工的

需求，將申訴案件轉介至地方政府勞工局進行認定，並根據認定結果協助移工進

行安置（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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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人身侵害案件，勞動部亦於 2007 年建置「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

機制流程」，便是有關單位根據移工所受到的人身侵害情況（如：性騷擾、性侵

害、人身傷害等）展開相關行政程序。因此，當性騷擾事件發生後，移工除了可

以透過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另可以向警察機關、勞工主管機關暨所屬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外勞駐台機構、庇護單位等進行申訴，相關單位在接獲移工申訴

案件後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地方勞工主管機關。 

在地方勞工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需於 7 日內指派外勞諮詢服務人員被害移

工、提供相關保護措施，並徵詢移工的需求與意願，將其申訴內容製作書面紀錄

（包含申訴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國籍、護照號碼、工作類別、雇主姓名、聯絡

地址或電話、申訴日期、申訴事實及內容等），另根據該事件屬於「職場性騷擾

案件」或「非職場性騷擾案件」開啟不同調查程序，若屬職場性騷擾事件，則須

於 7 日內提報「性別工作平等會」進行調查。此外，外勞諮詢服務人員將徵詢遭

受性騷擾移工之安置意願，並提供相關保護措施，如：安排陪同通譯服務、提供

或轉介法扶資源等。 

隨後，在協助移工與雇主進行解約之階段，移工可以透過單方主張與雇主終

止勞動契約之方式與雇主解約，此時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可以不用等待性別工作平

等會審議結果，應於 14 日內協助完成檢送「外勞單方主張與雇主終止勞動契約

之書面通知」及「已送達雇主之證明文件（如：存證信函、掛號回執聯）」等資

料至勞動部辦理轉換雇主事宜。最後，勞動部自接獲相關資料起 7 日內，須完成

轉換雇主案件審核等相關作業，並將結果通知雇主、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就業中

心、移工庇護單位等。另根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 8 條，當移工有遭受

性侵害、性騷擾、暴力毆打或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者等情況時，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可以進行跨工作類別的轉換。 

此外，若經性別工作平等會調查完成後，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案件，勞動部將

依法廢止雇主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並不同意雇主後續外勞申請案；若經調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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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勞動部則解除雇主在外勞申請之管制，並同意辦理後續

外勞申請案。上述有關移工申訴一般、職場性騷擾之處理程序，可見於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2007）所提供「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及「加

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標準流程圖」（如附件二、附件三）。 

自 2002 年「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2005 年「性騷擾防治法」提出後，臺灣在

職場性騷擾方面的保護網逐漸形成，其中針對職場性騷擾的定義、雇主在事件中

的角色與責任、職場性騷擾的申訴∕救濟管道等進行規範。爾後，隨著移工引進

和移工職場性騷擾事件的層出不窮，臺灣政府亦開始針對仲介公司、仲介人員進

行相關規範，並且設置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機

制流程等，將職場性騷擾的保護網擴大至移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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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庇護單位的角色與功能  

當家庭看護工依循相關申訴、救濟管道並離開雇主家後，後續便由庇護單位

提供暫時且安全的居住處所。本節係針對庇護單位設置的法源依據與相關規範，

以及目前臺灣提供庇護服務的單位進行說明與介紹。 

 

壹、 法源依據 

當移工因為勞資爭議、遭受不合理對待或人身侵害事件後向 1955 勞工諮詢

申訴專線提出申訴，且表示有安置的需求時，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進行認定後，

該移工便能獲得臨時安置。有關移工安置之相關規範，主要根據「受聘僱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臨時安置作業要點」，

並針對安置對象、移工安置單位條件、應辦理事項等進行規範，以下將各別進行

說明（勞動部，2017）。 

一、安置對象 

指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

人，意即來臺灣從事海洋漁撈工作、家庭幫傭及看護工作、為因應國家建設工程

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等工作的移工，並且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規定者，為本要點之

安置對象： 

（一） 在等待轉換雇主或遣返回國期間，經勞動部核准外國人工作所在地之

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雇主無法妥善照顧或管理。 

（二） 面臨雇主關廠、歇業、或負責人行蹤不明，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膳宿

乏人照顧。 

（三） 因主動檢舉或其他原因發生之勞資爭議情事，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不

宜再留置雇主處。 

（四） 雇主、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被

看護人或其他共同生活之親屬不當對待（例如性侵害、性騷擾、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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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打、惡意遺棄等），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屬實。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有安置必要之外國人。 

（六） 符合前五款情形外國人之未成年子女。 

在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移工符合上述規定後，應採行先安置後調查原則，並確

保移工在不受相關爭議利害關係人影響下，探詢移工之意願後，進行安置。 

二、移工安置單位條件 

該要點所表示的移工安置單位，係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並可以簡單分成

兩種型態：一種是受縣市政府勞工局委託、公辦民營的單位，另一種則為民間自

行經營的單位。而無論是公辦民營或民間自營之移工安置單位，皆應該注重移工

的人身安全和隱私，其中內部空間的設計和規劃，應該具有性別意識觀點，依據

性別的差異進行適度調整。 

（一）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非營利外國人安置單位。 

（二） 地方主管機關自籌經費設置之外國人安置單位。 

（三） 由勞動部補助地方主管機關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之外國人安置單位。 

（四） 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交付安置於前三款以外之其他之外國人

安置單位。 

三、移工安置單位應辦理事項 

該要點要求，移工安置單位應協助受安置移工進行勞資爭議、協助投保全

民健康保險、辦理居留期限延長等事宜，並須遵守之相關法令規範。 

（一） 安置單位應確實妥善安置外國人，並適時提供諮詢及協助勞資爭議等

服務。但不得於無權代理下，逕行處理爭議事項。必要時，應報請地

方主管機關請求協助。 

（二） 安置單位應確實要求外國人遵守相關規定，發現其有行蹤不明等違反

法令之情事，應即通報勞動部、地方主管機關及當地警察機關。安置

單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外國人發生行蹤不明者，得取消其安置資

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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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置單位應確實遵守本要點及其他法令等規定。有違反規定，經地方

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勞動部除得不予補助安置經費外，

並得取消其安置單位資格。 

（四） 被安置之外國人涉及勞資爭議事項，地方主管機關應依勞資爭議處理

法及相關法令儘速妥適處理。 

（五） 安置單位於接獲地方主管機關交付安置外國人時，應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相關規定，協助外國人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六） 安置單位依入出國及移民法逕向安置所在地之入出國及移民單位辦

理居留地址變更。 

（七） 外國人於安置期間居留期間即將屆滿，符合第七點第二項各款規定情

事之一者，安置單位應於其居留期間屆滿前十四日內，協助外國人向

入出國及移民單位辦理居留期限延長事宜。 

 

貳、 移工庇護單位介紹 

根據研究者發函向勞動部詢問有關庇護單位之資訊，勞動部表示目前經地方

政府審核並函送勞動部備案的共有 15 個移工單位（22 處安置處所），但不便提

供具體庇護單位之資訊。然而，根據研究者所蒐集到之網路資料及相關文獻，共

可彙整出其中 11 間目前有提供移工安置服務之移工單位，相關單位的介紹及說

明如下： 

一、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中心從 1985 年起投入外籍移工服務工作，並針對大臺北地區的外籍移工服

務，服務對象包含菲律賓、越南、印尼移工，提供法律權益服務、職場知能培訓

與休閒活動等，並於 2002 年承接臺北市政府委辦女性移工庇護中心（新事社會

服務中心，2019）。 

二、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成立於 1999 年，為全國第一個以外籍勞動者為服務對象的本地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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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2008 年經勞工局核可後，正式成立移工安置中心。移工住進安置中心之後，

會由工作人員追蹤並協助處理案，如：勞資爭議解決、職災治療結束、法律訴訟

結束等，待案件處理完畢之後，移工會再從安置中心轉出至新工廠或家庭工作，

或是返回母國（TIWA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2019）。 

三、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外勞庇護中心 

2009 年起，勵馨基金會受託開辦 1955 外籍移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正

式跨足移工服務。自 2011 年承接新北市政府外籍勞工庇護中心（怡馨家園），

協助緊急安置案件，並依據服務對象需求，發展出社群諮詢、直聘移工家庭等方

案；另於 2019 年 3 月起，開始提供疑似販運人口陪同偵訊服務（財團法人勵馨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2019）。 

四、桃園群眾服務協會 

協會於 2014 年申請成立，成為新北市第一個民間團體設置的庇護中心，提

供菲律賓、印尼及越南籍有各種勞資爭議、需要暫時安置的移工免費安置，另提

供就業管道，協助移工再次就業（賴品潔，2015）。 

五、財團法人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 

2004 年 1 月開始，為了協助越南籍移工，在新竹教區設置「越南外勞配偶

辦公室」。自此之後，許多越南配偶與移工前來尋求協助及諮詢。服務內容包含：

臨時安置、個案管理、法律協助、生活協助與人道救援、政策推動與宣導、牧靈

服務（天主教會新竹教區，2019）。 

六、財團法人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移工服務中心 

於 1998 年成立，致力於促進本籍與外籍移工享有更公平、正義及安全之工

作條件，並期能促進本籍和外籍移工之勞動權益及保障勞工們的尊嚴。服務對象

包含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之外籍移工和新移民，並結合國內外的非政府組

織與臺灣政府進行不斷的溝通對話、舉辦記者會或遊行抗議活動，為外籍移工、

新住民及人口販運被害者逐步爭取更完善的權益保障，維護其人權與尊嚴（天主

教會新竹教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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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印勞安置中心 

目前在桃園、台中、高雄等地，設有三處的安置保護中心。除了提供庇護功

能，安置中心亦提供訓練課程，同時也作為與當地勞政機關、移民署、警政機關

及各單位的連結（東南亞集團，2018）。 

八、財團法人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希望職工中心 

希望職工中心於 1986 年由高隆會成立，當時服務對象為臺灣本地勞工。1992

年始臺灣自東南亞引進外籍移工後，中心服務也隨之改變，成為臺灣第一個協助

移工的非營利機構。服務項目包括處理移工、移民與僱主間的勞資爭議、生活輔

導、舉辦勞工權益與健康知識等講座，另設立移工安置中心，提供人口販運的被

害者、遭受不當對待或暫時失去工作的移工朋友們一個棲身之所（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2019）。 

九、社團法人台灣萬人社福協會 

協會服務目的在於處理合法外籍移工因法令爭議、檢舉雇主非法使用、遭受

性侵害或雇主違反契約任意遣返等情事，所衍生之收容問題，保障外籍移工工作

及生活，維護其權益。服務包含：收容安置人口販運外國籍受害人；促進新移民

就業；辦理在台外國人多元文化活動；辦理相關教育訓練；關懷弱勢族群等（社

團法人台灣萬人社福協會，2019）。 

十、財團法人天主教會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附設海星國際服務中心 

中心原名為海星海員服務中心，目前主要以等待轉換雇主、工廠歇業倒閉、

職業受害、性侵害、法律訴訟案、遭遇人口販運等外籍移工為服務對象，針對這

些移工提供臨時庇護及諮商輔導，並陪伴移工出席勞資糾紛之協商會議，或是代

表受困移工出面與其他財團法人基金會及政府機關等協調有關就業、薪資等等之

勞資爭議問題。此外，中心將會定期探訪移工工廠與宿舍，或正在住院、受到收

容之移工，關懷移工的在臺生活與身心狀況（財團法人天主教會社會慈善福利基

金會附設海星國際服務中心，2019）。 

十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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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於 1989 年設立，服務對象擴及基層勞工、女工、失業勞工、原住民勞

工、外籍勞工等，服務內容包含：諮詢服務、勞資爭議處理、臨時安置、福音關

懷等（平安基金會，2019）。 

綜合上述，移工庇護單位共可以分成公辦民營、民間自營兩種型態，其中庇

護單位所服務的移工類型相當多元，包含：受到職災、雇主不當對待、人身侵害、

人口販運等。在移工國籍方面，部分單位會針對特定國籍的移工提供協助，有些

則在國籍上沒有特別限制。服務內容則因著不同庇護單位而有部分差異，但主要

服務內容包含：諮詢服務、安置、陪同協調、法律協助、社會倡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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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即是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設計，說明研究者實際進行研究的方法與

步驟，內容分成五個小節：第一節先從研究方法的選擇做介紹；第二節則說明了

研究對象的選取方式與取樣標準；第三節為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的說明；第四節

為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嚴謹性的處理；最後，第五節則說明研究者在研究時應遵

守之研究倫理議題，以下將分別進行論述。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由於臺灣目前尚未有文獻從移工庇護單位工作者的角度，討論家庭看護工自

受到職場性騷擾至進入庇護單位的經驗，包含被性騷擾的情況、進入庇護單位的

過程和其中困境等。相較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更適用於鮮少被討論之主題，或

是模糊、不熟悉的社會現象中（潘淑滿，2003）。此外，高淑清（2008）指出當

研究問題是屬於探索性、發現性的性質時，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將有機會發現一些

鮮為人知的現象。因此，透過質性研究方法，研究者得以從庇護單位工作者在與

家庭看護工接觸以及服務提供的經驗中進行探索，深入且詳細了解家庭看護工受

到職場性騷擾的現象。 

本研究站在交織理論的角度，考量家庭看護工面臨職場性騷擾的現象，其實

受到性別、種族、文化、政治等情境脈絡影響深遠，若只透過量化研究變項關係

的測量，難以深入家庭看護工受職場性騷擾現象的核心、捕捉其中的複雜情境。

反觀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著重於意義與現象的探索，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自

然情境下的互動、對談，不僅能從中理解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與遭逢境遇，更可

以對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與社會脈絡，以及脈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簡

春安、鄒平儀，2004）。 

綜合上述因素與考量，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屬於鮮少被討論、具有探索性

之特性，需深入探究以呈現家庭看護工受職場性騷擾的實際全貌，另為能理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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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的獨特觀點與經驗，並發掘更多關於家庭看護工受職場性騷擾經驗及其求

助過程中之情境脈絡，故本研究選用質性研究作為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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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的轉折與取樣過程  

本研究原先是以「曾在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期間遭受雇主或其家人的性騷擾」

並且「有接受庇護安置服務」之家庭看護工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家庭看護工的主

觀經驗，了解其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後的求助歷程與經驗。然而，在計劃書考試階

段時，口試委員們擔心並考量符合受訪條件的家庭看護工難以尋覓（如：家庭看

護工可能在接受庇護後即返國，或進入其他雇主家中繼續工作，難以取得聯繫等

情況）；進行研究訪談將迫使家庭看護工回憶負面經驗，可能對受訪者造成其二

次傷害；研究者與家庭看護工的權力議題，訪談時難以雙方達到平等之狀態；由

於研究者不諳東南亞語言，透過翻譯也難以精準掌握家庭看護工所傳達之訊息，

或可能出現資訊上的誤差等諸多因素，故建議研究者調整研究對象，從原本的「家

庭看護工」改為向「移工庇護單位工作者」進行資料蒐集。 

因此，本研究進行研究對象的調整，一方面避免口試委員們擔心的研究窘境

發生；另一方面，透過工作者的經驗與觀察，不僅可以得知家庭看護工受到職場

性騷擾後的求助歷程與經驗，更可以探討工作者在協助這些家庭看護工時面臨到

的困境，並對相關政策與法規提出制度面的建議。 

 

壹、 轉折後的調整 

針對研究對象選取，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中標準取樣（criterion sampling）的

方式，先制定一套選擇研究對象的標準，並依此標準選出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簡

春安、鄒平儀，2004）。在研究者與移工庇護單位初步聯繫、確認各單位人員組

成的過程中，發現各個單位的工作職稱、工作者的專業背景皆相當多元，故本研

究在制定研究對象選取標準上，除了以「工作人員」作為統稱，在工作人員的專

業背景上亦沒有進行限制。據此，本研究的立意抽樣的標準如以下： 

一、目前為移工庇護單位現職的第一線工作人員。 

二、有實際協助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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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取樣方法與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在取樣管道方面，由於移工庇護單位不像其他社福單位令人熟知，研究者僅

知悉少數幾間在北部的庇護單位，故研究者為能完整掌握關於移工庇護單位之資

訊，便向向主管移工庇護單位的勞動部發文，試圖取得移工庇護單位名冊。但由

於未獲得各個移工庇護單位的同意，勞動部不便提供相關資訊，僅能告知研究者

目前經地方政府審核並函送勞動部備案的移工庇護單位共有 15 間（22 處安置處

所）。 

隨後，研究者透過網路關鍵字搜尋，找到一份由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所製作的「非勞工行政服務資源聯絡名冊」，其中包含移工庇護單位之資訊與

聯繫方式。研究者根據該名冊提供之資訊，一一向庇護單位進行聯繫、確認是否

仍持續提供移工庇護服務，最終刪除 3 間目前已無提供庇護服務之單位、1 間重

複出現於名冊之單位、1 間不符合研究條件之單位，加上研究者本身已知之 2 間

單位，整理出 11 間符合研究條件之移工庇護單位，其中各單位在臺灣的分布情

況如表 3-1。 

 

表 3–1 移工庇護單位分布區域 

區域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移工庇護單位

數量 
8 0 3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考量研究者所處區域，本研究主要針對位於北部的 8 間移工庇護單位進行研

究邀請，透過研究者親自致電和 email 寄發「研究參與邀請函」（詳見附件四）

的方式，向各單位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進行方式等，徵詢該單位對於接

受研究訪談之意願，並請該單位協助推薦 1 至 2 位適合接受訪談之工作者，最終

有 5 間移工庇護單位，共 6 位工作者接受研究訪談。 



36 

 

研究受訪者分別以英文字母 A、B、C 等為代號，其中有 4 位臺灣籍和 2 位

印尼籍之研究受訪者，且性別皆為女性。研究受訪者在單位中的職稱包含：專員、

雙語專員、社工、社工督導等，在專業背景上則涵蓋：貿易、財政、外語、社工、

法律等。在移工庇護單位工作年資方面，有 4 位研究受訪者的工作年資為五年以

上，有 2 位研究受訪者的工作年資為五年以下。而研究受訪者的服務移工幾乎涵

蓋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國籍，其中 2 位印尼籍研究受訪者以服務印尼籍

移工為多，但也有服務其他國籍移工的經驗。據此，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整理

如下表 3-2。 

 

表 3–2 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原生國籍 性別 工作職稱 專業背景 
在目前單位 

服務年資 
服務移工國籍 

Ａ 印尼籍 女 雙語專員 貿易 五年以上 以印尼個案為多 

Ｂ 臺灣籍 女 專員 財政 五年以上 
印尼、菲律賓都曾接觸，

其中以菲律賓為多 

Ｃ 臺灣籍 女 專員 外國語文 五年以下 
第一年為菲律賓， 

第二、三年為印尼 

Ｄ 臺灣籍 女 社工 社會工作 五年以下 印尼、菲律賓、越南 

Ｅ 印尼籍 女 雙語專員 專業法律 五年以上 
菲律賓、印尼、越南跟泰

國都曾接觸，以印尼為多 

Ｆ 臺灣籍 女 社工督導 社會工作 五年以上 
印尼、越南、菲律賓、泰

國都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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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  

關於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考量本研究探討的主題較難透過參與觀察或

田野紀錄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因此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

做為資料蒐集方式。有別於一般的對話，深度訪談是有目的的談話、是一種研究

者與研究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主要在深入了解研究受訪者所經驗到的世

界（高淑清，2008）。除此之外，研究者必須透過積極傾聽、保持開放、營造互

為主體且尊重研究受訪者的訪談情境等方式，盡可能使研究受訪者能自在的接受

訪談，並提供豐富的資料、意見和想法。 

根據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度，深度訪談又可分為結構式、無結構式、半結構

式三種類型。其中，半結構式訪談的訪談大綱題目設計屬於半開放式，研究者在

訪談過程中不僅可以依據預先設定的題目，有目的、方向性的引導研究受訪者進

行回答，更可以依實際訪談狀況彈性調整提問順序或新增問題（潘淑滿，2003），

故本研究使用的是半結構式深度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本研究的訪談期間為 2019 年 8 月至同年 10 月，共針對 6 位研究受訪者進行

7 次的訪談（其中一位訪談 2 次）。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透過事先設計好的半

結構式訪談大綱，與研究受訪者進行約 60 至 90 分鐘的訪談，提問順序原則上從

較溫和、無威脅性的受訪者基本資料開始，藉此與受訪者建立良好的信任與溝通

關係。針對較敏感、具挑戰性的問題時，研究者會採用比較婉轉的說法，也避免

使用負面、針對性的問句。關於提問順序，研究者會視情況進行彈性調整，或根

據研究受訪者的回應即時提問，以增加研究資料的完整及豐富性。 

除此之外，為能蒐集到豐富且詳盡的研究資料，本研究將運用以下三種研究

工具來輔助資料蒐集，分別如下： 

 

壹、 研究者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是主要的研究工具，透過與研究對象進行訪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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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資料蒐集，其中紐文英（2017）指出研究者的個人因素（性別、年齡、種

族與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經驗知識、前見等將可能對研究產生影響，故以下

將針對研究者的相關背景進行簡要說明。 

研究者在生理、心理性別皆為女性，土生土長的臺灣囝仔，在大學及研究所

就讀的皆為社會工作專業，對於性別、多元文化議題充滿興趣，並在求學期間修

習婦女政策與服務、家庭暴力防治、國際合作、全球議題與國際發展、會談技巧、

諮商理論與技術、多元文化專題等課程，並接受過四次（約 740 小時）的社會工

作實習訓練，實習單位包含國外難民單位性與性別暴力組、國內移工庇護單位、

婦幼單位、中學輔導室（執行性別相關方案），其中接觸與學習的內容包含多元

文化、女性培力與增能、多元性別、性與性別暴力等，因此在多元文化、性與性

別意識、敏感度等方面有著相當豐富的學習。 

在移工庇護單位實習期間，研究者不僅在個案、團體、倡議等實務工作技巧

受到相當紮實之訓練，其中與個案接觸的經驗也為研究者帶來相當大的啟發。即

便如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也將不斷進行自我反省，不因上述的「先備知識」

和「先前理解」影響研究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貳、 訪談大綱 

本研究者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資料蒐集工具，旨在蒐集移工庇

護單位工作者在服務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的經驗。訪談大綱將根據研究本質

與目的設計，並依潘淑滿（2003）提出發展訪談大綱的四個步驟進行：列出相關

領域；發展問題系列；安排訪談問題次序、內容與句型；評估問題的內容與形式

可能對受訪者回答產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之訪談大綱除了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資

料，另列出家庭看護工處境、工作者服務提供經驗兩大部分，而問題系列則可詳

見於附件六。 

 

參、 錄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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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如實、完整記錄受訪者所提供之資訊，對話過程中須藉由錄音設備的協

助，使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能將錄音內容撰寫成文本，亦即訪談逐字稿，以保留

完整的資料。而在使用錄音設備前，研究者將預先測試設備、確認音質清晰及電

量充足，同時告知研究對象錄音設備的使用目的，在取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後才會

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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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品質  

壹、 資料分析 

在訪談完成後，由研究者親自將錄音檔內容謄轉譯為訪談逐字稿，亦即文本

（text），並在每份文本上記載研究受訪者、訪談日期、時間、地點等資訊。為

確保研究受訪者的權益與隱私，每位受訪者以英文字母編號取代其真實姓名，有

進行第二次訪談者，研究者會在英文編號後面加註 2，以表示該文本為第二次訪

談之內容，如：A2 即為 A工作者第二次訪談內容，其中僅有 A 工作者接受第二

次訪談。隨後，研究者將訪談逐字稿透過歸納方法加以分析。研究資料分析過程，

本研究則是運用潘淑滿（2003）提供之編碼登錄（coding）步驟進行，步驟如下： 

一、 開放譯碼（open coding） 

此階段著重於文本資料本身的分析，尚未與其他文本資料進行比較，並且是

將大量資料濃縮的第一個步驟。研究者透過閱讀文本資料的過程中，在資料中找

出各個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題，根據資料的狀況將其劃分成一句話（或一個段

落）的分析單元，並將各分析單元予以編碼註解。此外，紐文英（2017）亦提醒

研究者應盡可能的反覆閱讀文本，注意是否錯過重要的資料而未進行分析，並反

思各個單元中的註解是否適合，抑或是有其他觀點可以替代原先的註解。 

二、 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在此階段，研究者開始著重於已經編過碼的主題，而非資料本身（王佳煌、

潘中道、蘇文賢、江吟梓譯，2014）。將已完成開放譯碼的分析單元進行綜合歸

納和比較，檢視各分析單元之關聯性，並找出其中共同或相異的部分，將相關單

元組織、建構成為主軸概念。 

（三） 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 

此階段為資料分析的最後一個階段，在蒐集完所有資料並且完成前面兩階段

的分析後，研究者將從相關資料中選擇適合研究主題的主軸概念，其中可以根據

Bauer & Aarts（2000）提出的相關性、同質性、一致性三項原則進行資料選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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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潘淑滿，2007），並在選擇與分析間不斷反覆循環，直至資料飽和為止。 

 

貳、 資料品質 

關於質性研究的品質，Guba（1990）提出了四項檢視研究資料品質的指標，

分別為：「可信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用來評估研究資料的真實性，亦

指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所觀察、蒐集到資料的真實程度；「可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度，做為評估研究資料的應用性，亦指研究者將蒐

集到關於受訪者情感與經驗等資料轉換成為文字的敘述；「可靠性（dependability）」

即信度，用來評估研究資料的一致性，指研究者所取得的研究資料必須可靠，並

取決於研究者資料蒐集的策略；「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即研究資料的中

立性、客觀性（引自潘淑滿，2003）。其中，為了讓研究資料符合上述品質指標，

研究者將採取以下幾項策略進行檢核： 

一、 自我反省 

在研究資料蒐集、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將時時刻刻反思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見，

以及偏見可能對研究產生的影響，其中包含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研究者

的角度與資料解釋的關係、研究者的書寫風格……等，並在研究過程中保持開放、

客觀的態度，避免研究者個人價值的涉入而影響研究資料的真實性（王文科、王

智弘，2010；胡幼慧、姚美華，2008）。 

二、 使用低推論描述 

研究者藉由錄音設備、筆記的方式將訪談內容如實且完整記錄下來，謹慎地

將錄音內容謄寫成為訪談逐字稿，並在撰寫研究報告時詳盡的引註節錄後的逐字

稿內容，作為研究者低推論描述的證明，同時結合「研究參與者查證與回饋」的

策略，增加研究報告與事實的連結性（王文科、王智弘，2010；田哲榮、司徒懿

譯，2010；潘淑滿，2003）。 

三、 研究參與者查證、回饋 

研究者將研究報告提供給研究參與者進行核對，並請其針對內容提供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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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確認研究者所撰寫、引述的內容皆能夠真實符合研究參與者的觀點、感受與

經驗，沒有因為研究者的再詮釋而產生偏誤，進而達到確認研究的可信性（王文

科、王智弘，2010；潘淑滿，2003）。 

四、 建立外在查核機制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確認研究報告內容，以及

和數名研究同儕（無論對此研究對象或場域熟悉或陌生，但是具有研究經驗者）

進行分享、討論，透過徵詢不同人對本研究的看法與建議，進而改善研究報告。

此外，研究者更可以藉由大家的回饋，再次辨識、釐清研究者自身的偏見與預設

立場（王文科、王智弘，2010；潘淑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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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會與研究對象建立一種關係。社會研究的倫理必定

關乎研究者在此關係中的責任，也就是研究者在觀察或描述研究對象的過程中，

必定注意到什麼是該做的而什麼是不該做的（Marvasti, 2004: 133，引自田哲榮、

司徒懿譯，2010，頁 376）」，對於上述提到該做與不該做的事情，即屬於研究

過程中研究者應遵守之倫理，為本節討論之重點。其中，潘淑滿（2003）根據諸

多學者之觀點，彙整出了五個常見的倫理議題，分別為：告知後同意、欺騙和隱

瞞、隱私與保密、潛在的傷害與風險、互惠關係，以下將針對這五個倫理議題進

行說明： 

 

壹、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此為最基本也最重要之研究倫理，意指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必須充分告知

研究對象有關於研究的資訊，包含研究內容與目的、研究對象將被要求什麼、可

能發生的風險與收穫、資料處理過程中的保密措施、研究者的身分與贊助單位，

和中途撤銷同意權（潘淑滿，2003），使研究對象對本研究有初步的了解、評估

相關資訊，並且出於自身意願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在「中途撤銷同意權」方面，

即便研究對象承諾參與研究，研究對象仍有權力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決定退出研究，

且無須承擔任何責罰。  

 

貳、 欺騙和隱瞞（dishonest and deception） 

此部分針對的是研究者本身，對於自己的身分與研究目的保持誠實、不欺騙

和不隱瞞的態度，因此向研究受訪者說明學生的身分、所在的學校、表明對在臺

移工相關議題的興趣與關心、從事研究的原因與目的（如：完成碩士論文、期待

讓更多人了解移工議題等）等有其必要性，讓研究受訪者對研究者有一定程度之

了解，也將有助於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平等關係的建立。對於撰寫研究報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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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亦將保持不欺騙和不隱瞞的態度，將真實且公開的呈現研究發現與結果。 

 

參、 隱私與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本研究將遵循隱私與保密原則，對於研究受訪者身份以及任何可能辨識其身

份之資訊進行謹慎處理，避免研究受訪者受到不必要的干擾或傷害，因此本研究

在報告撰寫上，針對受訪者以及訪談過程中提到之被害者、雇主或性騷擾行為人

姓名、地區或其他可辨識身分之資訊予以匿名（anonymity）處理。針對錄音檔、

知情同意書、訪談逐字稿等資料，研究者會進行妥善保管，並在研究報告撰寫完

畢後的一段時間內進行刪除或銷毀。 

 

肆、 潛在的傷害與風險（potential harms and risks） 

對於可能造成研究受訪者受到傷害的情境，本研究在各個研究階段中皆應該

要避免或盡量將其降到最低。除此之外，潘淑滿（2003）指出在研究資料的選用

是否將對研究群體造成汙名化或標籤化的負面效果，是本研究必須謹慎思考的部

分。因此，針對本研究所要探究的對象──家庭看護工，本研究在呈現研究發現

與結果時，必須留意相關資料是否將對家庭看護工的形象或在臺處境造成負面影

響，並將相關資訊予以剔除。 

 

伍、 互惠（reciprocity）關係 

在互惠關係此項倫理中，高淑清（2008，頁 170）認為「研究的進行，不應

只是關心受訪者是否可以提供很多個人的生活經驗來幫助研究者資料的蒐集，而

是更要關照並留意受訪者身為研究一份子所感受的經驗為何」故在訪談過程中，

研究者須注意關照研究受訪者的狀態與情緒，並在必要時提供相關資訊或資源。

此外，為感謝研究受訪者無私地分享個人經驗，並彌補訪談可能耽誤研究受訪者

的時間或造成移工庇護單位的不便，在訪談結束後，本研究會予以研究受訪者訪

談費用（或用捐款的方式提供給移工庇護單位），並且公開、主動提供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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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果，作為對研究受訪者和移工庇護單位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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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將訪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歸納、分析後，針對研究目的整理出四個部

分。首先於第一節說明「庇護單位介入前階段」，呈現家庭看護工遭遇職場性騷

擾後所採取的求助管道以及求助情況，以及家庭看護工的職場性騷擾的經驗；自

第二節則開始針對庇護單位工作者的服務提供面向進行分析，呈現工作者初期與

家庭看護工接觸時的「權益告知」階段，和家庭看護工對職場性騷擾之處理態度

與相關考量；第三節針對工作者「協助完成∕陪同相關行政或司法程序」階段進

行探討；第四節則說明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後的需求，並以工作者「資源

連結與提供」作呈現；最後，在第五節呈現的是工作者「服務提供之挑戰與困境」，

以下將各別進行闡述。 

 

第一節  庇護單位介入前階段  

本節旨在針對家庭看護工在受庇護安置前的經驗進行分析，包含家庭看護工

進入移工庇護單位的管道與方式、求助過程中的阻礙，以及家庭看護工受到職場

性騷擾的經驗，並且呈現出家庭看護工對於求助與否的實際考量，和過程中所面

臨到的阻礙。 

 

壹、 家庭看護工進入庇護單位的管道與求助歷程 

相關研究顯示，女性工作者在受到職場性騷擾後的回應方式相當多元，「向

外求助」僅是回應方式中的其中一種，但礙於家庭看護工的工作與生活居住環境

即為雇主∕性騷擾行為人的住家，因此在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後，若無透過仲介或

移工庇護單位協助安置，家庭看護工仍須繼續與性騷擾行為人共處一「家」。另

受限於轉換雇主法規、普遍雇主對家庭看護工在通訊或行動上的管控下，家庭看

護工能夠求助的對象與機會亦相當有限，往往僅能仰賴雇主或仲介採取相關措施

與協助。若是雇主、仲介皆未能對此提供適當的處理，訴諸政府管道、進入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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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便是家庭看護工得以合法離開雇主家的唯一機會。 

根據庇護單位工作者的分享，目前能夠進入移工庇護單位的管道主要有二，

一個是家庭看護工主動向單位求助後，由單位協助安置並通報勞工局；另一個為

勞工局接獲通報，由勞工局將家庭看護工轉介至庇護單位進行安置。以下分別進

行說明。 

一、庇護單位自行安置 

由於移工庇護單位會向移工進行有關庇護安置的宣導，因此庇護單位的個案

來源有一部分是家庭看護工主動聯繫、求助工作者。在移工庇護單位中，僅有民

間自行經營的移工庇護單位可以自行決定、評估是否要安置受害家庭看護工，再

向勞工局進行通報、取得勞工局的同意。 

有一些是勞工知道我們，他們就會直接來跟我們說，……，因為我

們安置還是需要經過地方主管同意，我們就會跟勞工局報這個案子，然

後進入後續處理，就是先安置後調查、先做安置保護再處理。（B-2） 

她們可能就是會跟（移工庇護單位）翻譯聯絡，因為我們在網路上

都會常常宣傳有服務過的一些個案，以後如果你有類似的問題，也可以

聯絡我們這樣，我們可以提供協助，……，有的就會直接先連絡我們。

（C-2） 

如果是公辦民營的庇護單位，必須透過勞工局的轉介程序來安置移工，工作

者沒辦法自行決定收案。因此在接獲家庭看護工的求助資訊後，工作者會提供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的資訊，請家庭看護工尋求政府正式管道的協助。 

我們一定要勞工局的同意才能夠安置，像有些不是民間自營的，他

可以先自己決定要不要安置，可能有一些是移工自己求助的，那他可以

先安置，然後再通報，看勞工局同不同意這樣子，我們是沒有辦法，我

們不能自己收。（D-3） 

（研究者詢問是否有主動向單位求助的家庭看護工）呃……，好像

是有。她求助的話，我們還是一樣要叫她打 1955，因為它是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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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申訴，……，你申訴的時候要說：「要緊急要離開。」就不會被告。

就怕你照顧的人是很危險、沒辦法行動，萬一他（被看護人）掉下來了，

反而你被告，……，你先打電話給 1955，說發生什麼事情、請來救我這

樣子，這個也是你保護自己的。（A2-8） 

另一方面，除了立即進行救援，工作者表示有些家庭看護工向庇護單位進行

聯繫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要問訊息，她們不一定要立馬申訴（B-2）」。再加上，

一旦家庭看護工接受安置庇護，後續將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行政程序，且相關程序

將充滿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故部分工作者認為直接將家庭看護工帶離工作場域、

立即安置並非最好的協助方式。 

而在家庭看護工尚未全盤了解的情況下，工作者會傾向先向家庭看護工提供

全面的風險評估與分析、輔導家庭看護工蒐集證據，盡可能讓家庭看護工在求助

的過程中不損害自身權益，與以利其後續爭取相關權益等。 

我們當然就會做某種的分析嘛，……，一個是在臺灣的法令上，我

們要讓她們稍微知道，分析一下臺灣的法令是怎麼規定的，依據這些法

令，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做主張，之後當然要進入自己的狀態去考量說，

你選擇走這條路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跟壓力，因為法院是一定要去

的，……，找工作呢，你因為這件事情你想要換工作，那你換工作後面

的風險是什麼，找不到、回家等等，……，因為有的勞工來其實只要問

訊息，她不一定要馬上申訴，所以我們就會先跟她做全盤的分析，讓她

有一點基本的 idea。（B-7） 

如果是性騷擾的話，就是當事人自己也會怕提不出證據之類的，那

可能就要再輔導她，去怎麼樣間接的蒐集證據。（C-2） 

如果先諮詢，我們先建議她做一些蒐證的動作，她日後想要告或不

告，都可以自己做選擇，因為她也不會被別人說你誣告，……，要申訴、

未來要走司法程序的時候，她有證據可以證明，……，要教她們自我保

護，不是一定要選擇告或不告，重要的是保護自己，……，你要求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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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的時候，你有證據力，比較能夠成功啦，像是幫她要求跨業轉換，

幫她要求廢止雇主的聘僱許可函，這些都是可以達到最好的幫助啦。（F-

17） 

先與家庭看護工進行諮詢，而非直接介入、將家庭看護工帶離雇主家的處理

方式，雖然較有機會取得證據、有利於家庭看護工後續爭取相關權益，卻也使工

作者面臨「及時救援」與「蒐集證據」之間的掙扎與壓力，另也可能招致他人對

工作者此作法的質疑。因此，在爭取家庭看護工的最佳利益以及風險評估之間，

考驗著工作者的專業判斷能力。 

蒐證就是會拖延到她被救援的時間，其實我們有時候也很掙扎，因

為我們不知道在蒐證的過程，問題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嚴重：「萬一變到

性侵害怎麼辦？不是我們害了她？」所以對我們工作人員來說壓力蠻大

的。像之前有一個案件是我們協助輔導之後，警察問我們說：「為什麼

你們還叫她留在那裡？」我說：「不是我們叫她留在那裡，是我們跟她

說先盡量蒐證。（工作者同時反問警察）如果她們跟你們申訴的時候，

你們會信任她嗎？她沒有證據，你們會信任她嗎？」，……，很多人會

指責我們說：「為什麼你們不先讓她離開，馬上離開？」但是實際上，

我們到司法程序的時候，你知道直接離開對被害者來說有什麼後果嗎？

她是被告的欸，雇主就告他誣告啊，……，或是後來雇主說「我就是要

讓你回來、我不要讓你轉出。」被害者只能回去欸，不然（轉換雇主）

就是要等二到四個月欸。（F-18） 

「救」與「不救」不僅是庇護單位工作者的兩難，從工作者「不救」的顧慮

中，更是反映出家庭看護工在貿然求助、進入庇護單位後，進行相關行政程序時

可能面臨到的脆弱處境，包含：缺乏證據、申訴後不被相關人員信任、承受雇主

反告誣告的風險等。因此，工作者在接獲求助資訊時，更要審慎進行評估，避免

影響家庭看護工的權益。 

二、勞工局接獲通報後轉介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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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庇護單位另一部分的個案來源則是由勞工局轉介，當勞工局接獲家庭看

護工或其他單位通報後，將會依據「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

進行後續程序，確認家庭看護工受安置庇護的意願後，由勞工局聯繫庇護單位。

其中，由勞工局轉介至庇護單位的家庭看護工，她們在向勞工局申訴的方式與管

道皆不盡相同，根據工作者的分享，部分的家庭看護工會直接撥打 1955 專線，

由勞工局進行諮詢或派人救援；有些則是輾轉向在台親友求助後，再由親友代為

向勞工局通報；另有部分家庭看護工則是運用鄰近資源（如：工作地點附近的其

他移工）、逃離雇主家等方式進行求助，再由接獲求助訊息之相關單位，向警察

局或勞工局進行通報。部分家庭看護工的求助方式、管道如下： 

（一） 撥打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自行通報 

1955 接到個案的時候，發現是緊急個案，可能被性騷擾、性侵害或

是毆打等等，1955 就會趕快 pass 警察機關，警察會去直接帶人出來，

像這種的時候，警察會去做某種救援，把被害人帶出來。（B-22） 

勞動部基本上就是外籍移工打電話給 1955，1955 通報給勞動部，

勞動部就會派員去雇主家把移工帶出來，然後再送到我們庇護中心。（E-

13） 

（二） 向在臺親友求助 

她被雇主性騷擾的時候，她跑去廁所躲起來，掙扎的時候有請求幫

助，好像是表哥還是誰幫她打電話給 1955，然後到安置中心。（A2-1） 

她的 facebook 的群組其中有一個成員是安置在我們中心，那一位

成員用我們教他的方式去教她蒐證，剛好就是有搜集到一段錄音，……，

後來就是已經到性猥褻的部分，朋友跟她說：「你如果現在還不申訴，

你到什麼時候才申訴？」所以她才緊急申訴。（F-3） 

（三） 運用鄰近資源 

醫院有很多印尼看護都在醫院裡面照顧其他的病人，所以她趁著去

拿水的時候，看到印尼勞工，……，她就會開始分享她的遭遇，有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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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然就是打 1955 啊，或者是給她一些建議，……，因為雇主沒收她

的手機，……，後來她是趁雇主離開去買便當的時候，跑到廁所裡面拿

衛生紙在上面寫，把這個衛生紙拿給在醫院工作的印尼阿姨，那個阿姨

是新住民，其實她也不敢通報，她只是把這張紙交給護士，大概跟護士

講裡面的內容，護士就叫警察來，警察來帶走。（E-6） 

沒有電話可以打的個案，就是寫的，希望說有人剛好撿到我的信，

幫我打電話申訴，……，有的移工被關在家裡，她就寫一寫（紙條）丟

到外面，外面有移工推著老人經過撿到了，幫她打個電話，……，有一

些是說，看到有印尼人經過，他就說：「喂喂喂！」然後丟一下這樣子，

他就可以撿。如果真的沒有看到，那就真的靠運氣，我們也有個案真的

是靠運氣，她是趁丟垃圾的時候，因為垃圾場在地下室，她把那個信丟

在樓梯間，還真的有人撿到。（E-16） 

（四） 逃離工作環境 

發生的時候好像來兩個月，她四月份來六月份逃離雇主家，……，

因為她才剛來，印尼的門和臺灣喇叭鎖的不一樣（以致家庭看護工不會

開門），……，她想說她力氣夠，想從上面慢慢爬下來，結果她沒辦法

承受身體的重量掉了下來，結果掉在一樓的遮雨棚，……，她慢慢爬下

去，人家帶她去醫院，……，醫院打電話給重建處，我們去接人。（A2-

5） 

三、向仲介求助 

透過上述的求助方式與管道，家庭看護工得以在遭遇職場性騷擾後得到適當

的協助或庇護安置，然而，並非所有家庭看護工的求助過程中皆能如此順遂，部

分的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後，會傾向先與較容易接觸的仲介請求

協助。但從工作者的分享，可以發現家庭看護工向仲介求助，往往是最沒辦法解

決職場性騷擾，甚至耽誤家庭看護工得到協助或被救援的時間。 

我們服務過的那幾個，她們也是幾個月後才來到庇護所，但是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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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拖那麼久其實是，她們一開始都有在求助了，不管是親友，也有仲介，

而且她們第一時間都有跟仲介反應，然後跟仲介的要求就是：「我要轉

換雇主」、「拜託、受不了了」但是因為，可能講了二、三個月，仲介

都沒有實際的協助，所以她們就打了 1955 這樣子，但是在她們遭遇這

個事情的期間，其實她就是一直想要離開，她沒有想要去忍耐。（D-5） 

她一開始就很想要申訴，……，（被性騷擾）其實也不是第一次發

生，所以她其實已經制止了很多次，每一次發生的時候她都去跟仲介講

這件事情，……，她忍受不了了，她才真的去申訴 1955，她一定會先跟

仲介講，但是因為仲介沒有理她，她才會到 1955 去。（F-6） 

其中僅有少數的仲介在得知家庭看護工遭遇職場性騷擾事件後，會比較積極

的介入，並協助家庭看護工進行轉換雇主。 

她就找證據跟仲介講，說她這樣子沒有安全感，……，她手機有證

據、拍照，阿公喜歡看那個東西（色情影片），她也跟阿公的家人講，

他家人也講不聽啊，……，最後她說她受不了了，直接透過仲介去換雇

主。（A2-4） 

綜合上述，移工庇護單位在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的個案來源，主要可以

分成：庇護單位自行安置；勞工局接獲通報後轉介安置，其中另可看見家庭看護

工運用了各種方式及管道進行求助並與勞工局聯繫。此外，若是家庭看護工向仲

介尋求協助，則可說是最耗費時間，也可能沒辦法解決問題的方式。對此，本研

究將家庭看護工所使用的求助方式及相關程序進行彙整，彙整結果如下圖 4-1 所

示。 

 

貳、 家庭看護工受庇護前的求助阻礙 

家庭看護工透過不同的管道最終獲得庇護安置、免於職場性騷擾的威脅，但

在求助過程中卻也面臨諸多阻礙，其中又可以分為外在層面、內在層面的限制。

外在層面的限制主要來自於雇主、仲介、在臺移工、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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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家庭看護工得到協助的機會與可能性產生影響；內在層面則分為家庭看護工

的個人考量與求助能力兩部分，以下將一一呈現。 

 

 

 

 

 

 

 

 

 

 

 

 

 

 

 

圖 4-1 移工庇護單位個案來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外在層面 

（一） 雇主層面 

一旦家庭看護工遭遇到性騷擾（甚至性侵害）事件時，雇主或性騷擾行為人

往往會利用家庭看護工在臺灣的弱勢處境作為威脅，例如：將其遣返回國，試圖

迫使家庭看護工噤聲、掩蓋職場性騷擾發生的事實。 

有一部分雇主也會，我們常說「權勢性交」，他就會說：「因為我是

你雇主，就怎樣怎樣……。」、「因為你是外來的，你不懂臺灣的……。」

或是像「你如果跟別人講，我就要送你回去。」，……，權力不對等的

狀況其實就是這樣。（B-11）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行為人多半為雇主、被看護人或其他家屬，因

此，家庭看護工要對抗的除了性騷擾行為人，尚可能包含雇主或性騷擾行為人的

轉介 

移工庇護單位接獲求助 

諮詢、輔導蒐證 

緊急安置 

勞工局接獲通報 

1、被害者打 1955 

2、在臺親友協助通報 

3、他人通報（如警察、醫院） 

無效協助 

向仲介求助 

有效協助：轉換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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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家庭，家庭看護工則更顯得勢單力薄。另一方面，即便性別工作平等法已要

求雇主在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和補救措施，但礙於性騷擾

行為人即為雇主的家人，因此雇主實際能做的防治、補救措施其實相當有限，根

本沒辦法有效解決職場性騷擾問題。 

（雇主）他的防治行為很簡單啊，他跟他爸說：「你不可以這樣

喔！」，……，然後他說：「我有請仲介多來家裡關心啊！」類似這樣

子。（D-8） 

（二） 仲介層面 

雖然有少部分的仲介在得知家庭看護工受到職場性騷擾後會較積極的介入，

但根據工作者的分享，多數的仲介在知悉職場性騷擾事件後，仍是採取較消極的

方式處理，其中包括：忽視家庭看護工的求助、對家庭看護工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要求被害者要容忍，或提供一些無助於解決職場性騷擾的方法，以致性騷擾事件

沒有被妥善處理，甚至還持續發生。從仲介的處理態度及方式中，更可以明顯看

出多數仲介是傾向袒護性騷擾行為人，選擇與雇主方站在同一陣線，一同掩蓋家

庭看護工受到職場性騷擾的事實。 

1、 忽視家庭看護工的求助 

她一直跟仲介反映這個，可是事實都沒有改善，……，跟仲介一直

反映都沒有辦法，就是都沒有處理。（B-9） 

2、 不信任家庭看護工 

仲介有時候也會害她們喔，第一仲介會說：「真的有發生嗎？」有

時候他不相信，……，第二是仲介的質疑，說她們去勾引、穿得太短、

太暴露了！她（家庭看護工）說：「姊姊我已經穿了長袖、長褲了，還

要我怎麼樣？」。（A-19） 

3、 要求家庭看護工容忍 

勞工遇到問題，她們第一時間會跟仲介反映，……，仲介有時候也

會跟雇主反映，就是說：「勞工有在反映這個，你們要注意、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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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往往會來到我們這邊（庇護單位）是說仲介也冷處理：

「沒關係啊！你忍一下啊！反正工作，你要賺錢啊！」、「你來這邊賺

錢，又不是來申訴的。」等等，這種話語非常多，就是要勞工容忍。（B-

2） 

4、 提供無助於解決職場性騷擾的方法 

仲介就是說：「你先大聲呼救啊！」或是「你就打他的手啊！」類

似這種，雖然有教她一些方法，但是實際上，他們沒有想要因為這位移

工的檢舉而去得罪雇主，其實我們發現蠻多都是這樣子。（F-6） 

（三） 在臺移工層面 

在工作者的分享中，有些家庭看護工在遭遇職場性騷擾後，會找機會向在臺

灣認識的其他移工，或是工作場所附近、可以接觸到的移工尋求協助，但在求助

過程中亦有可能面臨，求助對象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情況。 

她告訴其他的印尼移工（遭受到職場性騷擾的經驗），印尼移工也

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就拖好久。如果那時候，動作快一點的話，她應該

可以早一點出來。（E-6） 

另一方面，由於移工所屬的文化、社會風氣、宗教信仰等較為保守，因此當

家庭看護工在移工社群網站中公開性騷擾經歷、試圖尋求協助時，不但沒辦法得

到適當的協助，反而會招致他人的嘲笑與批評的情況。這樣的現象更驗證了父權

透過「性騷擾迷思」來合理化性騷擾行為，並企圖達到「消音」的效果，使家庭

看護工的處境更加艱辛。 

我之前有看到看護把自己被性騷擾的影片放在移工社團，基本上下

面的留言都是在嘲笑她，或是說：「為什麼這種還敢 po 出來！」、「怎

麼這麼不要臉！」之類的，……，可能宗教比較保守一點，可能也會顧

忌別人的眼光。（C-4） 

（四）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層面 

1、 對性騷擾的判斷與認定標準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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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騷擾」是一個相當主觀性的感受，很難以一制式標準去界定、衡量，

甚至在法律層面，性騷擾的認定需要依照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性騷擾行為人之言詞與行為，及性騷擾被害者之認知等進行通盤的考量才

有可能成立。對此，工作者在實務場域中提到：即使家庭看護工撥打 1955 專線

進行求助，但 1955 專線服務人員對於該性騷擾事件的迫切性、危害性、真實性

等皆可能仍存有疑問，甚至會因為不同的服務人員而有不同的判定標準，也將嚴

重影響家庭看護工的權益。 

他們（1955 專線服務人員）雖然有做教育訓練也做一些約束，……，

但是實際上每個人有自己判斷的標準，其實這個判斷標準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真的即時，還是看個人，……，1995 的人或是勞工局的人知道是

性侵害馬上就會啟動處理，但是性騷擾，他們會質疑是不是真的發生，

而且「我摸一下你的手，算嗎？」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不一樣啊！因為它

有太多的空間，所以就是，有的就是嚴重到性猥褻，有的「欸！我只是

碰你一下，你就說……。」，……，所以其實勞工局的人，他們怎麼去

判斷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算勞工說：「我很緊急。」但是 1995

的人也不認為馬上需要派案，就是因為每個人對這種，就是因為性騷擾

的空間，它的定義跟解釋太模糊，所以它不像性侵害是緊急案件，你馬

上就要派案，不派案你就要怎樣……，所以這也是我覺得性騷擾的案件，

常常就是我就算通報了，後來不了了之的狀況。（F-10） 

2、 家庭看護工等待救援時間過長 

當 1955 專線服務人員在接到電話，在評估與實際派人至家庭看護工工作地

點進行救援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間落差。在此時間落差之中，家庭看護工可能

面臨雇主、仲介採取先發制人的反制措施，如：逼迫家庭看護工撤銷 1955 通報

案件、以各種理由要求警方逮捕家庭看護工等。另一方面，家庭看護工向 1955

專線尋求協助亦可能對仲介帶來壓力，進而促使仲介積極介入、協助家庭看護工

轉換雇主。雖使家庭看護工的問題得以被解決，但性騷擾行為人的性騷擾行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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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到約束、改善，另也凸顯政府資源無法即時介入的狀況。 

（1） 雇主∕仲介採取反制措施 

仲介跟雇主不知道從哪裡知道這件訊息（家庭看護工求助 1955 專

線），當天晚上雇主就直接報警說她偷東西，……，我說為什麼雇主明

明就做錯了，為什麼還要告她偷東西呢，明明就是知道她申訴 1955，所

以才有報復的動作、告她偷東西，還把警察叫來家裡、翻她所有東西來

看，她本來很高興以為是警察要來救她，結果，警察帶來的通譯人員跟

她說：「喔，不是喔，我們是因為雇主告你偷東西才來的。」。（F-9） 

（工作者在進行收容關懷服務時）我問她們為什麼會選擇逃逸的時

候，她們會跟我們說是有被性騷擾的，但是她求助的時候等 1955 等太

久，或是求助 1955 之後，來到家裡的是仲介，仲介要求簽撤案書或是

一直罵她類似這樣，然後，問題再發生的時候她就跑了。（F-11） 

（2） 仲介私下解決 

有的申訴以後，仲介就會立刻來跟她談，……，仲介可能就會立刻

幫她轉換雇主，那她可能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去申訴性騷擾，因為移工

只想要轉換雇主而已，……，很多直接就是跟仲介、跟雇主私下解決掉

了。（C-9） 

二、內在層面 

除了上述外在層面的限制，家庭看護工在求助時可能基於經濟、職涯發展等

個人層面考量，使家庭看護工在求助與否之間面臨極大的拉扯與掙扎；另一方面，

家庭看護工的求助能力和對求助資源的了解，也會影響家庭看護工的求助狀況。

而從家庭看護工個人層面的限制中，更能看見雇主、仲介透過各種手段削減家庭

看護工的求助知能與能力，將家庭看護工推向更脆弱的處境。 

（一） 家庭看護工的個人考量 

1、 經濟壓力 

家庭看護工自身的考量，一部分是來自經濟、工作方面的顧慮，擔心在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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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將可能失去穩定收入來源，因而選擇對性騷擾事件保持沉默。 

她們就是對經濟的壓力，每個月還要償還貸款。如果她一申訴，還

是會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可能壓力就會很大，會影響到她們就是會選

擇忍耐。（C-10） 

2、 欲累積工作經驗 

有些家庭看護工來臺灣工作是想要累積相關工作經驗。為避免對個人職涯發

展造成負面影響，當面臨職場性騷擾事件時，家庭看護工的求助意願也會因此有

所不同。 

她是菲律賓的看護工，……，她是讀護理系的，但因為她沒有實務

經驗，然後她其實是想要去加拿大，……，所以他是想要有這個經驗，

再去加拿大。她其實一開始在這個工作場域的時候就已經碰到性騷擾

了，……，她很生氣，但是她要有這個工作經驗，不想要隨便檢舉，因

為她知道檢舉之後可能會被送回去，所以她不想要隨便檢舉，然後她就

一直隱忍。（F-2） 

（二） 家庭看護工的求助能力 

1、 對外聯繫能力受限 

由於雇主會限制、控管家庭看護在手機的使用，甚至沒收其手機，使家庭看

護不容易與外界聯繫，或取得相關資訊；另有部分的原因則是，家庭看護工沒有

手機、不知道如何使用手機或公用電話等情況，使家庭看護工的求助過程變得更

加艱辛。 

她在家裡要怎麼申訴，她也沒有手機要怎麼講。（A2-3） 

雇主沒收她的手機，所以她不能聯繫，她希望聯繫家人的時候，雇

主會借她手機，……，醫院有公共電話，可是她說：「可是我不會用」、

「我不知道，我不敢用」這樣子，因為她也沒有錢。（E-6） 

有的甚至沒有用手機、雇主不讓她用手機，或其實她們很多是不知

道怎麼用手機。（F-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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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求助管道所知甚少 

家庭看護工身為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人，初來臺灣時便容易對臺灣當地的制度

規範、求助管道不甚熟悉，加上語言的隔閡，以致部分的家庭看護工對 1955 勞

工諮詢申訴專線的角色與功能有所誤解，認為向該專線求助後便會遭到遣返，而

影響家庭看護工向 1955 專線求助的意願。另一方面，部分雇主會透過管理、限

制家庭看護工單獨外出或放假的情況，來避免「移工被帶壞」的可能性，也將使

家庭看護工難以接收到相關或是完整的求助資訊。 

她們語言比較不通、求助管道也比較不通，然後會有很多的誤解，

以為申訴（1955 專線）後就會被遣返回國，或者是要等待很久、非常的

麻煩之類的，……，就是會有很多不了解，所以就是影響到她們太害怕

申訴，……，或者是她可能會誤以為會不能工作、要一直等開庭之類的。

（C-10） 

有的她們是本來就知道 1955，只是她們不太確定 1955 的功用啊，

或者就是不敢打，那會有一些就是可能在臺灣比較久的（移工），或是

其他親友，他們會鼓勵她說：「你就要求助啊！」那她們才會打。（D-

3） 

實際上，看護工的部分最困難的是她們沒有辦法休假，這是臺灣所

有的看護工面臨的危機，就是家庭類的移工，不管是幫傭或看護工，她

們沒有辦法休假，所以她們接受到的資訊就很片面。（F-21） 

除此之外，工作者 F 表示，雖然臺灣目前在移工性騷擾、性侵害議題上提出

了不少防治措施，包含辦理雇主聘前講習、移工入境講習等，但礙於部分執行者

為仲介人員，相關措施是否落實辦理和傳達，加上雇主是否遵循相關規範，以及

移工在資訊接收時的狀態如何等，皆會影響移工無法充分了解相關求助資訊，使

相關防治措施淪為表面形式。 

我覺得其實政府，我們也要求雇主做職前教育訓練啊，然後我們也

要求就是勞工在出國前要有權益課程嘛，其實表面上該做的，我們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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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提醒了，政府也都有在做，但實際上真正執行又是仲介（嘆氣）。其

實臺灣的狀況是，表面上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但實際上運作又是另

外一回事，這是我覺得比較隱憂的地方，……，像我們有 1955 專線、

機場櫃檯、行前教育，也有雇主的聘前講習，什麼都有啊！但重點是，

有沒有真的執行到嘛，然後資訊是不是真的有足夠提供給移工，提供給

她們之後，她們是不是有時間看嘛。她們剛入境的時候，入境講習就會

把她們帶到一個小房間，然後給她們手冊，因為那時候她們都很累，一

千個人裡面有一個人在聽就已經算不錯了，……，她們常常是在仲介公

司等待的時候，突然被通知說要出國了，然後緊急跟家人告別後馬上就

上飛機，所以她們每個人，可能來臺灣前 24 小時都沒有睡覺，所以她

們入境之後，你這時候去教她們什麼權益的問題，她們不會聽啦，她們

沒有人在聽，而且發給她們的東西，很快就被仲介拿走了，她們根本沒

有有時間看。（F-22） 

 

參、 家庭看護工受職場性騷擾之情境 

根據工作者的服務經驗，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皆以女性為主，且大部分

是受到來自男性被看護人或男性雇主的性騷擾，其中的性騷擾行為可能包含了：

趁機親吻、擁抱或觸摸身體穩私部位；暴露隱私處；傳閱色情影片；提出性邀約

等。另一方面，家庭看護工所面臨的職場性騷擾行為，性騷擾行為人可能是以單

一種的行為進行騷擾，或合併數種的性騷擾行為，將視當下的情境而有所不同，

其中本研究根據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發生的情境分成以下四種： 

一、假借工作之名的性騷擾 

根據工作者的分享，家庭看護工在從事照顧工作時，例如：協助被看護人起

身移位、上下床時的擁抱動作；按摩；沐浴等情況下，因為有較多肢體接觸的機

會，易使家庭看護工容易遭受性騷擾。或是有些性騷擾行為人，會以鼓勵家庭看

護工辛苦工作為由，而藉機親吻、擁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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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阿公的時候，阿公都會戳屁股，因為手抱的時候會肢體接觸，所

以阿公會偷偷戳、捏屁股一下。（B-6） 

男雇主或者是被看護人，會叫看護幫他按摩，就藉機有一些身體的

接觸，也有那種經過就藉機摸一把啊，或是會直接到房間裡去邊聊天邊

肢體碰觸，……，或者是看護邊幫他按摩，他就會邊，就是有一些（生

理）反應。（C-1） 

被看護人會強迫她（家庭看護工）在幫忙洗澡的時候，一直重複搓

洗他的生殖器，……，他就是口語命令啊，就是：「你再幫我洗，沒有

洗乾淨啊！」。（D-4）  

阿公大概就是說，趁機安慰：「哎呀，工作好辛苦啊！」就抱抱一

下，或者親一下她（家庭看護工）的臉頰這樣子。（E-5） 

在家裡她（家庭看護工）爬樓梯的時候，雇主跟在她後面拍他屁股；

後來被看護人進醫院，雇主就硬要跟著一起去醫院照顧，醫院的病床只

有一張，她跟雇主一起擠在那一張床，趁外籍勞工睡的時候，雇主就會

摸她的腿，或者是被看護人突然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就拍屁股或是拍胸

部叫她起來。（E-5） 

二、缺乏隱私∕個人空間的性騷擾 

受到法規限制，家庭看護工多半是與雇主或被看護人住在一起，加上被看護

人幾乎 24 小時的照顧需求，家庭看護工被要求與被看護人睡在同一個房間、甚

至同一張床皆是時有所聞（不論雙方的性別相同或相異）。然而，這樣的安排不

僅讓被看護人、家庭看護工雙方都失去私人生活空間，更間接製造出家庭看護工

受到性騷擾的危險情境。 

阿公意識是清楚的，不是那種病重的，都會亂摸，還會言語上：「你

跟我睡」、「你跟我睡，我給你多少」類似這樣，……，阿公有時候會

故意穿的比較暴露一點，例如很寬的四角褲，躺下去就會曝光的那一

種，……，她（家庭看護工）說有一個明顯是：只要阿嬤在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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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都不敢。阿嬤不在的時候，阿公就開始這樣的，不管是言語上的騷

擾，還是說偷摸，或是故意暴露給你看等這樣子。（B-9） 

因為看護和被看護人都是住一起的，甚至有時候同一個房間，阿公

睡這、她（家庭看護工）睡這（兩張床並排在一起的情況），阿公在他

床上打手槍，然後她就在旁邊。（B-10） 

不同於一般在公開領域的職場性騷擾，被害者在受到性騷擾後能夠以「回家」

的方式暫時逃避、阻隔性騷擾的情境，然而家庭看護工的工作場域同時也是她在

臺灣的「家」，因此當家庭看護工在遭遇職場性騷擾後，而面臨無處可去、無處

可躲的危險情境。 

阿公很喜歡看黃色的影片，每一次都叫她（家庭看護工）在旁邊陪

他看，還有叫她用手機看，他會寄給她之類的，……，阿公說：「很好

看！」她說：「我沒有，我沒有上網。」，……，阿公是 70 幾歲，還很

健康，可以騎腳踏車去卡拉 ok，可以摸的那種，她每一次晚上睡覺都很

害怕，害怕的就是門鎖起來，有一點動靜就趕快跑起來這樣子，很怕阿

公對她怎麼樣，阿公又很高大、壯這樣。（A2-3） 

三、雇主循序漸進∕錯誤的情慾表達 

有些雇主、被看護人在向家庭看護工性騷擾之前，會先以示好、試探性的方

式（如：教導語言、開玩笑、表達愛意等）來接近家庭看護工，當家庭看護工卸

下戒心、較無防備時，再進而出現肢體接觸的行為或提出性邀約，有些則可能衍

伸至性猥褻的情況。 

雇主每天下午會去爸爸（被看護人）家這樣子，那個雇主有老婆，

剛開始跟她（家庭看護工）很好啊，說要教她學語言啊，雇主教她中文、

她教雇主印尼文什麼的，最後就摸胸、叫她打手槍這樣子的，雇主說：

「這樣子不會懷孕。」。（A2-7） 

有的是開口就跟她（家庭看護工）示好，然後慢慢跟她說：「我們

可以發生關係嗎？」好像是有愛意的那種，再慢慢地可能就是拿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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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D-2） 

開始發生事情的時候是，雇主有一個朋友常常來家裡，就跟她（家

庭看護工）開玩笑說：「欸，老闆喜歡妳欸，妳喜歡他嗎？」用開玩笑

的方式，一直跟她講說雇主很喜歡她，……，後來雇主就開始抱她，藉

由開玩笑的方式，或是教他台語，……，然後這樣子去靠近她的身體、

碰她身體。（F-2） 

對於此情境之性騷擾事件，工作者們表示家庭看護工在初期面臨職場性騷擾

時，若沒有立即採取相關措施進行止血，性騷擾事件將演變至越來越嚴重，也將

對家庭看護工造成更大的傷害。 

如果外籍勞工沒有積極的面對這件事，騷擾只會一直都有，而且可

能會越來越嚴重。（E-6） 

它是越來越嚴重的，它不是就停在那裡。（F-5） 

 

四、性騷擾行為人無意識的身體反應 

有別於上述屬於「有意識」、「故意為之」的性騷擾情境，有些家庭看護工

所照顧的對象因為罹患失智症，出現了認知功能退化、無法自主性的控制身體行

為的情況，當這些被看護人「無意識」的行為一旦令家庭看護工感到不舒服、覺

得被侵犯，也將成為職場性騷擾事件。 

阿公是完全不知道、失智的，很像小朋友這樣子，她（家庭看護工）

抱阿公的時候，他就這樣抓ㄋㄟㄋㄟ，……，就是直接這樣抓勞工的ㄋ

ㄟㄋㄟ。（B-6） 

有的被看護人因為已經年紀很大了，然後有點失智，所以可能也不

是很有辦法控制身體反應，可能家庭看護一靠近照顧他，手就是會撫摸

啊。（C-1） 

其實我們知道有一些失智的老人，其實他不是真的想要碰你，但是

真的是失智。（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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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發現，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具有其情境的特殊性，有別

於常見的敵意環境式、交換條件式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所面臨的性騷擾包含：

假借工作之名的性騷擾、缺乏隱私∕個人空間的性騷擾、雇主循序漸進∕錯誤的

情慾表達、行為人無意識的身體反應等，部分情境又與家庭看護工照顧對象特質、

工作內容、沒有獨立居住空間等因素有關，迫使家庭看護工必須承受職場性騷擾

的風險。 

在本節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除了撥打勞動部設置的 1955 勞工諮詢申訴

專線，家庭看護工在面臨職場性騷擾後的求助管道與方式其實相當多元，並呈現

出家庭看護工為了因應種種條件限制與阻礙，所發展出變通、不得不的求助策略，

如：受限於對外聯繫能力，加上雇主、仲介不採取相關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家庭

看護工轉向向他人尋求協助，或朝住家外丟紙條等求助方式。此外，在家庭看護

工求助過程中的阻礙與困境中，更看見相關人員（如：雇主、仲介）在職場性騷

擾防治與補救上的缺失，以及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相關政策在實際執行之

漏洞等，皆使家庭看護工的處境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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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庇護單位服務提供─權益告知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所牽涉的其實不只是單純「職場性騷擾事件」，

其中又因臺灣法律將家庭看護工的居留權與雇主的聘僱許可綁在一起，一旦家庭

看護工決定離開雇主家、接受庇護安置後，勞工局便會開啟「勞資爭議協調」的

行政程序。另針對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處理，可以細分成「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

「司法訴訟」兩部分，前者主要是針對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責任的追究，後者則

是期望藉由法律途徑使性騷擾行為人受到懲處，並藉此爭取相關賠償的管道，屬

於告訴乃論罪。 

進入庇護其實就等於是家庭看護工沒有要繼續工作了，已經換地方

住，然後有雙線同時進行，一個是關於找工作的部分、換老闆，有一些

相關文件要處理、申請，申請到文件之後，還要協助找工作、面試。另

外一個是，如果她有提告的，就是要進入申請法扶律師、談案件、出庭

等這一塊。那當然有一小塊是說，勞工局會有性平調查委員會，他們會

做某一些調查，有時候也要配合勞工局去做一些談話記錄啊等等。（B-

11） 

要處理的事情其實有很多，一開始要處理的是勞資爭議，就是轉換

雇主程序的事情，包含她還沒有結清的薪資、行李、證件這些，這個部

分會透過勞工局，我們請她寫申請書，並協助她交給勞工局，勞工局會

召開協調會去處理；因為家庭看護是在職場受到性騷擾，主管機關就是

勞工局，就看個案有沒有意願去提出性平申訴；有的達到可以報案的程

度，就是性騷擾 25 之 1 的報案，我們就協助、陪同她報案，申請法扶。

（D-6） 

 據此，在家庭看護工在受到庇護之後，庇護單位工作者將會陪同、協助家庭

看護工進行相關程序，包含：勞資爭議協調、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等，

其中勞資爭議協調是家庭看護工必須經歷的行政程序，攸關家庭看護工是否能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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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臺灣工作，而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將會視家庭看護工的個人意願

進行。 

基於家庭看護工對臺灣在職場性騷擾法令與自身權益的陌生，工作者在服務

提供初期、詢問家庭看護工對於進入相關程序的意願之前，會事先與家庭看護工

進行權益的說明、分析其中利弊，以及進入相關程序後可能面臨之情境，盡可能

使家庭看護工在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做出決定。最後，工作者將依照每位家庭看護

工的意願與期待，進行後續的協助。 

我們會跟她分析，她想要怎麼樣，我們都按照她的，因為每個人的

感受、想法都不一樣，……，我們會問她：「你要不要繼續在臺灣？我

們會協助你找工作。還是你要什麼想法，你可以講出來，我們可以一起

討論。」看她自己做決定。（A-13） 

到庇護中心之後，……，就會問她說：「你要走訴訟程序？還是你

要走行政程序（指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還是兩個都要？或者是兩個

都不要？」。（E-3） 

我們會先安頓她在家園的生活，……，然後社工會跟她安排會談，

就是去了解她發生了什麼事、自己想要做的事和期待是什麼，跟她一起

討論，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可以幫你連結的資源是什麼。（D-5） 

 

壹、 家庭看護工對職場性騷擾之處理態度 

根據工作者的分享，進入庇護單位的家庭看護工對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想

法與意願相當兩極，主要可以分成「伸張正義」和「不願追究」兩部分。 

一、伸張正義 

部分的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後，除了進行轉換雇主的程序，她們更是

堅決表達出想要申訴或提告的立場，希望能藉由相關方式爭取權益、替自己討回

公道，或是能夠藉此對雇主、性騷擾行為人做出懲戒。 

最壞的程度都跟她們說了，她們也是堅持。（家庭看護工認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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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就是已經下定決心要出來申訴了，已經有某種決心了「我這個真的

不行！」、「我一定要討回公道！」的那種 feel。（B-12） 

會想要去提告的她們通常是因為不想要再有下一個被害人啊，她們

想要給雇主懲戒，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是不是雇主就會被管制，就

不能再聘別人了，……，我遇到的剛好都蠻有正義感的。（D-6） 

這一位就是非常的堅持說：「我就是要告！」，……，她表現出來

的方式就是：「我是憤怒的，我要懲罰他！」。（F-8） 

二、不願追究 

部分家庭看護工最初求助的目的和期待即是「離開原工作場域」和「轉換雇

主」。因此，雇主若能在勞資爭議協調時同意與家庭看護工解除聘僱關係，家庭

看護工多半也不願意再繼續追究相關責任，只期望自己可以趕快開始工作、減少

等待相關行政程序的時間。 

大部分性騷擾的，很多都是出來以後就覺得：「反正我可以轉換雇

主就好了！」她就不想要再去其他的調查。（C-3） 

大部分她們就是要離開那個地方，跟找一個新的工作、新的雇主。

（D-5） 

大部分來說就是「啊，算了，我能轉出就好了！」如果沒有、不能

轉出的，就是第二個「我來訴訟。」或者是「我來申訴看看。」可是大

部分就是，如果他（雇主）簽名讓我轉出，這件事情我就算了。（E-5） 

 

貳、 影響家庭看護工對職場性騷擾處理態度之因素 

影響家庭看護工不願繼續追究的因素，多半與家庭看護工的實際考量和顧慮

有關，包括：家庭看護工背負著龐大經濟壓力，急需工作賺錢；投入相關程序所

要耗費時間、心力太多，擔心影響未來工作，或結果可能不如預期時，都可能影

響家庭看護工的意願與決定。除此之外，家庭看護工對於提出申訴或訴訟之意願，

亦反應出國籍、文化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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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龐大經濟壓力下，以工作為優先 

多數家庭看護工來臺灣的主要目的即為工作賺錢。雖然進入庇護單位後，能

使家庭看護工遠離危險的工作場域，但也代表著家庭看護工被迫中斷收入來源。

因此，比起追究相關責任與懲罰性騷擾行為人，家庭看護工更希望盡快離開庇護

單位、恢復穩定經濟收入。 

（家庭看護工表示）如果我再追究下去，我就不用工作。（E-5） 

有的人家裡有五六口人在等她寄錢回家，你能夠跟她說：「你現在

就是要司法正義，你現在就不要想你的家人好了。」你能講嗎？沒辦法

啊！（F-14） 

二、程序處理時間冗長，擔心造成後續困擾 

若是進入相關申訴、訴訟程序，家庭看護工除了擔心若是揹負著相關案件，

是否將阻礙自己謀求新的工作、影響新雇主的聘僱意願，另也必須考量日後自己

在新的工作中能否有時間、休假繼續配合調查、出庭等，皆會影響家庭看護工的

意願與決定。 

因為後面進入提告，其實就要出庭，有時候家庭看護又沒有那麼容

易請假，所以她也會有一部分是顧慮這個。（B-12） 

雖然移工一開始用性騷擾檢舉，但是後來她覺得處理的時間太長，

反而會拖到她的轉換，或者是新的雇主和仲介知道她是被性騷擾的，就

會不想要用她，或者是她也不想要家人知道有這件事情，所以她雖然一

開始用性騷擾檢舉，但是不見得她後來要去性平會，大部分都會選擇隱

忍，然後就算了、就過去了。（F-9） 

她們不願意申訴的原因是，第一個她急著去工作，第二個，她找到

新的雇主了，如果她有司法案件，常常需要去開庭，那我們有很多看護

工其實，她們連一個月休息一天都沒有啊，……，所以很多移工不願意

去申訴也是因為這樣，因為它會影響到她的新工作，因為「新的工作雇

主願意讓他出來嗎？」當然也有一些雇主，少部分的雇主說：「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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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司法正義，一定要去的。」但是也有很多都說：「蛤，那他常常去

開庭，我的媽媽誰照顧？」。（F-14） 

三、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 

由於性平申訴結果的成立僅會針對違法的雇主處以行政罰鍰，相關罰鍰並不

會實質賠償給性騷擾被害者。即使提出民事訴訟，在過去案例中的賠償金額也相

當有限。在綜合考量進入相關司法程序所需耗費之時間、金錢和身心壓力等，也

不禁讓家庭看護工懷疑是否應投入相關程序。 

性平調查算你最後成立了，移工也不會拿到賠償，……，當然我還

是會問移工，我也會跟她解釋這是什麼東西，可是她聽完一定都不太想，

因為這是非常難成立，就算成立了，她也不會有賠償金，頂多雇主被罰

鍰而已，所以是完全沒有誘因的。（C-13） 

性平它調查的是雇主責任，它不是調查性騷擾行為，所以這部分就

更難了，……，性平調查其實對個案沒有什麼，因為實質（罰款）不會

到個案身上，因為它罰也是進國庫。（D-8） 

大部分勞工真的願意堅持去提告的很少，因為性騷擾的賠償很少，

很少很少很少很少，連國人的最高判例就是十萬塊而已（根據律師提供

的資料），……，（家庭看護工認為）我拿到的實質賠償就很少，但是

這個過程是非常的冗長，然後又一次一次面對的時候，我有這個心力、

時間、能力去面對嗎？（F-13） 

除此之外，根據工作者的觀察，家庭看護工在提出性別平等會申訴、提告的

意願方面，也呈現出國籍上的差異，其中印尼籍家庭看護工較容易傾向不再繼續

追究，且對臺灣的司法制度保有疑慮，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則較傾向積極爭取自

身權益。 

文化背景不一樣，像很多印尼的個案，就是我們在處理的時候，我

有發現，她們其實就：「只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就好。」、「只要能夠轉

換，我就可以接受了！」印尼大部分會是這樣子，因為她們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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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比較選擇容忍吧，就是忍耐。（F-9） 

因為印尼那邊你有錢、有勢力，你就可以壓過，所以她們比較不相

信司法，來到臺灣也是不太相信司法，尤其你又沒有錢、沒有證據、沒

有勢力，語言又不通的這個狀況下，她們碰到這個的時候就會問：「姊

姊，那個警察會被收買嗎？那個法官會被收買嗎？」她們的想法都是這

樣子。（A2-10） 

菲律賓人有的還蠻堅持的，……，就比較有那種爭取自己權益的概

念，所以菲律賓人通常都是碰到，可能不只是性騷擾，就一般勞資爭議，

她們也都是很堅持自己的權益，……，可能會比較積極的覺得說：「我

是不是要去要一些賠償？」；印尼人就是很客氣，都不太敢表達自己的

想法，基本上有人命令她們什麼，她們就是都不太敢拒絕這樣。（C-3） 

本研究發現，家庭看護工對於職場性騷擾的處理態度相當因人而異，其中又

分為「伸張正義」和「不願追究」兩種，其中又因移工國籍、文化差異而有不同

傾向的立場，而影響多數家庭看護工不願意再追究的因素，與家庭看護工來臺灣

的目的以及手上握有資源多寡有關。然而，家庭看護工在臺灣的身分本就較為弱

勢、缺乏資源與支持，即便已經離開雇主家中、受到庇護單位的保護與協助，家

庭看護工相對弱勢的身分也未曾改變，這樣的情況是否更造就性騷擾行為人的有

恃無恐，抱持著：「即使家庭看護工向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頂多要求

雇主同意廢止聘僱關係，後續家庭看護工也沒能力、不敢再採取進一步究責」之

想法。對此，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處理程序策能否提出更具有防範、保護效用

之配套措施，而非全然將追究責任在家庭看護工身上，積極地將性騷擾行為人繩

之以法、避免無辜他人再次受害，是有關當局需要重視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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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庇護單位服務提供─協助完成∕陪同相關行政或

司法程序  

 在充分告知相關權益以及確認家庭看護工之意願後，工作者將以每位家庭

看護工的需求及想法作為後續服務提供的方向。本節主要針對工作者陪同、協助

家庭看護工進行相關行政或司法程序等過程進行說明，其中包含：勞資爭議協調、

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等三部分。 

 

壹、 協助∕陪同進行勞資爭議協調 

家庭看護工受到轉換雇主的限制，一旦離開雇主家並表示不願再回去工作之

後，不代表該家庭看護工從此不再與原雇主有任何瓜葛，取而代之的是，該家庭

看護工必須先取得原雇主在廢止聘僱關係上的同意，才可以重新尋找工作，否則

家庭看護工皆無法擅自找工作賺錢。因此工作者在「勞資爭議協調」的環節中，

主要是協助家庭看護工與雇主協商轉換雇主、結清薪資、處理文件等事宜，其中

又著重於轉換雇主方面，盡可能替家庭看護工爭取到繼續留在臺灣工作之機會，

故勞資爭議協調是每位家庭看護工進入安置中心後必須經歷的一項程序。 

一開始要處理的是勞資爭議，就是轉換雇主程序的事情，包含她還

沒有結清的薪資、行李、證件這些，這個部分會透過勞工局，我們請她

寫申請書，並協助她交給勞工局，勞工局會召開協調會去處理。（D-6） 

勞動部 2007 年設置制定「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機制流程」中友表示：

在家庭看護工安置期間，各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會「協助受害移工以

雙掛號寄發單方主張與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書面通知及送達證明，……，勞工主

管機關於接獲受害移工單方主張與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書面通知後，於 14 日內

將相關證明文件送至勞動部辦理後續事宜」。然而，這貌似家庭看護工能單方主

張廢止聘僱關係的程序，實際情況則仍然是各縣市勞工主管機關端視雇主對於廢

止聘僱的意願，或至少召開二次勞資爭議協調未果後，才會讓家庭看護工採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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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終止勞雇關係」的方式進行轉換雇主程序，而非直接啟動單方終止勞雇關係的

機制。除此之外，勞資爭議協調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對極

需賺錢、工作的家庭看護工而言都是相當大的折磨與煎熬。 

她還要去勞動部做談話記錄，談話紀錄的部分要記錄雇主不來，或

不願意簽轉出，就用談話記錄寄勞動部，由勞動部判決是否廢聘，還是

回國這樣子。（A2-10） 

勞工局的承辦人員有跟我講過，比如說雇主不放人的那一種，如果

我們協調兩次，雇主不來就算一次、做個紀錄，然後第二次，看什麼狀

況，或者是第一次協調失敗，可能過一陣子，看承辦或者是雇主那一方

有再提出什麼，就再協調一次，如果還是失敗的話，好像有兩次試著協

調的紀錄會比較好讓勞動部去做一些處理。（D-12） 

若是家庭看護工一開始便決定要進行訴訟程序，工作者將陪同家庭看護工至

警察局報案或是直接請律師協助提告，並向勞動部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如：報案

三聯單、開庭通知書等，家庭看護工可以直接以「單方終止勞雇關係」的名義進

行轉換雇主。倘若家庭看護工所遭遇性騷擾事件不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觸

摸罪而無法提告，或是錯過了六個月的法律追溯期，家庭看護工便只能將轉換雇

主的決定權交還原雇主，由原雇主決定是否轉換。 

只要我們一提告，就算最後不起訴，一有報案三聯單，拿去申請（轉

換雇主），勞動部看報案三聯單，就也會准許你，就算你沒有雇主簽名，

還是可以同意。（C-8） 

被害者提告之後，就可以用開庭通知書，發函給勞動部說：「因為

這件事情，我希望轉出，你先給我廢止聘僱。」，……，因為只要被害

者對雇主提告，聘僱關係可以因為被害者告他先暫時中止，不管開庭的

結果怎麼樣，先暫時中止掉。（E-5） 

若「勞資爭議協調」的最終結果是雇主（或勞動部）同意家庭看護工進行轉

換，庇護單位工作者便可以協助家庭看護工重新尋覓工作；若結果為不同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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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看護工則必須回到原雇主家工作，或只能選擇返回母國。在綜合六位工作者所

分享的內容，本研究將家庭看護工在勞資爭議協調之轉換雇主程序中可能面臨的

情況，以及最後結果進行彙整，彙整結果如下圖 4-2 所示。 

 

 

 

 

 

 

 

 

 

 

圖 4-2 勞資爭議協調之轉換雇主程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協助∕陪同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其中訂定了雇主在防治職場性騷擾的義務，並

要求雇主在知悉性騷擾發生後，應立即採取有效的糾正與補救措施。據此，申訴

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申訴性平會）的目的即是性平申訴委員針對雇主的防治、

保護責任進行調查，重點並不在於釐清性騷擾事件的始末或性騷擾行為人的動機。

因此，性平申訴的主要意義是在於使違法雇主遭到行政處分，而非讓受害家庭看

護工得到實質的賠償。若是家庭看護工有意願追究雇主責任，庇護單位工作者會

協助家庭看護工提出性平會申訴，並陪同家庭看護工進行相關調查。 

勞工局那邊會有會有性平調查委員會，他們會做某一些調查，有時

候也要配合勞工局去做一些談話記錄。（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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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庭看護是在職場被性騷擾的，它主管機關就是勞工局嘛，就

看移工自己有沒有意願去提出申訴，就會去提性平的申訴。（D-6） 

 

參、 協助∕陪同進行司法訴訟 

當家庭看護工決定要讓性騷擾行為人得到應有懲處或爭取相關賠償時，便須

藉由司法程序中的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來進行。針對司法訴訟的程序，本研究將

其分成協助∕陪同報案、配合司法調查兩個部分。 

一、 協助∕陪同報案 

首先，工作者將陪同家庭看護工至警察局（或婦幼警察隊）報案，由警方進

行案件初步的調查。若是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前，是由警察帶離雇主家並

且已經完成報案的程序，工作者則將與警察確認後續事宜。 

個案進來之後，……，她有被雇主性騷擾或性侵害，什麼都還沒有

做，如果她希望要提告，我們就打給婦幼隊，陪她去做筆錄，所以主要

是依他們的希望為主，我們就是跟她配合。（E-11） 

通常會是派出所去帶人，或者是她當下可能就有報案、第一時間就

有報案處理，我後續就是會去再跟警員確認一下他們第一時間處理的狀

況：那時候，你去接人的時候家裡是什麼樣的狀況？或者是她已經有報

案，這個案件後續處理、已經處理的進度是什麼？（D-12） 

由於警方所做的筆錄將成為地檢署檢察官後續受理案件的參考資料之一，甚

至作為法官對於案件成立與否的判斷依據。因此庇護單位工作者在陪同家庭看護

工至警局之前，會先協助家庭看護工釐清並整理性騷擾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可能

在製作筆錄時能充分且詳實的說明案情，避免家庭看護工向警方提供模糊不清的

資訊，盡量減少誤導警方辦案、損害自身權益之情況。 

報案的話，我都會先跟移工練習「人、事、時、地、物」這幾個，

因為司法案件很重視的就是你的陳述要清楚、你的人事時地物要清楚，

其實很多移工沒有辦法很清楚描述這些，所以通常我會跟她們先做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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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備，尤其是報案，……，因為性騷擾去派出所報就可以了，……，

那就是一個很混亂的場合，每個警員都很忙、他也沒有時間跟你釐清、

聽太不清楚或很混亂的陳述，所以我通常會先跟她們練習好，去的時候

會比較可以輕鬆、簡單的完成這件事情。（D-9） 

除此之外，工作者 E 更提到，如果求助後是由警方帶離現場之家庭看護工，

有相當大的可能性是在沒有完全了解相關權益和後續影響的情況下接受筆錄，或

在警方鼓勵之下進入訴訟程序。而相較上述在工作者陪同、預先進行準備、提醒

相關注意事項才至警察局報案的家庭看護工，這些缺乏專業工作者協助的家庭看

護工，她們在製作筆錄的情況和結果，令研究者不禁擔心。 

因為護士已經叫了警察，警察就直接做筆錄了，變成一個案件，…… 

，（研究者進一步向工作者確認，是否被警察帶離現場的家庭看護工就

一定要提告）也沒有一定啦，其實警察帶你走，你可以選擇要提告或不

要提告，可是大部分移工就會在警察那邊：「嗯，我把事情講出來，我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然後就變成一個紀錄、一個訴訟程序

了，……，基本上啦，你問她們：「你要不要提告呢？」其實她們也不

知道「要」或「不要」，更不會知道要的話會怎麼樣，不要的話會怎麼

樣，所以就做完之後，就一個三聯單給你了。（工作者去警局接家庭看

護工至庇護所時，看到三聯單）就知道「噢！好，走訴訟程序了。」，……，

（研究者再向工作者詢問，警方是否會進行雙重確認）應該是會，可是

警察，基本上會建議他們要訴訟，……，像我們菲律賓的移工，就是沒

有被警察帶去警察局的，就是會問她們：「你要訴訟或是你要行政程序？

或者是兩個都不要？或者是兩個都要？」，那可是如果進到警察局，出

來有三聯單就……，勢必得走訴訟程序。（E-7） 

二、 配合司法調查 

進行司法訴訟需要仰賴專業且豐富的法律知識與經驗，因此當家庭看護工有

意願進行司法訴訟時，工作者將協助家庭看護工連結免付費的司法資源──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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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請專業的律師協助撰寫法律文件、代理訴訟，並

與法扶律師討論案情，另根據各家庭看護工的性騷擾經歷與實際情況，進行刑事

訴訟與（或）民事訴訟。 

性騷擾個案走到訴訟，比較算是提告性猥褻，提告性猥褻比較才會

進入到訴訟，……，如果是一般騷擾的話……很少，我們還是會用猥褻

去告，可是其實，猥褻的程度是比較難達到啦，就是性騷擾再重一點，

可是又沒有到性猥褻，就是用性猥褻去告。（E-14） 

因為性騷擾事件也超過半年了，加上（家庭看護工）有利證據沒有

到觸摸，所以她好像也不能做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的報案，她後來是

聯絡法扶律師，律師說現在可以做的就是打民事訴訟，針對這個事件去

做損害賠償，所以就是她是用民事去做司法處理。（D-13） 

在開庭前的準備，多數工作者皆會要求家庭看護工在進入訴訟程序之前，盡

可能將性騷擾事件有關的資訊完整記錄下來，避免未來在調查、訴訟過程中需要

家庭看護工陳述性騷擾事件時遺漏重要訊息，或因為歷時過久而導致家庭看護工

看護遺忘或記憶錯誤。 

因為有些勞工沒辦法很有條理的陳述、他會片段，所以你要先請她

「你先寫下來，把你發生的故事，趁你現在記憶猶新，趕快寫下來，以

後在法院上，你的說法不要跳來跳去。時間如果記不清楚，你甚至……，

你就說：『有點不清楚，但是是下午。』但你不要說一個你不知道、不

確認的，這樣是對案子是很不好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沒有關係，

就是用你的方式說。」。（B-19） 

我們有跟她們講臺灣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所以在訴訟上是不用錢，

但是重點是她要有時間成本，……，我們請她寫事情發生經過，一般狀

況可能寫個兩次，比如說勞資爭議申訴；可是如果是性騷擾的部分，你

要進到司法程序，那個細節是要非常清楚的，你可能要寫到五六次、七

次到八次，對她們來說這個寫的過程也是壓力，……，為什麼要請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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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是因為一開始發生的時候你記憶猶新，你很多細節都知道，但是等

到司法案件進展到一兩年、三年、四年的時候，你還記得那個細節的東

西嗎？不記得了，所以我們一定會請她先寫下來。（F-14） 

我們都只能請她用自述書的方式，一個是她可以自己清楚寫下來，

然後，也是幫助她，因為一個案件可能會拖半年、一年，那也是事後可

以幫她回憶的。（D-10） 

（訴訟過程中）就是我們陪伴，分析、告訴她們說：「接下來又要

怎麼樣……，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也要跟個案瞭解案件的

發生狀況，因為如果有需求的時候，我們就會把紀錄再翻出來，我再告

訴你怎樣怎樣……，讓她算是有點複習一下，雖然她不想回應，可是等

一下你又要被打了（指當對方律師攻擊時），……，讓她不要被問的時

候，什麼都沒有這樣子。（E-22） 

在庇護單位工作者協助∕陪同家庭看護工進行相關程序的環節中，一方面可

以了解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後，必須（或可能）經歷之行政和司法程序，

包含：勞資爭議協調、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另一方面，從庇護單位

工作者在各個程序中叮囑家庭看護工應該注意的情況、採取防範措施等細節中，

看見工作者以案主利益為優先、案主自決之專業價值的實踐，不僅與家庭看護工

站在一起、協助家庭看護工爭取應有權利，同時也盡可能減少家庭看護工陷入程

序上的困境，使家庭看護工的權益獲得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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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庇護單位服務提供─資源連結與提供  

當家庭看護工住進庇護單位之後，工作者除了提供家庭看護工在生活層面的

照顧，也會關注家庭看護工的身心狀況及相關需求，必要時將提供協助或連結相

關資源。根據訪談資料的整理，除了在司法訴訟階段時會需要連結警政或法律扶

助等資源，庇護單位工作者的資源連結還包含了醫療、經濟、心理等層面，以下

將個別進行說明。 

 

壹、 醫療層面 

在家庭看護工接受庇護安置期間，若家庭看護工有醫療方面的需求，工作者

將與翻譯人員一同協助、陪伴家庭看護工進行就醫。 

她們吃喝拉撒、生病等等，都要替她們協助。普通感冒看醫生當然

要，一個就要帶去，因為醫生講什麼、聽不懂，要翻譯人員帶去，然後

精神方面，也會去看精神科等等，牙痛看牙科、洗牙什麼的都來，……，

婦女疾病啊，婦產科，這些都是要帶的。（B-17） 

而有一些家庭看護工，她們除了遭受職場性騷擾，可能還合併著其他議題進

入庇護單位，例如：受到雇主（被看護人）的毆打、虐待等，這些身體上的傷害

更是需要仰賴工作者陪同持續就醫，才有機會盡早康復。 

她在住院時，她有跟醫生說她牙齒痛，沒辦法吞東西、咬東西，可

是那時候醫生沒有幫她做進一步的檢查，之後她出院來到庇護這邊，她

的牙齒還是痛，我們就帶她去看醫生，才知道她的牙齒骨折，需要裝鐵

釘、裝牙齒，還有她身上的骨折也是醫了很久。（A-5） 

 

貳、 經濟層面  

關於經濟部份的協助，目前僅有工作者 B 所在的移工庇護單位有提供少量

的經濟協助。受到臺灣法令規定的限制，家庭看護工在接受安置的期間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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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任何工作，收入來源也因此被迫中斷，若此時家庭看護工有急迫的經濟需求

時，在經由庇護單位工作者審慎的評估後，會向家庭看護工予以少額的經濟協助。 

有時候過程其實比較久，沒錢、一些經濟上的問題跟我們說，我們

也會盡量去協助，……，如果真的有經濟上的急迫需求，跟個案負責人

談過了之後，我們會做很少錢的、借你幾千塊類似這樣，但是對我們而

言，也會覺得這個是某種給她、捐給她的薪資，所以我們不會說她沒有

還錢，我們就去追債，其實我們也從來不做這種事情，……，她們有一

些賺了錢就會說：「mom 上次那個幾千，我趕快還你。」或者是找工作

就說：「mom 我幾號領薪水，我再拿錢給你。」很多會是這樣子。這塊

其實是真的還蠻困難的，而且很頭痛，因為每一個都沒錢。（B-15） 

 

參、 心理層面 

在家庭看護工接受庇護安置期間，工作者將會關注家庭看護工的心理狀況，

若家庭看護工有相關需求時，工作者會適時予以情緒支持，或連結心理諮商、身

心科等資源，或是從宗教的角度，使家庭看護工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我們會看她的心理狀況，是否要陪同到醫院做心理諮商、看心理醫

生，還要注意她有時候會有想不開的念頭。要多跟她聊，就算她不想聊，

我們也會陪同、鼓勵她，跟她說：「發生這個事情不是你的錯。」她們

就常常覺得是自己的錯，……，不然就請她禱告。（A-17） 

你和老公因為這個事情（性騷擾事件）跟你怎樣，想要來跟我談，

我當然很樂意跟你談，……，你需要我在旁邊，我當然一定會在你旁邊，

生氣我可以跟你一起生氣、罵髒話一起罵髒話。（B-14） 

我們會觀察，比如說她進來的情緒狀態、她的生活作息這些，如果

真的需要到諮商的話，我們會連結諮商資源或身心科這樣子。（D-5） 

根據工作者的觀察，當工作者請家庭看護工談論、回憶起性騷擾事件時，家

庭看護工皆有著不同的情緒狀態與認知反應。其中在工作者 C 的工作經驗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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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騷擾就是比較單一的事件，就是不太會有後續的影響。性侵害會比較嚴重，

我們有一個很嚴重的被性侵害案件，她整個情緒反應很大、每天都會哭，一講到

案件，她就會昏倒的那種。（C-5）」認為比起性侵害事件，性騷擾對家庭看護

工的負面影響較輕微。另從部分工作者的分享中也發現：會有創傷壓力反應的家

庭看護工，她們普遍經歷性騷擾和性猥褻，以致其心理創傷較為嚴重。 

（一名長時間忍受被看護人性騷擾和性猥褻的個案）那一天我只是

在跟她 check 一些律師要的文件，其中有一個就是她看醫生的醫療單，

我只是說：「你有去看醫生對不對？」她說：「對。」馬上就哭了這樣

子，……，後來她就問我：「我還有一些藥，我可以吃嗎？最近晚上都

睡不著。」，……，我建議她盡量跟其他菲律賓人互動，大家哈哈哈哈

一起玩啊幹嘛、不要獨處，她說她有盡力跟大家去互動，但她只要當自

己一個人，她就覺得心理有個牢關著，她覺得她沒辦法，……，她的笑

就是皮笑心不笑的那種，然後臉有一點憔悴，……，這個勞工很敏感，

可能長時間累積吧，所以她症候群有這麼嚴重，其實我也蠻 shock。（B-

8） 

（受到雇主性騷擾和性猥褻）她覺得「不想要一直再講這個」的心

理，她曾經還想要跑到我們安置中心的樓上，想要跳樓自殺，所以我覺

得就是在精神層面上，她們受的壓力非常非常的大。（F-4） 

此外，本研究尚整理出家庭看護工進入庇護單位後，可能出現的情緒反應與

認知，包含對性騷擾行為人的感到憤怒，或對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感到自責、自我

價值感低等。另一方面，對於被迫捨棄工作、進入結果未知的轉換雇主階段，也

使家庭看護工就算被獲救、遠離性騷擾威脅後，仍感到害怕與不安。 

一、對性騷擾行為人感到憤怒 

來申訴之後，她當然很生氣啊，她超生氣的：「我來工作，這是基

本尊重，而且阿公是清楚的狀態。」你如果說阿公不是清楚的狀態，或

許她還可以稍微理解阿公的處境，但阿公是清楚的狀態，阿公是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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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法官問她：「你對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麼？」她說：「我很討厭，

為什麼他要摸我？」其實每個移工的感受不一樣，跟他的求助的心理歷

程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是自責，有的人是會覺得「我的身體是我的，你

憑什麼這樣，你這是在做討厭的行為！」。（F-6） 

二、對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感到自責 

她們感覺說被這樣子（性騷擾），她們第一個想法是「是我做錯了

嗎？」、「錯都在自己身上嗎？」就這樣一直在檢討自己。（A2-10） 

因為這一件不好的經歷，讓她晚上其實是失眠、一直有自責的心理，

她一直覺得「如果我表現不那麼軟弱、如果我不表現出感覺一副好欺負

那樣子，那雇主應該就不會性騷擾我。」其實她是用自責的心理，她會

自己一直覺得是她不夠好才會被騷擾，……，她其實有很多的壓力，第

一個她覺得這是她的錯，她一直會自責。（F-4） 

三、對未來感到害怕與不安 

大部分進來的，就是緊張啊、害怕啊。然後那個害怕是，一個是他

們還在工作場域裡的時候，對於遭遇性騷擾的害怕；離開了之後，那個

害怕是：「現在到底怎麼辦？」、「我是不是就沒有工作了？沒有收入

了？」、「我的雇主是不是會對我怎麼樣？」對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的那

種不安全感和害怕。（D-4） 

透過工作者資源連結與提供的內容中，得以窺見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

後的需求包含醫療、經濟、心理等層面。雖然目前僅有一間庇護單位有提供經濟

方面的協助，但其實多數家庭看護工本就是因著經濟需求來到臺灣，卻不幸面臨

職場性騷擾事件，不僅失去原本的工作，更在臺灣嚴格的政策規範下，於受庇護、

等待轉換雇主期間沒辦法工作賺錢，迫使家庭看護工承受著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

此外，從部分家庭看護工自我責備、自我價值貶低的狀況，深刻體認父權在當中

的運作，使家庭看護工深陷於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惟、性騷擾的迷思而難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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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仰賴工作者及心理諮商資源的協助。 

綜合上述，庇護單位工作者服務提供主要根據「相關法律規範」和「家庭看

護工意願與需求」，本研究從六名工作者的經驗中，整理、歸納出三個服務提供

面向，包含權益告知、協助完成∕陪同相關行政或司法程序、資源連結與提供等，

並以圖 4-3 做為呈現。 

 

 

 

 

 

 

 

 

 

 

 

 

 

 

 

圖 4-3 移工庇護單位工作者服務提供面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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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庇護單位服務提供之挑戰與困境  

透過前面章節的資料分析，得以了解庇護單位工作者針對受職場性騷擾家庭

看護工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另也看見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庇護單位後面臨之行政與

司法程序，以及她們在相關程序中的狀態與需求。本節將呈現庇護單位工作者在

各程序中協助家庭看護工時所面臨之挑戰，同時也反映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擾

事件處理過程中的困難處境，以及相關法規政策對家庭看護工權益的忽視和不友

善。 

 

壹、 勞資爭議協調過程中之困境──重返職場路遙遙 

一、雇主刁難、不同意轉出 

在勞資爭議協調的過程中，並非每位雇主皆會直接同意與家庭看護工解除勞

雇關係，根據庇護單位工作者陪同家庭看護工進行勞資爭議協調的經驗，部分雇

主對於家庭看護工性騷擾的指控以及轉換雇主的要求，會採取否認、刁難的態度，

或是不願意配合勞動部的調查，甚至揚言向家庭看護工提告，企圖拖延家庭看護

工在庇護單位等待轉換雇主的時間，或迫使家庭看護工感到恐懼、選擇提前返回

母國。 

她們進了庇護之後，面對的情況可能很多種，有的雇主就是簽一簽

（同意廢止聘僱）；有的雇主就是要卡她轉換、死裝做完全沒有發生任

何事，然後說：「欸！你亂講話啊，你說謊啊，我要告你！」還施壓，

雇主跟仲介都會施壓的，那一種他就是「要遣返你」、「我要告你誣告、

毀損名譽」這樣子，就要花比較多時間去處理。（D-11） 

有一些雇主就很奇怪，明明發生的事情，他就是不給移工簽名（同

意廢止聘僱），其實雇主不簽名，等於雇主自己的名額也被卡住，移工

等待期間，雇主也不能聘其他的移工，……，或者是雇主他的聘僱名額

有兩個，所以「這一個沒有轉出，我沒差，我還可以再聘一個。」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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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的雇主，移工就比較可憐，他就是一直耽誤你的時間，……，他

覺得：「你竟然申訴我，我希望你回家，我不要讓你在臺灣繼續做啊！」

所以他就是故意不讓你轉出。（E-8） 

雇主有很大的權限去決定讓她轉出，或者是讓她繼續留在那邊工作

（指返回原雇主家工作）。可是有的雇主就是故意為難啊「你申訴我性

騷擾，我就不讓你轉出啊，看你是不是能夠熬！我可以啊，我有錢，我

就請仲介再幫我聘一個，然後你就一直在那邊等，等兩三個月，看勞動

部怎麼決定。」，……，而且調查的時候，他們可以是一直都不出現啊。

（F-19） 

二、仲介施壓 

除了受到雇主刁難，家庭看護工在勞資爭議協調過程中也有可能受到來自仲

介的壓力，仲介會家庭看護工未來將找不到工作、被雇主遣返、母國家人會被討

債等做為威脅，或是說服已經決定讓家庭看護工進行轉換的雇主改變心意，試圖

讓家庭看護工離開庇護單位、不讓庇護單位工作者繼續介入協調，改由仲介提供

後續「幫忙」。而仲介會有「申訴前消極、協調時積極」的態度轉變，其實是與

家庭看護工轉換雇主過程中，仲介將有理由向家庭看護工收取買工費（或稱服務

費）有關。 

仲介就會一直跟移工說：「你進庇護啊，你就會找不到工作。」、

「你現在這樣，雇主不同意你轉換啊，就是要遣返你啊！」，……，（當

移工向 1955 求助後）因為都會是警察去家裡把移工帶走，然後這個臺

灣仲介跟印尼仲介其實是同公司的，印尼仲介就會打電話給移工母國家

人說：「某某某被警察抓走了，被抓去關了。」搞的她家人也是很害怕。

然後仲介從移工進庇護所就一直要肉搜移工，一直要跟她聯絡，一直講

重複的話：「你的貸款啊……，你這樣還有欠錢啊，我們會去家裡跟你

的家人要阿！」還有「你這樣子，我不會讓你找工作啊，而且你在那邊

（庇護）一定會找不到工作，你還是給我們，我們幫你找工作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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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仲介很想要再留住她，一直重複跟移工講這些話，包括我們去開協

調會，從一抵達勞工局就一直叫印尼翻譯跟她講話，講的都是重複的：

「你不要去庇護啊，你會找不到工作」、「讓我們幫你找工作啊」、「你

的錢這樣子就不能還，我們就會去跟你家人要」就一直講，可以看到移

工很無奈的聽著這些話，……，（移工）就是仲介自己引進的，他不放

人啊，這底下可能牽扯的是他們的成本，所謂的買工費。（D-11） 

雇主本來都沒有什麼意見的，覺得「你要換就給你換啊！」、「你

如果不想做就不要做，我就給你換，我簽一簽啊！」可是仲介不放人，

然後仲介就會去跟雇主講很多，巴拉巴拉巴拉，雇主就會聽信仲介那一

套，後來雇主就不同意轉換了。（D-11） 

三、被迫進入性平申訴程序 

在工作者 E 的分享中提到，即使將協調紀錄送至勞動部之後，勞動部在裁決

前也有可能需要參考性別工作平等會的申訴結果，若最初家庭看護工並無意願提

出性平申訴，便會被強迫進入性平申訴的程序中。如果性平申訴的結果傾向對家

庭看護工不利，也將影響勞動部做出「不同意轉換」的裁決結果，以致家庭看護

工繞了一大圈、最後只能回到原雇主家繼續工作，亦或是返回母國之窘境，這樣

的結果無非是對家庭看護工再次的打擊與傷害。 

勞動部做裁決「可以轉出」或「不可以轉出」這樣子，……，主要

是勞動部做轉出的評估，可是勞動部會看性平會的結果，……，可是如

果勞資爭議的協調變成說，需要性平會的那個文件的話，那勞動部會說

「要不要就是申訴性平會」。（E-11） 

（性平調查結果）不同意的話，基本上廢止聘僱就沒有辦法廢，雇

主還是她的雇主，移工還是在這個雇主名下，所以問移工：「你要回去

他那邊工作？如果你不要，你就只能返國了。」，……，結果是，等了

一段時間又要回雇主家，（家庭看護工）就說：「為什麼又要回去那個

地方？算了，我不要，我還是回家好了。」。（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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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返職場路遙遙 

當家庭看護工歷盡千辛取得了轉換雇主的資格之後，迎接她們的不是從此順

遂的康莊大道，而是重新尋覓工作的挑戰，其中包含：在 60 日期限內找不到工

作、對重返職場感到恐懼、沒辦法如願進行跨業轉換、受到新雇主的質疑等，皆

讓家庭看護工在找工作的路上傷痕累累。 

（一） 家庭看護工在期限內找不到工作 

根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

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

第 11 條規定家庭看護工於核准轉換雇主起的 60 日內找到工作，特殊情形得以再

延長 60 日。因此，家庭看護工必須在 60 天內找到適合的雇主及工作，若在期間

內未能順利找到工作，這些家庭看護則又將面臨被遣返的危機。 

（在性騷擾事件之後）勞工其實她回去了，因為可能，……，她在

臺灣找工作也不順吧，所以她回去母國。（B-4）                           

（在找新工作時）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她運氣太差，總之就是，我

們去找工作，找不到，因為打來我們中心說需要看護的雇主，都是要照

顧重症病患，不然就是要做許可外工作啊，我們聽了都覺得：「我也不

要這個工作啊，為什麼我們要讓她去做那樣的工作！」。（F-8） 

（二） 家庭看護工對重返職場感到恐懼 

當工作者開始協助家庭看護工尋覓新工作時，家庭看護工對於新工作的要求

與考量，反映出她們潛藏在內心對重返職場的害怕與焦慮，而這樣的情緒也嚴重

影響家庭看護工找尋新工作的情況。 

我們會跟她分析，她想要怎麼樣，我們都按照她，因為每個人的感

受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感想不一樣，……，有的是考量「家裡有雇主的

話，他有小孩嗎？會不會回來啊？」她們會害怕這一個；有的是想說「我

在工廠，工廠那邊有男生啊，我也會害怕。」，……，就是要看他們自

己；有的可能是沒辦法再繼續待下去，她感覺「臺灣太可怕了！」就回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2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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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是有的是想說「我出來就是為了經濟啊，我回去了就沒辦法賺錢，

我還欠了一屁股債怎麼辦？」就會有這個考量，那就按照她們自己的意

願與考量。（A-13） 

她可能會花比較長的時間找到下一份工作，應該是說那個心理準備，

就是她已經在看工作了，可是她每次看完工作回來，都可以找一個理由

告訴你說她沒有辦法去這一份工作，你慢慢就會發現隱藏的恐懼，會在

她找工作的時候慢慢浮現出來。當然有時候她們開始就是說：「我只要

照顧阿嬤。」但有些還是沒有差啦，……，有些她也不是在乎被看護人，

而是再回到「家庭工作場域」這件事情，不管裡面有幾個人，或者只有

阿嬤，……，就是想到再去那樣子的工作場域工作，就很可怕了，……，

她很想工作，但她也沒發現自己有這麼大的恐懼。（D-15） 

（三） 家庭看護工沒辦法如願進行跨業轉換 

即使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 8 條放寬了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在轉

換工作類型上的限制，勞動部准許這些家庭看護工進行跨業轉換至工廠工作。然

而，家庭看護工是否能真正如願轉換工作類型、至工廠工作，仍需視當時人力市

場的需求以及家庭看護工的個人條件。 

我們幫她跟勞動部要求跨業轉換，因為她沒有辦法再回到家庭裡面

工作，……，後來是剛好她有遇到一個雇主，用第一順位可以把她接走。

（F-5） 

有些看護會希望申請轉換到工廠類別，可是這個轉換到工廠類別，

你只是先取得這個資格，基本上要找工廠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工廠當

然是希望移工有相關的工廠經驗，他才會比較……，不然他還要重新訓

練什麼的，所以只是取得資格，但也不一定找得到，如果她們一直要等

工廠的話，可能就會等很久。（C-7） 

臺灣人有各種偏好嘛，比如說電子廠，喜歡菲律賓人，因為她們英

文很好，印尼籍的廠工是比較少的。如果她們是印尼籍的話，她們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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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轉換到工廠也是找不太到工作，所以基本上還是以看護工作為主。

（C-7） 

（四） 新雇主對家庭看護工的質疑 

最後，在轉換新雇主時，庇護單位工作者們會簡單告知雇主這些家庭看護工

過去所面臨的勞資爭議事件，或未來需要新雇主配合的部分，特別是當家庭看護

工有進入司法程序、出庭時需要雇主准許放假等。部分的雇主是能夠理解家庭看

護工的處境，但亦有部分的雇主在知道家庭看護工的經歷後則出現了質疑與顧慮，

也導致這些家庭看護工在尋覓工作的路上困難重重。 

有些雇主是很支持的、沒有問題，因為雇主也有一點概念說：「可

能一兩個月出庭一次，沒關係。」、「怎麼可以這樣對人家！」像這種

我就覺得很好；但也有些雇主是：「唉唷！還會告老闆！」。（B-12） 

有的雇主或仲介他不喜歡，就是：「原來你有案件……。」、「蛤！

你有告雇主喔……，這樣子我……。」就是他們會怕、會討厭麻煩，……，

有些雇主連收到一個法院催繳單，他們都會：「蛤！這個會不會到時候

來跟我要？」就叫仲介把移工帶走了。（D-14） 

如果新雇主和新仲介知道她是被性騷擾的，就不想要用她，類似這

樣子。（F-9） 

 

貳、 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過程之困境──受懲罰的究竟是誰 

「調查雇主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是否落實防治、保護責任」是性平申訴的主

要目的，若雇主沒有盡到應有責任則會受到相關行政處分。然而，家庭看護工做

為配合性平會進行調查的角色，卻得要承受調查時間冗長、耽誤轉換雇主時間，

亦或是面臨調查人員缺乏專業性、調查結果不易成立、調查對家庭看護工的幫助

有限等狀況，不禁令人質疑性平申訴結果成立以前，懲罰的究竟是家庭看護工還

是雇主？以下針對其中的困境進行說明。 

一、性平申訴程序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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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申訴程序冗長」是家庭看護工最容易面臨的情況，也對家庭看護工的

影響甚大。當勞動部需要參考性別工作平等會的申訴結果進行裁決時，等待時間

越長，家庭看護工可以重新轉換雇主、開始工作的時間越會被耽誤，對極欲賺錢

養家的家庭看護工造成龐大心理負擔，另可能導致家庭看護工採取較極端的回應

方式──逃逸、行蹤不明。在各程序彼此環環相扣的關係中，另也凸顯臺灣政府

目前提供給這些家庭看護工的並非一張完整且安全的保護網，反而是阻撓、陷家

庭看護工於不義的陷阱。 

（性平調查）這花的時間會比較長，因為它要找勞工來說明、找對

方來說明、找仲介來說明等等。目前比較少是勞動部不准的，但是就是

會耗時間。（B-13） 

因為性平申訴它是每三個月開一次，如果這一次開會排的數量太多

了，就又輪到下一個三個月才要開會，所以她（家庭看護工）等待的時

間就變得很長，……，等待時間對她們來說就是一個壓力：「我沒有工

作、我在這裡待著」，……，我們甚至有一個個案，因為等太久了而逃

逸，因為等不下去了。（E-4） 

二、性平申訴結果難以成立 

性平申訴結果不成立是普遍受訪工作者的經驗，其中工作者 D 表示：「因為

大多數提性平會都不成立，很難會成立，基本上我遇過會成立，要嘛就是證據很

明確、要不然就是對方有承認。（D-8）」本研究從其他庇護單位工作者的分享

中，將影響性平申訴結果不成立的狀況整理成「性別工作平等法缺乏對家庭看護

工的保障」、「性平申訴委員缺乏專業性」兩部分，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一） 性別工作平等法缺乏對家庭看護工的保障 

由於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不同於一般職場性騷擾事件，其中所牽涉到

權力、種族、雇傭階級等複雜關係，以致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套用在家庭看護

工職場性騷擾的情況時，可能出現窒礙難行或法律漏洞的情況。 

律師也會講說，性平法其實很不適用在於家庭看護。一個是雇主可



90 

 

能是行為人，一個是雇主就是行為人的家屬，你要叫他怎麼去懲

罰？……，因為性騷擾行為人在公司裡，老闆可以開除他、懲戒他，可

是你要怎麼叫一個兒子去懲戒他的爸爸？……，而且在家裡是要懲戒他

什麼？是要把他趕出去嗎？不可能嘛，……，就是覺得沒有什麼幫助。

（D-9） 

（二） 性平申訴委員缺乏專業性 

從工作者分享的幾個案例中，即使雇主採取的性騷擾防治、制止措施無效，

以致職場性騷擾事件仍一再發生，或雇主採取的措施（如：請仲介將其帶離）將

影響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權益、使其失去工作等情況，在性平會委員們的評估與判

斷中，仍無法滿足、達到性平申訴成立的標準。這樣的申訴結果不僅令庇護單位

工作者嚴重質疑性平申訴委員的專業性，也讓工作者感到相當挫折與憤怒。 

被害者除了走訴訟，她性平申訴也走，然後性平的結果實在是太莫

名其妙！我們申訴雇主對被害人做這樣的事情，後來被害人被警察帶走，

性平會就跟雇主談、問他：「你有沒有做補救措施？」比如：「這件事

發生了，你怎麼補救？」，後來（性平會）的結論認為：「因為外籍勞

工都已經被警察帶走了，（雇主）要怎麼補救？」所以結論就是「外籍

移工已經被警察帶走了。」就這樣！（E-10） 

性平會他們覺得：「雇主把這一位被害人隔離（請仲介把移工帶離

家中，由仲介安置並讓移工轉換雇主），就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

但實際上，被害人是失掉這個工作、損失這個工作欸！她能不能夠繼續

轉換、轉換之後能不能找到雇主，那是被害人的損失欸，……，把勞工

帶走就是保護她了嗎？她的工作權在哪裡？這是個問題。（F-8） 

除此之外，從性平申訴委員的評估結果中更看見：性平申訴委員在進行評估

時並未考量家庭看護工所處的環境是由多重壓迫交織而成，以致家庭看護工在其

中受到諸多限制與困難，包含：性騷擾行為人與雇主之間的關係（或雇主即為性

騷擾行為人）；家庭看護工受限於語言能力，以及對於性騷擾求助管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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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限等。此外，當家庭看護工選擇向雇主以外的人，或運用其他求助方式進

行求助時，「未直接向雇主反映性騷擾」便成了雇主很好推卸責任的藉口，亦導

致性平申訴結果無法成立。然而，性平申訴委員這樣的評估邏輯，似乎是將所有

的責任推向了家庭看護工，而不是追究「既然身為雇主，是否更應該要主動關心、

察覺性騷擾事件？」這也難怪部分的工作者會認為進行此申訴程序，不僅結果難

以成立，更可能對家庭看護工沒有幫助。 

我有一案，她在性騷擾行為人的證據很明確，也有影片，但到了性

平申訴調查時，雇主只要說：「我不知道啊，都沒有跟我說啊！」或者

是「呃……，因為她沒有直接跟我說，但我有從仲介那邊知道啊，但是

我有做了……。」那結果性平的委員們也就因為雇主說他有做了哪些事

情，即使事後它（性騷擾事件）還是重複發生啊！但可能性平委員就覺

得雇主有做、雇主有盡到他的責任，那案竟然就不成立了，……，對看

護來講，她也很吃虧，因為她的確沒有直接的告訴雇主，那這也變成雇

主的一個好藉口。（D-7） 

三、性平申訴對家庭看護工的幫助有限 

如同性平申訴的主要目的在於調查雇主是否落實其防治責任，申訴結果的成

立與否也僅針對違法的雇主處以行政罰鍰，故工作者會認為進行性平申訴對被家

庭看護工來說沒有太直接的幫助，必須透過刑事、民事訴訟的方式才能替家庭看

護工爭取實質的賠償。 

性平會的申訴，它只罰雇主。但是行為人的部分，你還要另外主張

去告。（F-8） 

 

參、 司法訴訟過程之困境──公平正義何處尋 

在司法訴訟方面，刑事訴訟結果將決定性騷擾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是否成立，

而民事訴訟結果則會影響家庭看護工是否得到賠償。根據工作者的分享，家庭看

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訴訟結果則是喜憂參半，部分案件在提出訴訟後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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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和解，移工得以獲得賠償。 

有很多案件可能會在起訴或不起訴以後，直接和解還是什麼的。本

來因為性騷擾進到法院的案件就比較少了，……，起訴結果……，好像

蠻多是和解的案件，就是在檢察署那邊和解掉了，有拿到一些賠償金。

（C-10） 

如果做民事求償就直接進到法院，法官受理之後，他通常會希望你

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開調解，看能不能做個調解，所以通常就在調解

那邊就都會談好了。（D-13） 

另有部分家庭看護工的訴訟結果不盡理想，礙於訴訟結果容易受到諸多因素

的影響，不僅讓工作者 E、F 皆無奈表示：「連性侵害都很難贏，更何況性騷擾，……，

性騷擾打贏的官司，沒有，零分，真的零分。（E-14）」、「其實真正從檢舉到

後來成案的，很少，非常少，因為中間加了太多太多太多的因素了。（F-15）」，

也使工作者在協助家庭看護工進行司法訴訟時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在司法訴訟方面的困境，本研究將其分為「提告前」以及「訴訟過程中」兩

個階段：在提告前的困境，主要是源於現行法規對性騷擾行為的界定過於狹隘，

以致家庭看護工受到口語或手勢的性騷擾，難以符合現行法規規範，而出現無法

條可以引用提告的情況。而在訴訟過程中的困境，則包含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

性騷擾因應行為和語言能力上的質疑、證詞前後不一致、缺乏證據等，則會直接

影響司法訴訟的結果。相關困境說明如下： 

一、無適用法條可以提告 

當工作者在協助家庭看護工爭取權益、試圖對性騷擾行為人作出懲處時，往

往會透過司法訴訟的方式來進行。然而，當工作者在協助提告時，會發現到：現

行法規對性騷擾行為的界定過於狹隘，以致某些被庇護單位工作者（或被害者）

認為是性騷擾的行為（如：口語騷擾、手勢動作等），沒有被納入法律的保障範

圍或是滿足特定法律的標準，而面臨無適用法源、法條可以引用提告的無助困境。 

我處理過兩案，都讓我很沮喪、很無力、很生氣，一個是在於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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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就是性平三法它有它的 bug，然後你會覺得就是這麼噁心、這

麼噁心的事，可是無法可治欸！一個情況是，就是阿公他每天在那邊做

手勢啊（插入動作的手勢）、「欸！你坐著，你來這邊坐著。」就是口

語的、手勢的，然後露生殖器的，然後無止盡的騷擾，每天，但因為他

沒有觸摸，所以她（家庭看護工）也不能去告他，只能提性平申訴，那

性平申訴又管雇主，又不是管阿公，然後性平申訴又說：「欸！雇主有

盡責任，那不成立。」你就會覺得「天啊！」那時候，性平不成立的時

候我就有去打電話去社會局，問說：「那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嗎？針

對行為人的部分。」那社會局其實他也知道我要講的是什麼，他也是很

無奈地告訴我說：「可是因為他就是在職場發生，所以就是歸勞工局管，

我們這邊其實也沒有辦法做什麼處理。」所以你就是刑事不能處理，然

後社會局也沒辦法處理，對行為人、雇主都沒辦法做什麼處理的情況，

你就覺得「到底為什麼這個程度、這麼噁心，可是無法可治呢？」。（D-

16） 

另一方面，由於被看護人在司法認定上容易被視為「無強制力」、「相對弱

勢」，亦導致工作者無法透過刑事訴訟的方式對性騷擾行為人作出懲處，不僅使

性騷擾行為人繼續逍遙法外，更使家庭看護工的權益受到嚴重影響。 

（被看護人要求家庭看護工替其搓洗其生殖器）因為他是被看護人，

那其實……，他就是口語命令啊，就是：「你再幫我洗，沒有洗乾淨啊！」

然後我就是有先諮詢過律師，因為其實，你就覺得「他應該觸摸生殖器

了，是有猥褻了吧？是強制猥褻了吧？」但問題是，他又沒有強制力，

因為他就是一個癱瘓的人，他哪來的強制力啊？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到司法的時候，可能很難有一個……，就是很難成立啦！」那權

勢猥褻……，然後諮詢律師，律師就給我之前的案例，告訴我說：「可

是因為，被看護人其實在司法體系上是相對弱者，所以他不是權勢者，

所以不能用權勢猥褻。」那就是一種「蛤！224、228，哪一條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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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是這麼噁心，……，就是你就會覺得，程度這麼噁心、這麼不舒服，

結果他竟然不算一個犯罪！」，……，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種（嘆氣），

在刑法上或者是現有體系當中，找不到一個可以懲罰行為人或雇主的方

式，就是，後來就是以民事去做求償，……，其實想一想啦，對被害人

而言那才是很實質的賠償、很實質的幫助啦，……，就是拿民事來做。

可是你要拿民事做求償，你也必須、還是要有足夠的證據啦。那有些你

真的完全沒有證據的，有時候打民事，即使打民事，打起來也不一定有

用。（D-16） 

二、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的質疑 

司法人員對於家庭看護工的質疑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對家庭看護工因應行為

的質疑，此質疑不僅反映出司法人員對於性騷擾被害者求助行為的迷思，如：為

何當下不拒絕、為何沒有立即求助等，同時也反映出相關人員對家庭看護工在台

處境的不了解，忽略家庭看護工在向外求助時所面臨的困境與限制，。 

「她可以檢舉啊，為什麼不檢舉？」、「她可以離開，為什麼不離

開？」質疑聲浪會很大就是這樣，那當然沒有考慮到說：移工一旦離開，

代表她損失了這個工作，雇主同不同意她轉換，她未來能不能夠找到工

作，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啊。她不是像國人那樣子「欸！你性騷擾我，我

馬上離開、馬上去警察局。」或是「我馬上就不做了，對我來說沒有任

何的影響 ，我可以去別的地方工作。」對移工來說不是這樣的，她沒

有轉出函，她去工作是違法的，而且她在轉出期間沒有找到工作，她是

要回國的欸，這些都是我覺得我們在移工性騷擾跟國人性騷擾非常大的

不一樣。（F-22） 

（被看護人要求看護反覆清洗其生殖器）到司法的時候可能又會被

說：「其實她是可以拒絕的啊！」、「她可以不要做啊！」可是對一個

外籍看護，她們都這麼年輕，她們到底有什麼權利去拒絕，……，（司

法人員表示）「欸！這又不是雇主下令的。」但是外籍看護的工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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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他，看護又這麼年輕，她也不知道這個狀況是可以怎麼處理嘛，她

只是一個「遵循照顧」的指示。（D-17） 

另一個則是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在語言表達、理解能力的質疑，這樣的質

疑容易發生在性侵害事件中，性侵害行為人容易以此作為推卸責任的理由、辯稱

與家庭看護工發生親密關係，係屬於充分溝通下的「兩情相悅」、「雙方合意性

行為」，故也引發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的質疑。 

警察很好笑，法官有時候也很好笑，他們會說：「她不是來這邊工

作五六年了，為什麼她聽不懂呢？」、「她聽不懂嗎？」有時候會質

疑，……，他雇主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對付，就說：「她就是來這裡五六

年了啊！她溝通很厲害啊！她可以講話啊！」、「我們跟她溝通都沒問

題啊！」有時候我們就跟他（警察、法官）說：「假如你到其他國家，

這個不是你的語言、你從來沒有用過，你那麼大的年紀過來的時候，或

是過來沒幾個月，溝通有問題嗎？還有這個語言你從來沒有接觸過，不

是英文喔，英文是每個國中生有接觸過。就像你去印尼，你沒有接觸過

印尼文，你去那邊工作，做了幾個月發生事情，你去法庭，你要去溝通

你有辦法嗎？」，……，這個我們常常會講，也是一個問題所在，……，

在開庭的時候，雇主會利用說：「沒有啊，她跟我溝通很好啊。」、「她

來的時候都可以溝通。」，……，影響說「我們兩個發生關係，是我們

兩情相悅的」。（A-21） 

三、家庭看護工證詞前後不一致 

證詞的一致性、當事人在事件描述上的清晰與完整度，往往是檢察官決定是

否起訴、法官是否定罪的關鍵。但礙於多數家庭看護工沒辦法直接透過中文或台

語來表達，因此在警察局製作筆錄、檢察官偵訊，到法院開庭等過程中，需要藉

由通譯人員的協助。如此透過通譯人員「再解釋」的過程，考驗著通譯人員的專

業性，否則家庭看護工的意思表示便容易出現缺漏或誤差，在語言能力不足的情

況下，家庭看護工更沒辦法對翻譯內容做出即時的修正或補充。除此之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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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觀察，一方面是家庭看護工本身在陳述技巧、意思表達的能力相當有限，

若陳述當下的情境對家庭看護工造成極大壓力、恐懼，或者家庭看護工在事隔許

久後才對外尋求協助以致影響對事件的記憶，皆將可能導致家庭看護工在證詞上

的表達有所出入。 

（一） 翻譯落差、通譯人員缺乏專業性 

法院後來是不起訴，不起訴的原因一個是，她在警察那邊（製作筆

錄時）是說：「抓兩下。」可能是某種翻譯的差異，但是在檢察官那邊

是說：「摸兩下。」檢察官就認為說：「你這個陳述前後不一。」，……，

這個當然是檢察官某種心證，我覺得很怪：「不管是摸或抓，其實都是

有 touch。」。（B-3） 

我們都會跟警察局講說：「當她們做筆錄的時候，麻煩不能用仲介

的通譯。」，……，因為有時候被害人講的內容通譯沒有翻出來，……，

因為被害人中文不好阿、她聽不懂通譯說什麼，有時候翻什麼被害人也

不知道，跟警察講什麼她也不知道。（A-20） 

（工作者分享一名被雇主性侵害數次、事隔許久才對外求助，在沒

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勝訴的案例）這個勞工她很堅持，而且她每次

去法院陳述的就是很清楚，而且沒有時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因為

她中文好，所以就算是翻譯有問題她也可以 sense 到。因為我們會陪同

嘛，她甚至會轉過頭、給我一個眼神，我說：「怎麼了？」她說：「檢

察官問是，那個翻譯說不是。」類似那種「是」或「不是」的問題，所

以你回答 yes or no 其實是相反的，她中文很好，所以會察覺翻譯在陳

述上有問題。（B-6） 

（二） 家庭看護工陳述能力有限 

我覺得「勞工陳述」這塊其實很困難，很多勞工很難去講到條理，

或者是中文字上面，我們會 sense 到說知道這個用字是有問題的，她們

是不會的，或是翻譯，但是我都覺得這個……，你也沒辦法去特別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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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巧，所以我說：「你就如實陳述，你如果覺得講不清楚，多說一點，

去解釋你用這個字的意義是什麼、意思是什麼。」，……，律師也會有

sense 到這個，因為在談的過程中，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勞工的狀況。

（B-19） 

（三） 家庭看護工陳述時的害怕 

有時候個案當下因為太緊張了，說的跟第一次不一樣，也是一個問

題所在啊，……，因為她們看到警察、法官就嚇的皮皮剉（台語），她

們超害怕的，……，還有對方律師一直壓你啊，本來對的都被對方講的

不對，……，雖然個案用印尼文講，但被嚇到講話都變得不流利了，對

方還會說：「欸！你騙人！」什麼的，她整個人都不知道怎麼回話了。

（A2-11） 

（四） 家庭看護工對事件的記憶模糊 

事情發生越久，你的記憶會越模糊，所以現在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你就先把它記清楚，因為到後面越來越模糊，他們會用這一點來打擊移

工「你前後說的不一樣！」，……，反而對方什麼都不用，就是聽你的

（指對方對於事件無需做任何的表達）！對方就說：「你說的不一樣。」

這樣一直打擊你。（E-21） 

四、缺乏有利證據 

性騷擾的發生就在一瞬間，往往令家庭看護工來不及反應，也沒辦法立即進

行蒐證，亦不像性侵害事件，能夠直接至醫院驗傷、採集證據。此外，家庭看護

工所面臨的性騷擾事件通常是發生在隱密、私人的住家環境，無法透過調閱監視

器的方式來了解事實的真相，只能憑家庭看護工與雇主、性騷擾行為人的各自陳

述。而在諸多條件的限制之下，這些家庭看護工多半只能提供與仲介的通聯記錄

或簡訊、1955 通報電話，或是部分家庭看護工會以日記作為被性騷擾的證明，但

這些證據是否能被採納，又會因檢察官、法官等的不同見解而有所差異。 

性騷擾這部分沒有成立，因為證據不足，……，個案要怎麼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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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說：「我沒有啊！」他就一直說：「沒有，我沒有摸你。」因為只有

個案跟他在家裡而已啊，要怎麼來證明呢？（A2-1） 

勞工能提出的證據頂多是她有跟仲介反映、傳訊息說：「阿公摸我！」

什麼的，就算這個提出去之後，……，變成間接你有告訴、告知仲介這

件事，不代表說你說的是事實，……，勞工能提的相關證據，其實都大

同小異：她的陳述、描述，有錄音、錄影的也不一定錄的到，然後有跟

仲介表示（遭遇性騷擾），通常在法院關於性騷擾案子的證據大約都是

這樣。（B-3） 

大部分的仲介是會幫雇主講話而已，他們不會幫勞工講話，除非你

拿出很有利的證據，說：「我每一次發生的時候，我有傳給你。」類似

這樣，他才會沒有辦法否認說：「喔！對欸！他真的有跟我說過。」我

們沒有這樣的證據的時候，他們通常就會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啊！」。

（F-16） 

有些會寫日記啦，也是有些檢察官會把它當成有利的證據，……，

很久以前，有一個是被害人就是有日記專門寫她被性騷擾的，幾月幾號

幾點，整個很詳細的過程，所以後來檢察官是採信的，……，但很少人

會想到要寫、記錄這件事啦，那一個是她自己很聰明的有寫，但也有檢

察官不採認的啊，他覺得你要寫什麼都可以啊。（D-10） 

我們有移工，有拍到照片。當雇主把她壓到牆壁、開始聞她的身體

的時候，她偷偷拿出手機來拍（手機朝著自己的方向拍），然後把這個

照片拿給檢察官，檢察官說：「這個是合意啊！你幹嘛跟他發生這種事

你還自拍勒？」被害人在蒐集證據，結果變成自拍，（嘆氣）很困擾。

（E-17） 

另一方面，家庭看護工在訴訟程序中的陳述，必定得將實情說明清楚且詳盡，

甚至得要禁得起司法人員在心證上的考驗。然而，這個過程對被害者（特別是性

侵害被害者）而言，無非是某種程度的自我揭露以及二次傷害──將最不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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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回想起的經驗攤在陽光下。因此，從工作者 B 的分享中，不僅可以看見被害者

在其中的掙扎及顧慮──擔心透露實情後將影響與伴侶的關係，而不敢將實情完

整說明，卻也因此嚴重影響司法判決結果，成為家庭看護工在司法訴訟過程中一

項致命的弱點。 

我們曾經也是有勞工她是檢察官問的時候，她竟然沒有說出

來，……，那個案子是檢察官有去調她的婦產科紀錄，例如她說只有一

次墮胎，但其實是有三次，她也是那種連續被性侵害的，她跟我們講都

只有講一次，當然我們有沒有調到的資料。後來檢察官就調了資料，就

問她說：「有幾次？」她說：「只有一次墮胎。」檢察官問她說：「你

確認嗎？」然後她就說：「確認。」，……，結果後來出來之後，她才

跟我們承認說因為她……，她當下沒有承認喔，還在法院外面時她沒有

承認，後來回去在路上，她就傳簡訊來說：「我害怕，我不敢講，我怕

我老公知道。」類似這樣的考量，可是那個案子就輸了，因為對方主張

說：「他們是情侶關係，甚至一個月四次什麼的，所以墮胎了幾次，我

們是情侶關係，所以這很正常。」對方是這樣來攻防。可是因為她沒有

說實話，所以心證嘛，心證很明顯，所以這個案子就輸了，……，的確

她是比較 weak 的那一種，會怕這個怕那個，雖然我們一直跟她，不管

開庭前分析，都講了好幾次，有時候不是只講一次這樣，好多次，可是

她還是怕，她真的怕他老公知道，……，「讓老公知道可能一次，老公

會好一點還是怎樣」或許她心理是這樣覺得，如果說一直一直被性侵，

老公可能就不要她了，……，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知道她的整個狀態是怎麼樣、她的這樣考量。（B-19） 

 

肆、 心理諮商資源提供與連結之困境─內外夾殺 

針對家庭看護工的情緒議題，工作者除了透過聊天、會談的方式盡可能使家

庭看護工的情緒得到舒緩，工作者多半會對外連結心理諮商的資源來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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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作者普遍表示在協助處理家庭看護工的心理議題時，面臨內外夾殺的困

境是家常便飯，一方面是庇護單位內部缺乏心理諮商的專業人員和經費，以及對

外心理諮商資源連結不易等窘境。另一方面，即使工作者連結到相關資源，工作

者仍可能要克服家庭看護工的抗拒、說服家庭看護工接受心理諮商，或採用其他

方式來解決家庭看護工的心理議題。 

一、庇護單位缺乏心理諮商資源與經費 

針對心理諮商資源提供與連結困境，工作者 B 表示：由於自身的專業能力非

屬諮商輔導相關，在處理家庭看護工心理議題時，難免有隔行如隔山之感觸。另

一方面，當工作者要對外尋求適合之資源時，卻也可能面臨庇護單位缺乏經費、

心理諮商資源難找或連結不易等狀況。 

我覺得這是目前遇到最難的，一方面老實說也是專業上的從缺吧，

我們也對這塊其實是……，因為隔行如隔山，你真的是很難去……，自

己沒有這個能力，……，然後要請私人的諮商師，說真的也沒錢，行情

是好幾千，那絕對不可能，……，對外 call 的資源又有限，有時候真的

會很瓶頸。（B-17） 

個案有需求的話，我們就會找資源，然後資源真的很難找，其實也

不只是我們這個單位會這樣覺得，因為我們有開過研討會，然後遇到其

他單位的時候，其他單位說：「對！對！好難喔！」，……，我們也卡

關了，就是這一塊卡關了。（E-20） 

二、心理諮商資源連結不易 

（一） 政府、民間基金會不提供協助 

由於目前政府僅針對受性侵害的移工訂定「加強外勞性侵害案件通報機制及

相關單位業務聯繫分工與處理原則」，並要求相關單位必須依規定通報各縣市性

侵害防治中心，其中性侵害防治中心便可依規定連結心理諮商資源和申請心理復

健費用，但反觀遭遇職場性騷擾事件的移工，則是缺少了這部分的資源，也增加

了工作者在連結諮商資源的困難性。另一方面，當工作者轉為向民間基金會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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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時，亦可能面臨民間基金會拒絕服務移工的情況，讓工作者四處碰壁、備感

挫折。 

我們那時候有跟○○（某一縣市）講說是不是可以有那個，就是心

理輔導的經費給她，因為性騷擾沒有、性侵害有，性侵害有社工介入，

然後社會局會來幫忙做那個……就是，你向社會局申請，社會局會給你

心理輔導的經費，但是性騷擾就沒有，……，所以我們也沒有經費可以

讓她去做心理輔導。（F-4） 

其他基金會的資源，我比較少去使用，我曾經有問過，但很多是拒

絕移工的、拒絕做移工相關，所以蠻碰壁的啦。（B-17） 

（二） 語言限制 

即便工作者申請到了心理輔導的經費，但在家庭看護工中文表達、理解有限，

且缺乏雙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印尼語等）心理諮商師的情況下，諮商的過程

多半需要透過通譯的協助下進行。然而，這些經由翻譯後的內容是否與諮商師、

家庭看護工真實的意思完全一致，以及在等待翻譯的過程中導致諮商師沒辦法及

時掌握、回應家庭看護工的狀態等，皆影響著諮商的順暢性和效果，甚至影響心

理諮商師與家庭看護工（透過翻譯）進行諮商的意願。 

其實語言問題真的是很大，你說專業的這一些性騷擾、性侵害的，

這些專業的心理諮商，……，你知道那種心理諮商要藉過翻譯，其實又

差了、很不同，你沒辦法直覺在我跟你對話中的任何一個動作，你可以

sense 到說：「嗯，怎麼開始摳手？」或是怎麼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在

醫療這一塊或是在心理諮商這一塊，對移工來說是非常非常缺的，……，

除非現在有一個菲律賓在臺灣執業的諮商師，他可以講菲律賓話，我覺

得 perfect！但沒有，不好意思。（B-16） 

心理諮商的部分，因為語言困難，心理諮商如果透過翻譯的話，有

一點是諮商師會覺得比較卡卡的，可是在臺灣會雙語的諮商師比較少，

就算有的話大部分也是英文，印尼文、越南文比較難，……，也很少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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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願意透過通譯的方式跟個案談話，就覺得好像有點卡住的感覺、好

像變質了，……，因為他跟翻譯講、翻譯再翻給個案，然後個案又講給

翻譯聽、翻譯再講給諮商師，如果翻譯的內容不夠順的話，諮商師會覺

得：「嗯，好像沒有達到那個效果。」不是我跟你講，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的那種感覺，所以他就覺得沒有達到那個效果，他就會不

願意，……，有一些還是願意，不然我們先試試看一次，如果 okay 的

話再繼續，如果不 okay 的話就喊停。（E-19） 

三、家庭看護工抗拒諮商 

除了諮商過程中的雙語、諮商專業人力短缺，工作者也發現部分家庭看護工

對於接受心理諮商存在著迷思和抗拒，其中包含家庭看護工認為「心理諮商是給

病人使用的」、質疑心理諮商的實際效果等，使其不願意接受心理諮商的協助，

亦使工作者在過程中需透過不斷澄清、溝通來降低家庭看護工對接受心理諮商的

抗拒。 

也有部分是移工說不願意，就是移工喊停，……，就是聊一聊之後

「感覺好像壓力越來越大？」，……，「為什麼我要把我內心的事情講

出來？」或是「為什麼感覺我好像是一個病人這樣需要治療？」，……，

其實我們有個案當初是不願意「我又沒有精神病，為什麼我要諮商？」

就是多次跟她講：「諮商是你把你的心事跟對方講，像是分享出去，讓

你有心情比較釋放一點。」慢慢跟她解釋這一塊：「不是因為你有病，

你沒有病，這不是你的錯。」這樣慢慢解釋啦，每次她心情不好，又開

始哭的時候，就問她：「你要不要紓壓一下？我幫你找諮商？」用這種

方式，而不是說我幫你找醫生，……，又比如個案說：「我睡不著，我

昨天作惡夢。」就問她：「那你要不要吃可以好好睡覺的藥？我幫你去

找諮商。」，……，很多人婉拒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她們不要諮商，「我

都可以的」個案說，可是情緒又常常來，……，其實她知道身心有狀況，

可是她覺得我就是不需要。（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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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連結與提供心理諮商資源的種種困境，工作者 F 亦表示，由於多數家庭

看護工具有特定宗教信仰，加上所屬單位剛好具有宗教方面的資源（如：牧靈人

員）。因此，當連結心理諮商資源出現困難時，工作者便會借助宗教方面之資源，

來協助家庭看護工。 

我們只能請我們的牧靈工作人員，去跟她做輔導，因為我們就是天

主教的機構，我們有很多的牧靈工作人員，大部分都在輔導一些菲律賓

勞工，因為有教會的支持，她們剛好又是天主教徒，然後同一個宗教文

化跟信仰，所以她們才可以就是藉由這個輔導，有達到緩解的效果。（F-

4） 

本節根據訪談內容，將庇護單位工作者的服務提供困境彙整為表 4-1。綜觀

上述庇護單位工作者的服務提供困境，本研究發現：即使臺灣政府近年來針對移

工職場性騷擾事件提出相關措施和政策規範，試圖將職場性騷擾的保護網擴及至

移工群體，但這個名為保護的網，實質上卻是破綻百出，不僅未考量家庭看護工

在臺灣的特殊處境，更對求助的家庭看護工造成二次傷害。另一方面，庇護單位

工作者站在保護、維繫家庭看護工權益的立場上，相關政策制度的缺陷及不友善

更是令工作者義憤填膺和無奈，只能盡量避免家庭看護工落入其中陷阱與傷害。 

 

表 4–1 工作者服務提供困境 

服務提供面向 困境項目 

勞資爭議協調 

一、雇主刁難、不同意轉出 

二、仲介施壓 

三、被迫進入性平申訴程序 

四、重返職場路遙遙 

家庭看護工在期限內找不到工作 

家庭看護工對重返職場感到恐懼 

家庭看護工沒辦法如願進行跨業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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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雇主對家庭看護工的質疑 

申訴性別工作

平等會 

一、性平申訴程序冗長 

二、性平申訴結果難  

    以成立 

性別工作平等法缺乏對家庭看護工的

保障 

性平申訴委員缺乏專業性 

三、性平申訴對家庭看護工的幫助有限 

司法訴訟 

一、無適用法條可以提告 

二、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的質疑 

三、家庭看護工證詞 

    前後不一致 

翻譯落差、通譯人員缺乏專業性 

家庭看護工陳述能力有限 

家庭看護工陳述時的害怕 

家庭看護工對事件的記憶模糊 

四、缺乏有利證據 

心理諮商資源

提供與連結 

一、庇護單位缺乏心理諮商資源與經費 

二、心理諮商資源連 

    結不易 

政府、民間基金會不提供協助 

語言限制 

三、家庭看護工抗拒諮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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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誠如瑞士作家 Max Frisch 所言：「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當這

些家庭看護工來到臺灣、協助解決臺灣照顧人力短缺問題的同時，卻也面臨著遭

遇職場性騷擾的風險。本研究從訪談 6 名移工庇護單位工作者在協助、陪伴受職

場性騷擾家庭看護的工作經驗中，整理出「庇護單位介入前」以及「庇護單位服

務提供」兩階段之資料。前者包含家庭看護工受到職場性騷擾的情況、採取的求

助管道和求助阻礙，後者則針對家庭看護工進入庇護單位後、庇護單位工作者開

始提供服務的階段，涵蓋家庭看護工的期待與需求、工作者的服務提供面向以及

服務提供困境等。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根據第四章的分析與發現進行綜合討論與結論；第二

節則是從政策、實務層面予以研究建議；最後，於第三節呈現研究者在研究過程

中的反思與心得。 

 

第一節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在整理歸納分析研究資料後，將研究結論分為「家庭看護工面臨多重

職場性騷擾風險」、「『求助』與『不求助』對家庭看護工都是挑戰」、「家庭

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行政與司法程序，映照出歧視性的社會政策與結構」三個主

題，並進行以下討論。 

 

壹、 家庭看護工面臨多重職場性騷擾風險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越來越多女性投入職場，但也迫使女性在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長輩照護等傳統的性別角色與性別規範中進行拉扯。因此，將上述家

務工作外包給廉價的外籍移工（多半也是女性），便成為女性在投身職場後，實

踐其母親、妻子、媳婦等角色之解套方式（藍佩嘉，2008）。同樣的，外籍移工

透過出售勞動力的方式，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從事家庭看護或幫傭的工作，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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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名副其實的職業女性，不僅有機會翻轉她們在母國的社會地位、獲得較好的

生活條件，更可能實現她們對「出國」的美好夢想（藍佩嘉，2002）。 

投入職場雖能為女性帶來好處，遭受職場性騷擾的風險卻也隨之而來，而來

到臺灣工作的外籍移工也難逃職場性騷擾的威脅。從本研究受訪的 6 名庇護單位

工作者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因為職場性騷擾事件進入庇護單位之家庭看護工以女

性為主，性騷擾行為人則多為家庭看護工的男性雇主或被看護人，卻未有女性雇

主或被看護人性騷擾家庭看護工的情況。其中的「上對下」和「男對女」關係，

應證了性別權力關係之運作：男性透過性騷擾的方式來傷害女性的身體和尊嚴，

甚至是視女性為性玩物、性交易者，以滿足個人的性慾和鞏固男性的權力地位，

並再次貶低女性在性別關係和做為工作者的價值（賴慈芸、雷文玫、李金梅譯，

1993）。另從雇主與被看護者假借工作之名向家庭看護工進行性騷擾的情況中，

看見雇主與被看護者缺乏對照顧服務工作的專業認同與尊重，甚至錯誤地將照顧

工作與性的服務進行連結，因而提出不合理的工作要求，甚至出現惡意、侵犯性

的肢體接觸。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也發現性騷擾行為人會利用家庭看護工在語言、文化

上的弱勢，仗勢著家庭看護工不會說中文而難以對外求助、不熟悉臺灣求助管道

的情況而進行性騷擾，抑或是藉著教導語言的名義來接近、性騷擾家庭看護工。

另一方面，現行政策缺乏對家庭看護工勞動權益的保障，亦使家庭看護工暴露於

職場性騷擾風險中。由於多數雇主為能使被看護人受到 24 小時的貼身照顧，加

上家庭看護工遲遲未納入勞動基準法的保障範圍，使家庭看護工不受到每日正常

（或延長）工作時間的限制與規範，另在相關法規或「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

書」中亦未強制要求雇主提供家庭看護工獨立、隱私的居住空間等，以致雇主安

排家庭看護工與被看護人睡在同一個房間、提供 24小時貼身照顧成為一種常態，

不僅無視照顧工作在體力與情緒上將付出的辛勞，讓家庭看護工處於沒辦法好好

休息、幾乎 24 小時待命的狀態。此情況亦與勵馨基金會 2019 年台灣家事移工勞

動實況調查結果呼應，又以「沒有安全住所」和「無輪替照顧者」等不利勞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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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家事移工遭受性騷擾等暴力事件有顯著相關，另也看見政府與雇主一同作

為剝削家庭看護工勞動權益的共犯結構，而家庭看護工在其中永遠是最劣勢、最

大的受害者。 

除此之外，郭俊巖等人（2015）研究中表示，當年長案主的生理需求未被重

視，或因為缺乏衛教知識而表達不當時，將造成照顧服務工作中的性騷擾問題，

亦與本研究發現「被看護人的性需求被忽略」以及「被看護人罹患失智症後的無

意識身體反應」有所呼應，其中被看護人的性需求表現包含：觸摸他人身體或隱

私部位、暴露生殖器、打手槍、觀看色情影片、去有陪酒服務的 KTV、提出性邀

約等，皆將造成增加家庭看護工的工作困擾和心理負擔。然而，雇主或其家屬並

不能因此合理化被看護人的性騷擾行為、漠視性騷擾行為的嚴重性，或一昧要求

家庭看護工包容或忍耐，而是雇主或家屬必須具有相關意識、覺察和尊重被看護

者的需求，並積極介入以滿足被看護者的需求、減少性騷擾行為。此外，家庭看

護工在開始工作之前也應該接受相關訓練或獲得充分的準備，如：認識疾病、了

解症狀並學習適當的應對措施，來保障勞雇雙方的權益。 

  

貳、 「求助」與「不求助」對家庭看護工都是挑戰 

本研究發現家庭看護工的求助情況受到個人的考量與限制、求助對象的態度

等層面影響，不但使家庭看護工面臨「求助」與「不求助」的兩難，更讓家庭看

護工在求助過程中經歷相關「衍伸性衝擊」。而「衍伸性衝擊 victimization induced 

aftere ffects」一詞引自羅燦煐（2002），該研究針對曾經歷一次或數次性騷擾事

件之女性，發現被害者對性騷擾事件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常因為受限於父權場域，

而在求助過程中產生衍伸性的傷害，例如：對揭露事件的焦慮、對因應性騷擾的

自責、面質性騷擾者的反挫、申訴歷程的機構性虐待、人際關係破損與疏離等。

因此，本研究沿用了羅燦煐「衍伸性衝擊」之概念，探討家庭看護工在性騷擾事

件求助過程中所要面臨的困境與阻礙。 

家庭看護工所經歷衍伸性衝擊中，其中一項便是性騷擾行為人踩著家庭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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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經濟壓力、文化差異（如：語言不通、對求助管道所知甚少）、資源與能力

有限（如：對外聯繫能力有限）等弱點，並以限制轉換雇主、遣返家庭看護工回

母國作為威脅籌碼，迫使家庭看護工不能對外說出實情或難以進行求助，這樣的

「權勢性騷擾」更加凸顯性騷擾行為人的優勢地位，亦讓家庭看護工的求助處境

更加艱辛。另一方面，雇主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矛盾的身分，不僅沒

辦法透過調職、降職、減薪等措施來逞罰性騷擾行為人，且當性騷擾行為人即是

雇主的家屬時，雇主又應該如何做出懲處？如同工作者 D 所分享，雇主僅能用

口頭告訴自己的爸爸「不可以這樣喔！」或是請仲介多來家裡關心。然而，這樣

消極的方法根本無效制止性騷擾發生，亦讓家庭看護工感到相當無助和無奈。 

楊培珊（2000）指出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機構督導會透過施壓或結案的方式處

理具有性騷擾行為的案主，此外，站在保護服務員的立場，機構也會同意居家照

顧服務員以轉案的方式離開性騷擾行為人，且不會影響服務員的收入。另在胡正

申、陳立孟、郭盛哲（2014）研究中也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若在服務過程中受

到性騷擾，居家照顧服務員可以透過向機構上層反映並要求終止服務關係，而機

構督導和主管在接獲訊息後，也會出面介入、處理。反觀家庭看護工，家庭看護

工是透過仲介或直接與雇主簽訂工作契約，加上臺灣法律將家庭看護工的居留權

與雇主的聘僱許可綁在一起，因此當發生性騷擾事件時，家庭看護工不但缺乏機

構、督導的後援，更沒辦法說離職就離職，僅能依賴仲介進行居中協調、協助家

庭看護工與雇主之間溝通。然而，本研究發現僅有少數仲介在得知家庭看護工受

到職場性騷擾時，會選擇相信家庭看護工、協助將家庭看護工帶離雇主家並進行

轉換；有更大部分的仲介是傾向護行雇主，對於家庭看護工的求助採取較消極或

無實質幫助的方式，甚至是要求家庭看護工撤銷申訴，或與雇主聯手反制家庭看

護工。這樣的情況亦與陳正芬（2011）仲介與雇主將會聯手箝制家庭看護工的研

究結果一致，使家庭看護工陷入更加劣勢的處境。本研究從仲介對於職場性騷擾

事件的處理方式及態度相當因人而異的情況中也發現，不但凸顯勞動部要求仲介

設立的性騷擾異常處理機制形同虛設，而家庭看護工每月向仲介繳交服務費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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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毫無意義和幫助，與一般認知「付錢的就是老大」的邏輯完全不同，在問題發

生時仲介不但沒有出面協助家庭看護工，還為了獲取雇主手上的「配額」極力討

好、博取雇主信任（顧玉玲，2013），每月 1500 至 1800 元不等的服務費更加重

了家庭看護工的經濟負擔，讓家庭看護工的處境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當家庭看工向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尋求協助時，

1955 專線服務人員出現專業知能不足、缺乏敏感度之情況，迫使家庭看護工在

向 1955 專線求助後面臨性騷擾問題被淡化，或求助後不了了之、無法獲得即時

救援之窘境。在陳媛婷（2014）的研究中亦指出，即使 1955 專線設有案件受理

標準與派案原則，並將案件分為一般申訴與緊急申訴案件，其中緊急申訴案件必

須於 2 小時內完成派案、通報相關單位，但礙於受理標準與派案原則說明的不詳

細，以致相關人員在案件認定和派案上必須耗費更多時間。而黃惟晨（2018）也

指出 1955 專線服務人員專業性不足之問題，以致受到性侵害移工向 1955 專線求

助，卻還碰到專線人員同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要移工自行向勞工局求助之狀況。

然而，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作為移工在臺灣唯一提供雙語服務且隸屬於政府

的求助管道，竟有如此缺漏，不僅嚴重影響家庭看護工的求助結果、使性騷擾事

件無法被妥善處理，更恐怕會造成更多求助案件上的黑數。 

 

參、 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行政與司法程序，映照出歧視性的社會政策與結

構 

當家庭看護工向雇主、仲介尋求協助無效之後，離開雇主家、接受庇護安置

便成為家庭看護工「最後」也是「唯一」能夠解決性騷擾問題的方法。然而，進

入庇護單位雖然能讓家庭看護工遠離充滿恐懼與威脅的工作環境、獲得人身安全

的保障，也迫使家庭看護工必須放棄原有工作、進入相關程序。這些程序除了對

庇護單位工作者帶來不少挑戰、為家庭看護工造成二次性的傷害，也像是一面照

妖鏡，映照出臺灣根深蒂固、歧視家庭看護工的社會政策與結構。以下分別從勞

資爭議協調、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各別進行檢視。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Lkm21/search?q=auc=%22%E9%99%B3%E5%AA%9B%E5%A9%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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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資爭議協調 

轉換雇主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一種壓迫，更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具

有加乘的負面影響：不僅讓性騷擾行為人、雇主有恃無恐，仗勢家庭看護工沒辦

法自由轉換雇主的弱點，以解約、遣返回母國作為威脅的手段，迫使家庭看護工

必須服從其要求；而轉換雇主制度更創造出雇主秋後算帳的機會，在協會中採取

各種刁難、拖延等，使家庭看護工陷入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希望的痛苦深淵。 

本研究發現，多數進入庇護單位的家庭看護工只是想要離開工作環境、轉換

新的工作，鮮少人會想進一步追究責任或爭取權益，這樣的情況其實與 Knapp 等

人（1997）提出之性騷擾回應模式象限一「改變工作情況（離職、換單位）」一

樣，但礙於轉換雇主的法規限制，家庭看護工離職得要徵得雇主的同意，若擅自

離開雇主家、自行尋找其他工作，便得承擔成為行蹤不明移工之風險。因此，家

庭看護工必須先進入庇護單位，才有機會進行轉換雇主程序。 

雖然勞動部在 2009 年發布「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

並表示會協助家庭看護工以單方主張與雇主終止勞動關係，但本研究從訪談結果

中發現：地方主管機關在協助家庭看護工進行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前，仍會召開

至少 2 次的勞資爭議協調，以雇主意願為優先之意識型態昭然若揭，罔顧家庭看

護工已經單方表達想要轉換雇主的意願；此外，轉換雇主程序雖以「雙方協調」

為名義，但多數的轉換決定權仍掌握在雇主手上（甚至會有仲介從中干涉），並

試圖運用各種方式阻撓、拒絕家庭看護工的轉換要求，甚至不出席協調會，即使

庇護單位工作者會在旁提供協助，但在缺乏有利證據的情況下，家庭看護工根本

沒有太多談判空間。 

無論是選擇繼續待在雇主家承受被性騷擾的風險，或是進入庇護單位進行解

除勞雇關係的程序，在完全無法擺脫雇主枷鎖之情況下，被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

永遠都是最弱勢的一方，只能在轉換雇主程序中孤注一擲。幸運一點的家庭看護

工，在經過一連串行政或司法程序後得以重新轉換雇主，漫長等待期間卻也讓家

庭看護工身心俱疲，且仍可能面臨 60 天期限內找不到工作便得被遣返之危機；



111 

 

而運氣較差的家庭看護工，禁不起漫長的等待壓力，最後選擇從移工庇護單位離

開，成為行蹤不明移工。張晉芬（2011）指出臺灣將經濟成長優先於人權之意識

型態，可以從移工政策嚴格控管、限制家庭看護工工作期限以及轉換雇主自由中

看出。然而，在家庭看護職場性騷擾事件中，臺灣移工政策更與雇主、性騷擾行

為人形成共謀關係，迫使家庭看護工陷於性別、種族、階級、政策等壓迫中且孤

立無援。 

二、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意良善，加上性別平等會的申訴機制目的在於調查雇主

的職場性騷擾防治、糾正及補救作為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其中違法相關規定之雇

主將可能被開罰 10 至 50 萬元罰鍰，若是聘僱家庭看護工的雇主出現上述違反法

令之情況，則會面臨招募和聘僱許可遭到廢止之狀況。然而，當性別工作平等法

與申訴機制套用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卻出現了諸多窒礙難行或難以

適用之處。 

一方面是多數家庭看護工的雇主僅聘僱 1 名家庭看護工，無法符合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3 條第 1 項「聘僱 30 人以上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之規定。而該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則不限事業規模大小、聘僱人數，即使

只有幾名員工，雇主在知悉職場性騷擾情事時便應該立即採取有效的糾正和補救

措施（賴香伶，2018）。然而，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在性別工作

平等法中也缺乏明確的定義與說明，以致每位性平申訴委員的評估標準與判斷出

現了令人匪夷所思、難以置信之情況，包含：「雇主請仲介將家庭看護工帶離家

裡，並安排轉換雇主」被性平申訴委員認為雇主的處理方式實無不妥，卻忽略這

項措施就是變相的解雇家庭看護工、剝奪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權，而家庭看護工後

續是否能順利找到下一個承接雇主又該由誰來保障；又或是「因家庭看護工被警

察直接帶離現場，雇主來不及採取補救措施」、「雇主用口頭告知性騷擾行為人

（雇主的父親）說不可以這樣，並請仲介多來家中關心，但性騷擾情況卻未曾減

緩或消失」等如此消極的補救方式，皆被被性平申訴委員認定申訴不成立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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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讓庇護單位工作者感到相當無力、無奈又氣憤，更有損性別工作平等會之公信

力，也難怪其中一位研究受訪者會直言：申訴性平會很廢！  

另一方面，不論是在性別工作平等法、雇主聘前講習或勞動部「外國人生活

照顧服務計畫書」當中，皆一再強調、提醒雇主應承擔職場性騷擾防治與補救之

責任，並且針對違反相關規定之雇主提出懲戒辦法。然而，當雇主即是家庭看護

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性騷擾行為人時，家庭看護工的權益要如何獲得保障？針

對雇主「球員兼裁判」的職場性騷擾情況，又該由誰承擔起相關責任？對於雇主

明知故犯的行為，是否應該要加重懲處？這些情況在目前的法律規範中則是缺乏

相關規範或配套措施，也再次凸顯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在性別工作平等法

的適用性問題。 

而陳燕卿（2007）指出「敵意、無效率的外部申訴管道」將會影響性騷擾被

害者以消極的方式回應性騷擾，成為阻礙被害者發聲的去權因子。而性別工作平

等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的運作模式，除了對已提出申訴之家庭看護工造成相當大

的時間壓力，從家庭看護工傾向不提出性平申訴的考量中──等待時間太長將可

能影響工作──看出端倪，間接製造出一種「讓家庭看護工知難而退」之情境，

使家庭看護工「主動」放棄追究雇主相關責任，這樣的申訴機制不僅讓違法雇主

繼續逍遙法外、使其他雇主抱持僥倖心態，更與性別工作平等法欲保障受雇者、

促進性別與職場平等之立法精神相互違背，成為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

間接幫兇。 

三、司法訴訟 

雖然目前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已廣泛地將「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納入性騷擾的定義中，並且將「引起被害人主觀不

舒服」作為法律構成性騷擾的要件之一，但若要進入刑事訴訟階段時，根據「罪

刑法定原則」，犯罪的構成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否則將沒辦法處以刑罰（蘇

滿麗，2017）。然而，當受害家庭看護工欲採取司法救濟途徑、使性騷擾行為人

受到實際罰責時，卻可能面臨無法可告之問題，即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經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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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騷擾行為人身分、性騷擾樣態與發生情境等要件不符合現行法規要求，而不

能依法提告之窘境。 

從「被看護人強迫家庭看護工在幫忙洗澡時，要求家庭看護工重複清洗其生

殖器，卻無法依法提告」的案例中，看見窄化的刑法規範標準，不但忽略家庭看

護工職場性騷擾的性騷擾型態多樣性、情境複雜性，以及被看護人與家庭看護工

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即使被看護人的年紀較長、行動較不便，但當被看護

人指控家庭看護工未依照指令提供服務、怠忽職守時，家庭看護工可能面臨失去

工作之風險，同時也輕忽性騷擾對被害者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以致特殊情節之性

騷擾事件難以被界定為犯罪行為。加上職場性騷擾事件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亦使性騷擾行為人無須負擔行政責任，更形成了性

騷擾行為人不受管束、無法可罰的灰色地帶。 

在 2017 年「破除審檢性別盲─看見移工處境，拒絕性侵迷思」聯合記者會

中指出：性侵害案件的密室性質、檢察官不理解移工處境和性侵害迷思，是導致

移工性侵害案件起訴率偏低的原因（婦女新知基金會，2018）。而本研究在家庭

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亦有相同發現，包含：性騷擾事件舉證不易、家庭看護

工缺乏有利證據、司法人員缺乏性別意識與忽略家庭看護工處境等皆會影響司法

判決結果。針對家庭看護工在證據蒐集與提供的情況，黃一淨（2013）指出外籍

社福外勞容易因語言、法令不熟悉的情況下誤將受侵害的證據消除。由於性騷擾

往往事發突然，家庭看護工除了很難即時做出即時回應與蒐證，本研究亦發現部

分家庭看護工更面臨沒有手機、手機受到雇主嚴格控管等窘境，以致家庭看護工

要進行拍照、錄影、錄音時更加困難。若在求助後立即被帶離雇主家中，家庭看

護工也將錯失後續補蒐證、證明自己清白的機會。另一方面，家庭看護工職場性

騷擾事件往往發生在雇主家中，沒辦法透過調閱監視器或傳喚相關證人來釐清真

相，也讓家庭看護工在講求證據的司法程序中面臨不利處境。 

除此之外，當家庭看護工在事發當下，試圖拿手機拍照、蒐證而非積極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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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反應，卻被檢察官視為雙方合意行為等，除了突顯「及時蒐證」與「立即

回應」間達到兩全的困難性，更看見司法人員對完美被害者的執著，以及存在於

司法人員中嚴重性騷擾的迷思。而司法人員對家庭看護工當下沒有拒絕或離開的

質疑，不僅忽略了家庭看護工在語言上的限制，以及雇傭關係之間權力不平等的

問題，迫使家庭看護工沒有太多資源與權力拒絕雇主的要求，更未顧慮到家庭看

護工擅自離開可能造成的後果──失去工作並且被通報為行蹤不明的失聯移工，

將使家庭看護工陷於更不利、弱勢之處境。 

總而言之，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的現象，不只是單純且各別發生的「職場

性騷擾事件」，其中更交織著家庭看護工在臺灣面臨到種族、文化、經濟、政治

等多重弱勢處境，也形塑出家庭看護工不同於一般臺灣職業女性的職場性騷擾經

驗。透過庇護單位工作者在協助家庭看護工進行相關程序的經驗中發現，相關人

員不但沒有意識到家庭看護工受到雇主、仲介、社會政策等多方鉗制的困難處境，

也缺乏相關專業知能與敏感度，以致家庭看護工在勞資爭議協調、申訴性別工作

平等會、司法訴訟過程中困難重重，使家庭看護工承受性騷擾事件所帶來之負面

影響外，還得面臨程序與制度造成之二次傷害；而在刑法、行政法皆缺乏約束的

情況下，形成了包庇、縱容性騷擾行為人與雇主的社會氛圍，更加強化家庭看護

工在臺灣的弱勢處境。根據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經驗，不僅呼應了美

國學者 Catharine Mackinnon「性騷擾既是以性別歧視表達出來的種族歧視，同時

也是以種族歧視表達出來的性別歧視（賴慈芸、雷文玫、李金梅譯，1993，頁 54）」，

而從家庭看護工求助後、進入相關程序的經驗裡，再次凸顯臺灣政策將家庭看護

工視為補充性、可替代性之意識形態，亦反映出歧視性的社會政策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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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各別針對政策、實務等層面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期待做

為日後政策調整與制定，或是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防治工作與相關單位未來在

協助家庭看護工時之參考。 

 

壹、 政策層面之建議 

性騷擾可能發生在任何職場環境，對性騷擾被害者造成相當大的困擾，甚至

心理創傷，當家庭看護工面臨職場性騷擾時，除了得飽受性騷擾對個人造成的傷

害，本研究更發現臺灣在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政策與法規，不僅迫使家庭看護工成

為職場性騷擾受害者的高風險群，更在強化雇主管職責與優勢地位的同時，削減

家庭看護工的議價能力，亦沒辦法自行離開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如同蘇顯星、李

雅村（2018）指出目前臺灣的政策過於著重移工在臺灣的限制條件與管理措施，

卻缺乏對移工工作與勞動條件、人身安全的關注。 

此外，家庭看護工作為外國人的身分，本就在語言、文化、社會資源、對性

騷擾法令了解程度等具有限制，若臺灣政策與法規未能積極主動提供保障、保護

家庭看護工的職場環境，當家庭看護工面臨職場性騷擾時也將陷入更不利、弱勢

之處境，故本研究認為「透過相關政策的修改，強化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權益、保

障家庭看護工的職場環境」有其必要性，以下分別從家庭看護工轉換雇主機制、

家庭看護工於性別工作平等法適用性，以及雇主與仲介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之法

律責任等提出建議。 

一、落實受職場性騷擾家庭看護工之單方轉換雇主機制 

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對於移工申請轉換雇主的條件相當嚴苛，雖然在「加強

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機制流程」中設有家庭看護工單方主張與雇主終止勞動契

約之機制，但在實際執行上卻仍以雇主意願為優先考量。據此，本研究建議各直

轄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應落實上述流程中的單方轉換雇主機制、放寬家庭看護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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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雇主方面的限制，無論家庭看護工是否至警察局報案或提告，凡因職場性騷

擾事件進入庇護單位之家庭看護工，家庭看護工單方表示轉換雇主意願，勞動部

將自動解除雙方的勞雇關係並進行轉換雇主程序，使家庭看護工如同台籍受雇者，

在面臨職場性騷擾後能夠自行決定是否申訴或離開職場，且不需要徵詢原雇主的

意願。藉由將「選擇工作」的自由與權利還給家庭看護工，實質強化家庭看護工

在職場中的地位，亦可提升家庭看護工與性騷擾行為人的議價空間，另避免家庭

看護工在轉換雇主過程中受到雇主惡意的報復，真正保護性騷擾被害者。 

二、重新研擬性別工作平等法，考量家庭看護工之適用性 

從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可以看見諸多在家庭看護工適用性的問題，包含雇

主身分矛盾、有效糾正與補救措施定義過於廣泛、未針對僱用受雇者 30 人以下

之雇主進行相關規範等，不僅讓家庭看護工無法受到有效的保障，更稀釋了雇主

在職場性騷擾防治、補救上的責任，使雇主不容易受到相關懲處，故本研究建議，

性別工作平等法應將僱用受雇者 30 人以下雇主之防治責任納入規範，亦即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不須限定受雇者人數，雇主皆須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和懲戒辦法等，使所有職場環境皆能受到相關保障。 

此外，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2 項「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之界定過於模糊，以致性別工作平等會委員沒有一致的認定標準，甚至出現令人

難以置信、有失專業性的判斷結果，故本研究建議該法應針對雇主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提出更具體、明確之說明，如：雇主在知悉職場性騷擾事件時，應主動

介入、制止性騷擾行為，或避免被害者與性騷擾行為人於職場中有再次接觸之可

能性、告知被害者相關申訴∕救濟管道、協助被害者提出申訴等，且相關措施必

須以「有效阻止性騷擾行為再發生」和「不損害被害者工作權益」為原則。透過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具體界定，性別工作平等會委員在判斷雇主是否違法時亦能有

所遵循，而非全然以個人主觀想法、自我經驗做評判，增加職場性騷擾申訴案件

成立。 

三、將職場性騷擾防治納入聘前講習內容，加重處罰違法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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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行臺灣政策已規範第一次聘僱家庭看護工之雇主接受聘前講習，使雇

主了解聘僱家庭看護工時應該遵循的法令、減少可能之違法行為，另亦要求雇主

確實執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內容，盡可能保障家庭看護工在雇主家中的

生活及工作狀況。然而，即使臺灣政策已針對雇主進行聘前教育、宣導及規範，

從研究結果仍看見不少家庭看護工受雇主性騷擾的案例，因此本研究建議：於聘

前講習中加強宣導雇主在預防、糾正和補救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責任；另針對未善

盡性騷擾防治措施、甚至明知故犯的雇主，相關法令應加重刑法或行政法處罰，

同時廢止雇主的招募許可，並對雇主再次聘僱家庭看護工進行限制，避免再有其

他家庭看護工受到傷害。 

四、增加仲介評鑑項目與教育訓練，提升仲介服務品質與成效 

從仲介對於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的處理態度與方式中可以看見，即使勞動

部於 2016 年起要求仲介公司設置有關傷害、性侵害及性騷擾等涉及人身安全的

異常事件處理機制並將其列入評鑑指標，但在仲介傾向雇主方的立場沒有改變的

情況下，這些機制的設置也只是用來滿足評鑑標準而已，對於真正被侵害的家庭

看護工卻毫無實際的幫助和保護，故本研究建議：除了將異常事件處理機制與否

列入仲介的評鑑指標以外，仲介在異常事件的實際處理方式、執行狀況是否與訂

定的流程一致，也應該一併納入評鑑的項目中，確保該機制真正發揮效用、使家

庭看護工得到即時的保護。 

另針對未能遵循相關流程的仲介公司，除了公開評鑑結果、供民眾評判仲介

公司的優劣以外，有關單位更應該深入了解未能遵循的原因，並要求仲介公司限

期改善。此外，本研究建議有關單位應定期辦理仲介人員的職業訓練，協助仲介

在服務雇主與家庭看護工之間取得平衡、扮演好協助雙方溝通之角色、培養專業

知能和熟悉相關社福資源，如：在移工休假時，仲介可以協助案家使用長期照顧

喘息資源，避免出現照顧空窗等，以保障雇主與家庭看護工雙方權益。 

 

貳、 實務層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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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雇主、家庭看護工進行相關宣導與訓練 

無論職場性騷擾的起因、性騷擾行為人的意識狀況為何，職場性騷擾將對家

庭看護工的身心造成負面影響與衝擊，也減損家庭看護工繼續留在雇主家工作的

意願。其中針對性騷擾行為人因失智所產生無意識的身體反應，或因性需求未被

滿足而引發的性騷擾情況，本研究建議應加強雇主與家庭看護工的相關意識，一

方面使雇主了解失智症可能出現的病癥，重視、了解被看護人的性需求，並在家

庭看護工反映性騷擾時能採取較適當的預防或補救措施，例如：協助被看護人就

醫、透過藥物控制其身心狀況；調整家庭看護工的照顧內容和方式；針對容易發

生性騷擾的情境（如：洗澡、按摩）安排他人陪同在場；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

保有被看護人與家庭看護工彼此隱私的生活空間等，以減少家庭看護工遭受性騷

擾的風險和照顧負荷，而非消極地要求家庭看護工忍耐。 

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讓家庭看護工了解被看護人的性騷擾行為是源自失智

症症狀有其必要性，並提供相關職前與在職訓練，使家庭看護工能夠學習相關照

顧技巧及合適的應對方式，如：在提供照顧時站在被看護人後方或是行動不便一

側，減少被觸摸的可能性；在被看護人出現性騷擾行為、言詞時，試著轉移其注

意力，或採取相關措施表達拒絕之意等，並事後向雇主或仲介反應。針對蒐證技

巧及注意事項方面，讓家庭看護工了解保有相關對話紀錄、詳細記錄性騷擾事件

（包含事件經過、日期、時間、地點、自身採取之抗拒∕應對行為、自身感受等）

的重要性，必要時則進行錄影、錄音、拍照等以保障自身權益，也有助於日後申

訴或提告時作為呈堂證供。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家庭看護工因著所處環境限制、握有資源多寡，而發

展出不同的求助管道與方式，卻也讓家庭看護工在求助的過程中跌跌撞撞，甚至

影響最後的求助結果。因此本研究建議有關單位應針對家庭看護工加強性騷擾求

助與蒐證之宣導，讓家庭看護工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相關法令、1955 申訴後處

理流程與臺灣的司法風氣等，使家庭看護工對 1955 申訴、臺灣的司法體系有更

多了解與信任，並於家庭看護工在母國接受訓練、入境臺灣接受講習時確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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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透過各種可能與家庭看護工接觸的情境，如：接受照顧訓練課程、定期健康

檢查、從事宗教活動等加強宣導，使家庭看護工在遭遇職場性騷擾時能更充分掌

握、運用相關資源，以保障自身權益。 

二、提升行政、司法體系成員的專業知能 

根據研究受訪者與家庭看護工向各正式服務體系（包含 1955 勞工諮詢申訴

專線、申訴性別工作平等會、司法訴訟等）接觸的經驗與結果中，發現相關成員

存在著敏感度不足、對外籍移工處境缺乏了解的情況，亦導致家庭看護工職場性

騷擾事件被輕忽、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訴不易成立、司法訴訟難以被起訴。由於家

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交織著性別、種族、文化、經濟、政治等議題，本研究

認為正式服務體系的成員除了須具有性別意識，亦必須具備多元文化能力和敏感

度，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件有夠深層次的體察，而非僅將其視為一般勞資

爭議事件。 

藉由在職訓練，培養相關成員理解家庭看護工在價值信念、風俗文化、宗教

信仰等差異，同時了解家庭看護工在臺灣的困難處境（如：對司法體制的恐懼與

不熟悉、語言表達能力有限等）、覺察家庭看護工回應性騷擾行為背後之動機（如：

龐大經濟壓力、擔心揭發後會遭到遣返等，可能導致家庭看護工在當下難以抵抗，

或影響求助意願），以及家庭看護工對於事件陳述的困難性或翻譯落差，並發展

出較符合家庭看護工的判斷標準，而非予以臺灣人的標準對待。另在破除「理想

被害者」迷思的同時，融合現代婦女基金會近幾年極力倡導的「積極性同意 only 

YES means YES」概念，強調「個人意願表示」在性相關行為中的重要性，特別

是在權力關係落差極大的情況下，凸顯家庭看護工的非自願性，亦使正式服務體

系成員作出更適切的評估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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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反思與心得  

國中時期，男同學們除了掀裙子、拉內衣肩帶、摸胸部，拉下女同

學制服連身裙背後的拉鏈、露出裡面透著內衣的白襯衫的是他們最新的

「惡作劇」，看著女同學們一臉尷尬、急著把拉鍊拉回去的模樣更是他

們的樂趣……。 

高中時期，我在拒絕一位男同學的交往追求後，他給我的回應竟然

是：「難道你們女生都不會發情嗎？」……。 

研究所時期，某個我獨自走在騎樓的上午，一位迎面而來的陌生男

子在與我擦身而過之際，冷不防靠近我、用氣音在我耳邊說話，我依稀

聽到他說：「我剛剛看過 A 片喔！」臉上同時露出一抹詭異的笑容……。 

某天在我擔任社工的上班時間，公務手機收到一位男性個案用

LINE 傳來的數部色情影片以及連結……。 

上述都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性騷擾事件。雖然有些事件在發生的當下，自己

根本來不及意識到「這就是性騷擾」，如：制服的拉鍊被他人拉下或個人情慾被

質疑等，都令我覺得被冒犯和莫名其妙，但又顧慮「好像很多人都會被拉拉鍊、

掀裙子，卻鮮少看到有人直接表示反感或阻止相關行為，如果只有我為此向老師

或家長『告狀』，會不會顯得自己很異類或難相處？」最後，我只能選擇在校園

中小心提防會惡作劇的同學、與他們保持距離，並減少與那位男同學互動來往；

對於第三次的性騷擾事件，雖然在事發當下自己就有意識遭遇性騷擾，驚恐、害

怕的心理狀態亦促使我加快腳步離開現場，但當我回到家以後，卻又開始懊悔當

時沒有停下來斥責對方、在現場請他人幫忙或直接報警，使對方受到懲罰或是避

免其他人受害，卻也不免擔心會不會是自己誤會，或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指控

對方，自己是否能被相信……，五味雜陳且矛盾的感受與情緒也漸漸浮現；第四

次的性騷擾事件則發生在職場，看到個案用 line 傳來的色情影片和連結時，我則

是感到非常生氣、噁心以及被羞辱，雖不知道個案的想法與用意為何，卻也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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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與個案的助人關係。所幸，當我向單位督導反映後，督導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告訴我後續該如何處理，甚至同意「只要該個案再出現相同情況，單位就會予以

結案、終止服務關係」並讓個案知道其行為已經觸法、社工可被依法提告等，警

告該名個案避免再出現類似的行為。 

在撰寫論文之際，重新檢視、回顧自己曾經面臨的性騷擾事件，才赫然發現：

自己對每個性騷擾事件的解讀、感受與處理方式都不盡相同，隨著事件發生當下

的情境也會產生不同的考量與顧慮，如：擔心破壞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害怕遭

到性騷擾行為人的攻擊與報復、如何證明自己受到性騷擾等，也影響著自己多半

採取被動、消極的方式回應性騷擾事件。雖然部分的性騷擾事件已經事隔許久，

但那些不舒服、噁心或是害怕的感覺依然歷歷在目，那陌生男子的猥瑣表情在我

記憶中仍難以完全抹滅。此外，對於性騷擾行為人自私、只顧著滿足自己的需求

與慾望，迫使性騷擾被害者得要承受不舒服、負面的情緒感受或心理陰影，一方

面讓我覺得相當氣憤和不公平，另一方面感慨我們的社會文化仍受到父權主義影

響深遠，對於女性身體自主權、性與性別的尊重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如同女

性在成長過程中時常收到的關心與提醒「女生要好好保護自己」、「女生應穿著

得宜，不要過於暴露」、「外出時要保持警戒，不要一個人落單、不要早出晚歸」

等，意味著女性應負起保護好自己的責任，卻鮮少將問題放在行為人不尊重、侵

犯他人的錯誤行為，要求行為人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或是檢討現今社會「為什麼

沒辦法讓任何人都能安全、不被侵犯的生活著」。而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事

件中，更是隱藏著性騷擾行為人對於女性和移工的貶低與歧視、對照顧服務工作

的不尊重、雇傭關係之間權力不對等、臺灣法規對移工的限制等多重社會結構交

織而成的議題，亦使家庭看護工在求助過程中更加艱辛，另也讓庇護單位工作者

在陪伴、協助這些家庭看護工的過程中跌跌撞撞和充滿無奈。 

「（台語）我生做較烏，我言語袂通，這無代表我的存在就是係一種錯誤，……，

我離鄉背井，我流汗流滴，為著全部攏係我的囝仔我的家庭，……，我真正毋驚

艱苦，亦毋擱我走投無路，請恁莫擱壓迫留一條路予我喘氣」這是臺灣獨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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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秀集團「做事人」歌曲裡其中一段歌詞，簡單卻也深刻地描繪移工在異鄉

打拼的辛酸、忍受歧視和壓迫的辛酸與苦楚，另凸顯移工對於理想生活的期待和

照顧家人的使命其實與我們多數人無異，社會大眾不應以異樣、偏見的眼光來看

待這群人。縱然臺灣引進移工已 30 餘年，家庭看護工在醫院、公園等場所照顧

的身影已成為臺灣常見的風景，更不用說多少家庭因著家庭看護工的投入而減輕

了照顧壓力和負荷，使原先的家庭照顧者得以繼續外出工作、實現理想，被看護

人亦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即便如此，家庭看護工在臺灣的角色、社會地位未曾隨

之提升或被重視，不僅在薪資、工時、社會福利等方面未能得到相對應的保障，

當面臨職場性騷擾時更容易被以個人問題、一般勞資爭議案件來對待。因著自己

曾經獨自在異國生活幾個月的經驗，我能感同身受家庭看護工身處異鄉又面臨困

難時的惶恐與無助，同時由衷地敬佩這些家庭看護工的勇氣與毅力，更感謝她們

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協助承擔龐大的照顧壓力與負荷。 

臺灣是塊美麗的寶島、人民的友善更是享譽國際，在我們與家庭看護工生命

交會之際，期待更多人能以正向的眼光看見家庭看護工（或其他工作類型移工）

對臺灣的貢獻與價值，就如同自己在國外工作、生活時，希望當地人會如何尊重、

友善的對待自己；另期待政府能更加重視家庭看護工被不當對待、侵犯、勞力剝

削與壓迫的議題，在制定、設計相關程序上亦能考量家庭看護工的困境與限制，

並從政策層面提升、保障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權益，使臺灣「人權立國」的美名得

以真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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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異常事件處理機制：性侵害及性騒擾處理機制 

仲介公司盡速

派員與外勞詳

談了解事情經

過並安撫外勞

情緒。 

接獲性侵害及

性騒擾案件 

協助事項： 

緊急診療、驗傷、

報案、心理輔導及

治療、緊急安置、

法律扶助。 

加強教導外勞如何自

我保護並提供緊急聯

絡電話，密集的電訪

與家訪，隨時與外勞

保持連繫。 

暗示新雇主並告知相

關案例。 

受理性侵害及

性騒擾案件 

 

想繼續留台工作 

通
報 

當
地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性
侵
害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委
員
會─

性
騒
擾 

 

通報勞工局或

警察機關請求

協助 

加強心理輔導 

協助其轉換雇

主 

不
想
留
在
台
工
作 

 

 結  案 通報勞工局或警

察機關請求協助 

公司派員與

外勞詳談 

 

妥善安置外勞並給

予適當心理輔導，

盡速協助其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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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 

98 年 10 月 15 日勞職管字第 0980512408 函頒修正 

103 年 12 月 16 日勞動發管字第 1031808397 號函頒修正 

 

案件別：性騷擾案 

處理

流程 
受理單位 辦理事項及時效 

受理通

報單位 
應備文件 備註 

1-1

申訴 

1-1.1 

各直轄市、縣

（市）警察機

關或撥打 110 

報案專線 

1-1.2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

工主管機關暨

所屬外勞諮詢

服務中心 

1-1.3  

外勞駐臺機構 

1.1.4 

外勞安置單位 

1-1.5  

勞動部 1955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

專線 

1-1.6  

其他 

各外勞申訴窗口

於於接獲外勞性

騷擾申訴案件時，

應於 24 小時內通

知當地所轄縣市

勞工主管機關 

各直轄

市、縣

（市）

政府勞

工主管

機關 

 

無 為免如有發生個案未能向

各直轄市、縣（市）勞工主

管機關通報，致影響遭性騷

擾外勞相關權益，故列出其

他可受理之通報單位 

1-2

通報 

各外勞申訴窗

口 

Step1： 

於接獲外勞申訴

後，原則於 7 日內，

指派外勞諮詢服

務人員協助被害

外勞、提供相關保

護措施 

Step2： 

各直轄

市、縣

（市） 

勞工主

管機關 

1-2.1  

申訴函或

受理申訴

單位依受

害外勞陳

述內容所

作之紀錄

（書面紀

1-2.1.1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勞工主管機關於接獲外勞

性騷擾申訴案件後，應儘速

辨明案件性質，並分別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

制法相關規定辦理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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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外勞需求及

意願後，填寫勞動

部製作之「外勞人

身侵害案件業務

聯絡單」於 1 日內

傳真至當地勞工

主管機關所成立

之外勞人身安全

案件業務聯繫窗

口 

錄應載明 

：申訴外

勞之姓名 

、出生年

月日、國

籍、護照

號碼、工

作類別、

雇主姓名 

、聯絡地

址或電話 

、申訴日

期） 

1-2.2 外

勞人身侵

害案件業

務聯絡單  

如為「職場內性騷擾案件」，

於 7 日內提報「性別工作平

等會」進行調查，並得依職

權進行協調 

1-2.1.3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勞工主管機關所設立「性別

工作平等會」應於申訴提起

7 日內，指派 2 名以上委員

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案件調

查，並於 30 日內結案 

1-2.1.4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議決

議書，於 14 日內以密件送

達當事人、雇主、各直轄市、

縣（市）警察機關及勞動部 

1-2.1.5 

受害外勞或雇主對審議決

議有異議可於收受審議決

議書之翌日起 10 日內，敘

明理由並檢附新事證提出

申覆。性別工作平等會委員

會於接獲申覆案件時，應 3

日內確認是否受理，確認應

受理之案件，並於 14 日內

完成審議，同時將審定書以

密件送達當事人、雇主、各

直轄市、縣 （市）警察機

關及勞動部 

1-2.1.6 

如為「非職場發生之性騷擾

案件」，則依性騷擾防制法

相關規定辦理，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職權查

處認定後，於 14 日內以密

件送達當事人、雇主、各直

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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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3

安置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

工主管機關 

Step1： 

協助調查（填具業

務聯繫單）遭受性

騷擾外勞之安置

意願，進行安置或

協調各直轄市、縣

（市） 政府勞工

主管機關協助安

置 

Step2： 

安置單位於受理

後 1 個工作日內通

報地方勞工主管

機關 

Step3：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應於接獲安置

單位通報後，於 1

個工作日內審核

是否符合外國人

安置要點第 2 點之

安置對象資格，並

將認定結果通知

安置單位 

Step4： 

安置單位應於各

直轄市、縣 （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同意後 1 個日內

傳真通報表至勞

動部註記 

Step5：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徵詢外勞意願，

協助安排陪同通

1-3.1 

各直轄

市縣（ 

市）勞

工主管

機關 

1-3.2 

外勞安

置單位 

1-3.3 

外勞母

國駐臺

機構 

受聘僱外

國人安置

通報表 

 

1-3.1.1  

各安置單位於 24 小時內通

報勞動部電腦註記安置（ 

含終止安置） 

1-3.1.2 

勞動部按月統計各直轄市 

、縣（市）遭受性侵害外

勞安置數據（含安置、終

止安置、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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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服務，提供或轉

介法律扶助資源

及其他協助 

1-4

解約 

各直轄市、縣

（市）勞工主

管機關 

Step1： 

協助受害外勞以

雙掛號寄發單方

主張與雇主終止

勞動契約之書面

通知及送達證明

（如存證信函及

掛號回執聯），並

副知勞動部及各

直轄市、縣（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 

Step2：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於接獲受害外

勞單方主張與雇

主終止勞動契約

之書面通知後，於

14 日內將相關證

明文件送至勞動

部辦理後續事宜 

Step3： 

各直轄市、縣（市）

警察機關配合確

認是否受理偵辦，

並於 3 日內將移送

地檢署偵辦案件

之文號、日期或相

關移送證明文件

副知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工主

管機關及勞動部 

勞動部 雇主終止

勞動契約

之書面通

知 

 

1-5

安排

各直轄市、縣

（市）勞工主

Step1： 

各直轄市、縣（市）

1-5.1 

勞動部 

1-5.1  

申訴人簽

1-5.1.1  

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案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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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雇主

或返

國 

管機關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於外勞表達轉

換雇主意願時，不

待性別工作平等

會審議結果，應於

14 日內，完成協助

檢送外勞單方主

張與雇主終止勞

動契約之書面通

知及已送達雇主

之證明文件等資

料至勞動部辦理

轉換雇主事宜 

Step2： 

勞動部於接獲外

勞轉換雇主意願

回覆函及外勞單

方主張終止勞動

契約書面通知之

日起 7 日內完成轉

換雇主案件審核

及違法處分註記

相關作業，並將審

核結果通知雇主、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勞工主管機

關、外勞、就業中

心、外勞安置單位 

1-5.2 

就業中

心 

署認可之

申訴書 

1-5.2 

受害外勞

單方主張

與雇主終

止勞動契

約之書面

通知（如

存證信函 

）及已送

達雇主之

證明文件

（如存證

信函回執

聯）等相

關資料 

1-5.3  

外勞同意

轉換雇主

回覆函 

1-5.4  

外勞基本

資料 

動部依法廢止雇主招募許

可及聘僱許可，並不予同意

雇主後續外勞申請案 

1-5.1.2 

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案件：

勞動部據以解除其外勞申

請案之管制，並同意辦理後

續外勞申請案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07）。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機制流程，

取自：https://is.gd/iwRI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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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業務聯繫與處理原則標準流程圖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07）。加強外勞人身侵害案件處理機制

流程，取自：https://is.gd/iwRI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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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參與邀請函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學生許薰云，撰寫此信是想

向 貴單位招募研究受訪者，以下為論文計畫書的簡要說明。 

我的研究題目為「外籍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探究─庇護單位工作者之觀

點」，主要目的是想藉由工作者之角度及工作經驗，了解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

擾事件中的求助經歷與常見處境，同時也期待了解工作者對於家庭看護工遭遇職

場性騷擾之看法與建議。因此想要邀請符合（一）目前為移工庇護單位現職的第

一線工作人員及其主管；（二）有實際協助遭遇職場性騷擾之家庭看護工的工作

經驗，兩項條件者做為研究對象，期待 貴單位可以協助推薦 1 至 2 位合適且願

意分享寶貴工作經驗的人選。本研究將以一對一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時間約 60

至 90 分鐘，訪談時間與地點將依照受訪者方便的時間進行安排，訪談大綱如附

檔。為感謝受訪者的分享與貢獻，本研究將予以每位受訪者訪談費用以表示心意。 

本研究期待能對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擾求助歷程、庇護單位工作者的服務

提供有更進一步的探討，並對現行移工職場性騷擾處理流程提出相關建議。若有

任何想法或疑慮之處，也歡迎 貴單位向研究者聯繫，並誠摯的邀請 貴單位之工

作者參與本研究！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閱讀此信，謝謝您！ 

 

祝 平安、一切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者：許薰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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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訪談同意書 

您好： 

這份「訪談同意書」主要是要向您充分說明有關本研究的相關資訊，以便

於您決定是否要參加本研究。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學生

許薰云，目前在王永慈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論文題目為「外籍家

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之探究─庇護單位工作者之觀點」，目的是想藉由工作者

之角度及工作經驗，了解家庭看護工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求助經歷與常見處

境，同時也期待了解工作者對於家庭看護工遭遇職場性騷擾之看法與建議，希

望邀請您參與本研究。  

本研究將以一對一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時間約 60 至 90 分鐘。訪談過程中

為能完整記錄下對話內容，訪談過程將會進行錄音，研究者會在取得您的同意後

開始使用錄音設備，若訪談期間有您有不願意被錄音的分享內容，或對於某些分

享感覺到不舒服、不方便透露或不願意繼續接受訪談，您可以隨時要求暫停或退

出研究，研究者將尊重您的意願。研究全程將落實研究倫理中各項原則，並基於

保護受訪者的立場，對於任何能夠辨識您以及有關家庭看護工的身分資訊、單位

等，本研究將以匿名、代號方式處理。您於訪談中所分享之內容僅做為研究使用，

所有訪談資料（包含錄音檔、筆記、逐字稿等）本研究亦將妥善保存，在研究報

告完成後一定時間內進行刪除或銷毀。 

倘若您願意接受訪談，煩請您於知情同意書上簽名以表示同意。若對本研究

有任何想法或疑慮之處，也歡迎您隨時向研究者提出。本研究再次誠摯的感謝您

的參與！謝謝！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永慈 博士 

研究者：許薰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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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訪談大綱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工作職稱∕職別 

2、 專業背景 

3、 服務年資 

4、 接案經驗（人數、國籍） 

 

二、 家庭看護工的處境 

1、 這些家庭看護工遭遇到職場性騷擾的情況為何？他們如何來到庇護單位呢？ 

2、 這些家庭看護工在遇到職場性騷擾後的情緒反應如何？在您協助他的過程

中有什麼變化？ 

3、 這些遭遇職場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如何看待自己遭遇職場性騷擾？ 

 

三、 工作者的服務提供經驗 

1、 進入安置後，這些遭遇職場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大多面臨哪些狀況？需要的

協助為何？ 

2、 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求助歷程中，您扮演的角色為何？您如何協助這些

家庭看護工呢？ 

3、 在家庭看護工職場性騷擾求助歷程中有哪些單位會介入（或連結哪些資源）？

您的接觸（或連結資源）的經驗如何呢？ 

4、 這些服務家庭看護工的職場性騷擾求助結果通常為何？影響此結果的可能

原因為何呢？這些家庭看護工又如何看待這個結果？ 

5、 您如何看待家庭看護工遭遇職場性騷擾事件呢？ 

6、 綜合上述討論，您有何看法或建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