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類獎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社會標竿
高科技競速發展的時代
過度強調科技發展的意識及行動
模糊了「科技」應為人類服務的根本精神
人文精神的式微
成為科技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必須面對的議題

夏曉鵑 女士

設
獎

「東元科技獎」在基金會創會元年設立
第六年起在科技獎中增設「人文類獎」
倡導科技人文融合發展的觀念
並於第十一屆起更名為「東元獎」
積極倡議「科技」回歸造福人類福祉的目的
第十二屆起以主動遴選的方式
找出科技時代為人文社會而努力的標竿
希望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發展
同時呼籲國人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
也能深植人文內涵豐富人類生命的價值

緣
2009年的人文類獎項

起

以「新住民服務」為遴選領域

肯定致力於移民移工困境支援、社會融入、教育學習
以及刻板歧視觀念之扭轉…等社會服務
其行動具有促進政府積極制定法令政策
帶動各界關注新住民議題
並支持新住民與社會良性互動
且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越南籍的阮文雄先生及世新大學的夏曉鵑教授

阮文雄 先生

一位是陷入孤立無援的移工移民的正義伸張者
一位是提昇移工移民社會地位的觀念的拓荒者
兩位都是一雙雙如同樹皮般粗糙雙手的正義守護神
也是建構台灣公平正義社會的力行者
同時也是科技時代建構人文社會的重要標竿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夏曉鵑

夏 曉 鵑

女士
HSIAO-CHUAN HSIA

42 歲（1968 年 4 月）

r 學 歷：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 博士
台灣大學社會學 學士

r 曾 任：

Visiting Scholar,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March-August, 2006.
Visiting Schola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rch-August, 2008.

r 現 任：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 教授
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 主任
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
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 顧問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Body,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 (IMA)

無欲則剛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社長

評審評語
以拓荒者的精神，長期關懷新移民女性，並以實際行動致力於爭
取、保障新移民權益，呼籲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尊重。其學術研究
與實踐行動，促進各界服務及支援系統的建立。

得獎感言
這個獎應屬於〈南洋台灣姊妹會〉在過去十多年來，一路攜手前
進的所有夥伴們。感謝「東元獎」看見我們的努力，讓我們更堅定地
相信：
「姊妹的希望．台灣的未來。」更要感謝的是，新移民姊妹們
以堅韌的生命所帶給我
們的啟示；她們真實的
呼吸、汗水，還有那如
同樹皮般粗糙的雙手，
讓我們看見歷史，進而
學習姊妹的勇敢，與她
2003 年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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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共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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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心 採訪整理

幫助移民，就是幫助自己！
很多人無法想像：聲音輕柔，儀態典雅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平日是東南亞外籍姐妹們背後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但當她站在街頭
上為移民婦女發聲時，卻立刻搖身變為思路清晰、雄辯滔滔，而且富於批判
力和反省能力的社會運動者！
關注移民社運近二十年夏曉鵑，坦言自己一頭栽進這
個領域，是十分意外的偶遇，也似乎是此生的使命。「不過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沒有這群外籍配偶，我也不可能持
續走下去！」夏曉鵑坦言，南洋姐妹們在一路成長的軌跡
中，不斷爆發出令人驚艷的能量，是她能在這個領域堅持
努力最主要的動力。
共識營中與印尼姊妹合照

不可諱言的，早年台灣外籍配偶的議題，曾歷經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無人需要理會「自然會消失」的冷僻議題；後來雖然
開始有官員關注此一議題，卻一度粗暴的以處理「外國人問題」的角度，污名
化外配為「麻煩問題製造者」；直到近幾年，官員及媒體才終於以「國內問題」
正視外籍配偶，也讓移民話題成為炙手可熱的發燒議題。
不論是各界認為是冷僻或發燒議題，也不論當時社會氛圍是敵意或善
意，夏曉鵑從十九年前起，彷彿上天派了一位天使，主動走到在台外籍配偶
的眼前，從此一路陪她們走出一條平坦大道。

精英教育 反思底層力量
1968 年生的夏曉鵑，媽媽是苗栗客家人。台大社會系畢業那年，正著手
準備出國深造之際，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徐正光在高雄美濃、屏東內埔一帶
做農村青年返鄉調查，需要一位會講客家話的研究助理，命運把夏曉鵑帶到
了外籍配偶眾多的美濃。
早在夏曉鵑從事農村調查前，台灣社會早已歷經了 1980–90 年代社會運
動風起雲湧的洗禮，就讀大學期間的夏曉鵑，參加過一些學生社團，積極關
注弱勢、了解社會，也用學生的方式認識農民和勞工，並對當時的社會現況
有許多批判。「嚴格來說，只是熱情，並沒有做事。」夏曉鵑為大學生活下了
如是的註解。直到在美濃蹲點做研究，認識當地的人民及社團，加上當時不
少完成學業返鄉的在地青年，為了反對興建美濃水庫，帶動大家思考：「水庫
離村子只有一點五公里，人民卻不知道維護賴以
生存的土地，為何自己的家鄉會變成這樣？為什
麼在地農民的問題非但沒有被解決，反而被政黨
利用？」
「這個過程，對我的影響蠻大的。」夏曉鵑坦
言，台灣社會一向強調「精英」，總認為：社會的
改變只需要幾個「精英」帶頭就可以了，但美濃水
庫運動中，帶動者都是社會底層的力量，夏曉鵑

2007 年帶領台灣團並代表台灣向 CordiDay 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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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被教育」明白一件事：「整個社會改變的力量，其實是來自底層的人民
站起來，而不是來自精英的帶領。」

因緣際會 接觸移民社運
在那過程中，夏曉鵑隱隱約約發現，台灣農村青年大量娶進東南亞新
娘，一開始是泰國、菲律賓配偶相當多，後來印尼籍配偶也漸漸多了起來。
以美濃為例，當地的印尼配偶大都是客家裔，所以會說客家話，但完全看不
懂中文，換句話說，只要離開美濃，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
「華人是非常重文字的社會，如果外籍配偶不會中文，便連告示、招牌都
無法閱讀，更別談了解其他身為國民的基本人權了。」夏曉鵑決定走訪印尼配
偶最多的家鄉─加里曼丹，實地了解她們的環境、歷史、人文，並與之前認
識的社運團體「美濃愛鄉協進會」討論如何改變這
種狀況。
1993 年，夏曉鵑分別在高雄美濃、北縣永
和及板橋成立中文班，用自己研發的方式進行教
學，人力則找當地婆婆媽媽擔任志工老師。當時已
出國攻讀碩士的夏曉鵑，則每年利用暑假的三個
月，返回台灣教外籍媽媽說寫中文。
中文班在台北縣永和社區大學上課情形

1995 年，夏曉鵑申請到一點點經費，開始以
生活為主題在鄰近小學開班，教授外籍配偶去郵局寄信、打電話、買東西、
去醫院看病……時需要使用的中文。

研究歷程 面對多少辛酸
攻讀博士期間，因為長期關注外配問題，夏曉鵑很自然想起可以此為題
深入做研究，但進行的情況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娶進外配的家庭，其所承受
的壓力超乎想像！」夏曉鵑說，一般人常誤以為：外配的婆婆怕媳婦多學多能
後會嫌棄丈夫，常成為阻止媳婦進步的最大阻力，其實真相是：「社會歧視」
才是造成外配出不了家門的最主要原因。
夏曉鵑和很多外配的家人聊過天，發現外配的家人，多半對娶進外配
一事感到焦慮，也害怕成為別人茶餘飯後的話柄。尤其農村鄰里關係密切，
娶外配不可能不讓人知道，但是當時的外配，婚後依規定每半年必須離境一
次，此時左鄰右舍的過度「關切」，往往讓這家人承受莫大的壓力。
一位婆婆曾經很心酸的對夏曉鵑說：「媳婦第一次返鄉的壓力最大，鄰居
會嘰嘰喳喳問：『你媳婦回去了？會回來嗎？不會不
回來了吧？』我真的好怕被等著看笑話呀！」鄰人過於
熱心的關切，聽在外配家人耳裡，多少帶著嘲諷意味
在內。

2003 年與志工和印尼姊妹拜訪印尼前婦女部部長，
使其瞭解印尼姊妹在台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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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配本身承受的壓力也不小，像有人會對這些
南洋來的新嫁娘說：「你常寄錢回家呵？」之類的話，
常令她們既受窘又受傷。一位外配就曾不平的吐露：
「你們台灣的女兒出嫁後，逢年過節不也會回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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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父母？那些錢，數目又不是很多，只是略表心意，為
什麼要帶著刺來看我們？」
夏曉鵑說，其實公婆和夫家對於有人願意教媳婦中
文，多半很高興，因為這無疑解決了他們的困擾─日後
媳婦出去買個東西、辦個事，不必再時時有人跟著，再
者，外籍媽媽具備良好的中文能力，日後也才有辦法教
育孩子呀。

2003 年與中文班志工拜訪印尼姊妹們的娘家

對的方法 有效解決問題
「之前政府開辦的補校教育，雖然也教中文，但既定的教材未必符合外配
的需要。」既然學中文的目的是為了實用，夏曉鵑認為，過程應著重分享和
討論，不光重視注音和筆畫的練習，而是能讓這群南洋姐妹在需要幫助時，
可以對外說出來。所以上課前，她會帶著大家從平日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先
討論思考「要學什麼？」例如：用戲劇的方式，演出帶小孩看病時會遇到的問
題？如何向醫生說「孩子那裡不舒服」？接著再教她們「醫生」、「肚子痛」、
「發燒」……的字怎麼寫？注音怎麼拼？
此外，教導的內容必定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教「市」這個字，不是教「台北市」，而是「市場」、
「夜市」，還教姊妹們在夜市購物如何討價還價；教
「身分證」一詞，也會談及「辦身分證會碰到那些問
題？」、「有身分證和沒身分證的差別是什麼？」讓這
群南洋姐妹學過之後印象深刻且立刻用得上。

2009 年韓國團體拜訪－韓國移民服務團體與學者

拜訪南洋姊妹會
「由於學習內容全部都是她們關注的事，所以也
許她們不能馬上就會書寫，卻可以充分理解這些中文的意義，也能隨口說出
來，或應用在生活中，而不會因為距離遙遠而光認得字卻不會應用。」更重要
的，這群姐妹透過需要和想要，個個練就會說、會演及資源整合的能力。

姐妹情誼 八年打下基礎
中文班推動了八年，外籍配偶們才正式成立「台灣南洋姐妹會」的聯誼組
織。「其實，要成立社團很容易，幾個月流程跑完就成立了。但就和學中文的
道理一樣，我堅持這個社團必須是姐妹們需要也想要的，而且他們必須知道
自己要什麼。」
夏曉鵑坦言，起初她們連「社團」的概念都沒有，所以必須花很多時間，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告訴她們，最後，是姐妹們覺得真正需要，才主動發起成
立的。令夏曉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任
會長是一位柬埔寨籍的媽媽，當選後接
受媒體訪問時說：「仔細想想，我在學生
時代就參加過社團了，我早就具備這方
面的能力！」當時夏曉鵑心頭一震─生活
的折磨和壓力，讓她們幾乎忘了本身早
已具備的能力。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
「唱童謠、說童話故事」一事上。夏曉鵑
2009 年初南洋姊妹會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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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及，最初要這些媽媽說故事時，這些媽媽只會說「三隻小豬」、「白雪公主」
的故事，玩遊戲也常是西方的遊戲，直到夏曉鵑一再鼓勵她們「再想一想」，
她們才終於想起或有勇氣，說出童年記憶中母國文化的故事和童玩。

想盡辦法 扭轉歧視目光
在面對媒體一事上，這群外籍配偶付出的努力更大。原來，1990 年以
前，媒體對外籍配偶的報導，偏重在負面問題的呈現，
千篇一律是騙婚逃跑、家暴受害者這兩類新聞，及東南
亞外配對台灣造成的負面影響。外籍配偶中文班剛開始
上時，媒體蜂擁而至，但每次接受媒體採訪，或後來辦
記者會凸顯某些議題，外配總是遮遮掩掩、戴墨鏡、不
敢看鏡頭，無端給予外界更負面的形象，最後她們討論
出一個方法，開始主動要求媒體：「請你先告訴我：你
2008 年代表南洋台灣姊妹會參與 IMA 成立大會，
被推選為國際執委會（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要談什麼？你會怎麼報導？請你們先提案，我們再決定
Body）
是否受訪。」通常這麼一來，光想消費外籍配偶的「速
食型」媒體，就會覺得麻煩而不來了，至於真的有心做專題的，就會花時間溝
通、暸解，所以後來再出現的報導，就幾乎都是深入而且是有觀點的正向報
導了。幾年來，媒體更開始有正面報導，主題涵括移民在台灣的努力及對台
灣的貢獻。
「南洋姐妹會」成立大會那天，雖然姐妹們不免緊張萬分，但因事先心理
已經做好準備，不再害羞的躲躲藏藏，姐妹們開朗而自信的表現，整體呈現
出很好的效果，過去悲涼唱著夏曉鵑作詞的「日久他鄉是故鄉」新移民歌曲，
轉化成一道道充滿能量的曙光。
之後還有幾次向教育部陳情時，外籍配偶面對媒體採訪，開始可以侃侃
而談。而媒體報導時，也清楚知道：「哦，原來移民們要什麼！」整個互動趨
於正向發展，社會氛圍也漸漸凝聚共識：外配不再是見不得人的族群，也不
再是台灣的問題或負擔，社會不能如此不公平的對待她們，應該要更合理的
對待她們……
「有一年我去加拿大當客座教授，很多外國學者聽說台灣最熱門的移民議
題，是研究『移民二代素質改進問題』，都覺得『不可思議』，還問：混血的基
因更強，更優秀，這怎麼會是一個問題？」夏曉鵑說，外配家庭的孩子如果
學習較慢，絕不是他們的資質比較差，而是這些家庭社會資源不足，所以爸
爸娶了誰都有類似的問題，不是媽媽國籍所導致的，但社會、老師，甚至孩
子，卻因此歧視媽媽……

修法立法 促進建構“公”與“義”的社會
「其實，法律修正、政策改變、觀念扭
轉，全部都一樣─想要還給某人公道，絕不是
天上平白掉下來的！」夏曉鵑猶記得，公部門
真正介入，是直到 2001、2002 年左右，原因
是當年度國小新生中，家長是外籍人士的比例
相當顯著，行政官員因此開始緊鑼密鼓採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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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與移民人權修法聯盟的伙伴籌辦東南亞
移民工音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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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實當時行政院之所以緊張，是假設這種情況繼
續下去，可能會造成社會問題，所以便強迫孩子們接
受課後輔導，媽媽素質太差也要上課。」夏曉鵑發現，
官員是以：「她們是我們的負擔」的角度來看見移民媽
媽，當下生氣又無奈。「之前各部會完全沒有『移民』的
概念，業務都往外推，但此後因為行政院長說話了，各
部會開始搶著做，內政部做生活輔導管理，教育部開中
文班、小朋友設課輔班……。」

2004 年與姊妹學習製作泰國料理

2003 年，移民署快速成立，但其成立動機仍然視
外籍配偶為「潛在的罪犯」而積極進行管理。「在移民署
組織條例中，七成五的人力是從警政單位調派的，可見
其心態和思維，還是從社會治安、安全的角度考量。」
夏曉鵑甚至聽到一位主管官員對她說：「如果有一天，
台灣選出一位越南裔的總統，台灣不就完了嗎……」
2009 年春酒侯導合照－姊妹會北部辦公室

在這重要轉捩點上，夏曉鵑除了積極籌組台灣南洋
春酒活動與侯孝賢導演合照
姊妹會，更進一步結合婦女、勞工、人權、移工及移民
團體，共同組成「移盟」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透過不斷的遊行、著書、
拍紀錄片、演講及舉辦公聽會，表達對違反人權政策的抗議，衝撞政府部門
促成修法。
也由於夏曉鵑長期關懷移民及移工的權益，2005 年與許金玉、成露茜、
王清峰、何春蕤等十八位台灣女性社會運動家，同列瑞士團體「全球千名婦
女爭取 2005 年諾貝爾和平獎協會」台灣地區提名人。（該協會在全球選出一千
名基層婦女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雖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對被提名
人的付出卻是種肯定。）
例如為了推動「移民法」的修正，夏曉鵑帶動一群南洋姐妹討論法案，光
是針對法案有什麼問題？該怎麼改？過去有那些案例？曾依據什麼處理？前
前後後一共討論了兩年，就像「讀經班」似的，每兩周開會一次，逐一徹底討
論每一個條文該怎麼訂，最後才正式定案。
有趣的是，當政府機關一看民間版移民法修正案出爐了，火速推出官方
版「移民法」修正案，並迅速於 2007 年 11 月三讀通過修法，給予外籍配偶比
較合理的對待，也等同我國民法規定「婚姻媒合不得求償」，杜絕仲介婚姻。

期待合理對待 更期待媒體友善
此外，過去規定：除非拿到身分證，外籍配偶婚姻結束後就
要離境，即便被遺棄、家暴，也不能繼續以「依親」名義滯留台
灣，致使許多外籍媽媽為了照顧小孩，只好忍受夫家的不人道
對待。如今修改後，則規定如是家暴受害者，雖不能立即取得
永久拘留，但可以延長居留時間，不會立即被趕走。
「修正的條文雖不讓人完全滿意，但事情漸漸有些
變化，所以還是可以期待。」尤其今年初「兩岸關係條
例」修正，兩岸婚姻、大陸配偶的事也漸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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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歸化」問題，過去外籍媽媽要成為國民，除了居住三至四年、體
檢等條件，還要取得「42 萬元存款或扣繳憑單」的財力證明，讓很多人卡在這
些規定上，很久都取得不了身分證。「有些行業根本沒有扣繳憑單，打零工的
也沒有，加上一般家庭存款不易，硬要這樣規定，真的很為難人。」
好在修正後，從寬認定「財力證明」，甚至只要丈夫
簽字認可會負責照顧也算數，免除了這些家庭必須告貸
取得證明的壓力。「光是這條條文，前後一共努力了兩
年，才小有突破。」

2007 年沒錢盟移民署前－反對財力證明大遊行

「我發現，有很多歧視，是因為不暸解，所以基本心
態上出了問題。」夏曉鵑曾舌戰官員，力陳：「身分證絕
不僅僅是一張紙，它是許多問題的根本！」外配沒有身
分證，就不算是國民，不受國家保障，出門不能單獨行
動，不能辦手機，打工容易被剝削，甚至會被歧視……

「制度設計出問題，我們可以努力修改它；有色眼光無法完全禁止，只好
期待媒體愈來愈友善，能清楚凸顯問題的癥結，及法令的不合理處。」夏曉鵑
認為，整個認同移民的過程，正是社會學習的必經之路。

培訓講師 擅談多元文化
在這過程中，夏曉鵑特別感謝南北各有一群台灣籍的志工姐妹，可說是
厥功至偉的幕後功臣。「第一個中文班成員，大都來自美濃；隨後北部地區成
立的中文班，則是在永和、板橋兩地社大開課。至於志工，則是就地培訓，
現學現教。」夏曉鵑發現，這群婆婆媽媽雖然不是專業社工或具有教育背景，
但她們的生活經驗，無疑是年輕的南洋姐妹最寶貴的資源網絡。
事實上，從早年社會運動的經驗，夏曉鵑很早就體悟：「需要必須來自當
事人。」至於所謂的專業，則只是從旁提供一些討論方式的建議，並不主導議
題的方向。
換句話說：這群婆婆媽媽志工，只要溝通出共識，願意幫助這群南洋姐
妹，接下來，志工便要學習一套方式，帶動南洋姐妹透過討論的方式，發展
出自己的能力，並建立一套教案。另一方面，這群志工在助人的過程中，也
看到移民的另一面向，顛覆了原先以為的那些
「刻板印象」。

2005 年與學生和南洋姊妹會共同參與反奴工遊行

「最棒的是，志工和姐妹們在過程中一起
成長，姐妹們學到了婆婆媽媽的經驗，聽到了
外界的資訊。而姐妹們突飛猛進的成長經驗，
也讓志工在培力過程中，受到強烈的激勵。」
夏曉鵑在這股文化衝擊中，順勢在志工中培訓
出一批「東南亞講師」，接受各界邀約去講解
東南亞文化及多元文化等議題。

為了充實講演內容，這群婆婆媽媽志工反過來成為南洋姐妹們的學生，
大家教學相長，而志工在社大開講，也和一群又一群的台灣人，談「何謂多
元文化？」及台灣的移民現況。「台北都會區的發展速度更快，講師不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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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多元文化，還可針對移民法規、移民人權……等
議題，發表深入精闢的分析。」

得獎感言 但盼國人省思
總結十多年來的奮鬥經驗，夏曉鵑感性地說：
「移民是歷史課題，不是爭取權益的問題，台灣想要
變成人吃人的社會，還是個共存共融的社會？必須
靠我們決定！」夏曉鵑認為，移民問題不是施捨，但
究竟是要當成是照妖鏡，還是幫助我們省思及進步 2008 年拜訪高雄原住民朋友，參與當地舉辦之國際
原住民工作坊
的好老師，全賴國人智慧的決定。「如果台灣能創造
友善的移民環境，不只是在幫助移民，也是在幫助自己。」
事實上，多年來，夏曉鵑與南洋姊妹們一起歡呼、落淚，從不認為是奉
獻，尤其看到姊妹們持續成長，更叫她振奮。「很多原本個性依賴的姐妹，如
今有能力照顧別人；有姐妹要求看很硬的學術書籍，想更了解華工、移民問
題；有人跟著我出國分享經驗，發現移民議題是全世界性的，於是她們不再
喊累……」
這次夏曉鵑獲頒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所辦的東元獎－人文類獎，她認為
自己只不過是代表多年來一起努力的朋友出面領獎罷了。「因為有這些姐妹和
志工一起努力，生命才沒有遺憾，人生也才變得有意義！」夏曉鵑已決定將
這份獎金全數捐出，做為姐妹會的發展基金。
「在過程中，我身體會累，但精神上卻不覺得累，事實上，我自己也學到
很多，因為有很多事完全沒有做過，所以每當遇到瓶頸，猛然回頭，總看到
姐妹們跳躍式成長，總讓我再一次激起熱情，持續勇往直前。」夏曉鵑認為，
南洋姐妹進步神速，潛力令人驚艷！
「用心看她們做什麼，就能看到她們的能力。」近年來，夏曉鵑不斷聽到
社會各界驚呼：「哇！她們怎麼這麼厲害。」例如上次大家合力出了一本《不
要叫我外籍新娘》的書，記者會上姐妹們上台去講話、表演，大家的反應就
是「吃驚」兩字，因為這和刻板印象中「她們是一群可憐，需要人家幫忙、救
贖的族群」形象差距太大了！
「其實，吃驚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夏
曉鵑期待，大家心中浮起一個問號，知道外籍
媽媽和想像的不一樣，一段時間後，也許就能
修正偏見了。更棒的是，她期待這群外籍媽媽
們漸漸找回自信，開始會說：「將來我的孩子要
當外交官，一流經貿人才，所以現要多學幾種
語言，我可以教他講印尼語（越南語）……。」
夏曉鵑更欣然推薦大家今年年底帶著驚喜
2009 年參與 AMMORE 活動，拜訪韓國移民工中心
和祝福，欣賞今年三月成軍的南洋姐妹劇團首
度呈現的戲劇公演。「這齣戲從故事、劇本到演出，全部由姐妹們自己完成，
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呈現出來，至於演出內容，則是她們想對台灣說的話。」夏
曉鵑相信，只要給她們足夠的舞台，這群南洋姐妹還有無限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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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希望東元獎未來能獎勵致力於移民人權推動的新移民和移工朋
友，讓台灣社會聽見他們的心聲。

成就歷程

2009 年反財力證明遊行，結束後與南洋姊妹會成員合照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跨國的流動日益頻
繁；其中最引人關注的現象之一，便是第三世
界國家中較貧困的女性，藉著跨國婚姻而移居
較富裕的國家，企圖找到生命的出路。台灣在
1980 年代後期，便開始有愈來愈多來自東南
亞與中國大陸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至台灣。
這些跨國流離的女性，在台灣面對種種生活不
適應、社會的歧視，以及法令制度的不平等
對待。

早在民間社會與政府關注到這群婚姻移民女性之前，夏曉鵑便看見了這
群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外籍新娘」的孤立無援，並決心投入陪伴她們的工作，
於 1995 年創設全台灣第一個「外籍新娘識字班」，以認識中文為媒介，促使
新移民女性逐漸能自主發聲，並進而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成為積極
自主參與社會的公民。經過八年的紮根培力，「南洋台灣姊妹會」終於 2003 年
底正式成立，同年，夏曉鵑再結合了諸多關注移民議題的民間團體和專家學
者，組成了「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為移民人權而努力，成為台灣移民人
權重要的倡議者與推手。

具體貢獻事蹟
夏曉鵑十餘年來致力於培力新移民女性，透過南洋台灣姊妹會與移民／
住人權修法聯盟的創立與努力，持續地改造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處境，並推
動移民／工相關研究。
■

組織與培力：藉由中文、親職教育等實用性課程，運用活潑的工作坊方

式，創造自在互動的對話空間，激勵新移民女性分享彼此經驗，逐漸建立
自信，並培養互助合作的群體關係，進而更積極地投入公共事務。此外，
培訓姐妹們成為東南亞語言文化、多元文化教育的
講師，在全台各地分享她們的移民經驗，以及開設
課程教育台灣民眾她們的母國文化、語言與多元文
化的觀念。新移民女性一方面從「學習者」轉換為
「教學者」的過程中更增自信，而些微的演講費用
也能略為改善經濟狀況和家庭地位，同時姐妹們的
分享與演講，也改變台灣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
印象和歧視，並為台灣注入多元文化的活泉。
2009 年受新加坡大學參與國際移民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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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立法院前抗議

■

社會教育： 為了扭轉社會對姊妹們的不友善態

度，除了掌握各種機會安排姊妹們參與座談、演
講、接受媒體訪問外，也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並
鼓勵姊妹們從事文字和繪畫創作。2005 年，夏
曉鵑將多年來新移民女性的文字和繪圖作品集
結成《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為全台灣第一本由
新移民女性集體創作的作品，使更多台灣民眾
「看」到新移民女性的心聲。

法令政策倡議：新移民女性面臨的議題，涉及許多法令政策，夏曉鵑與
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一方面倡議移民人權以促使政府改革不合理之政
策，同時也針對移民政策之最重要法源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進行修法工作，並分別於 2007 年 11 月，與 2009 年 6 月於立法
院三讀通過修法，顯著改善了新移民女性的處境。

■

國際連結： 移民／工現象為全球性的，移民／工組織的國際連結除有助
於對相關議題的深入瞭解外，更能促進移民／工人權的倡議。夏曉鵑協助
南洋台灣姊妹會、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以及聯盟的成員團體，與其
他國家和國際性的移民／工組織連結，並參與了兩個國際組織的創立：
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AMM ♀
RE）、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IMA）.

■

研究與論述： 為了讓台灣社會更瞭解移民／工議
題，夏曉鵑自 1994 年博士論文研究開始，持續不
斷地進行相關研究，並發表諸多中英文期刊論文，
其中有多篇被韓國和日本關注移民人權人士譯為韓
文和日文。夏曉鵑的主要學術論著包括，《流離尋
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騷動流
移》、《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

2007 年代表南洋台灣姊妹會參與全球第一個草根
移民聯盟（IMA）籌備會的成立大會

服務展望
持續推動台灣與國際社會對移民／工人權的重視，以文字、影像、戲
劇…等媒介，創造移民／工自主發聲的空間，進而改變移民／工法令與政
策，實踐多元與平等的理想。

2008 年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幹部
共識營在台北辦公室幹部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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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ward should belong to all comrades of the
TransAsia Siste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for their co-efforts
in the past period of more than a decade. We appreciate
that our efforts are recognized by the TECO Award. It lets
us mor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Dreams of Immigrant
Women, the Future of Taiwan.” What we want to thank

more is the enlightening brought to us by the tough lives of
these new immigrant sisters; their solid breath, sweat and
hands as rough as the bark of trees have make us see the history; we would like to
learn the braveness of these sisters and join them in writing history.

2007 年 9 月 30 日國際記者會聲援反財力證明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TECO Award can be given to
encourage new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m/migrants, so that the entire Taiwan
society can hear their voice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s globalization intensiﬁes, cross-border movement becomes more frequent;
among them,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phenomena is the movement of poorer
women from the third world country to the richer country through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such a way, those women can ﬁnd outlet in their lives. In later 1980s
in Taiwa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emales immigrate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marriage into Taiwan. These marriage migrant women
have to face with all kinds of bad adaptation to daily lif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unfair treatment from the laws and system.
Long before th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se marriage
migrant women, Hsiao-Chuan Hsia had seen the isolated situation of these “foreign
brides” that are neglected by the mainstream, and Hsiao-Chuan Hsia had decided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job of accompanying them.
In 1995, the ﬁrst “Chinese Literacy Class for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was founded, where th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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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serves as the media through which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can gradually speak up for
themselves, further form an organization to strive
for their own rights, and become active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eties. After eight years
of grassroots empowering, “TransAsia Sisters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Association, Taiwan” (TASAT) wasfinally founded at the end of year 2003. In

the same year, Hsiao-Chuan Hsia had further organized som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concerned about immigrant issues to form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for Immigrants and Migrants” (AHRLIM) to strive
further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Hsiao-Chuan Hsia is thus an important
advocate and promoter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in Taiwan.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siao-Chuan Hsi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ad devoted herself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Through the founding and efforts of
TASAT and AHRLIM, the situation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had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Hsiao-Chuan Hsia had also promoted im/migrant studies.
(1) Organizing and empowerment: Through practical
programs such as Chinese and parental education
as well through the use of active workshop method,
comfortable and interactive dialogue space is created

1995 年 7 月 30 日全國第一個【外籍新娘識字班】
開課典禮合照

to encourage new immigrant women to share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to
gradually build up their conﬁdence; meanwhile, these new immigrant women
develop collective relationship and gradually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public issues. In addition, these immigrant women are trained to become

lecturers of Southeast Asia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o that they can share their immigration experiences all over Taiwan
and offer courses to educate Taiwanese the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ideas of multiculturalism. These new immigrant
women can, on the one hand, become more conﬁd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learner” to the role of “teacher”, and few lecture fee can also
slightly improve thei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on; in the mean time,
their sharing and lectures had also changed the stereotype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aiwan’s society, and Taiwan is nourished with more multiculturalism.

(2) Publ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hostile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these

sisters, in addition to seizing all kinds of opportunities to arrange immigrant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eminars and lectures

and to receive the interviews from media,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munities are
enhanced and the immigrant women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writings and paintings.
In 2005, Hsiao-Chuan Hsia had combined

the writings and paintings from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into a book titled “Don’t
Call Me Foreign Bride”, which is a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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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collectively accomplished by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through this work, more Taiwan’s people can “see” the voices from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3) Advocacy for laws and policies: New immigrant women face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laws and policies. Hsiao-Chuan Hsia together with

AHRLIM have advocated reforms of,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Meanwhile, they have pushed

for amendmen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regarding the
immigration policy, namely, the Immigration Act and the
Statut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which were passed
培訓南洋姊妹成為東南亞文化講師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November 2007 and June 2009

respectively,. These amendments have signiﬁcantly improved the situation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4) International link: The phenomenon of Im/migrants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link of im/migrant organizations help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n related

issues, as well as further advocate the human right of im/migrants. Hsiao-Chuan
Hsia had helped TASAT, AHRLIM and its member organizations to get linked
with im/migrant organiz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with international network
meanwhile, s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ing of two international network,

namely, 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
(AMM ♀ R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 (IMA).

(5)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let Taiwan’s society understand the issues

regarding im/migrants, since the start of her dissertation in 1994, Hsiao-Chuan
Hsia had continuously conducted related researches and published many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in several journals, and
some of the papers are translated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 of immigrants in Korea
and Japan into Korean and Japanese. Some major
publications of Hsiao-Chuan Hsia include “Drifting

Ashore: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under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Unquiet Migration”
and “Transborder and Diaspora: Immigra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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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under Globaliz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o continue the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Via various
media such as writings, ﬁlms and theaters, to create social space for im/migrants
to speak out and change laws and policies on im/migrants, and to fulﬁll the goals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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