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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雄

阮 文 雄

先生
PETER NGUYEN

52 歲（1958 年 11 月）

r 學 歷：
Master of Theology, Sydney College of Divinity

r 曾 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聖家堂及啟智中心 主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希望職工中心 主任

r 現 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八德聖母聖天堂本堂 神父
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主任

透過教育與干預
賦予弱勢群眾力量

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委
族群和諧基金會 委員

評審評語
長期致力於解決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的困境，協助陷入絕望或受
到非人道對待的新移民，其民胞物與的精神，對於促進台灣建立
公平正義的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響。

得獎感言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成立「東元獎」
，肯定與鼓勵本人的奉
獻，突顯基金會重視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弊病，揭露主
流媒體甚少報導的議題，追求社會進步的理念。
頒發「東元獎」，也代表
社會大眾肯定本人的奉獻，重
視新移民及移工議題。對於新
移民及移工，不可只是看成牟
利的工具，而應該以「人」的
角度審視，以建立更公平合理
神父與越南漁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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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消弭剝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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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心 採訪整理

為移工移民帶來希望和信心
「人來到這世界，是為了服務他人，不是被他人服務！」祖籍越南的阮文
雄神父，生於憂患，也長於憂患，好不容易神學院畢業晉鐸為神父，他歷經
各種服務及職務，最後依然選擇充滿憂患的越籍移工、移民人權奔走事務，
因而曾被誣陷「藉機斂財」，說他是「人權騙子」，甚至吃上官司，人身安全也
備受威脅……

成長 童年充滿憂患不安
個子不高、身材中等的阮文雄，出生於西貢東
北部的平綏省（Binh tuy）的一個捕漁人家。1979 年，
越南赤化 4 年後，21 歲的阮文雄，為了呼吸自由的空
氣，搭乘小船冒著生命危險逃出越南，在海上漂流了
36 小時，幸運的被挪威籍貨輪救起，送到日本聯合
國難民營安置。

參與聯合國於南非反人口販運

阮文雄原本打算向挪威申請難民庇護，後來聽從一位天主教聖高隆會神
父的建議，決定透過修會申請前往澳洲就讀神學院。「從小，我就嚮往當神
父！」幼時家境並不富裕的阮文雄，家族的長輩、五個姐妹和 2 位兄弟中，
並沒有任何人從事神職工作，但爸爸久病去逝後，阮文雄很早就跟著負擔全
家家計的媽媽信奉天主教。除了接受母親的信仰，阮文雄曾聽媽媽談及阿公
過去十分樂善好施，經常幫助不幸的人，內心充滿孺慕之情。阮文雄更十分
欽佩義大利阿西西城的聖方濟各教堂的助人義風，經常偷取家中的食物送給
窮人。
當時，越南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著，年輕的阮文雄，加入教會一個年
輕人的社團，經常探訪老人、貧窮、受傷的人，也時常目睹死亡和受傷的畫
面，心中忍不住浮現一個問號：「人出生在這世界，除了長大、成家、立業、
生病、死亡……，還有沒有另一種選擇？」
為了尋求更有意義的人生，阮文雄立志日後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心中也
隱隱浮現奉獻宗教的情懷。在日本難民營居住三年期間，阮文雄加入聖高隆
邦外方傳教會，並從事各種勞力工作，包括公路修理工、穴道挖掘工、鋼鐵
廠工人和挖墓工人，在心中埋下日後為外籍勞工爭取基本人權的種子。
「我們辛苦埋葬屍體，一天的工資，比
不上白種人教英文一小時的報酬。」阮文
雄對國籍、階級、語言、性別等隔閡造成
的不平等，懷有深刻體會，對努力工作還
被雇主責打、欺騙、欺侮、剝削薪資等情
事，更是內心難過得忿忿不平。
阮文雄順利獲得澳洲難民庇護後，在
雪梨神學院讀了九年書，期間，曾被派到

反奴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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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習兩年。之後回到雪梨繼續完成最後一年學業，1991 年正式晉鐸為神
父，並志願選擇到台灣傳教。
初次抵台時，阮文雄被派到新竹的客家莊從事多重障礙者的服務，只會
講英語、越語的他，花了一年多學中文，之後被派到一個智障中心，幫忙照
顧多重障礙的小朋友。阮文雄坦言，當時會選擇來台灣，是覺得「台灣需要
我，我也需要台灣」。阮文雄先被派去協助一位潘神父，每天在公園、地下
道、陰暗角落陪伴街頭遊民，三個月後，又到天主教修女會的關渡中途之家
幫忙照顧孤兒，半年後，他轉到中和遊民收容所幫忙。
大約有兩年多的時間，住在泰山的阮文雄，一周六天，每天早上先到輔
大上中文課，接著搭一個多小時的車經板橋轉車到中和，去幫遊民修指甲、
擦皮膚藥、處理傷口、陪他們洗澡、清潔居住環境，安撫遊民不安情緒，冬
天為他們加厚衣，陪他們去散步，有時也一起唱唱歌……，試著打開這些人
關閉已久的心門，也替他們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權益。「當時還沒有健保，所以
有時還得幫他們針炙！」
「這些工作雖然和神父的職務無關，也不
需要做彌撒，但我在這裡真的學習了很多，
除了必須重新學台語，更重要的，是我學到
真正的『服務精神』。」原來，長久以來，阮
文雄也不免懷疑自己：每天這樣早早出門，
半夜才到家，究竟有沒有意義？
有一天，當阮文雄滿身大汗趕到收容
所，在走過房舍前面時，發現遊民們很興奮
的拍著手，有些本來坐著的還刻意站起來，

反歧視遊行

臉上滿是期待的表情，阮文雄心裡突然醒
悟，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為，的確能為弱勢的人帶來希望和信心，而這也正是
阮文雄追求的生活意義。
之後，阮文雄陸續在竹南的聖加啟智中心、中壢的希望職工中心、苗
栗南庄，服務來自泰國、菲律賓以及越南、印尼的教友，為他們各自成立社
團。2003 年，阮神父成為本堂神父，成立了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
心，旗下有一百多位神父和修女，幫忙聖保祿醫院推動福傳工作。

歷程 感嘆移工命運多蹇
曾是難民的阮文雄，早在以修士身分來台實習時，就陸陸續續耳聞一些
外籍移工遭雇主不當對待的情事，很多修士和神父，知道阮文雄特別具有公
平、正義的特質，便主動告訴他：嘉義有一家紡織工廠，以交換生名義引進
二十幾位越南實習學生，但實際上根本就是勞力剝削。阮文雄獲知後，特別
跑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知道雇主貪圖廉價勞力規避法律（當時最低工資是
時薪 65 元，但這些學生每小時只能拿 18 元台弊），便跑去找雇主交涉，同時
到勞委會陳情，質問：「既然現在中華民國法律還不能合法引進外籍勞工，那
麼這種情形又算什麼？」提醒勞委會注意移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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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高隆邦會派阮文雄至中壢擔任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主任，
他心酸的發現，外勞受到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比預期多了很多！而施暴者
除了雇主，還包括工廠主管、仲介。此外，勞力剝削、妨礙自由、人身傷
害……，各種不人道的對待，也時有所聞。
2003 年在新竹擔任本堂神父時，我的教堂向勞委會登記成為『越南人庇

護中心』，開始收容無家可歸的越南人。」原來，台灣從 1992 年起，越籍配偶
比例劇增（占外籍配偶六成以上），家暴案件也隨之增加；1999 年，勞委會開
放外籍勞工來台，原本頂多僅安置兩、三個人的越南
人庇護中心，一下子個案變多了。
阮文雄發現，一些被雇主性侵、虐待的移工，或
在婚姻中被家暴的東南亞籍配偶，幾乎求助無門，走
投無路。為了專心解決越南移工、移民的困難，阮文
雄聯繫『希望職工中心』的社工，接手泰籍移工、斯里
蘭卡漁工……等問題。

文化交流

2004 年，徵得修會的同意，阮文雄成立一個「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專

門為越南移工及配偶服務。「在那之前，平均每天要接 30 通電話，兩年就累
積了 2000 多個案例，在資源有限、人手不足下，真的很辛苦。」

印象最深的，就是台南爆發一起洪性父子三年間性侵多位外勞的案件─
在此之前，阮神父早就聽過這對父子惡名昭彰的事跡，卻苦無證據可以採取
行動。
2005 年四月，阮神父接到一通電話，打電話的越南女子，啜泣著訴說
她和另一女子，一個被打、一個被性侵，結果她們報警後，卻被安置在另一
個仲介公司，四周全是不認識的男人，她們非常害怕，想趕快到阮神父的辦
公室。
阮神父想也沒想，就要她們來了。結果這兩位越南女孩，包了一輛計程
車，從台南縣坐到中壢，阮神父一共替她們付了 5000 多元車資。聽完兩位
女孩的陳述，阮文雄十分震驚，卻不知該如何著手替這兩位女孩伸張應有的
權利。

神父與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同仁合照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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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的證據全被湮沒了，就算有外傷，頂多也只是不痛不癢的傷害罪而
已，該怎麼辦呢？」正當阮文雄束手無策之際，隔天中午，又接到另一通類
似的電話，是一位台灣女子代替一位正在哭泣的越南女孩打來的。
阮神父直覺認為：這兩件事，應該有關聯。進一步了解，才發現事情比
想像中嚴重。「後來統計發現，光是願意站出來指認的，就有 37 位，加上不
願站出來的，總數超過 50 人。」阮文雄發現，由於員警的錯誤心態，一旦事
情鬧開，就隨便找個理由就把外籍勞工遣返回去，讓許多唯恐被遣返的越南
女子，只得忍氣吞聲接受不合理的待遇。
義憤填膺的阮神父，密切追查此案，發現早就有人到警察局、地方勞工
局檢舉洪姓仲介的惡劣行逕，但有關單位不是不處理，就是把兩造雙方叫到
警察局當面質問，嚇得外勞什麼話都不敢講，事
情只好不了了之。
「這種辦案方式，非常不專業，也非常不人
道。」阮神父說，外籍勞工語言上先天吃虧，加
上當初來台前可能借貸了 5000 至 8000 美金付給
仲介，不但害怕因此被遺返，無端欠下一大筆債
務，更怕被越南家鄉的丈夫及家人知道發生這種
事，怎敢當面與加害人對質或再度掀開瘡疤？因
此不論被性侵或虐打，都只能忍氣吞聲吃悶虧。
雖然案情看似陷於膠著，但另一方面，像滾

協助成立桃園越南婦女協進會

雪球般的，知道阮神父大名的人愈來愈多了，前
前後後，大約有三十七位越籍勞工，願意站出來說明她們受害經過，並出面
指認加害者，最後，阮神父的庇護中心一共安置了十幾位越籍移工。
「這個案子真的牽址太大了，大到我幾乎快承受不了！」阮文雄坦言，有
部分監護工遭遣送出境後寫信給他，控訴這個洪姓仲介在家中性侵她們，卻
在 3、4 個月後編造各種理由，讓雇主解雇她們並遣送出境。
這時候，洪氏父子漸漸知道阮神父是「玩真的」，態度開始軟化，企圖和
外勞和解。「對於是不是要和解，我完全尊重當事人，但如果以被委任處理案
件的立場，我是不會輕易善罷干休的。」阮神父坦言，洪氏父子在電話中常對
他出言不遜，語帶威脅，他不是完全沒有顧忌，晚上也儘量不要出門，但只
要一看到受害勞工的臉，他又堅強的告
訴自己：「我要堅持下去。」
2004 年，中華民國法律扶助基金
會正式成立，阮神父去電基金會發起人
之一的林永頌會長求助，林永頌律師在
第一時間立刻給予支援，讓阮神父覺得
「德不孤，必有鄰」。不過林律師也坦
白告訴阮神父，這個案子很大，恐怕曠
日廢時，要他心裡要有準備。
反奴勞動政策

44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阮神父認為既然退無可退，於是積極參與各種大大小小的座談會和活
動，挺身護衛越勞，大聲控訴勞委會、警政署縱容仲介踐踏、迫害外勞人
權，並找到國際勞工協會聲援，猛烈批判政府「制度殺人」！
阮文雄還具體提出包括訂定合理勞動契約、
限制工時、保障最低工資、工作保留權及人身安
全……等五大訴求，為外籍勞工朋友們的權益而
抗爭和發聲。「現在，大家或許會批評這些不肖
仲介的行逕，無異是『人口販子』，但在當時，完
全像是茶壺中的風暴，就算露出冰山一角，大多
數人也不以為意。」阮神父、林永頌律師及之前
曾伸援手的賴芳玉律師，「鐵三角」陣容立刻前往

與另一位得獎人夏曉鵑教授出席聯誼會活動

台南地檢署按鈴申告。
雖然這個案子順利進入法律程序，但至今仍在訴訟程序中，尚未將加
害人繩之以法，甚至越南駐台辦事處的一名組長，亦曾向受害人施壓，希望
「大事化小」，最好這些傭工或看護工，拿到賠償金快點返鄉。「直到今天，很
多受害者一看到洪姓仲介的臉，回憶慘痛遭遇，就會嘔吐、恐懼、顫抖，甚
至當場昏倒在地，可見身心受到多麼鉅大的傷害。」
阮神父說，他不知洪姓仲介究竟是如何虐待這些越南女孩，只知洪姓仲
介每次性侵前，都會要求這些越南女孩簽「同意書」，稍有不從就痛加責打、
威脅遺返、告訴其家人，所以這些女孩要不是臉色蠟黃，就是面無血色，身
心都不健康。
且因兩邊仲介早已事先串通好，即便這些越南女孩被遣返故鄉，還是不
敢聲張此事，因此洪姓仲介才敢如此膽大妄為，而且還有源源不絕的外勞可
欺。「截至目前為止，我手邊還有 500 件相似的個案尚未妥善處理，我認為，
除非台灣政府正視它，否則外勞受虐的事
很難禁絕。」

漁工 年薪不如一條鮪魚
除此之外，阮文雄也曾深入關懷漁
工，在鮪魚季時拜訪屏東東港及宜蘭蘇
澳，發現外籍漁工的工作環境極差，終日
在海上與海浪搏鬥，每月待遇僅 150 元美
金，就算辛苦一整年，總合還不如一條 30
公斤鮪魚的售價。

心靈的服務－彌撒後與越南漁工合照

「由於兩邊仲介公司聯手剝削，就算訂定勞動契約，也無法保障漁工的
權利，真的很慘！」阮文雄觀察發現，每條船出海兩三天，都能捕到整船的
魚，但漁工的貢獻和價值卻完全被輕視。
在阮文雄全力奔走下，地方勞工機關同意出面主持協調會，但雇主堅不
讓步，因此最後達成的協議是：從此這些漁船不再引進越南漁工。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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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配 移民夢碎無家可歸
在援助外配的部分，阮神父印像最深的幾個例子是，曾接到一通很緊急
的電話，劈頭就說：「神父，快救我，我快要死了！」原來，是一位年方 19
歲，剛嫁來台灣不久的越南配偶，懷孕後先生逼她墮胎，並因此打傷她，婆
婆也加入追打的行列，最後還把她趕出去。
「和一般人娶太太不同的是，這位先生因前任妻子已生了四個孩子，所以
這家人不希望外籍配偶再生其他子女，以免家庭關係變得複雜。」阮神父很替
這位配偶哀嘆，卻拿不出辦法去干涉別人的「家務事」。
阮神父帶著這位外籍媽媽到醫院產檢，並向警方陳述家暴經過，後來又
安排這位媽媽回越南待產。後來越南當地的國際移民協會接手，照顧這位媽
媽直到順利生產，還幫她蓋了一間小房子，讓母子不虞無家可歸。
另一個個案是，有一天阮神父接到桃園療養院打來電話，請神父去看看
該院一位越籍病患。阮神父探視後發現，21 歲的越籍配偶精神狀況極不佳，
後來打電話聯絡上她在台灣的姐姐，知道她來台已生了兩個孩子，卻因婆婆
的強勢作風而吃了不少苦頭。
「這位配偶的先生智能有障礙，
大伯又不能生，於是婆婆作主替二兒
子娶了一位越南姑娘，天天逼他們看
色情書刊行房，未懷孕前甚至不讓越
南媳婦吃飯，讓這位越南女孩十分痛
苦，最後終於精神崩潰。」
阮神父與女孩在越南的娘家進一
步聯絡，爭取讓這位越南配偶到阮神
父的庇護中心修養，沒想到她婆婆先
一步出面，把這位越南媳婦帶到律師
處，強迫她在離婚協議書上蓋手印。「她在我那邊住了一個星期，精神就漸漸
恢復正常了，可見完全是壓力所致。」
婚既然離了，馬上就得面臨離境的規定，阮神父積極替這位媳婦爭取補
償金，其婆婆對阮神父很不高興，阮神父只好提醒其婆婆：「你犯了一個法─
違造文書。」婆婆態度終於軟化，同意賠償醫療費和精神補償，讓媳婦能順利
回到越南。
不過，類似的異國通婚，也有少數比較完美的結局。阮神父猶記，曾
有位越南姑娘跑到阮神父處求助時，全身被打得紅腫。阮神父深入了解後發
現，這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媳婦，因為規勸先生不要吸毒，因而被打腫了臉。
阮神父把這位先生約到辦公室，規勸他：「她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工
具，你要尊敬她、疼她，絕不能打她。」這位先生點頭如搗蒜，同意阮神父的
規勸，太太也願意再給先生一次機會。夫妻倆就回家了。
「後來我聽說這位先生果然慢慢調整個性，再也不對太太動粗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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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先生後來死於愛滋病，讓這位越南太太至今仍處於罹病
的恐慌中，得定期篩檢是否被傳染。

成就 樂見同胞重展歡顏
此次榮獲「東元」人文獎的殊榮，阮文雄猜想，應是自己多年來，認真努
力持續替弱勢發聲，為他們爭取做為一個「人」基本應有的權益，而且採用各
種有創意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所以
才會獲得評審的青睞。
阮文雄回首來時路，很慶幸自
己第一個在台灣喊出：「不善待外
勞，就是人口販運！」此外，在支
援協助移工、移民方面，阮文雄也
是開路先鋒第一人。
雖然後來在桃園創立「越南外
勞配偶辦公室」，阮文雄曾被某就

反奴勞動政策

業商業同業公會撰文指責是「人權騙子」，阮文雄並不挫折，認為這是因為公
會未經查證，純聽信會員指控之故，因此僅按鈴自訴討回公道，結果地檢署
受理後依誹謗罪起訴公會負責人。
阮文雄坦言，能在他鄉為自己同胞服務，是件很快樂的事，但有時候不
免自問：為什麼多年來，我奮鬥又奮鬥、努力再努力，這個問題依然存在？
而且，為什麼有人偏要誤解我？阮文雄在無助的時候，只能信靠天主，他深
信：這不只是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他是在與一個非常黑暗的力量對抗中。
「人口販運只是單純的性剝削，而移工和買賣婚姻案件中，則複雜及剝削
的程度，數十倍於人口販運。」阮文雄積極在各種國際場合，陳述在台灣的所
見所聞，不但獲得美國社運界認同他是一位活躍於台灣的澳大利亞越僑人權
活動家，開始關注台灣人口販運問題，深入探討台灣移工勞力剝削、買賣婚
姻等議題，美國國務院更稱阮神父為「結束今日奴隸制的英雄」。
雖然頻頻得到國外的肯定與讚嘆，令阮神父相當痛心的是，台灣政府直
到 2006 年，連續兩年被美國年度人口販運報告（TIP Report）列入國際人口販
運待觀察「黑名單」第二、第一名之後，才正視這個棘手的問題，緊急要求內
政府草擬一份「禁止人口販運」的行動計畫。
在 NGO 組織積極催生下，「人
口販運防治法」終於立法完成。「之
前，政府只打算在移民法中，加
一章『人口販運』條文，但我堅決
反對，主張一定要有專法才能解
決問題，最後是民間團體先擬妥專
法了，官方才快馬加鞭，緊急提出
新制定的法案。」阮文雄的積極態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中接受祝福

度，連政府官員也自嘆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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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係台灣人」啦！
「很多人說，我曝露的諸多黑暗面，讓台灣政府下不了台，但其實，美
國人做事怎麼可能只憑我一個澳大利亞籍越裔神父單方面說詞就相信呢？所
以事實是：美國在台協會也派了不少人在進行調
查，最後才做成這份報告的。」
阮文雄不否認，他「敢言人所不敢言，為人
所不敢為」，但他搜集到的證據中，不論台灣引進
移工、買賣婚姻，其實未必符合「人口販運」的形
式。「但不可否認的，不論移工或外籍配偶，若處
在一種『非志願選擇』的情況下，只能迫於現實拚
探訪及幫助越勞於收容所

命當奴工，以償還那數也數不清的債務，又與人

口販賣有何差異？」
雖然對移民事務經常痛下針砭，阮文雄卻一再強調：「我不是不愛台灣，
相反的，在台灣人住了超過二十年，我打從心底認為『哇係台灣人』啦。」事
實上，阮文雄在國際會議中，不斷幫台灣講話，希望國際社會看到台灣的努
力和成就。
像某次聯合國在南非舉辦大型「探討人口販運」會議，阮神父就義正詞嚴
的發言，指出像這麼正式的國際會議，為什麼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台灣的代表
參加？「台灣的民間及政府，多年來在移民、移工事務上，投注許多心力，
也有很好的成果，大會應該邀請台灣代表參加，讓各國有機會吸取台灣的經
驗。」一番話，說得幾個主要國家負責人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被越南政府列為黑名單
不怕得罪人的阮文雄神父，更因長期營救越南外勞，被越南政府列為黑
名單，對外宣稱其是叛亂份子。對於自己祖國的刻意抹黑，阮神父表示：「雖
然理解，但無法接受。」
阮文雄坦言，他的所做所為，確造成
越南政府某些經濟損失，但「營救越勞，伸
張正義」是人所當為，他無怨也無悔。「當
年我還是難民時，也曾做過權益被剝削的
外籍勞工，我真的無法坐視這種事不管。」
阮文雄認為，即便是等待遣返的勞工，在
看守所中也不能被虐待和欺侮！

坐在警察局撥 113 迫警察受理報案
「人口販運防治法雖然通過了，但如果
執法的官員，不具備願意面對和處理的誠意，徒法不足以自行。」阮文雄曾帶
外勞到警局報案，員警完全不採納受害者的說詞，他只好坐在警局撥 113，
警方才勉為其難接受報案。
此外，人口法尚未立法前，保護外籍媽媽是依靠「家庭暴力防治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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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帶著受暴妻至警察局報案，警察一看到阮神父，竟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又來了！」言下之意，是「又來找麻煩了」。在陳述寫筆錄時，警察也是一副
不以為然的態度說：「這其實也不算什麼家暴嘛，不過是一些家務事罷了，我
認識他先生呀，他應該不會打人呀。」讓人聽了十分心寒。
所幸，「人口販運防治法」通過後，現在勞委會對於移工權利轉換或
雇主權責，及關於性侵、性騷擾的保障，勞動契約的擬定，都有最基本的保
障了。
「更讓我高興的是，一位因工斷掌的阮氏深，在台灣受盡壓迫，後來備嘗
社會溫暖，回到越南考取河內大學法律系，如今已在當地擔任公益律師了。」

展望 未來有大段路要走
閒暇時喜歡畫畫、彈鋼琴、彈古典吉他、看書、散
步、打網球的阮文雄，嚴格說起來，幾乎 24 小時手機打
開，半夜也常被叫醒，幾乎沒時間好好休息，遑論享受
休閒生活。
阮神父說，目前在台灣約有 20 萬名越南人，依過去
經驗，其中大多數需要不同程度的幫助。「漁工的問題

文化交流

算是解決了，但外籍幫傭的權益問題，卻至今還沒辦法爭取到適用勞基法。」
除了爭取最低工資，阮神父還希望能替越傭爭取留職保障、工時限制……
此外，阮神父為了順利繼續在辦公室開課教中文、文化、法律、心理、
烹飪……也必須肩負起到海外巡講募款的工作。所幸，在海外的越南團體很
關心自己的同胞，所以只要阮神父獲邀到國外去演講，對方都會幫忙募款。
「目前，外勞配偶庇護中心每收容一個受虐移工或配偶，地方政府會撥些
補助個案管理費用給中心。但如果是因工作受傷的移工，就算勞工被機器輾
斷手腳，地方勞工局也不補助任何費用，因此庇護中心經費非常短缺。」這次
得到「東元」人文獎，阮神父早已決定將所得的獎金，全數用於幫助在台越南
同胞。
「在生活上，我和台灣人親如一家人，這裡的風土人情，讓我覺得『很舒
服』。但如果台灣朋友能更以『人』的角度，以同情、憐憫的心，對待越南及
東南亞的移工，我會為台灣鼓掌喝采。」

與新移工及移民野外活動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49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阮文雄

阮文雄說，雖然外勞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賺
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也需要這些勞力幫忙工
作呀，既然如此，何不以包容的心來接納他們、關心
他們？「21 世紀是合作互助的時代，不是相互剝削的
時代，所以請不要把他們當奴隸、當商品來用。」
阮神父在每天的彌撒中，不斷的祈禱神賜福給台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中專注地聆聽演講

灣這塊土地。「我不知道明天會如何，但我知道台灣
有些人和事需要我的協助，我也希望這份付出被人需

要，幫助我平安快樂的走下去，所以我一定會堅持到底。」

對東元獎的期望
希望東元基金會未來也能夠繼續尋找改變社會的人或是團體，肯
定鼓勵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幫助這些人或團體更有效率地運作，實現
理念，關心社會，改變社會，尋求社會進步。
同時，在公共媒體領域加強宣傳，使社會更深入了解得獎者的理
念與行動，喚起大眾對該議題的注意，尋求輿論力量改變社會。

成就歷程
阮文雄神父於 1979 年搭上小船逃離越南，在海上漂流三十六小時，後
得到挪威籍貨輪救助，送到日本難民營。在日本期間，開始當工人打工，修
路、挖土穴埋葬屍體、工廠當鐵工，經歷過歧視、剝削以及種種不公平的對
待。因為年輕時本身即有類似經驗，來到台灣，看到新移民及移工因為語言
不通再加上不合理的制度，遭到剝削、欺騙之事時有所聞，感同身受。阮文
雄神父於 1988 年協助越南實習生在工廠工作被剝削及虐待。於 1992 年陸續幫
忙其他國籍之勞工在台工作。於 2004 年成立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協

助越南籍勞工及新移民透過法律途徑爭取權利，並與
多個在台非政府組織合作，參與大大小小的研討會，
召開記者會發聲，促使社會大眾關注移工及新移民人
權議題，對政府機構施加壓力，要求制定更合理的法
律及政策，改善工作環境，終結人口販賣。在多個非
政府組織、立法委員及法界人士的合作下，立法院於
探訪及幫助越勞於收容所

2009 年 01 月 12 日三讀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

具體貢獻事蹟
■

參與推動訂立「人口販運防制法」。
與在台 NGO、勞工團體、立法委員串聯，舉行研討會，開記者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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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了解移工和新移民的處境，同時上街遊行呼籲政府制定相關措施
維護移工及新移民人權，「人口販運防制法」於本法於 2009/01/12 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2005 年美國國務院列為「防止人口販運英雄（Anti-Trafﬁcking
Heroes）」。
■

成立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協助在台工作之越南勞工處理相關法律問題，透過法律途徑爭取應有之權
利，同時評估個案情況，視情況需要給予收容庇護。

■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考量新移民及移工申請法律扶助時所遭
遇的困境，呈報法律扶助基金會，簡化
法律扶助申請程序，使更多弱勢移工
及新移民能夠得到法律扶助基金會的
幫助。

■

■

培力（Empowerment）越南新移民
成立桃園縣越南婦女協進會

2009 東聯會與黃會長、劉董事長及基金會謝執行長合影

Migrant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MENT）
在台移工培力網路。本團體包含 11 個在台非政府組織（NGO），合作要求
相關政府機構改善勞動政策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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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ing this award TECO recognizes my hum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This award reﬂects
the Foundation’s view of upholding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society.
■

The fact I won this award also reﬂected that Taiwan society recognized my
contributions and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should be treated as human beings,

not as commodities. It is time to establish a just system and environment
to stop exploitation and abuse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I hop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will continue to hon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at work for change in the society for a better future. To recognize their
contributions helps promote a positive morale in making their work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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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I hope the foundation will work with the public media to make
the society better understands the causes of injustice that have dehumanized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Father Nguyen Van Hung escaped by boat with 56 people from Vietnam
in 1979. He was rescued with others by a Norway cargo ship after 36 hours
on the sea. He was sent to a refugee camp in Fujisawa City, Japan. While in
Japan, he worked in many hard labor jobs with low paid salary. He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similar to many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today. He stayed
in Japan for more than 2 years. He 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early 1982. He studied to become a Catholic missionary
priest. He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Taiwan. Since arriving
in Taiwan, he has seen injustices and abus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that he once had experienced
參與聯合國於南非反人口販運
in Japan. He wants to dedicate himself to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1988, he
assisted Vietnamese trainees who were abused and exploited when working in
the factory in the south of Taiwan. In 2004, he established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Brides Offices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human rights of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brides. The ofﬁce that he has established works
closely with many NGOs in Taiwan. It advocates for the government policy
change through holding press conferences, public hearings, and protest on streets.
The objective is to stop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stop exploitation. He has
worked tirelessly to expose human trafﬁcking through labor exploitation... With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NGOs and legislators, the legislative Yuan ratiﬁed new
law on ﬁghting against human trafﬁcking on January 12th, 2009.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Formulate and ratiﬁcation of Anti Human Trafﬁcking Law
On 2005, U.S. State Department, Trafﬁcking in Persons Ofﬁce honored Father
Nguyen Van Hung as “Anti-Trafﬁcking Heroes”.
Father Nguyen Van Hung has worked with
Taiwan NGOs and international NGOs

to highlight human trafficking issues in
Taiwan. His goal is to establish a law to
protect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and

prosecute perpetrators. Thanks to the
與職災被害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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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for its hard work. The law has passed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January
12th, 2009.
■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 Brides Ofﬁce
Father Nguyen Van Hung has established and directed this Office since 2004.
This ofﬁce has 2 shelters assisting human trafﬁcking victims and victims of other
abuses. There are 10 staff working in this ofﬁce. The ofﬁce commits to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 to the victims of abuse eradicates and prevents trafficking. It
provides legal advices and assists in litigations. It empowers the victims with
knowledge to stand up together to ﬁ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

Collaboration with Legal Aid Found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are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aiwan society. They need helps. Fr. Nguyen Van
Hung has been a bridge between them and the Legal Aid
Foundation (LAF). He has informed the LAF about the
struggles and well as difficulties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are facing. Thanks to the openness
of the LAF, many marginalized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have been received helps from the LAF.

■

To empower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s to
establish Taoyuan Women’s Association.

■

Migrant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的博士農場中
栽種高麗菜

The network consists of 11 NGOs in Taiwan to work together to call on Taiwan
government to change policies to protect and uphold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跟著主耶穌的邀請「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
更豐富的生命」
（Jn 10:10）
。我決心挺身而出，對抗施加予
移民移工的種種不公不義。透過教育與干預，我賦予弱勢
群眾力量，挺身而出為自身的權利、尊嚴與人權奮鬥。
Following Jesus’ invitation, i.e., the fullness of life「I have come
so that you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Jn 10:10)
powered to go forward to creatively and determinedly respond
to those who have treated migrants with injustice and abuse. By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I empower the marginalized to stand
up to ﬁght for their rights and human dignity,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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