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越南勞動輸出制度研析及其對台灣外勞管理的政策意
涵 *考察報告 

張書銘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外勞逃逸現象 

 當前我國外籍勞工人數約為 45 萬，99%來自東南亞地區

的印尼、越南、泰國和菲律賓四國。1 但，行蹤不明且仍滯

留在台的外勞人數將近 4 萬人，其中以越南籍的人數和比例

居首位，共計有 18,335 人占逃逸外勞總數的 47.96%；其次

是印尼，共計 16,573 人占 43.34%。2 新聞媒體習慣稱這群人

為「逃逸外勞」或政府部門亦稱其為「落跑外勞」。3 令人費

解的是，這群外籍勞工離鄉背井來台工作，甚至有些人還沒

賺到錢就已經預先支付一筆高額仲介費用，在還未實現淘金

夢之前為何要逃？ 

 我國的外籍勞工制度屬於客工（guest worker）制度，在

移民制度設計上有別於高階白領技術移民，是所謂的低階藍

領勞動移工。客工制度限制外勞的工作地點、工作時間，甚

至是工資水準，客工制度既管量（外勞數量）又管價（給付

                                                      
* 本文於越南田野調查期間，承蒙台北論壇「政策創新研究獎勵」資助，特此致謝。 
1 我國政府與民眾習慣上稱呼來台工作的外國藍領工人為「外籍勞工」或簡稱「外勞」（alien 
worker），英文 alien 原意雖為外國的，但也帶有非同類者（非我族類）的意思；筆者以為稱其為

「遷移工人」或簡稱「移工」（migrant worker），用語較為中性。在行文上，囿於習慣稱謂有時

稱其為外勞，分析過程中也稱其為移工，指涉的是同一群人。截至 2013 年 4 月底，我國外勞人

數合計為 454,171 人。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外勞業務統計，外勞人數。

http://www.evta.gov.tw/files/57/722089.csv，2013 年 5 月 21 日下載。 
2 統計時間截至 2012 年 3 月底，行蹤不明外勞人數為 38,230 人。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行蹤不明外勞人數統計表。

http://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Attachment/342515194593.xls，2013 年 5 月 21 日下載。 
3
〈落跑外勞現形 移民署行動指紋機建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08872&ctNode=29710&mp=1，2013 年 5 月 24 日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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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的工資價格），為此增加政府外勞管理上的負擔。4 而目

前我國外勞管理政策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為「逃逸」現象，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公布的《101 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

用調查》報告中指出，有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之事業單位，認

為行蹤不明原因以「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居首占 58.4%；
其次為「聘僱其即將屆滿」占 30.1%；「希望獲得較高待遇」

居第三占 22.4%。5  

而我國勞委會調查報告中所顯示移工逃逸的前三位原因

只是表象，其背後的主要原因都指向「現有的工資無法滿足

其所需」。以越南籍移工為例，移工來台之前，都要向銀行、

親戚、朋友、高利貸借錢，或必須抵押房屋借款以支付鉅額

的仲介費，因而清償欠款成為來台後首要之務，若是既有工

作無法滿足其經濟需求，逃跑遂成為另謀出路的選擇。此外，

工作條件惡劣、同工不同酬與歧視等不友善的對待，其實都

是造成移工逃跑的因素。6  

 

二、研究架構 

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正在發生的外勞逃逸現象呢？首先，

人的移動是一種包含移出國和移入國兩國之間的跨國「遷移

過程」（migratory process），遷移工人也不例外。進而言之，

研究在台移工逃逸現象的同時，必須同時關照移出國的勞動

輸出政策。為此，此次田野調查（2013 年 8 月 2 日至 2013
年 9 月 18 日）即以越南國家的勞動輸出制度作為主要觀察

對象，進一步討論其制度對我國現行外勞管理政策的可能意

涵。本文研究架構，請參考下圖一。 

                                                      
4 詹火生（2010）健全外勞管理機制減少外勞問題。國政分析：社會(析) 099-020 號。

http://www.npf.org.tw/post/3/8450，2013 年 3 月 24 日下載。 
5 101 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http://www.evta.gov.tw/files/61/101 年外勞調查提要分析.pdf，
2013 年 4 月 15 日下載。 
6 武黎全科（2013）為何在台灣的外籍勞工逃跑？以越南籍勞工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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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示意圖】 

 

此行越南田野考察的對象，主要為勞動輸出制度的國家

法令和勞動出口公司二者。因為，法令規範是國家政策的直

接表現，透過各種法令可以清楚看到國家政策的形成和運作。

再者，越南的勞動出口公司多數為國營企業，並負有培訓移

工的任務，是橋接國家和移工個人重要的制度安排。 

 

三、越南勞動輸出制度 

其實，越南的勞動輸出並非是新近的現象，早在 1980 年

代越南政府已將勞工輸出到東歐和前蘇聯集團國家，並用來

支付其債務。東歐和前蘇聯集團解體後，越南政府實行革新

（đổi mới）政策，7 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越南進入國際

                                                      
7 越南語đổi mới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革新」，這是越南共產黨對其國家的經濟改革和創新的稱謂，

這一稱謂首次是在 1986 年越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並在 1992 年和 2001 年的越南憲法中

得到重申。革新政策包括從中央計畫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Kinh tế thị trường định 

法令規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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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東亞勞工市場可以說較晚。作為一個勞工輸出國家，越南

在東亞地區算是比較貧窮的國家，被認為具有充沛勞動力以

及因為歷史上戰爭所帶來的勞動遷移壓力。隨著國際勞工的

需求拉力加上剩餘勞動力的供給推力，越南政府允許勞動出

口企業在勞動輸出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除了可以解決大

量失業人口問題外，也可增加強勢貨幣（hard-currency）的

匯款流入和國家稅收。8 以下，就分項討論越南勞動輸出制

度中的國家法令和勞動出口公司。 

 

（一）國家法令 

越南《勞動法》（LUẬT Lao Động）是越南規範所有勞動

行為的基本法，依據 2006 年修改後最新法規，第 10 條第 1
項載明：「國家透過法律手段對人力資源和勞動進行統一管

理，制訂政策、發展和分配人力，發展使用勞動和介紹就業

的多種形式。」以及第 134 條第 1 項：「國家鼓勵企業、機

關、組織和個人依越南法律、所在國法律及和越南締結或參

加國際條約的規定尋找、擴大勞動市場，為越南勞動者創造

出國就業機會。」《勞動法》亦明訂主管海外移工的機構為

勞動、榮軍和社會部（Ministry of Labour, War Invalid and 
Social Affairs，簡稱 MOLISA），按勞動、榮軍和社會部組織

法，下轄有兩個專責海外移工事務的單位：海外勞動局

（Department of Overseas Labour，簡稱 DOLAB）和海外勞

動管理委員會（Management Boards of Overseas Labour）。 
                                                                                                                                                        
hướng xã hội chủ nghĩa，英文意為 market economy under socialist direction），一般理解為市場社

會主義（market socialist）。與東歐改革不同的是，越南革新政策避免激進改革方式，強調改革的

漸進性和政治的穩定性，強調經濟結構調整優先於私有化，革新政策的目標是向地方分權和全球

開放市場 Duong（2011：53）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novation (Doi Moi) in Vietnam. 
Pp-49-75 in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edited by Liang Fook Lye, 
Wilhelm Hofmeister. Singapore and Taipei: World Scientific。 
8 Hardy, Andrew（2002）From a Floating World: Emigration to Europe from Post-war Vietna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 463-484. Dang, Nguyen Anh（2008）Labour Migration from Viet Nam: 
Issue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http://www.ilo.org/asia/whatwedo/publications/WCMS_099172/lang--en/index.htm. 2011年12月19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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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為了因應日漸增多因勞動出口所產生的問題，9 
2006 年 11 月 29 日越南在第十一屆國會第十次會議上通過了

《越南契約勞動者出國工作法及施行細則》（LUẬT Người lao 
động Việt Nam đi làm việc ở nước ngoài theo hợp đồng），並於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此法規定了契約勞工出國工作的活

動、權利與義務；各有關企業、組織和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其中，第 5 條「國家的勞動輸出政策」規定：第 1 項，為越

南公民具備出國務工的條件創造便利條件。第 2 項，保護出

國勞工和勞動輸出企事業單位的合法權益。第 3 項，幫助投

資開發新的勞動輸出市場、高收入市場和可接受大量勞動輸

出的市場；幫助培訓管理幹部及向勞工傳授技能和外語知識。

第 4 項，對勞動輸出的相關社會政策實行優惠貸款政策。第

5 項，鼓勵輸出大量有關專業知識、技術工人前往高收入行

業工作；鼓勵出國勞工在企業、組織或個人承包並在國外投

資成立的各項工程、項目和生產經營單位工作。《越南契約

勞動者出國務工法及施行細則》所規範行為主體主要有兩類：

「勞動輸出企業和事業單位」以及「移工」。有關勞動輸出

企業和事業單位部分，明訂其獲取經營勞動輸出許可證的條

件、方式、經營等，對仲介費、服務費、保證金和權利義務

均有詳細規範。移工部分則詳列其各種權利義務，像是繳納

海外移工基金、支付仲介費、服務費、強制培訓、提供優惠

貸款、安全保險等；甚至移工在回國後，勞動、榮軍和社會

部負有輔導就業的責任（第 59 條）以及提供創業優惠貸款

（第 60 條）。 

 上述法令的重點即在明確規範勞動出口市場活動，除了

                                                      
9 在法令規範不甚完備的情況下，時常發生假借介紹前往外國工作名義的詐騙事件。例如 2005
年 5 月 11 日越南勞動報（Báo Người Lao Động）報導：「張某（台灣人）因欺騙、奪占財產之罪，

剛被河內人民法院判處 15 年有期徒刑。張某利用河內教育指導與勞動供應培訓中心的名義，以

偽造的台灣勞工委員會的選工許可執照，抵達越南，藉口招收勞工出口勞動到台灣與日本工作，

獲取了 81000 元美金與約 8000 萬元越盾的不法所得。」資料引自：Xử phạt 15 năm tù cho tội lừa 
đảo đưa người đi XKLĐ，Bản quyền thuộc về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http://www.molisa.gov.vn/news/detail2/tabid/371/newsid/43584/seo/Xu-phat-15-nam-tu-cho-toi-lua
-dao-dua-nguoi-di-XKLD /language/vi-VN/Default.aspx，2013 年 8 月 24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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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之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勞動出

口政策更負有社會發展意涵。總理府在 2009 年 4 月 29 日頒

佈了第 71/2009/QD-TTg 號決議（Phê duyệt Đề án Hỗ trợ các 
huyện nghèo đẩy mạnh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góp phần giảm 
nghèo bền vững giai đoạn 2009-2020），旨在 2009-2020 年大力

推行貧窮地區勞動出口的數量和質量，透過創造就業機會、

增加勞動者收入藉以達到消除貧窮的目標。在 2011-2015 年

階段，預計輸出貧窮地區 5 萬名勞工到海外工作，其中約有

90%屬於清寒和少數民族家戶，80%必須經過職業訓練，此

舉有助於減少 45,000 貧窮家戶（約佔全國貧窮地區家戶的

15.6%）。 

 

（二）勞動出口公司 

台灣習慣上所稱的外勞仲介公司，在越南一般稱為勞動

出口公司（Công ty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目前約有 170 幾家

領有執照的合法公司，超過半數集中在首都河內，約有 50
幾家公司受台灣勞委會審核認可經營台越間勞動仲介業務。

雖然國營企業在革新政策後積極股份化鼓勵民間資本投資，

或讓國營企業員工認股，但多數國營企業股份仍掌握在國家

機關手中。不論是革新之前還是革新之後，「黨負責領導、

國家進行管理、人民是主人」（Đảng lãnh đạo, Nhà nước quản 
lý, nhân dân làm chủ）的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10 在
2001 年越南共產黨第九屆黨代表大會上，正式採取「社會主

義定向市場經濟」用語之前，越共的領導層將越南應發展的

經濟體系定義為「定向社會主義，在國家的管理下，按照市

場機制運行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體系」，一再強調「國家

的管理」這一要素。11  

因此，各政府部門機關在革新政策後紛紛投資設立相關
                                                      
10 「黨負責領導、國家進行管理、人民是主人」的概念，明確的寫在 1992 年憲法的前言。 
11 白石昌也（2006：1-3）越南：政治、經濟制度研究（ベトナムの国家機構）。雲南：雲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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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例如此行所拜訪的勞動出口公司 CTM Trading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就是越南國家建設部（Bộ Xây dựng）
所投資成立的控股公司 Constrexim Holdings（Tổng công ty Cổ 
phần Đầu tư Xây dựng & Thương mại Việt Nam）管轄下的勞動

出口部門。更甚者是，主管勞動出口業務的政府部門（勞動、

榮軍和社會部），也有自己的勞動出口公司（Công ty TNHH 
MTV Cung ứng nhân lực Quốc tế và Thương mại，簡稱

SONA）。 

此行田野調查也拜會越南勞動出口協會（Hiệp hội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Việt Nam），該協會乃是在勞動、榮軍和社會部

建議下，正式成立於 2004 年，組織會員為各勞動出口公司，

其目的在協調和聯繫各勞動出口公司，促進勞動出口活動，

並受勞動、榮軍和社會部的監督與管理。協會設有主席和各

委員會，這些幹部多曾任職於政府相關主管部門或是現任勞

動出口公司負責人。也就是說，越南的勞動出口公司性質不

同於台灣的外勞仲介公司，這些國營企業握有勞動出口公司

多數股份，其本質是「國家管理的一環」。國家（黨和政府）

藉由勞動出口協會進一步監督和管理各個公司，甚至許多的

法令和政策都是由勞動出口公司直接面對移工，解說與辦理

出國所需的一切業務；此外，幾乎所有公司都具有訓練移工

的功能。 

移工的培訓課程，其主要目標有二：一是灌輸移工有關

越南法律和接受國法律、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工作型態等

必要知識，使其儘快適應國外生活和工作條件。二是讓移工

養成依法生活和行事的習慣，自動自發地遵守勞動法律和紀

律；為提高越南移工在國際市場上的質量和信譽做出貢獻。

目前我們可以從得知具體的培訓課程大綱及時數，請參考下

表一。12  

                                                      
12 資料引自勞動、榮軍和社會部部長於 2007 年 7 月 18 日所頒佈第 18/2007/QD-BLDTBXH 號議定

（Quyết định 18/2007/QĐ-BLĐTBXH）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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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移工培訓課程大綱及時數表】 
序

號 
內    容 

理

論 
實

習 
總時

數 
1 民族傳統和文化 4  4 

2 
有關越南和接受國勞動法

律、刑事、民事、行政法

率的基本內容 
12  12 

3 
企業單位、對外投資組織

和個人與移工簽訂契約的

內容 
8  8 

4 
勞動紀律、勞動安全和勞

動衛生 
8 8 16 

5 接受國的風俗習慣和文化 4 4 8 
6 勞動和生活中的處事方法 8  8 

7 
交通工具的使用、購物、

日常生活用具的使用 
4 4 8 

8 
海外生活期間需要注意與

防範的問題 
6  6 

9 期末複習和測驗 4  4 
 合計 58 16 74 

為了確保移工培訓能夠落實，第 18/2007/QD-BLDTBXH
號議定規定所有有關派遣移工的企業、事業單位、對外投資

組織和個人都有責任遵守和執行此決議，詳細規定勞動輸出

機構在培訓課程中必須善盡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那這

些移工培訓課程又代表了什麼？從國家的第 22/2008/NQ-CP
號決議所揭示，強調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主

要任務第 5 條第 3 項指出：「培訓」，旨在輸出高素質的勞動

前往海外工作，確保海外移工的利益；其更高的政策目標是

為改善國內勞動市場制度（最直接的就是減少失業率）、提

高勞動價格（薪資）、健全市場安全（勞動條件）機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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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的人力資源代表著較高的勞動價格，因此希望透過移工

培訓課程增加人力資源，爭取國際勞動市場的青睞。 

 從勞動出口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來看，我們可以將之定位

為越南勞動輸出政策中「國家管理的一環」，舉凡移工招募、

培訓、契約訂定與執行，直到移工完成勞動契約返國後，勞

動出口公司的工作才算真正結束。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思

考越南勞動出口公司的重要角色，以及它們在勞務輸出過程

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四、對台灣外勞管理的政策意涵 

越南移工的遷移過程（migratory process）是構築在移出

國越南和移入國台灣之間的國家政策（巨觀）和個人行動（微

觀）的互動基礎上。這不僅反映了研究者的學術關懷，也是

透過研究移工現象進而理解台灣社會議題的重要途徑。有如

Robert Merton所說的「策略性研究素材」（strategic research 
materials）概念，發展移民社會學作為理解台灣社會的其他

重要面向。13 此行田野考察，我將重點放在越南的勞動輸出

制度層面，在理解越南的勞動輸出政策之後，深入思考我國

政策可以在移工入境前採取哪些措施，或者是透過哪些重要

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外勞管理政策。 

目前，我國和馬來西亞、南韓、日本為越南移工輸出的

主要國家，越南移工逃逸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日、馬、韓

三國同樣為此問題感到困擾，並與越南政府進行溝通協調。

我國現行仍凍結越南籍家庭幫傭的引進；韓國則是採取非技

術類移工全面凍結政策，並要求越南政府拿出對策改善現況。

為此，越南政府提高輸出到韓國的移工的保證金金額，從

2013 年 8 月 21 日起試行五年，每名移工必須在出國前繳交

十億越盾（相當於台幣 15 萬元）保證金，作為防範移工逃

                                                      
13 曾嬿芬（2007）研究移住/居台灣：社會學研究現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6：7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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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的發生。14 據對台輸出勞動的出口公司表示，赴台移工的

現行作法是繳交一千美金以下的保證金，並需要房屋所有權

狀的認證。保證金的用意在於移工逃逸後，用於賠償台灣雇

主因逃逸所產生的缺工損失；房屋所有權狀也只是為了確認

移工的戶籍地與資產證明，在防範逃逸上是沒有任何作用

的。 

根據勞動出口協會副主席表示，逃逸現象的發生原因很

多，但若站在越南政府的角度來看，可以歸納成為三個重要

因素：（1）培訓不確實；（2）費用不透明；（3）返越後，沒

有更好出路。在此，我想針對前面兩點提出些許想法，以日

本為例，現行法令雖然沒有開放引進非技術移工，但仍有所

謂的「研修生」制度，勞動性質上就是我國所謂的外勞。在

日本的越南移工逃逸比例曾高達 10%，後來日越兩國協議採

取較為嚴格的培訓時程（4-6 個月），且通過語言和技能測驗

才能赴日工作，逃逸比例降低到現在的 1%以下。 

至於，費用不透明，這點一直是台灣仲介業者被人詬病

的問題；不過，我們也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台灣仲介業者。

借鏡南韓和日本，兩國與越南的雙邊勞動協議都是由政府或

官方支持的機構負責，例如南韓針對赴韓的移工測驗，就是

與當地省政府聯合舉行筆試和放榜作業；反觀我國則是把引

進移工作業交由民間業者主導。越南政府針對國內勞動出口

公司所收取的服務費列有明文規定，但它無法規範台灣仲介

業者，而台灣勞委會並沒有建議收取費用的項目或數額。像

越方表示日本仲介勞務的收費公開透明，從出口公司到移工

個人都清楚各項收費名目，而台灣收取費用則很模糊，又越

南移工輸出所繳交給台灣的仲介費又比泰國、菲律賓移工多，

這是為什麼？究其原因，可能是泰、菲兩國在勞動輸出政策

上介入較深的緣故。 
                                                      
14 Lao động sang Hàn Quốc phải ký quỹ 100 triệu đồng，Ngân hàng Chính sách xã hội。
http://vbsp.org.vn/lao-dong-sang-han-quoc-phai-ky-quy-100-trieu-dong.html，2013 年 8 月 23 日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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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透過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可以進一步健全我國現行

的外勞引進政策，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在勞委會內部成立

專責單位，完善管理國內仲介公司，強化雇主的聘僱責任，

保障移工的勞動人權，並與越南海外勞動局積極合作開展國

與國的雙邊協商。其次，越南礙於移入國的壓力所採取的提

高保證金作法，只會加深這些想要出國工作移工的不利處境，

有可能為了出國而去借貸更多的錢。反而是越南政府一再強

調地移工培訓課程的重要性，這一重點也是我國目前在外勞

管理政策可以著墨之處。 

移工的語言和技能訓練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也

是增加移工人力資本的最佳途徑，語言的學習不僅只是專業

術語，通常也涵蓋了日常生活的實作與觀念。透過學習語言

可以促進來台後與台灣雇主或管理階層的溝通，避免因陌生

（文化差異）所產生的外部成本；技能訓練除了專業知識外，

其實也是熟悉工廠生產環境的教育訓練。亦即，移工的語言

和技能培訓，也是一套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篩選機制，能夠

通過測驗出國工作者，當然會比其他無法通過測驗者更能適

應國外的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因此：（1）成立專責單位負責

整合與規劃現有外勞引進與管理業務；倘若窒礙難行，或許

（2）透過延長培訓時程和實施測驗的方式，應該是有助於

改善在台移工逃逸現象的可行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