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1

影響⼒報告
我們為結束現代奴役所做的貢獻



我
們
的
任
務 打擊現代奴役

賦予當地⼈⼒量並提供他們就業機會 ，特別
是發展中國家受過教育的⻘年 

我
們
的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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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沒有奴役，且⼈⼈受到同等重視、尊重

並能夠蓬勃發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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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研顧問（Humanity Research Consultancy，簡稱HRC） 是⼀家提供專業供應鏈調查、訓練和
研究諮詢服務給政府、⾮政府組織和公司的社會企業。憫研顧問的⾒解以地⽅循證為基礎，使

全球各地的決策制定者有能⼒終結強迫勞動、現代奴役和⼈⼝販運等問題。 HRC連結來⾃50
多個國家的研究⼈員與專家，專⾨提供具備當地⽂化敏感度的⾒解、深⼊的實地調查和研究。

 

報告期：2019年9⽉-2021年9⽉

憫研顧問是⼀家於英國註冊的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12195368
憫研顧問版權所有

- 保留所有權利。

我們的⽀持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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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正義

合作 永續

我們致⼒於創造⼀個⼈⼈平等和

公平的世界

我們公正中⽴，努⼒確保為所有⼈伸張

正義，特別是那些最弱勢和邊緣的群體

我們是⼀家跨國諮詢公司，我們相信透

過合作的⼒量來終結現代奴役
我們致⼒於透過我們⼯作，對不同社區

產⽣據永續性且正⾯的影響

我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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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執⾏⻑的話

衡量我們的影響⼒

概覽：我們的⼯作

現代世界的奴役現象

HRC Impact Report 2019-21

與現代奴役相關的全球永續發展⽬標和指標

我們的專案和影響⼒

精選出版物

推出影⽚故事⾴

我們第⼀個⻘年研究者培訓計畫

案例研究：我們在建⽴本地和國際組織間的聯繫成果

我們的合作夥伴

全球顧問網絡的建構

顧問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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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研顧問正式在英國正式註冊

2019 年 9 ⽉

建⽴憫研顧問網站

2020 年 1 ⽉

開始與「國際勞⼯權利論壇」 (ILFR) 合
作，撰寫台灣漁業⼈權診斷報告（3 ⽉⾄
6 ⽉）

2020 年 3 ⽉

成為 ASPECT SUCCESS 加速器計畫的培
訓新創之⼀

2020 年 3 ⽉

開始與 IDS 合作，開展專案研究⼈⼝販運
倖存者成功重返社會的情況

2020 年 6 ⽉

開始與 FairSquare 合作，實施「五道移⼯
⾛廊計畫」（Five Migration Corridor
Projects）

2020 年 6 ⽉

推出第⼀個憫研顧問⻘年研究者培訓計劃

（舉辦第⼀場培訓）

2020 年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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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與「全球勞⼯正義 - 國際勞⼯權利論
壇」 (GLJ-ILRF) 合作，擔任計畫顧問，為
台灣的漁業⼯⼈權利運動提供⽀援 (7 ⽉⾄
11 ⽉)

2021 年 7 ⽉

開始與「英國國際法和⽐較法研究中⼼」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簡稱BIICL）合作，展
開針對巴林的⼈⼝販運決定因素計畫

（Determinant of Human Trafficking
Project）（5 ⽉⾄ 8 ⽉）

2021 年 3 ⽉

與 IDS 合作，在孟加拉、柬埔寨和台灣展
開⼈⼝販運受害者⾝份鑑別研究專案

2021 年 3 ⽉

開始與「全球勞⼯正義 - 國際勞⼯權利論
壇」 (GLJ-ILRF) 合作，擔任海鮮運動的顧
問，為台灣的漁業⼯⼈權利運動提供⽀援

(2-6 ⽉)

2021 年 2 ⽉

0 6

開始擴⼤招募憫研顧問團隊的顧問

2021 年 1 ⽉

開始與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
合作開展 SAFE Seas 項⽬，為其研究勞⼯
供應鏈圖，涵蓋印尼漁⼯到中國、韓國和

台灣船隻上的聘僱與勞動狀況（1-4 ⽉）

2021年 1⽉



執⾏⻑的話

憫研顧問已經兩歲了！

在2018 年夏天，我的信仰啟發我創辦⼀
家具備⾰新精神的顧問公司。能在2021
年推出第⼀份影響報告，要感謝各界對

我們的信任與⽀持，這是⼀個不可思議

的旅程。

2019年9⽉，憫研顧問正式在英國註冊。
我們的任務⾮常明確，就是透過提供關

鍵決策者研究和顧問服務來終結奴役。

我們希望不⽌是透過已開發國家的歐美

顧問來實現這⼀點，⽽是在我們所研究

的地⽅，培訓發展中國家的當地研究

員，並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

我們在2020年推出實驗性的⻘年研究者
培訓計畫後，迅速吸引了來⾃世界各

地、充滿熱情的⻘年專業⼈⼠加⼊。截

⾄  2021 年  9 ⽉底，我們的顧問團隊有
來⾃ 50 多個國家的專業⼈員，特別是那
些急需結束現代奴役的國家。

儘管⾯臨  COVID-19 帶來的挑戰，憫研
顧問仍持續吸引客戶，提供⾼品質的服

務，也持續累積更⾼的知名度和聲譽。

舉幾個例⼦，我們的研究協助客戶了解

如何更有⼒的⽀持返回柬埔寨和孟加拉

的⼈⼝販運倖存者；以及找出巴林⼈⼝

販運的決定因素，和制定改善台灣漁業

勞⼯權利的宣傳策略。

我們聯繫社群組織、培⼒在地研究⼈員

的研究技能，與政府官員進⾏對話，並

為不同的利害關係者提供培訓。雖然很

難量化我們的質性研究和諮詢⼯作的影

響⼒，但我們盡最⼤的努⼒衡量並呈現

這份報告，以作為我們未來增⻑的基

準。

 
憫研顧問 執⾏⻑ 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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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數字

2019-2021
年

 
在11個媒體
中出現

 
提供32個就業
機會給我們的

顧問

 

28位顧問來⾃約25
個國家正式加⼊了

HRC的顧問團隊；
且HRC有能⼒連結
到 50 多個國家的專

業⼈⼠

8 份報告的
製作

 

捐獻給6個慈善
機構

 

直接接觸了各國

24名政府官員
 

23 個⾮政府組
織與我們合作 

 

在LinkedIn上
發佈了66 則具
備教育/宣導性
質的貼⽂  

 

累積900 多名
LinkedIn上的
追蹤者

 

顧問團隊總共使

⽤26 種語⾔

採訪了79名倖
存者和200多名
與終結現代奴役

相關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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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我們的影響⼒

在憫研顧問，我們訂出了能明確定義、操

作和衡量的⽬標，這些⽬標幫助我們評估

我們的進度，並展現我們的⼯作影響⼒。

此報告有助於我們有效地將憫研顧問的⼯

作傳達給各界。我們致⼒於透過評估進

展，展現憫研顧問在影響上的透明度和問

責性。

我們對各國政府反現代奴役的政策和法律

影響，和我們在供應鏈⼈權所做的努⼒，

都降低了⼈們在產品供應鏈中被奴役的可

能性。

過去的兩年中，HRC擴⼤並持續培育發展
中國家的⻘年研究⼈員，提升⻘年的研究

與諮詢技能，並加深他們對全球現代奴役

的暸解。同時，通過建⽴專業的顧問網

絡，我們也增加提供這些研究員專業就業

機會。對我們的進步和影響⼒進⾏衡量，

能讓我們創造系統性和可持續的變化，並

有助於在不同的利益攸關⽅獲取更⼤可信

度。我們的⼯作成果會激勵我們更努⼒，

繼續為創造⼀個沒有奴役和剝削的世界貢

獻。

我們如何衡量我們的進度？

為終⽌現代奴

役⽽修改的政

府法律數量

 

為確保供應鏈⼈

權⽽改變的公司

政策數量

 

來⾃發展中國家獲

得研究與諮詢技能

的⻘年專家數量

 

來⾃發展中國家獲

得成熟專業諮詢經

驗的⻘年專家數量

降低⼈⼝販運、現

代奴役的可能性

 

為發展中國家的

⻘年專家拓展就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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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我們的⼯作

憫研顧問是⼀家向政府、⾮政府組織和公

司提供專業供應鏈調查、培訓和諮詢服務

的社會企業。 憫研顧問的⾒解以地⽅循證
為基礎，使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有能⼒

終結強迫勞動、現代奴役和⼈⼝販運等問

題。

我們的服務有助政府制定以證據為基礎的

政策，結束現代奴役和以及與之相關的⾏

為。通過我們的⼯作，我們讓私營部⾨的

公司能夠確保它們的供應鏈中沒有極端的

⼈權侵犯現象。

現代奴役在發展中國家最為普遍，但對其

研究的專家絕⼤多數來⾃西⽅已開發國

家，且在當地往往⾯臨語⾔和⽂化障礙。

在打擊奴役時，我們極需在地專家的參

與。憫憐顧問優先考慮當地⼈⺠所扮演的

⻆⾊，為政府、企業和⾮政府組織解決這

個問題。

在過去的兩年中，憫研顧問接觸到許多現

代奴役的受害者/倖存者，他們迫切地想要
逃離他們的剝削者。透過我們在實地的研

究專案，我們已經能夠為現代奴役受害者

（包括潛在受害者）和倖存者帶來直接的

改變， 並影響關鍵政策決定。

舉例來說，我們曾向孟加拉政府提供我們

在「⼈⼝販運受害者重返社會」計畫的調

查結果，我們收到了孟加拉政府積極和樂

觀的反應。他們進⼀步承諾會盡可能去執

⾏我們在項⽬中列出的 10 項建議（在此下
載並閱讀此報告）。

作為⼀家社會企業，憫研顧問的收⼊來⾃

於提供服務給客戶的收益，我們並且承諾

將⼀半以上的盈餘投資於社會服務。

我們感謝我們的⽀持者，也就是那些堅定

致⼒於終結全球現代奴役的個⼈、合作夥

伴和組織等。我們感謝他們與我們⼀起完

成了出⾊的⼯作，讓我們能夠收集到當地

的⾒解，以達成全球性的影響並給社會中

⼀些最弱勢的⼈們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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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和其他有遠⾒的決策者站在⼀起，致⼒於終結全球供應鍊

和社會中的現代奴役與極端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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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docs.ids.ac.uk/opendocs/bitstream/handle/20.500.12413/16486/Survivors%20Perspective%20Report.pdf?mc_cid=56858a9bcc&mc_eid=96ce13ad78


我們不斷⿎勵⼤家教育⾃⼰認識現代奴

役，並了解其存在的⽅式、地點和原因。

考慮到這點，我們也為團隊所有的顧問提

供了第⼀期培訓課程，並從他們那裡收到

了積極和有建設性的反饋。

在憫研顧問我們堅信，為了建⽴⼀個公平

公正的世界，需要消除⼀切形式的歧視和

其他形式的不平等。通過我們的⼯作，我

們的⽬標在於維護共同⽣活和⾏動，在歧

異和多元中團結⼀致，建⽴⼀個和平、團

結和和諧的永續世界。

所有的證據都顯⽰，我們的⼯作 - 特別是
在疫情爆發後- ⽐以往任何時候還更加必
要。請繼續關注我們，從我們的⼯作中獲

得啟發，並加⼊我們，在⽣活中的⽅⽅⾯

⾯考慮對於現代奴役的影響，在未來幾年

繼續對抗現代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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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9 年 9 ⽉正式註冊 HRC到 2020 年
9 ⽉提供我們舉辦第⼀屆⻘年研究者培訓
計畫，我們能在過去兩年中取得這樣的成

就⼗分不容易。能夠組成⼀個來⾃25個國
家的28⼈顧問團隊，也是⼀件⾮常讓我們
欣喜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們在⼤約 50
個國家/地區也擁有顧問，他們在特定專
案出現時與我們合作。我們為擁有⼀個來

⾃世界各地、跨國且多元的顧問網絡感到

興奮。

從 2021 年 4 ⽉開始，我們與顧問團隊舉
⾏了多次的線上會議，分享⼤家的⼯作進

度，並持續學習世界各地現有的現代奴役

犯罪與挑戰。

我們堅信，藉由消費者、政府和公司的共

同努⼒，供應鏈中的現代奴役、奴隸和剝

削有被終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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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就是⼩偷——是奪⾛⽣命尊嚴的⼩偷、勞⼒的⼩偷、財產或產品
的⼩偷，奴役甚⾄偷⾛了奴隸可能擁有的孩⼦。」 

 ——凱⽂·⾙爾斯（Free the Slaves 組織創始⼈和前主席）

https://www.azquotes.com/quote/785156?ref=slavery-freedom
https://www.azquotes.com/quote/785156?ref=slavery-freedom


2021年8⽉，Mina加⼊「⾃由合作組織諮詢委
員會」。「⾃由合作組織」是第⼀個專給打擊

販運服務提供者的跨境線上論壇，同時在終⽌

全球強迫勞動和剝削⾏動來說，此委員會被視

為是最⼤的⼀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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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作諮詢委員會

（Freedom Collaborative
Advisory Board)

反奴役扶輪⾏動⼩組 理事會成員 
Mina ⾃ 2020 年起擔任「扶輪反奴役⾏動⼩組
的理事會成員。扶輪社是⼀個由 120 萬鄰居、
朋友、領導者和問題解決者組成的全球網絡，

他們想像的是⼀個⼈們團結⼀致採取⾏動，在

全球創造持久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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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專業知識在這個領域得到公認，我們的

執⾏⻑江⽟敏應邀成為許多打擊現代奴役團體

成員。

Delta 8.7 政策指南⼯作組 成員

Delta 8.7的⽬標在幫助決策者了解終迫勞動、
現代奴役、⼈⼝販運和童⼯到 「有效措施」。
此措施來⾃聯合國會員國所在承諾的永續發展

⽬標8.7。Delta 8.7 是聯合國⼤學政策研究中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對Delta 8.7的貢獻。



現代世界的奴役現象

奴役世界各地都會發⽣，但

妨礙我們充分理解問題的障

礙之⼀，是奴役受害者經常

被隱藏起來，使現代奴役的

罪⾏很難被發現。然⽽，憫

憐顧問是⼀家⾰命性的諮詢

公司。我們優先培訓和僱⽤

正在研究的地區的當地研究

員。這讓我們得以揭⽰當地

豐富的細緻⾒解。

「現代奴役」這⼀詞尚未在社會裡不同

的群體之間取得⼀個普遍的定義，視具

體情況⽽定，它也可以被稱為⼈⼝販運

或其他的術語。從根本上來說，它指的

是某⼈因威脅、暴⼒、脅迫、欺騙和/或
濫⽤權⼒，⽽無法拒絕或離開的剝削情

形。由於此詞的靈活性，現代奴役是⼀

個強⽽有⼒的術語，意涵包含許多形式

的極端剝削。

每天，全世界有數百萬的⼈⼝正在護照

或薪⽔被扣留的情況下被迫⼯作，有兒

童在礦場的危險條件下⼯作，有年輕婦

⼥和⼥孩被迫違背⾃⾝意願結婚。許多

⼈正在危險的條件下⼯作，承受著暴⼒

⼿段的威脅⽣產我們所穿的⾐服、消費

的⻝物和購買的產品。所有這些剝削形

式都歸於「現代奴役」這⼀總括辭彙。

婦⼥和⼥孩⽐男性和男孩更容易受到

威脅， 在2017 年她們就佔受害者⽐
例的  71%（國際勞⼯組織， 2017
年），絕⼤多數受到性剝削的⼈為⼥

孩和婦⼥。

兒童特別容易被拐賣或成為現代奴役

的受害者

戰爭和動亂往往使⼈們容易受到剝削

和遭受⼈⼝販運，難⺠和種族滅絕受

害者等群體成為現代奴役受害者的⾵

險不斷的增加

弱勢群體也容易受到剝削，這包括移

⼯和來⾃低種姓或原住⺠社區的⼯

⼈。

儘管現代奴役影響了各式各樣的⼈，但

某些群體⾯對的⾵險⽐其他⼈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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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兒童是現代奴役的受
害者

25

億美元的⾮法利潤是由現

代奴役所產⽣

1500

萬（全球）左右⼈⼝為現代奴役的

受害者

4030

% 的婦⼥和⼥孩被確認為現代奴
役的受害者

71

令⼈難過的現實是，即便到今天，世界

各地仍有許多的男性、婦⼥和兒童受到

現代奴役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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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標和關於現代奴役的詳細⽬標

雖然現在有各種關於強迫勞動的公約和

⼈⼝販運的議定書，但類似奴役形式的

剝削做法仍然存在，因此促成了永續發

展⽬標 (SDG) 8.7 的出現。聯合國⼤會
於 2015 年制定了預計在 2030 年以前要
實現的永續發展⽬標。也就是說，我們

還有不到⼗年的時間來實現這些⽬標。

憫研顧問的成⽴宗旨在結束現代奴役，

我們的願景是⼀個能推進永續發展⽬標

的世界。下⽂所提到的永續發展⽬標皆

與結束現代奴役有關。

⽬標 8 所要達到的⽬的為「每個⼈都能
獲得適當⼯作」，其包括了永續發展⽬

標 8.7，「採取⽴即且有效的措施，以
終結強迫勞動結束現代奴役和⼈⼝販

運，並確保禁⽌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

⼯ 」。憫研顧問的⼯作與⽬標 8 ⼀致，
該⽬標下的細項⽬標⿎勵我們從策略上

做出能影響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府

組織的決策，以結束現代奴役。

⽬標 8.8
保護所有勞⼯的權益， 並促進安全和有
保障的⼯作環境，這包括遷徒性勞⼯，

尤其是婦⼥和從事危險⼯作的勞⼯，。

⽬標 8.5 
在  2030 年，實現全⾯有⽣產⼒的雇
⽤，讓所有男⼥都有⼀份體⾯的⼯作，

包括年輕⼈和⾝⼼障礙者。

⽬標 8.7
採取⽴即且有效的措施，以終結強迫勞

動結束現代奴役和⼈⼝販運，並確保禁

⽌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及其招募；

在 2025 年以前結束各種形式的童⼯。

永續發展⽬標 10 旨在減少各國內及國家
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在過去的兩年中，

憫研顧問也致⼒於實現 SDG 10 下的四
個細項⽬標（如下所述）。透過我們的

⼯作，我們的⽬標是瞭解、減少和防⽌

供應鏈中現代奴役的具體⾵險，並消除

不平等和剝削。

⽬標 10.3
確保機會平等並減少不平等，作法包括

消除歧視性法律、政策及實務做法，並

促進這⽅⾯的適當⽴法、政策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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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10.4
採取適當的政策，特別是財政、薪資和

社會保護政策，並逐步實現更⼤的平

等。

⽬標 10.5
改善全球⾦融市場和機構的法規和監

測，並強化這些監管的實施。

⽬標 10.7
促進有秩序、安全、規律以及負責任的

移⺠和⼈員流動，⽅式包括實施有規劃

且管理良好的移⺠政策。

現代奴役是⼀個當代問題。然⽽，它之

所以存在，是因為根深蒂固的歷史社會

規範和全球不平等。 ⽬標 16 強調促進
公正、和平及具有包容性的社會。我們

所推動的專案（下⼀節）皆有助於實現

⼀個沒有暴⼒且更加平等的世界。以下

是在SDG 16 中，與我們的⼯作相⼀致的
三個細項⽬標：

⽬標 16.1
⼤幅降低世界各地各種形式的暴⼒以及

與其相關的死亡率。

⽬標 16.2
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販

賣、暴⼒和施虐。

⽬標 16.3
推動國家和國際的法治，確保⼈⼈公平

享有訴諸司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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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Square —「五道移⼯⾛廊計畫」

我們為英國的 FairSquare 組織收集「五
道移⼯⾛廊計畫」的資料。該專案對30
多個利益相關者的深度訪談，參與對象

包括台灣的政府官員、聘僱機構和基層

組織等。

透過「五道移⼯⾛廊計畫」，我們評估

了各國保護在招募移⼯過程中，是否能

有效確保⼯⼈的基本權利。其中評估對

象包括受聘在國外⼯作的國⺠、以及受

國內勞動市場聘僱的外籍移⼯。

通過這⼀專案，我們更加的瞭解各政府

如何加強監管和執法機制，以解決濫⽤

和欺詐性聘僱⾏為。這些結果對⼯⼈來

說產⽣了更正⾯的影響。

我們的專案：我們⼯作的影響⼒

國際培幼會  （ Plan International)–
「 安 全 海 域 計 畫 」 （ SAFE Seas
project）

「安全海域」（或 「保護和解決漁⺠海
上剝削問題」） 是⼀項由國際培幼會所
開展的專案，其⽬的在於打擊漁船上的

強迫勞動和⼈⼝販運。

該專案⽬標是加強執法⼒度以打擊勞⼯

剝削，並希望能減少使印尼和菲律賓漁

船出現被剝削情況的社會結構。

憫研顧問與國際培幼會合作完成了「安

全海域」專案的部分諮詢任務，聚焦於

「印尼漁⼯在外籍漁船的勞⼯供應鏈分

析」。

這個專案查明了勞⼯供應鏈中的⾵險

點，指出印尼和⽬的地國家在現有的法

律監管框架內，聘僱、雇⽤、安置流

程、以及系統中最可能出現勞⼯虐待的

⾵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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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權益論壇 (GLJ-ILRF) - 海鮮產
業勞權運動顧問

國際勞⼯權利論壇 (ILRF) 在2014 年召集
了海鮮⼯作倡議⼩組  (SWG) -- ⼀個由
⼈權、勞⼯和環境組織組成的跨國聯

盟。此倡議⼩組共同制定和倡導有效的

政府政策和業界⾏動，以解決國際海鮮

貿易中的勞⼯剝削、⾮法和過度捕撈等

相關問題。

國際勞⼯權利論壇 在2020 年初與憫研
顧問接洽。我們開始⽀援起草⼀份診斷

書，為海鮮⼯作倡議⼩組提供⽀援台灣

的切⼊點，幫助台灣推動改⾰和當地運

動，結束漁業中的強迫勞動。

此後，憫研顧問持續的與海鮮⼯作組合

作，⽀援它們制定和實施其對台灣⾮政

府組織的宣傳戰略。

根據我們制定的策略，我們擴⼤並⽀援

台灣NGO與國際相關利益者建⽴聯繫。
例如，我們曾經幫助台灣團體與印尼⾮

政府組織建⽴網絡，此組織為從台灣漁

船返回印尼的漁⼯提供服務，我們透過

每個⽉舉辦研討會，協助他們建⽴跨國

合作及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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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作倡議⼩組 - 提交對 「2021 年
⼈⼝販運 (TIP) 報告」的意⾒

憫研顧問與「全球勞⼯正義 –國際勞⼯
權利論壇、 (GLJ – ILRF) 和綠⾊和平組
織合作，代表海鮮⼯作倡議⼩組向美國

國務院提交了⼀份關於台灣在「2021 年
⼈⼝販運報告」中的評級報告。

台灣已經連續⼗⼆年在報告排名中被列

為最⾼等級的⼀級；然⽽，多項調查和

研究卻顯⽰，遠洋漁業的⼈⼝販運問題

在台灣仍持續存在，且政府未能充分的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能降低台灣在2021 年 TIP 報告
中的排名，並敦促台灣政府改善漁業部

⾨的⼈權狀況，憫研顧問與 SWG 的當
地和國際⾮政府組織合作，於2021 年 3
⽉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份報告。

雖然台灣在今年（2021 年）仍保持了第
⼀級的排名，但在 2021 年的  7 ⽉  8
⽇，憫研顧問與來⾃SWG 的夥伴組織
合作主辦了⼀場線上新聞發佈會，強調

美國國務院錯失了⿎勵台灣政府加強反

販運⾏動的機會。 在70多名記者、政府
官員和⺠間團體的參與下，我們成功地

提升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引起

了台灣政府機關的關注。



HRC Impact Report 2019-21

溫洛克國際（Winrock International)–
倖存者對被販運後成功重返社會的看法

在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亞洲「打擊
⼈⼝販運項⽬」和溫洛克國際合作下，

憫研顧問與英國發展研究所 (IDS) 共同
實施了⼀個研究專案，稱之為「倖存者

對販運後成功重返社會的看法」。

這個項⽬中，我們聆聽了孟加拉和柬埔

寨販運倖存者重返社會的經歷，這些經

歷皆來⾃他們的個⼈視⻆和⾃述。該專

案側重在討論倖存者如何在重新融⼊社

會的過程成為塑造⾃⼰⽣活的堆動者，

倖存者也提出了在重返社會的過程中，

對他們最有效的⽀持系統和融⼊⽅式。

此專案所呈現的是倖存者提供的證據和

意⾒，⽽不是以服務提供者的⻆度出

發。

這個專案讓我們能夠更佳了解倖存者的

⾃我效能感——特別是他們基於⾃⾝經
歷的深刻體悟、他們強⽽有⼒的故事、

以及他們對成功的想法與其實現⽅式的

洞⾒。

英國國際法和⽐較法研究中⼼ (BIICL) –
巴林打擊⼈⼝販運的決定因素

憫研顧問與英國國際法和⽐較法研究中

⼼ (BIICL) 共同探討了巴林反⼈⼝販運⾏
動的決定因素。

該專案旨在回應反販運⾏為者所提出的

⼀個實際問題，即「是什麼有可能為反

販運⼯作帶來積極的變化？」

除了審視現有的指標外，本專案還深⼊

到源頭，獲取了在國家級從事打擊販運

的專家和利益攸關⽅的觀點，這涵蓋了

⽴法者、政策制定者和服務提供者的意

⾒。

此BIICL專案是⼀個為期兩年、由美國國
務院（監察和打擊⼈⼝販運辦公室）資

助的項⽬。為了實現上述⽬標，憫研顧

問展開了⼀系列相互關聯的活動， 其中
包括由國家研究顧問在巴林實施的⼀系

列案例研究。

諮詢的利益攸關⽅包括政府⼯作⼈員、

學者、律師、服務提供者、以及為相關

⾮政府組織和其他⺠間組織⼯作的⼈

員。 憫研顧問致⼒於分析各國在改善⼈
⼝販運問題上，能促使政府提⾼政治意

願和能⼒的因素，同時我們也研究各國

⽬前在打擊不同形式⼈⼝販運所採取的

措施。

2 0

https://www.biicl.org/index


美國溫洛克國際發展中⼼– 瞭解⼈⼝販
運倖存者鑑別受害者的經驗

在溫洛克國際的資助下，憫研顧問和英

國發展研究所 (IDS) 於2021 年 1 ⽉開始
實施了⼀項研究專案，題為《瞭解鑑別

⼈⼝販運倖存者的經驗》。

該專案旨在透過⽐較，說明在建⽴更好

的受害著鑑別系統遇到的挑戰和機會。

⽐較的範圍為原籍國和⽬的地國之間、

以及倖存者和孟加拉、柬埔寨與台灣三

國的正式販運系統之間。這個專案⽤當

地研究團隊進⾏資料收集，包括對⼈⼝

販運倖存者進⾏關鍵⼈物和⽣活史式訪

談。

憑借當地研究團隊成員掌握的本地知識

和語⾔技能，我們不僅為這項研究確⽴

了更多者和前線⼈員的存在， IDS 和憫
研顧問還因此收集到更多關於鑑別販運

受害者的第⼀⼿可靠資訊。這專案與憫

研顧問的價值⼀致，我們希望以當地知

識為優先考量，賦予當地⻘年研究⼈員

的能⼒，因此我們⾮常的⾼興能與這些

當地顧問⼀起開展這項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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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國際勞⼯權益基⾦會(GLJ-ILRF)
及其倡議的  「海鮮⼯作倡議⼩組
(SWG)」正在尋找顧問，⽀持其在潛在
區域拓展、並評估宣傳⼯作從泰國擴展

⾄台灣的合適性及可⾏性。

海鮮⼯作倡議⼩組是⼀個由⼈權、勞⼯

和環境組織所組成的跨國聯盟，⽬前有

28個正式會員及60個參與機構。此倡議
⼩組共同制定和倡導有效的政府政策和

業界⾏動，以解決國際海鮮貿易中的勞

⼯剝削。

國際勞⼯權益基⾦會尋求憫研顧問的協

助，為其提供倡議⼩組⽀持台灣漁業的

切⼊點。 憫研顧問持續在協助海鮮⼯作
倡議⼩組， 並與其合作打擊海鮮業中的
奴役現象。

案例研究：我們在建⽴本地和國際組織間的
聯繫成果

製作 1 份⼈⼝販運報告提交給美國國
務院

舉⾏ 1 場國際新聞發布會（2021年7
⽉8⽇）
與台灣8個地⽅組織協調，保護和促
進勞⼯的權利

制定宣傳活動計劃，以培養漁⺠的⼒

量、促進勞⼯權利、並結束⾮法未報

告和無管制 (IUU) 的捕撈和過度捕撈
舉辦多個印尼和台灣勞⼯權益組織之

間的「聲援與知識交流」線上⼯作坊

到⽬前為⽌，憫研顧問提供給倡議⼩組

的協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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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援 SWG 與當地⺠間團體和勞⼯
主導的組織合作，並促進國際社會與台

灣當地組織之間的聯繫，以尋找解決勞

⼯、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式。憫研顧問

將繼續與其他組織合作，透過舉辦⼯作

坊、賦予勞⼯權⼒和制定政策建議，為

海鮮業的外籍⼯⼈倡導社會正義，從⽽

創造⼀個更永續和公正的⼯作環境。



憫研顧問的出版物為各種形式的現代奴役（⼈⼝販運、強迫勞動、童⼯、性交易等）提供了

⼤量的重要資訊。我們的出版物也反映了我們作為⼀個成⻑中的社會企業所取得的成就，以

及我們對結束全球現代奴役的期望。以下列出的是⼀些關鍵出版物（按⼀下報告標題以下載

並閱讀報告）。

1. 《台灣漁業中的勞⼯虐待與地⽅改⾰倡議》

本報告提供海鮮⼯作倡議⼩組⽀援台灣的切⼊點，讓

他們能協助台灣推動改⾰並結束漁業中的強迫勞動。

報告包括本⾏業和勞動資源的概況、當地勞⼯運動及

其需求的調查，以及協助國際倡議組織參與的實⽤指

南。

2. 《倖存者對販運後成功重返社會的看法》

這項報告在孟加拉和柬埔寨進⾏深⼊研究，聚焦於探

討倖存者如何在重新融⼊社會的過程成為塑造⾃⼰⽣

活的推動者。⽂中也提出了倖存者認為在他們重返社

會的過程中，對⾃⼰最有效的⽀助系統和融⼊⽅式。

此報告所呈現的是倖存者提供的證據和意⾒，⽽不是

服務提供者的⻆度出發。

3. 《Delta 8.7 市場政策指南》

本《政策指南》以有利於政策⾏動者的形式，就我們

瞭解加快實現⽬標8.7所需的全球和國家政策，提供
了⾼度可信和最新的闡述。這本指南幫助我們了解

「什麼⽅法能真正的終結市場中的現代奴役」， 並有
助於突出哪些領域證據充分或是缺乏證據。

精選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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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理⼈類的糞便是不⼈道的：關於印度⼈⼒

清糞，與其所凸顯的普遍制度性強迫勞動問題》

本報告介紹了過去 20 年（2000-2020 年）印度⼈⼒
清糞的發展情況，並敘述此現象就法律、利益攸關⽅

規劃和媒體參與層⾯⽽⾔，進步或退步的地⽅。它設

想讓各國和國際社會繼續參與解決強迫勞動議題的問

題，並呼籲各⽅共同努⼒以制⽌印度⼈⼒清糞的進

⾏。

6. 《邊緣⼈⼠——台灣家務移⼯的概況》

此報告概述了台灣家務移⼯ (MDW) 的狀況，也審視
了與他們⽣活最相關的法律、政策、利益相關者和倡

議。撰寫本報告的⽬標在於了解涉及台灣家傭的事

實、統計數據、整體⼯作環境及利益倖存者。

4. 《中國在緬甸⽟礦防⽌現代奴役所扮演的⻆⾊》

作為⾸份與本議題相關的報告，此⽂分析了參與⽟礦開

採的中國企業和市場如何以及為什麼能夠施加影響，向

爭議性的團體進⾏施壓以改變和減少緬甸的現代奴役。

憫研顧問通過這份報告，呼籲中國通過有關供應鏈盡職

調查的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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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影⽚故事⾴

2020年10⽉30⽇，我們推出了「有關現
代奴役的影⽚故事」教育網⾴，利⽤視

覺內容和案例研究提⾼⼈們對現代奴役

的認識。⾄今，我們已收集到了33個公
開影⽚/紀錄⽚/短⽚，以這些故事來提
⾼公眾意識。

影⽚故事是⼀個很有⼒的⼯具，能有效

向任何⼈（無論是初學者還是專家）宣

傳和教導現代奴役及其各種形式時。我

們彙集了⼀批全球最出⾊、最關鍵且具

有反思性的影⽚，它們不僅能夠幫著所

有⼈了解現代奴役，還可以迫使他們思

考我們當今⽣活的現實多樣性。

視覺影象和影⽚對我們的⼤腦產⽣了更

⽣動、更持久的影響，使我們能夠記憶

更多、學習更好。 
影像故事能幫助我們在短時間內瞭解各

種不同的關鍵觀念，特別是處在這個節

奏極快、時間緊湊的世界的我們。

不僅如此，這些影⽚故事還有助讓企業瞭解

確保責任制和問責制的必要性，以及建⽴道

德供應鏈對結束侵犯⼈權⾏為的重要性。

 
雖然這些影⽚描繪了許多⼈⽣活的殘酷現

實，但它們也帶來了希望、決⼼和結束全球

現代奴役的集體意志。

如果有⼈對現代奴役的問題不熟悉，故

事就會成為建⽴知識基礎的好⽅法。

我們為什麼要推廣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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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第⼀個⻘年研究者培訓計畫

我們在2020年9⽉19⽇⾄11⽉28⽇舉辦了
第⼀場「⻘年研究者培訓計畫」 ，並以
成為打擊現代奴役的研究顧問為主題。

為了使當地⻘年研究員有機會利⽤他們

對⺟國或居住地當地的知識參與諮詢⼯

作，我們在為期12週的課程中，授予10名
年輕熱情的亞洲和⾮洲專業⼈⼠能⼒，

解決有關極端侵犯⼈權⾏為的問題，並

提供有意在這⼀領域繼續發展的學員專

業指引。

HRC Impact Report 2019-21

我們的學員有來⾃巴林、⾐索⽐亞、印

度、巴勒斯坦、台灣和烏⼲達的研究

員。 除了參加課程和討論外，學員們也
在培訓過程期間進⾏⼀個團隊合作項

⽬。 這項任務的⽬的是讓學員們有機會
體驗⼀名國際發展部⾨研究顧問的⽇

常，其中⼯作包括與來⾃世界各地的團

隊成員進⾏線上合作，以及撰寫以客戶

為本的報告。

在最後⼀次的會議中，我們的研究員紛

紛介紹了他們完成的項⽬，專題內容包

括性交易、⼈⼝販運和強迫勞動等主

題。 他們每個⼈都利⽤⾃⼰的⺟語技能
探討和分析其國家的現代奴役問題。 這
次⻘年研究者培訓體現了這群⻘年學者

的多樣性，以及他們的當地知識和經驗

的價值。

照⽚：第⼀場「⻘年研究者培訓計畫」， 9⽉到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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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合作夥伴

現代奴役和極端侵犯⼈權⾏為在各國都

會發⽣，為有效應對這些反⼈類罪⾏，

我們亟需全球合作。基於憫研顧問對

「本地洞察、全球影響」的理念，我們

與台灣、印尼和肯亞三國處理本地事務

的前線組織建⽴夥伴關係。 我們的合作
關係⽬標在創造協同效應、交流資訊，

並擴⼤我們當地夥伴的聲⾳，保護和增

進⼈⺠的權益，特別是最弱勢和邊緣化

的⼈群。

宜蘭縣漁⼯職業⼯會 

宜蘭縣漁⼯職業⼯會（YMFU）成⽴於
2013年，是全台第⼀家由外籍勞⼯成⽴
的⼯會。 它有110 名從事近海和沿海漁撈
的印尼和菲律賓勞⼯。 YMFU 向這群勞
⼯提供個⼈援助、調查勞⼯問題、協助

他們與雇主談判、提出申訴並做法律協

調。此⼯會的秘書⻑李麗華在2017 年曾
被美國國務院封為「打擊⼈⼝販運英

雄」。

肯尼亞失蹤兒童

「肯尼亞失蹤兒童」組織成⽴於  2016
年。  此組織是⼀個社區主導的⾨戶網
站，與兒童保護部⾨的公眾組織和個⼈

合作，協助⺠眾使⽤各種媒體平台分享

失蹤兒童的資訊，並免費為受影響的家

庭擴⼤搜索⼯作。 截⾄ 2021 年2 ⽉，肯
尼亞失蹤兒童已找到了  496 名失蹤兒
童，並幫助他們與家⼈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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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多元⽂化和移⺠中⼼

「 ⼈ 權 、 多 元 ⽂ 化 和 移 ⺠ 中 ⼼ 」

(CHRM2) 成⽴於 2017 年，是印尼任抹
(Jember) ⼤學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中⼼
⼀部分，他的成⽴宗旨在促進⼈權、多

元⽂化和移⺠等專業領域和相關學科的

研究與合作。

該中⼼近期的⼯作項⽬包括：在2017 ⾄
2019 年提供消除邦多沃索區童婚現象的
諮詢服務、對廢除任抹區第  3/2001 號
《反賣淫法》進⾏學術審查、和針對印

尼第 125/2016 號法涉及難⺠的總統令，
及其社會和經濟影響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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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顧問網絡的構建

憫研顧問為擁有來⾃世界各地的顧問網絡感到⾮常興奮。我們的團隊由來⾃⼤約25個國家
的顧問成員所構成（我們有來⾃約50個國家的⾮正職顧問，在不同專案上與我們合作），
我們的顧問團隊不僅在國籍、⽂化信仰、語⾔等⽅⾯展現了多樣性，在⼯作領域及專業知

識上也是⾮常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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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研顧問擁有各式各樣的顧問。我們的

團隊由致⼒於終結現代奴役的年輕專業

⼈⼠和專家組成。這些專業⼈⼠來⾃不

同領域，如國際關係、發展研究、國際

法、公共政策等的背景，且對他們原籍

國/居住國的現代奴役問題有廣泛的了
解。

我們每隔⼀個⽉開⼀次線上會議，並與

我們全球且多元的顧問團隊開會。 在⼀
次的交流活動中，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在

疫情期間遭受各種不同的影響下，如何

適應與保有希望。這次的討論，⿎勵我

們隊員尋求結束全球現代奴役的真相與

知識，並對社會變⾰抱持希望。

我們為現代奴役帶來豐富的討論議題，

如器官販運，⼀種不太為⼈所知的現代

奴役形式、⼜或者是⼈⼯智能等技術在

我們⼯作上的運⽤，或我們國別特定的

本地新聞更新和創造的協同效應，我們

在我們能⼒所及的範圍，為結束現代奴

役的努⼒。

這些聚會和線上會議的⽬是將⼈們聚集

在⼀起創造共融，並促使⼤家相互學習

且更加珍惜「我們所來⾃的地⽅」。我

們以這個了不起的團隊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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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lene Chen

HRC助理顧問

Deeksha Sharma

HRC助理顧問

「我在憫研顧問的旅程，包含從參與⻘年研

究者培訓計劃到成為助理顧問的旅程，都令

我⼗分難忘。我推動國際發展和確保社會正

義時，從當地和全球規模⼩但集體的努⼒

中，看⾒了終結現代奴役的可能性。我們可

以⽽且必須⼀起結束奴役，為我們的後代創

造⼀個無剝削和奴役的世界。」

「我們距離結束現代奴役還有⼀段距離。但

我知道我是來這裡創造改變的，⽽且我們也

正⼀天天朝著⼀個沒有奴役現象的世界邁

進。我們總有⼀天會到達到這個⽬標。 」 

顧問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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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lil Buhazaa

HRC資深顧問

「現代奴役很複雜且更加難以被理解，因此打擊它

也變得更具有挑戰性。在與經驗豐富和資深的HRC
團隊合作時，如此國際且多元化的團隊加強了我對

奴役現象的了解。我已經學會發展的關店，可以運

⽤在未來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上。我很⾼興成為這

個團隊的⼀員。」

「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現象。但我

很感激上帝培育了這群為公正和正義⽽戰的勇⼠

們。通過進⾏研究和建⽴網絡，HRC正在擺脫現
代奴役的枷鎖。每個⼈都具尊嚴和正直地⽣活的

權利。」

Scheree Herrera

HRC資深顧問

「作為⼀個熱衷於社會正義和⼈權的倡導者，我相

信在為社會正義⽽戰的過程中，每⼀個微⼩的⾏動

都是重要的。」 

Sidita Trimi 

HRC助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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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認為，為了改善我們的社會，我們必

須做出偉⼤的事情。然⽽事實是，改變是從⼩事

開始，⽽我們的每⼀個⾏為都很重要。我們可以

從反思⾃⼰做的每個微⼩決定開始，聯合起來實

現⼀個沒有歧視和剝削的世界。」

「現代奴役的嚴重性⽐我們想像的要⾼上許

多。也許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無⼒對抗⼀個失靈

的系統，但我們絕不能不去揭露它。」 

Chiara Marinelli

HRC顧問

Betelhem Hailmariyam Bekele 

HRC助理顧問

「憫研顧問的使命為結束現代奴役，包括賦予當

地⾏為者權⼒和利⽤當地知識的機會。我在憫研

顧問的經歷，包含從參加⻘年研究者培訓計劃到

擔任全球專案⼯作的顧問，讓我有機會利⽤⾃⼰

獨特的觀點進⾏宣傳和教育。為了創造⼀個更美

好的世界，我們必須重視各種多樣聲⾳。」

Ali Adenwala

HRC助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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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說明，本報告中所有圖⽚皆取⾃ Pexels 和 Unsplash（免費圖⽚庫）。
 

有關憫研顧問的更多資訊，請參⾒：https://humanity-consultancy.com/ 有關報告內容和設計相關問題，請聯
繫：deeksha.s@humanity-consultancy.com 其他問題，請聯繫：mina.c@humanity-consultan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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