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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報告會讓讀者感到震驚與難
過，報告中的發現也應讓所有與海
鮮產業有關的人感到憂心，包括消
費者、漁工、船東，以及任何經營
或監管這項重要全球產業的人士。
事實上，任何重視人權與法治的人
都應該對本報告的發現感到憂慮。

對於有在注意或關切臺灣漁業以
及遠洋漁捕活動的人而言，他們
對於本報告中的一些案例研究應
該不會感到意外。在過去，這些
關於違反人權、低劣勞工條件、
惡劣工作環境，以及會破壞環
境、殘害海洋生物的捕撈方法等
事證都已被清楚報導。像是紐約

時報以及衛報等許多國際知名新
聞媒體，以及綠色和平等非政府
組織，都曾針對這些發生在遠洋
的駭人故事進行調查與報導。

然而，即便有先前其他報導，本次
新調查所呈現的故事與研究仍然相
當驚人，而臺灣政府採取的被動態

度以及整體產業的漠不關心也還是
相當令人失望。

在這份報告當中，我們探討臺灣遠洋
漁船船隊持續發生的問題、臺灣政府
是如何無法有效遏止人權侵害，並且
讓那些青春人生被此產業摧殘的漁工
能有機會訴說自己的經歷。

引言

上圖：冷凍鮪魚在東港被搬運
到貨車上，高雄東港
© // Alex Hofford, Greenpeace

上圖：前鎮魚市場魚貨拍賣，
臺灣高雄
©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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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 採取行動，刻不容緩

一個問題叢生的體制

本次新調查提供了許多的案例研
究，讓我們理解為何即使有關單位
都已經掌握了先前的案件，直至今
日，臺灣的水產產業供應鏈卻還是
持續面對這些嚴峻的問題。

有這些問題的公司不乏一些臺灣水
產龍頭，因此對全球水產產業也有
深遠的影響。臺灣政府一直無法適
當提出改革或是懲處違規者，導致
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份報告
揭露的議題包括：

歐盟與美國針對非法漁業以及人口
販運所祭出的懲處方案提供了動力
促成一些改善，不過就如本次最新
調查所發現，臺灣漁業仍須持續努
力，徹底改善。

根據本報告呈現的證據，綠色和平
相信臺灣必須密切審視其遠洋漁業
運作狀況，並持續督促臺灣政府從
產業體系改善，才有可能解決這些
現有的問題。

歐盟委員會先前對臺灣祭出的黃牌
警告仍未撤除，而美國2018年人口
販運問題報告（TIP）中對臺灣的評
級也尚未出爐。這些對進一步推動
改革都是難得的動力，更對全球市
場發出清楚的訊號：臺灣遠洋漁業
還有許多待解決的嚴重問題。本報
告之目的並不僅是對臺灣遠洋漁業
或其管理者提出再一次提醒，而是
要顛覆全球遠洋漁業問題叢生的營
運模式。

本報告結語中提出的建議主要是針
對臺灣的情況，但同樣也可適用於
任何其他同樣以破壞性模式管理遠
洋漁業的船隊或國家。不幸的是，
若要確實弭除報告中提及的所有人
權危害與苦難問題，需要改革的範
疇必定不止於此。

• 先前在柬埔寨設立公司涉入侵犯
人權案件、危害數十名柬埔寨公民
人權且已被定罪的人口販運份子，
竟然可以持續替臺灣漁業擔任仲
介，並且完全沒有受到臺灣政府的
懲處。

•   印尼漁工 Supriyanto 在慘死之前
遭受虐待的證據、船長未盡職保護
Supriyanto的生命，以及臺灣檢方
是如何無視或忽略這些事實。

• 一群在臺灣漁船上殺害中國籍船

長的漁工，在事件發生前的數個月
期間，是如何遭受生理與心理虐
待。他們的悲慘遭遇固然無法將殺
人的事實合理化，但這讓我們進一
步瞭解船上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
在這個問題叢生的產業中，虐待是
如何被默許，施虐手段甚至被用來
維持不人道的工作條件與薪資，摧
殘許多年輕生命。

• 如果我們要徹底終止當前建立在
剝削之上的商業模式，大型的貿易
公司必須扛起推動改革的責任。

人權侵害問題不斷、環境保護標準
不足，這兩個問題都可以歸咎於遠
洋漁業商業模式的一些要素。

這些要素包括了無法維持永續的過
剩漁撈能力，以及在全球大量低價

水產需求壓力下只注重捕獲量與利
潤、犧牲品質與永續性的低價、低
標準運作模式。

有了這種遠洋漁業的運作模式，加
上臺灣政府缺乏實際執法、政府也

不願為了追究罪行而對業者施壓，
導致人權侵害、勞工待遇以及環境
保護標準低落的問題。本調查顯示
出，這些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

引言

上圖：魚販正在漁市處理大型
鮪魚，臺灣高雄
© // Shutterstock.com



8 9綠色和平調查報告：浩劫漁生

臺灣漁業現況
第一章：

對臺灣這個全球漁業強權來說，市
場佔有率仰賴產業信譽，然而臺灣
的遠洋漁業弊病叢生，危及環境與
人權1 2 3 4，已成為臺灣漁業的一塊
主要污點。隨著漁工們站出來發
聲，及各非營利組織、媒體介入調
查，這些經常發生在遙遠外海，或
是被錯綜複雜供應鏈所掩蓋的種種
罪狀逐一曝光。

綠色和平於2016年出版的報告《
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5 揭
發系統性非法漁撈、人權侵害的卑
劣行徑，也顯露臺灣漁業署效率不
彰，及其在面對氾濫的罪行時，總
是無法察覺、疏於法辦，難以解決
的情況。

在此最新報告中綠色和平將進一步
揭露，儘管臺灣已從法規著手企圖
解決這些嚴重的問題，許多問題依
舊存在於臺灣的海鮮產業，且臺灣
重要的水產供應商極有可能涉入其
中，或者也因這些問題受到衝擊，
連帶著影響到全球供應鏈。而臺灣
政府與漁會針對先前曝光案件的處
理行動則多半毫無成效。

「臺灣監管漁業法規架構有重
大缺失，基於此點決定對臺灣
發出黃牌，臺灣的懲處制度無
法遏阻非法漁撈，也欠缺能有
效追蹤、控管與監控遠洋船隊
之機制。

再者，臺灣也沒有系統性地遵
守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
所要求之義務 7。」

認為臺灣遠洋捕撈船隊作業方式
堪憂的不只有綠色和平。2015年
10月，歐盟對臺灣祭出「黃牌6」
警告：

第一章：臺灣漁業現況

上圖：臺灣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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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事服務業、漁業、農業、製
造業、和營造業中都曾發生強迫勞
動。外籍勞工最容易成為強迫勞工
的受害者，尤其是臺灣籍漁船上的
外籍漁工。」

「在臺灣籍的遠洋漁船上有多起剝削外籍船
員和勞動條件惡劣的通報案件。臺灣國際勞
工協會與其他公民團體敦促臺灣當局和船主
加強對於外籍漁工的保護10。」

本報告撰寫期間，歐盟黃牌警告仍
在，臺灣遠洋漁業也仍面臨著非法
捕撈與侵害人權的指控。

在歐盟祭出黃牌警告之後，《美國
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TIP) 於2016
年8 與2017年9 相繼出爐，兩份報告
均指出臺灣政府的措施雖已達防止
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整體卻對相
關犯罪處置寬鬆、輕輕放下。

2016年的TIP報告點出，臺灣漁船
違法販運人口，卻沒有人被逮補或
判刑，檢察官與法官傾向將人口販
運案件當成情節較輕的刑案處理，
從輕發落人口販子，與其犯行相
比，不合比例原則。2017年的TIP
報告則說明，臺灣政府已鄭重地處
理人口販運，努力不輟，但對於情
節重大之犯行卻從輕發落，也提出
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疑慮，並指出相

關單位有時僅將人口販運案件當成
勞資爭議處理。

類似的議題在美國國務院2017年度
《人權報告》中也有迴響，報告中
特別點名臺灣漁業10：

處理如人口販運、強迫勞動與剝削這類嚴重議題時，若
僅被動回應、以個案處理，只是放任人權侵害不斷。

遠洋漁業使用剝削式的商業經營模式，侵害人權的驅力
因素因之而生：大規模捕撈產能、低成本營運，以及「

產量與利潤」凌駕「道德價值與永續力」的作法。 

隨著調查越來越清楚的是，這種壓低成本的商業模式，
加上臺灣法規與監管架構的長年問題，催生了一個嚴重
非法漁撈、人權侵害與勞工虐待屢見不鮮的環境。

第一章：臺灣漁業現況

上圖：臺灣高雄濱海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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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
拙劣的商業模式

一如其他全球生產體制，漁業已由
大型零售商與貿易商主導，而這兩
者操作的是成本導向的商業模式。
多數零售商與貿易商追求產品越廉
價越好，在生產鏈上由上往下施壓
以降低成本 11。因為燃油、設備與
維修成本皆是固定的，漁業業者只
好朝勞動成本下手，而勞工又往往
是在這股由上往下的壓力下最脆弱
而無力反抗的一群。由於實務的保
障或監督少之又少，此種商業模式
的代價持續由遠洋漁業的漁工所承
擔 。

遠洋漁船徵募漁工的方式，特別是鮪

魚延繩釣漁船的徵募方式，對於本就
弱勢的漁工來說又是一層額外風險。
外籍漁工的招募透過「上下游制」，
也就是經由勞力仲介網來進行12，這
樣的模式創造了空間「讓不擇手段的
掮客趁隙向弱勢的漁工榨取仲介費，
他們經常採取脅迫手段，手法包括以
債綁奴甚至誘騙13。」

近年來，知名新聞媒體與非營利組
織報告紛紛揭發漁捕產業不論在海
上或陸上以違法或違反倫理的方式
對待外籍漁工 14。考量臺灣遠洋漁
業船隊的規模之大，加上本報告所
陳述其體制管理不力的情形，在此

類報導中經常遭到點名，也就絲毫
不讓人意外了。不當法規加上揮之
不去的成本壓力不可避免地造就了
勞工虐待，到了遙遠的海上，更加
重為船上暴力、人口販運，甚至命
喪海上 。

漁捕業界堅持這些通報的事件僅為
個案，並非系統性問題，但是其頻
率與嚴重程度顯示，遠洋漁業人口
販運、強迫勞動與剝削情形不是無
良業者的專利，根據本報告，規模
龐大的全球企業也可能染上勞工受
虐事件的污點，主管機關與檢調單
位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卻成效不彰。

圖1：臺灣遠洋漁業商業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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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最大的一尾魚

分析臺灣的全球漁業產業，不可能
不提到位於高雄的私人企業：豐群
水產 （Fong Chun Formosa Fish-
ery Company，簡稱FCF）。豐群
水產於40年前創立，在全球各地設
立辦公室與子公司，其漁獲貿易量
躋身全球三大漁獲交易商之列，豐
群水產本身就呈現了臺灣遠洋漁業
的全球勢力觸角。

豐群水產每年經手至少超過52萬公噸
的鮪魚與10萬公噸的其他魚種1516，供
應漁獲給世界各地品牌，漁貨包括
冷凍海產，例如罐頭用鮪魚、生魚
片用超低溫冷凍鮪魚及魷魚，固定

運往北美、歐洲與亞洲各國市場。
豐群水產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漁港設
立了超過三十個漁撈基地，供應遠
洋漁業船隻補給品、轉運基礎設
施，以及加油服務。這間公司合作
作業船隻超過600艘，與全球各地食
品加工廠有商業往來17 18。

臺灣，特別是豐群水產，是泰國與
日本企業的主要供應商。泰國是全
球海產加工與罐頭生產的領頭國，
日本則是全球鮪魚生魚片的最大消
費國，這兩國皆出口加工海產至美
洲、歐洲及亞洲市場，將臺灣捕的
鮪魚銷往世界各地19。

豐群水產與日本的關係特別深厚，其
日本子公司FCN是其旗下規模最大的
供應商，將海產從豐群水產經銷至日
本獲利龐大的生魚片市場20。FCN的
經營模式與豐群水產相似，咸信輸
往日本市場的臺灣鮪魚中，FCN經
手的比例可觀21。

綠色和平經調查確定，本報告第二
章所討論的三個案子裡，其中兩案
與豐群水產之間有關聯。我們發現
供應豐群水產鮪魚的漁船與巨洋國
際漁業的人口販運案有關，也與和
春61號喋血案有所關聯，這些船隻
也都有剝削及虐待船員的問題。

1,140 艘

遠洋漁船 22

252 艘

臺灣人擁有之權宜船 24

19,100 名

於海外雇用至臺灣遠洋漁業船
工作之外籍漁工 23

11,804 名

於臺灣雇用至臺灣遠洋漁業船
工作之外籍漁工 25

辦公室或子公司 市場 供應商 工廠 捕撈基地

漁捕活動

圖3： 豐群於全球辦公室、設備據點及合作夥伴 27

圖2：臺灣2017年全球漁業涵蓋範圍
資料來源：全球漁業觀測站 (Global Fishing Watch)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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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自從 2016 年公布《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以來，
綠色和平一直持續追蹤臺灣捕魚業，特別是遠洋鮪魚船隊。
可惜的是，非法捕撈、勞工與人權侵害案件通報不斷浮現28 29。
本報告旨在凸顯臺灣遠洋船隊複雜的問題。

第二章勾勒了綠色和平針對三樁案
件的調查內容，揭露臺灣監管方式
根深蒂固的缺陷，這幾樁案件涉及
人口販運、一位漁民慘死（或因過
失致死），以及謀殺。這些案件的
調查揭發了頻繁發生的海上浩劫，
領取微薄薪資在鮪延繩釣漁船上工
作的弱勢外籍移工遭到剝削，而臺
灣管理單位特別是漁業署卻無力作
為。在此特別提醒讀者，這一部分
的報告包含駭人的故事與照片。

參照三樁案例，第三章將分析臺灣
漁業的結構與法規架構，這些結
構與法規助長或甚至無意間鼓勵了
臺灣遠洋漁業船隊的非法活動與剝
削行為。海上轉運、使用權宜船
（flags of convenience，簡稱FOC）
、借用紙上公司等經營模式，更阻
礙了資訊透明與權責歸屬，使改革
或規範臺灣捕魚產業困難重重。另
外本章也將探討「漁會」這種臺灣
獨有的制度及其矛盾角色。

本報告最後將討論這三樁案件與結
構問題如何交互影響，突顯目前的
漁業經營模式與海上人權侵害及漁
業犯罪間實為直接相關。綠色和平
提出一系列迫切的行動與改革建
議，若要消弭這些犯罪，需要企業
監管系統的根本轉變，並廢除海上
轉載與權宜船的經營模式。

第一章：臺灣漁業現況

左圖：印度洋海域的非法捕撈活動
© // Ronny Sen, Greenpeace

上圖：太平洋的非法捕撈活動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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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際研究報告和媒體報導證
實，外籍漁工在漁船上遭受虐待和
傷害的事件頻繁30 31 32 33。儘管造成
不當待遇的因素很多，最根本的問
題就是剝削性的漁業經濟體系，為
了降低成本，這些為臺灣遠洋漁船
工作的外籍漁工經常被視為低價商
品，超時工作卻只領到微薄的薪
水，甚至被虐待。

本章將詳述綠色和平追蹤調查涉及臺
灣遠洋漁業外籍漁工受虐和侵害人權
的三起案件後續進展，包括先前在
2016年綠色和平《臺灣製造：失控
的遠洋漁業》報告中提過的巨洋案。
在這次調查中也發現令人訝異的新事
證，攸關臺灣漁業迫切須解決的問題
以及其監管機構處理侵犯人權問題的
方式，僅管臺灣相關單位審理先前這
幾起案件已經有所推進，但報告中的
證據顯示，其至今還未能有效處理。

第一個部份聚焦於巨洋國際漁業有
限公司（Giant Ocean International 
Fishery Co. Ltd.，Pty 簡稱巨洋國
際）非法人口販運事件。巨洋案也
曝露出臺灣政府採用「寬鬆」態度
來裁處臺灣遠洋漁船強迫勞動和人
口販運的行為。綠色和平調查人員
發現，即使相關的政府單位對整起
巨洋案的前因後果已知情，卻仍允
許在巨洋案中遭到判刑卻潛逃回臺
的仲介出現在漁業署合法的仲介名
單上，繼續招募外籍漁工。

在第二個段落中，將探究2015年在
海上死亡的印尼籍漁工Supriyanto
一案。新的證據發現，就算已經有
駭人的照片、影片等資料檔案，檢
調單位卻未作深入調查34。

第三個段落則是進一步調查臺灣鮪
延繩釣漁船 Tunago No.61「和春

61號」船長死亡案件。綠色和平調
查小組遠赴萬那杜，訪談六名被起
訴殺害船長並遭判刑18年的印尼籍
船員。這六位船員已經在「和春61
號」的船旗國，也就是萬那杜，服
刑前半段刑期。從這段在監獄完成
的訪問中，找到導致船長死亡的其
它因素和疑點，甚至發現臺灣當局
不聞不問該案後續的調查、起訴、
判刑等。目前這六位年輕人面臨近
二十年的人生要在監獄中度過，或
許喪生的船長並不是這起海上悲劇
中唯一的受害者？

在本章最後也試圖從這幾起案件
中，找出全球最大水產貿易商－臺
灣豐群水產（FCF）是否與事件中
的漁船有交易往來或其它關聯。

第二章：海上悲歌

左圖：臺灣高雄
© // Stephanie Croft

海上悲歌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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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逃犯未受刑罰－
潛逃回臺的人口販子竟成了合法仲介

綠色和平取得臺灣漁業署公開合法
仲介名單與企業公開資訊，顯示至
少有二名遭到判刑的巨洋國際董事
和股東持續招募、聘僱外籍漁工到
臺灣遠洋漁船上工作。

2014年，這五位董事和股東被柬埔
寨法院判決非法「意圖移置人口」
販運罪行成立。然而事發至今，七
年時間過去，這些人非但沒有受到
應有的懲罰入獄服刑，反而逃回臺
灣，並得到官方允許，繼續從事漁
工仲介，對於巨洋案受害者的家屬
而言，這等同於二次傷害35。

2011年，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柬埔寨官方都注意到有
人口販運集團在柬埔寨運作的跡象。在背後經營人口販
運的是巨洋國際漁業有限公司（Giant Ocean International 
Fishery Co. Ltd.，Pty簡稱巨洋國際）。在向柬埔寨勞工
局交付一萬美元保證金後，巨洋國際成功註冊成為眾多
由臺灣人在柬埔寨經營的人力仲介機構之一，與臺灣有
著深厚關聯。

自2011年末起，柬埔寨政府陸續接獲遭人口販運的受
害者投訴。2012年5月，柬埔寨政府正式調查巨洋國
際。有報導指出，在2010至2011年間，巨洋國際招募
了1000多名柬埔寨男性，警方則接獲超過200起投訴，
當中有50件是由世界兒童及婦女法律服務組織 （Legal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Women，簡稱LSCW）和
美國國際開發署主持的人口販運防治計畫（Counter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ogram，簡稱CTIP）代表出面
控訴36。

2013年5月，柬埔寨防制人口販運暨青少年保護部逮補
了在巨洋國際裡負責招聘勞工的一名員工 － 林玉欣 （ 

Lin Yu Shin）37。以下名單為其他被起訴的巨洋國際股
東和董事38：

1. 盧天德  Lu Tien-Te
2. 陳春木  Chen Chun Mu
3. 吳富藏  Wu Fu Tsang
4. 黃俊發  Huang Chun Fa
5. 蔡西湖  Tsai Xi Hu

2014年4月，林玉欣及上述五位巨洋國際的董事和股東
遭柬埔寨法院依人口販運和性剝削防制法（Suppress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xual Exploitation）第10條，
判處「非法意圖移置人口」39 40 41。僅林玉欣出庭受審，
其餘被告未出庭。每名被告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並須
給付賠償金予受害者。林玉欣已開始服刑，而其餘五位
臺灣被告則未被柬埔寨當局逮捕42。

自判決宣告時起，柬埔寨法院持續接獲控訴。目前，除
了與賠償金相關的訴訟，其他訴訟權已失效。巨洋國際
五名董事和股東則成為柬埔寨司法下的逃犯。

背景資訊

右圖：巨洋國際註冊
文件
// Confidential Source

第二章：海上悲歌

右圖：巨洋國際董事
向柬埔寨經濟部申請
執業之授權書
// Confidenti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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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Tien Te
盧天德

在臺灣的調查

人口販子下落何方？綠色和平2016年《臺灣製造：失控
的遠洋漁業》報告指出，臺灣與柬
埔寨的巨洋國際人口販運一案有關
聯。巨洋國際於2010至2012年間
仲介柬埔寨勞工給臺灣漁船。報告
中也提出巨洋國際在臺灣營運的相
關問題，並呼籲臺灣政府應著手調
查巨洋國際人口販運案。

在試圖了解和確認臺灣政府的調查
結果時，綠色和平自法務部取得一
份2017年的簡報檔案。簡報說明了
檢方對該案所採取的方法，以及檢

從事發至今，沒有任何證據顯
示政府單位曾採取任何行動保
障巨洋國際案中遭受強迫勞動
和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安全和權
利。這也令人質疑若未來類似
事件再度發生時，誰能保障受
害者的安全和權利。

2017年12月，綠色和平掌握新
證據，發現這五名罪行確立的
逃犯已回臺灣定居。而且其中
兩人還在漁業署核准下繼續擔
任外籍漁工仲介。

綠色和平擔憂有不良紀錄的人
口仲介販運人士重操舊業，恐
會對外籍漁工造成潛在威脅，
也無法理解臺灣司法竟無法明
確判定巨洋國際的董事和股東
有無犯罪事實。

綠色和平認為，臺灣政府有責
任義務限制已遭判罪的人口仲
介不得以任何形式從事相關工
作，尤其應避免直接接觸可能
會遭受販運、強迫勞動和剝削
的外籍勞工。

調查結果46 47 48：

高雄市漁船船員服務促進協會持有漁業署頒發的執照，
可雇用700名船員。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
防制法》49

10年刑期：

0年已服刑期間：

臺灣高雄現居地點：

社團法人高雄市漁船船員服務促進協會現任單位：

Tsai His Hu / Tsai Xi Hu50

蔡西湖

2009年，蔡西湖登記為永新國際有限公司聯絡人，綠
色和平無法查得這間公司的紀錄。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
防制法》

10年刑期：

0年已服刑期間：

未知現居地點：

永新國際有限公司聯絡人 (2009)現任單位：

方的看法如下：

• 巨洋國際漁業有限公司的營運
行為涉嫌違反《人口販運防制
法》第32條第2款43。

• 臺灣法院並無管轄權，除非犯
罪行為是在臺灣籍漁船上發生。

• 柬埔寨非政府組織 LSCW 和 
Winrock International 所提供的
證據不被臺灣認可。

檢察官最後採「行政簽結」作為處
分，並傳喚巨洋國際股東和臺灣籍
船東。檢察官聲稱，即使柬埔寨法
院已作出判決，但他們無法確定是
否應該起訴。

即使柬埔寨法院已判決定罪，受害
者也提供大量且令人信服的證據，
這五名人口販子目前都還是得到了
臺灣司法機關的免死金牌。這也讓
外界質疑臺灣是否有意願採取具體
有效的措施，以防堵漁業體系中人
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等問題44。

臺灣人口販運法 根據臺灣《刑法》第296條第1款和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45，人
口販運屬刑事犯罪。
在臺灣，有些罪行是「非告訴乃
論」，檢調單位並不需要有人提告

即可偵辦或起訴人口販運犯罪。
事實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9條
和第10條中特別規定，司法警察若
接獲通報，應即採取行動確認人口
販運被害人。

第二章：海上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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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un Mu 
陳春木

Wu Fu Tsang 
吳富藏

Lin Yu Shin 
林玉欣

Huang Chun Fa
黃俊發

盧天德和陳春木的任職單位都是漁業署核可登記的公
司，這表示他們都已獲准從事漁工招募。黃俊發和吳富
藏似乎也都正從事招募漁工的相關工作51 52。

這些未服刑的國際逃犯令人質疑：臺灣到底有沒有決心
消除遠洋漁船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縱容司法逃犯將可能加速剝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
情況惡化，在臺灣，遠洋漁業漁撈作業竟比人權正義來
得重要，也與臺灣聲稱要共同為全球漁業負責的論述背
道而馳。

友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登記於漁業署下，可雇用399名
船員。同時，友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高雄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發給之有效執照，可提供「仲介服務」。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防制法》

10年刑期：

0年已服刑期間：

臺灣高雄現居地點：

友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任單位：

吳富藏登記在新設公司弘興海洋開發有限公司（舊名為
豐星海洋開發有限公司）。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防制法》

10年刑期：

0年已服刑期間：

臺灣高雄現居地點：

弘興海洋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兼任董事現任單位：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防制法》

10年刑期：

0年已服刑期間：

笙發漁業有限公司董事現任單位：

笙發漁業於經濟發展局登記經營事業為勞工招募服務 ，
未列入漁業署核可的漁工仲介名單。綠色和平訪查高雄
的現址時發現，「新」、「舊」公司的名稱都還在。

罪名： 非法意圖移置人口《人口販運和性剝削防制法》

10年刑期：

3年已服刑期間：

柬甫寨監禁中現況：

第二章：海上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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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美國「人口販運報告」中，
可否繼續保持第一級的資格？

近幾年，由美國國務院發布的年度
人口販運報告中，臺灣防制人口販
運績效連續被評為第一級53。

綠色和平將巨洋案中檢察官的聲明
立場與美國國務院制定的標準作分
析比較，以美國《人口販運被害人

保護法》 (US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2000， TVPA) 54 55

的規定來看，臺灣顯然多次未達
TVPA第108條(a)(4)款的最低標準。

1.  檢方未遵循臺灣《人口販運防制
法》第42條規定，本法第31條至

第34條適用於臺灣境外56。

2.  檢方採用「行政簽結」不符合 
TVPA的標準。根據TVPA規定，
「行政簽結」並非起訴、不起
訴，亦或緩起訴，故不構成立即
動作的要件。

3.  除了柬埔寨境內或臺灣船隻上的
犯罪行為之外（有些船籍為臺
灣，因此適用臺灣法律），這五
人已犯下人口販運罪行，卻未在
臺灣受到懲罰，反而繼續從事漁
工招募。

4.  LSWC提供重要證據，包括受害
人的證詞，足以讓臺灣司法機關

展開嚴格調查行動，打擊人口販
運行為。檢方的調查應包括執行
搜查令、取得相關公司和漁船的
文件、紀錄、與證人面談偵訊。
但沒有資料顯示檢方曾積極進行
上述調查行動。

5.  檢方並未使用LSWC所提供的證
據。LSWC代表許多巨洋案中柬

埔寨受害者發聲，曾試著多次與
臺灣檢調單位溝通，並提供受害
人陳述證詞。

 
臺灣政府未能為受害者彰顯司法正
義，甚且縱容加害者繼續在遠洋漁
業從事招募漁工的工作。綠色和平
擔憂，人口販運受害者仍在海上工
作的機會非常高。

第二章：海上悲歌

左圖：在太平洋剛被捕撈上
船的鮪魚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下圖：新鮮鮪魚

右圖：於太平洋作業的延繩釣
漁船上漁工生活空間狹小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0 2000 4000 km

0 1000 2000 mi

Miller Cylindrical projection
1:100,000,000Scale

Cartography: © CartoricalTM 2018

28 29綠色和平調查報告：浩劫漁生

Taiwan

航向死亡的旅程：
受虐致死的Supriyanto

SUPRIYANTO 在臺灣籍漁船「福賜群號」上遭到虐待致死的悲慘命運，
是臺灣遠洋漁業史上最不堪入目的一段紀錄57。
這起案件從未獲得充分的調查，
而 SUPRIYANTO 所遭受的苦難也從未被完整陳述。

來自印尼中爪哇直葛市（Tegal in 
central Java）的漁工Suriyanto是
一名43歲的單親父親，有三個小
孩。在成為臺灣漁船上的外籍漁工
之前，他是巴士上的收票員。2014
年底，Supriyanto決定成為漁工，
希望多賺點錢來撫養孩子。他在
2015年4月登上福賜群號，從此之
後再也回不了家。

2015年4月29日，陳喬治（Chen 
Chiao-chih）向高雄區漁會提出申
請聘僱七名印尼籍漁工到福賜群號
上工作。這份申請於2015年4月30
日提交至高雄市海洋局。

福賜群號在2015年5月12日從屏
東東港出航，航行至中西太平洋
海域。

2015年7月26日，東港漁會收到
通報，福賜群號上一名船員U r i p 
Muslikhin於7月25日落海失蹤。漁
業署要求船長至少花三天來搜尋失
蹤船員。

2015年8月25日晚間11點10分，東
港漁會再次收到通報，福賜群號一
名船員兼漁工Supriyanto死於船上。

圖4： 福賜群號2015年在太平洋航行的船舶軌跡和時程表 (MMSI: 416001769) 58

漁撈作業航行紀錄

Urip Muslikhin失蹤後的漁撈作業航行紀錄

Supriyanto死亡的航行位置

Supriyanto死亡後的漁撈作業航行紀錄

第二章：海上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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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iyanto 生前的最後影像

Sup r i yan to生前最後幾週所拍下
的照片和影片，在他死後浮上檯
面。這些圖像和影像證據令人質疑
Surpriyanto 死前所受到的待遇。

臺灣政府似乎承認 Supriyanto 生前
曾遭虐待，但卻未對此公開詳細說
明。因為令人震驚的影像亟需相關
單位做進一步深度調查，但漁業署
冷處理的方式讓人憂心。

調查過程中，綠色和平取得「福賜
群號」在 Supriyanto 死亡前幾個星
期的航行紀錄59。

由全球漁業觀測站（Global Fishing 
Watch，簡稱GFW）的紀錄來看，
「福賜群號」在兩名漁工遇難後的
漁撈作業航行紀錄與官方陳述事實
不一致。

監察院的糾正報告指出 60，福賜群
號花了三天搜索墜海失蹤的U r i p 
Muslikhin 61，但這與 GFW 的航行紀
錄相矛盾。紀錄顯示，Urip Muslikhin 
失蹤後，福賜群號的航行軌跡與一

般漁撈作業相符。而漁業署的調查
並不清楚該漁船是否繼續從事漁
撈，這些資訊理應提供給相關調查
單位。

G F W另一個航行紀錄顯示，在
Supriyano生命垂危，甚至死亡後，
「福賜群號」仍舊照常捕魚，並非
向外宣稱得立即返港62。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一系列漁船上拍攝的照片，顯示 
Supriyanto 身體狀況急速惡化
// Confidential Source

左圖及下圖：Supriyanto於死前拍攝的照片
// Confidenti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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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iyanto 於海上痛苦掙扎而亡 監察院抨擊漁業署的調查報告

Sup r i yan to在海上工作時遇害一
事，看出臺灣負責監測船員船東和
漁業作業的單位缺乏執行力。漁業
署身為漁業主管機關，應盡責監管
並評估人力仲介公司、船東和整個
業界的動態。

驗屍報告顯示，Supriyanto在福賜
群號上膝蓋受傷，傷口感染後引發
休克死亡 63。而漁業署的調查結果
無法清楚說明整起事件，也解釋不
了一個原本健康的青壯年為何會突
然死在海上？ 

屏東地檢署事後針對Supriyanto和
Urip Muslikhim的死因進行偵查。
屏東地檢署在初步調查中，先排除
了部分證據，因為檢方認為影音證
據的翻譯不完整。檢查官辦公室聲
稱，印尼籍的翻譯人員不熟悉影
音資料中的中爪哇方言，綠色和平
認為這是相當薄弱的理由。影音檔
案中的關鍵內容沒有被翻譯，包括
Supriyanto說他在船上被輪機的船
員辱罵、傷害，使他無法走路64，
但檢察官的調查卻判定Supriyanto
死亡是屬意外事故，而且案件中沒
有他殺或不正當行為的嫌疑。

監察院糾正報告清楚指出，屏東
地檢察署對此案件並未進行完善
的調查。

Supriyanto在印尼的家人和宜蘭縣
漁工職業工會對於檢方的調查結果
提出嚴重質疑，最後，監察院要求
對Supriyanto的死因重啟調查。

2016年10月5日，監察院對此案提出糾正案。

監察院針對漁業署的調查報告提出糾正，同時指出漁
業署的管理有「嚴重疏失」，受雇的外籍漁工基本勞

動權益受損，嚴重違反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65，嚴
重損害臺灣的國際聲譽66。

監察院的糾正案報告指出下列幾點67：

1.  Supr iyanto簽署了兩份勞動契約。一份是與臺灣仲介金紘公司（Jin 
Hong Company）簽訂，再提交到臺灣主管機關。第二份契約則是與印
尼仲介公司簽訂，而這份契約制定了「實際工作內容」。

2.  「實際工作內容」的契約包含許多不當條款，工作成本被轉嫁到Supri-
yanto身上，而且要是違反契約，家人還要負連帶責任。契約甚至明定
每天工作16小時。這些條款都「嚴重侵犯外籍船員的勞動權益」。

3.  漁業署對Supriyanto有兩種版本的勞動契約毫不知情，明顯未盡到監督
臺灣兩方仲介公司的責任。漁業署在事發後也未立即將失職仲介公司從
合法名單中除名。

勞動契約和仲介剝削

4.  福賜群號的船員薪資遭到不當苛扣，而漁業署卻未採取任何行動。事實
上，漁業署在調查之前，並不知道漁船上的不當行為。船員過低的薪資
已經「嚴重違反船員的勞動權益」。

5.  漁業署最後取銷福賜群號的捕漁許可和漁工仲介的經營許可證，卻未對
因疏於監督所造成的損害作出賠償。

領不到薪資或未領到足額

6.  Supriyanto 是「在福賜群號漁船上遭到虐待」後才死亡。Supriyanto的
薪資是印尼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但驗屍鑑定為病死，故保險不予理
賠，也無任何死亡撫卹。

超時勞動、
缺乏醫療照護及死因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漁船登記文件
// Confidential source



34 35綠色和平調查報告：浩劫漁生

Supriyanto 是否為
另一個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強迫勞動的定義是指任何人
以任何懲罰性的威脅，企圖從
任何非自願的人身上獲取勞務
或服務 68。」

綠色和平仔細檢視了Supriyanto一案，並進一步分析
監察院的糾正報告，發現除卻Supriyanto遭受的「虐
待」之外，此案也涉及其它強迫勞動，包括：
 

這起案件另一個徵結點就是漁業署漠視Supriyanto遭
受虐待的事實。

福賜群號漁船在一個月內就發生兩起死亡事件，有大
量證據顯示船上曾發生過肢體暴力和強迫勞動，但相
關單位竟未能對本案死者、船東，及仲介公司進行深
入調查。
 

監察院對漁業署提出三項主要糾正：

1.  漁業署對Supriyanto簽署了一份不公平且不平等
的勞動契約毫不知情。

2.  漁業署沒有評估或檢視仲介公司。
3.  漁業署對此案未盡調查責任。

監察院現已將此案復交漁業署再作進一步調查並採取
後續行動，但沒有特別提及或認定要求漁業署調查強
制勞動和人口販運活動等問題。

未來重啓調查Supriyanto死亡案件時，應釐清所有涉
及人員、仲介、有關單位的責任，以及從招聘到死亡
的實際情況。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正於東港漁港卸貨的
漁獲，臺灣高雄
© // Paul Hilton, Greenpeace

1. 欺騙式招募
2. 剝削
3. 肢體暴力／虐待

4. 隔絕孤立
5. 惡劣的工作條件
6. 惡劣的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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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jiVanuatu

暴力的歷史 – 和春61號

2016年5月7日，船籍隸屬於萬那
杜的延繩釣漁船「和春61號」從
臺灣高雄港出航至中太平洋漁場捕
漁。船上28名船員當中，有六名
是越南籍，七名是菲律賓籍，以及
十三名為印尼籍，船長是來自中國
的謝丁榮，而這艘船則是臺灣人擁
有70。

2016年9月7日夜晚，和春61號行
駛到復活島和斐濟之間的公海，六
名印尼籍船員闖進船長的船艙，攻

擊並殺害船長。隔天，輪機長聯絡
臺灣的船東，通報船長死訊，和春
61號隨後行駛到斐濟。六名船員
接受斐濟警方訊問時，坦承參與殺
害船長。

2017年初，六名印尼籍船員被引
渡至萬那杜，對於殺害船長一事承
認犯罪。萬那杜最高法院對六人判
處18年有期徒刑，服刑未滿9年不
得假釋，但建議若獲得假釋，六人
得以遣返回印尼服完剩餘刑期。

分析萬那杜最高法院的判決報告中
發現 71，有證據顯示這六名印尼船
員長期遭到船長歧視、打罵和言語
或肢體暴力，且與船長被殺害有直
接關係，而這也是讓這六名印尼籍
船員獲得減輕判刑的原因。

僅管法院注意到虐待和打罵的狀
況，但認定這不等同於防衛，而是
解釋船上曾經發生的事件72。

圖5： 2016年和春61號在太平洋的航行紀錄 69

漁船移動航線紀錄

漁撈作業航行紀錄

船長死亡當日

第二章：海上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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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有一天，發生了
一起意外，我身體有一塊地方被鈎子割
開，因此受傷了。

那時我沒有生氣，因為那是一件小
意外。之後，當他 (船長 )醒來，我
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他態度大
變，並說……「警報」……「嗶
嗶」……。然後我們必須起床，如
果我們還繼續睡覺，吃東西或者做
其他事情，那麼就回家吧。我不明
白他為什麼會那樣。

某一天，我沒有做錯什麼，但他走
到我們的房間，踢了我房間裡的所
有人。他來到我們的房間，然後開
始踢每個人。

每天晚上，有時候我只能睡一個小
時。他說：「待在這裡」，然後我必須四處察看，萬
一有什麼問題，要馬上回報。我哭了，我只能睡一個

小時，我想回家。這樣的待遇很不人道。

在食物方面，因為我們都是穆斯林，所以我們不能吃
豬肉，但我們的飯裡總是有豬肉。即使不吃豬肉，我

們也沒有任何其它選擇，我們會沒
有力氣工作。

有一天，其中一名船員因為鈎子受
傷。其他人說他必須休息一下，但
他還是必須要工作。他是下午受傷
的，他卻要在半夜再次工作。

有時我們生病了，我沒有力氣工
作，但船長仍然強迫我們工作。還
罵說：「他媽的……快去工作！」

我向他詢問一個藥品，他要求我繼
續工作，然後打了我的頭。他跟我
的朋友說，不要再問了。他又還踢

了我。船長也跟我說：「如果你再來問藥，我會殺
了你。」

現況

綠色和平分析漁船的航行紀錄，發
現在過去的報導中，和春61號就曾
涉及暴力虐待外籍船員73。

為了進一步了解導致船長死亡的原
由，綠色和平前訪萬那杜，採訪在
埃法特島（island of Efate）服刑的
六位船員。

訪談內容暴露出和春61號上惡劣的
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船長在死亡
前幾個月間如何對他們施虐。經歷

過悲慘遭遇的六位船員受到極大創
傷，他們訴說的故事極為相像，在
海上工作的幾個月，遭受船長不間
斷的暴力對待。六段採訪內容顯示
這些船員曾遭受：

・ 肢體暴力虐待，包括多種類
型的攻擊，甚至使用棍棒

・ 睡眠嚴重不足
・持續性的言語辱罵
・ 缺乏飲食，有時更被迫吃豬
肉（違反穆斯林信仰） 

・ 船長被殺害前一晚威脅要殺
掉其中一名船員 

・ 長期性地長時間工作（平均
每天工作20小時）

六名船員告訴綠色和平，他們的護
照被扣在船長那裡，雇主也沒有按
照他們所簽的契約給付足額薪資。

以下篇幅摘錄了一些採訪紀錄，在
此提醒，其中內容可能會令人反
感，不忍閱讀。

我向船長詢問有沒有藥品，
他不但打了我的頭又踢了
我。還說：「如果你再來
問，我會殺了你。」

第二章：海上悲歌

右圖及上圖：和春61號船員
© // Dan 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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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生氣和責罵，對我來說這不是
問題，但它後來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會
用掃帚打人、被要求吃飯要吃很快、用
腳叫人起床、經常被打頭部、巴掌，還

不是一次或兩次，而是在3-4個月內常常發生。對我
來說，船長的行為很不好，即使我沒有遭受到很多的
打罵。

不只是這一次這樣，在2014年之前，我去南非工作，
是不同的船和不同的公司。

我和家鄉的朋友不僅一起工作，也同樣受到折磨。不
只是我，我的朋友都是，像是來自Garut、Cianjur和
Tegal的三個人，他們被船長用木製吊桿敲打屁股，只
因為一件小事。

這是我第一次上船工作，我什麼也沒有做就被毆打，
我只能保有耐心忍受這些事，並等待下一個停泊點。

那時候，船長不僅經常打我們，還有一個工作了11個
月的人，他的手臂都已經潰爛、腫脹，腳也都起了水
泡，也還是得經常工作。而且只有一點時間洗澡，真
的很想睡，工作、睡覺和吃飯是每天要做的事。

我負責捲漁線。大概要15個小時，
我都站在船緣，在沒有任何防護措
施下忍受海浪打上來，然後我改去
解開線繩。

因為惡劣的天氣引起大浪，許多繩索彼此纏繞在
一起。我不知所措，因為有很多人，卻只有我們
兩個人在沒有任何協助下，在處理繩索。船長走
過來，打了我兩次耳光，我不能說什麼，我想也
許是我的錯，但是為什麼你一定要用暴力方式對
我，我還是選擇積極面對。

有一段時間，我負責把魚搬移到另一艘更大的船
上，我在冰箱的頂部工作，而船長要求我進去冰
箱裡工作，我拒絕了，然後他向我扔了一條冷凍
魚，我躲過了它，但還是打到我的右腿，我的腳
受傷了。

之後，我們花了二天搬移漁獲，這期間我們只休
息了四個小時。接著又去補加柴油，加滿之後，
船長又說，要我們晚上去設置魚餌。

「如果只是生氣和責罵，對我來說這
不是問題，但它後來成為一個問題，
因為會用掃帚打人、被要求吃飯要吃
很快、用腳叫人起床、經常被打頭部
或巴掌，還不是一次或兩次，而是在
3-4個月內常常發生。」

「我們被禁止吃我們
補來的魚，我們只能
吃豬肉，而船長還強
迫我們吃。」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下圖：和春61號船員
© // Dan Salmon

下圖：和春61號船員
© // Dan Salmon

上圖：和春61號船員
寫給綠色和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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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才起床，總是被
竹竿打。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會一直瞪著我們，叫我
們5分鐘內吃完……工作的
時候，如果船長看到印尼船
員在休息，他就會發怒和打
人，不然就是暴力相向。」

「9月6、7日，情況變得
更糟。那天，我搬了好幾
公斤的魚，不只是公斤，
甚至有幾噸，我忘了。

我在冰櫃裡工作了5個小
時，休息時間就是為了吃
飯。在9月7日，我真的好
想回家。」

Ian Goodwin 醫師的分析

綠色和平將這六名船員的訪談紀錄交給法醫精神科醫
師伊恩•古德溫(Dr. Ian Goodwin) 74，借以尋求專業意
見了解船員們在海上的經歷與他們犯下殺人罪行是否
有關聯性。而他的分析見解也增加了許多有助於釐清
此案的資訊。

“受訪者所描述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顯然會對他們的心
理健康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他們睡眠不足而感到
疲勞，以及食物不佳。”

從訪談紀錄能夠看出幾個狀況，例如自衛、挑釁行
為，還有能力處於弱勢等等，以下幾個跡象也顯示在
船長遇害之前，「和春61號」漁船上存在著強迫勞動
的問題。

1. 虐待弱勢者
2. 欺騙
3. 肢體暴力
4. 隔絕孤立
5. 恐嚇和威脅
6. 惡劣的工作條件
7. 扣留身份證明文件
8. 超時工作

雖然有以上跡象，臺灣相關單位似乎並未針對「和春
61號」的臺灣船東當初招聘、安置和對待外籍漁工等
進行調查。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下圖：和春61號船員寫
給綠色和平的信

下圖：萬那杜維拉港的郵政信箱
© // Dan Salmon

上圖：和春61號於獄中的船員
© // Dan 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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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漁業又一件未經調查的
強迫勞動案例？

程有一大部分與漁船所屬的臺灣公司
有關。假如為了方便而使用其他國籍
作為船籍75，依臺灣目前延繩釣船隊
的規模來說，只會增加更多問題，尤

其是權宜船是否協助臺灣的個人和企
業規避在海上作業時的所有責任。

在「和春61號」事件中，漁業署似

綠色和平擔心臺灣政府會以該船的船籍
屬於萬那杜作為藉口來卸責，而不去進
一步調查或起訴任何有關和春61號涉及
的犯罪行為。但很明顯的是，招聘的過

乎又再次未達到美國TVPA的最低
標準，因為缺乏積極主動採取任何
調查或起訴，也讓臺灣延繩釣漁船
上強迫勞動案例再添一件。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和春61號的五位船員
© // Dan Salmon

上圖：萬那杜監獄
© // Dan Salmon

下圖：位於萬那杜維拉港的監獄
© // Dan 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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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群水產的關聯

豐群水產與涉及巨洋案的漁船
是否有生意往來？

豐群水產與「福賜群號」
是否有生意往來？

豐群水產與和春61號是否
有生意往來？

豐群水產在官方網站上表示，其對
產業中漁工和人權剝削的存在確有
認知。「豐群社會責任專案」規範
供應漁獲給豐群的漁船，禁止僱用
童工、強迫勞動和其他虐待行為76。

但是，「豐群社會責任專案」僅適
用於圍網船隊。而最常發生侵害人

權和虐待漁工的延繩釣船隊，卻沒
有任何可約束的規範或行為準則。

綠色和平在報告第二章中，進一步
檢視了三件在延繩釣船上發生的事
件，目的是想確認豐群水產是否有
可能曾經收購來自這些問題漁船的
漁獲，並再銷售到國際市場。

綠色和平已經確定和春61號和豐群
水產的關聯，其中包括造成船長謝
丁榮死亡的那趟航程。

在船長去世前的幾天，和春61號轉
載漁獲到一艘巴拿馬籍、臺灣人出
資的轉運船新和春102號。綠色和

平從交易記錄，證實豐群水產與新
和春102號和其姊妹船新和春101
號有交易往來。

豐群水產也向綠色和平承認曾與兩
艘漁船進行交易，進而確認豐群水
產確實與這起案件有所關聯。

識別漁船的困難之處在於遭受剝
削，強迫勞動和販運的受害者常常
因不識字而無法辨識船名，或者不
記得船名77。

儘管如此，仍然有約三分之一的巨
洋案受害者能夠識別當初他們工作
的漁船。

綠色和平研究發現一些交易記錄，
詳細記載豐群水產和其子公司FCN
與涉及巨洋案的漁船的合作情況。
我們的分析分成兩個部份：一是事
件發生到法院判決定罪（截至2014
年）；另一部份則是巨洋股東和董

事被定罪之後（2016至2017年）
。這些記錄顯示，豐群水產和其子
公司在巨洋股東和董事被起訴前，
就已收購來自涉及人口販運漁船的
漁獲，而且在柬埔寨法院起訴之
後，至少還有一艘漁船繼續供貨給
豐群水產。

涉及巨洋案，並與豐群水產有交易
關係的漁船包括威慶 (Wei Ching) 
和信隆216號 (Shin Lung 216) 78。

分析2016年和2017年的記錄，發
現威慶繼續透過豐群水產或其子公
司FCN把漁獲銷往日本。

綠色和平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
明豐群水產與Supriyanto死亡
的漁船有關聯。

而豐群水產並未回覆「福賜群
號」是否為其供應商之一。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延繩釣船於海中破浪前行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下圖：延繩釣船正將漁獲
轉載至搬運船上
© // Juan Vi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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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益。這似乎說明臺灣對這類駭人聽聞的人口販運案件
處理態度消極。

而在和春61號與Supriyanto二案中，暴力、剝削與強
迫勞動的跡象均相當明確，但臺灣政府卻未針對這些
證據進行完整的調查。此外，負責將漁工帶上這些漁
船的單位也沒有受到足夠的檢視。

調查顯示，臺灣豐群水產與這些受到人口販運的漁工
確有關連，這對全球許多知名海鮮品牌而言，是不可
忽視的警訊。這些品牌包括：海底雞（Chicken of the 

即使2017年的美國《人口販運報告》提到臺灣時有點
出些許改善，本章提出的許多證據都顯示，臺灣在解
決海上奴工、強迫勞動以及漁工虐待上的努力仍然不
足，缺乏效力。此外，臺灣的遠洋漁業的種種作為並
未遵守其在2012年生效的《人口販運防治法》，亦不
符合如美國《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中訂定的國際
標準79。

在巨洋國際一案中，臺灣的人口販子因過去違法販運
數百名受害漁工至臺灣漁船，而遭他國判刑，逃回臺
灣後，卻能夠繼續為臺灣漁船擔任漁工仲介，賺取利

Sea）、大黃蜂（Bumble Bee）、王子（Princes）、
福林薩（Frinsa）以及SeaValue80。如果這些公司的供
應鏈沾染人權侵害的作為，那就意味著血汗海鮮很可
能也流入了亞洲、歐洲與美洲的壽司餐廳與餐桌上。

豐群水產在其合作供應鏈的準則上，目前僅提及圍網
漁船，針對奴工事件相對易發的延繩釣船，卻未訂定
漁工的相關標準，此等落差是我們亟需審視的狀況。
臺灣有上百艘延繩釣漁船在全球各地作業，卻未受到
足夠的監管，除非我們能夠徹底追蹤並管理延繩釣
船，漁工虐待的問題將難以根除。

第二章：海上悲歌

上圖：太平洋的日落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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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將探討有哪些主要因素導致
臺灣遠洋漁業的人權侵害以及非法
捕撈事件不斷。

在2017年間，綠色和平調查人員
多次接到漁船外籍漁工的通報。這
些外籍漁工大多都受僱於鮪延繩釣
船上，被迫在惡劣的環境中超時工
作，酬勞遠低於法定最低薪資，並
且飽受船上資深船員的言語與肢體
虐待81。這些狀況也被其他（當地）
處理臺灣漁船外籍漁工議題的非政
府組織列為持續發生的問題82。

這些通報案件與第二章探討過的案
例均指出，有大量證據顯示臺灣
的遠洋延繩釣船隊充滿剝削行為，
令人不禁質疑相關機構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臺灣政府、監管機關以及
業界是否促成甚至無意間鼓勵了遠

洋漁業剝削廉價外籍漁工的行為。

本章節將檢視臺灣漁業監管體制有
哪些結構與管理問題，導致這種狀
況的持續發生，這些問題包括：

一、監管機關執法不力：臺灣的監
管單位長期忽視外籍漁工權益，並
未妥善調查及懲處違法者。就算祭
出懲罰，手段往往也不夠強硬，不
足以遏止新的案件發生。

二、法條紊亂難以執行：法規過於
混亂、定義不明，違法者因而能夠
輕易鑽過法律漏洞。臺灣的國際地
位特殊，海上管轄權複雜，再加上
使用權宜船和紙上公司所造成的混
亂，也導致法規難以執行。

三、仲介機構與漁會的角色：船員

的召募透過臺灣的中間人轉交給設
於第三國的公司，在法律上造成模
糊地帶，讓船員與監管機構都容易
搞不清楚狀況。除此之外，像是漁
會這樣的代理監管單位也往往因利
益衝突而完全失去作用，因為漁會
一方面提供工作機會，理應為船員
權益負責，但另一方面卻又代表了
臺灣漁業，須為產業利益把關。

本章後段將詳細探討在第二章提到
的案例當中，紙上公司、權宜船、
人力仲介以及轉載等機制是如何包
庇個人、公司與企業得以免於擔負
應負的責任。要將責任釐清，許多
問題都必須能被完整透明地回答：
漁獲是誰捕撈的？要提供給誰？要
在哪裡售出？然而，目前的情況卻
讓臺灣漁業亟需的資訊透明度難以
實現。

第三章：一灘渾水

下圖：正於印度洋進行鮪魚漁獲
轉載的臺灣延繩釣船
© // Jiri Rezac, Greenpeace

 一灘渾水―海上苦難的系統性促成者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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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因素

臺灣漁業署隸屬於農委會，負責所
有國內與國際的漁業相關事務，包
括監管和稽查臺灣漁船上外籍船員
的雇用情形。漁業署的權限廣泛，
資源充足，理應能有效控管臺灣
的漁業，然而實際情形似乎並非如
此。

印尼漁工 Supriyanto之死以及巨洋
國際這兩起案例都突顯了台灣在遠
洋漁船船隊管理上的根本問題，也
令人質疑漁業署是否有能力保護臺

灣漁船上的外籍漁工，讓他們免於
遭受人口販運、強迫勞動以及剝削
之苦。

在Supriyanto的案例當中，漁業署
的失職被監察院完整記錄，顯示漁
業署在捍衛外籍漁工的勞工權益以
及工作環境等核心議題上出了問
題。Supriyanto死後，漁業署被指
出並沒有針對相關人力仲介公司進
行適當監管 83，在外籍漁工聘雇管
理上也出現嚴重失職。

上述以及其他最近的報告也指出84，
巨洋國際一案中所出現的人權以及勞
權侵犯問題在臺灣遠洋漁業中相當氾
濫。法律規定遠洋漁船船隊可以直接
雇用船員，或透過漁業署許可的仲介
在海外招募人力85 86。本案中，監管
機關沒有採取適當措施，漁業署甚至
縱容已有侵犯人權記錄的仲介機構繼
續在臺執業，顯示漁業署並沒有盡到
保護臺灣漁船外籍漁工的職責，並突
顯臺灣的監管單位在面對這些議題時
採取的寬縱態度。

在和春61號的案例當中，雖然法院
已明確記錄了關於船上暴力與威脅
的控訴，船隻所有權也和臺灣有明
顯的關係，漁業署卻從未著手調查
該船的勞動情況。雖然和春61號船
旗登記於萬那杜，但有臺灣公司涉
入案件，臺灣官方不應規避責任。
和春61號船上漁工遭不當對待的問
題並非首次浮現，臺灣相關單位卻
仍然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動作，實在
令人憂心。

監管機關執法不力

第三章：一灘渾水

下圖：於高雄漁港從漁船上卸貨的黃鰭鮪
© // Paul Hilton,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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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仲介與船隻經營者須遵守的詳
細標準。在新條例規定下 91，漁業
署有權檢視與調查任何發生在臺灣
領土或領海上的人口販運或違反人
權情事92。

然而，這些條例和國際勞工組織推動
的漁撈工作公約（ILO 188）之間卻
有許多顯著的不同之處，包括規定休
息天數較少、可能扣薪的情形93、低
於台灣勞基法規定的最低薪資，並且

國際輿論以及歐盟祭出黃牌警告的
政治壓力迫使台灣於2016年修訂關
於遠洋漁業管理與營運之法規87 88。
修法主要針對一些具有問題捕撈行
為以及船隻管理，希望能藉此遏止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的漁業89。

在遠洋漁業條例規定之下，農委會
於2017年初實施了「境外雇用非我
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90。該
法條旨在遏止船員剝削情形，並且

缺乏能夠有效監督的機制。

根據臺灣法律規定，臺灣船隻經營
者或是漁業署許可的仲介公司與外
籍漁工之間必需要有公平的工作契
約。儘管如此，綠色和平在訪談了
多位外籍漁工後卻發現，這些外籍
漁工只有跟印尼的仲介公司簽約，
而就他們所知，他們並沒有跟任何
臺灣的個人或單位立約94。

與需求面因素卻鮮少受到注意，在
臺灣特別如此，或許因為臺灣一般
被視為是高度發展的經濟體，這樣
的問題更容易受到忽略。

臺灣不健全的遠洋漁業商業模式（
如同第一章所探討）導致仲介與船
隻經營者往往會剝削弱勢的外籍漁
工。遠洋漁船船隊可以直接雇用船
員，也可以透過漁業署許可的仲介
在海外招募人力 95。漁會也讓勞工
供應鏈變得更加複雜，除了在臺灣

在全球各地，仲介機制造成海上人
權侵犯情事發生的案例比比皆是，
也招致不少學界、媒體以及執法單
位的關注。然而，由於臺灣遠洋漁
業規模龐大，本國籍的勞工又普遍
不願意出海以捕魚維生，此類情事
在臺灣更加嚴重。

現有的研究與文獻大多都以供給
面來探討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之問
題，將範疇專注於東南亞等地區而
非全球，與此議題相關的法律框架

的法規跟相關責任上有一席之地，
在招募外籍漁工方面也扮演了重要
角色。這種雙重角色容易導致利益
衝突，因為漁會雖然依規定必須協
助政府扛起監管的責任 96，但同時
又得為漁業這個產業的商業利益發
聲。漁會如何平衡這兩種角色，外
界不得而知，但在許多情形下，他
們被要求通報或懲處違規的遠洋漁
業業者，進而危害產業自身利益。

法條紊亂難以執行 仲介機構與漁會的角色，
是否有利益衝突？

臺灣漁會 臺灣漁會會員主要都是漁民，不同
行政地區與漁場則會由漁會不同分
會負責，兼具專業的商業特質以及
漁民的社群特質。目前，全臺一共

有40個分會，包括一個全國漁會以
及39個地區漁會，總會員人數高達
42萬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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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供應鏈 

根據國際運輸工人聯盟的定義，所
謂的權宜船，是指船隻登記國籍與
船東真正的國籍不同。現在全球約
有35個國家開放船舶登記，推出誘
人條件吸引外國船東。這些條件包
括低廉的登記費用、寬鬆的漁業活
動規範、低稅率，以及寬鬆的勞工
法規99。

臺灣遠洋漁船船隊就經常利用權宜
船這種手段。除了登記在臺灣的大
量漁船之外，還有許多臺灣船東將
船隻登記在國外。這種作法對船隻
經營者有利，因為權宜船有助於規
避潛在的漁獲配額限制，避免減少
船隊漁船數量100。臺灣船東最常登

記的國家包括萬那杜、巴拿馬以及
塞席爾。

根據國際法規，每個國家都有權讓登
記在自己國家的船隻獲得該國國籍101

，但其中一個關鍵條件是「船隻與
國家之間必須有真正的關聯102」。然
而，「真正的關聯」定義模糊，可
用不同方法詮釋103，但權宜船對於剝
削、強迫勞動、人口販運，甚至兇殺
案件的調查也有嚴重的影響。

舉和春61號船長命案為例，有許多
國家都有權介入調查此案件，顯示
法律、外交、商業利益之間的影響
與交互作用的強度與複雜性。

權宜船

析船東結構、歸屬法律與財務責任
並不容易，需要足夠的資源、協調
以及努力。

在現有體系下，真的有心想要隱藏
足跡的人可以不同的方法跟機制來
混淆他們的法律責任。本段落將探
討三種常見的手段：權宜船、紙上

臺灣漁業中，那些進行人口販運、
強迫勞動以及剝削行為的違法者是
否能夠被繩之以法，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供應鏈是否透明。國際刑警
組織指出，全球漁業的供應鏈獲利
豐厚，卻也十分複雜 98。就是因為
複雜，主管機關與監控單位在歸屬
經營者責任的時候才困難重重。剖

公司以及轉載。在第二章探討的案
例當中，這三種方法或多或少都有
出現。可惜的是，這些作法目前都
並不算違法，但仍是許多海上危害
人權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若要避
免人權危害事件持續發生，務必設
法阻止這三種作法造成的漏洞。

被告、船長家屬以及萬那杜民眾來
說，則沒有那麼清楚。

和春61號的案例也突顯了權宜船
本身隱含的危險。獄中船員所做的
指控也令人開始注意究竟是誰應負

在這個案例當中，和春61號的國籍
登記於萬那杜，該國因此對船隻有
規範管轄權（立法制定勞工法規）
以及執法管轄權（調查與起訴犯
罪）104。斐濟、印尼、中國與臺灣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負的責任對於

責調查船員招募、海上待遇以及船
隻營運情況等重要問題。只因為這
艘臺灣的漁船登記於萬那杜，是否
就代表臺灣就能與所有違規撇清關
係？萬那杜又是否有能力適當審查
或懲處位於臺灣的公司或個人呢？

圖像5：
和春61號的九個國籍

登記於萬那杜，
從臺灣高雄啟程

漁船

13名印尼船員
6名越南船員
7名菲律賓船員
2名中國大陸船員
（船長及輪機長）

船員

轉運船新和春
102號為和春水
產所有，登記
於巴拿馬

漁獲收購船

斐濟，於萬那
杜法庭受審

調查國

國際 / 公海

漁場

臺灣

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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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61號事件發生於2016年時，船隻擁有者和春水產
有限公司（簡稱和春水產）以及負責人羅世傑根據中
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所列出的地址為臺灣
高雄市的一棟漁產大樓，不過後來和春61號列出的地
址則被改成萬那杜維拉港一間郵局的郵政信箱110，登
記地址則是維拉港市中心的國際大樓。

2018年初，該棟國際大樓看似已經淨空，牆上只留下
「歐洲信託公司」的字樣。另外一個之前與和春水產
有關的地址則成為一系列耐人尋味的境外個體的聯絡
地址，這些個體包括水產公司，以及一名國會議員。

Left // Fishers catch-
ing tuna on longline 
fishing vessel in the 
Pacific Ocean.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紙上公司

也讓權宜船促使境外空殼或是紙上
公司的產生106。

雖然大部分的空殼或紙上公司並不
違法，但這些公司常常跟一些非法
的行為有所關連，包括逃漏稅、洗
錢以及詐騙活動107 108 109。而之所以
會如此，一部分也是因為那些擁
有、控制或是受惠於這些公司的人
得以隱藏他們的真實身分。

在這次調查過程當中，綠色和平多

許多經營者，像是和春61號的船東
以及許多其他企業，都會把設立在
外國的子公司當成紙上公司。這種
作法搭配權宜船一起使用時，會讓
船隻的所有權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讓有心人士得以隱藏身分。

開放船隻登記的國家通常會要求欲
登記船隻的擁有者必須是該國公民
或於該國境內註冊的公司105，因此
一個外國人若想要獲得權宜船旗，
就必須先在登記國內設立公司，這

次嘗試要去造訪這些跟案例有關的
公司、船東、勞力仲介，以及供應
商。大部分的地址都要經過仔細搜
索，查遍好幾個船隻登記清單、合
約、公司登記，以及其他官方或公
開的資料來源才找得到。在每個案
例當中，公司的受益所有人不是很
難找到，就是完全無法追蹤。

這當然不是全球漁業面臨的新問
題，然而，這個問題在臺灣漁業顯
得格外嚴重。

圖像：和春水產的郵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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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指的就是漁船將漁獲轉交給冷
凍運輸船，程序可以在海上也可以
在港口進行。海上轉載讓較小的船
隻可以補充燃料與必需品，進而在
海上持續作業更久，有時可以長達
數年的時間。許多延繩釣漁船捕到
的漁獲就是透過這種方式進入到全
球供應鏈以及主要市場。

轉載可能會使漁獲來源變
得不明，有時候進而導致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
（IUU）漁業的發生111 112。
人權侵害以及像是人口販運
與走私等其他罪行也可能因
為海上轉載而滋生113 114 115

。有些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的被害者就指出自己曾因此
被困在船上，一次甚可長達
數年之久116 117 118。

電子監控系統有能力追蹤船隻動
向，對於全球漁業足跡的估測來說
是項利器，針對船隻行為也提供新
的發現 119。2018年初，全球漁業
監測網（GFW）和Skytruth便分析
了2012至2016年間，超過220億
筆自動識別系統（AIS）的訊息，

發現漁船和大型運輸船之間共有超
過5,500次的會合 120。這些資料顯
示，這些船隻很可能在海上進行轉
載。在這些可能是海上轉載的活動
當中，臺灣籍漁船佔了8%，這個
數字還不包括其他實際由臺灣所擁
有與經營的權宜船。

在全球漁業監測網的協助之下，綠
色和平檢視了追蹤和春61號的AIS
數據，發現和春61號在離開高雄港
四個月之後便與冷凍運輸船新和春
102號會合。雖然兩艘船都有獲得
WCPFC的許可得以進行轉載，但
此次轉載還是讓被虐漁工捕獲的漁

獲進入了主要市場的供應鏈。

在這個案例當中，登記於巴拿馬的
新和春102號也是由和春水產所擁
有，該公司的營運模式似乎仰賴海
上轉載延繩釣漁船所捕獲的鮪魚。
綠色和平也發現，和春水產供應給
台灣漁業龍頭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

司，也就是說，和春61號
事件跟豐群水產的供應鏈
以及其客戶也有無法抹滅
的關係。

豐群水產是海上轉載的大
力支持者，擁有超過30艘
運輸船可以在海上不同地
點跟漁船會合 121。豐群水
產的轉載活動包括將圍網
漁船的漁獲轉載至泰國罐
頭廠、在斐濟協調將延繩
釣漁獲送給美國太平洋漁

業公司（PAFCO），以及可能透過
漁業改進計畫（F IP）安排從印度
洋將延繩釣漁獲送至歐洲市場122 123

。

Right // Illegal pacific 
tuna transshipment.
© // Shannon Service, 
Greenpeace

Left // Illegal 
Transshipment.
© // Pierre Gleizes, 
Greenpeace

轉載

無法穿透的
供應鏈

與結構發生，就會持續讓豐群水產
這樣大型的漁業企業從全球供應鏈
當中獲利，卻能同時撇清自己與違
法剝削之間的關聯。

除非上述這些系統性問題能被解
決，產業中侵害人權和非法漁業將
會持續上演。這點在臺灣的遠洋漁
船上可以清楚看見，因為政府雖已
因應各種問題做出法規上的改善與
調整，但臺灣漁業要真正成為永
續、合法、人道的產業，還有很長
遠的一段路要走。

水產產業的供應鏈非常複雜，牽涉
了許多漁場、加工地點以及終端市
場124。這些供應鏈橫跨不同地區、
國家以及公司，也就是說，從漁場
到市場，同一批漁獲可能必須受到
多個不同國家的法規管轄125。

責任歸屬是保護人權的關鍵。光是
有企業社會責任還不夠，全球供應
鏈當中，各個層級的行為者都必須
扛起責任，預防營運中出現人口販
運、強迫勞動以及剝削情形。政府
與監管機關若放任本章描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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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 A longline 
fishing vessel 
passes through 
choppy wat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 // Mark Smith, 
Greenpeace 

結語

綠色和平認為，臺灣政府即便在自己
國內的既有的法律框架上尚未完全盡
到應盡的法律義務，例如臺灣雖已有
人口販運防治法，但目前鮮少有境外
聘雇漁工相關案件就該法處置；而在
國際上，臺灣政府也不符合國際間的
標準與規範，例如2000年的美國人口
販運受害者保護法。臺灣政府似乎仍
未展現政治決心面對這些重要議題，
著實令人憂心。

此外，綠色和平也找到豐群水產與

臺灣的漁船船隊與公司遍布全球，
無疑對於全球漁業扮演重要角色。
臺灣政府在漁業管理上的行動與疏
漏，不論在國內外都影響了成千上
萬人的生活，更使全球的海洋資
源保育變得滯礙難行。臺灣遠洋船
隊所帶來的傷害與破壞觸角遍及全
球，雖試圖於法規上改善，卻在執
法上成效不足，對臺灣的國際聲望
著實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從永續漁業的觀點來看，歐盟於
2015年十月根據非法、未報告、不
受規範（ IUU）法規祭出的黃牌警
告意味著臺灣有可能被列名為打擊
IUU漁業不合作第三國之一，讓臺
灣與其他在責任漁業指標上落後的
國家齊名。

在名列黃牌名單兩年半之後，臺灣卻
仍未完全解決先前被指出的問題。

此外，本報告也指出，臺灣在有效
打擊人權危害、強迫勞動以及境外
聘雇勞工受不當對待議題上的努力
仍待加強。其中一起誇張的案例，
是在巨洋案當中，臺灣政府竟然授
權已經被定罪的人口販運份子持續
與臺灣公司合作，擔任外籍漁工仲
介。而在和春61號以及Supriyanto
這兩起案例當中，臺灣有關單位似
乎也並未進行深度調查。

上述兩起案件的關聯，顯示這家橫跨
全球的水產公司在這些虐待案件中的
角色，與大型公司必須停止建立於勞
工剝削之商業模式的責任。豐群水產
是全球許多知名海鮮品牌的供應商，
包括海底雞 (Chicken of the Sea)、
大黃蜂 (Bumble Bee)、王子(Princes)
、福林薩(Frinsa)以及SeaValue。如果
這些公司的供應鏈沾染人權侵害的行
為，那就意味著這些血汗海鮮很可能
也流入了亞洲、歐洲與美洲的壽司餐
廳與餐桌上。

保護海洋生態的權益。要能夠平衡
這些權益、解決系統性問題，勢必
會需要深度的改革。

非法漁業與人權侵害的案例之間其
實有許多共通點，像是規範不足、
政府管控不當，以及漁撈能力過剩
和過度捕撈所導致的成本壓力。這
些因素鼓勵並促使漁業公司違法
犯紀、剝削勞工，並將魚群捕撈殆
盡。若沒有適當的海鮮溯源能力，
終端產品也沒有適當的標示，消費
者根本無法避免全球供應鏈中那些
遭到「污染」的海鮮食品。

總而言之，臺灣應當立即採取以下
行動：

• 針對漁業政策進行深度改革，
並將永續發展以及人權維護定
為政策核心。

• 解決臺灣船隊漁撈能力過剩問
題，並參與國際倡議以解決全
球過度捕撈情形，包括透過區
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或是採取能
夠達到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措施，例如取消可能導致過
度捕撈、漁撈能力過剩以及非
法漁業的政府補貼。

臺灣長久無法有效解決本報告與其
他報告中指出的嚴重問題，即使在
收到歐盟黃牌警告後也無法儘速做
出改善，顯示臺灣在漁業活動管理
上出現了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首先，臺灣政府應當退一步並重新
思考臺灣漁業發展的輕重緩急。很
顯然，政府與產業之間的關係過於
密切，易涉及利益衝突。完整的漁
業改革必須能夠反映各方所需，重
點並要能兼顧漁工權益，以及大眾

• 配合並且確保國際漁業協定與
措施之實施。

• 完全配合臺灣法律、國際法規
與標準，遏止漁業產業內人口
販運與勞工虐待之問題，包括
分配足夠資源針對潛在人權侵
犯案例進行調查與起訴，以及
採用、批准並實施維護漁業工
作條件之國際勞工標準。

• 確保在漁業管理上採用最合適
的監測、掌控與檢查措施，並
且藉由禁止海上轉載等方式避
免已知的法律漏洞。

• 立法確保漁業活動與供應鏈的
透明度與可追溯性，以維護消
費者權益，讓消費者能夠得知
產品來源，也讓公民社會得以
一同監督供應鏈。

所有從事漁業活動的臺灣公司都必
須立即檢視其商業模式，並且採取
措施確保人權侵害與破壞環境的情
事不再發生。我們建議政府、相
關單位與公司企業可以參考泰聯於
2017年針對這些問題而在供應鏈所
作出的承諾。

建議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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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MS: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WCPFC: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ing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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