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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一有限責任形式成立的基督教救援及發展機構，旨在為貧窮的兒童、家庭及社區帶來長遠的改變。 

 

 

 

1. 什麼是人口販賣？ 

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是其中一種現代奴役，是全球第三大規模的非法貿易。人

口販賣是一種嚴重的罪行，販賣者涉及濫用權力，透過強迫、威壓、拐帶或欺騙方式剝削

受害者的個人權益及自由，以謀取暴利。所有人，不論任何國籍、社會階層、性別、教育

程度都有機會成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當落入人口販賣的網羅，受害者通常被販賣者所

困，難以逃走或向外求助。 

 

參考短片 : 

UNODC - What is human traffick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5nsp2gDAs 

 

2. 人口販賣以什麼形式出現﹖ 

2.1 抵債勞動  

抵債勞動 (Bonded Labour) 是指勞工必須以工作償還債務。他們欠下債務的原因可

能是因為他們需要向放債者或僱主借錢來支付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 : 婚禮、喪禮、

日常生活費用。債務亦可能由不公平的合約條款所產生。他們有時要為僱主免費工

作、以非常低的工資工作，或將絕大部分的工資用來償還債務。勞工往往無法收取應

得的酬勞，正正因為抵債勞動的設計就是要令勞工難以償還債務，僱主藉債務控制勞

工，強迫他們繼續工作，他們也就無法脫離僱主，失去自由。  

 

延伸閱讀 :  

SCMP - Help for the helpers: New Hong Kong employment agency aims to stamp out 

'modern-day slavery'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568215/maid-pay 

 

2.2 強制勞役  

強制勞役(Forced Labour)是指人在被威脅、恐嚇、懲罰等情況下，被迫違背自己的

意願提供任何工作服務。勞工沒有自由停止，甚至脫離工作。面對貧窮、失業、政治

衝突、移民，或欠缺個人權益相關知識的人士，最容易成為強制勞役的受害者。 

 

參考短片 : 

Lured by a job, trapped in forced labou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Hq0MlN3P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5nsp2gDAs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568215/maid-p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Hq0MlN3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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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人口販賣形式 

 器官販賣 

 強制行乞 

 性販賣 

 童婚 

 童兵 

 非自願家庭奴役 

 

 

圖片來源：國際移民組織 （2017）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themes/human-trafficking 

在 2005-2016期間，已證實性販賣的受害者數

字有下降趨勢，而已證實強制勞役的受害者數

字卻日趨上升。 

 

3. 非法移民和人口販賣有什麼分別﹖ 

非法移民(Human Smuggling)和人口販賣 (Human Trafficking)是截然不同的罪行，但有

時難以區分，因為走私有機會演變成販賣。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兩者有以

下是三個分別： 

 

意願 

在非法移民的情況下， 被偷運的人士已同意使用走私者的服務非法越境。相反，人口販賣

的受害者是違反意願下被剝削。 

 

剝削 

被偷運者與走私者之間的關係是交易性和短期的，越過邊界就會結束。相反，人口販賣的

受害者與販賣者之間的關係可以是長期的，而受害者有機會無限期被剝削。 

 

地區 

非法移民總是跨國的，亦經常發生在國家邊境，而人口販賣活動則可以發生在國內地區以

及跨境地區。 

 

延伸閱讀 :  

UNODC -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Migrant Smuggling 

https://www.unodc.org/lpo-brazil/en/trafico-de-pessoas/index.html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themes/human-trafficking
https://www.unodc.org/lpo-brazil/en/trafico-de-pessoa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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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販賣在什麼地區發生？ 

人口販賣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或國家，絕大部份的國家某程度上也參與了人口販運，當中

涉及徵募、運輸、轉送、藏匿或接收被販賣的人口。不少受害者於自己的社區或國家被販

賣，可是絕大多數的人口販賣都是跨地區，並經常發生於地區邊境。估計全球大部分的人

口販賣個案來自亞洲地區，尤其是柬埔寨、中國、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 

 

 

 

 

 

延伸閱讀 : 

人口販賣問題存在於香港社區，當中有被賣到香港當廉價勞工和性工作者。STOP. 是香

港一個反人口販賣的組織。試瀏覽網站，認識香港人口販賣問題。

http://www.stophk.org/?lang=zh-hant 

 

5. 有什麼行業涉及人口販賣﹖ 

全球不少行業都涉及人口販賣，而記錄最頻繁的行業都是農業、漁業、建築、服裝和紡織

品、飲食和酒店、家居服務、娛樂和性行業。 

 

5.1 速食時裝 

大概在 90 年代開始，時裝界出現了一種革命性的商業模式—速食時裝，就是指時裝

商參照在時裝周中最新的名牌設計，短時間內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在市場推出一系列的

圖片來源 :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2018)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2018/GLOTiP_2018_BOOK_web_small.pdf 

在性販賣、強迫勞動及行乞中已證實的人口販賣個案在全球的分佈。 

http://www.stophk.org/?lang=zh-han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2018/GLOTiP_2018_BOOK_web_sm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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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流服飾。速食時裝能快速推出最時尚、便宜和多樣性的設計，因而深受消費者歡

迎。速食時裝的確為消費者及時裝商帶來不少好處，但時尚背後，卻由弱勢社群付上

沉重代價。製作服飾涉及多重生產程序，包括 : 開採原材料、物料製作、製衣，最後

是零售。時裝商會將生產程序外判給不同地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以降低成本。為生

產價格便宜的時裝，不少品牌的服裝生產過程都涉及人口販賣。 

 

參考短片 :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 Forced Labour in Uzbekistan's Cotton Indust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NYrJruFLc 

 

5.2 漁業 

泰國是其中最大漁業生產國，是全球領先的罐裝吞拿魚及雪藏蝦出產國。可是市場上

之所以有廉價的海產，是因為泰國的漁業背後涉及奴隸制度和嚴重人口販賣，包括：

強制勞役及抵債勞動，而泰國的漁船也被稱為「海上血汗工廠」。當中不少受害者來

自柬埔寨和緬甸的農村，他們都是被騙，誤以為能以高薪厚職到泰國的農場或建築地

盤工作，最後陷入人口販賣的網羅。不少受害者過關後被直接送到漁港，被當作商品

展示，給漁船的船長購買。受害者在船上工時長達 22 小時，工作環境惡劣且欠缺安

全措施。因缺乏勞工保障及有效合約，受害者大多只能以極低的薪水工作，或將大部

分的薪水用作償還債務。他們的性命也遭船長威脅，他們在船上遭受虐持，甚至會被

殺。可是，因為全球生產鏈的網絡複雜，加上人口販賣得到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門包

庇，跨國企業及國際人權組織難以追查生產來源，揭發泰國人口販賣的嚴重罪行。 

 

參考短片 : 

Human Rights Watch - Thailand: Forced Labor, Trafficking Persist in Fishing Flee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brfgRmfyI 

延伸閱讀 :  

UNICEF – Child Labour in the Fashion Supply Chain  

https://labs.theguardian.com/unicef-child-labour/ 

 

6 全球化如何加劇人口販賣問題﹖ 

 

6.1 全球供應鏈網絡複雜 

跨國企業運用「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建立全球供應鏈 

(Global Supply Chain)，將產品生產過程分拆，並外判給其他國家，以減低成本，提

高產品質素，達至經濟效益。全球供應鏈網絡複雜，企業要製造一種產品，例如 : 牛

仔褲，已涉及全球多條生產線，當中牽涉眾多供應商及國家，以服裝生產為例 : 根據

美國一家管理諮詢公司—麥健時公司 2019 年的報告，服裝企業生產過程涉及平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NYrJruF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brfgRmfyI
https://labs.theguardian.com/unicef-child-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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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至 2000 的生產商，以及 20,000 至 50,000 的次級供應商(Sub-suppliers)，加上每一

個生產工序未必有整全的紀錄，令全球供應鏈複雜且欠缺透明度，跨國企業難以追查

生產來源，並監察生產商。不少供應商利用現今國際分工漏洞，聘用強制勞動人口及

童工來降低成本。眾多供應商及國家在複雜的全球供應鏈下，輕易逃避涉及人口販賣

的法律責任。 

 

6.2 低技術勞動的需求不斷上升 

國際分工給予跨國企業彈性，把低技術及勞動密集的工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減低生

產成本，也可以隨時撤走工廠，遷移到更有利地區。跨國企業到發展中國家投資和設

廠，大大推動當地經濟，並製造就業機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亦因此對跨國企業變得

依賴，各國政府極力爭取與跨國企業合作的機會，為吸引它們到本國投資，或避免它

們遷離本國，政府制定政策時，往往向企業讓步，例如 : 放寬勞工政策，犧牲本國的

勞工利益。不少工廠或國家為減低勞動成本，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不惜參與人口販

賣，招攬大批強制勞動人口、童工，甚至奴隸，政府也包庇犯罪集團，對人口販賣視

而不見。正因為全球對低技術勞動的需求不斷上升，人口販賣變得更有利可圖，加劇

了人口販賣問題。不論是跨國企業、發展中國家，甚至消費者，都透過剝削來謀取暴

利。 

 

6.3 勞動人口流動增加 

全球不少國家都歡迎外地勞工到本國工作，因為對於不少行業，聘用外地勞工比本國

勞工，成本較低。不少勞工為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而選擇到外地工作，全球的勞動人

口流動不斷增加，跨國工作變得更普及。可是，不少外地勞工不慎落入人口販賣的陷

阱。外地勞工對於移民程序、法例或受聘過程一般都較陌生，大多需要透過中介公

司、經紀人，甚至走私者尋找工作。過程中，不少外地勞工被欺騙和剝削，被迫接受

工資低且條件惡劣的工作，或遭受不公平對待而欠下債務，成為強制勞役及抵債勞動

的受害者，而隨著全球勞動人口流動增加，人口販賣的機會也就更多了。 

 

延伸閱讀 :  

SCMP - Swindled by Hong Kong Aencies, Filipino Helpers Face Debt, Fear and Broken Dreams in 

Russia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community/article/2120256/swindled-hong-kong-agencies-filipino-helpers-face-

debt-fear 

Forbes - The Risk of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Supply Chain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5/07/27/the-risk-of-human-trafficking-in-the-supply-chain/#3b94ac2917ed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community/article/2120256/swindled-hong-kong-agencies-filipino-helpers-face-debt-fear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community/article/2120256/swindled-hong-kong-agencies-filipino-helpers-face-debt-fear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5/07/27/the-risk-of-human-trafficking-in-the-supply-chain/#3b94ac2917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