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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提供漁⼯Wi-Fi很重要

讓漁⼯於海上⻑時間⼯作時能與朋友和家⼈聯絡，將改善漁⼯福祉及提升

其⼯作期間的⼼理狀況。漁⼯會更有動⼒，並願意繼續⻑期為同⼀艘船⼯

作。無需頻繁雇⽤和培訓新員⼯，對台灣雇主們也⼗分有利。

船隻在海上航⾏多⽉，漁⼯在船上⼯作時，想⾏使基本勞權會遭遇顯著的

障礙。在船上使⽤網路，將協助他們與⺟國家⼈確認薪資是否有給付和匯

款情況。使⽤網路也能讓漁⼯和岸上的勞⼯代表聯絡，讓他們能⾏使結社

⾃由和集體談判權。

享有通訊權並促進⼼理健康

改善⼯作條件和勞⼯權利

過去幾年來，記者、⾮政府組織和

研究⼈員記錄下許多世界各地漁業

中極端勞動虐待的案例。許多漁

⼯，特別是外籍移⼯，不得不忍受

⻑⼯時、缺乏⻝物和飲⽤⽔、肢體

暴⼒、強迫勞動，甚⾄死亡或在海

上失蹤等狀況。這些不⼈道的⼯作

條件的⼀主要原因在於漁⼯在海上

孤⽴無援、無法尋求幫助。例如，

有許多漁⼯在海上時被單⽅⾯終⽌

僱傭合約的案例，導致他們⼀回到

港⼝就被強制驅逐出境。如果漁⼯

在海上時可以使⽤Wi-Fi，便能更快
解決勞資糾紛及情節較輕的虐待情

事，外界也能及時介⼊，防⽌極端

虐待。

預防剝削並確保可使⽤申訴機制

（圖）⼀位漁⼯在釣到⼀條⼤鮪⿂後在甲板上休息。

照⽚來源：匿名印尼漁⼯，攝於其太平洋旅程。



2017年11⽉，國際勞⼯組織《漁業⼯作公約》（⼜稱國際勞⼯組織第188號
公約，或C188公約）獲得⼗個會員國批准，正式⽣效，為漁船上的安全制訂
國際標準，且適⽤於所有類型的商業捕⿂活動。

除了訂定⼯時、安全措施和住宿標準外，C188公約還要求提供漁船上所有船
員通訊設備。C188公約第71條規定：

C188公約：必須提供所有
船員通訊設備

「應提供漁船上所有船員充⾜通

訊設備，費⽤應盡可能合理，且

不得超過漁船船東之全部費

⽤。」

⽬前在海上只有兩種⽅式可以滿

⾜此標準：提供衛星電話或Wi-
Fi。衛星電話可讓漁⼯與家⼈通
話，⽽Wi-Fi則將進⼀步讓漁⼯能
根據需要向家⼈、⾮政府組織、

⼯會或其他利害關係⼈發送訊息

或圖⽚。Wi-Fi不同於電話通訊，
還能讓漁⼯獲得新聞、資訊和娛

樂。

（圖）漁⺠在遠洋漁船上捕撈鮪⿂。

照⽚來源：匿名印尼漁⺠，攝於其太平洋旅程。



2019年，福克蘭群島⾃然資源局引進許可證申請評估系統，
⿎勵船東及其當地合作的漁業公司提升漁船上的安全標準、

⼯作條件和船員福祉。在此系統下，只有獲得⾼分的船隻才

能取得在福克蘭群島⽔域作業的捕⿂許可證。如此創新作法

帶動Wi-Fi設施的安裝，且在福克蘭群島作業的⼤多數船隻
（包括許多台灣船隻），船員皆可使⽤Wi-Fi。

2022年5⽉，旨在保護海員權利的國際條約《2006年海事勞
⼯公約》(MLC) 進⾏修訂，要求提供船上海員網路使⽤權
限。條約預計將於2024年12⽉23⽇⽣效，已有超過100個國
家批准，佔全球船隊逾九成。第8和17段內容如下：

「船東應於合理可⾏的範圍內，提供船上海員網路使⽤，若

收取費⽤應合理。」

相關法律和政策範例

泰國於2019年批准ILO C188公約，並於法律強制規範遠洋漁
業船員可使⽤衛星通訊。請參考⾏政規則—海洋漁業勞動保
護（第 2號）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 Protection of
Labour in Marine Fisheries No. 2) 第16/1節：

「根據漁業法規定，遠洋漁業雇主必須提供衛星通訊設備或

系統，頻寬每⼈每⽉不低於1MB，供漁船上⾄少25%的船員
使⽤，⽤於隨時與政府官員或機構、丈夫、妻⼦或親⼈聯絡

或協調。雇主必須⽀付全部費⽤。」



早於2016年，南韓政府就宣布了⼀項衛星通訊計畫，讓在海
上離家數⽉或數年、於深海船上⼯作的漁⼯能全天候使⽤電

⼦郵件和社群網路的訊息服務。

在台灣，有許多漁船⾃願安裝Wi-Fi，供船⻑和輪機員使⽤，
有時外籍漁⼯也能使⽤。圍網漁船要屬其中安裝率最⾼的船

舶種類，但只有少數延繩釣漁船有Wi-Fi安裝設備。下⼀⾴附
上相關漁船清單。

在泰國，Winrock International領導的美國國際開發署亞洲
打擊⼈⼝販運 (USAID Asia CTIP) 計畫與瑪⽒寵物照護 (Mars
Petcare) 合作，進⾏⼀項通訊技術前導實驗，改善海上漁⼯
的連線和安全性。

在中國，國營企業中國移動提供「海洋衛星寬頻」服務，結

合現有衛星寬頻服務與5G無線技術，在漁船上安裝⾏動Wi-
Fi基地台。截⾄2020年，⾈⼭有超過1350艘船安裝了衛星寬
頻設施。

各國相關做法實例

「我們和在福克蘭群島捕⿂的台灣船上

外籍漁⼯聊過，⼤多數⼈告訴我們，他

們可以使⽤Wi-Fi。」
—Stella Maris⾼雄調查團隊



⼤⼩

*
船舶名稱

（部分匿名）
總船員⼈數 漁⼯是否可使⽤Wi-Fi？

CT7 X統3號 16名印尼籍、32名菲律賓籍 ⾮每天，每次三⼩時

CT7 X⼤盈 31名印尼籍、7名菲律賓籍 每兩天⼀次

CT8 X豐188號 40+名印尼籍、~10名菲律賓籍
每⽉⼀次，依城市不同⽽

異， 20MB

CT7 X國1號 20名印尼籍、數名菲律賓籍 每⽉⼀次，30MB

CT7 X⽴發 24名印尼籍、26 名菲律賓籍 每週⼀次，存取受限

CT7 X豪 30名印尼籍、30名菲律賓籍
原本有，但⽬前有技術問

題

CT7 X百發 25名印尼籍、20名菲律賓籍
Wi-Fi僅供輪機⻑和船⻑使

⽤

CT7 X順發1號 26名印尼籍、30名菲律賓籍
Wi-Fi僅供輪機⻑和船⻑使

⽤

CT7 X錦發 20名印尼籍、22名菲律賓籍
Wi-Fi僅供輪機⻑和船⻑使

⽤

CT7 X⼤益
25名印尼籍、23名菲律賓籍、1名

越南籍
每三天⼀次，⼀次15分鐘

CT8 X統101號 29名印尼籍、14名菲律賓籍
Wi-Fi僅供輪機⻑和船⻑使

⽤

CT8 X鴻168號 21名印尼籍、25名菲律賓籍 每週4⼩時

CT8 X⼤鴻101號 10名印尼籍、26名菲律賓籍 每天3⼩時

CT8 X億1號 23名印尼籍、10名菲律賓籍
⽬前無Wi-Fi，但船隻之前
在阿根廷和福克蘭群島時

有Wi-Fi

CT8 X洋 29名印尼籍、22名菲律賓籍 每週僅幾分鐘，存取受限

Stella Maris⾼雄針對在15 艘船上⼯作的外籍漁⼯進⾏研究，了解他們在台灣
漁船上是否可使⽤Wi-Fi。據了解，幾艘⼤型船隻有安裝Wi-Fi設備，但許多未
提供漁⼯Wi-Fi。⽽在提供漁⼯Wi-Fi的船隻中，Wi-Fi提供的頻率則從每⽉⼀次
到每兩天⼀次不等。

初步研究

*CT8最⼤，船隻1000噸以上。CT7則介於500⾄999.9噸之間。



（圖）在台灣漁船上⼯作的印尼籍漁⼯參與⼀個由屏東東港印尼海員同鄉會（FOSPI）舉辦的同樂活動。 
照⽚來源：Mina Chiang/HRC. 地點：台灣東港。

我們的訴求：規範漁船提

供Wi-Fi給漁⼯
本簡報是第⼀份紀錄提供商業捕⿂⼯⼈Wi-Fi相關國際標準、法律和做法之⽂
獻。對於⼀次出海便⻑達數⽉的漁⼯來說，Wi-Fi對於保障通訊權、促進漁⼯
福祉、改善⼯作條件和勞⼯權利、防⽌剝削和確保可使⽤申訴機制等⽅⾯⾄關

重要。Wi-Fi可為漁⼯、船⻑、船東，以及所有致⼒促進尊嚴勞動和永續漁業
的利害關係⼈帶來諸多好處。

與幾年前相⽐，科技已不再是在海上提供Wi-Fi的障礙。許多在沿近海和遠洋
航⾏的貨船、私⼈遊艇和遊輪都已找到在船上提供Wi-Fi的通訊解決⽅案。國
際勞⼯組織亦明確表⽰，漁⼯和海員在海上都必須能使⽤網路。儘管已有這些

技術上的解決⽅案和國際標準，商業漁船仍落於⼈後。

政府應⽴法規範必須提供海上漁⼯Wi-Fi，並與產業合作，克服提供Wi-Fi設備
安裝與運作的資⾦和其他障礙。



（圖）在台灣漁船上⼯作的印尼籍漁⼯參與聯誼活動。

照⽚來源：Mina Chiang/HRC. 地點：台灣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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