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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在臺越南配偶人數佔所有外籍配偶的 20%，因人數眾多而成為本論文探討外籍配偶
相關問題的代表。越南配偶多數透過婚姻媒合業者提供仲介服務，然而，在文學、影視作品
與媒體呈現中，婚姻媒合業的形象以負面居多，人口販運、詐財牟利、物化女性等惡行儼然
成為眾人眼中「仲介的原罪」。究竟婚姻媒合業在臺越婚姻中扮演何等角色、發揮何等功
能、引發何種問題？政府對媒合業應採取何等態度與政策？除了媒合業外，是否有更佳的跨
國婚姻中介方式？以上均是本論文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本論文透過下列方法探討上述之問題：(1)搜集大量圖書、期刊、研究論文等相關次級資
料，以及觀看相關影片。(2)實地訪談 2 家媒合業者、6 位越南配偶、2 位臺灣新郎、2 家非
政府組織、2 位新聞記者以及多位學者。(3)分析 30 家國內、30 家國外婚姻媒合業的網站。
(4)參加「具有亞洲特色的跨國婚姻？－－東南亞與東北亞的跨國婚姻連結」研討會，會後並
向與會學者請益。
而本研究結果顯示：第一、婚姻媒合業的專業有其存在價值與必要性。第二、所謂「仲
介造成的問題」也未必是所有媒合業者的「原罪」，問題的癥結在於少數業者失當的營運手
法。第三、各種合法、非法的婚姻移民不會因為政府片面禁止而消失。基於上述理由，我們
認為政府應該(1)回歸外籍配偶與跨國婚姻家庭的需求。(2)明訂法律，規範媒合業者的經營
方式，適當修正媒合婚配的手法，以達成業者與顧客雙贏的結果。(3)促成臺越政府合作計
畫。(4)透過教育修正偏差觀念。如此才能解決金錢糾紛、物化女性、人口販運等問題，進一
步確保人權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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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Vietnamese spouses have made up 20% of the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Due to
the large popularity, we have chosen them to be the focus of our study. Most Vietnamese spouses
seek the help of match-making agencies to get married. However, literacy works, audiovisual works,
and the media usually reflect bad images of match-making agencies. Crimes such as human
trafficking, getting money by fraud, objectifying the female, and so on have become the “matchmaking agencies’ original sin” in the eye of many. Exactly what role do match-making agencies
play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What functions do they serve? What problems do they cause? Apart
from match-making agencies, is there a better mediator? These are the problem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applied the following methods: (1) Gathering great quantities of theses, journals,
books, films and such secondary resources. (2) Interviewing different parties, including two matchmaking agencies, six Vietnamese spouses, two Taiwanese husbands, tw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wo journalists, and several scholars. (3)Analyzing thirty websites of match-making agencies in
Taiwan and another thirty abroad. (4)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east Asia” and consulting scholars afterward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First, the specialty of match-making agencies has its value.
Second, the so-called “problems” caused by match-making agencie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original sin” of match-making agencies. Where the shoe pinches is the inappropriate operation
methods used by some agencies. Third, the governments’ abrupt ban will not stop marriage
immigrations, legal or otherwise. Due to the findings above,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1) Respect the needs of foreign spouses and the persons involved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2)
Come up with specific, practicable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s to administrate match-making agencies
in order to reach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match-making agencies and their clients. (3) Work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aiwan and Vietnam. (4) Rectify incorrect notions
and ideology through education. In so doing, problems such as financial arguments, objectifying the
female, human trafficking and so on can be solved graduall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an
be further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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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近年來，越來越多的臺灣男性透過婚姻媒合業者協助，跨海到越南迎娶越南女性回到臺
灣生活，並且在臺灣生下新一代的臺灣之子。而在文學、影視作品與媒體呈現中，婚姻媒合
業以負面形象居多，人口販運、詐財牟利、物化女性等惡行儼然成為眾人眼中「仲介的原
罪」。究竟婚姻媒合業在臺越婚姻中扮演何等角色、發揮何等功能、引發何種問題、有無替
代之媒合方式、政府應採取何等態度與政策，均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媒合業是跨國婚姻的推
手，藉著了解媒合業運作方式及分析其存在之必要性，我們希望更多人注意到這個議題，以
達到關心為數日眾的外籍配偶之目的。
二、名詞解釋
（一）媒合業
據林萬億教授解說，居間介紹男女交往結婚並從中收取報酬的商業行為通稱「婚姻仲
介」，其正式名稱為「婚姻媒合業」，「仲介的概念要修正，正式的名稱叫做媒合。在引進
越南新娘的過程裡面，不是作為人力，是作為配偶，那配偶的話，過去稱為媒婆，所以現在
稱為婚姻媒合業。」是故，本文中以「婚姻媒合業（或簡稱媒合業）」取代「仲介」一詞，
但引用既有資料或訪談內容時，則視原文而定。
（二）越南配偶
在本研究中特指透過媒合業者安排與臺灣男性結婚，並透過婚姻管道移民來臺、進入臺
灣社會的越南籍女性，一般也有「越南新娘」的說法，但官方所採用的名稱是「越南配
偶」，因其本質中立且具法定地位。本文大部份採用「越南配偶」指涉這些移民女性，但若
遇媒合業者主導的廣告宣傳、相親婚配等情境，或刻意與「臺灣新郎」做對應時，則使用
「越南新娘」一詞。引用資料與訪談內容同樣不在此限。
（三）人口販運
根據「聯合國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女和兒童行為的議定書」(UN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說明，人口販
運的定義為：「為剝削目的而通過暴力威脅或使用暴力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
拐、欺詐、欺騙、濫用權力或濫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金或利益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
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利用他人賣淫進
行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勞動或提供服務、奴役或類似奴役的做法、勞役或切除器
官。」
「販運受害者保護法」對人口販運的定義另有不同解釋，尤其是對「嚴重形式的人口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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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定義如下：
1.

通過暴力、欺詐或脅迫手段導致發生商業性性行為或使未滿 18 歲的人從事此類性行為
的性販運

2.

通過暴力、欺詐或脅迫手段招募、窩藏、運送、提供或獲得提供勞動力或服務的人員，
以迫使其從事非自願勞役，以勞役抵債，受債務奴役或淪為奴隸。

（四）性剝削
以將女性物化為性為主的「性剝削」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廣義將之定義為一種威
權、一種跨國的行動，經由剝奪一個人的尊嚴、身心健康、平等、自主等途徑，濫用此人的
性，而從中得到性的滿足、經濟利益，或為進身之階。
免於任何形式性剝削的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性剝削的各種型式包括：毆打、色情產
品、賣淫、生殖器官的凌遲、孤立女性、嫁妝或聘禮、強迫絕育或生育、性騷擾、強姦、亂
倫、性虐待以及任何形式的販賣女性人口──例如郵購新娘。
（五）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非政府組織」，或稱「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指在一特定
法律系統下，不被視為政府部門一部份的協會、社團、基金會、慈善信託，非營利公司或其
他法人，且其不以營利為目的。即使如有賺取任何利潤，也不可以將此利潤分配。工會、商
會、政黨、利潤共享的合作社，或教會均不屬於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不是一個法律名詞，卻是國際間指稱從事發展或倡導性活動的非政府、
非營利團體時，為世界銀行、聯合國與其他國內或跨國性組織所共同採用的名稱。
本文中的用法以「非政府組織」為主，但若引用資料或訪談問答中有意義大致相似的
「非營利組織」、「公益團體」、「NGOs」等詞彙，則依原文引用，不另作改動。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存在兩大研究限制：
（一）研究員之限制
由於本組的四位研究員皆為高中女學生，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總有不便之處，必需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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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注意自身安全。礙於我們的身份，研究中會出現許多變數。例如經費不足，研究者無法前
往中南部、越南等地考查訪談，實地研究範圍僅限於大臺北地區，空間區域不廣，採樣的客
觀性相對減低。因此研究中有些數據、研究指標難以達到完全的客觀、準確。
（二）研究或訪談對象之限制
面對多樣的訪問對象，每一類受訪者皆有不同的限制。例如：媒合業者對訪問者具有防
衛心，不願多透露訊息。媒合業者的訪問數量亦為一問題；除非透過熟人認識，一般難以找
到願意受訪的業者。在受訪者數量不多的情況下，加上第一項限制，使得困難重重。而訪問
越南女性配偶最大的限制是語言問題，訪談過程中常有聽不清楚的語彙。臺灣新郎也許因工
作繁忙或為顧及面子問題，通常回答會有所保留。從事實訪談的過程中多少可感覺到有些受
訪者受訪的意願不高。另外，願意受訪之越南配偶應為婚後在臺灣生活狀況較佳者，較難訪
問到景況艱困之越南配偶，只能從受訪者口中間接得知一些不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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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與方法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名詞解釋

研究限制

研究架構與方法

文獻分析

臺越婚姻媒

婚姻媒合業「原

合業之發展

罪」之探討

結論與建議

圖 1-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法為搜集大量資料、分析相關文獻、觀看影片、閱讀文學作品以及
實地訪問法。為獲得更多資料亦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曾於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擔任實習
生。而為使大量的資料能有效流通另外架設部落格。以下依採用順序大略介紹每一種研究法
及採用此種方法的原因。
（一）搜集大量資料
本研究先蒐集眾多學者，如：王宏仁、夏曉娟、張鈺平……等人研究媒合業者、臺越跨
國婚姻之學術論文。同時也從平面媒體搜集相關的新聞報導。為了得知國內外諸位學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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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婚姻、婚姻媒合的最新觀點，我們參加於民國 95 年 10 月 20 日由中研院主辦之國際學
術研討會「具亞洲特色的跨國婚姻？－－東南亞與東北亞的跨國婚姻連結」，並向外國學者
請益。
為方便相關資料在組員之間流通，特別架設部落格。舉凡搜集的論文、新聞報導、網站
資訊……皆會發表在部落格中。此空間亦使組員、指導老師能知曉彼此的進度並互相監督、
鼓勵。期盼此部落格能成為一個豐富的學習網，供有需要者使用。
部落格名稱：《仲介的原罪？－臺越跨國婚姻媒合業之探討》
部落格網址：http://blog.roodo.com/englishncare

圖 1-2

部落格網頁截圖

（二）文學作品解讀及影片觀賞
首先閱讀移民文學小說《Petropolis》（暫譯：美好新天地），得知文學中跨國婚姻與媒
合業的關係，從中獲得啟發並類比現實生活中的情況。為了促進對跨國婚姻及仲介業者的了
解，我們觀賞電影「Mail Order Wife」（伊媚兒新娘）、「Picture Bride」（照片新娘），以
及記錄片「黑仔娶老婆」。文學、影片內容既是大眾既定印象的反映，也是形塑社會觀點的
重大因素之一，同時具有反映社會現實與影響觀眾／讀者觀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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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訪問法
訪問是一種收集資料的方法，即訪問人員持問卷訪問受訪者，並記錄他們回答的一種方
法，亦即研究員派訪問人員口頭問問題，並記錄受訪者的反應。由於本研究涉及婚姻媒合業
者、越南配偶、臺灣新郎、媒體、政府人員、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等多方人士的實際
經驗以及觀點，透過大量的實地訪問和電話訪問取得原始資料，並分析、歸納之。其中訪問
越南配偶的問卷經預試後，才訪問正式的受訪者。訪問過程中徵得受訪者同意全程錄音，事
後整理逐字稿，共十份，原擬置於附件完整呈現，礙於篇幅限制，不得已予以刪除。
下表為所有受訪人員：
表 1-1

本研究之受訪人員

受訪對象

職稱

備註

越南新娘 1

臺北市河粉店老闆娘

預試對象

越南新娘 2

住桃園縣，有工作

預試對象

阿明

私人媒合業者

娶越南配偶

鄭敏菁

勵馨基金會

杜瑛秋

勵馨基金會

陳凰鳯

伊甸志工，老師，研究人員

業者甲

位於臺北，媒合業者

業者乙

位於彰化，媒合業者

越南配偶 A

住桃園縣大溪，家庭主婦

越南配偶 B

住桃園縣大溪，家庭主婦

越南配偶 C

住北市淡水，有工作

臺灣新郎 D

住桃園縣大溪，越南新娘 A 親戚

臺灣新郎 E

越南新娘 C 之夫

林萬億

臺大社工系教授／行政院政務委員

王宏仁

暨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楊正敏

聯合報記者

Jadd Cheng

紐約時報記者

劉小姐

某立委助理

唐小姐

某立委助理

同時受訪
越南人

住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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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所有訪問對象的性質的統計（有些具多重身份）：
表 1-2

本研究之訪問對象的性質統計

性質

人數

越南配偶

5

臺灣新郎

2

媒合業者

2

私人媒合業者

1

專家學者

2

記者

2

政府官員

3

非政府組織

3

公務人員

3

另外，本研究涉及許多領域的專業知識，除了社會科學之學問外，舉凡媒合業、媒體、
政府……等領域亦有相關且重要的概念待釐清。然而礙於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我們主要透
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密集連絡各界專業人士以充分了解相關議題。
（四）分析網站資料
礙於時空限制、研究對象的意願……等問題，無論是媒合業、非政府組織或是政府，我
們充分利用其網站上的資料，並分析之。例如：為全面了解我國媒合業所提供的服務，我們
閱讀 30 家國內、30 家國外媒合業者的網站上所提供的資訊，並進行分析、歸納。
（五）立委蕭美琴國會辦公室實習
二位研究員於民國 96 年 2 月間於立法委員蕭美琴擔任實習生。蕭委員長期關心外交、
人權、人口販運……等議題，有獨特的見解和豐富的資訊。期間研究員除利用辦公室內的資
源搜集相關研究資料，同時亦付出相對的心力。身處專業場合中，使視野大增，也了解國會
的運作情形，為研究之外的另一收穫。
（六）文獻探討
閱讀和本研究相關之學術論文，並進行分析、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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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分析
一、文學與媒體負面呈現的跨國婚姻媒合
在社會上，婚姻被認可為具有正統性與必須性的兩性關係，以及典型、制度化的擇偶安
排，包括男女之間相互權利與義務、永久性關係的的結合，以及對子女的生育功能
（J.RossEshleman，1980）。至於跨國婚姻，則特指不同國籍的男女人民透過婚姻關係而結
合，與遷移、移民的現象密切相關，即婚姻中的個人在兩個不同的社會體系之間移動（柳紹
鈞，民 91）。
跨國婚姻不只是近年來才甚囂塵上的「外籍新娘」現象，在人口流動、全球移民的歷史
上，它已有其長久的發展歷程，與獨特的影響地位。近代絕大多數的社會體系或多或少有夫
妻的居住地應以男方住所為主的觀念，因此，不論是出於自主選擇或作為男性／家庭的附
屬，婚姻──尤其是跨國婚姻──一直是影響女性移民的重要因素。其中，「商品化的跨國
婚姻」尤是一種女性的特殊移民形式（del Rosario，1994）。所謂「郵購新娘」或「外籍新
娘」現象，亦屬於此種「婚姻移民」，即來自較低度發展國家之婦女嫁往較高度發展國家
（夏曉鵑，民 89）。居中聯繫「較低度發展國家」/「女性」與「較高度發展國家」/「男
性」的角色，即為跨國婚姻媒合業者，是跨國婚姻成形的關鍵。跨國婚姻與婚姻媒合業角色
的社會形象，既受到傳播媒體觀點的形塑，也不斷在文學作品中再現；新聞媒體的報導迅速
反應當下實況、挖掘社會問題；眾多文學作品則以徐緩卻精確的步調觀照人物的心境與際
遇，反映跨國婚姻中種種悲歡離合與社會現實。
兩種形態迥異的訊息傳播媒介，卻在處理跨國婚姻衍生的衝擊與問題之時，不約而同地
將矛頭對準促成他人婚事（並藉此收受報酬）的媒合業者，因為其仲介運作機制將原本為
「去商品化」社會過程的婚姻，導向市場化與追求最大利潤的經濟行為（張書銘，民
90）。眾多媒體報導，甚至文學作品，或明指媒合業違背風俗倫常，不適存於社會；或透過
當事人不圓滿的遭遇，暗示其欺騙與剝削的不良手段害人不淺，是媒合業永難擺脫的「原
罪」。
組織化、企業化經營的媒合業，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自以追求利潤為首要目標，然
而其藉以營利的，又是一般人認知中不宜牽涉金錢交易或媒妁之言的「婚姻」，這樣矛盾的
角色，讓由其主導的跨國婚姻常被視為負面的「買賣婚姻」，仲介本身給於大眾的印象則是
單純的「功利」。媒合業者作為兩國之間的聯絡橋梁，提供男女雙方進入跨國婚姻的機會，
也擔負資訊交流的功能；而作為營利事業組織，社會對它則有「倫理」的要求，但部份業者
忽視客戶權益、欺騙消費者，甚至涉入犯罪，無疑是違背職業倫理的不當行為。倫理被定義
為適當行為的表示，換言之，仲介跨越倫理界線的同時，也就違備了既有的社會規範（張鈺
平，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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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文學所呈現的跨國婚姻與婚姻媒合，雖是大眾對於此議題的印象反映於訊息傳播
公開領域的結果，但其中傳遞的內容更高度影響了觀眾、讀者的認知與信念。人們從接觸媒
介的經驗中，構成了對媒介的期望及信念，這些期望及信念進而影響人們接觸媒介的行為及
滿足的獲得（柳紹鈞，民 92）。個體所處的社會與個體心理因素將影響個體需求，而因著
這些的需求對大眾媒體產生某種預期（Blumler & Katz, 1974）。在資訊愈複雜且佔據重要地
位的社會中，媒介、社會與閱聽人個體三者之間存有互動與依存關係，而當個體對某些特定
訊息的媒介依賴程度愈深，則此訊息愈能改變個體的認知、態度與行為（DeFleur & Rokeach,
1982）。社會大眾既有認知的反映，以及對於閱聽者觀念的重新形塑，兩者可謂互為因果。
由以下三則文學小說與電影中的移民婚姻故事，我們或可窺探到這些媒介面對婚姻媒
合、處理跨國婚姻題材的態度：
「The Picture Bride」原為韓國的歷史紀實作品，改編為小說及電影之後，背景變成二十
世紀初葉，經濟發展不盛、農民生計困難的日本。女主角的家人皆死於傳染病，以致她受周
遭排擠、孤立，只得求助於媒人，希望遠嫁他鄉，重新開始。媒人為她找到的對象是個移居
夏威夷多年的農人，在異地辛勤工作而存了一筆積蓄，卻無法排遣內心寂寞，於是和眾多男
性移民一樣以書信聯絡日本的家鄉，用觀看照片與通信取代會面，找尋自己中意的「照片新
娘」。
在歷史上，由於夏威夷曾大量開闢大規模的商業性農場，需要廉價勞力，以工作機會吸
引不少日本、韓國的貧窮農民遷居該地，以求改善生活。這些移民透過媒人居中婚娶「照片
新娘」的現象，曾盛行於 1920 年代，乃當時解決移民性別比例不均問題的方式之一，也成
為女性移居異國、改變生活的主要途徑。如電影劇情所呈現，男方將書信與照片寄給日本／
韓國的媒人，女方的家人則會和媒人一起挑選適當的人選，並為照片新娘簽署法律合約，明
定她一踏上夏威夷的土地就必須與男方成婚。但在當時攝影仍是一項昂貴的服務，許多移民
無法負擔，郵寄回國的照片可能借自他人，或攝於多年之前，居中牽線的媒人無法查證，而
女方即使發現類似的欺瞞行為也往往無可奈何，只能接受既成的安排。
近二十年來，類似的跨國婚姻模式進一步轉型為「郵購新娘」，常見於美國－俄羅斯、
日本－菲律賓或其他高度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兩類國家經濟、文化勢力上的不平等
關係成為跨國婚姻的主因（夏曉鵑，民 94）。相較於移民地與祖國之間的「照片新娘」，
「郵購新娘」的媒合方式不僅跨越了地域，更跨越了國家、種族，甚至文化圈的界線，經營
規模亦同時擴大，不再由傳統的媒人經手，而改為商業化運作的媒合業（通稱仲介）公司。
俄裔美籍女作家以英文書寫的移民文學小說《Petropolis》即是一部充分反映「郵購新
娘」現象的作品，其背景是 1990 年代的西伯利亞與莫斯科，書中人物的故事與作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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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頗有相似之處，略具自傳色彩。女主角 Sasha 原本是背負母親高度期望、被當成上流淑
媛養育的西伯利亞少女，卻在學習美術時愛上了年輕畫家，而後未婚生子。她不堪如此壓力
又難以繼續學業，遂透過雜誌廣告與婚姻仲介公司接洽，在對方的安排和包裝之下，以郵購
新娘的身分遠赴她滿心嚮往的新天地──美國。
從 Sasha 與婚姻仲介公司接洽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大致勾勒出「郵購新娘」事業的各種
特色。文中的仲介公司利用雜誌與捷運車廂廣告宣傳，以照片呈現溫馨美滿、富裕歡樂的跨
國婚姻成果，並且打出「想和美國人約會嗎？這比妳想像中還要簡單！」的廣告詞
（Ulinich，2007），利用年輕女子對富裕生活的憧憬以及對於美國文化固有的印象，將遠嫁
美國包裝成浪漫而幸福的夢想。在郵購新娘目錄中，他們也以各種手法包裝旗下的女孩，在
她們的檔案裡用「溫柔心腸的白雪少女」、「熱情黑美人」等標語做分類與推銷，並在快速
約會（集體相親）的場合指導她們如何打扮、應對，吸引美國男性的青睞。該仲介公司在政
府部門內也有幫手，除了協助郵購新娘取得簽證等文件，也讓她們在核發的出生證明上任意
虛報年齡等資料。仲介公司將郵購新娘的事業當成一項「簡單的經濟交易」，一切事務都在
數個月內處理完成，他們的責任到雙方結婚為止（Ulinich，2007）。小說中的仲介公司呈現
了一種甚具代表性的經營方式，視之為現實中媒合業的縮影並不為過。
而目前，以網路為媒介管道的「email 新娘」可謂現代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最新形式。以
偽紀錄片手法拍攝的電影「伊媚兒新娘」為一齣以戲謔手法呈現新型態跨國婚姻的黑色喜
劇。劇中，放棄浪漫愛情的中年管理員即是在電影導演勸說之下，利用科技之便，從仲介公
司提供的目錄中選中一名緬甸的郵購新娘，將之迎娶來美。
其中的婚姻仲介公司或可代表美國跨國婚姻媒合業經營方式的主流：不再為男女介紹、
安排約會，僅作為提供資料以便雙方聯絡的平臺，對當事人的交往情形和婚姻結果並不過
問。在這樣的交往模式之下，跨國婚姻顯得較為自主，但商品化的交易性質依舊存在，男方
仍然覺得妻子是自己用金錢購買的物品。同時，由於媒合業者不再介入雙方的交往過程，也
有人利用其提供的自由平臺，以結婚的名義達成其他目的。如「伊媚兒新娘」的女主角便自
承來美結婚完全是為了移民。
以上三部作品中，女主角選擇跨國婚姻的出發點，或為逃避過往，或為經濟因素，總體
而言，她們期盼的是能在異地過更好的生活，然而事與願違。
如「The Picture Bride」的女主角，一在夏威夷下船就發現未婚夫聯合媒人謊報年齡的欺
瞞行徑，但是她已然身處異鄉、全無退路，仍不得不完婚。她的丈夫是當地大型甘蔗農場的
工人，婚後她不僅挑起家務，更必須投入大型農場的繁重勞動。她始終不能諒解丈夫婚前的
謊言，自己也不敢對他透露身世，只得忍受夫妻間形同陌路的冷淡關係。在陌生的異國，過
往的不幸遭遇仍然是她心中的陰影，遠嫁他鄉並未給予她重新開始的機會。雖然在長久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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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與逐漸地互相了解之後，她慢慢明白丈夫的心中對她也有柔情與疼惜，也因此她仍然甘願
與他相依為命，但苦不堪言的生活狀況早已徹底改變了她對新生活的期待。
《Petropolis》中 Sasha 的婚姻選擇含有較多取決於自由意志的成分，她和媒合業者合作
是出於自願，但滿懷希望抵達美國的她，依然面臨理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夫家不如她原先
以為的富裕，而語言不通、人生地不熟又讓她無法出外工作。丈夫依照仲介公司的建議，對
她的生活設下諸多限制（如扣留護照、限制她外出等）。與遠在原鄉的母親、幼女分離，更
比她原先想像的還要痛苦。太多事違逆了她追求自由與新生活的初衷，仍然年輕有夢且渴望
獨立與理想的她於是選擇出走。
充滿諷刺意味的「伊媚兒新娘」則反應了更常見、現實的跨國婚姻問題：剝削與虐待。
男方視自己付錢娶回的緬甸新娘為商品，從未致力於兩人間有效的溝通或幫助她適應美國的
新生活，反而利用她面對新環境時的無知與怯懦，逼使她擔任無償家務傭工，更強迫她拍攝
色情影片，滿足其變態傾向的性癖好，為此還在女方不知情的狀況下帶她諮詢絕育手術。雖
然女主角前往美國結婚的動機亦不單純（為取得移民資格），但她無疑是這樁變調婚姻中的
受害者，這些性剝削行為也難逃侵犯人權的罪名。
在這些作品所呈現的跨國婚姻中，時空背景雖然相異，但不變的是媒合業者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他們或如傳統社會中的媒人一般為男女雙方介紹、牽線，或組成公司，尋求最有效
的商業手法將「跨國婚姻」宣傳為美好的夢想、將平凡的女孩包裝成異國佳麗、為其尋求原
鄉以外的美好新天地。因應不同的時代、國情，媒合業產生不同的面貌。他們不僅常是促使
跨國婚姻形成的關鍵，其正反面影響對當事人、對社會而言更是深遠。
除了文學／影視作品以外，重視時效與呈現事件實況的媒體報導，更是深刻影響社會大
眾的媒介。一篇關於越南新娘行銷宣傳的報導寫道：高雄市王姓男子最近在街頭廣設紅布
條，宣傳他仲介越南新娘有「鄉村處女、中途不加價、有工作許可證及跑掉賠一個」等四大
保證，三百名佳麗任君挑，費用從十五萬元起。由於保證條件比一般婚友介紹社完備、價格
也較低，詢問者眾（聯合報，民 91）。報紙的記者毫不掩飾地描述婚姻仲介的「商品保
證」，正顯示了臺灣社會對於這樣的婚姻仲介的商品化認知與容忍（王宏仁，民 94）。
但是，媒合業者在媒體報導中呈現的形象，卻是以負面者占絕大比例。據媒體報導資料
顯示，媒合業者最受抨擊的問題大略如下：違法廣告和歧視用語、與性產業及人蛇集團掛
勾、人口買賣、將外籍女性物化及商品化、詐騙顧客、違背善良風俗。這些問題固然反映某
些業者的行為失當、引人非議，但其中可能也隱含了媒體自身的主觀見解。
從網路上收集2004-2007年間平面媒體報導媒合業的資料，大致可歸納出媒體對媒合業的
態度與報導方法（見附件一）。目前與外籍新娘、跨國婚姻相關的媒體報導，大多聚焦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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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來臺的外籍配偶，和她們生育的下一代，即所謂「新臺灣之子」，或跨國婚姻衍生的生活
調適、社會衝擊、子女教養等問題，較少直接針對媒合業者本身，或深入關注媒合業對跨國
婚姻的影響。其背後可能原因之一是，媒體從業人員與主管的社會階級多屬中產以上，對主
要集中於低社經地位的外籍新娘現象較少關注或體認，新聞媒體中因此缺乏平衡的正面報
導。
然而，基於收視率的壓力和獵奇心態（「狗咬人不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些
報導專注的往往是離奇、反常的負面事件，如家暴、虐待，或跨國婚姻家庭子女的程度與教
養問題。
一開始，媒合業以類似「收錢的媒人」的角色出現在社會上時，媒體並未給予這個行業
優劣的定義或好壞的評價。但是，待社會問題或新聞事件發生，透過媒合業管道來臺的外籍
配偶所產生的問題浮上臺面，媒體報導才以譴責、批判的態度檢視婚姻仲介的模式與制度，
並指摘業者在其中製造問題，應當負起責任。媒合業時常成為媒體、大眾歸咎的對象，此情
形與前述業者的「逐利」與「跨越倫理」的形象關係密切。臺灣與越南之間的仲介組織，由
於華人原本繁複的婚嫁禮俗，發展出直接介入婚配過程、看似復古傳統卻具有商品化色彩的
相親形式（張書銘，民 90），引起的爭議更是甚囂塵上。
由媒合業者主導的臺越跨國婚姻大約始於 1990 年代，在 1996 年後蓬勃發展，成為東南
亞外籍新娘的代表。2005 年，來臺的外籍配偶人數已達 348,492 人，越南籍佔 20%以上。在
此之前（1980－1991），外籍新娘最主要的來源國包括泰國、菲律賓等國，以及稍後的印
尼。除臺灣之外，包含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國家也有不少女性嫁往日本、韓國。越南的外籍配
偶近年在臺佔極高比例，一方面是其屬於東亞漢文化圈，風俗民情與臺灣相近，另一方面也
與我國政策相關，如「南向政策」股勵臺商向東南亞投資，加重臺灣與東南亞各國經濟與社
會互動的關係（蔡雅玉，民 90）。本研究以越南配偶／新娘為主要範圍，乃因為在臺越南
配偶的人數與比例皆高，在數量上具代表性，又是媒合業者眼中最適於滿足臺灣男子婚姻需
求者，有其獨特性質。據業者說法，越南新娘「樸實善良、刻苦耐勞」，最能符合臺灣男性
的需求（張書銘，民 90）。
媒合業者長期以經濟利益為優先（或唯一）考量，久而久之衍生了逾越企業倫理和社會
道德規範的問題。為了吸引顧客的青睞與大眾的注目，業者打出的廣告中不乏來自性別刻板
印象的語句、聳動的詞語或暗示，已經構成對於女性人權尊嚴的侵犯。在實際的媒合過程
中，業者一方面將募集到的年輕女性一致地規訓成他們需要的溫柔好妻子（龔宜君，民
94），另一方面給予男性客戶絕大部分的決定權，標榜「上千位待嫁新娘供配對」或「越南
新娘來臺讓你看」（自由時報，民 92），曾參加相親行程的男性表示挑越南新娘就像是
「當皇帝耶，那麼多妃子給你選」。在他們主觀感受或想像的層次，媒合業者的安排讓他們
感覺自己擁有凌駕於越南女性之上的權力，甚至能夠隨己所欲地控制她們，然而這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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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應該存在於感情基礎穩固、地位平等的婚姻關係當中。
二、婚姻媒合業的爭議「原罪」
若媒合業者不正視跨國婚姻的複雜性，並即時做出適當的反省與修正，跨國婚姻家庭內
部的文化差異與溝通障礙、物化女性與買賣婚姻、甚至人口販運與性剝削等各種爭議與問
題，仍將接踵而來，屆時婚姻媒合業必然更難脫離「原罪」的污名。
1.資訊扭曲帶來的誤解與衝突
跨國婚姻與傳統婚姻最大的差異，在婚姻社會學而言，是「同質性」與「在地性」的薄
弱。在跨國婚姻中，男女雙方的國籍、種族、語言、宗教信仰等背景都可能有所不同，而其
中一方（通常是女性）一旦離開原生的國家或地區，也就脫離了原有的人際關係，在新的環
境、社會中成為一種「脫鑲嵌」的存在（王宏仁，民 92）。
「同質性」的缺乏在一定程度上增加了跨國婚姻的問題，如國籍與種族的差異造成歧視
或偏見、語言的差異造成溝通的障礙、觀念與習慣的差異造成誤解與爭執……。由此歸納，
跨國婚姻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之一為「文化差異」，以及其衍生的「跨文化衝擊」。而婚姻關
係中少了「在地性」的牽繫，亦即傳統的親友關係、情感束縛的影響力都大為減弱，無法作
為維繫婚姻的主要力量，或衝突發生時的緩衝空間。
跨國婚姻中的夫妻兩人原本身處兩個不同的國家，由於種種文化差異之故，雙方對彼此
的了解可能深度、廣度不足。而居中的仲介者為了獲得新娘的「供應」和新郎的「需求」以
便快速促成婚姻，對雙方的宣傳說辭常有誇大之嫌，如向越南新娘宣稱臺灣是多麼地進步、
多金，臺灣人「都」很富裕、「都」很疼老婆，或單方面吹捧男方的高收入而不考慮兩地物
價水準的差別，以及在廣告中以越南新娘的柔順、服從、容易使喚為行銷重點，將臺灣新郎
對自己配偶的印象與期待刻板化。這種失當的手法一如將郵購新娘輸往美國的業者利用美國
的強勢文化塑造富裕自由的「美國夢」，待當事人認清事實、大夢初醒，終身幸福卻早已無
可挽回。
媒合業者原本的角色只是居中仲介，輔導溝通不在其服務範圍內，但由於其提供誇大不
實資訊而造成的誤解和衝突，業者無法完全逃避責任。
2.物化與對價關係
沾染了商品化色彩的跨國婚姻，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對於女性／女體的物化與刻板化。時
至今日，這類手法大致可分為兩種：一是突顯「性感」、「美豔」等外在的「女性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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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者甚且訴諸色情、刊登裸照於型錄或網頁，在歐洲、北美較為普遍；另一種則是標榜單
純溫柔、賢慧乖巧的「傳統道德」，較常見於文化內涵曾深受中國影響的東亞地區。而兩種
手法最顯著的共通點，乃是將女性／女體視作商品呈現在消費者面前，同時明示或暗示，這
些標價的商品是能夠以金錢購買的。
例如，臺灣的媒合業者為了引起男性的興趣，傾向以「單純、乖巧、溫柔、任勞任怨」
的形象包裝外籍新娘。婚姻仲介的電視廣告中，待嫁的外籍女子總是清一色地甜美和悅，被
動地接受主持人的介紹與訪問，標上姓名、身高、年紀、體重，任人挑選（東森新聞報，民
96）。在仲介公司的網站或街頭的廣告看板上，更常見「越南新娘十八萬全包」、「保證原
裝（處女）」、「逃跑可換」等標語，不斷被婦女、人權團體批為買賣婚姻、標價愛情、販
賣女性人口，易使人產生婚姻、配偶可用金錢購買的偏差觀念，忽視了外籍配偶作為「人」
的權利與本質。標語字面上以肉體之「貞操」涵括女性價值，更被視作大開性別平等倒車、
違背善良風俗。
即使媒合業者不斷強調自己乃從事合法交易，並無歧視或販賣外籍人口之嫌，但這樣的
現象隨著業者競爭市場而愈演愈烈，仍不免令人憂心。在實際層面上，各種歧視用語影響了
大眾對於外籍配偶的觀感，與「為錢結婚」、「逃婚、騙婚」等偏見的產生不無關連。在透
過跨國婚姻結合的家庭中，不少夫家視外籍新娘為「交易的物品」，而非獨立自主的個體，
「甚至連孩子也不認同自己的媽媽，教養更添困難」（中國時報，民 96）。在媒合業者的
「勸導」（如避免讓剛來臺的外籍新娘接觸外界、勿隨便允許她們參加課程或社群……等）
之下，眾多「臺灣新郎」和其家人也擔心妻子逃跑、在外面「學壞」，於是限制其行動、交
友等自由，對外籍配偶的權利極不尊重。最後，以權力關係的觀點檢視臺灣普遍的商品化跨
國婚姻，則其問題更是顯而易見：將外籍新娘作為商品買賣，無形中強化了男─女、經濟高
度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支配─附庸關係（夏曉鵑，民 94）與不公平的局面。媒合
業者的行銷手法特別以無法接受臺灣女性地位提高卻仍希望結婚的單身男子為主要對象，強
調外籍新娘的溫順服從，在仲介的過程中規訓她們貶低自我、接受管控監督與從屬的地位
（龔宜君，民 94），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臺灣人以優越、進步自居，以「程度低
落」、「身帶餘毒」（臺灣性別人權協會，民 95）、「東南亞人口大舉入侵臺灣」（中國
時報，民 96）等偏頗而缺乏根據的藉口將種族歧視正當化。究其原因，除了媒體對相關社
會事件的偏頗報導，媒合業者逾越倫理的行銷宣傳與仲介手段，更和社會上外籍配偶與跨國
婚姻的負面形象脫不了關係。
3.人口販運與性剝削
在國際上，商品化的跨國婚姻除了物化現象之外，最引人非議之處即為人口販運與性剝
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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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業既已成了商業化經營的企業，則在資本主義的邏輯下，以追求利潤作為其主要目
標原本無可厚非。但為了謀利而將婚姻高度商品化，或以物化、歧視女性的刻板觀念作為行
銷手法，則是逾越倫理界線的行為。在媒合過程中，若對價關係與金錢交易被過份地強調，
甚或媒合管道遭不肖份子用於違法行為，則易招致人口販運的爭議與批評。人口販運
（Trafficking in Persons）一詞主要是指國內或國際之間的人口販賣，而受害的對象大多是婦
女及兒童。人口販運對被害者和社會都會造成巨大的損害，涉及侵犯人權、加劇社會解體、
助長組織犯罪、剝奪國家人力資本、阻礙經濟發展、危害公共衛生、瓦解政府權威等（婦女
聯合網站，民 95）。在營利的考量之下，媒合業者必然希望經手包辦的婚姻愈多愈好，配
對成婚的模式也以能迅速進行為佳，如此一來，媒合業者不再如傳統的媒人一般對當事人的
狀況深入了解、進而為婚配人選把關，其提供的跨國人口移動管道，反而為不法人士所利
用，成為運輸「商業性性剝削與強制性勞動」（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2006）人力的途
徑。於是，買賣式的外籍新娘不僅成為國際詬病的人口販運問題，更因販賣女性人口而被視
為性剝削的一環，違背基本人權。
但原本純屬單純個人選擇的跨國婚姻，究竟是如何和令人聞之色變的「性剝削」產生關
連的？其實，兩者之間的關係應屬於間接性：跨國婚姻在媒合業者的營利操作下趨於商品
化，其中明顯的物化與對價關係以及藉婚姻之名實行的賣淫、非法強迫勞動構成了人口販運
的嫌疑，而任何販賣女性人口的行為，皆是性剝削的眾多形式之一（顧燕翎，民 88）。商
品化的婚姻仲介模式中，最明顯的剝削表現在於物化女性的宣傳以及對價性值的嫁妝和聘
金。過當宣傳手法的影響如上節所述，在此不重複；至於後者，則牽涉「商品化婚姻」的定
義。商品化的婚姻是一種新的婚姻媒合型態，卻非僅是傳統媒人主導的相親移至現代、擴大
地域範圍的結果。通常由專業的仲介業者包辦，其中所需的金額（仲介費）由市場而非人情
主宰，雙方在很短的時間內挑選對象、完成婚事。因此，這類媒合模式中的費用（可能稱為
仲介費、聘金、媒人錢……等），既是由市場與專業的仲介決定，而非經過兩個家庭間長期
的來往和協調，其意義也就不再是以禮物交換延續社會關係的儀式，反而形似交易買賣的銀
貨兩訖（王宏仁，民 94）。
三、臺灣政府因應媒合業問題之政策
媒體在社會上營造的媒合業負面形象，加以侵犯人權、買賣婚姻的疑慮，使近年臺灣政
府針對婚姻媒合業的管制有顯著的改變，下表為臺灣政府自民國 92 年以來對婚姻媒合業管
制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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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政府對婚姻媒合業管制的沿革

92.04.11

經濟部商業司增列營業項目

92.11.05

行政院公告婚姻媒合業應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

95.12.13

經濟部刪除婚姻媒合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

95.12

民間「反人口販運聯盟」行動綱領禁止婚姻媒合業之廣告與約定報酬

95.

立法委員蕭美琴〈入出國及移民法〉內文第十一條：刪除婚姻媒合業

96.03.0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議裁處違規婚姻媒合電視節目

92 年 3 月 20 日，行政院內政部正式將婚姻媒合業納入商業法令管理（內政部最新消
息，民 92），並定義其內容：專門從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對象而酌收費用之行
業（經濟部商業司公告，民 92）。同年 11 月 5 日，〈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通過，增
訂婚姻媒合業應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始得營業收取報酬（行政院新聞局，民 92）。政府
將婚姻媒合業歸類在經濟部商業司之下，並開放商業公司登記，表示官方認可媒合業是一個
合法、正當的行業。
但此後僅經過短短三年，政府的態度卻大幅轉變。民國 95 年 12 月 13 日，經濟部預告
修正「商業團體分業標準」，從中刪除「婚姻媒合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
為落實行政院蘇院長裁示：「婚姻媒合本係美事一樁，不應成為一種行業」，經濟部業
於 95 年 9 月 26 日公告刪除「公司行號營業項目代碼表」中「JZ99130 婚姻媒合業」營業項
目，爰配合刪除「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中「婚姻媒合商業」團體業別，未來將不再有新設從
事經營婚姻媒合商業行為之公司（經濟部公告，民 95）。
至於目前目前已登記營業之婚姻媒合業，仍有過渡期間可處理其營業。本法修正條文之
施行日期係由行政院定之，行政院自應斟酌信賴保護之必要程度，給予其過渡期間（立法院
第六屆第四會期，內政委員會修法重點）。
從經濟部增列婚姻媒合業此營業項目，到行政院辦理公司登記，至經濟部刪除婚姻媒合
商業團體業別，再到民間【反人口販運聯盟】之禁止廣告刊登與約定報酬，以及立法委員蕭
美琴【入出國及移民法】之刪除婚姻媒合業，究竟是什麼原因造成政府的態度一百八十度大
轉變？從開放登記，到刪除禁止，其中有哪些關鍵性的因素決定了婚姻媒合業的存廢？
除了學界、非政府團體等來自民間的批評聲浪不斷，接踵而來的國際壓力更是影響臺灣
政府決策的關鍵之一。首先，臺灣外交部引述越南《西貢解放日報》刊登的消息，越南總理
（潘文凱）簽署並頒行了【涉外婚姻法第三號指示】，要求公安部與國際刑警配合，嚴格取
締非法仲介婚姻活動之個人與組織，如果有可能構成犯罪之情形者，應依法以刑事犯起訴。
（大紀元，民 94）涉外婚姻法內容為：政府嚴禁以任何形式從事婚姻仲介牟利活動，亦即
牟利之婚姻仲介在越南係屬不法（大紀元，民 94）（註一）。
仲介的原罪？－－臺越跨國婚姻媒合業之探討 20 /103

不過，促使政府對婚姻媒合業產生明確政策及行動計畫的主要因素或許還是美國國務院
提出的人口販運報告。人口販運問題開始被關注的原因是，非自願性的勞役被商品化，並遭
強制剝削的情況日益嚴重。有鑑於此，聯合國在 2000 年制定「販運人口問題議定書」，美
國也在同年通過「美國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法」，表示美國國務院必須從 2001 年開始， 每
年年中就外國政府制止人口販運的努力與行動向國會提報，成為人口販運問題報告，至今
（2007 年初）共有六份。起草報告的過程中，設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向美國駐世界各地的使
館和領館索取資訊，包括各國政府、當地非政府組織、移民官員、警方、記者和受害者的談
話，以及政府和新聞界的評論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大紀元，民 90）。
臺灣在美國國務院 2005 年人口販運報告中的評等由一級（完全符合美國人口販運受害
者保護法）降為二級（未完全符合最低標準，但正努力達成標準）。令人吃驚的是，2006 年
報告出爐，臺灣評等由第二級再降為「第二級觀察名單」，若近期內無有效改善措施，將會
遭受美國制裁（人民網，民 95）。
而在 2006 年人口販運問題報告的臺灣正式報告中，也明確顯示臺灣降於第二級觀察名
單的主因之一是外籍新娘之招募管道不良，有轉向成為人口販運的情形。而臺灣政府方面，
也未擬定明確的政策及行動計畫，因此無法懲處與人口販運相關之罪行。臺灣正式報告部分
內文如下：
外籍新娘主要來自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其招募管制不良，結果成為販運女童和婦女
進入臺灣性行業以及強制性勞動的主要管道。
臺灣也應該擬訂明確的政策及行動計劃，充分涵蓋外籍勞工與新娘當中的性販運和非自
願勞役。將各種形式的人口販運列為罪行的完整反人口販運立法，對懲處目前較不受法律管
束的販運份子非常重要（美國《2006 年人口販運問題報告》臺灣正式報告節選，民 95）。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高小帆檢討臺灣在人口販運報告書當中的評比不斷向下滑落的原
因是：臺灣政府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之下，沒有顯現任何打擊人口販運的有效措施，同時也缺
乏明確的政策立法和行動計畫。另外，因為法律缺乏監督機制，使得婚姻仲介變相成為販賣
婦女從事色情或強制性勞動的管道（蕃薯藤新聞，民 96）。
也就是說，臺灣政府在法律上缺乏有效管理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間之間的跨國婚姻媒合
機制是被降為第二級觀察名單的原因之一。若臺灣政府沒有針對此項問題立即處理，被列入
第三級名單，將會遭受美國方面之經濟制裁。
因此，臺灣政府開始積極動作，試圖透過政策改變，表達臺灣政府對此議題之關切以及
改進之誠意及決心。首先在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3 日，經濟部刪除婚姻媒合商業團體業別
及業務範圍，表示未來將不再允許新設從事經營婚姻媒合商業行為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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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口販運報告，由民間組成之【反人口販運聯盟】為提出有效方案並積極採取行
動，提出「反人口販運行動綱領」，內容包含預防、犯罪偵查及保護措施，並明文規範禁止
任何形式之婚姻媒合廣告與約定報酬，以減少糾紛、剝削以及侵犯人權的事件發生。
在政府方面，立法委員蕭美琴提出新版〈入出國及移民法〉，已在國會中待審議。新法
內容包括第十一條：刪除婚姻媒合業。蕭美琴表示要刪除婚姻媒合業的原因為：婚姻本質上
不宜作為商業交易標的，民法第573條亦明定：「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
求權」，根據此法條，婚姻媒合之商業契約被視為類似違背公序良俗之行為。而當前婚姻仲
介在商業機制下，已產生類似販賣人口之惡劣行徑，更有污名化婚姻移民之潛在效果，故不
予以規定之（蕭美琴〈入出國移民法〉，民95）。
至於媒合業備受抨擊的不當廣告問題，政府單位也在隔年有所處理：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96年3月8日召開第149次委員會議，針對5件涉及婚姻媒
合之節目進行審議，並決議對播出前述節目之電視頻道業者以違反節目應與廣告區分之規
定，分別處以新臺幣10萬元、新臺幣20萬元及新臺幣30萬元等之罰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議裁處違規婚姻媒合電視節目，並於新聞稿中表示：「以違反節
目應與廣告區分之規定分別予以裁罰。」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竟不是因為女性被商品化作
為其開罰原因，反而單純因為節目須和廣告分開作為理由。政府對於電視節目的規範，是否
只狹隘的看到表象的節目和廣告要區分，卻忽略了被嚴重物化的外籍女性？在新聞稿中也提
到：「未來將持續針對此類節目加強監管。」這樣的說法，政府是否應該提出明確規範，而
非只停留在書面口頭聲明，若沒有提出監管方法，受罰的媒合業者豈不是付出罰鍰後，依舊
無法可循，無所適從？
在「假結婚真賣淫」等社會問題，或人口販運的相關議題中，媒合業者常被媒體、學界
指控為與假婚姻之名的不法行為密切相關，社會團體也對仲介公司欺騙外籍配偶來臺、強迫
其出賣靈肉償清仲介費等惡行指證歷歷，以上種種輿論意見都對政府造成相當的壓力，促使
其不斷更訂相關法律，最後甚至祭出「禁止成立」的嚴禁政策。但之於整體屬相對少數的個
案問題往往是被傳播媒體過度渲染的，在跨國婚姻的法律、社會問題曝光之後，媒合業者才
成為各界輿論同聲指摘的對象，而媒合業對跨國婚姻與社會的真正影響，以及其存在之意義
與必要性，仍然是被模糊的焦點。但，在處境未明的同時，人口販運、詐財牟利、物化女性
等惡行，卻已儼然在文學／影視作品與媒體呈現中，成為「仲介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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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臺越婚姻媒合業之發展
一、臺越婚姻媒合業的發展現況
據以上的分析，婚姻媒合業者似乎是一個不該存在的行業，因為許多婚姻媒合業者使透
過此管道結婚之人遭遇痛苦，但是婚姻媒合業者真是如此罪不可赦嗎？在評斷媒合業者的功
過之前，本章先就臺越婚姻媒合業的趨勢及現況作一分析，並介紹臺越婚姻媒合業者之營運
方式及行銷手法，同時與外國婚姻媒合業者營運狀況做比較，才能對媒合業有通盤的基本認
識。
目前在臺灣的臺越婚姻媒合業者共有 542 家（中國時報，民 95），而透國婚姻媒合業者
嫁到臺灣的越南配偶之比例為 35.9%（智邦生活館電子報過期檔案室，民 94）。由此可知婚
姻媒合業者在跨國婚姻中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所以為了解婚姻媒合者運作方式，我
們瀏覽並分析 30 家臺灣婚姻媒合業者的網站、30 家國外婚姻媒合業者的網站。此外，我們
也訪問了南、北各一家婚姻媒合業者，其背景資料如下（基於保護訪談對象，本研究將訪談
對象的背景資料以匿名編號方式整理）：
訪談對象一、甲業者：
公司位在臺北市，從事婚姻媒合的工作已有二十年之經驗，開始是先做國內婚友社，後
因國內婚友市場環境改變（其變因包括女性會員人數驟減、不肖業者從事詐欺），促使甲業
者轉型為跨國的婚姻媒合業者，其業務範圍有越南及中國大陸，因為此二地環境及文化近似
臺灣，中國大陸的經濟起飛使沿海地區的人民素質提高，與臺灣中上社會相同，越南則是選
擇和臺灣 50 年代相似的北越。
訪談對象二、乙業者：
公司位在彰化縣，從民國 70、80 年間開始從事婚姻媒合的工作，開始時為越南臺商，
後因在越南之臺灣朋友與越南女性結婚，婚後生活相當美滿，別的朋友也就希望當時還不是
婚姻媒合業者的乙業者幫忙介紹，乙業者認為此行業有發展空間，遂逐步放棄原有事業，全
心投入婚姻媒合業。
在了解臺越媒合業營運方式之前，須先探討其歷史發展與現況。而由於在臺灣、越南的
婚姻媒合業者之發展與現況各有不同，必須將之分開探討。
（一）越南地區的婚姻媒合業者發展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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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年代越戰時期，絕大多數越南男性受徵召上戰場打仗，女性和小孩留在家中工作，
使得越南女性多於越南本地的男性。越南女性被教導要遵守傳統禮教，而結婚也是傳統禮教
的一環。時至今日，一般的越南人還是難以完全脫離傳統觀念的枷鎖，女性的婚姻通常都是
由父母決定，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一位素未謀面的人結婚，在現代的越南社會仍然屢
見不鮮。有越南配偶表示（註二）：「越南適婚年齡是 18 至 25，若沒有在適婚年齡內結婚
會被社會以異樣眼光看待，以及來自家人、社會的壓力。」也就是說，大部份的越南女性在
適婚年齡時，都會應家人的要求與社會的成規選擇結婚。在鄉村地區民風保守、一般人社交
生活單純的情況之下，「媒人」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介紹男女婚嫁的責任。
媒人的角色存在於諸多傳統社會，除越南以外，臺灣早期的「媒婆」亦是我們所熟悉的
形象之一。媒介男女婚姻的任務，多由鄰里間德高望重、家庭美滿、能言善道的年長女性擔
任，她們擁有綿密的人際關係網絡，地域範圍雖然不大，但足以用於探查當事人實際的家庭
狀況與社會地位，根據這些資訊與媒人個人的經驗做適當的撮合與配對。因為媒人介紹男女
「結親戚」的出發點絕大多數是成人美事，而且媒人對於當事人（以及其家庭）的印象往往
對婚事能否成功有所影響，一般而言，他們在地方上廣受人們的歡迎和敬重。
因為媒人在傳統社會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本研究訪談之臺越婚姻媒合業者表示，現今
媒合業者亦經常以媒人角色自居，強調婚姻仲介的正當性及其專業之重要性。如今的越南社
會狀況類似二、三十年前的臺灣，純樸而保守，男女合婚需要媒人的牽成，而他們所提供的
正是跟傳統媒人一樣的服務，只是跨越國界、擴大了地域範圍，並且因為社會分工精細而轉
為專業運作。
以越南在地的媒合業者為例，其發展就因應了時代的變化，屢次經過轉型的歷程才改為
專業經營仲介婚姻。十九世紀中葉是新帝國主義最昌盛的時期，各帝國不斷壓榨其殖民地，
而在殖民母國與東南亞殖民地之間的溝通多藉由當地的華人來進行協調，從中賺取仲介農作
物等交易的利潤。根報導，因為長期仲介各種商業交易，這些華人累積了豐富的經驗與人
脈，當他們發現媒合臺越跨國婚姻獲利豐厚，便迅速轉而從事媒合業，成為俗稱的「大媒
人」，主要的工作內容是招募有意願嫁到國外的年輕女孩。在這樣的婚配過程中，「大媒
人」扮演著臺越兩國間中介者的角色，只是仲介的商品從原本的農作物等，轉變為越南女
性。除了介紹女性之外，其工作內容也包括代辦證件等文件處理手續(馬來西亞中國報)。
近年來，國人透過婚姻媒合業安排，至越南相親、結婚者日益增多，但越南【涉外婚
姻法】規定，該國政府嚴禁婚姻媒合業者牟利活動，亦即以任何形式牟利之婚姻仲介在越南
皆屬不法。
經過政府一連串的經濟改革，越南經濟水準有慢慢上升的趨勢，國民所得也日益提高。
在《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之中，南韓的跨國婚姻媒合業者指出，隨著越南國力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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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強盛，人民生活漸漸好轉，要到越南娶妻將不像以前那麼容易，越南女性眼光提高了，不
再只因為生活品質低落而尋求跨國婚姻。到了將來，等越南女性的生活大幅改善，越南的生
活或許不見得會比在韓國差，她們有可能不再願意遠嫁到異鄉，因為在本國就可以過著不比
外國差的生活。如此一來，越南新娘會愈來愈難娶（New York Times，2007）（註三）。然
而，上述的現象，可能要到未來才會發生，目前越南的經濟雖有發展，卻尚未顯著改善全體
人民的生活。跨國婚姻因經濟水準而改變的趨勢必然會逐漸形成，但未必會在短期內發生，
現今在越南還是有許多越南女性渴望嫁到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
越南政府方面禁止婚姻媒合業者，主要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
1.越南政府及菁英份子認為輸出新娘有失國體
越南是世界新娘大量輸出國，來自世界各地的媒合業者和準新郎都會到越南尋找待嫁的
女性，除臺灣之外尚有美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國。作為一個新娘的輸出國，對越南政府
及菁英份子來說是有失國體之事，在外人看來，好像是越南沒有能力讓這些女性留在家鄉就
得到美好的生活，才非要她們嫁到國外。所以某些省份（南越）禁止越南女性嫁到臺灣，因
應此政策，臺越婚姻媒合業者有向北越發展的趨勢，或是轉而仲介其他國家的女子嫁到臺
灣。
越南的菁英份子認為，臺灣人娶越南新娘乃是「降低人口素質、危害國際競爭力」的不
智之舉，這些沒有受過良好教育的女孩來臺灣只是為了金錢，形同出賣靈肉，把自己當作交
易的商品。對於這樣的看法，越南女性認為他們是為了家庭付出的好女孩，盡力改善家人生
活的行為，卻被自己國家的同胞形容得如此不堪（李美賢，民 95）。
2.越南女性婚後在臺生活令越南政府憂心
隨著越來越多的越南新娘嫁到臺灣，這些新移民在臺灣的生活多多少少有些不適應，或
是遭到不平等的待遇，而不平等待遇的消息也隨著通訊的進步傳回到越南，還有越南配偶甚
至離婚帶著小孩回到越南（商業週刊，民 94），無形中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對於這些原本
不預期在越南產生的孩子，其國籍、教育等方面的處理都成為政府額外的負擔。越南政府對
於這樣的情況甚感不滿，所以更加不願意將越南女性輸出到臺灣。
不過，越南政府增加不被預期的社會成本，並不是婚姻媒合業者的錯。首先，這些帶著
孩子回到越南的女性很有可能不是經由婚姻媒合業者介紹而嫁到臺灣；再者根據王宏仁教授
的看法，這些越南女性會帶著孩子回到越南，絕大多數都是因為在臺灣生活過不下去，而如
此的結果通常是由丈夫及其家庭所造成，與臺灣男性本身的素質、心態等有關，與婚姻媒合
業者本身並無太大的關聯，越南政府似乎不該以這樣的理由禁絕婚姻媒合業（王宏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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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3.婚配過程中的利潤分配
在將越南新娘輸出到臺灣的過程中，越南政府不能夠從中賺取利益。如果越南勞工要
到臺灣工作，他們必須先要繳交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給越南人力仲介業者，而這些越南仲介
公司通常都是國營事業，所以越南政府可以從中賺取利潤。在輸出新娘的過程中，越南的婚
姻媒合業者雖然也可以從這些等待結婚的女子身上賺取相當的利潤，但是這些在越南婚姻媒
合業者大多是私人的事業，越南政府不能從中獲取利益，所以越南政府認為禁止越南新娘輸
出到臺灣是有利無害的（王宏仁，民 96）。
4.人口販運衍生出的引渡問題
「不肖婚姻媒合業者」其實就是偽裝成婚姻媒合業者的人蛇集團，進行人口販運的行
為，這樣的行為並不代表所有婚姻媒合業經營的模式。有些越南女性經由「不肖婚姻媒合業
者」自願或是非自願來到臺灣從事色情業或是勞動的工作，為了要賺錢，透過此種不法方式
來到臺灣，而經由臺灣政府查緝之後，所衍生的人員遣返等問題，也讓越南政府頭痛不已。
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在國內建設需要投注許多的精力與資金，沒有多餘的精神和多於金
錢來處理這樣的相關問題。
以上的種種原因，都促使越南政府宣布不再允許越南女性嫁到臺灣，已有部份省份（南
越）嚴格執行，但這項措施似乎沒有達到實際的效果，據乙業者透露：「在越南，婚姻仲
介、媒合是違規的、不被地方政府允許的，在臺灣早期有些越南新娘的虐待、臺灣對越娘的
不重視、從事色情行業，越南方面對女孩結婚後在臺灣的生活產生很大的疑慮，但是他們擔
心有些色情媒介的集團到那邊，越南政府只有鎖定那些不當的行為(買賣的嫌疑)的人，對正
當的婚姻媒合業者自己本身沒影響，有那邊的人做保證就可以了，當地的士紳、父老，見證
過沒問題(婚姻情況正常)，肯定此仲介的價值，士紳自己出面做擔保。」
據此說法，婚姻媒合業者只要有當地士紳的保證，依舊可以在越南當地進行婚姻媒合的
工作。另有部份業者轉向北越地區，在這項命令頒布以前，婚姻媒合業者大多在南越活動，
因為當地的城市交通便利、社會開放，在此之後，因為南越省份嚴格執法，使某些婚姻媒合
業者到北越開闢新的市場。
（二）臺灣地區的婚姻媒合業者出現之原因：
婚姻是一種雙向的行為，在了解越南地區婚姻媒合業者的發展及現況之後， 也須探討
臺灣方面媒合業的發展及其目前的狀況。而商機總是緊追需求而來，故須先探討臺灣男性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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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迎娶越南配偶的原因。
1.經濟成長造成社會結構轉變
因為經濟的快速成長，造成臺灣社會結構改變，大量的女性開始就業，帶來了經濟的獨
立，伴隨經濟成長的就是教育水準提高，甚至高於男性的程度。臺灣地區 2001 年 20 至 24
歲的人口中，女性上大學的比例為 27.1%，已經超過男性的 26.9%，同年齡的男性中，教育
程度為國中以下者有 13.5%，高過女性的 8.4%（駱明慶，民 92）。現代的臺灣女性敢於提出
自己的想法，種種價值觀開始轉變，但在許多方面仍然深受傳統觀念的影響，例如：女性希
望丈夫的教育程度能與自己相同或甚至比自己更高，男性也希望妻子的程度與自己相同或是
低於自己。女性自主意識高漲，不再一味依賴婚姻，經濟上的自主促使這群女性不斷重新思
考，為什麼需要婚姻？女性不婚的意識漸漸抬頭，對男性的標準也逐漸提高，此一情形造成
教育程度較低又有傳宗接代需求的臺灣男性必須轉向越南或是其他東南亞地區尋找生命中的
另一半（BBC 中文網，民 93）。
2.展現男性氣魄的意圖
社會結構的改變不僅對臺灣女性造成極大的影響，也為長期將女性視為附庸的傳統男性
帶來巨大的改變。在女權提升的浪潮之下，他們仍意圖維護傳統的大男人主義，要求女性在
婚姻中扮演溫柔婉約的賢妻良母，尤其不希望妻子的社會地位、經濟能力或教育程度高於自
己。經營婚姻媒合業二十餘年的甲業者根據經驗推論，臺灣女性獨立自主，相對地男性的條
件反而失去了競爭力，甲業者表示：「國內的女性不婚族越來越多，現在的女孩比男的優
秀，越來越多和以前大不相同。」臺灣女性結婚年齡較晚，但還是有許多男生希望娶年輕的
妻子，於是轉向國外。但業者最著力強調的還是越南新娘的傳統賢妻良母特質，甲業者表
示：「介紹越南女性都說她們溫柔、乖巧，沒有聲音的女人，認定一個先生，不會說性感，
他就是護著先生，不會有二夫之想。」因此，這群依舊沉浸在傳統男性主義的臺灣男性捨棄
在臺灣的現代女性，轉向越南尋找心目中的好妻子。
3.社會價值觀的壓力
現代的臺灣處於一個剛從開發中國家轉變為已開發國家的階段，在這個社會變遷的過
程中，制度與價值觀都逐漸改變。有一群男性，被夾在這兩個變遷的世代之中，雖然不堅持
維護大男人主義，甚至本身並不想要結婚，卻在家人的壓力以及社會的傳統期盼之下，別無
選擇地走入婚姻。這群男性在臺灣社會找不到適合的對象結婚時，往往也將注意力轉向越
南，透過媒合業者快速、便捷的手段，以達到結婚的目的。另外一大原因則是傳統傳宗接代
的壓力，如婚姻媒合業者朱清正所言：「男性都有親友或傳宗接代的壓力，在臺灣卻娶不到
理想中的老婆，當然不應剝奪他們的權利（中國時報，民 95）。」在傳統習慣與社會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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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之下，臺灣人願意且不排斥娶一個從未謀面的人當做終身伴侶，也因此能夠接受媒合
業者包辦的跨國婚姻中快速的配對模式與短促的交往時間。
4.弱勢者的需求
除了以上的情形之外，還有一群人在臺灣社會找不到適合的女性願意成為他們的妻
子，我們將這類人歸為「弱勢族群」，不管是在經濟、身理、心理……等這種因素之下，使
他們成為在臺灣這個社會的弱勢者，同時也是婚姻市場中的弱勢者，所以只能夠向海外發
展，尋找願意且可以幫助他們的女性成為他們的妻子。
5.臺越習俗相近
臺灣和越南因鄰近中國，同屬東亞（漢字）文化區圈，許多習俗多都承襲中國傳統文
化，在文化上的差異較小，而且主要宗教都是大乘佛教，與信仰小乘佛教的其他中南半島國
家不同。大部分的越南女子依舊遵奉傳統的禮教，被教導要服從、溫柔，這讓許多的臺灣人
願意遠赴越南，娶一位習俗、價值觀類似傳統臺灣人的越南新娘，滿足他們的要求，成為他
們心目中的賢妻良母。
基於以上理由，臺越婚姻媒合業便應運而生。
（三）臺灣地區的婚姻媒合業者發展與現況：
民國 80 年代，臺越正式通航，臺商陸陸續續進入越南市場，在這群臺商中，有不少人
與在地的越南女性結婚，而這些越南女性的內、外在條件及婚後的表現令其十分滿意。自此
開始，陸續有臺灣男性前往越南尋求生命的另一半，而由於需求不斷增加，有些在越南的臺
商看到在此項行動中的利潤，遂也開始積極的尋找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供給者，也就是所謂
的越南新娘。95 年國人結婚登記計 142,669 對，其中外籍配偶（不含大陸港澳人士）9,524 人
(內政部統計通報，民 96)，在不久的未來，這批新婚姻移民可能變成臺灣第四大族群，而引
進新婚姻移民的媒合業者的角色，也就日顯重要。
在過去的臺灣法律中（民國 95 年之前），婚姻媒合業者就像是一般具有商業行為的公
司行號，只需有足夠的開業資格，如一定的資本、通過安檢等，就能夠向經濟部登記成立。
根據甲業者的實際說法：「申請公司成立跟內政部申請，在臺灣要申請執照很簡單，只要安
檢合格(各方面)，跟任何行業都一樣。」 由此可知，婚姻媒合業如同其他的行業一樣，若
能達到法定的標準就可以成立，並得到營利事業登記證，不會涉及任何不法的行為。也因為
這個行業並非自古以來就長久存在，政府也沒有針對此行業定訂特別的法律或是任何的制
度，這個行業在法律上的角色，就像是一般的公司行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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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來愈多的「新移民女性」藉助媒合業者來臺結婚，有非政府組織根據調查認為這些越
南女性來到臺灣的途徑及方式，侵犯了她們本身的人權。在 2006 全球人口販運報告國家特
別觀察名單中，臺灣從原本的第二級降至第二級觀察名單，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臺灣對外籍
勞工的剝削，二則是人口走私販以假結婚方式走私東南亞婦女來臺賣淫。因應這項報告的提
出，臺灣政府禁止成立新國際婚姻介紹所，對於現有的業者則加強管理，以及對申請嫁到臺
灣的東南亞婦女從嚴審核。
民國 95 年 9 月 26 日起，中華民國經濟部商業司將婚姻媒合業從「公司行號營業項目代
碼」中刪除，未來婚姻媒合業者不能夠在臺灣合法成立，而過去合法成立的婚姻媒合業者依
舊可有緩衝營業的時間（註四）。政府除了禁止新進婚姻媒合業者成立之外，也拉長臺越婚
姻手續辦理的時間。政策背後所考量的原因大略如下：
1.臺灣婚姻媒合業者有將越南女性商品化之嫌
臺灣婚姻媒合業者的經營模式，被人權團體認為有將女性物化之嫌疑，並把越南女性當
作商品一樣買賣，因為在媒合一對夫妻的過程中，臺灣男性佔有較大的選擇權利，而女性則
是居於較被動的位置，甚至沒有選擇的權利，兩方顯然並不平等。
2.不法業者從事人口販運、強迫移民女性勞動
部份婚姻媒合業者藉由仲介「假結婚」而將越南女子引渡來臺，強迫越南女性從事勞動
工作或是賣淫。有些不肖的犯罪集團登記為婚姻媒合業者，以婚姻介紹為招牌，但其實是將
越南女子引進到臺灣從事勞動性的活動，包括性工作、強迫性勞動……等，造成臺灣的一大
社會問題，同時也損害了這些越南女性的人權。
這群不肖份子藉假結婚之名行「人口販運」之實。而因為他們引渡入境的女性移民是經
由「合法」的結婚名義來到臺灣，執法單位難以確認這些越南女性到底是真的要嫁到臺灣與
丈夫組織家庭，或是被販運來臺從事勞動工作。這樣的情形使臺灣在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
報告由原本的第一級降至第二級觀察員名單，並面臨美國經濟制裁的威脅。
3.男女雙方的溝通不良，而衍生出嚴重社會問題
許多越南女性嫁到臺灣之後，遭受嚴重的不平等待遇，甚至丈夫或夫家施加的身心虐
待。究其原因，極可能是婚姻媒合業者為了自身的經濟利益，使男女雙方倉促決定終身大
事，但兩人對彼此卻都還不甚熟悉。這些越南配偶可能因為語言隔閡等緣故，造成家人之間
許多觀念、習慣上的差異無法溝通調解，衍生出遭受家暴、求助無門、種族歧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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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政府組織對臺灣政府的影響
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使政府意識這樣的婚配過程會衍生出許多的社會問題，也危害了越
南女性的基本人權。以非政府組織的觀點來說，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全都來自婚姻媒合業者，
因為業者想要賺取其中的利潤而罔顧女性的人權，也忽略一個新的移民社會造成的額外的成
本。但是，跨國婚姻的婚配過程屬於全球化浪潮下的一個現象，有些非政府組織的觀點忽視
了婚姻媒合業者存在的必要性 。
二、臺越婚姻媒合業的實際營運狀況
以下的行銷方式是我們在瀏覽過 30 家臺越婚姻媒合業者之網站後，整理出的業者是使
用何種行銷手法吸引顧客，我們希望能夠藉由以下的整理達到對婚姻媒合業者的行銷方式的
評估，以利我們對媒合業者提供進一步的行銷建議。
（一）行銷的方式：
1.行銷方式的項目：
（1）透過顧客介紹，自己娶了新娘後覺得不錯，進而介紹朋友
（2）網際網路
（3）播出電視節目
（4）廣告詞：
A.

以越南女性的個性特徵為主：溫柔、多情、樸實、如母親時代般的女性

B.

以可以共組幸福家庭為號召

C.

做一些差異性的比較，例如：不同原籍者取得臺灣身分證的條件 （越南 3 年就有身分
證，大陸要 8 年）。各國女性經濟能力及對物質要求之差異、各國女性對操持家務或協
助丈夫事業之能力的差異。

2.行銷方式的分析
臺灣婚姻媒合業者雖然有用網際網路作為行銷的手段，但是這個方法的效果卻不如預
期，這些想要娶越南新娘的臺灣男性使用網際網路的機會不高，再加上網路是一個虛擬的世
界，現代人對其真實度多少心存疑慮，何況結婚是一件攸關終身幸福的事，所以最有效的行
銷手段是透過結婚成功的顧客互相介紹，有些婚姻媒合業者直接放棄對大眾市場進行廣告，
而直接針對某些小眾的市場作深入的宣傳，例如：製作夫妻的婚後生活的小型記錄片，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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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給有意願娶越南新娘的顧客看。而刊登報紙雜誌廣告、利用廣告看板、甚至在牆面或堤防
上直接噴漆刊登娶越南配偶的廣告等，也都是他們招攬「潛在顧客」的行銷方式。
此外，如果親自走一趟婚姻媒合公司，就會看各種幸福洋溢的婚紗照，意在勾起「潛在
顧客」結婚的慾望，令他們躍躍欲試。在我們親自造訪婚姻媒合甲業者公司時，在門口映入
眼簾的是巨幅的人型看板，一位容貌清秀、身材姣好的越南女性栩栩如生、笑臉相迎，令人
頗覺親切。一進辦公室，三面牆上滿掛多幅越南女性的照片，剩下一面牆上則掛置配對成功
的婚紗照，頗能引起單身者成家的念頭，確實是有效的行銷方式。
上述的宣傳採取的是較普通、合宜的介紹詞與手法，但事實上卻有許多婚姻媒合業者採
用了誇張不實、侵犯人權的廣告詞，例如「保證處女」、跑掉換一個……等不尊重越南女性
的廣告詞，在非政府組織、社會大眾與學界一片撻伐的聲浪中才慢慢消失，換成上述的一般
介紹詞，以越南女性共有的個性特徵或是他們共同擁有的價值觀為宣傳的主軸，而這些廣告
詞多刊登在廣告看板、婚姻媒合業者網站等處。
另外，也有利用電視節目來宣傳越南女子的手段。整個節目猶如選秀比賽，妙齡女子多
少經過挑選，攝影師在當地風景區取景，比較漂亮的在鏡頭前表現自己，加上背景音樂，如
同卡拉 OK 伴唱帶，供婚姻媒合業者達到宣傳的目的，在畫面上通常有一張張越南女性的照
片，照片旁邊則註有該名女性的身高、體重、年齡……等，這樣的畫面由業者委託專業傳播
公司組團到東南亞國家拍攝，帶回臺灣剪接後製一氣呵成，然後每個月花 40 萬購買播放時
段。目前臺灣的外籍新娘仲介 90%業務就靠這些影片，業者也自許成為現代月下老人媒合跨
國婚姻。例如：國衛電視臺「千里姻緣路」、臺灣藝術臺「江山美女情」、「千里姻緣路」
及臺灣衛星電視臺「江山越南情 （越南情緣）」、「千嬌百媚」等，都曾經有此形式的節
目。現在已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因業者視女子為商品，公然於節目中促銷，以及侵
犯人權等原因處以罰款，並表示未來將會加強管制。
但在政府罰款之後，還是有婚姻媒合業者在電視節目上宣傳，只是修正了呈現方式，改
成以一對夫妻、一名媒合業者、一名婚姻諮詢專家，用座談的方式進行節目，以夫妻之間相
處的問題為討論主軸，婚姻媒合業者、婚姻諮詢專家針對其問題進行討論，利用談話的方式
向觀眾介紹整個婚配的過程和婚姻媒合業者的服務，但節目中還是穿插播放越南美女的影
像，並介紹其姓名、身高、體重、年齡、職業等資訊，影像上還會有「越南情緣，佳麗寫
真」、「諮詢專線」等字樣。
（二）提供的服務項目：
瀏覽過 30 家臺越婚姻媒合業者網站之後整理出來的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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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臺越婚姻媒合業者服務項目列表
提供給新郎的服務
越南婚姻諮詢
證件申請服務
介紹服務費
法院公證
外交部公文認證
公司作業費
越南來回機票+簽證費
專業帶團全程服務
越南精緻餐飲
越南高級住宿
越南行程 (含接送機)
全程雙語人員陪同
越南當地參觀、旅遊、採購
越南全程交通費

專屬相親中心
安全高雅溫馨相親
室
越南臺辦處面談
精神、皮膚科體檢
越南結婚申請
簽領結婚證書
結婚書公證室翻譯
結婚書外務廳認證

提供給新娘的服務
新娘護照申請
新娘入臺居留簽證
臺灣指定公立醫院體檢
新娘家人來回車資
聘金(400)美金
華語課程
家務課程
烹飪課程
生理衛生教育課程
新娘禮車
*在臺雙語輔導
*臺灣居留證申請服務
*臺灣工作證申請服務
*臺灣身份證申請服務
*越南書信往返
*越南親人急難救助
*公司會員可享各項兩地服務資源
雙方都享受的服務
提親 + 禮物
結婚照
訂婚儀式
越南 - 臺灣來回
訂婚禮服
文件往返
訂婚宴一桌
新娘臺灣入籍登
訂婚拍照
記服務
結婚議式 + 父母
新娘來臺機票
紅包
越南機場稅
喜宴二桌內含水酒 越南機場送機
新房佈置

以上服務項目以上花轎國際婚友中心 http://www.lilylife99.com/為範例，因為在多數的婚
姻媒合業中，此公司提供「最完善」的服務，故選此為範例。有*字號標記的部分為在此婚
配過程中較為特殊的一環，並不是所有的婚姻媒合業者都會提供如此的售後服務，不少的婚
姻媒合業者在賺了婚配的利潤之後，就不再關心或協助處理男女雙方婚姻上遇到的後續問
題。
1. 服務項目之分析
以一般的臺越婚姻媒合業者來說，最基本的服務包括：男女方的機票、男方在越南的
吃、住、交通、男女相親、文件代辦、婚禮設宴，而價錢則是由 18 萬到 40 萬臺幣不等，但
是通常都是以 30 到 30 萬為最合理的價錢，價錢過低通常都是虛報，在旅途的過程當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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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業者會用其他「額外」的項目加收費用，加到 30 萬左右為止，但是由於匯率的波動不
定，所以也有可能會高達 40 萬，一切以臺灣男子和在臺的婚姻媒合業者所立定的契約為基
準。
根據網路上搜尋的 30 家婚姻媒合業者的網站，我們發現婚姻媒合業者所提供的服務項
目看似精細，但事實上卻是漏洞百出，而且不夠透明化，雖然業者逐項載明服務項目，但是
對於各項服務所需的費用並沒有明確列出，其中最具爭議的即為女方的聘金與待辦文件之費
用，不少業者從此二項服務中額外圖利。由於臺灣男性與越南女性的家屬語言無法溝通，所
以無法確認女方家屬收到的聘金金額與業者所宣稱的金額相符，又或是業者憑著語言溝通不
良為由，在代辦移民文件時，收取暴利。
上表*字號部分為「售後服務」，並不是所有的婚姻媒合業者都會提供這樣的服務，有
些業者只想從男女雙方婚配的過程中牟利，並不是真心的想要為這些對婚姻有需求的男女服
務。提供這樣的服務給男女雙方，不僅可以協助女方申請身分，還可以透過這樣的服務讓婚
姻媒合業者在這段婚姻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幫助男女雙方解決溝通上的問題，順利適應婚
姻生活。
我們實際前往甲業者位於臺北的公司進行採訪時，親眼看到一名來自中國的外籍配偶特
地利用假日從新竹北上來訪，與業者敘舊、談天。甲業者說：「希望外籍新娘把婚姻媒合業
者公司當作娘家，如果有受到什麼委屈，可以從旁協助，女孩表現不好（我們）也會出面，
通常都會回來聊聊天，休假或是有空閒的時候。」此業者的售後服務甚至包括免費教授經濟
困難或失業的夫妻一技之長，甲業者透露：「我現在有跟一家炸雞的老闆合作，如果夫妻的
情況不好可以去免費學，在自己去開個炸雞攤賺錢，改善生活。」業者也在特別的節日也會
舉辦各種活動讓舊客戶參加，聯絡感情。
（三）婚姻媒合業者營運流程圖：
1.臺越媒合業者營運流程圖表呈現
以下的婚姻媒合業者之經營流程，為我們訪問甲、乙兩業者後整理出的圖表，但並非所
有的婚姻媒合業者都是採取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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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越婚姻媒合業者

臺灣男性(新郎)

臺灣媒合業者在越南的工作人員

在越南的大媒人

文件辦理人

在越南的中媒人

在越南的小媒人

越南女性〈新娘〉

圖 3-1

甲、乙臺越婚姻媒合業者營運流程圖

以下的流程是我們訪問甲業者後整理出的，並非每一家婚姻媒合業者都依照此流程，特
此聲明。
新郎到越南相親的流程圖：
第一次：5 天

第二次：8 天

第三次：約 4 天

出發，相親（交往、

出發、臺北駐越辦事

出發、下鄉簽領

了解）、新娘辦理單

處面談、旅遊、辦理

結婚證書、旅

身證明、拜訪女方親

結婚宴會、拍照、臺

遊、男方回臺

友、旅遊、新娘領取

北駐越辦事處領取面

灣。

單身證明、臺北駐越

談通過證明書、下鄉
繳交面談通過證明

圖辦事處安排面談時
3-2 相親行程圖
間、男方回臺灣。

書、男方回臺灣。

圖 3-2

新郎到越南相親的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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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流程圖說明：
臺灣婚姻媒合業者經由上圖中的行銷方式招募到這些有意願娶越南女子為妻的臺灣男性
後，婚姻媒合業者會詢問男方的家庭、身體健康、財務等狀況，並解說整個婚配的過程及費
用等問題，確定客戶的狀況都符合可以到越南娶親的標準時，雙方即立定契約，並通知越南
方面的婚姻媒合業者有男性要到越南相親，開始安排時間行程。
越南的婚姻媒合業者分成小媒人、中媒人和大媒人，小媒人會開始到鄉間尋找有意願嫁
到臺灣來的越南女性，或是有此意願的女會去聯絡婚姻媒合業者，再將名單交給中媒人，中
媒人再給大媒人，大媒人則會跟越南當地的婚姻媒合業者進行實際的聯繫，一對新人配對成
功，越南的媒人就可以拿到美金 3,000 元的佣金。
在越南當地的婚姻媒合業者使用不同的方式經營，有些是臺灣婚姻媒合業者的子公司，
臺灣婚姻媒合業者接到訂單後，直接與越南子公司連絡，由越南負責人與大媒人聯繫。
而另一種則是臺灣婚姻媒合業者在越南並沒有設立據點，接到訂單後的臺灣婚姻媒合業
者，直接向越南當地的「養媽」聯繫。養媽的制度在壹週刊、馬來西亞中國報、時報週刊等
媒體中都曾有報導。此制度在胡志明市十分常見，由大媒人帶有意願嫁到臺灣的越南女子以
契約的方式寄住在「養媽」家中，等待各國對越南女子有興趣的男子相親。以臺灣為例，只
要完成一樁婚姻，臺灣男性依照慣例支付美金 1,200 元給養媽，當作新婚妻子等待來臺期
間，住在養媽家所需的花費，以及學習中文、臺灣習俗的費用。當養媽的利潤很高，但是風
險也極大，如果一位女子待在養媽家超過三個月還未嫁出去，養媽就必須負擔女子的生活開
支，增加養媽的負擔（馬來西亞中國報）。
通常越南女性都無法在三個月內迅速的找到適合的丈夫，所以她們待在養媽家的待遇時
常相當艱辛，有些養媽給越南女性的生活費不足花用，甚至逼良為娼，當起老鴇介紹女性在
當地的酒店工作，甚或仲介性交易，也因為有這樣的情形不斷的出現，所以有許多到越南去
娶妻的臺灣男性都會要求越南女性一定要是「處女」，如果不是就要求更換對象（壹周刊，
281 期）。
據甲業者說法，時間安排妥當之後，臺灣的婚姻媒合業者會陪同男子到越南相親，到了
當地之後會有越南的婚姻媒合業者接機，並將男子帶到相親進行的場所。第一輪，男方和臺
灣的媒合業者會坐在一邊，越南的業者則是開始張羅女孩的入場次序，越南女子會 5 人成一
小組，一次進來一組站在另一邊，女子身上都戴有號碼排，共有 20 來組，男子將中意的女
性號碼記下來，通常會在 10 個以內，過程中彼此沒有交談。第二輪，則是將男子記下號碼
的女子叫進來，這次是一次進來一位，並且開始詢問其家庭狀況、個人資料……等，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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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婚姻媒合業進行翻譯的工作，經過詢問，男子再從這十名以內的女裡選出 2 到 3 位的女
子，因為有可能會有人拒絕。決定人選之後，男子會到女子府上提親，並認識女子的家人。
提親後的第二天，經由婚姻媒合者開始著手處理移民文件，包括送資料到臺灣越南辦事
處及越南司法廳，準備進行面談。第一趟到越南共需五天，接下來的 3 天就是開始準備婚
禮、購物、體檢……等工作。過了 6 個月，就可以再到越南進行面談的工作，不只在臺灣越
南辦事處要面談，越南的司法廳也需要，臺灣人由臺灣人發問，越南人由越南人發問，採一
對一的方式進行，通過後就可以舉行婚禮，沒有通過的話，據甲業者說法，必須等 3 個月後
再面談一次，將申請通過的文件送到相關單位進行處理，男方回臺等待。
在通過面談兩個月之後，臺灣男方就可以到越南將越南妻子帶回臺灣，開始新的生活。
三、各國婚姻媒合業與臺灣婚姻媒合業者之比較
我們已知以婚姻為手段達到移民目的是全球化浪潮下的一環，在如此不可避免的趨勢之
下，臺灣政府卻以刪除營業項目的政策限制婚姻媒合業，所以在此我們將比較臺灣及美國、
南韓、新加坡等的婚姻媒合業者之行銷手法、廣告詞應用、服務項目等，以便對婚姻媒合業
者之業務範圍、服務項目有更深入的了解，或可做為政策考量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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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國媒合業者經營範圍與狀況
國家
項目

嫁娶國家

費用

臺灣
(Taiwan)

美國
(U.S.A.)

南韓
(South
Korea)

新加坡
(Singapore)

臺灣←越南

美國←俄羅斯

南韓←越南

新加坡←越南

約會服務會員
28-35 萬 元 ( 新 --50 (美元)
臺幣)
旅遊行程
--360 至 1625 (美元)

網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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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行銷方式的差異
世界各地的婚姻媒合業者以網際網路為傳播媒介是最普遍的方式，其次則是設置廣告看
板。臺灣婚姻媒合業者較為特別之處是，某些婚姻媒合業者會製作新人婚後生活的紀錄片，
讓有意願娶越南新娘者當作參考，用此方法宣傳幸福美滿的婚姻。其他國家的婚姻媒合業
者，如美國，則可能透過在網路刊登配對成功者自身經驗的文章，以此方式來達到類似目
的。
2.服務項目的差異
從提供的服務項目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國與亞洲的婚姻媒合業者有很大的不同，
亞洲的婚姻媒合業者會一手包辦所有結婚事宜，從帶著男性到當地娶妻，到申辦各項的移民
手續，亞洲的婚姻媒合業者都會參與其中，他們的費用包含了居間媒介的報酬和申辦各項移
民事宜的手續費。而美國的婚姻媒合業者在整個媒合的過程中，只是扮演著輔助的角色，他
們的費用只包含居間媒介的報酬，而其居間媒介的方式也不如亞洲國家一般介入的那麼深，
他們是以男女雙方的聯絡資訊作為交易品，而利潤則是來自於其他附帶服務的收費，例如：
送花或禮物給女子、語言課程、信件翻譯費。

在服務項目中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有所謂組團出國認識外籍新娘，而亞洲國
家和美國不同的地方，是在於亞洲人到越南的心態是一、兩趟越南行就要保證配對成功並舉
行婚禮（註五）。可是美國男性出國只是去認識女性，不一定是要結婚；另一個作法是，美
國男性組團出國旅遊同時當地認識女子，而這些女子是由當地的婚姻媒合業者提供（註
六）。
3.廣告詞應用的比較
美國以及亞洲地區的婚姻媒合業者在廣告宣傳的用詞上大致相同，都會用許多的「形容
詞」，如「溫柔美麗」、「乖巧聽話」等，來介紹女性，或是告訴顧客，與這些女性共組家
庭會帶來幸福美滿的生活。唯一不同的是對於身材描述，「歐美」國家通常會使用「性感」
導向的形容詞，而臺灣方面則是會用相對較保守的詞彙，甚至不會提起身材的部分。某些臺
灣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媒合業者用這些形容詞來作廣告，有將女性物化的嫌疑。但是以婚姻媒
合業的立場而言，他們只是在介紹越南地區女性的共同特質，給想要娶越南女性為妻的臺灣
男子了解，並沒有將越南女性視為商品的意圖。
從以上表格比較分析我們可以了解到，臺灣婚姻媒合業者在跨國婚姻中角色，和南韓、
新加坡較為接近，但與美國婚姻媒合業者最不相同。臺灣的業者是居主導的地位，有一個標
準的流程，男女雙方從認識到結婚的過程，需要遵照業者的各種習慣和規定；美國的媒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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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扮演輔助的角色，只提供男女雙方認識的機會，接著，雙方從認識到結婚要如何的發展，
就不是婚姻媒合業者的責任範疇，他們只不過在整個過程中從旁協助，並不硬性規定當事人
遵照特定的流程進行。
從業者角度來看，婚姻媒合業的宗旨是讓有意結婚的男女認識彼此的一個管道，幫助他
們找到交往的機會，促成其婚姻。在理想、正當的婚配過程中，媒合業者本質上是一個中性
的角色，而不是背負「原罪」的加害者，並沒有造成跨國婚姻家庭的問題，甚或對其施以剝
削。 若婚姻媒合業者的實際業務內容並沒有對與錯之分，所謂的「仲介的原罪」是否存
在？這個議題值得我們在參考各方意見之後再次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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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婚姻媒合業「原罪」之探討
婚姻媒合業者是否背負著原罪？關於這個問題，不同立場的人持有不同的看法。本章旨
在探討非政府組織、越南配偶、臺灣新郎以及媒合業者對婚姻媒合業之原罪的看法，以及媒
合業存在的必要性。
一、媒合業者之觀點
面對各界對婚姻媒合業原罪問題各相歧異的態度，媒合業者該如何回應？本部分透過和
兩家婚姻媒合業者的訪談－甲、乙業者，了解媒合業者自身之觀點，探討甲、乙業者對於三
種原罪：(1)將女性商品化。 (2)人口販運。(3)資訊扭曲。之回應。
（一）將女性商品化
面對非政府組織與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報告，臺灣政府須有所回應，以表示執政團隊
正視人口販運等問題。臺灣政府的作為是刪除婚姻媒合業在經濟部商業司的營業項目，因為
社會各界對此行業的印象原本就多屬負面，而且輿論不斷指控媒合業者涉及物化外籍配偶。
將婚姻媒合業刪除的話，可以對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方面有所交代，政府方面也不用再費心管
理及採取各種措施。臺灣政府對於婚姻媒合業者已開始採取緊縮的政策，而伴隨著這項政策
的是一連串配套措施，其中包括禁止新進婚姻媒合業者成立、加長等待面談的時間及面談內
容的深度等。然而，這一連串的改革是否能根除造成問題的原因？
在婚配過程與行銷宣傳中，媒合業者認為他們並沒有將女性當成商品一樣買賣，據甲業
者表示：「沒有把女子當物品來賣，與女子的家庭都有談清楚，不是買賣女子。這樣說的話
（意指買賣女性），我們以前那個時代，連對方都沒見過面就嫁過去，不是更像買賣。」甲
業者也表示，女性在婚配的過程中，也是有權利拒絕：「（婚姻媒合業者）會跟這些女孩子
說一下男孩子的條件，如：年紀、職業……等，並問女孩覺得怎麼樣，如果覺得可以就留在
原地，不要的話就離開，一定會據實以告男性的條件。」只是她們通常選擇接受而已。況
且，這些女性也不完全處在被動的位置，有些人是自己主動找在越南當地的婚姻媒合業者，
希望可以有機會能夠嫁到臺灣，這樣的婚配過程和一般的男女交往結婚是大致相同的。至於
婚姻媒合業者的收費，業者表示只是賺取媒合過程中所需之手續費，因為在媒合的過程中，
需耗費許多精力。「收取費用」既沒有將女性物化，也不是將女性當作商品買賣。甲業者認
為：「（甲業者）沒有把女子當物品來賣，（甲業者與）女子的家庭都有談清楚，不是買賣
女子。」而是扮演傳統媒人的角色，和女方家庭密切聯繫，不僅不會以販賣商品的態度來操
作業務，更會教育當事人：「婚姻不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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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販運
另一方面，甲媒合業者也強調其婚姻媒合絕對是「合法經營」，是經政府許可登記成立
的婚姻媒合公司，並拿出證書執照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合法，又何來違法的人口販運情
節？他們認為，人蛇集團等犯罪份子的行為根本不該由合法業者負責。據乙業者說法，對於
某些不肖份子打著婚姻媒合業的招牌，進行人口販運的行為。乙業者認為，這些不法人士的
犯罪行為不該由「守規矩」的正當婚姻媒合業者來承擔，不能因為某些的人罪行而以偏概
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媒體與仲介，正反兩方立場涇渭分明，判斷兩者孰是孰非之前，仍
然應該回歸根本，充份了解跨國婚姻媒合衍生的問題以及媒合業本身。
對於政府刪除營業項目的這項政策，甲、乙媒合業者皆強烈反彈。因為即使法律禁止，
進行人口販運的人還是可以透過另外的地下化方式引渡勞動人口，卻阻礙了真正想要嫁到臺
灣的越南女性，不但沒有帶來預期的正面效應，更粉碎了許多越南女性改變生活環境的希
望。在婚姻媒合業的領域當中，固然有缺失之處，例如：業者唯利是圖，為賺取媒合費用而
不顧男女雙方的權利，硬是促使媒合對象結婚；或是收取不合理的費用、使用不當廣告用語
侵犯女性人權……等，這些都是存在婚姻媒合業存在的問題。但政府所該做的，並不是因為
婚姻媒合業有所缺失就將之刪除，並忽略此行業的必要性，而是用心修正相關的制度、管理
法則。
（三）資訊扭曲
非政府組織單方面認為，新移民帶來的社會問題的源頭就是婚姻媒合業者，業者為了追
求利潤而要求原本互不相識的新人倉卒決定終身大事，引起許多後遺症。但是，據乙業者的
說法，臺灣是一個工商社會，大部分到越南娶妻的人平日都是有固定工作的，要讓他們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決定要不要結婚，實屬無奈。不過，婚姻中最重要的是兩個人共同生活的感
覺，有很多人談了很久的戀愛，覺得彼此相當契合，可是結婚不久就隨即離異，可以相愛卻
無法一起生活。相反的，也有許多人透過媒合業者的介紹而在短期內結婚，且日後一直過著
幸福的生活。雖然媒合業者經手婚配的模式異於大多數人對自由戀愛或自主婚姻的既有概
念，但我們不能因此斷定，在媒合業者安排之下，於短時間內所做的抉擇，就必然會導致不
好的結果。
在民國 70、80 年代臺灣男性到越南娶妻，只需要經過簡單的面談，但是隨著愈來愈多
的越南女性嫁到臺灣，以及人口販運的情形層出不窮，因此政府逐年增加面談內容的深度與
時間長度，以遏止不法行為。對於這樣子的改變，正當的婚姻媒合業者雖然覺得此做法會延
緩婚配的效率，但是男女雙方可以在延長的時程裡進一步了解彼此，同時過濾不肖份子，故
對此不表反對。但是，對於面試官的素質及效率，業者便提出意見：面試官掌控的權力通常
過大，而且提出的問題有時流於膚淺。乙業者認為，面試官需對當事人的狀況有更多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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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對於此機制完全認同，認為需要更落實，因為更認同當事人，在自由心證這個方
面，有時的問題也是算敷衍，掌控權太大，要再做修正。」且駐臺灣辦事處負責面談的官員
只有四位，又各有其固定的工作量，不敷處理日益增加的臺越婚配數量，行政效率低落，不
符人民的需求和期待。甲業者認為：「國家有規定的，像辦文件，都很容易，反而自由心
證、有模糊地帶的就很麻煩，像面談。」訂定合理、明確的規範，媒合業的運作在法律和政
策上就可以有所依據，同時保障合法的業者與其顧客。
雖然有些不良業者唯利是圖，賺了錢之後就對當事人不聞不問，但是也有些婚姻媒合業
者強調，若是男方基本條件不佳，遠渡重洋嫁過來的越南女性就無法過著安全、安定、幸福
的生活，甚至造成臺灣社會新的社會成本。所以，他們事前會要求男方據實以告其經濟能
力、犯罪紀錄、健康狀況等資料，才可以盡量過濾隱瞞事實或別有所圖者。既然身為合法的
媒合業者，業者聲稱他們會自動過濾顧客，以保障其餘顧客的權利。據甲業者表示：「不行
的男孩一定不會幫忙介紹，跟他聊天、去他家看，會打合約(有任何疾病都要告知) 結了婚
後才發現就太慢了，這就是業者的做法，寧可將時間花在其他的顧客身上，也有些不會過濾
的，有問題也不會接，也會造成政府的負擔。我們不把媒合當作一種交易，當作是在交朋
友，我們只當居協調位置的第三者。」
此外，深究各種跨國婚姻的問題，其原因應非溝通的障礙或婚配流程中的瑕疵，更關鍵
性的因素在於丈夫本身的人格，以家暴為例，不是只存在於跨國婚姻中，而是各式婚姻均可
能發生的問題，本國家庭出現家暴的情形亦為數眾多（註七）。因此不可將所有的責任加諸
婚姻媒合業者。
對於婚姻媒合業的前景，同身為媒合業的甲業者認為：「現在來說，這個行業也不好做
了，因為業者良莠不齊，有些業者對顧客介紹的方式和他執行層面的落差很大，造成很多的
消費者(也是就是準新郎)，無從選擇，不知道要選擇哪一個才好。有些都會靠媒體，以顯示
（事業）作的好像很大，但是到了消費者那邊卻不是那麼回事，可是費用已經給對方。」甲
業者認為有些媒合業者藉媒合以行詐騙之實。此外，甲業者認為：「臺灣對這個行業沒有法
規在，良莠不齊，有些也有可能辦假結婚回來。」認為沒有明確法規的制定，令媒合業者無
所適從。
從婚姻媒合業者的立場看來，政府禁止婚姻媒合公司繼續成立的政策顯然有欠周全，只
是治標而不治本，不但無法徹底改善人口販運的狀況，更會顧此失彼，限制了真正想嫁到臺
灣的越南女子的人生選擇，也剝奪了臺灣新郎組織家庭的權利。不過，對於增加面談的時程
與深度，婚姻媒合業者則大致表示同意，因為如此一來或多或少可以達到把關的目的，也才
是解決問題的可行之道。婚姻媒合業本質上只是提供一個管道讓有意結婚的男女得以認識彼
此，業者幫助他們找到交往的機會，促成其婚姻。在正常的婚配過程中，媒合業者所扮演的
應只是一個中性的角色，而不是背負「原罪」的加害者，並沒有造成跨國婚姻家庭的問題，
甚或對其施以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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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政府組織對媒合業「原罪」之態度
當媒合業的服務出了問題，或越南配偶遭遇不好的對待時，幫助她們解決問題的人通常
是非政府組織。國內有不少非政府組織關注越南配偶的議題，這些團體在長期協助越南配偶
的過程中，發現了問題和導致問題的原因，本身也有一套處理問題的方式，進而影響政府的
決策。就本研究看來，基於非政府組織處理案件的經驗和影響社會與政府的能力，需悉知非
政府組織對媒合業的態度，以了解未來可能的動向。透過和國內兩大長期關注外籍配偶處境
的非政府組織──勵馨基金會和伊甸基金會的資深人員的訪談，得知其對婚姻媒合業持有的
態度和應對方式或採取的措失。較特殊的是，伊甸基金會受訪者──陳凰鳳小姐本身即為越
南配偶，在本研究中具雙重身份，分別代表非政府組織和越南配偶的立場，是一個值得仔細
探討的中立角色，其意見也有其特殊意義。因此，本研究將陳凰鳳小姐及其所代表的之非政
府組織觀點獨立，置於其他研究對象之後，而本部分以探討非政府組織對婚姻媒合業之原罪
的態度為主，以勵馨基金會為訪談對象。
勵馨為了使受到性剝削、性侵害的孩子獲得實質的保護與協助，我們從問題發生的預
防、提供問題發生者實質的服務，一直到服務後的追蹤輔導，這三個層面的一連貫服務及種
種的努力，無非是希望兒童性剝削、性侵害事件能早日從臺灣社會消失（勵馨社會福利基金
會網站）。
上文為勵馨基金會的服務宗旨，可知此非政府組織長期關注於女性議題。下列則為勵馨
未來五年發展目標：
1.

回應上帝呼召，關懷最弱勢女性。

2.

賦予受創者復原力，開啟生命之蛻變。

3.

再造知識經濟，接軌國際組織。

4.

研發社福事業，建立全國愛馨網。
從未來五年發展目標看來，關懷最弱勢女性是勵馨基金會長久以來也是未來將迫切努力

的方向。身為臺灣新移民的越南配偶，從目前臺灣社會對待她們的眼光、社會新聞中負面的
案件、她們生產的下一代的教育問題……等等，意味這群新移民目前屬於弱勢女性。在我們
的訪談中，勵馨基金會表示，當初他們之所以決定花更大心力幫助外籍配偶，原因是美國國
務院的人口調查報告和拍賣網站上公開販賣外籍新娘的事件（註八）：「前年（民 93 年）
的時候，美國國務卿有來臺灣做一個訪問，法務部有帶他們去一個據點，也包含靖廬，很多
對岸的青少年，被人蛇集團販賣來臺灣。再加上當時有澎湖的仲介商在網路上貼一些廣告，
公開的叫老公來娶這些外籍新娘，還一度放在 eBay 拍賣網站上，引起很多討論。」
自美國國務卿來臺後，勵馨基金會朝讓臺灣各界多加了解越南新娘人口販運的議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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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讓政府重視此議題的方向努力。勵馨基金會對婚姻媒合業的態度強硬，採取強烈反對的態
度，認為婚姻媒合業無異於人蛇集團：「仲介是幕後黑手，是最大的元兇，沒有仲介哪來的
人口販運。仲介和人蛇集團一樣，只是合法的叫仲介，不合法的叫人蛇集團。人蛇集團很多
是黑道，仲介有些也是和他們有關係。」除了人口販運問題，他們也對婚姻媒合業的不當廣
告強烈反彈：「在馬路上都可以看到說外籍新娘電話打幾號幾號，其實我們對這個部份已經
提起抗議很久很久了，假如說第四臺你們有看的話，常常會有外籍新娘幾歲啦，體重多少。
早期是越南和大陸同時在播放，後來大陸那個部份被禁止了，因為我們和大陸有特殊的政治
立場，可是越南配偶的那個部分我們無法禁止，可是這件事在世界各國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
情。」
勵馨基金會認為也有婚姻媒合業和人蛇集團勾結，使問題複雜化：「當以前婚姻仲介沒
有這麼多的時候，大陸幾乎都是偷渡來的，越南、柬埔寨通常是靠結婚過來的，而不靠偷渡
因為成本太大了，結婚是最方便的，有些是真的去結婚，有些是在機場就直接被人蛇集團接
走了。有些是自願的；有些說你和誰結婚你就可以來臺灣工作，那這群人事實上是沒有保障
的，有些是來臺灣後就被先生當作是工作的工具，叫他去工廠工作或是賣淫。有些是朋友在
這裡，就被接去賣淫了。」
黑道或人蛇集團也會影響面談時的品質：「臺灣早期的面談，同常是一對多的面談，一
個人就面談幾百個，一批就兩三百個，不到半天大概一兩個小時，宣讀一下，然後講一下就
過了。後來經過一些團體的發現，現在已經改善成一對一的面談，境管局的網站那邊，就有
延緩他們進來的時間，就有擋掉一些不符合資格進來的人，有慢慢再減低。其實他們的壓力
很大，因為在面談的時候，黑道都在外面叫囂。」
然而，面對跨國婚姻的盛況，對於所謂的「需求」問題，勵馨認為凡事皆有別的替代方
案：「原本的婚姻仲介就不應該存在，滿足臺灣的生育率可以用別種方法，一定要引進外國
女子嗎？你說男人找不到太太，一定有很多的理由，用郵購新娘或是透過仲介找太太，這樣
是不對的，而且把一個女性用買賣的方式引進，就好像把他們物化了。這樣也是不對的，那
是一種雙層買賣，在仲介的介紹之下，是沒有所謂的愛情可言，婚姻是不應該有仲介的。如
果要娶越南女子可透過親友介紹，包含相親結婚，有些是自己經商或是旅遊認識的。因為仲
介部分有抽取仲介費用，也就產生了對價行為，就有交換錢，我們的憲法裡有規定婚姻不可
以有對價行為，不可以有交易。」
而勵馨基金會則基於憲法保障人民的婚姻自由，反對跨國婚姻媒合業的存在和反對其對
女性剝削和商品化的手法。然則婚姻的本質與原則為何？婚姻媒合業真的違背其原則嗎？
根據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六條內容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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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年男女，不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立家庭。他們在婚姻方
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利。

2.

只有經男女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結婚。
既然《世界人權宣言》認同經由男女雙方自由、同意的婚姻方才有效，那透過婚姻媒合

業介紹認識之跨國婚姻，是否符合聯合國的人權保障？再者，在父權社會的觀念，以及向
「錢」看齊思維下的資本主義社會，女方是否得以在完全平等和自由的情況下完成終身大
事？婚姻媒合業者在促成婚姻的同時，是否侵犯了女方的權益，或以不當的手段，逼迫、誘
拐女性嫁入異國？
實際上，經由婚姻媒合業介紹認識之跨國婚姻不完全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保障的基本
人權。女方是在一半的選擇權被剝奪的情況下嫁給男方。假設起初是女方同意透過婚姻媒合
業完成終身大事，這是個人選擇。然而婚姻媒合業者常會因成本考量而施與女方壓力，限制
其選擇權。就算女方沒有遇見想嫁的對象，礙於婚姻媒合業者和越南女性間不成文的規定─
─一年內必需嫁出去（註九）──往往會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擇一嫁之。這種選擇權受限的情
形已違反《世界人權宣言》所示「經男女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結婚。」。
中華民國《民法》第五七三條也明確規範：「居間仲介婚姻可酌收酬勞，但沒有請求
權。」但臺灣婚姻媒合業者不僅公開的收取費用，並被外界質疑有從中剝削的可能性。此兩
項行為不完全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以及中華民國民法法律的規定。上述之理由也是勵馨反
對婚姻媒合業的主因之一。
以勵馨的立場來說，媒合業幾乎等同於人口販運，因此必需採取積極的作法，設法找出
幕後的主使者。勵馨表示：「唯有透過協助他們，幫助他們揪出幕後黑手，才能真正的杜絕
人口販運的發生，才不會救不完。」同時，他們希望能幫助政府制定完善的法規，使人口販
運下的受害人（透過仲介結婚的外籍配偶）得到保障：「我們希望透過法令以及一些規定的
訂制，讓這些人口販運的被害者比較安心，讓他們能比較安心的繼續生活。而不是回去之後
又被威脅，或是又被黑道威脅。整個國家是要朝完全杜絕的部份發展，而不是單單救而已。
其實這都是現在各國的趨勢，臺灣的人蛇集團很惡劣，和越南那邊的人蛇集團接洽，所以說
是雙重剝削，受苦的是被害人。」
婚姻媒合業從某個角度看來也助長了刻板印象。為什麼同樣娶外籍配偶，以歐美女性和
東南亞女性兩者相較而言之，一般人常將「有錢」、「自由戀愛」和歐美女性畫上等號，想
到東南亞女性卻和「貧窮」、「社會問題」做連結？同樣身為外配，對於不同地域的人卻有
不同感受。勵馨表示：「這是一種刻板的印象，假如說今天臺灣的男性，娶了一位歐洲的女
孩，跟臺灣的男士娶一位東南亞的女孩，我們的感覺是不一樣的，為什麼當我們說外籍配偶
的時候，想到的是東南亞，而不是歐美，我們會自然的想到東南亞，不可否認的是臺灣大部
分的比例是娶東南亞，相對而言也是比較中下階層的，這是一個事實。問題是，當你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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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時候，你的動機是什麼？不是說這樣的婚姻就是不幸福的，還是有幸福的，背後的動
機是要被看待的，可能就只是一個繁衍後代的工具，假如說今天你愛她，不論是哪個國家，
沒有人會去抨擊的。那事實上，通常引進的都是經濟上比較落後的，就是說鄉村到都市。」
綜觀勵馨的立場，婚姻媒合公司等同人蛇集團，換句話說，婚姻媒合業者在勵馨的眼中
具有原罪；而為了防止人口販運、防止將女性商品化以及婚姻中不該存在的對價關係，必需
完全禁止婚姻媒合業的存在，不讓其繼續營運，並進一步打擊人口販運的罪魁禍首──人蛇
集團。
三、媒合業的顧客─越南配偶、臺灣新郎
現今臺越跨國婚姻的發展興盛，對媒合業者的需求即增加。本研究中，非政府組織勵馨
基金會已表達其對媒合業的反對態度，但是非政府組織的意見究竟是否能完全代表當事者─
－越南女性和臺灣男性──的心聲？這兩方又如何看待原罪的問題？如何滿足需求其對跨國
婚姻之需求？本部分以臺越跨國婚姻當事人為主要探討對象，以了解當事者的觀點。
（一）訪談對象之越南配偶背景資料
為了解越南配偶本身對婚姻媒合業的看法，透過實地訪談和電話訪談得知三位透過婚姻
媒合業嫁來臺灣的越南女性對於結婚、相親過程、以及媒合業者制度的看法和心裡感受。
訪談的題目著重下列四個方針的經驗和看法：
1.

訪談對象的經驗

2.

媒合經驗對訪談對象的影響

3.

訪談對象對婚姻媒合業的看法

4.

訪談對象對媒合業以外的關係人（丈夫、婆家）的想法
基於保障訪談對象的個人隱私，本研究將訪談對象的背景資料以匿名編號方式整理如

下：
訪談對象一、A小姐：

越南河內人，來臺三年，育有一子。未申請到臺灣身分證，目前保留越南的身分證；需
放棄越南身分才能取得臺灣身分證。堂姐也嫁來臺灣。大嫂也是越南配偶，住在隔壁。在越
南時在家幫忙家裡的事情。現在則為家庭主婦，負責帶小孩、煮飯、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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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二、B小姐：
胡志明市人，來臺一年多，育有一子。國語還算流利。未出嫁前在越南時於紡織工廠工
作。現在則在便當公司上班，有時也會煮菜。剛來臺灣時不習慣天氣和飲食。婆婆將 B 小姐
視如己出，感情融洽。
訪談對象三、C小姐：
來臺灣六年多，育有二子。講國語時帶有口音。越南身分證遭婚姻媒合業扣留。來臺六
年沒有去過居住地以外的地區。姐姐也嫁來臺灣，住在高雄。在越南時在家幫忙家裡的事
務。現於紡織廠工作上班，為取得身分證在附近的國小讀書。
以上是本研究進行訪談觀察的三位訪談對象，下表為其個人基本背景資料的整理：

編號
A
B
C

表4-1 訪談越南配偶背景資料
原籍
在臺時間 家庭成員
來臺前職業
河內
3年
夫、一子、公、婆 在家
胡志明市 1 年多
夫、一子、婆
紡織
6 年多
夫、二子、公、婆 在家

在臺居住地
大溪
大溪
淡水

（二）越南配偶的對媒合過程的感受
一般透過婚姻媒合業結婚的過程是：男方隨媒合業者到到越南，不久後多位男性和女性
見面，擇一配偶並結婚。媒合業者代辦證件，男方先返臺，女方則留在越南學中文。幾個月
後，男方再回越南和女方接受面談，面談通過女方即可來臺。從相見到結婚通常花費不到三
天，而從見面到決定結婚的時間更是短得不到一天。這個由媒合業所制定的相親、結婚過程
引起外界極大的爭議，而最具爭議性之處有二點，針對這兩點各界亦給予不同的回應：
1.

在現在普遍相信自由戀愛的社會價值下，如此快速的結婚方式，很難讓人信服。人們也
普遍相信戀愛是婚姻的基礎，如果沒有經過自由戀愛，婚姻能幸福嗎？
針對具爭議性的第一點，學者提出社會普遍相信透過婚姻媒合業而形成的跨國婚姻，不

會有真愛，因此政府便將跨國婚姻的境外面談「嚴格把關」，讓想娶越南新娘的臺灣老公等
待半年，拒絕率高達四分之一，以澆熄他們被慾望沖昏頭的想法。王宏仁表示：「這些措施
讓我們明白，原來真愛只存在於臺灣人之間，婚友社、媒人婆所仲介的臺灣伴侶、提供年輕
人配對的線上交友、楊振寧與他的小龍女才會有真愛，但是花三十萬元去跨國相親的底層人
士婚姻，則是不可能有真愛的（王宏仁，民96）。」 學者諷刺大眾對仲介婚姻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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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對「花三十萬元去跨國相親的底層人士」不公平。人們口口聲聲強調的「幸福」、「真
愛」到底是什麼？這份「真愛、幸福」也許相處久了之後可以產生，又或許人們結婚不求
「真愛、幸福」，他們所希望的是一位可以長期共同奮鬥、組織家庭的伴侶，彼此之間相敬
如賓。不論理由為何，都是個人的選擇，民法無法限制，每個也應尊重他人的選擇自由。
2.

從婚姻媒合業的廣告方式，例如：「越南新娘18萬全包、保證處女、逃跑包賠」到相親
的方式被形容成「商品化」。這段婚姻是一場交易，臺灣男性到越南「挑選並購買」妻
子。尤其現今資本主義橫行，業者為求暴利會使用更過度的手段。簡而言之，透過婚姻
謀合而結合的婚姻是將女性商品化。
針對具爭議性的第二點，無庸置疑的，相親過程中男女雙方選擇權不平等，女性處於被

選擇的一方，女性從某個角度來看的確像商品般供男性挑選。這是媒合業的媒合手法出了問
題。但是如果以「金錢的付出」論商品化的定位，以為「金錢的付出」就是商品化的表徵，
事實上有不盡正確之處。學者提出：透過仲介的婚姻它的外在形式與傳統的相親或媒妁之言
的婚姻結合有許多相似之處：人們喚婚姻仲介為「媒人」、將付給仲介的費用稱做「聘金」
或「媒人錢」，因此很容易以為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只是傳統的相親在地域上的延伸。大多數
的跨國婚姻都經過傳統的相親程序（沈倖如，王宏仁，民 92）。
「商品化」的問題之癥結所在不在於「金錢」。其實透過媒合的婚姻、傳統相親或媒妁
之言的婚姻和自由戀愛的婚姻三者皆有一個共通點：花錢。正如學者提出既然臺灣人娶越南
新娘所花費的交通費、聘金、宴客費、手續費……等費用，就算娶臺灣人也必須付出，甚至
更貴，為什麼說娶越南新娘就是「買賣婚姻」（唐文慧，蔡雅玉，民 89）？如果透過媒合
的婚姻就是商品化的話，則此共通點會使其他兩種婚姻變成商品化的婚姻。除了指責婚姻媒
合業者、臺灣男性造成商品化婚姻外，人們還會將矛頭指向女性。為什麼願意嫁給一位素昧
平生的異國男人？而大多數嫁來臺灣的越南女性經濟狀況欠佳，因此人們又猜想是經濟因素
使然。但是每個人選擇婚姻都有自己的原因，不管理由是什麼。況且不只是嫁來臺灣的越南
女性有此考量，任何一個人都有此想法。經濟狀況從古到今皆為基本的擇偶條件。古人強調
「門當戶對」，一般父母不會希望女兒嫁給乞丐，兒子娶窮人家的女兒。誰不希望自己嫁給
經濟狀況穩定的丈夫？如果你愛的未婚妻是千金小姐，娶了她可以少奮鬥好幾年，何樂而不
為？也許人們不願承認經濟條件會影響擇偶選擇，但這已是事實。由此可知，不能因經濟的
因素即指控臺越跨國婚姻即為商品化的婚姻。然而，就算過程中有商品化的事實，如果結果
令男女雙方者滿意，真的需要嚴苛的討論商品化與否嗎？
檢視訪談對象 A、B、C 小姐的經驗，她們對婚姻媒合業出現兩極化的評價（A 持正面
態度，B、C 則偏負面），而對於商品化的說法，她們認為即使過程中有點被商品化的感
覺，只要結果好（嫁的老公好），過程便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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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中，A 小姐對婚姻媒合業抱持正面的態度，她自己則和業者相處愉快：「和仲
介公司關係良好，受到不錯的對待。有許多朋友嫁來臺，也受到好的對待。」
A 小姐給與此家業者高度的肯定，表示接觸過程中沒有發生不愉快的事，或不合理的
事：「……仲介是我嫁到臺灣的堂姐的朋友，堂姐的先生認識我的先生，而我的先生透過此
仲介到越南娶妻。當初相親的過程是：五位臺灣男性和十幾位越南女性見面。若覺得喜歡
（決定嫁給某人），要和某人結婚則進一步告知對方的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員、成員狀
況），人品……等會進一步介紹。對方也會到女方的家裡告知其父母、了解女方的生活環
境，促進對彼此的背景的認識。結婚之後，我留在越南學中文，最後來到臺灣。」但是我們
無法得知是過程是如何的順利、愉快，因為 A 小姐似乎所有保留。訪問過程中，她也強
調：「老公是自己喜歡的，因為喜歡才結婚。」
B 小姐給與業者負面的評價，她知道自己受到婚姻媒合業者剝削：「當初媒人問我是否
願意嫁給臺灣人？我同意了，因為在越南生活很辛苦，且聽說臺灣老公很疼老婆，越南男人
則會打老婆。媒人會介紹老公的背景和家人。在胡志明市住一天，去飯店和多位臺灣人見面
並和現任老公見面、結婚。再住一個禮拜，老公回臺灣，我留在越南學中文、為面談做準
備。能通過面談的人不多，但他們因題目簡單而通過而這是仲介事先「規劃」的。在越南學
中文時，仲介供應的三餐不好吃，還被仲介汙錢。當時先生給仲介兩千塊欲給女生買東西，
但仲介將 2000 塊用在兩人身上，還騙先生說已經幫女方買很多東西，錢不夠了，再向先生
要錢。女方知情但覺得『就給他們拿吧』。來臺灣後又發現先生給仲介 20 萬當聘金，仲介
卻只有女方娘家 2000 元。很多人皆受臺越兩邊仲介的雙重剝削。」
但即使受到媒合業者的剝削，B 小姐表示也莫可奈何，因為文件的處理需仰賴媒合業
者。而 B 小姐也表示她願意幫朋友介紹配偶但仍需透過公司代辦機票、護照……等相關文
件：「如果遇到被剝削也沒辦法，因為一定要透過公司才能來臺；雖然透過朋友私下介紹比
較好，但是文件的處理還需仰賴仲介。」B 小姐悉知仲介的不良作為，但是她顯得相當無
奈，因為畢竟她認為現實上仍需要依賴婚姻媒合業者。
C 小姐和 A 小姐剛好位於天秤的兩端，因為 C 小姐極度厭惡婚姻媒合業者。她不好的
經驗使她反對婚姻媒合業的存在：「在越南家很窮，透過媒人帶到胡志明市。在胡志明市住
一天，不久後和老公見面並和很多人同時結婚。結婚兩天後，先生返臺，我留在越南上中文
課，因為需懂國語可能來臺灣，但是學習效果不彰，因為老師是越南人。學習完畢需接受面
談，通過才可以來臺灣。在越南學中文的生活很苦；先生託臺灣仲介給我一萬塊作為零用
錢，但實際上只給一千。來臺後又發現先生總共付了四十萬塊，但娘家只收到八千塊聘金。
仲介甚至宣稱太太很有錢，先生給的都有轉交，還叫先生不要再給太太錢。老闆是壞人，因
為怕我跑掉所以扣留我的越南身分證，至今未還（宣稱遺失）。住在胡志明市等待結婚時，
每個人都只給一點錢，有人住了兩年。老闆不喜歡反抗者，例如：當甲女（和 C 小姐同時住
在養媽之家的人）向老闆要錢，而她的先生又向老闆反應太太沒錢時，老闆的回應是將甲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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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責罵仲介也沒有用。有些警察和仲介有合作關係，會幫仲介公司監督女生，不讓她們
逃跑。來臺灣結婚雖然不能讓警察知道，但是有些警察和仲介公司勾結。」
C 小姐氣憤業者拿了那麼多錢，又不斷欺騙。有此不好的經驗，C 小姐表示：「現在知
道透過私人介紹比較好。雖然不喜歡仲介公司，但覺得需要透過仲介來臺。我願意幫朋友介
紹配偶，但不拿他的錢。」C 小姐顯然對婚姻媒合業者存有極負面的評價，因為她本身即有
不好的經驗。不過她和大多數越南女性一樣，就算明白自己受到了業者的剝削，也束手無
策。從她的經驗看來，有不肖的媒合業者為達目的，不擇手段，舉凡扣押身分證、與警察勾
結……等等，顯示越南政府對於越南女性的人權保障，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透過三位訪談
對象的經驗和感受，發現雖然對業者的價評有好有壞，她們都需要依靠婚姻媒合業，業者對
她們而言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婚姻移民文件的作業處理上。
以上的資訊可整理成下表的結果：
表 4-2 訪問越南配偶結果概要
受 訪 者 與 媒 合 業 接 觸 過 程 對媒合業之評價
A 小姐 堂姐推薦，合作愉快
良好
留在越南學中文時，媒合 不好，但無奈
業者的服務不好，「養
B 小姐 媽」所供應的吃、住都不
好。整個過程當中媒合業
者皆有汙錢。
在越南學中文時，生活困 很不好，寧願自
苦，沒有錢。事後才發現 己幫朋友介紹
C 小姐
老公所付的聘金也被媒合
業者汙走大半。

原
因
受到不錯的對待
雖然過程中被汙
錢，但證件需仰賴
媒合業者代辦，因
此覺得無奈。
服務不好且被汙錢

當問及「相親過程是否有商品化之嫌」的問題時，三位訪談對象的答覆也是兩極化的情
形。她們的答覆和對婚姻媒合業的價評幾乎成正比。和業者關係良好的 A 小姐覺得和媒合
業者接觸的過程中，沒有被商品化的感覺。「喜歡就結婚，不喜歡就算了」，可以等待下一
次。
B 小姐的答案一開始會令許多提倡「婚姻媒合業促成的婚姻就是商品化婚姻」者大感欣
慰，但是 B 小姐的原因則出乎意料之外：「我覺得這種做法像老公娶老婆是買東西似的（有
商品化的感覺）。和多位男性相親的感覺很可怕，會害怕。因為光看長像不知道嫁給這個人
好不好，不知道臺灣好不好。不知道該嫁給哪一位才好。但是這種相親做法『看起來很好』
（從結果推論）。雖然一開始和先生見面時，不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但兩人論及婚嫁，
住在一起幾天後，知道他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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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被商品化的感覺，但 B 小姐對整體的結果感到滿意。她比較在意的是嫁的人好不
好，而不是人們所稱被商品化的情形。許多外籍配偶抱持「結果論」，而不在意婚配過程是
否被商品化。例如：2007 年初，婚姻媒合業者「千里姻緣路」播出介紹外籍配偶的節目，一
個個越南女性出現在螢幕上自我介紹，同時顯示其身高體重……等資料。如果臺灣男性有意
願與畫面中的女生結婚，則進一步與媒合業者連絡。該節目被 NCC 指稱有人口買賣之嫌，
暫且不論這樣的節目造成了什麼影響，透過此節目嫁來臺的外籍配偶表示她們重結果不重過
程。新聞記者找到了兩位當初透過電視選親方式成功嫁到臺灣的外籍新娘，她們表示像商品
一樣在電視上任人挑選感受真的不太好，但是對於外國聯姻她們也想不出更好的方法；兩位
受訪者是透過電視被先生挑選上的，回想當時感受，他們覺得真的不太好過。其中一位表
示，像商品般任人挑選，當然會介意，不過儘管如此，由於這些年來過的很幸福，所以也就
覺得相當值得。這兩個家庭都是透過電視宣傳穿針引線順利結婚，對他們而言沒有人權問
題，只是有無適合對象而已（東森，民 96）。編號 B 的情形和上述兩位外籍配偶想法相
近。觀察 B 小姐和夫家的互動情形，看得出家庭成員間彼此相處愉快。婆婆和她的互動情況
良好，有如自己的女兒般。C 小姐雖然反對並厭惡媒合業者，卻認為「沒有被商品化的感
覺」，並選擇相信她的先生。
上述資料可簡略整理成下表之結果：
表 4-3 商品化問題訪談結果（越南配偶）
受 訪 者 是否認為被商品化 原
因
A 小姐
否
不喜歡可以不要結婚，等待下次。
相親的情景似老公在「買東西」，但是事後
B 小姐
是
發現先生是好人，感到放心。
C 小姐
否
選擇相信她的先生。
綜觀三位受訪者的說法，在面談時甚至於整個結婚過程，「商品化」似乎不構成影響。
她們的目的只是要嫁一個理想的老公，過不一樣的生活。即使有「買賣」的感覺，也只是短
暫的感覺，重要的是目的是否達到，婚後生活是否另人滿意。除了 A 小姐之外，她們對於
媒合業者持負面的看法，原因是來自於不好的經驗。而這些不好的經驗有一部分來自於越南
的媒合業者，另一部分則是臺灣媒合業者不誠實地處理金錢事務。顯示臺越兩方的媒合業皆
有很大的進步間。但是，三位訪談對象中之兩位認為婚姻媒合業不具有原罪。
（三）臺灣新郎的獨白
為什麼臺灣男性要遠赴越南娶妻？什麼原因促使他們這麼做？一般認為，選擇到東南亞
國家娶妻的男性是社會階級較低者（通常為農人、工人），在國內不容易娶到老婆，因為現
代社會已漸漸廢除傳統的「男尊女卑」、「男主外，女主內」甚至是「女大當嫁」的觀念；
女性可以獨立自主，有自己的經濟來源，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不必依處處賴男性。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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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性的擇偶條件變高，更使得這群社會地位較低者不易娶臺灣妻子。因此他們轉向文
化、習俗和臺灣相類似的越南尋找配偶。這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是臺灣男性娶越南女性的原
因，也可以從反面思考。換言之，一般認為的臺灣男性娶越南配偶肇因現代社會將傳統拋
開，實際上臺灣男性沒有將傳統拋開，反而抓得更緊。「臺灣新娘」認為男性必須做為家庭
經濟的提供者，越南女性應該是「依賴、不能自主、物質需求低」的妻子，如此才可以彰顯
其經濟貢獻的價值（田晶瑩，王宏仁，民95）。
透過電話訪談得知兩位臺灣新郎的觀點。訪談對象四（D先生）為A小姐的先生的哥
哥。訪談對象五（E先生）為C小姐的丈夫。
下表為兩位訪談對象的觀點整理：
表4-4

編號

媒合
過程

對業
者做
法的
評價

娶越
南配
偶之
因
相親
時的
感覺
是否
廢除

臺灣新郎訪問結果
D先生
E先生
仲介是自己的朋友，價錢談好就 就那樣。
去看（去越南娶妻），看完去辦
事處辦證件，若辦成功，隔天去
拜訪女方父母，下聘。返臺一個
月還是三個月後，再到越南結
婚，再返臺，等三個月後太太便
來臺。
覺得仲介的行程安排、相親方式 不好，希望雙方能多了解彼此再
很好，「當皇帝耶，那麼多妃子 結婚。不然不了解對方的習性或
給 你 選 」 。 仲 介 人 員 好 的 壞 的 是個性、家庭背景，這樣好像有
（越南女生）都知道，大部分都 被仲介騙的感覺。但仲介還是要
知道女生家在何處，好的才敢介 存在，只是要慢一點再結婚。
紹。這家仲介收費比別人貴，而
越南的仲介有多拿女方五萬塊臺
幣。聘金第一次給十萬，第二次
又給了一些，第三次把剩下的錢
都給。仲介沒有把所有的聘金給
女方家，甚至還多拿（上述五萬
塊）。仲介的服務還可以，沒有
需要改善之處。
文化習俗相近，語言雖不通但她 父母決定。
們很快便可學習，勤儉，不像大
陸配偶。
似睹運氣，不知道好壞。

沒什麼感覺，看到喜歡就娶了。

還是要有仲介，因為文件的處理 要存在。有需求。
需由仲介代辦。如果不是由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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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
業

如果
政府
管制
媒合
業者

處理，有可能被騙。例如：有朋
友被介紹朋友的表妹，雙方談好
要結婚，私下花錢請託他人辦理
證件。但到了結婚當天，發現結
婚證書、婚宴都沒辦、沒有準備
好，才發現被騙了。如果要選仲
介要選好的仲介，因為好的仲介
初期會不定時關心男女雙方適應
的情形（D 先生找的仲介即如
此）。
如果仲介不要廢除，政府訂法規 仲介有必要存在，但做法不好，
管制仲介，以汙錢的情形為例， 因此需要管制。
仍然行不通。不論制度怎麼訂一
定會有人貪錢。語言不通無法自
己去越南，還是需要仲介公司帶
團。臺越仲介之間可以溝通但仲
介和客戶之間不一定可以溝通，
所以他們實際的運作也無可得
知。況且自己去找老婆還是有可
能被騙。仲介比較知道好壞，如
果自己去找不知道對方是否在酒
店上班。如果對方擁有護照則要
小心，仲介會提醒說這個女生一
定不是簡單的人物。仲介公司當
然是為臺灣男生著想。

訪問E先生的過程不太順利，因為受訪者似乎不太想回答問題。
為什麼臺灣男性會到越南娶妻？從兩位受訪者的訪談中可得知，D先生的理由是：「文
化習俗相近，語言雖不通但她們很快便可學習，勤儉，不像大陸配偶。」E先生則是因為：
「這是父母的決定。」推測其含意，D先生的情形剛好符合臺灣男性因為社會結構的轉變，
臺灣女性較能獨立自主，擇偶條件變高，男性則相對難以娶到老婆，因此轉向傳統文化、習
俗相近的越南娶妻。「沒錢→養不起臺灣老婆→必須娶國外老婆」的邏輯，然而什麼叫做
「養不起」？在這些男性的想法中，「男人當家」是基本的（王宏仁，田晶瑩，民95）。顯
示男性的傳統思想仍然深深影響他的決定。E先生的婚姻是父母決定的，背後的原因也包含
了上述之傳統問題，但最大的因素是他背負著傳統的包袱。一般認為（尤其是擁有傳統思想
的人），男大當娶，到了中年若未娶妻生子則稍嫌晚。父母、親戚、朋友不免會給予「關
心」。眾人的「關心」給予男性無形的壓力，而這位男性或許覺得沒時間戀談愛，他就會尋
求最快速的管道完成終身大事。以E先生的情形，則是父母命其如此。
兩位受訪者對媒合業的評價相異。D先生認為媒合業者的服務良好，甚至於相親的過程
像「當皇帝耶，那麼多妃子給你選。」將自己類比為中國古時候皇帝選妃、擁有後宮佳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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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的情形，從這句話不難看出男性的父權思想，同時也強化男性以自我為中心的觀念。儘管
如此，男性在面對如此重要且慎重的人生大事時，仍會感到不安。如D先生所言：「相親的
時候像在睹運氣，不知道（女方）好壞。」他擔心女方個性不好、會逃跑……等等。雖然出
發點仍然以男性為中心，完全貶抑女性的尊嚴和地位，但從這句話看出，男性是「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從「希望擁有幸福的婚姻」的角度來看，這種心理和女性一樣。只是女性通常
處於被動、被保護的一方，男女的心態則會不一樣。通常男性是大男人主義的表徵，而女性
則是較弱勢的一方，但兩者的本質是一樣的，都希望能找到對自己好的另一半，共組幸褔的
的家庭。
四、陳凰鳳－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與越南配偶
聖經上說：「你們不可欺負住在你們國中的外僑。對待他們要像對待以色列同胞一樣，
要愛他們像愛自己一樣。要記得你們曾經在埃及寄居過。」因此，本會秉持著「服務弱勢」
的目標，與這群進入臺灣家庭的新移民，共同分享在這充滿生命力的土地上的一切榮耀、尊
重、平安（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網站）。
上文為伊甸褔利基金會服務新移民的宗旨。伊甸福利基金會長期關注且幫助越南配偶。
受訪者陳凰鳯小姐是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的志工，提供在臺越南配偶語言協助或心理輔導。
特別的是，陳凰鳳本身為透過自由戀愛嫁給臺灣先生的外籍配偶。她的先生懂得越南文，兩
人結婚並在越南居住六年後，才搬來臺灣。夫妻倆無溝通障礙，彼此也認同並喜愛對方的文
化。以個人來說，陳小姐由新聞得知，一名越南女性配偶因溝通不良等問題抱著孩子自殺，
結果自己沒自殺成功，孩子卻死了。為什麼要走到這個地步？陳凰鳳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溝
通不良。家庭間的許多問題是源自於溝通不良。因此她於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當擔任志工，
提供語言上的協助，並在醫院提供翻譯的服務，也開設中文班和越語班。
身為越南女性，相對而言，陳凰鳯對其他越南女性配偶的心情較能感同身受，透過長期
的接觸和溝通，她對透過婚姻媒合業結婚的越南女性配偶了解甚深。陳凰鳯認為婚姻媒合業
有存在的必要性，只是作法不好，而商品化的問題是業者造成的：「仲介將女性商品化，根
本不像相親，且沒有機會選擇。如果在「相親」的過程拒絕，可能會受到仲介的羞辱。仲介
對婚姻結合有貢獻，但是做法不好。但是社會又不可能不需要仲介／媒人。以前的媒人的做
法可取，但現在的仲介是一種爆利的行為。應像過去的媒人，是真心要撮合別人。越南傳統
的媒人，大多是鄉下，年紀大、口才好的女性，很受尊重。但職業的媒人在越南是非法的。
現在的提倡仲介是合法但要交給政府管，但最大的問題是『作法』。」婚姻媒合業者對女性
的選擇權多有限制，使得越南女性無法隨心所欲地擇偶：「透過仲介結婚的女孩，也希望嫁
一個好老公，但是仲介（媒人）和她們之間有『一年之約』（一年內一定要選一個老公
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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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婚姻媒合業產生的原因是女男雙方都有需求，又剛好能彼此配合：「越南年輕女
孩雖傳統但有自己的想法……她們認為在越南或臺灣結婚都一樣，想換個環境，可以看不同
的世界。臺灣男性年紀較大沒有時間去談戀愛，又想組家庭，也想透過快速的方式結婚（婚
姻媒合業）。而外配一來就生小孩，因為她們認為結婚的責任之一就是要生小孩，先生也想
要有小孩，雙方又達成共識。」
陳凰鳯本身精通中、越文，她利用語言能力幫助越南配偶解決生活上的困境。除了教授
中文，陳小姐也開班教臺灣新郎以及其家人越文，因為她認為所謂的文化和語言應該是雙向
的：「臺灣人常認為，既然嫁作臺灣媳婦，就應該接受臺灣的文化。但婚姻應該是雙向的，
兩人應彼此尊重，喜歡對方的文化。」從此著手，除提供對越南姐妹的服務，還開越南語
言、文化班，教授其先生。越南配偶的先生、家人也很需要認識越南文化。她們的配偶其實
也很想認識越南文化、懂得如何互相溝通，因為彼此之間有愛。漸漸的有許多社會人士也很
想了解越南文化。陳小姐目前開授的班及相關的教學資源：越語班、中文班、社大、政府單
位的課程、政大外國語言中心、空大網路教學以及電視教學。
她不認為婚姻有絕對的形式，因為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婚姻的理由：「婚姻沒有
對錯，每個人都有自己的理由。既然外配已經選擇了這種婚姻，別人不祝福的話也不要去批
判。如果別人認為自己幸福，就默默去祝福人家。」
同時，陳凰鳯也表示，媒體的力量很大。現今社會中，許多關於越南配偶的負面形象和
刻板印象是經由媒體所得來：「媒體實在是太恐怖了，專門挖負面的報導。把負面的事件當
成外配問題的代言。對外配完全沒有幫助，又會灌輸社會錯誤的觀念，使社會用異眼光看待
外配……因為如果社會只看到負面的消息，便不會想去制止這些現象。……受到媒體負面報
導影響，一些較傳統的家庭會更加嚴厲對待自己家中的外籍成員。」
陳凰鳳也贊成延長境外面談的時間，因為可以讓男女雙方有多一些時間思考：「延長面
試的時間，讓先生鄭重思考，讓他知道娶這個太太不容易，且語言溝通要有基本的程度。愈
有這樣的規定太太和先生表現愈好。讓雙方有時間去思考，多一個機會，多一個選擇。」
總體而言，陳凰鳳不反對婚姻媒合業的存在，「臺灣社會已改變，男性較不容易找到臺
灣配偶，仲介也算是貢獻，但做法不好」，她覺得應予以管制，例如：延長面談時間。她不
認同婚姻媒合業之處在於媒合業者在媒合的過程中不給予女性應有的選擇權，同時媒合手法
也將女性商品化。
五、各方態度比較
非政府組織、越南新娘、臺灣新郎、婚姻媒合業的立場和觀點皆不同，對婚姻媒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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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也不一樣。不僅四者間的立場不同，業者本身的觀點也不一樣。
下表說明部分訪談對象對婚姻媒合業的態度以及原因：
表 4-5

訪談對象對婚姻媒合業手法的態度
類別
對象
態度
原因
非政府組織 伊甸褔利基金會 普通
需要管制
勵馨基金會
壞
等同人口販運
越南配偶
A 小姐
好
合作愉快，受到好的對待
B 小姐
普通
受媒合業剝削但無奈需依靠仲介
C 小姐
壞
被媒合業被了很多錢
臺灣新郎
D 先生
好
娶妻流程安排妥當，放心
E 先生
普通
和妻子從認識到結婚的時間太短
就橫向的比較，勵馨基金會和伊甸福利基金會持不同的看法：勵馨基金會基於對人權的
保障和人口販運問題日趨嚴重的考量，認為必需杜絕婚姻媒合業的一切行為，因為他們的作
法將女性商品化、造成人口販運等問題，因此勵馨基金會認為應禁止媒合業的存在，而針對
臺越跨國婚姻的需求，則採取非營利組織的運作模式，或者讓非政府組織充當媒合業者。身
兼越南配偶和伊甸福利基金會志工的陳凰鳳認為，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媒合業者為謀取
暴利而採取的手段不好，但是跨國婚姻的需求仍然存在，不可忽視。媒合業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立法加以有效管制，使媒合業較接近過去媒人的功能與性質，則這樣的媒合業對社會有
益。兩者的態度，一個努力建構理想的烏托邦，另一個則將現實點列入考量。雖然人們會夢
想住在烏托邦，但是現實的考量是身處現實世界的人們必需去面對、思索的。
越南配偶 A、B、C 小姐，因每個人的經驗各異，而造就不同的態度。A 小姐因為「受
到不錯的對待」，也沒有被施以金錢上的剝削（就受訪者所知），對媒合業者持正面看法。
B 和 C 小姐則經歷不好的經驗而對媒合業有成見。對於跨國婚姻的需求是她們三位的共同
點，也是媒合業賴以存在的根源。女方的需求為嫁給外國人，而臺灣新郎也是因為有所需求
才會到越南娶妻。D 先生因為想娶一位具有傳統美德的女性而透過媒合業娶妻。他認為媒合
業所安排從相親到結婚的程序都不錯，而他也信任媒合業不會將「不好」，即個性不好、不
務正業的女生介紹給他，因此，即使知道媒合業者不盡合理之處，D 先生對媒合業的印象仍
然很好。而 E 先生則覺得應該給男女雙方多一些時間，好更加認識彼此，也比較容易找到情
投意合的妻子。
以縱向比較而言，伊甸褔利基金會的態度與 E 先生相似，兩者都認為需要透過一套清楚
的規則，管制媒合業，讓社會上的需求得以滿足，同時又能管制因媒合業而引發的問題。甲
業者本身亦贊同制定完整的律法以及建立考試制度以杜絕媒合業者良莠不齊的現象，此舉對
正當的媒合業以及社會均為一保障。B 小姐雖然認為媒合業的作法不好，但是基於需求的問
題，許多事情仍需委託媒合業者。伊甸褔利基金會的陳凰鳳小姐、B 小姐、E 先生以及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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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雖持不同的理由，但皆認為媒合業有存在的必要。勵馨基金會和 C 小姐則完全反對媒
合業的存在。前者基於保障人權，後者則從利害關係的觀點出發。
婚姻媒合業本身的意見，因其探論範圍和其餘訪問對象不同，茲分別討論：

類別

對象
甲業者
婚姻媒合業
乙業者

4-6 甲、乙媒合業者對該行業整體評價
評價
原因
良莠不齊 被政策限制、被不法之士污名化
普通
政府政策限制使得媒合業難以繼續發展

甲業者所批評之「良莠不齊」，指的是某些非法媒合業者的惡行惡狀，造成人們對所有
媒合業的誤解。政府所制的律法有模糊地帶，規定不夠完整、嚴謹，這也是媒合業者所受的
限制之一。對於外界所指責之原罪，甲業者不認為自己有物化女性之實，因為他們只提供媒
合的管道，也沒有將女性當成商品來賣，一切的安排皆和女方和其家庭充分溝通過，他們也
會把「女性非商品」的觀念告知顧客。乙業者對行業整體沒有特殊評價，但明確指出媒合業
發展的限制正是在於政府不盡合理的政策。
六、媒合業存在之必要性
由前幾部分之訪談對象的態度得知，從包括越南配偶 A、B、臺灣新郎 D、E、媒合業
者甲、乙以及陳凰鳳小姐等人的觀點得知，即使有其不完善之處，媒合業仍有存在之必要。
我們分析第參部分婚姻媒合業的發展情形和現況，並參考訪談對象的意見，歸納出媒合業主
要功能如下：(1)提供男女雙方認識的平臺。(2)提供結婚的管道與婚後服務。(3)語言的差異
性。(4)彌補數位落差。(5)強調真實性。(6)資訊的傳遞者。(7)無可取代性。
（一）提供男女雙方認識的平臺
據乙業者的說法：「覺得如果越南女子沒有經過第三者(仲介)介入的話，沒有人去做媒
合的話很難找到對象，而且也沒有資訊提供，認為存在是必要的可是在管理層面有要改善的
空間，仲介是推動的主力，股票要透過證券商、土地要透過代書，很多東西如果沒有人去仲
介的話，都只會待在原地不動，很多東西都要的，臺灣現在是工商社會，……，雖然人本身
不是商品，但是如果沒有透過仲介，還是無法推動。」如果不是婚姻媒合業者居中介紹，這
些有所需求的男女們可能沒有機會相識。從此觀點出發，認可婚姻媒合業之必要性的單位，
不僅僅只有業者本身，在我們訪問學者王宏仁時，他亦深有同感的表示：「我贊成婚姻媒合
業繼續存在。因為現有的問題與（社會）結構有關，禁止無法解決問題，是治標而不治本，
反而可能導致業者地下化經營，更難以管理。」伊甸基金會義工陳凰鳳女士也不否認媒合業
的貢獻：「臺灣社會已改變，男性較不容易找到臺灣配偶，仲介對婚姻結合有貢獻，但是做
法不好。但是社會又不可能不需要仲介。現在的提倡仲介是合法，但要交給政府管，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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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是『做法』的問題。」而從當事人，也就是嫁娶雙方的訪談過程中，包括臺灣男子與越
南女子，也都認為婚姻媒合業者有存在的必要。
（二）提供結婚的管道與婚後服務
到越南娶老婆到臺灣的臺灣男子，有十之八九是在臺灣找不到老婆，所以才會想要到另
一個國家尋找另一半，據乙業者的說法，「臺灣工商社會許多人不可能長待越南辦理文件，
有的人因為經濟上也不可能很多次往返。」所以只能藉由婚姻媒合者提供服務來完成婚姻大
事，而這個平臺自民國 80 年開始慢慢擴張，使這些跨國婚姻的媒合變成一種快速、大量的
結果。文件（包括移民文件）的代辦也是婚姻移民的重要一環，因為在涉及到在越南必須辦
理的文件，越南和臺灣有語言上的隔閡，必須要由中間人來處理有關這方面的問題。由上述
內容能夠整理得知，婚姻媒合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而婚後，有些業者也宣稱會進行婚後的追蹤，例如甲業者便在訪談中強調，每三至六個
月，他們就會打電話聯絡憑藉其服務而結婚之顧客，甚至登門拜訪，了解夫妻的婚後生活有
無遭遇困難，需不需要從旁協助。如果當事人需要，業者也會以第三者的角色居中協調，予
以幫助。例如婚後若有經濟困難，業者甚至會協助就業。若業者確實提供這些服務，對跨國
婚姻之夫妻是一大福因。
（三）語言的差異性
雖然臺灣和越南有許多的習俗相當接近，但是在語言上幾乎是完全不通，所以必須仰賴
一個輔助溝通的媒介，而這個媒介一直由婚姻媒合業者擔任。他們可以提供機會讓彼此認
識，同時幫助當事人解決語言溝通的障礙，讓這些男女的結合更順利，也增加他們結合的意
願。
（四）彌補數位落差
雖然現今科技發達，人們大可利用視訊及網際網路的功能認識世界各地的人，但是以越
南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而言，他們可以使用網際網路的區域有限，更重要的是，多數的越南人
民沒有多餘的金錢購置這些非民生必需品，在一般平民日常的生活中，能夠使用電腦已是享
受。前往越南娶妻的臺灣男子的年齡層大約是在四十到六十歲之間，而他們大多不會或不習
慣使用電腦，所以臺灣婚姻媒合業者難以像美國的網路交友網站一樣（註六），純粹只是提
供男女雙方的電子郵件信箱等聯絡資訊任其私下交往，臺灣婚姻媒合業者必須帶著臺灣男子
到越南當地認識想要嫁到臺灣的越南女性。
（五）強調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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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代的社會科技進步，網際網路為世界各地的人帶來更便捷的溝通方式，但是，透
過虛擬空間所傳遞的訊息，仍然不易被習慣傳統人際交往方式的使用者完全接受，人們還是
會懷疑其中是否有欺騙之事或不實資訊，再加上人們多以「眼見為憑」才能較安心，所以臺
越婚姻媒合業者通常都會帶著單身的臺灣男性到越南相親。
（六）資訊的傳遞者
婚姻媒合業者在婚配過程中發揮傳遞資訊的功能，畢竟跨國婚姻中的男女雙方位於不同
的國家、地區，許多資訊必須由長期來往於兩國的婚姻媒合業者提供，包括證件辦理、面談
內容等，媒合業者的角色在這樣的過程中不可或缺。
（七）無可取代性
婚姻媒合業者有不可取代性。以目前的臺灣社會來說，沒有其他的正式機構可以取代婚
姻媒合業者，換言之，沒有其他專業的機構從事婚姻媒合者的工作，例如：進行跨國的婚姻
介紹、婚姻移民的文件辦理……等。婚姻媒合是一項專業的工作，需要長期投入、豐富的經
驗，以及對於各國國情、政策、法規具深入的瞭解。
由上述的七點當中可推論婚姻媒合業者之必要性。學者王宏仁亦認為：「仲介常是新移
民女性在臺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夫妻吵架、找尋同鄉聊天、身分居留辦理，都是圍繞在具
有雙語溝通能力的仲介，這樣的功能雖然是立基於營利目標，但所提供的服務，請問哪個國
家單位可以完成(中國時報，民 96)？」以臺灣目前的現況來說，婚姻媒合業的存在是必然的
狀況。
七、小結
婚姻媒合業該何去何從？在下決定前，宜先探討婚姻媒合業究竟是人口販運的幫兇，抑
或只單純的促成跨國婚姻？在男女雙方皆已成年並具自主選擇能力的情況下，媒合業者在促
成跨國婚姻的過程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是單純的介紹人，還是已成為從中牟利的不肖業
者？對於種種的問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訪問之婚姻媒合業、非政府組織、學者所持的看
法歧異度高，意見可分成兩大項：
（一）物化女性、並騙取財物，為人口販運的主兇。
訪談對象 B 小姐認為：「老公娶老婆像買東西似的。」C 小姐表示：「老闆(媒合業者)
是壞人，怕我會跑掉，而且騙我老公說他給的錢我都有拿到，我根本沒有拿到。」勵馨基金
會則表示：「仲介(媒合業者)是人口販運的幕後黑手，是最大的元兇，沒有仲介哪來的人口
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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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法商業公司，僅扮演居中角色
訪談對象 A 小姐表示：「和仲介公司關係良好，受到不錯的對待。」同時學者王宏仁
認為：「媒合業為一中性的存在，在資本主義邏輯下與所有營利事業一樣以追求利潤為目
標。僅是居中的角色……。」如果婚後出現問題，甲業者表示其願意：「居協調位置的第三
者。」突顯其中介之角色和對顧客負責的態度。
為何各方對媒合業者角色有兩極化的看法？關鍵在於媒合本質上只是過程，不涉及日後
婚姻結果。學者王宏仁表示：「只有在結婚認識的時間點上才能稱為商品化婚姻，並不包含
婚後的生活與關係。」的確，婚姻媒合業的某些作為將女性商品化，例如：提供「多位」越
南女性，任由「一位」男性挑選。臺灣新郎 D 先生也表示相親時的感覺像「當皇帝耶，那
麼多妃子給你選。」或以侵犯女權的廣告詞吸引臺灣男性，例如：「保證處女」、「保固期
限」……等等。非政府組織如勵馨基金會或許認為過程很重要，但對來到異國追求更好生活
的越南女性而言，婚後生活是否美滿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只要婚姻美滿，過程中是否有被商
品化並不那麼重要。
再者，媒合過程若涉及物化、商品化，應透過規範方式導正，例如管制廣告用語及行銷
手法等。若婚姻中只要出現男方選擇女方的部份即表示將女性商品化，應予以打壓禁止，試
問，鴻海集團總裁郭臺銘先生公開在新聞媒體上開出五大項擇偶條件是否符合將女性商品化
的標準，是否也應禁止？學者王宏仁更表示：「假如婦女團體所批評的，是在於部分現行婚
姻媒合業者物化及商品化女性之惡劣行徑與弊端，那麼這是廣告與媒體再現的問題，而非婚
姻媒介的問題。（王宏仁，2007）」換言之，商品化、物化女性並非媒合業的原罪，問題在
於不當之營運手法與媒體所再現之形象。
另外，王宏仁也在其部落格表示：「商品化、物化女性身體，跟仲介無關，跟臺灣的性
別文化有關。」婚姻媒合業者或許在使用手法上將女性商品化，然而最根本將女性物化的是
臺灣社會。臺灣社會對待女性的價值觀也是將女性商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品」的推銷
乃緊追著需求走，物化女性的根源並非媒合業者，而是臺灣社會大眾偏差的性別文化，要解
決物化女性的問題，應由長期教育著手。
至於扭曲資訊與榨取錢財方面，此問題並不僅見於媒合業，是各行業均可能發生的情
況，且關鍵在於營運方式，非該行業本身。例如購買房屋時，房屋仲介也可能隱瞞房子漏水
等問題，或是從中收取不合理費用，但近年房屋仲介業之規範頗上軌道，也出現一些頗為自
律的業者，贏得顧客信任，建立口碑。因此，政府若善加規範媒合業者，並確實要求媒合業
者自律，則物化女性、扭曲資訊、不當牟利等問題可獲解決。
而假結婚、人口販運等問題並非婚姻媒合業的宗旨，只是不肖業者掛羊頭賣狗肉的作
為，經由媒體創造出業者負面形象，不能因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認定所有業者均為人蛇集
團，這對守法業者並不公平。其實關鍵在於政府應對媒合業營運過程善加把關，不是一味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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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就如不能因有人夾帶毒品闖海關，即禁止國人出國旅行一樣，否則就是因噎廢食，枉顧
眾多有跨國婚姻需求者之權利了。再者，若在跨國婚姻蔚為風潮之際若禁止合法媒合業者成
立，只會使業者轉入地下，則人口販運之問題只會更猖獗，更難以掌控。
在仔細探討跨國婚姻銳不可擋的趨勢以及婚姻媒合的必要性，並訪問婚姻媒合業者以了
解實際情況後，我們認為媒合業的存在仍然不可或缺，此行業在現今臺灣、越南社會中的功
能尤不容忽視。婚姻媒合業者並不如媒體呈現、大眾觀感中那麼的罪大惡極，其本質不具有
物化女性、人口販運、金錢剝削等所謂「仲介的原罪」，問題真正的癥結在於若干業者失當
的營運手法，只要營運手法規範得宜，媒合業可扮演跨國婚姻的中介的角色，提供有需求的
男性與女性一個結婚的管道。
雖然非政府組織基於人權保障、性別平等…等問題，採取較強硬的態度，希望能禁止
媒合業的存在，但是 A 小姐和學者王宏仁皆認為，婚姻媒合業只是中介的角色。仍然有一
定比例的人需要媒合業提供的服務，事實上，本研究多數之越南配偶和臺灣新郎皆認為有賴
婚姻媒合業促成跨國婚姻，因此婚姻媒合業的專業有其存在價值與必要性。媒合業者本身也
認為自己具有無可取代的功能。該打壓的是不肖之媒合業者。雖然當事者中抱持正負面不一
的評價，但也不可否認：他們都接受了也需要媒合業的服務。學者、非政府組織常以商品
化、對價關係、人口販運……等為由即反對媒合業的存在，認為媒合業罪不可赦。的確，媒
合業的作法造成了上列結果，但一味的禁止、反對不是對症下藥的良方，反而容易引起更難
解決的問題。如果禁止媒合業，不僅對有心促成異國姻緣的媒合業者不公，存心為非作歹的
業者轉而地下化經營後，反而更難察覺與打擊，令人防不勝防。既然問題已浮出臺面，需尋
求積極的解決方式，也需回歸當事者的素求，畢竟這些越南配偶、臺灣新郎才是真正和婚姻
媒合業接觸的對象，所有的結果皆由其一概接受與承擔。臺越婚姻媒合業的未來發展，所影
響的不是某個研究的結果或某機構的宗旨，而是許許多多臺越夫妻的命運，而一切也影響到
為數日增的新臺灣之子。基於關懷新移民家庭的理念，政府宜對跨國婚姻趨勢以及婚姻媒合
業進行全面性的分析、了解及評估，不宜以片面的思維草率定論媒合業的本質並決定未來相
關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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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政策可行性評估
我們分析訪談結果，已認定婚姻媒合業本質中性，並無眾所譴責的各種原罪，可議之處
乃在於其營運方式與手法。而同時大前研一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臺灣已進入如同美
國之 M 型社會，跨國婚姻是一項不可擋之趨勢（天下雜誌，民 96），因此政府應該審慎考
量婚姻媒合業的問題，釐清其在社會上的角色與地位，因為政府的政策直接影響婚姻媒合業
的未來，婚姻移民及其家庭也將因此受到直接的影響與衝擊，我們經過多次訪談、討論和資
料蒐集之後，將政府針對婚姻媒合業的政策方向歸納為五大項，分別是：（1）政府直接禁
止（2）婚姻媒合業轉型為專業聯誼公司，並由政府另成立婚姻移民諮詢處（3）由非政府組
織經營婚姻媒合業（4）政府成立婚姻媒合業（5）政府訂定法律明確規範由婚姻媒合業。我
們按順序對此五大項政策進行分析與評估。
（一）政府直接禁止
臺灣政府已於 95 年刪除婚姻媒合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支持此項政策者，包括立
法委員蕭美琴，在其提出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改草案中，內文第十一條為：刪除婚姻媒
合業；另外，在訪談過程中，臺大社工系林萬億教授亦表示：「我反對婚姻媒合業的存在，
就算沒有婚姻媒合業，人還是可以結婚的。我覺得婚姻媒合業的負面大於正面，當一個行業
的負面大於正面的時候，對於社會比較不適合存在。」勵馨基金會也在訪談中表示相同看
法：「我們的觀點是希望他們被廢除。」同樣也屬於非政府組織的蔡順柔、吳紹文與曾昭媛
表示：「社會需要傳統媒人，但不應有婚姻仲介行業的存在。目前男方跨國娶妻要支付廿萬
到卅萬不等；女方家人往往僅拿到少數金額，其他全落入仲介口袋，猶如人口買賣（中國時
報，民 96）。」政府在立法院第六屆第四會期內政委員會修法重點中亦表示：禁止婚姻媒
合作為營業項目並以任何形式廣告：婚姻本質上不宜做為商業交易標的。民法第五七三條亦
規定「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求權」，顯已將婚姻媒合之商業契約視為類
似違背公序良俗之法律行為。且當前婚姻仲介在商業機制下（收費和廣告），已產生類似販
賣人口之惡劣行徑，更有污名化婚姻移民之潛在效果，故應予以全面禁止（立法院第六屆第
四會期，內政委員會修法重點）。
然而，王宏仁認為：「立法禁止婚姻媒合業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行，但這種國家要高度
介入人民私密生活，並且試圖以中產階級浪漫想像來規範其他階層的婚姻，只是讓國家拙劣
的統治技能走光而已……。就世界各國經驗來看，並沒有任何國家禁止人們經營跨國婚姻媒
合。 （中國時報，民 96）。」認為禁止婚姻媒合業此政策不可行的也包括中國文化大學社
會福利系助理教授邱貴玲：「因某行業有不肖業者，管理執行不力，沒有發展出完善的管理
辦法，就認為不可能管理，來個全面禁止，如此邏輯未免也太簡單。從實務面看，從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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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行業會因政府禁止就從此不存在，只會轉入地下化，資訊更不透明，嫁娶雙方一旦受騙
更沒有法律保障，因害怕透過地下管道的事蹟曝光，將使更多受害者求助無門（中國時報，
民 96）。」
至於不斷遭受質疑的婚姻媒合業者收取仲介費用是否觸法，聯晟法網的法律知識庫載
明：婚姻媒合若未涉及詐欺等行為，應未違反刑法等規定。若當事人雙方同意，沒有所謂觸
犯刑法爭議，除非其中一方有涉及詐欺，蓄意騙婚。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居間媒介的報
酬」可由當事人自由約定，應沒有不合法之情形。但是如果把「網站競標居間媒介的報酬」
當成詐術而使人相信交付得標價金，則有刑事詐欺之嫌（聯晟法網，法律知識庫）。
綜合上述，婚姻媒合業確有其存在價值，若現階段政府直接禁絕婚姻媒合業，將導致婚
姻移民地下化，未來取締更加困難。就此考量，為避免人口販運之嫌而採取禁止之政策並不
可行。
（二）婚姻媒合業轉型為專業聯誼公司，並由政府另成立「婚姻移民諮詢處」
在訪談中，王宏仁教授表示：「在媒合過程中，需使當事人的資料對彼此公開、透明
化。未來逐漸轉型，朝移民諮詢顧問的方向發展。」根據此說法，我們提出另一項政策，將
婚姻媒合業轉型為單純的介紹公司，縮減其服務範圍，只提供雙方男女見面認識的平臺，對
象包括臺灣內部男女認識或是跨國之聯誼活動，類似美國之約會服務（dating service），同
時對其服務方式做有效的立法規範，但其服務範圍不包含證件申請或是移民等手續業務，將
此類業務轉向由政府成立之婚姻移民諮詢處，不論納入移民署或另外成立，希望能藉此避免
婚姻媒合業在服務過程中藉手續費名義行剝削之實。
因婚姻媒合業者時常利用代辦證件的名目，向當事人索取契約協定額外的費用，此行為
有詐騙當事人之嫌，若婚姻媒合業經手的項目越少，從中斂財的機會也就越少，可以減少漫
天要價甚至詐欺的情形。同時，因為只提供未婚男女認識交友的管道，不提供保證結婚的承
諾，也不收取證件辦理等手續費用，業者沒有理由為了後續可以圖利的結婚儀式、流程而草
率湊合一對根本不合適的新人。婚姻媒合業的營業項目扣除後續的手續費用，其型態和臺灣
現今普通婚友社便相差無幾，也降低了此行業的爭議性。
長遠看來，此方案是可行的，但政府成立新機構所需的時間過長，無法立即解決現階段
大量跨國婚姻的需求，實際成立婚姻移民諮詢處後，跨國婚姻的需求及趨勢是否依舊蓬勃發
展不得而知，因此諮詢機構存在的必要性也是個未知數。
（三）由非營利組織（NPO）經營婚姻媒合業（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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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媒合業的商業手法，長期以來不斷遭受非政府組織的批評，認為其行為有悖人權並
將女性當作商品來買賣。因此非政府組織蔡順柔、吳紹文與曾昭媛表示：「民間團體並不反
對『非營利』取向的婚友聯誼服務，反對的是跨國婚姻仲介業者的種種商業剝削作法。因
此，我們認為由『非營利組織』來提供的婚姻媒合服務，才能夠真正做到收費低廉、資訊透
明，又不侵害人權（中國時報，民 96）。」
根據青年福利社 NPO 知識庫資料，所謂非營利組織的廣泛定義是指為提供服務而非以
獲利為目標之組織，具有服務社會大眾的公益使命，在定位上，非營利組織無論以財團法
人、社團法人、非法人團體或未登記形式存在，皆屬民間結社。
既然非營利組織可不經登記，以民間團體的形式存在，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成立一個非營
利組織。若婚姻媒合業者更改其名目，假藉非營利組織名義，行跨國婚姻媒合之實，這樣不
僅無法改善媒合業剝削的情形，甚至提供業者另一項偽裝身分以便營業的方式來牟利，以規
避政府的管制規範。另外，非營利組織提供婚姻媒合的服務是否要收取居間費用？若收取費
用，是否仍可稱之為非營利組織？若不收費，則其組織與營運又何以為繼？王宏仁教授也提
出同樣的看法：「勵馨基金會的代表就曾質疑，假如禁止收取婚姻媒合費用，那麼多數財源
困難的非營利基金會並無法協助此事。但假如要收取費用，這跟一般的營利仲介有何差別？
（中國時報，民 96）」同時也表示：「假如非營利組織這麼好用，那麼早就會出現這一類
組織來協助跨國婚姻了。這就如勞委會開放非營利組織來引入跨國移工一樣，到目前為止有
哪個非營利團體可以做到跟營利的跨國移工仲介一樣規模且事業有成（中國時報，民
96）？」
因此，由非營利組織提供婚姻媒合服務將帶來兩大疑慮：婚姻媒合業者可能假以非營利
組織的名目行婚姻媒合之實，從中謀取利益並規避政府的管制；非營利組織經手婚姻媒合之
後，則將面臨決定收取費用與否的兩難。因為這兩個疑點，我們也認為此項政策未必可行。
（四）政府成立婚姻媒合業
政府在民國 95 年刪除經濟部下婚姻媒合業時，所希望的就是消除婚姻媒合業將女性商品化
的行為。但此行業由政府經營，就真的能達到去除商品化的過程？就能達到婦女團體多年來
希望的保障人權、男女平等嗎？民間組成的婚姻媒合業因為無法可循而無法達成這樣的理
想，由政府成立的婚姻媒合業在同樣無法可循的狀況下，也將面臨困境與挑戰，包括下列兩
項：（1）整套制度的完成曠日費時。（2）政府須面對的責任。
1.整套制度的完成曠日費時
婚姻媒合業存在臺灣社會為時已久，經由長期營運、轉型，才形成現在跨國婚姻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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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政府欲透過官方成立媒合業，解決媒合過程中的剝削問題，減少人口販運的機率，固然
是立意良善，但必須考慮的是，一個完善的婚姻媒合業營運機制及配套措施，從草擬到評
估，不僅需要專業人員的長期參與，大量時間的投入亦不可或缺。即使計畫能順利實現、官
方婚姻媒合機構得以成立，從初步營運到專業面對，仍會耗費不少時間。因此，由政府成立
婚姻媒合業，無法即時解決現階段人口販運、剝削人權等問題。
2.政府須面對的責任
俗話說「清官難斷家務事」，各種跨國婚姻媒合事務若真改由官方機關經手，則政府所
負責的，將是社會大眾的婚姻幸福，而非一般公務人員所面對的單純公事。婚配過程中若有
失當之處，是否容易導致政府對民眾隱私領域的侵犯？政府又能否承擔婚配後所造成的種種
問題，例如：家暴、離婚？
因此，由政府所組成的婚姻媒合業也是不可行的。
（五）政府立法規範管制媒合業
臺越雙方人民尋求異國婚姻的需求增加，使跨國婚姻的發展日益蓬勃。伊甸基金會陳凰
鳳小姐表示：「臺灣社會已改變，男性較不容易找到臺灣配偶，仲介對婚姻結合有貢獻，但
是做法不好。但是社會又不可能不需要仲介。現在的提倡仲介是合法，但要交給政府管，但
最大的還是『做法』的問題。」為了因應跨國婚姻的趨勢，滿足臺越男女雙方的需求，媒合
業顯然有存在的必要。跨國婚姻衍生的社會問題未必皆是由媒合業所造成，就算媒合業的行
為助長或引起了某些問題，僅一味地禁止媒合業依然不是對症下藥的良方。
長久以來，臺灣的婚姻媒合業者並無合理有效的法律可遵循。政府只在遇到問題時才迅
速修改與媒合業相關的法條，做法不盡完善。如今，既然婚姻媒合業的問題已浮上檯面，政
府應該提出合宜的對策以求解決。藉由提出明確的法律規範，將所有關於婚姻媒合的規定、
作業程序盡量達到透明化，如此一來，消費者與業者將不再無所適從。非政府組織蔡順柔、
吳紹文與曾昭媛表示：「我們主張政府應針對跨國婚友聯誼，訂出各項手續費、規費的收費
上限，其他細項費用也應公開昭信；另應要求對聯誼的男女雙方，都提供對等公開透明的背
景介紹資訊，而不再是任由仲介業者隨意喊價、黑箱作業（中國時報，民 96）。」政府可
以藉此循序漸進地處理相關問題，先以加強管制的手段打擊人口販運，進而明列合理的規定
避免媒合過程中的剝削與歧視，以確保跨國婚姻的平等與自主性。
二、我們的建議
經由上述五大項政策分析，我們認為唯有政府立法管制規範婚姻媒合業，才能漸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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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人口犯運、婚姻不平等自主等問題。我們的建議包括下列兩大項：(1)臺灣政府立法管制
規範婚姻媒合業者。 (2)政府長程目標。
（一）臺灣政府立法管制規範婚姻媒合業者
該如何管制？政府應提出具可行性的法律，明確規範婚姻媒合業之媒合方法，宜從下列
三大方向著手：
1.規範婚姻媒合業的媒合手法
婚姻媒合業者之所以引起各界的批評，最主要原因之一是許多媒合手法帶有歧視意味，
將女性視同商品呈現，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也有不肖業者藉機騙取當事人錢財、違反合約內
容、服務不完全，違反企業倫理。透過政府立法，明確規定媒合業的經營手法，將所有的程
序與規定透明化，以保障臺越男女雙方需求者和婚姻媒合業本身的權利。內容包括：
A.制定制度化契約
舉凡銀貨兩訖的生意，如租賃房屋、不動產交易等，為了保障買賣雙方的權利，立下白
紙黑字的契約是交易中基本的程序。在婚姻媒合的契約中，絕對不應將「女性」視為商品，
而是將跨國婚姻的「管道」視為交易的重點。而為了保障越南女性、臺灣男性以及媒合業三
方的權利，政府應制定正式的定型化契約書，確保所有婚姻媒合業者所使用之契約書均具備
相同的基本內容，並避免剝削、詐騙之可能性。針對收費方式，尤其是極具爭議的聘金，應
立下明確的規範。
現今內政部頒布的「婚姻媒合定型化契約範本」（見附件二），部份項目標準模糊、令
人不解。之於男方身體狀況的問題，契約條列的選項有良好、普通、不佳、先天疾病、重大
疾病史、肢體障礙、精神疾病、其他。如此形式的勾選問答並沒有清楚詳盡的判斷標準，提
供了有心人士隱瞞實情的可乘之機。同時政府在訂定契約時應該力求明確，例如：明定男方
應檢附身體健康檢查證明，而代辦文件認證等國家證件的手續費用也應明確訂定，而非由婚
姻媒合業者自行填入。
我們認為政府訂訂的契約內容應更加具體明確。此外，現存的婚姻媒合業者並沒有完全
採用政府的契約範本，反倒各行其是，我們所訪問的甲業者便是如此，甲業者所持有的契約
是由甲業者自己訂定（見附件三），內容模糊不清，要履行的義務也無明確說明。我們建
議，定型化契約既由政府訂定，政府應強制業者執行，否則契約將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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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相親人數
將女性一字排開，在媒合過程中任由男性視之為商品挑選，是婚姻媒合業遭各界大力抨
擊的主因之一。這種做法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意味，剝奪女性的選擇權，甚至導致男性產生
「當皇帝，選妃子」的錯覺。為了避免種種不良後果，同時保障女權，應限制相親之人數，
採取一般相親模式，運用一對一的相親方式。不應當只賦予男性主控權，男女雙方應有相同
的選擇權。本研究之越南配偶研究對象也表示，一般越南女性沒有太大的選擇權，業者與她
們締定不成文的「一年之約」，需在一年之內嫁出，否則將遭受極大的羞辱。礙於此限制，
越南女性的選擇權受限，無法依個人意願選擇配偶。透過對雙方相親人數的控管與限制，並
交還女性自由的選擇權，讓男女雙方行使相同的權利，去除媒合過程中將女性商品化和剝削
女性的狀況。
C.規範廣告詞之使用
廣告在商業行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長久以來，不斷有媒合業者在宣傳時使用歧視女性
的字眼，無形中灌輸社會大眾「越南女性即商品」的觀念，對越南配偶的下一代也造成了影
響，造成認同問題與心理衝擊。使用如此無禮的字眼，將女性商品化的意圖再明顯不過。為
避免上述之不良後果，需規定婚姻媒合業者不能為了提高業績、引起更多臺灣男性對外籍配
偶的興趣，在廣告中使用對女性侵犯女性尊嚴以及違反人權的詞語，以去除物化女性之嫌。
D.限制廣告刊登播放之媒介
宣傳廣告不能在電視中播出，但允許平面報紙、網路的刊登，但不能出現女方之頭像照
片。單純的推銷媒合行業可被允許，但若出現頭像，亦有將女性商品化的嫌疑。為什麼特別
限制廣告在電視上播出？電視自二十世紀以來便是最深入、貼近人們生活的媒介。隨手打開
電視即有可能看到婚姻媒合業的廣告。例如：目前由媒合業者「千里姻緣路」於晚間十點半
播放的宣傳節目，一開始即由婚姻專家介紹跨國婚姻，節目最後附上多名女性的照片，供有
興趣者參考。若藉由電視播放，觀眾處於強迫接收的角度，加上電視的普及程度，造成的影
響著實可觀。雖然自二十世紀末，網際網路的功能更加方便，訊息的流通比電視更快速便
利，但是一般人不會主動搜尋越南配偶的相關廣告，較少有此類廣告刊登在一般人常使用的
大型入口網站，網友較無機會在無意中接收此類訊息。相較於網路，電視對於刊登媒合業者
廣告的影響力仍較大。
E.強制設有法律顧問
婚姻媒合的過程中，不免會發生法律糾紛。若發生法律糾紛，由專業的律師，做為超越
男女、臺灣媒合業者三方的協調者，針對當事人之間所產生的糾紛做出專業且中立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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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公平正義。
以上種種規定之方向，是理想的婚姻媒合業的最低標準。換言之，這些是婚姻媒合業者
所需達到之最基本要求。至於媒合業要如何提供額外的服務以吸引顧客，或可任其自由發
揮，但業務仍需透明化並經過政府的檢驗。
2.設立考試制度
為確保婚姻媒合業的專業度，政府應該為從業人員辦理公開的國家考試，通過考試者才
能獲得合格証書，成為正式公司並合法營業。在訪談過程中，乙業者表示：「希望媒合業者
可以比照房屋仲介、保險業務員，在素質上要有所提升，不要像早期的保險業一樣沒有經過
認證考試，會在我們的業務（媒合）上，會不清楚給當事人造成困難，還有行政法規、文件
辦理造成錯誤，需要耗費多時。」政府若能定期舉辦檢定考試，給予通過考試的業者合格證
書，能確保媒合業者的品質和專業度。透過考試加強業者對人權概念以及婚姻媒合業的正確
觀念，並對辦理文件的程序確實了解，以確保對當事人執行業務時的實行效率。同時業者需
具有外國語言的能力，或僱用具有外國語言能力的人員，就臺越婚姻媒合業者而言則是必須
會越南語，如此一來當越南女性有需求時，不必透過越南媒合業者，可直接透過臺灣媒合業
者傳遞訊息給其未來的老公，以減少因語言溝通不良導致的問題。
3.定期檢驗合格媒合業者
每年對婚姻媒合業進行檢驗制度，包括媒合手法以及實際作為。如果檢驗的結果良好，
可以給予獎勵。反之，若婚姻媒合業者未符合最低標準，則予以處罰。除了定期的進行檢驗
外，還可以分級獎勵的方式鼓勵服務優良之業者，對於品質良好之公司，頒發獎項加以鼓
勵。如此一來可以促進婚姻媒合業者之間良性競爭，提升整體媒合業的服務品質和素質，只
是獎項的評定與頒發必須公正且具備公信力，因為甲業者在訪問中透漏：「這個行業有些
獎，什麼金鑽獎，說什麼政府頒的，的其實都是可以用買的，可能會有消費者被欺騙。」
綜合上述討論之五大方案，政府立法規範管制媒合業，是政府對於婚姻媒合業相對而言
有效可行的方式。若以外國經驗作為參考，新加坡非政府組織行動研究協會（AWARE）亦
偏向管制媒合業，而非直接禁止（註十一）。因為明確的法律條文和管理策略，既可以避免
地下化業者涉及犯罪，也能減少為謀求利益而造成之商品化的手法，同時順應跨國婚姻的趨
勢，滿足人民的需求。
（二）政府長程目標
我們希望政府能能有積極有效的作為，因此在上一部份提出建言供政府做為管制婚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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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業之參考。但對於政府長程目標，我們也有一些建議。
1.確保與媒合業相關的法案其立法過程的專業性
解決跨國婚姻媒合的問題固然刻不容緩，但我們更迫切地希望政府管制媒合業的法條都
能經過專家學者縝密嚴謹的檢視與考量，並在各部會統合、各領域專員的保證之下才審慎通
過。之所以提出此項建議，是因為 2007 年 2 月，我們在國會某立法委員辦公室擔任實習生
時，不經意在國會某處聽見兩位助理的談話。
A：今年真是做了很多事。我們就在樓梯間邊抽菸邊聊天的把某某法案完成了。
B：是啊，真的很搞笑，怎麼可能會過…………竟然就這樣過了。
如此的對話內容，我們不禁懷疑，臺灣政府的法案究竟是行政人員、立法委員經由專業
考量而訂定，還是由助理直接訂定？對於此項質疑，我們訪問某立法委員助理唐小姐，唐小
姐表示：「立法委員不可能全部了解計劃的內容，甚至有些立委是根本不開會的。而草案立
委本人只有少數會參與，計畫草案基本上是不會參與的。」
因此，為了確保立法的專業性，我們希望立法委員對於助理的素質有所審核，同時確保
助理的專業及良好的工作態度。而立法委員本身也應該了解草案或是計畫的內容，不該以非
本身之專業領域作為藉口，草率論斷眾人之事。
同時更要注意在立法的過程中各種外力的介入，即使是形象良好、致力公益的非政府組
織，政府也須嚴格把關並了解其背後動機。王宏仁教授表示：「政府資源的投入，立刻吸引
大量 NGO 團體的加入進行相關的『支援、輔導』工作……。這些團體都是計畫導向,以便接
受政府的補助。所以我們發現，許多原本不是在作外籍配偶服務的團體、單位，現在紛紛打
起服務的旗子來……。除了從政府拿錢外，另外就是利用媒體來賺取熱淚與熱錢（王宏仁，
民 95）。」非政府組織在社會中應扮演公正的角色的，而非走向營利性質，或是假以服務
社會大眾的姿態，換取社會的認可以及政府的金錢補助。因此，我們也希望，政府對於非營
利組織的成立以及後續發展都有定期的監督以及管制。
2. 臺越政府合作計畫
越南政府禁止媒合業的經營，事實上只是一項消極的作法，其背後原因，據訪王宏仁教
授於訪談中指出：「因為與輸出的勞工相比，不僅無法獲得利益，也有損越南政府的國際形
象。」我們希望越南政府能正視越南國內婚姻媒合業的問題，並非單純禁止媒合業便能減少
人口販運或買賣婚姻及假結婚的案件。事實上越南政府於 2003 年開始便訂定多項與婚姻媒
合業相關法案（見附件四），表達出越南政府想改善社會上婚姻媒合業氾濫及不法的情況，
但由於執行力不高，再加上官商勾結的現象層出不窮，越南政府遲遲無法對婚姻媒合業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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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效的管理。越南政府應提出有效且可行的政策，並積極提升其國家處理相關問題的效
率。我們希望透過臺越政府合作，對婚姻媒合業做出一致的規範及管理政策，透過長期密切
溝通，有效的打擊人口販運以落實人權保障。
同時，越南政府也該重視教育問題，在訪談的過程中，林萬億教授表示：「越南政府也
承認他們沒有盡到保護他們該國國民的責任。他們應該去教育他們的國民。」因此，越南政
府應該教育其國民，例如：不應對跨國婚姻有不正確的幻想，同時應落實兩性平等的觀念，
讓越南女性了解其本身的自主權，不用為了家人，犧牲了一生的幸福。在社會方面，臺越兩
國的非政府組織也可盡其力的促成政府對婚姻媒合業的法案，聯手對雙方政府施加壓力。
若臺越政府合作仍未改善人口販運或是人權侵犯種種問題，也可藉由美國或是國際壓力
促使越南政府正視現象，並督促其行政效率。菲律賓和美國便有聯手打擊人口販運的案例。
位於菲律賓馬尼拉巴賽市的「艾奎諾國際機場」在美國當局的協助下，正式成立反人口
走私專門小組，以抑制每年多達 50 萬人次的人口走私活動。為協助菲律賓對抗人口走私，
美國國際發展機構也透過「法治效率方案」，為這支反人口走私專門小組提供培訓、技術及
情報援助，以提高該小組攔截、拘捕、調查及起訴的能力。去年，美國為菲律賓反人口走私
作業捐贈了 100 萬美元的援助（大紀元，民 96）。
3.改善觀念從教育開始
種族歧視一直存在於臺灣社會中，不僅社會大眾對外籍配偶持有歧視，連立法委員也都
存有此種根深蒂固的觀念。臺灣性別人權協會在 2006 年 12 月 30 日發表的「2006 十大違反
性權事件」的第四點為（臺灣性別人權協會，民 95）：立委「越南新娘餘毒論」，歧視外
籍配偶。內容表示：某位立法委員 4 月 1 日發表「越南新娘餘毒論」。「…………懷疑美軍
在越戰中施放落葉劑，可能遺傳下一代，要求檢查越南新娘身上是否帶有生化餘毒，將受害
歷史反變成歧視的正當藉口。」南洋臺灣姊妹會去電求證，某立委服務處回應態度惡劣：
「來這邊那麼自由的空間，你還不滿意嗎！」同時 BBC 中文網《臺灣種族歧視》一文中也
記述：「一位教育部次長在一場全國教育局長會議上，提出了希望外籍新娘和大陸配偶『不
要生那麼多』的呼籲（BBC 中文網，民 93）。」
我們認為，種族平等應是現今社會中重要的價值觀，對於外來的族群應以包容及接納的
態度取代歧視與衝突。王宏仁教授表示：「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的臺灣，跟殖民地國時代的白
人一樣，面對著相同的雜種焦慮症頭。臺灣人一方面要維持臺灣優秀／上流人種的形象，但
卻又不得不跟『不文明』的東南亞人接觸，不僅必須雇用大量東南亞看護照顧小孩老人，甚
至還出現大量跨種族的通婚、性關係。怎麼辦？…………臺灣官員或社會所喊的多元文化平
等口號，放在私密身體／家務勞動脈絡中檢視，立刻破功（中國時報，民 96）。」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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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從教育與媒體開始著手擬定計畫，在校園、課本當中加強種族平等的觀念，將對待外
籍配偶的正確態度傳授給學生。
另外，媒體也扮演著教化人民的重要功能，應善盡媒體人之職責，多報導有關跨國婚姻
的正面新聞，以修正人們對跨國婚姻的刻板印象。我們也希望媒體能運用較有效的方式發揮
教化功能，例如藉由廣播劇或是電視劇的播出，以置入性的方式，讓臺灣對跨國婚姻的觀
念，逐漸作根本性的改變。而在播報新聞時，媒體更需保持其公正性及客觀性。先前中天新
聞播報有關於外籍配偶入臺時面談程序的畫面，影片全由媒合業者提供，播放後卻無任何深
入分析。我們認為，媒體應深入了解及採訪後，經由評估再做出相對平衡的報導，而非直接
採用媒合業者片面提供的資料，否則媒體便失去了公正公開的角色與功能，反因執迷表象而
屈服於外界勢力，受特定立場操縱，或為爭取獨家、譁眾取寵而未加檢驗──2007 年 3 月
TVBS 電視臺記者偽造新聞畫面的醜聞，正是媒體倫理淪喪的一則警訊。
婚姻媒合業本身並非跨國婚姻問題的來源，其媒合手法才是外界批評侵犯人權、視女性
為商品化的真正原因。唯有透過政府訂定法律規範，將其商業手法透明化，將有違公平公開
原則的行銷手法去除，如此才能將跨國婚姻導向自主與平等，也唯有如此，才能減少地下化
經營及非法業者氾濫的亂象，才能真正洗清婚姻媒合業者的「原罪」污名。
同時政府需開始著手從根本處理跨國婚姻媒合的衍生問題，以導正社會大眾對於媒合業
的偏差印象，透過正規的教育與媒體的教化，達成事半功倍之效。在此過程中，立法程序的
嚴謹與專業性必須確保，而臺越兩國政府的交流與合作更是不可或缺。
三、結論與本研究之價值
各種形式的跨國婚姻反映著國族與性別之間權力關係的消長，對人口流動、全球性移民
等現象，更有重大的影響。其中，媒合業者不僅常是促使跨國婚姻形成的關鍵，其正反面影
響對當事人、對社會而言更是深遠。在文學、影視作品與媒體呈現中，人口販運、詐財牟
利、物化女性等惡行儼然成為眾人眼中「仲介的原罪」。而目前臺灣社會上，媒體、政府、
非政府組織對媒合業的評價多數負面。基於保護女性人權、反人口販運、反剝削欺騙的出發
點，非政府組織如勵馨基金會反對媒合業的存在，對其行為表示反對、籲請相關單位予以禁
絕。這樣的立場影響了媒體與社會大眾，並對政府造成壓力，使決策者與輿論因為維護人權
的緣故，和非政府組織站在同一陣線。但實際上，媒合業對跨國婚姻的正面影響，以及其存
在之意義與必要性，卻往往是受到忽略的焦點。
臺灣社會各界，包括非政府組織、越南配偶和臺灣新郎的族群，站在各自的立場，從相
異的角度切入，對媒合業者抱持各種不同的看法。本研究訪談的大部分越南配偶基於自身經
驗，認為婚姻媒合業有存續的必要。雖然在婚配過程中業者造成當事人額外的金錢損失，也
有越南配偶感覺自己在相親過程中受到商品化的對待，但是不可否認，婚姻媒合業者提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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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跨國結婚的管道。從婚後狀況看來，她們認為業者所安排的婚姻結果良好，讓她們感到
滿意，亦即媒合業者充分發揮功能，促成了為當事人帶來良好生活的婚姻。另一方面，臺灣
新郎則認為，媒合業在跨國婚姻中地位重要，其功能與服務不可或缺。最重要的是，身具非
政府組織與越南配偶雙重角色的訪談對象也肯定媒合業功能，但認為應加以規範，這應是最
兩全的看法－－兼顧現今婚配需求與落實人權。
本研究經過訪談與資料蒐集等過程，所得研究結果與社會上對媒合業的負面定見並不相
同：第一、婚姻媒合業的專業在臺灣社會顯然有存在之價值與必要性；第二、跨國婚姻現象
乃國際潮流使然，各種合法、非法的婚姻移民不會因政府片面禁止而消失；最後，婚姻媒合
業之本質原屬中性，少數業者失當的營運手法造成的問題癥結，即所謂「仲介造成的問
題」，也並非所有媒合業者的原罪。媒合業問題的癥結在於少數業者失當的營運手法。對於
婚姻媒合業不宜全盤禁止、反對，回歸越南配偶與跨國婚姻家庭的需求、適當修正媒合婚配
的手法，達成業者與顧客雙贏的結果，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修正媒合業偏差發展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種：政府直接明令禁止、媒合業轉型為專業
聯誼公司並由政府另立婚姻移民諮詢處、由非政府組織經營跨國婚姻媒合、政府自行成立國
營婚姻媒合公司，以及立法規範民間婚姻媒合業者。逐項檢視這些解決方案，我們認為，現
今婚姻媒合業營運手法衍生的各種弊病，並非政府片面禁止即可杜絕，反而會導致不肖業者
轉向地下發展，產生更棘手的問題。若由政府另行成立移民諮詢處或是成立官方的婚姻媒合
公司，過程必將曠日費時，且其行政效率也不為人民所肯定。婚姻媒合本是一項專業的事
務，非營利組織的能力和經驗也未必足以全面接手處理。因此，我們認為，由政府訂定法
律，明確規範媒合業者的經營方式，並搭配政府的長程計畫才可逐漸解決金錢糾紛、物化女
性、人口販運等問題，確保人權的落實。
婚姻媒合業的問題，所牽涉的對象不只是業者、越南配偶與臺灣新郎，更深刻地影響了
社會的各個層面，進而成為一項在學者、非政府組織之間公開爭論研討的議題。本研究即將
結束的 2007 年 3 月間，針對媒合業提出的各方意見不斷地在報刊上出現，顯示跨國婚姻媒
合並不僅是緊閉在象牙塔內的冷門論題，或高高在上的學術研究，反而深入社會，變成了現
在進行式的熱門話題。
表 5-1
日

民國 96 年 3 月中國時報刊登探討婚姻媒合業存廢之相關文章
期標

2007/3/9 通往地獄之路

題作
王宏仁

者身
學者

2007/3/11 婚姻豈是金錢遊戲

曾昭媛等人 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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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很多人會認為，四個高中生無法為此議題作出有效的貢獻，但在我們與勵馨基金會聯
繫訪談時間時，包括其執行長紀惠容女士等多位人士訝異之餘（註十二），均認為關懷類似
議題應從校園的年輕學子開始，才能做本質與結構上的改變，因為許多問題的核心在於觀念
及價值觀，唯有透過教育才能徹底解決，而透過幾個高中生的觀念質變，進而影響週遭的
人，或許才能造成量變，也才能逐步引導臺灣成為更公平美好的社會。此外，我們發現，了
解是真正關懷的開始，唯有深入問題、參考多方想法及經驗，才能確實掌握問題關鍵所在，
不致為表象所誤導甚至矇蔽。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採取具體實際的行動，深入研究訪
談，了解越南新娘、臺灣新郎、學者、非政府組織、政府官員等多方面意見，希望為此議題
下一個比較適切公允的結論，而事實證明在深入探討之後，我們徹底推翻了去年 12 月專題
摘要發表時的結論（當時的我們強力主張全面禁止跨國婚姻媒合業）。再者，當我們對政府
的政策有所質疑，也勇於向政府機構如行政院及國家傳播委員會（NCC）提出疑問（註十
三）。因為我們相信，了解、關懷、行動實踐是人文關懷的三大步驟，即使我們只是普通的
高中生，卻也願、也能以一己之力為臺灣社會付出。因為我們和多位關切此議題的學者、政
府官員、非政府組織成員一樣，即使看法分歧，卻都衷心希望讓人權與社會公義在未來的臺
灣社會得到確切而普遍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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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注釋
（註一）外國政府對於婚姻媒合業有不盡相同的法律規範，可分為禁止、管理以及支持三大
類型。下表為世界各國對婚姻媒合業之法律政策。
表 6-1
國家

政策

越南

禁止

菲律賓

世界各國對婚姻媒合業之法律政策
法律/態度

涉外婚姻法：嚴禁以任何形式從事婚姻仲介牟利活
動。

禁止 反郵購新娘法

美國

管理 國際婚姻仲介管理法：男方資料完整讓女方知道

日本

支持 開放合法婚姻仲介在電視上播出

新加坡

支持 鼓勵未婚公務人員參加婚姻仲介，更有款項補助

韓國海洋縣

支持 海洋縣政府鼓勵單身男子娶外國新娘，並有補助

因其他國家無法獲得更深入之資料，因此正文只提出與本文直接相關之越南政策。
（註二）此越南配偶即為下章的訪談對象：陳凰鳳小姐。
（註三）New York Times

March 5,2007

'' But this business will get more difficult as those countries get richer,'' said Won Hyun-jae, the
owner of i-Bombit, another agency. ''Now, even a disabled Korean man can find a Vietnamese bride.
But eventually Vietnamese women will ask why they have to go marry a Korean man when life in
Vietnam is good.''
（註四）臺灣政府在刪除婚姻媒合此營業項目後，對舊有婚姻媒合業者的法規尚不明確，內
政部公告內容中指出將有緩充營業時間，據業者說法則是合法公司仍可正常營運。
（註五）從臺越婚姻媒合業者的網站中，我們可以得知通常業者會安排顧客在到越南的第
一、二趟的旅程中就完成結婚。
（註六）在國外的婚姻媒合業者安排顧客出國分成兩種方式，一是在業者的安排下，在旅途
中不斷的經由業者認識女性，另一種為婚姻媒合業者也充當旅行社，顧客則在旅途中邊旅遊
邊認識女性，但都不會直接在當地結婚。
（註七）本藉非原住民人士家暴案件達 36403 件，越南藉人士之家暴案件為 14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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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2006 年 3 月 2 日在 eBay 的臺灣網站出現拍賣三位越南女性的廣告，裡面沒有詳細
描述售賣貨物的詳情，不過說這些「物品」來自越南，「只送往臺灣」 ，還附有 5 張這三
位女性的相片，10 天的拍賣底價是 18 萬新臺幣（合 5411 美元）。 在澳洲和美國的越南活
動人士向全世界的婦女權益和移民組織發送電子郵件，並聯絡 eBay，eBay 終於終止了這場
拍賣（BBC 中文網，2006/03/13）。
（註九）據陳凰鳳小姐所表示。
（註十）根據青年福利社表示：非營利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又稱非政府
組織（NGO）（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社會上廣泛定義的社會公益團體。由於
《婚姻豈是金錢遊戲》此篇文章作者選擇以非營利組織來闡述內容，因此在引用時我們仍尊
重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而表明我們的意見時，延續此篇論文，使用非政府組織表示。
（註十一）China Times

2006/12/25

A women's advocacy group called on Monday for a government body to regulate Singapore
matchmaking agencies that offer foreign brides, claiming the businesses are largely unmonitored and
unregulated.
（註十二）紀女士與數位與我們聯繫的基金會人士均表示極少有高中生研究此議題。
（註十三）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 96 年 3 月 8 日召開第 149 次委員會議針對 5
件涉及婚姻媒合之節目進行審議，並決議對播出前述節目之電視頻道業者以違反節目應與廣
告區分之規定，分別處以新臺幣 10 萬元、新臺幣 20 萬元及新臺幣 30 萬元等之罰鍰。針對
NCC 新聞稿內表示「未來該會除將持續針對此類節目加強監管」的部份，我們向 NCC 提出
疑問，請教監管的內容為何？如何監管？與政府哪些部門相互合作？預計何時開始監管？若
現階段尚無計畫，那遭到開罰的婚姻媒合業者豈不是被罰了錢卻又無所適從？若政府想針對
媒合業者之廣告方式採取控管，為何不直接訂定明確法規規範？政府對婚姻媒合業者之態度
究竟為何？而 NCC 對我們所提出的疑問所做的回應是，未來該會除將持續針對此類節目及
廣告加強監管外，並將相關案件移送內政部，請其認定是否違反該管法令。至於政策上認為
婚姻不該被商品化，應明文禁止，內政部已著手制定相關法規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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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一）媒體如何描述婚姻仲介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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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網

聯合報
正
面
、
中
立

如何描述
拒人口買賣婚姻媒合業入歷史婚姻仲介不能收費 業者不
滿 2006/10/5
婚姻仲介不能收費 業者不滿「被婦女團體批評是人口
買賣，經濟部商業司原有的婚姻媒合公司行號營業
項目，要刪除了……。以後婚姻仲介回歸民法，酬
勞部分不能主動要求給付金額……仲介業者認為這
不是重點，重點是政府不應限制，要圍堵的是，非
法的假結婚業者……婚姻仲介以後要朝非營利的公
益團體規劃……。」
臺灣擬禁兩岸婚姻仲介廣告引發反彈 2004/7/28
「……相關婚姻仲介業也大行其道，這類業者往往除了
介紹大陸新娘，也仲介越南、印尼等地新娘（臺灣所謂
的"外籍新娘"），在臺灣較不富裕的中南部地區尤其盛
行。評論者說，這類婚姻管道，雖引來"買妻"譏評，但
確實也替部分臺灣單身男子解決對象難覓之苦。」
新移民女性的故事 外籍配偶 這樣挺過來的 老公賣小
吃她變身掌廚人 2005/11/24
在基隆市麥金路經營小吃店的林展光，透過婚姻仲介，5
年多前到越南與認識才 3 天的黎明玉結婚，有一手好廚
藝的黎明玉隨丈夫來臺後，就到店裡幫忙，剛開始只是
當跑堂，有空就看丈夫下廚，現在她已是小吃店的掌廚
人，炒飯、炒麵、滷小菜全都難不倒她，林展光說，
「老婆是我的好幫手」。
桃園縣一家婚姻介紹所前晚突然遭 10 多名戴口罩、安全
帽的年輕人闖入，不分青紅皂白砸毀屋內玻璃、電視、
電腦等物品，郭姓業者昨天說，他懷疑起因可能與 1 年
多前他仲介一名越南新娘婚姻件的糾紛有關。
婚姻仲介業者說「時代變了，老、中、青都到大陸結
婚」，到大陸結婚不再是中、老年了，連年輕人也到對
岸找老婆。南投地院公證處上月共發出 45 件單身證明，
其中半數是六、七年級生。 不少婚姻仲介業者，最近帶
著急著結婚的中、老年男子，到法院公證處洽辦單身證
明，發現也有不少年輕人也在辦單身證明。
「大陸新娘」，臺灣人總以為是婚姻仲介包管的買賣婚
姻，實際上，隨著兩岸交流互動，臺幹、臺商早就到大
陸落地生根，在工作場合或生活四周，與大陸姑娘談戀
愛，成為兩岸文化融合的新浪潮。
電視新聞播著 4 年前李雙全迎娶陳氏紅琛與的錄影帶，
得知婚姻仲介業者要拷背複製一卷，送給李家當紀念，
李雙全家人都紅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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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

電視婚姻仲介 業者：你情我願，非單方購買行為
2007/1/16
婚姻仲介業者在電視上介紹的外籍女孩，從大陸、越南
到俄羅斯的都有，每個都拍的美美的供人挑選，為了達
到宣傳效果，有時候還會由主持人訪談，甚至是安排電
話 call-in 詢問，不過，為了避免觸法，業者非常注意
的，絕對不在節目上談價錢問題。
外籍婚姻仲介的人權問題，究竟是否會因為透過電視上
標上個人特徵的宣傳手法而有不妥，每個人都有不同的
主觀意見，不過，畢竟最後結果，除了錢的因素以外，
最重要還得需要兩個人看對眼。
蘇揆要 NCC 管制仲介外籍配偶節目 業者批種族歧
視！ 2007/01/16
行政院長蘇貞昌要 NCC 好好管一管仲介外籍女子的節
目，不過，這些話聽在製作這些外籍配偶節目的仲介業
者耳裡，認為根本亂講一通，業者氣憤的表示，他們擁
有合法執照，電視節目只是介紹的一種媒介，為什麼臺
灣的相親節目就沒有這種問題，難道是歧視外籍配偶？
溫柔婉約的模樣，再配上個人檔案介紹，這就是現在電
視上可以看到介紹外籍配偶的節目，不但有詳細的資料
簡介，還有主持人串場，甚至請來婚姻專家與實際成功
結婚的案例經驗分享。
不過，這樣的節目，卻被蘇貞昌認定有違反善良風俗，
要 NCC 好好管一管，發函要求業者 7 天內說明，讓業者
十分不服氣。
婚姻仲介業者蔡佳瑀表示，「人口販賣之嫌喔！這個罪
名我實在擔不起，我們也申請了牌照，也繳了稅，那你
變成說當初你（政府）發牌照是怎麼樣？幫忙這些業者
在販賣人口嗎？」
越講越生氣，指著牆上政府頒發的婚姻媒合證書，強調
自己絕對合法經營，電視節目只不過是一個媒介，介紹
外籍配偶給臺灣男生認識，業者更直接痛批政府雙重標
準。
業者蔡佳瑀指出，「你看現在市場上有很多這種兩性的
節目，或是配對的節目，你看他們也是講得很煽情啊！
對不對？就因為今天他們是臺灣人，所以他們認為他們
是合法性的，那因為今天是外籍人士，所以他認為他的
不合法性，那你是不是有種族歧視？」
透過婚姻仲介遠嫁臺灣的外籍新娘，有不少一旦發現夫
家與她想像的不符時，就可能離家出走，只是未取得身
分證之前，無法外出工作，只好忍氣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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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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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

婚姻商品化

違法廣告無人取締 2005/5/16

標榜著「20 萬全包」、「保證不加價」，打開內頁一
看，幾千位笑得甜蜜蜜的越南女孩任君挑選，滑鼠一
按，女孩們的姓名、身高、教育程度一目了然。夏曉鵑
抨擊……。」
婚仲廣告歧視用語 教壞臺灣男人 2004/7/31
「仲介機構為了牟取利益而張貼歧視性字眼的廣告，不
但違反法令，更容易造成外籍、大陸女性新移民被視為
買賣婚姻的一員，背負難以洗刷的社會污名。」
2006/10/04
「……婚姻仲介所提供的買賣婚姻，造就了「臺灣年長
男人用錢買外國年輕女子為妻」，造成老少配及其所產
生的「父老子幼」型生育，因而產生媒體所披露，小五
女生曠課照顧祖父外配所生的小嬰兒之情事。」
婚仲登記取消 新娘買賣不再合法 2006/10/6
「婚姻仲介……只要色情行業有利可圖，業者會不斷變
換手段，少了婚仲業，所謂假結婚真賣淫之事或許能有
效改善，卻還是無法防堵人蛇集團……對性別平權演進
是嚴重倒退。」
抗議蘋果污名化 婦團：終止合法人口販賣 2005/12/26
「……堅持反對婚姻仲介營利化，也不贊成婚仲業就地
合法…………因為做生意營利免不了要打廣告，物化女
性在所難免，而為了服務顧客（臺灣男性），仲介時提
供臺灣男人數以百計的越南女子資料，卻為提供對等的
資訊給「被相親」的外籍女性﹐政府應重新檢討開放婚
姻仲介合法營利政策﹐立即停止將女性商品化販賣的錯
誤政策﹐莫讓臺灣背負合法販賣人口的惡名﹗」
引進外籍配偶 被批人口買賣
國內婚姻仲介存在多年，跨足引進外籍配偶，大陸、柬
埔寨、泰國、越南、印度、緬甸等國家都有，但動輒廣
告「大陸（越南）新娘、ＸＸ萬」，屢遭婦女團體批評
如「人口買賣」。
避免女性商品化 婚姻仲介業走入歷史 2006/10/5
國內婚姻仲介行之有年，不論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皆有外
藉配偶引進，常可見「大陸新娘 XX 萬」等廣告，婦女
團體痛批這種行為就像是在進行人口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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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中視

BBC
中文網

聯合知
識庫

「一般外籍新娘來臺的途徑不外乎「合法的」婚友社，
與私底下經營的婚姻仲介商。因此外籍新娘來臺往往遊
走在「婚姻自由」（人民自由地迎娶外籍人
士…………）和「販賣人口」之間。為什麼說是「販賣
人口」呢？第一點：有實際上的金錢交易行為。第二
點：把外籍新娘嚴重地「物化」、「商品化」…………
常見到的仲介商所使用的「促銷」廣告，如：保證處
女、保證三個月娶回、保證中途不加價、一年內跑掉賠
一位等等，其他尚有許多罔顧人權、不堪入目的廣告標
語，即使廣告詞稍作修正，走含蓄路線，依舊不改其物
化女性的本質。」
「立委質疑現行的移民法,對於外來人口充滿歧視,甚至縱
容婚姻仲介買賣人口,立委認為移民法有修法的必要
性。」
婚友仲介網路婚友仲介疑似色情販子 2005-12-25
「婚友社的素質參差不齊，有不肖業者假婚姻仲介之
名，媒介色情，把外籍新娘和大陸配偶當成商品來販
賣，在網路上大肆刊登違法的廣告，」
「在臺灣許多鄉鎮，尤其是中南部地區，道路旁斗大的"
越南新娘"廣告已屢見不鮮，甚至還有電視節目專門介紹
娶外籍新娘的"好處"。據指出，部份婚姻中介業者還會
到一些家有殘障或智障男子的家中"游說"，表示如此男
子難以娶妻，不如花些錢娶越南新娘來。」
外籍婚姻仲介廣告帶歧視字眼立委促內政部拿出辦法來
立委促內政部拿出辦法來 2005/12/26
外籍婚姻仲介業者在網路上竟然用「大臺北地區外
送」、「一年保固期」這類廣告詞，由於現行法規只要
求大陸配偶不得刊登廣告，卻沒有限制外籍新娘，使得
外籍婚姻仲介業者成了變相販賣人口、把人商品化的元
兇，立法委員對此大表不滿，要求相關部門改善。【民
生報】
外籍新娘仲介廣告 可以休矣 內政部規劃禁刊廣告
2005/12/26
大陸和外籍新娘婚姻仲介廣告在坊間不勝枚舉，素質也
良莠不齊。黃偉哲昨天出示經營中國大陸與外籍婚姻仲
介業者在網路上刊登的廣告，包括使用「保證處女」
「跑掉換一個」等負面字眼屢見不鮮。記者會現場也公
布三段與業者對談的電話錄音，業者在交涉過程中，毫
不避諱提及「保固期限」「保證女生年紀」與「保證處
女」等。【經濟日報】
一年保固期……廣告歧視外籍新娘 「大臺北地區外
送」、「保證處女」 立委批簡直是人肉市場 2005/12/26
「大臺北地區外送」、「一年保固期」，這不是量販店
的廣告詞，而是外籍婚姻仲介業者在網路上的用語。

不好、扭曲
社會大眾觀
念

負面的敘述

批評的態度

狡猾的

負面

負面

負面諷刺

仲介的原罪？－－臺越跨國婚姻媒合業之探討 86 /103

中時電
子報
（今日
晚報，
中廣新
聞）

中央社

仲介越妻 替男方財力證明被騙 40 萬轉入配偶帳戶 1 天
賺佣金 1000 元 他轉帳 5 人份 被代辦業者盜領
2006/1/11
臺南縣從事越南婚姻仲介的唐姓男子，被代辦外籍配偶
身分證的業者詐騙
「外籍配偶」 蘇揆要正名 臺灣媳婦？新移民？入籍配
偶？新名稱要展現臺灣善意 2006/3/16
對於外籍配偶婚姻仲介過程中的商品化或家庭暴力問
題，要用政府的力量保護他們。
情色市場販賣人口 臺灣人權污點 2007/1/24
跨國婚姻仲介引進越南新娘，大陸新娘，甚至烏克蘭新
娘，確實是部分解決了臺灣農漁村所面臨的性別失衡問
題，但是把婚姻當商品，愛情標價的行為，也帶來物化
女性，販賣人口的批評。政府批評跨國婚姻仲介違反人
權，但其實更惡劣的罪行是打著跨國婚姻之名，販賣人
口從事色情交易的行為，但這在臺灣並不少見。
仲介新娘節目 傳播學者：侵犯人權 2007/1/16
外籍新娘仲介節目究竟有沒有違法？政府官員有認為侵
犯人權、有認為屬於言論自由，但不少傳播學者專家則
認為這類的婚姻仲介節目已經嚴重物化女性、侵犯外籍
新娘人權，有害臺灣形象。
仲介外籍新娘節目違法？各有意見 2007/1/16
有婦權團體認為，有線電視在深夜播出介紹外籍新娘的
節目，明眼人都知道是跨國婚姻仲介，將女性商品化。
跨國人口販運問題嚴重 婦團提防制政策 2007/1/22
因為法律缺乏監督機制，使得婚姻仲介變相成為販賣婦
女從事色情或強制性勞動的管道……在臺灣，人口販運
集團誘騙偷渡來從事性交易女子或由仲介公司安排結
婚、工作等名義，實際從事性交易或奴役案件，雖時有
所聞，卻很少認知這就是典型的人口販運案件。
外籍新娘仲介廣造物化女性 立委要求改善 2007/1/9

自立晚
報

李昆澤（高雄市）下午發布新聞稿表示，部分廣告看板
內容標榜「保證原裝，非原裝可退換，逃跑也可換」、
「保證處女」、「保證大學畢業，（新臺幣）二十萬元
辦到好」等，嚴重物化女性，不堪入目，傷害外籍配偶
的人權與尊嚴…………不尊重婦女與外籍新娘人權的仲
介廣告，對當事人的家庭與小孩傷害很大，不是文明社
會應有的行為。
不肖仲介公司物化女性 李昆澤要求嚴加控管 2007/1/10
立法委員李昆澤近日針對國內跨國通婚人數日益增多，
外籍新娘婚姻仲介業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仲介業者之
間為爭奪市場，透過各大看版刊登仲介廣告，然廣告文
字內容多為物化女性、不堪入目之言詞，嚴重影響性別
平等與善良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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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日
報

中國時
報

「日日談」多元文化教育 應及於外配家庭 2007/2/22
為了傳宗接代的理由，不少家庭聘娶外籍配偶；透過婚
姻仲介雙邊抽成的過程，使得外籍配偶被商品化，不少
夫家視外籍配偶為「交易的物品」，缺乏應有的尊重，
衍生許多家庭、親子之間的問題。
「我是誰？」 子嫌母膚色黑 外籍媽媽心酸 2007/2/12
透過婚姻仲介的結合，不少夫家視外籍新娘為「交易的
物品」，而非珍貴的個體，導致她們地位卑微，甚連孩
子也不認同自己的媽媽，教養更添困難。
協助外籍配偶技巧待加強 訪視不停 泰籍阿嬅：我有問題
嗎 2007/2/12
何青蓉表示，協助外配認識臺灣社會文化進而融入是對
的，但除了關懷，仍有許多努力的空間。例如，街頭林
立的外配婚姻介紹廣告看板將外偶物化，應該減少。

指責仲介造
成商品化的
心態

指責仲介廣
告使男生視
女方為商品
商品化

（附件二）婚姻媒合定型化契約範本

壹、簽約注意事項
一、 消費者應有至少五日之契約審閱期間。
二、業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以及重要交易資訊應公開及透明化，其對消費者
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內容。契約內容不得違背法令強制禁止之規定或公序良俗。
三、業者應告知消費者有關本契約一切之權利義務事項。
四、業者對消費者之接受服務及個人資料，應負保密義務。
五、以婚姻媒合為營利者，簽訂本契約前，應提出已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六、業者為跨國或兩岸婚姻媒合，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並應於簽約時交付
該國中譯本或兩岸之婚姻相關法令等資料，作為本契約之附件，並說明有關之內容，以
提供消費者參閱與了解。
七、實施會員制之業者，其會員得享受之權利，不得低於非會員，所負擔之義務，
不得高於非會員。
八、倘發生爭議，當事人可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令之規定尋求救濟。
九、本契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有利甲方
之解釋。
十、當事人有任何疑問需要諮詢，可向主管機關查詢求助：
（一） 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一九五○（直撥，便可逕轉接至其所屬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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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服務中心）。
（二）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中心：電話：（○二）二三二一四七○○；地
址：臺北市中正區天津街二號。
（三） 內政部戶政司：電話：（○二）二三五六五一一六～二三；地址：臺北市中正
區徐州路五號六樓。

貳、婚姻媒合定型化契約範本

契約審閱權
本契約於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____日經甲方攜回審閱____日（不得
少於五日）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立契約書人
委任人__________（婚姻媒合消費者，以下簡稱甲方）委託受任人__________（婚姻媒合業
者，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就婚姻媒合事項訂定本契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婚姻媒合之定義）
本契約所稱婚姻媒合，係指甲方為達成結婚之目的，委託乙方介紹有意結婚之單身異
性男女，進而結識交往，締結婚姻之行為。
第 二 條 （權利義務之依據）
甲乙雙方關於婚姻媒合之權利義務，依本契約之約定。
乙方之廣告內容、附件及其他約定，均為本契約之一部分。但不利甲方而顯失
公平者，不在此限。
第 三 條 （甲方身分資料之提供）
甲方應具結提供乙方正確真實之身分資料，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戶籍地址、通訊地址、身高、體重、職業、嗜好、血型、宗教、飲
食習慣、教育程度、家庭、健康、婚姻及經濟狀況等資料（如附件一），並提
供相關佐證資料，供乙方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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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乙方應確保婚姻成立有效）

乙方應確保甲方之婚姻符合行為地法律之形式與實質要件之規範。
第 五 條 （甲方媒合對象身分資料之提供）
甲方得提出媒合對象之需求（如附件二），乙方應針對甲方之需求，提供符合
甲方需求之媒合對象上揭之身分資料，供甲方參考。
第 六 條 （委託期間或條件）
□甲方委託乙方自民國____年____月____日起至____年____月
紹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大陸地區人民 □

____日止，介

香港澳門居民 □華僑 □

外國籍人士 為婚姻媒合對象。委託期間屆滿前，得經甲乙雙方以書面同意延
長之。
□甲方委託乙方，介紹□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
民□華僑□外國籍人士為婚姻媒合對象，並完成結婚事宜。
第 七 條 （婚姻媒合服務項目）
甲方委任乙方辦理婚姻媒合之服務事項如下：
□（一）提供交換媒合雙方之身分及其他相關資訊
□（二）提供交換媒合雙方之照片或影片
□（三）提供符合條件之對象相親___次，一次___人。但經乙方婚姻媒合，並完成締
結婚姻者，不在此限。
□（四）提供聯誼活動___次
□（五）舉辦婚姻課題講座
□（六）提供婚姻諮詢服務
□ （七）提供媒合對象之國家（地區）風土民情介紹
□ （八）提供婚前健康檢查諮詢事宜
□ （九）提供婚姻舉行地之相關法令資料
□ （十）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八

條

（婚姻媒合代辦事項）
甲方委任乙方辦理婚姻媒合之代辦事項如下：

□（一）代辦文件認證、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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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託與旅行社聯繫代辦護照、機票、食宿、出國簽證或旅行證及行程活動事
宜
□（三）代辦提供翻譯人員服務
□（四）代辦安排健康檢查事宜
□（五）協辦□國內╱□國外╱□香港澳門╱□大陸地區結婚登記事宜
□（六）代辦配偶來臺之相關事宜，但專屬於旅行社業務者應委託旅行社辦理
□（七）代辦安排配偶來臺前之訓練講習
□ （八）代辦安排接受婚姻講習
□ （九）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九

條

（代辦訂婚結婚事項）

甲方委任乙方辦理婚姻媒合之代辦訂婚結婚事項如下：
□（一）代辦□國內╱□國外╱□香港澳門╱□大陸地區訂婚事宜
□（二）代辦□國內╱□國外╱□香港澳門╱□大陸地區結婚事宜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就第七條、第八條及前項所提供服務事項、代辦事項、代辦訂婚結婚事項及收費
明細事宜，應提供詳細資料（如附件三），並向甲方為充分明確之說明。
第 十 條 （婚姻媒合費用）
乙方辦理第七條婚姻媒合服務事項之工本費總額為新臺幣______元整。
乙方辦理第八條婚姻媒合代辦事項之服務費用總額為新臺幣______元整。至於
代辦事項之費用及依規定應繳納之行政規費，憑單據向甲方報結。乙方請求甲
方預繳者，應提出合法證明文件。
乙方辦理第九條代辦訂婚結婚事項之服務費用總額為新臺幣______元整。至於
實際支出之費用，憑單據向甲方報結。
前三項費用，除雙方以書面同意變更約定者外，不得增減。
第 十一 條 （費用之支付方式）
甲方依下列約定支付乙方辦理第七條婚姻媒合服務事項之工本費：
□一、簽訂本契約時，支付工本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臺幣____元整。
□二、於完成第七條約定事項後____日內，支付工本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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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元整。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應依下列約定支付乙方辦理第八條婚姻媒合代辦事項之服務費用：
□一、簽定本契約時，支付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臺幣____元整。
□二、於完成第八條約定事項後____日內，支付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
臺幣____元整。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應依下列約定支付乙方辦理第九條代辦訂婚結婚事項之服務費用：`
□一、簽定本契約時，支付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臺幣 ____元整。
□二、於完成第九條約定事項後____日內，支付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____，計新
臺幣____元整。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十二 條（出國相親費用之支付方式）
甲方每一次參加相親活動，於出國前____日，另行支付行程活動費用計新臺
幣________元整。
甲方委託乙方辦理於國外第九條第一項代辦訂婚結婚事項，依下列約定支
付代辦訂婚結婚事項之費用：
□一、由甲方自行支應。
□二、甲方於出國前___日交付乙方，如無辦理訂婚或結婚，乙方應於甲方返國後___
日內無息退還。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收取甲方之相關費用，應掣給收據或發票。
第 十三 條（乙方未依限履約之賠償標準）
乙方應於甲方提供身分資料完備後____日內，安排相親活動，違反者，每逾一日應賠
償甲方已支付第七條工本費用百分之___之違約金。
第 十四 條 （任意終止契約之賠償標準）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本契約。
甲方終止本契約時，除應給付乙方已實際支出之代辦費用及行政規費外，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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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約定給付賠償金：
□一、於乙方安排相親活動前終止契約者，應給付工本費百分之_____，計新臺幣
______元整。
□二、於參加乙方安排相親活動後終止契約者，應給付工本費百分之____，計新臺幣
_______元整。
□三、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終止本契約時，應返還甲方已支付之工本費用，其已支出之代辦費用及行政規費
由乙方負擔。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第 十五 條 （可歸責甲、乙方之退費方式）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完成本契約時，甲方不得請求乙方返還已支付之服務
費用。已支出之代辦費用及行政規費由甲方負擔。乙方如因此受有損害者，並
得請求甲方賠償。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完成本契約時，乙方應加倍返還甲方已支付之
工本費，其已支出之代辦費用及行政規費由乙方負擔。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
者，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乙方因辦理第八條婚姻媒合代辦事項及第九條代辦訂婚結婚事項，於本契約解
除、終止或消滅時，乙方如未提出單據，其預收之款項應退還甲方。
第 十六 條 （不可歸責與不可抗力甲乙方之退費方式）
因天災、戰亂、罷工、政府法令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本契約無
法履行或履行顯有困難，超出當事人合理期待者，當事人均得解除或終止契
約。
當事人一方因前項原因解除或終止契約者，對於他方不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契約因第一項之原因而終止者，乙方應無息返還甲方第七條扣除已接受服務次
數比例之工本費用及第八條與第九條之服務費用。乙方辦理第七條至第九條已
支出之代辦費用及行政規費，由甲方負擔。
第 十七 條 （當事人之變更）
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不得將本契約之權利義務讓與第三人。違反前項規定者，甲
方得解除或終止契約，並得請求乙方返還已支付之服務費用，其已支出之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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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務費用及行政規費由乙方負擔。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乙方賠
償。
第 十八 條 （乙方之保密及證件返還義務）
乙方對本契約約定事項內容及因本契約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個人資料、活動事項、活
動紀錄，均應予保密，並不得於本契約以外使用。
乙方持有甲方之證件（包括影本及繕本）者，應於第六條至第九條約定事項完成後一
個月內返還。
乙方違反前二項規定，甲方除得請求給付工本費___倍之懲罰性違約金外，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
前三項之規定，於解除或終止契約時準用之。
第 十九 條 （服務項目之限制）
甲乙雙方不得於媒合期間提供服務項目以外之商品或服務。
第 二十 條 （訂約後雙方合意變更契約）
甲乙雙方於契約訂定後，應以誠信原則履行本契約，非經雙方書面同意，不得變更契
約內容。
第 二十一 條 （合意管轄）
因本契約所生之訴訟，甲乙雙方同意以______地方法院為本案之第一審管轄法院。但
不得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 二十二 條 （契約書之分執保管）
本契約一式二份，應由甲乙雙方分執保管，乙方不得藉故收回。
第 二十三 條 （個別磋商條款）
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立契約書人：
甲方：（婚姻媒合消費者）
戶籍地址：
聯絡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傳真：
乙方：（婚姻媒合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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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公司或商業登記地址：
電話：
傳真：
簽約地點：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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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婚姻媒合消費者之身分資料

１、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３、 出生年月日：（民國╱西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４、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５、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６、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７、 身高：____________________cm，體重：______________________kg
８、 血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９、 宗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０、教育程度：□不識字□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
□博士
１１、職業：□農□工□商□軍公教□自由業□家管□學生□無業
１２、嗜好：□園藝□看電影□聽音樂□下棋□旅遊□其他______
不良嗜好：□抽煙□喝酒□賭博□其他______
１３、家庭狀況：父___（存/歿）母___（存/歿）兄___人弟___人姊___人
妹___人
１４、健康狀況：□良好□普通□不佳□先天疾病______□重大疾病史______
□肢體障礙______ □精神疾病______□其他______
１５、婚姻狀況：□未婚□離婚___次，子女___人___歲□喪偶
１６、經濟狀況：□富裕□小康□低收入戶
１７、飲食習慣：□素食□不吃豬肉□不吃牛肉□其他___________
１８、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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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婚姻媒合業者應盡善良管理人義務進行查證。
婚姻媒合業者關於本資料應予保密不得提供予不相干之第三人。

婚姻媒合消費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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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婚姻媒合消費者之希望對象資料

１、 希望對象：□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華僑

□大陸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

□

□外國籍人士（請註明國家）__________

２、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３、 年次：民國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年次
４、 身高：____________cm 至____________cm
５、 體重：____________kg 至____________kg
６、宗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７、星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８、血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９、教育程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０、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１、嗜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２、家庭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３、健康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４、婚姻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５、經濟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６、飲食習慣：□素食□不吃豬肉□不吃牛肉□其他______________
１７、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媒合消費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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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選
項

項

代辦婚姻媒合事項費用明細表

目

一、代辦事項
□

費
合計：

單位：新臺幣元
用

備

註

元

1.代辦文件認證、翻譯服務
請註明代辦旅行社（名
稱、核准字號）活動天
數 食宿地點
請註明每小時費用

□

2.受託與旅行社聯繫代辦護照、機
票、食宿、出國簽證或旅行證
及行程活動事宜
3.代辦提供翻譯人員服務

□

4.代辦安排健康檢查事宜

□

□

5.協辦國內、國外、香港澳門、大
陸地區結婚登記事宜
6.代辦配偶來臺相關事宜（但專屬
於旅行社業務應委託旅行社代
辦）
7.代辦安排配偶來臺前之訓練講習

請註明課程內容、時數

□

8.其他

請詳細註明

□

□

二、代辦訂婚結婚事項

合計：

元
請註明項目及明細

□

1.訂婚禮品

□

2.聘金

□

3.訂婚宴席

請註明地點、桌數、每桌
費用

□

4.結婚聘禮

請註明項目及明細

□

5.禮服、造型化妝

□

6.禮車

□

7.結婚宴席

□

8.結婚喜宴全程攝影

□

9.結婚全程拍照成冊

□

10.其他

請註明車型、數量
請註明地點、桌數、每桌
費用
請註明有無翻拷成 VCD
（DVD）或是錄影帶
請註明服務內容、拍照卷
數
請詳細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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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甲業者契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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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越南政府與婚姻媒合業相關法案
越南政府於 2003 年公佈了多項與外籍人士結婚的規定（臺中青年會館）：
1. 新 郎 與 新 娘 相 差 歲 數 不 得 超 過 20~30 歲 （ 每 個 省 份 規 定 不 同 ）
2. 新 郎 歲 數 不 得 大 於 新 娘 的 父 母 的 歲 數 （ 每 個 省 份 規 定 不 同 ）
3. 曾 與 越 南 新 娘 離 婚 者 , 需 先 在 越 南 辦 理 離 婚 手 續 （ 每 個 省 份 規 定 不 同 ）
4. 智 力 不 足 及 肢 體 殘 缺 特 別 嚴 重 者 可 能 無 法 辦 理 結 婚 手 續 （ 每 個 省 份 規 定 不 同 ）
5.送件需新郎及新娘親自送件,不得由一方或他人代理

臺中青年會館也表示：「越南人民代表大會 68 號議案頒布：2003 年 2 月 3 日起，外國
人娶越南籍女子，需透過全國婦女會監督、運作，強烈表達出越南政府積極整頓越南新娘仲
介行業的亂象，及保障越南婦女權益的決心。

同時，胡志明市司法院，也於 2005 年 2 月 22 日公布：嚴格規定對於跨國性的結婚，要
求新郎與新娘要會用一種共用之語言。也就是說，進行結婚登記時，雙方要有一個 A-level
的共同語言如英語或越語或漢語。其他規訂還包括，和臺灣男性結婚的越南女性必須年滿
20 歲，男女雙方年紀不能相差 20 歲以上，新娘的年紀要大於丈夫的小孩（TBVS，民
94）。

2005 年 3 月，越南政府也表示將清查婚姻介紹所，勒令關閉非法婚姻介紹所。越南總
理潘文凱指示有關單位，查出並嚴懲非法婚姻介紹所和仲介商。表示這次掃蕩持續到六月，
同時越南政府也允許各地婦女會成立「婚姻諮詢中心」，協助越南女子找外國丈夫（中廣新
聞網，民 94）。

越南總理即將簽署並頒行涉外婚姻法第三號指示，要求公安部指導並與國際刑警配合，
嚴格取締非法仲介婚姻活動之個人與組織，若有可能構成犯罪情形者，宜依法以刑事犯起訴
（西貢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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