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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日產靈芝
是您明智選擇 !

全澳獨家總代理 銀河進出口有限公司 GALAXY  IMPORT & EXPORT CO. P/L Tel:(02)9728 2899

Made In Japan

100粒 / 盒

‧即食冰糖燕窩一碗 
    價值 $25送

凡購買一盒日產牌靈芝

 信賴和安心的品牌  
日產牌靈芝  歷史悠久  質量第一

本公司已提供贈品 ,購買時請
向店家索取。

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JKT系列
IH電飯煲

JKT-S10A : 5 Cup
JKT-S18A：10 Cup
備有兩款尺寸供選購

Made In Japan

NEW

最
新

JAX系列 
電腦電飯煲
JAX-S10A : 5 Cup
JAX-S18A：10 Cup
備有兩款尺寸供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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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隨《星島日報》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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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打工渡假既可增廣見聞，又可認識到不同國家的朋友及文化，
更可以暫時離開原本活到膩的地方，換到另一個國度唞下氣、沉澱心
情。然而，離開自己的舒適區飛到數千甚至萬里以外的地方，面對語言
不通、文化差異和陌生的環境，很多持工作假期簽證(子類417)背包客
找工作時遇到不少困難，有關背包客被壓榨、剝削、無理扣薪甚至性騷
擾的新聞無日無之。兩名台灣男背包客接受今期《星島周刊》訪問，揭
露農場、肉場和工廠不公情況，其中一人坦言知道自己被剝削，惟經歷
無數次投履歷被拒絕，再投再被拒絕的情況，他只能默默承受並自嘲：
「沒辦法，奴性強！」

農場肉場工廠「潛規則」農場肉場工廠「潛規則」
開工要利事工具要自費開工要利事工具要自費

文：方蕙珊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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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5歲化名Jack的台灣男生，為了追求較高今年25歲化名Jack的台灣男生，為了追求較高
薪酬和生活品質，2015年毅然辭去銀行穩定的工作薪酬和生活品質，2015年毅然辭去銀行穩定的工作
遠赴澳洲追求夢想。根據移民及邊境保護部(DIBP)遠赴澳洲追求夢想。根據移民及邊境保護部(DIBP)
規定，凡是417簽證持有人欲申請俗稱「二簽」的規定，凡是417簽證持有人欲申請俗稱「二簽」的
第二張為期一年簽證，就必須在澳洲偏遠的地方從第二張為期一年簽證，就必須在澳洲偏遠的地方從
事如漁農業或肉類及家禽生產工作至少88天，並獲事如漁農業或肉類及家禽生產工作至少88天，並獲
得僱主簽發工資單和簽證申請表格，才可以正式在得僱主簽發工資單和簽證申請表格，才可以正式在
網上進行申請，而當中要求88天工作日數可以從指網上進行申請，而當中要求88天工作日數可以從指
定工種集成。所以Jack剛來到澳洲的目標很明確，定工種集成。所以Jack剛來到澳洲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集二簽，並逗留澳洲兩年賺錢。他來了澳洲不就是集二簽，並逗留澳洲兩年賺錢。他來了澳洲不
久在facebook看到一則聲稱請白工，以時薪計算工久在facebook看到一則聲稱請白工，以時薪計算工
資的招聘廣告，於是前往距離昆省首府布里斯本資的招聘廣告，於是前往距離昆省首府布里斯本
385公里以外的邦德堡(Bundaberg)展開工作假期，385公里以外的邦德堡(Bundaberg)展開工作假期，
然而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因為邦德堡就是澳洲臭名然而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因為邦德堡就是澳洲臭名
遠播的黑工集中地。不諳英語的Jack不熟識澳洲，遠播的黑工集中地。不諳英語的Jack不熟識澳洲，
更不熟悉當地法律及自己權益，原本以為找到一份更不熟悉當地法律及自己權益，原本以為找到一份
好差事的他，由布里斯本出發坐了一小時飛機抵達好差事的他，由布里斯本出發坐了一小時飛機抵達
後，方知道墜入求職騙局，工頭由原本說好計時工後，方知道墜入求職騙局，工頭由原本說好計時工
作變成計件，原本說好做滿一個月就可拿到工資作變成計件，原本說好做滿一個月就可拿到工資
單變成做滿三個月，最過份的是硬性規定員工入住單變成做滿三個月，最過份的是硬性規定員工入住
他們安排的房子，否則就會喪失工作機會。Jack花他們安排的房子，否則就會喪失工作機會。Jack花
了那麼多時間、金錢和精神來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了那麼多時間、金錢和精神來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
方，可是還未開始集二簽就選擇放棄實在太丟臉，方，可是還未開始集二簽就選擇放棄實在太丟臉，
面對這個進退兩難局面，Jack惟有硬著頭皮上班，面對這個進退兩難局面，Jack惟有硬著頭皮上班，
並被迫一周花上120元，與另外十多個員工擠在設並被迫一周花上120元，與另外十多個員工擠在設
施簡陋、衛生情況欠佳的房子生活。施簡陋、衛生情況欠佳的房子生活。

為集二簽到郊區打工 背包客誤墜求職騙局

澳洲自1975年起相繼與不同國家及地區
簽定工作假期計劃，讓年滿18歲至未滿31歲的
青年，持為期一年417簽證或462簽證入境，並
在本地合法地生活、工作和讀書，其中香港及
台灣背包客持417簽證，中國大陸的則持462簽
證。

以上簽證持有人均可以申請俗稱「二
簽」的另一張為期一年簽證，並需要在澳洲指
定的偏遠地區，從事指定工作88天方可申請，
惟417簽證持有人可以選擇的地區及工種較
廣。

其中417簽證持有人可以在澳洲六個省份
及兩個領地偏遠地區，即是移民局列舉的數以
千計郵政編碼範圍內，從事動植物養殖、漁業
採珠、種值或砍伐樹木、採礦和建築等行業，
而且符合移民局指定的各工作職能，並於上述
工種累積三個月或88天工作時間，同時獲得僱
主簽發工資單及申請簽證表格，方可以在網上
進行申請。背包客圈流傳的「集二簽」，就是
「收集」和「累積」天數的意思。

由於462簽證只是2015年開始實施，並於
翌年推出二簽計劃，這簽證持有人目前只能在
澳洲北部從事動植物養殖、漁業採珠、種值或
砍伐樹木、採礦、旅遊或款待業工作，並同樣
累積88天並獲工資單及僱主簽名作實方可申
請。

至於上述簽證其他限制包括：只能在澳
洲讀書四個月，以及在同一公司不能受聘多於
半年。

甚麼是集二簽？

●●Jack仍會鼓勵背包客前來澳洲工作旅遊，因為澳洲的環境真Jack仍會鼓勵背包客前來澳洲工作旅遊，因為澳洲的環境真
的很美。的很美。

●●Jack在農場工作時，需要每Jack在農場工作時，需要每
日在烈日下工作十多個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多個小
時，他為免曬傷不得不把時，他為免曬傷不得不把
自己包實。 自己包實。 

●●受訪者與工友合照。 受訪者與工友合照。 

你知
話

●●受訪者經常在農場發受訪者經常在農場發
現各種生物，若然遇上現各種生物，若然遇上
劇毒的蜘蛛或蛇就要劇毒的蜘蛛或蛇就要
自求多福了。自求多福了。
  

●Miharu老實不客氣地跟澳洲老闆說，希望他們不要太吝
嗇，因背包客也要生活。 



Jack到埗不久就是蕃茄旺季開始，他與另
一名20多歲台灣背包客Miharu，以及其他來
自台灣、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法國、意大
利、德國及丹麥等背包客分別組成三小隊，每
天清晨四時開始工作，其中兩組人負責摘蕃茄
並將之放在車道，另一組人則把每桶約十公斤
的蕃茄搬到貨車上，他們馬不停蹄工作至下午
兩、三時才下班，身心疲憊卻無法休息，因農
場幾乎每天都要上班、休假不定時，由於工作
性質是計件，食飯時間由自己安排，不少勞工
為多賺生活費，也三爬兩撥把午餐吃完就馬上
開工。

Jack表示，有次無意中從農場主管口中得
知，澳籍農主用時薪27元以上找承包商幫忙請工人，可是土耳其大判和馬來西亞二判，隨後先後扣掉工
人薪酬，前者按人頭每小時抽5至7元；後者則扣2至3元，結果落在工人手上的工資變得愈來愈少，最終
這份原本計時的工作變成計件。「我每天約搬3,000桶，幸沒有受傷。」Jack憶說。可是Miharu就沒有那
麼幸運了，他曾在農場挫傷、擦傷和扭傷，工作過後更出現肌肉疼痛，「農場沒有提供正式培訓，我們

只是跟著老背包客帶著做。」

農場從未向勞工發出工作
指引，遑論替他們買勞工保險。
Miharu曾聽過有背包客被水桶砸到
臉，結果缺了一、兩顆牙，最後只
是由工頭帶去看醫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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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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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背包客投訴遭受僱主剝削的個案愈
來愈多，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Fair Work 
Ombudsman，下稱公申署)2014開始，透過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加拿大、南韓、愛爾蘭、
法國和英國領事館的協助下，進行長達兩年的
全國性調查，並向逾43萬已獲發放「二簽」的
417簽證持有人發出問卷。雖然公申署最終只
是收回4,056份問卷，但調查結果顯示，很多海
外勞工為了集二簽而遭受各種形式的剝削，而
且大部分受訪者沒有注意到自己在澳洲的工作
權益，這情況在亞裔勞工特別常見。

調查結果發現38%受訪者對在農場的工作
體驗持正面態度，大多數人仍願意向其他人推
介工作假期計劃，惟只有極少數受訪者鼓勵他
們集二簽。調查又發現，35%受訪者稱曾獲發
少於最低工資的時薪；14%受訪者要先付錢才
可到偏遠地區工作；6%更要先付錢給予僱主
簽發申請二簽文件。部分受訪者，特別是女背
包客，甚至遭受性騷擾。除了各種形式剝削，
甚至遭到僱主摸手摸腳之外，有受訪者接受本
刊訪問時透露曾遭受語言侮辱。意籍背包客
安德烈(Andrea)去年在西澳卡那封(Carnarvon)
農場摘葡萄，打算體驗農場生活及集二簽，怎
料遇上惡老板，每日工作十小時，就不停對勞
工呼呼喝喝，甚至用粗口和帶歧視語言辱罵他
們。

對於澳洲廣泛出現剝削外勞情況，公申
署發言人回應本刊查詢時強調，處理勞工在澳
洲農工被剝削的情況，長久而來是署方首要任
務，重申在以上調查報告中提出多項包括加強
監管框架，提高資訊、教育、法律和支援等方
面工作，它們亦將繼續與各機構及聯邦部門合
作互相交換情報，以保障外勞在偏遠地區工作
權益。被問到公申署搜證及執法的難處，它們
沒有直接回應，僅稱處理個案中「存在文化挑
戰，世界各地的法律也不同」，但它們會確保
「文化及語言背景較多元化的業務經營者，認
識及恪守澳洲法律。」公申署發言人又指，即
使被剝削的外勞已經返回自己國家或地區，但
他們仍可以透過互聯網或致電與署方聯絡或舉
報，它們更會為不諳英語的外勞提供即時傳譯
服務。

亞裔人大多不知工作權益

●公申署發現很多背包客為了集二簽，
結果在農場遭到不同形式剝削。

●Miharu和Jack有時候需要摘下這些小蕃茄。

●●公申署調查發現大部分公申署調查發現大部分
受訪者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受訪者沒有注意到自己在
澳洲的工作權益，這情況澳洲的工作權益，這情況
在亞裔勞工特別常見。 在亞裔勞工特別常見。 

●●受訪者坦言能夠在農場受訪者坦言能夠在農場
撐了三個多月，全憑背包撐了三個多月，全憑背包
客互相支持和鼓勵。 客互相支持和鼓勵。 

每天搬三千桶蕃茄 工傷不受勞工保障

●Miharu和Jack在農場工作期
間，需要每天搬各重10公斤、
合共3,000桶蕃茄，幸沒有受
傷，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Jack和Miharu兩年的工作假期快要結束，被問到有甚麼跟準備前往澳洲的背包客或在澳洲的老闆
說，Jack二話不說奉勸背包客：「千萬不要把澳洲想得太美好！」因為台灣存在一個謬誤，就是以為澳洲
容易賺錢、生活美好和工作輕鬆，Jack說其實澳洲找工作並不易，很多人投了履歷也死沉大海，而且澳洲
就業市場存在很多剝削員工情況，他希望各位背包客出發時有心理準備。

Jack亦希望澳洲僱主能夠「將
心比心」，不會為了省錢剝削員
工，因為背包客也要生活。Miharu
同樣想跟背包客說：「別把農場生
活想得太美好，這是一段很苦但快
樂過程；還沒去的人最好要有心理
準備，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話就離
開，澳洲這麼大總會找到適合自己
的工作！」Miharu除了感謝澳洲老
闆僱用背包客之外，也老實不客氣
地說：「希望你們別太吝嗇！」他
續說：「背包客知道老闆賺很多錢
卻不願意分享，我們也知道沒有工
作是輕鬆的，但農工卻是對不起酬
勞不划算工作！」

縱使第一份工作已經荊棘滿途，但沒有磨滅
Jack和Miharu繼續留在澳洲賺錢和體驗生活的意
志，兩人在邦德堡順利「畢業」後，一起南下到布
里斯本找工作，最終在一間雞肉場做刀手，工作範
圍就是切雞肉去骨，同樣是計件工作。Miharu加入
工場前，曾聽說新手一小時只能賺10元，但當熟手
後，有些老手一個早上就能賺200元，加上雞肉場
標榜不用員工打疫苗，他不用擔心打針後出現「後
遺症」，於是他與Jack決定轉行做刀手。古語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尚未對澳洲僱主死
心的他們，深信這趟才是賺錢機會，所以事先按公
司要求各花300元，買了鐵手套、圍裙和切肉刀等
工具上班。兩人每天清晨5時至晚上11時工作，不
停默默低頭切雞肉去骨，但Miharu做了兩天就受不
了雞肉場的氣氛辭職，「工作太單調，機械式重複
動作讓我發瘋。再者，工廠氣溫非常低，日子久了
必定造成無法回(修)復的永久性傷害，也許待下來
的員工能克服這些缺點，但我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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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aru為了在雞肉場工作，需要花費300元買下Miharu為了在雞肉場工作，需要花費300元買下
這套切肉工具。這套切肉工具。

即使遇出各種不公，工作及生活環境並不理
想，但Jack與Miharu為了完成集二簽的「任務」，
決定繼續堅持下去。「很多背包客不願意心血付之
一炬，死撐活撐也要待滿三個月。」Miharu解釋。
不過，農業向來是靠天食飯，背包客要集滿88日工
作天並不易，Miharu憶述：「旺季前一天可能只
上三四小時，那麼一天約七元往返分租屋和農場車
資，甚至房租也賺不回來。」沒工作難捱，有工作
更難捱。「旺季時連上好幾周才休息一天，明明很
累卻無法休息」Miharu續說。經過三個月的「試
驗」後，Jack和Miharu終於完成「任務」，取得
「談判資格」與大判提及簽發工資單和簽證表格事
宜，可是取得這份有血有汗的文件並不易。「那時
候季節結束，有四個人沒有做滿88天，就算他們做
了一陣子，大判也拒絕幫他們簽發，還要求他們即
日離開分組屋。」不過，即使Jack和Miharu乖乖按
照大判要求在農場做滿三個多月，也等了一個多月
才獲發「畢業證書」。Jack和Miharu順利雖然戴上
「四方帽」，但他們知道自己遭到嚴重剝削，他們
獲得的薪酬，較合理薪酬少了十幾倍。Jack透露工
作110天，總共獲得6,000多元工資，若以時薪27元
計算，每天工作至少10小時，並在幾乎每天上班沒
休假的情況下，他理應合共獲得逾83萬元，這數目
還未計算加班費和補償工資，可見背包客被欺壓情
況有多嚴重。

計件工無加班補貼
工資總數少逾十倍

肉場工要自費買工具
機械式工作讓人發瘋

●●Miharu和Jack曾於這個蕃茄園工作。 Miharu和Jack曾於這個蕃茄園工作。 

Jack和Miharu雖然分道揚鑣，但遭遇卻差不多，兩人重覆面對在網上和街上投履歷卻沒有回音情
況，眼見儲蓄戶口數字不斷變小，加上面對車資和房租的生活壓力，兩人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一個為了
在廁紙廠做時薪21元工作，不惜先付「中介費」後向排班同事派「利是」；另一個則選擇做黑工，以時
薪12元在餐廳做廚房幫工，每周工作45小時。「既有加班費又有補償工資的『白工』不易找，所以入職
先給中介800至1,500元在廁紙廠霸位。」Jack解釋。Jack原本以為守得雲開見月明，只要一次過付出中
介費後，再不用繳付其他不必要費用，怎料他加入公司後還需按照潛規則，向負責排班的同事派「利
是」，才可以確保每周工作時數多，即是可以賺取更多錢。儘管工資被人家用各種理由左扣右扣，Jack在
廁紙廠已經工作五個月，曾經歷無數次求職失敗的他只能無奈地說：「背包客有時身不由己。」而經歷
過同樣處境的Miharu，即使知道廚房工薪水低、工時長，但只能自我安慰說：「我喜歡廚房工作，跟同
事相處相當愉快。」結果不知不覺又捱過八個月。

奉勸準備出發背包客   「別把澳想得太美好」

廁紙廠潛規則 輪好班要利是

除了工作環境欠佳，工時長、工資低，令Jack也心灰意冷：「每天工作17小時，每周工作五天，開
初周薪只有500元。」為了賺更多錢，Jack加快切肉拆骨的速度，最終一不留神把利刀刺中手掌流血，可
是肉場同樣沒有替勞工買保險，其他工友知道這份工是多勞多得，只是默默低頭切肉拆骨，根本沒有留
意周遭發生的事，Jack只好獨自走到急救箱自行包紮，止完血後就趕緊完成餘下工作。在澳洲兩度經歷不
公的Jack，被記者問到為何不選擇跟著Miharu離開，Jack無奈地說：「沒辦法，奴性強！」最終Jack在雞
肉場工作八個月，Miharu離開肉場後則選擇在華人區新利班(Sunnybank)餐廳做廚房幫工。

●●安德烈去年在西澳農場遇上安德烈去年在西澳農場遇上
惡老闆，被對方用帶種族歧視惡老闆，被對方用帶種族歧視
語言辱罵。 語言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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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廣播公司(ABC)2015年播放的
時事節目《四角》(Four Corners)，就
揭露417簽證持有人過着儼如奴隸般的
生活。

負責新聞報道的記者漢娜(Caro 
Meldrum-Hanna)及製片人羅素(Ali 
Russell)早前走訪澳洲各地農場及養殖
場，結果發現有食材供應商與招聘中
介人合謀壓低簽證者工資，以便用優
惠價向大型超市及連鎖快餐店供貨，
從而提高自己在市場上競爭力，由於
供應商賬面上列出向中介人支付的金
額合符政府規定，加上各部門監管寬
鬆，因而瞞天過海。

全澳最大馬鈴薯供應商之一SA 
Potatoes行政總裁馬拉菲奧蒂(Steve 
Marafioti)指，幾乎每周都有招聘中介
人上門游說同流合污，但即使集團已
失掉兩家主要超市定單，仍堅拒剝削
簽證者，他批評行家「走法律罅，向
弱小一群開刀來提高競爭力」，此舉
扭曲行內生態兼打擊澳洲聲譽。報道
除了狠批入境處、公申署監管不力，
還要求零售商有責任篩選道德供應
商。

●Miharu在農場被迫每周花120元，與另外三、四名員工擠在同一間睡房子(圖左)內生活，可是
他在市區曾每周多付十塊，就可以找到獨立睡房(圖右)，而且衛生條件比農場的好十倍，Miharu
質疑工頭濫收房租。 

●澳洲美麗的郊區背後，原來存
在各種不公義的情況。 

農主中介壓背包客
圖供平貨增競爭力

黑幕
餐館

●原本計時的工作變成計件，加上薪水被左扣右扣，背包客看著這個桶
子也會反問自己最終能賺多少錢過活。 

無良農場或肉場僱主看中背包客為了集二簽，加上不諳英語、不熟悉本地法律和簽證有限制等弱
點後，無理剋扣他們薪酬，但這種無理欺壓行為不僅限於農場、肉場和工廠，連餐廳也發生。

化名舒懷斯的受訪者數個月前持工作假期簽到訪雪梨，首次訪澳的她礙於言語不通、人生路不
熟，首先到訪就是華人聚居的區域，並先後在該區打了兩份咖啡店工作，主要職責是收銀、接待客人
和負責店內清潔等，時薪約13元，每周工作約40小時，沒有星期六或星期日補償工資，但其中一個老
闆每逢公眾假期會「皇恩浩蕩」給予雙倍工資以鼓勵她上班。背包客圈常流傳打華人工就是「八九不
離十」，意指時薪不是八塊就是九塊，絕不會超過十塊，若以這標準來看，舒懷斯兩份工作的時薪算
是「不錯」了，然而她並不滿意，因為她知道自己被嚴重剝削，而且不受法律保障，最令她感到難過
的是，其中一個老闆連喝杯飲料也要員工自付，舒懷斯感覺他很刻薄，更憤然道：「華人老板一半財
富透過壓榨得來。」

然而，舒懷斯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化名翠兒的背包客剛來澳洲不久，曾於澳洲著名的馬來西
亞連鎖餐館試工做侍應，主要工作是接待客人、捧餐和負責店內清潔。由於翠兒在西澳失業差不多一
個月，知道在異地找工並不易的她，原本以為在著名連鎖餐館工作，工資和福利應該不錯，故事前沒
有問清楚時薪及上班周數，遞完履歷表當日就立即試工，怎料試了四小時工作後，華裔老闆方跟她說
每周只需上一、兩天班，工作時間為晚上六時半至十時半，主要是代替放假的同事，時薪劃一12元，
每日現金到手，但不知何故要求翠兒提供稅號(TFN)作「公司內部紀錄之用」。翠兒記得求職時曾瀏
覽公申署網站，知道該老闆講述的工作性質屬於替工或臨時工一種，時薪理應較長工或兼職工高，加
上其薪酬將會是現金到手，若公司不用交稅，那麼何需動用員工TFN？翠兒認為老闆的做法有可疑於
是向對方查問，卻遭對方冷言回應：「嫌錢少大可以離開，你不做，還有很多留學生和背包客幫我打
工。」不堪受辱的翠兒最終選擇離開。

打華人工「八九不離十」   背包客：老板靠壓榨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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