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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说明

1.1. 研究目的

通过这次研究，我们希望：

● 年轻人能够关注新加坡的虐用现象，并且意识到虐佣事件的严重后
果，更懂得关怀女佣。

● 国人，尤其是雇主，能够善待女佣，维护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1.2. 内容简介

新加坡有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会聘请女佣。虐待女佣案件有逐渐上升

的趋势。我们进行这项研究就是为了帮助女佣，避免她们受到恶意的虐

待。通过这次研究，我们也想要带出人人平等的概念，让社会变得更温馨。

此外，我们也想要对女佣虐待的背后原因进行调查，并且说明虐佣

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我们也想要研究政府已推行的措施，以便

唤醒社会大众，更好保护女佣的权益。

1.3 研究方法

● 调查问卷（Google Form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gGY-p5bUxNbew2tX
_7GfUiYZBbWnLZHW4bXtYw3DIxya_XA/viewform?usp=sf_link

○ 对象：学生和公众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gGY-p5bUxNbew2tX_7GfUiYZBbWnLZHW4bXtYw3DIxya_XA/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gGY-p5bUxNbew2tX_7GfUiYZBbWnLZHW4bXtYw3DIxya_XA/viewform?usp=sf_link


几乎全部人在调查问卷中表示，虐佣是可耻而不公平的行为，一定

要遏制虐佣发生的案件。

○ 况且，有百分之62.5的回复者非常同意，而百分之26.8的回复
者同意，学生应该更加深刻地了解虐佣情况。

● 实地采访
○ 采访女佣，更加深入地了解她们的情况

● 资料研究
○ 虐佣案件、网上评论、领导人呼吁等
○ 新加坡人力部的策略
○ 统计资料



1.4. 文献研究

研究了众多的资料后，我们发现网上单篇文章较多。它们的内容都

集中在分析某些方面，没有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

比如，有好几篇文章都以社论的方式来讨论社会良知的问题。

1. 联合早报《社论：缅佣之死拷问社会良知》
2. 联合早报《交流站：坚守社会良知》

因此，我们的专题作业会更全面性地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并且对遏

制女佣虐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来引起年轻人的关注。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10227-1127287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talk/story20210302-1127994


2. 研究内容

2.1. 第一章：本地雇佣关系状况

2.1.1 女佣在普通家庭中的状况

-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大多数回复者或他们的亲属都有申请女佣。

- 接近一半的回复曾与女佣发生过冲突。

我们发现虐待女佣经常分三种：身体、心理、和性虐待。常见的虐佣

行为包括侮辱、饿死她们、让她们做危险和不近人情的任务，比如在窗户



外面抹窗户。最严重的行为包括用手脚殴打女佣，或使用其他物品袭击他

人。

由此可见，有女佣就有雇佣纠纷，而因为女佣属于弱势团体，最可能

被虐待。

2.1.2.  新加坡女佣的基本构成和背景

女佣历史

在1930到1960年，女佣只有在富裕的家庭才能见到。可是1960年代
，随着本地迅速发展，两位父母得出去工作，没人在家做家务、照顾孩子。

因此本地家庭对女佣的需求应运而生。

于是，政府在1970年代允许邻国女性进入新加坡找工作。女佣的数
量从一开始时只有5000人左右，到现在已经有25万人。

女佣三大来源国

根据劳务中介协会的估计，有至少50%女佣来自印度尼西亚，大约
30%来自菲律宾，而缅甸女佣占大约15%。这三个国家因此被称“女佣三大
来源国”。

女佣为何来到新加坡？

女佣来新加坡主要是因为家境条件差，需要到新加坡找工作养家糊

口。由于大多数女佣也是母亲，她们在做家务之类的工作的方面经验丰富

，工作上能得心应手，很容易就可以赚钱养家。



2.2. 第二章：虐佣事件屡禁不止

如今，虐佣事件在我国已经不是鲜事，不少雇主也得到了应有的惩

罚。根据人力部统计，2017-2020这时期，每年平均接到270 起女佣被虐
案件的举报。，而没有浮出水面的虐待事件一定更多。

震惊全国的两起虐佣案件：

2.2.1. 早报：《女雇主活活地虐死女佣，被判监禁30年》

一位41岁雇主把女佣活活虐死。今年，高庭法官斥责女雇主犯下本
地最恶劣的误杀案件之一，判她坐牢30年。

根据报道，被告虐待了24岁缅甸籍女佣，磅艾赫多恩（Piang Ngaih
Don）。经过至少九个月的时间，女佣几乎每天受虐，体重从一开始的39公
斤降到24公斤，于2016年7月26日死于被告家内。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女佣周围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她伸张正义，任由事

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2.2. 早报：《富豪廖文良家遭窃 女佣涉偷5万元财物 （莉雅妮案件）》

2016年中旬，樟宜机场集团总裁廖文良父子报警，称女佣莉雅尼盗
窃家中财物，后被判坐牢26个月。

巴蒂不服判决，经过警方调查，莉亚尼不仅获无罪释放，反而是廖文

良违反人力部规定，非法让女佣到其他住家和办公室打扫，让女佣超负荷

地以极低薪水工作。他还在警方面前做伪证，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对

付一个弱小的女佣，其精神虐待令人发指！

2.3 第三章：虐佣背后原因何在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210622-1159322
https://www.8world.com/singapore/liyani-case-timeline-1299616


2.3.1. 女佣因素

首先，很多起虐佣事件是因为雇主对女佣的表现不满意。有时候女

佣违抗雇主的指令。雇主可能对女佣的要求过高。如果女佣做不到任务，

就将面对惩罚。

2.3.2. 雇主原因

其次，雇主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些人相信自己的种族是最佳的，

瞧不起其他种族与宗教的人。就凭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强大国家之一，雇主

就欺压来自贫穷国家的人，包括女佣。

2.3.3.旁观者原因

再次，女佣和旁观者也有责任。因为怕造成更大的麻烦，女佣和周围

的人都盲目看待此事，没有人举报这些案件。女佣就只能忍受痛苦，孤立

无援。

2.4 第四章：虐佣造成恶劣影响

虐佣事件在各方面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2.4.1. 社会影响

虐佣的行为彰显了新加坡人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如果这种

行为被年幼的孩子看到，他们不是做旁观者，就是长大后也会虐待女佣。

各个国家、种族和宗教之间也会引起冲突，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多不利。

袖手旁观的人带出了细思极恐的问题。他们见死不救，还将事情到

处传播，把事情搞得更严重，损害新加坡的名誉。

2.4.2. 国际影响

新加坡也会受到国际影响。当某个国家得知自己的国民在新加坡遇

害，一定会避开新加坡。新加坡十分依赖外籍工人。没有这些外国人才，新

加坡的经济将会受损。



2.5. 第五章：法律措施急需完备

目前我国针对家庭帮佣的法律法规还不甚完善。

2.5.1. 目前措施

人力部目前的措施规定包括：

● 允许女佣在休息天工作，换取薪水，而在同月内更换休息日。

● 雇主也需要负责满足外籍女佣的医疗需求。

● 雇主也要确保女佣的工作环境是安全的。

2.5.2 希望措施

为了更好地保护女佣的权益，人力部可以执行新的规则，其中包括：

● 严格执行女佣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个休息日
● 规定女佣拥有立即回乡的权利。
● 在允许雇主聘请女佣前，人力部要全面评估雇主及其家人的精神状
况。



2.6 第六章：社会良知亟待唤醒

此章节会概括如何唤醒社会上对虐佣的良知，尤其是针对年轻人。

我们的教育过程会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2.6.1. 虐佣可耻

新加坡是文明、现代的都会。可是虐佣事件会使我们被视为很残忍

的人。虐佣代表错误的价值观，带出了新加坡人民令人厌恶一面 。女佣虐

待也破坏女佣的权益，十分不道德。

2.6.2. 为什么不应该袖手旁观

大家都应该知道：无论如何，人人都值得平等的对待。采取行动易如

反掌，只需打给警方或有关当局。如果人们见死不救，就会导致事情变得

更加严重。

2.6.3. 如何进行教育

首先，我们可以从学校好公民好品德课开始。老师应该教导学生如

何友善地对待别人，并且经常向别人伸出援手，培养良好的价值观。

其次，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如果父母能在孩子面前展示挺

身而出的行为，孩子就会有样学样。将来他们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如何恰当

地对待女佣。

最后，政府可以发起一场宣传运动，鼓励国民更关注社会，而看到有

什么可疑的事一定要通知有关当局。如果更多人能关注自己的周围并了解

虐佣的严重性，虐佣现象必减少。



3. 最终产品

3.1. 网站

我们会把搜集到的内容放在网站上，让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我们的研

究。

网站链接：https://202313m.wixsite.com/maid-abuse

3.2. 宣传单

我们打算把主要内容抽出来，制作成宣传单。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把

宣传单传给公众，尤其是学生，呼吁人民要恰当地对待女佣。我们也把宣

传单放在网站里。

https://202313m.wixsite.com/maid-abuse




4. 研究总结

经过整个研究过程，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些趋势。我们发现本地虐佣

情况竟然如此严重，可是很多人仍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发现人力部

对于防止虐佣缺少很多措施，也意识到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新加

坡成为优雅社会，大家对女佣虐待的问题应该得到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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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员反思

俊希：

今年做这么复杂艰深的华文专题作业，对我是一个挑战。从这个研

究当中，我认为自己更深刻地了解了本地女佣的情况。很多人认为女佣低

人一等，甚至还加以虐待，实在不应该。作业中遇过挫折，解决后得到很

多收获，也与队友们促进了感情。我们为禁止虐佣事件一起努力，觉得很

很充实。我也想感谢尹老师在专题作业的过程中，不断地鼓励我们、指导

我们，让我们顺利完成这次专题作业。

骏乐：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华文项目的专题作业。这次经验对我而言是非常

宝贵的，让我对本地时事话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况且，我也很荣幸能够有

机会和朋友们一起为遏制虐待女佣尽一份力。

希望我将来还可以做华文专题作业。在此过程中，我一定会利用今

年的经验去探索一些更深入的社会话题。

欣阳：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我们之

前没做过，对这方面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在初审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

的导师在我们遇到瓶颈时耐心地开导，帮助我们。有了导师的帮助，我们

团队齐心协力，努力地完成我们的专题作业。虽然有时还会有遇到一些困

难与分歧，可是我们克服了这些阻挠，迎难而上，积极地完成了整个专题

作业。

雍昊：

我做了这个专题作业之后，对于女佣的处境和困难得到了更多的了

解。一开始，我一直认为女佣是家庭的工作人员，可是现在我知道，女佣其

实来到了我们的家，就会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我也对女佣被虐待的事

件得到了更深的了解。我平时看家里妈妈对女佣那么友善，并不知道有些

无心雇主会如此暴力地对待女佣，甚至造成命案。因此这次的经验是获益

不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