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援被逐印傭作家Yuli 集會之聲明

一個沒有犯罪的人，被無了期扣留兼受虐待，最終「被自願」遞解出境，這就是我們的朋友 Yuli 的遭遇。在
香港，百萬人參與反送中運動，比 Yuli 投入更多的人比比皆是，為什麼，Yuli 僅是書寫反送中，向為同鄉傳
達正確資訊，卻要遭受如此厄運？

明知道反送中運動是敏感事件，連印尼領事館也多番警告在港印傭不要多事，但 Yuli 仍然以身犯險。在這個
時候，我們香港人除了看到反送中運動這一環，是不是也應該了解 Yuli 受害的根本原因，認真去思考「我們」
和「他們」的關係，才算是沒有辜負她？

Yuli 的故事曝光後，人們普遍都由反送中運動受害者的角度去理解她的故事，為之悲憤。作為 Yuli 的朋友，
我們很感激大家的支持，可是，Yuli 以血肉之軀硬撼石牆，濺出血花所揭露的問題，顯示了反送中運動只不過
是導火線。
  
在 Yuli 被拘捕後，她的同鄉友人 S 說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說話：「我們在香港做工人，是不是不能支持民主？」
S 並非在說晦氣話，她臉上是真誠的恐懼與掙扎。真正令 Yuli 陷於劣境的，是兩大原因：入境處無限大的權力、
外傭在制度上的弱勢。如果是關心 Yuli 這位手足的，我們就不能繞過這兩大問題。

入境處：無上限的權力、如同新屋嶺般惡劣的CIC 羈留中心

無上限的權力－司法覆核也挑戰不了

在 11 月尾，最終令 Yuli 放棄抗爭的，是入境處堅持向她發出遞解出境令。據律師指，即使採取法律行動司法
覆檢遞解出境令，成數也非常低，入境處的權力幾乎是不容挑戰的。

入境處所作的決定，即使不合理也仍然能繼續執行。被拘留在青山灣 CIC 羈留中心的 29 天裡，Yuli 的律師和
僱主都想盡辦法為 Yuli 申請行街紙，讓她離開 CIC。入境處扣押 Yuli 的理由是，她在港無親無故亦無住處。
然而事實上，僱主已多次書面向入境處表明，她會繼續聘用 Yuli，在 Yuli 未辦好簽證的留港期間，僱主會向
其提供食宿。入境處扣押理由完全不成立，但不管僱主和律師如何爭取，入境處始終沒有合理答覆，無了期扣
押 Yuli。

她以血肉之軀硬撼石牆，
我們如何才不辜負她？

01



02

CIC 羈留中心－如同新屋嶺一般的惡劣
當我們探望 Yuli 時，她的神情非常憔悴，眼袋比她的眼還大，她強忍著淚水隔著玻璃跟我們對話。CIC 羈
留中心用以羈留違反了《入境條例》、等候被遣返的成年人士，但是，在 11 月 4 日的法庭上，Yuli 已被證
實無罪。

Yuli 向我們指出，她每天都受到侮辱性的對待，當中包括針對女性的侮辱。而不管氣溫如何，被羈留人士
只能用冷水洗澡。即使冷到病了、長期嘔吐，入境處只向她提供一天一顆藥丸，她亦不知那藥丸是什麼藥。
CIC 被羈留人士的自由亦非常受限，在香港懲教署的正式監獄裡面，囚犯尚有收音機可以聽新聞，但 Yuli
在青山灣的入境處拘留中心只能看刪掉新聞報導的無聲電視，不能外出放風透氣，連玩玩紙巾、提出意見
也會受懲罰。Yuli 指，她見到裡面有人已經變得精神失常。

不得不一再提出的重點是，Yuli 已經被法庭證實無罪，到底，一個無罪之人為什麼要遭受如此虐待？

外傭的弱勢：三大關鍵字令他們沒法享有政治自由

2014 年 Erwiana 受虐事件被揭露，時任勞福局局長張建宗信誓旦旦說，外傭在香港享有與一般人同等的
權利，他們也受僱傭條例保障。然而，外傭在香港受到的種種限制，根本就令他們成為了二等公民，我們
所珍重的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自由，對他們而言卻是奢侈品。

在這裡，想大家認識幾個關鍵字：「違反逗留條件」、「兩星期條例」、「申請居留權的權利」。

「違反逗留條件」

有人會責怪外傭，來香港只打算打工賺錢，沒有關心香港的社會。事實上，關心、參與香港社會很可能會
成為他們被控告的理由。外傭被禁止從事合約以外的任何有償或無償的工作，只要入境處想對付你，即使
你不收錢做義工，也可以被告違反逗留條件，後果是罰錢、坐牢或者永遠失去在香港工作的機會。你如何
跟那些遠在印尼、等你匯錢回去開飯的家人交待？

「兩星期條例」

在合約終止後，如果找不到新僱主，外傭就必須在兩個星期內離開香港。其他外國來的工作者，例如是教
授、專業人員卻不必受這種限制。這限制令外傭不敢輕易違背僱主，即使受虐也不敢離職，更遑論大膽講
自己對社會、政治的看法。

「申請居留權的權利」

外傭沒有申請居留權的權利，哪怕他在香港工作十年二十年也沒有。留意了，他們不止是沒有居留權，是
連申請的權利也沒有。即是說，上面那些令他們淪為二等公民的限制，是一輩子也不可能擺脫的。

當我們怪責外傭不參與香港社會的時候，有沒有曾經想過他們面對的限制？又有沒有想過，即使他們沒直
接參與政治，事實上卻已經在為我們的社會付出？星期一在入境處門口的抗議行動上，一位 blackbloc full 
gear 的手足發言指出，每個星期日他們參加完反送中行動，拖著一身疲累與催淚彈回家，全賴家中的外傭
照顧，他們才能有精神繼續走下去。

遭受打壓後，Yuli 即使身心受創仍然堅持在羈留所捱了 29 天，以堅毅的意志爭取屬於自己、屬於所有外
傭的公義，她的經歷揭露了巨大而複雜的問題。就如同這次反送中運動，香港人不認命不妥協的抗爭，揭
露了政府各個部門的藏污納垢，我們希望，這次 Yuli 的捨身可以喚起抗爭者們擴闊對「共同體」的想像：
到底誰才算是我們的手足？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最後，以下是我們對政府提出的訴求

1. 入境處必須立即交待：為何 Yuli 是無罪之身卻需承受羈留之苦
及被遞解？
2. 入境處必須改善羈留中心的惡劣待遇問題
3. 政府必須停止所有對抗爭者的打壓
4. 政府必須尊重外傭的政治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自由
聲明發起者 : Yuli 支援組 - 由 Yuli 在港朋友組成，包括團體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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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拘留第 5天）
Yuli 在無法聯係律師的情況下，
簽署簽證申請書。

11 月 11 日（拘留第 8天）
入境處向 Yuli 發出遞解令，但
她仍在等待工作簽證續期的申請
結果。Yuli 及後提出上訴，指感
到被針對和歧視，因為一般相同
案例，只要僱主提出延長簽證效
期申請，即可解決。

11 月 4 日（拘留第 1天）
入境處以「不提證供起訴」撤
銷對 Yuli「逾期居留」的控罪。
Yuli 於同日到九龍灣入境事務處
領取辨理工作簽證的文件，但被
告知要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一抵達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入
境處便以「無親無故、無地方
住」為由將她拘留。於青山灣入
境事務中心拘留期間，入境處沒
有告知 Yuli 將會拘留多久，也沒
有立即向她提供簽證申請書。

11 月 28 日（拘留第 25天）

入境處通知 Yuli 上訴不果，將被
遞解出境。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的職員强迫 Yuli 撰寫聲明，指自
己因為希望盡快返回印尼，欲撤
銷簽證申請。職員亦再次以聯絡
不上律師為由，不讓 Yuli 見律
師。

同日，Yuli 生病，提出看醫生的
請求，但她要等三天以後，才能
見到醫生。

12 月 2日（拘留第 29天）
Yuli 再次被要求在沒有律師陪同
下撰寫聲明書，表示理解並滿意
入境處遞解自己的安排。Yuli 拒
絕，但最終被迫寫下「我知道並
且了解我被遣返回印尼泗水的安
排，就在今天。我同意今天就飛
往 印 尼。」 上 午 10 時 45 分，
Yuli 被送至機場，並乘搭飛機到
印尼泗水。

12 月 3日至今
Yuli 回印尼後繼續發聲，講述反
送中運動，CIC 入面其他被拘留
者及自己的遭遇。

2019 年初，Yuli 跟現時僱主簽
訂兩年的合約。

9 月初，接受傳媒訪問，談及辦
網媒記錄反送中。9 月 23 日，
入境處上門拘捕 Yuli，原因為
逾期居留。9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Yuli 獲准保釋，期間一直
住在僱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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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 Yuli
被拘留 29 天，
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 
居留權未明者的「新屋嶺」

Yuli 從 11.4 到 12.2 期間，被拘留在惡名昭彰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astle Peak Bay Immigration Center, 
CIC），裡面人權狀況十分堪虞。

香港人被捕最多坐爆 48 小時；但其他人即使冇犯法，只要居留身份未明就可以拉去 CIC。理論上可以無了期扣
留，由幾日到幾年不等！

CIC 話扣押 Yuli 是由於她在港無親無故亦無住處，故不會發行街紙讓她出外。事實係，僱主多次書面向入境處
表明會繼續聘用 Yuli，留港期間願提供食宿。但入境處不予理會，繼續扣押 Yuli。

Yuli 在 CIC 受過的不人道對待 :
無熱水洗澡
病到嘔無人理
無法知道為何不能走、幾時離開
到遞解出境日，聯絡律師不果
受到職員「針對女性的侮辱」
無法有效投訴
被職員逼迫半天，簽名放棄申請工作簽證，被要求刪去「因為等待無了期」、要求寫「滿
意入境處安排」

Yuli 事件是 CIC 惡行的冰山一角 曾有人在不知情下，被入境處誘使簽自願入 CIC 的同意書殊不知裡面係囚犯
式對待，男女分倉，換囚衣攞號碼有女羈留人士試過差點被同倉性侵犯，先爭取到單獨囚禁。

CIC 職員同 Yuli 講有不滿可以投訴，但投訴後就馬上被針對。曾有人在 CIC 中狂寫投訴信、絕食、撼頭埋鐵欄
自殘先爭取到個案跟進。Yuli 見到有人搞到精神失常、佢自己病到嘔都無人理真係唔出奇。

入境處威脅說若不想再被拘留，就要取消簽証申請，Yuli 無奈接受。自己因咩事入去、點投訴、點聯絡外界、
幾時可以走完全唔知道，簽署嘅任何同意書有咩法律效力？ CIC 嚴重剝削羈留人士對人身自由的知情權，Yuli
即日早上才知道被遣返，一句再見都講不到！

在入境處管理下，CIC 的亂象持續近十年，就算冇黑警虐打人，
在公眾監管上，CIC 比新屋嶺更無皇管！
嚴正要求入境署對 Yuli 的案件作出解釋同道歉！
繼續追究 CIC 裡面的人權狀況
等佢地唔好以為無人知、走得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