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檢閱 

任何人類的遷移都有其獨到之處。 不只是安適或顛沛流離中的環境適應，意義與原因也在

變遷中變化。(Each movement of people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Not only do the geographic 

coordinates of home and exile shift, but the meanings and cause of displacement change.  

Papastergiadis, N. ,2000：22) 

從研究問題與目的出發，可發現本研究從現代跨國遷徙的研究脈絡下審視韓

國華僑移民的勞動經驗。然因目前國內對於華僑之研究是以海外華人之主1，對

定居台灣華僑之研究十分有限，涉及勞動議題更是幾希，而韓國華僑之勞動研

究，僅有兩篇，一為學士論文：張春蘭 1979《近幾年來旅韓華僑從韓國移入臺

灣的動向分析(1970-1977)》，另一篇為碩士論文簡珮韻 2004《韓華與永和韓國

街：一個經濟面向的國際遷移調適研究》。因此，本章將對移民的勞動經驗、跨

國遷徙與性別、韓國華僑遷徙簡史與在台華僑勞動經驗之文獻做綜合性的檢閱與

整理，以求對移民勞動經驗主題有通則化理解，再針對台灣華僑勞動有較深入的

討論。 

 

第一節 移民的勞動經驗 

在傳統資本主義思考邏輯下，一般以市場上是否有交換價值將勞動區分為

「生產性」與「非生產性」兩種，也就是正式勞動市場裡的有酬勞動與非生產性

的無酬家務勞動2。若要瞭解夫妻勞動經驗，得扣連公領域之有酬勞動與私領域

                                                 
1中央研究院朱浤源及張存武編(2003)台灣地區華僑華人著述資料目錄(1950-2000)以台灣地區自

1950 年至 2000 年之間，有關華僑華人研究之著述為範圍，蒐集相關的目錄資料共 8623 筆。同

時，為求擴大面向，求其完整，乃依社會科學的概念架構，以文化─經濟─社會─政治為主要類

別，加以調整，以重新分類彙編，提供國內外社會及學界參考。惟其收錄著述資料目錄中可發現

主要為境外華人社會，且其強調實用價值，著述中分學者、專家、官員(行政及立法人員)三類的

作品，故羅列書目裡所指涉的內容，不僅止於純學術，尚有實務方面，韓國華僑書目詳見附件。 
2關於家務勞動的有酬化並不是本文重點，詳細家務勞動有酬化可見林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

女人之戰：女性主義策略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93-151。外籍家務工可見藍佩嘉(2002)
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流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16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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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酬勞動一起看待才能透徹，故本小節將回顧移民有酬勞動與家務勞動之相關

文獻。 

 

（一）有酬勞動 

全球化趨勢下，國際移民現象迅速發展。學界從不同觀點，就移民對於移出

(sending country)及移入(host country)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及其與政府政策管

理、勞動市場狀況等之關聯性進行實證研究。其中，就國際移民對移入國在整體

經濟效益的影響方面，尤其有許多熱烈的討論。在此，將其相關研究摘要如下： 

 

1. 勞動階級 

要檢證勞動市場隔離產生的異質勞動力，階級是一個有用的區分方式，國際

勞動人口的遷徙常產生雙元流動的現象，不僅有低教育程度、低技術移民的移

入；亦有高教育高技術人才的移入。不少相關研究指出，當今移入國對於低技術

移民定居是比較不友善的，相反的，高教育技術人才的國際移民與派遣則普遍受

到各國的支持與接納(Adams，2003；Solimano，2001；Stalker，2000)。在討

論國際勞動力遷徙的經濟面向時，學者普遍關切兩個關鍵性問題：一是國際勞動

力遷徙與當地勞力市場薪資水準的關係；二為國際勞動力遷徙與勞力市場的關聯

性。 

 

(1) 國際勞動力遷徙與當地勞力市場薪資水準的關係 

對於當地低技術移民來說，人們普遍認為，移工的存在會降低當地勞工的薪

資。Johnson(1980：340)發現，大量低技術勞工進入美國勞動市場對於當地低

技術勞工收入有明顯衝擊，Carter & Sutch(1998)也指出，如果移民中低技術勞

工佔大多數，他們將會對其他低階勞工有負面薪資效果。而且如果這些低階移民

聚集在某一地理區，經常會傷害到這個地區的同質性勞工的薪資水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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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onji & Card(1991)、Borjas & Freeman(1992)、LaLonde & Topel(1991)等人

的研究對此提出反駁，他們不約而同地指出，即使有低技術的移民與本地同質勞

工間的勞力競爭存在，這些移民進入勞動市場後，對當地低技術工人的薪資與雇

用所產生的衝擊是非常微小的。 

 

相對地，研究指出，高技術勞工與資本家的收入會因大量低技術移民湧入而

提高(Johnson，1980)。在德國 1995 年家庭抽樣調查資料進行的一項研究報告

中發現，移民湧入對國內高技術工人的工資甚至會提高 1.3%(ILO，2004)。 

 

(2) 國際勞動力遷徙與勞力市場參與率的關聯性 

對於移民造成移入國的總體失業率提高的迷思，Stalker(1994)認為「移民造

成失業率提高」這樣的論點預設一個國家的工作量是固定的，當更多人抵達會稀

釋工作量，造成更多失業，而這犯了勞動力總和的謬誤。人口越多不見得工作量

就會減少。以加拿大為例，任何一種移民所帶來的後續效應不是使失業率變高，

相反地他們創造出更多工作。且 Castles & Miller (1998)、 ILO(2004)、

Stalker(1994)指出，移民會取代本國人，這種論點是預設移民來爭取相同的工

作，但事實上並非全然如此，他們從事本國人不願做的 3D(dirty、dangerous、

demanding)工作或季節性工作。意即在當地勞動市場運作下對於移民/移工的失

業衝擊，是有行業類別的差異。Topel(1973)發現失業通常出現在低技術的勞工

及產業，此與低技術產業逐年減少工作需求有關，且因長期以來的產業升級(自

動化)，導致原先的技術勞工成為被淘汰的低技術勞工，但是低技術的移工仍能

找到工作。對低教育程度的本勞而言，勞工移民具有很強的取代作用，面對勞工

移民的競爭，就業中的本地勞工的薪資也較以往為低(Sassen，1995:94-95)。 

 

導因於產業結構轉變造成的失業，及低技術的產業移民勞動力的投入，致使

當地低技術的產業出現長期失業率增高且薪資下降的現象。失業大多出現在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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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勞工中，說明了勞工移民對本地低技術勞工確實有替代之效果。對技術性勞工

而言，則比較沒有發現這樣的現象(Sassen, 1995: 94-95)。 

 

從移入國來說，他們普遍歡迎與接納高技術人才的國際移民與派遣

(Adams，2003；Solimano，2001；Stalker，2000)。面對全球化經濟態勢下的

全球勞動市場，在用人唯才的狀況下，移入國政府或跨國企業大量聘僱外籍專業

人士或鼓勵這些專業人士移民 (Alarcón，1999；Hardill，2002)。例如：

Alarcón(1999)的研究指出，矽谷本身的特殊產業結構，使其亟需工程師和科學

家，擁有社會網絡的工程師與科學家便得以接近全球勞動市場；Hardill(2002：

111)也指出一個極端的例子：中東的一家醫院裡，員工來自 40 個國家。

Kanjanapan(1995)發現，美國來自海外的合格醫生以印度裔最多，Findly 等人

(1994)研究顯示出，香港醫生經由專業人士移民的條件進入到澳洲、加拿大與英

國。高技術專業人才的流動與行業別息息相關，其中與政府政策的制訂大有關

係，當移入國政府短缺這類專業人才時，對他們大開方便之門，也形塑了高教育

高技術人才在當地的就業結果(Iredale，2000)。也因為如此，高技術移民進入對

當地技術勞工的就業普遍被認為沒有衝擊。 

 

(3) 台灣經驗：在台灣的外籍勞工 

台灣的情形顯示，低技術外籍勞工的引進對同質性勞工會有替代性的影響，

例如在台灣引進外勞的產業中，本地勞工常因外勞的加入而被迫產生內部遷徙，

阻礙低技術本勞往外勞聚集地移轉，即低技術本勞僅能在非外勞聚集地移轉就業

(林季平，2005；藍科正，2001)。對於低階外勞的引進對本地高階人力的勞動

參與是否有潛在的助益，學者們提出不同的看法，因此至今未有定論。另外，研

究亦發現，外籍專業人士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經濟效果高於外籍低階勞工(Lin，

2002；Stalker，1994：51-56；林季平，2005；藍科正，2001；單驥，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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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連帶 

移民通常定居於移民社群，故移民社群與家戶的特色之一，在於社會連帶的

重要性。這樣以血緣、地緣與族群背景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連帶，將人們結合進

信任與相互義務的關係之中，這種強制性的信任感(enforceable trust)在經濟策

略的運用上強調的是集體而非個人，故影響了移民勞動力的釋放與安排

(Portes，1995)。家戶通常會出於集體的考量，而送出家庭的某些成員(通常是

女性)去從事較低薪資的勞動，若透過親戚朋友所介紹的工作，即使個人並無意

願，也會出於移民社群間的強制性信任而接受。這種出於家戶及社群基礎的決定

影響了移民勞動供給(Sassen，1995)。而這種因勞動市場隔離產生的異質勞動

力顯示出不同移民團體會聚集於某些類型產業。對此，Ivan Light最早指出移民

有強烈傾向成為自營商，華人族群自營商比例偏高(Portes，1995)。另有學者也

發現移民有產業族群化現象，這些族群經濟經常有不同形式與規模(Light et al.，

1994)，例如：美國本土廉價汽車旅館老闆有一半幾乎都是印度裔，加州甜甜圈

專賣店有80％為柬埔寨人(Stalker，1994)。Portes & Stepick (1993)發現古巴裔

族群大多數成為自營業者是因為他們向同為古巴裔經營者銀行借貸順利讓其有

資金可以從事自營業。 

 

那麼，移民形成的族群經濟會對移入國勞動市場中既有族群的勞動經驗有所

影響嗎？以美國來說，一般認為新到移民會傷害已在底層的黑人與西班牙裔，但

事實上薪資衝擊是沒有影響或微不足道，因為特定族群集中的特定產業又會自行

衍生演化鏈，亦即演化出類型與價格層次的差異，例如：零售業裡，猶太人佔據

獲利較高的生意：販售較高價的家具、衣服與珠寶；韓裔美人集中指甲、沙龍、

民族美容與低價衣服；非裔美人則從事髮型設計與美容業等(Stalker，1994：

51-56；Lee，1999)。而在台灣，早期原住民因地區產經發展而紛紛離鄉往都市

流動，而有都市原住民產生。根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2)的資料，都市原

住民佔整體原住民 34.79%，且多以營造業與製造業為生，共佔其產業勞動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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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當同職種製造業營造業外勞引進，也對原住民產生替代效果3(衛民，

1998；黃逢明，1998)。 

 

3. 性別 

在工業化國家有著顯著的勞動市場隔離。傳統的性別分工，把女性放置在低

薪、地位較低的工作，而在移民中也常因為傳統性別分工的預設，而強化移工職

業分類(Castles & Miller，1998)。例如：在美國南北戰爭之前，大量來自歐洲的

男性勞工從事農業工作(Carter & Sutch，1999)。十九世紀時，大量男性華工前

往古巴的從事苦力工作，在二十世紀初，則有大量男性職業船員(吳劍雄，1993)。

對於部分研究者而言，男性有其較強的就業傾向，所以其成為流動者的可能性較

大，從事長距離流動的可能性也較大；反之，女性則較不容易成為流動者，一旦

遷移，其距離也較短(Chen，1992；王月鏡，1973；陳肇男，1990)。但是近來

也發現幫傭服務業的成長而使尋求女性移工情形增加 (聯合國，2005)。

Sassen(1995)亦指出，不論從理論或實證上來看，勞動市場顯現出空間及性別

區隔：大都會地區的工作多屬男性勞工，郊區則多為女性的工作；都會區中的男

性多從事為高階專業工作；通勤的距離、通勤的方式、工作搜尋途徑與資訊蒐集

的敏感度上也有性別的差異(Sassen，1995：96-116)。 

 

研究學者還發現，在低階受雇勞工中，企業主偏愛移民女性的柔順、乖巧特

質，造成在員工選擇上會先考慮女性。而學者 Hossfeld 指出：工作薪資越低、

技術愈低，則第三世界移民女性所佔員工比例越高 (Espiritu， 1999)。

Sassen-Koob(1984)也發現：大部份的移民女工都面對著一個性別化的勞力市

場，而多只能從事家庭傭工、娛樂事業、成衣與紡織工廠或甚至性服務等這些傳

統上被父權體制定義為屬於「女性化」的職業。而移民勞動力的女性化

                                                 
3 關於原住民的就業衝擊，其實不能諉罪於外勞引進。原住民本身處於臺灣職業結構底層，加上

營造業的驟減，這都是原住民失業因素(黃同圳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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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huram，2000：429-457；Sassen，1995；Sassen-Koob，1984)，可讓我

們先從遷徙者屬性切入跨國遷徙的女性勞動。 

 

由於人是流動的決定者，人的屬性對流動的發生具有絕對的影響力，因而個

人屬性之差別，常為流動理論形成之基礎。一般來說，對於流動者屬性的討論面

向，不外乎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家庭結構、所得、職業、年資、

以及家人教育程度等。差別流動，即指某種團體或個人，因其具有不同之社會、

經濟、人口等特徵，以致於較其他團體或個人更容易流動。由於不同特徵的勞工

會有不同的需求，自然就會被具備不同條件的工作環境所吸引，表現在人口上就

是不同特徵的勞工會採取不同的行動，也就是人口選擇性(population selectivity)

的發生 (廖正宏， 1985)。Miller(1967) 強調人口流動為一自我引導過程

(self-generating process)，並指出個人屬性在流動研究上之重要性。換句話說，

所謂流動的差異性是指流動並非隨機地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而是指有某個人口

特徵的人群比其他人群的人更容易流動(林莉芳，1985)。據 Standing(1975)的主

張，即使人類遷移行為可以用理性決策來了解，選擇性的遷移指出某些人比其他

人較容易移動；或者反過來說，無論就業機會如何分布，某些人比其他人更不容

易移動。同時他也指出，選擇性遷移中最重要的規律為性別、年齡別及教育程度

的流動。在形塑移民女性勞動參與的因素中，學者歸納出以下幾點： 

 

(1) 教育 

有些學者採用人力資本理論與人口選擇性來探究美國各種族女性的勞動參

與力，發現教育是影響女性勞動參與力最顯著因素；西班牙裔女性是美國各種族

女性中教育程度最低，獲得工作比率也最低；亞裔女性教育程度最高，獲得工作

比率也最高(Glass，1992；Schoeni，1998)。從這裡我們可以得知，教育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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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力資本4與人口選擇性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且教育與移民女性的勞動參與

有正向關係，高教育程度者獲得雇用機會比低教育程度者大。不過相關研究進一

步指出，除了教育因素外，移民女性勞動參與率還牽涉到其個人語言能力、技能、

家庭條件與其他結構性因素(Greenless and Saenz，1999；ILO，2004)。例如， 

Raijman & Semyonov(1997)的研究發現：移民女性與當地出生女性相較之下有

較高勞動參與率。 

 

(2) 家庭社經地位 

移民女性抵達移入國後，若是其丈夫失業或是所賺的錢不足以維持家庭經濟

開銷，這種家戶開銷的需求會迫使女性考慮外出工作，藉著她的收入，提供維生

或補充的作用(Moon，2003；Morrison，Guruge & Snarr，1999；Stier & Tienda，

1992；Tienda & Glass，1985)。且由於她們本身教育程度有限、英文程度尚可，

工作技能有限，大都只能從事低薪工作 (Greenless & Saenz，1999)。在

Long(1980)研究中也提及，墨西哥移民女性抵達美國後，要是丈夫工作機會很

低，她們大都得離開家到外面找工作，而她們大部份從事低技術、低薪資的工作。

5 Espiritu(1999)也指出大量的亞洲移民從事自營業(self-employed)，這類小本生

意既勞力密集且十分競爭，女性的長時間參與使得家庭企業可以發展並生存。 

 

(3) 婚姻狀況及家庭週期 

若是家中有小孩需要照料，尤其是年幼的小孩，會降低女性的勞動參與率。

相反地，當家中小孩年齡較大了，足以照料自己並且能分擔家務，這時候女性會

重回就業市場(Moon，2003；Read，2003)。 

 
                                                 
4 Schultz(1961)把人力資本之內涵分為：教育、工作經驗、健康保健、遷徙等四個部分。其中前

三項為累積人力資本的途徑，而遷徙則是於人力資本存量既定情形下，個人追求效用極大目標，

所做工作地點、工作性質與工作選擇等的抉擇(王德睦，2001)。 
5 轉引自 Guruge & Snarr(1999)，墨西哥移民女性在 1950~1980 年代約有 60%從事低薪、低技術

的操作和服務性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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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 

比較少受到實證注意的是文化同化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對女性勞動參與的影響(Hazuda et al.，1988；Read，2003)。根據

這種觀點，較能接受美國文化價值的女性有比較高的勞動參與率，相對地，那些

維持移出國的傳統女性角色期待的女性，勞動參與率就比較低。即使在美國本土

出生的阿拉伯裔女性和美國本土白人女性出生率一樣，阿拉伯裔女性在美國各種

族中勞動參與率是最低的，影響其就業原因之一即是文化因素。回教傳統性別角

色，希望女性待在家中，處理家務。姻親彼此之間的聯繫更強化了女性傳統角色，

例如：姻親會召集所有女性，一同為家族所有成員準備回教的傳統餐點(Read，

2003)。而王宏仁(2001)研究台籍先生的越籍配偶勞動與家務分工情形發現，丈

夫普遍認為老婆的薪水是「私房錢、零用錢」，而希望她們扮演專職的家庭主婦，

照顧好家人和家務，這與我們傳統文化對性別角色期待有很大關係。中國、日本

和韓國深受儒家倫理影響，家庭是最主要的運作單位，家庭的延續、和諧及團結

是最重要的。孝道是家庭內的首要行為準則，而順從也是行為的指標，「在家從

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社會對女性的傳統要求。個人的生命並不是獨立的

個體，而是其家庭「命脈」的一個環節而已，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的終極目的，便

是延續並光大家族的「命脈」(黃光國，1988)。而李美賢(2003)研究越南配偶也

發現：她們內化傳統性別文化，使她們能夠忍受異常的痛苦〈生產之痛〉，而且

不論已婚或未婚，女性工作時間都較男性更長，負擔照護和生產的各種責任，一

天到晚像陀螺一樣轉個不停。 

 

Morrison，Guruge & Snarr(1999)研究加拿大多倫多的 Tamil 女性移民指

出：當女性從一個高度父權制社會移動到父權相對鬆動的社會，意識變化是鐵定

存在的。本研究想進一步關心的是：台灣的性別角色期待是鬆動的嗎？Lee & 

Hirata(2001)認為台灣教育程度比較高的已婚婦女對於職業態度比較積極，婚後

不離職的比例逐年升高。這種情形比日本、韓國明顯，這顯示出台灣民眾對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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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期待」有所改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移居台灣的女性其國籍、階級不同的

問題：移民女性在移入國的社經地位劣勢與其移出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階有

關，來自低度開發國家女性相較於來自工業化國家女性，前者將面對較多的勞動

市場不平等(Raijman & Semyonov，1997)。當我們思考跨國女性性別角色期待

是否因跨界流動而改變，這個層面問題也應考慮進去。 

 

從上述相關文獻檢閱，我們可以發現在全球化下，移民本身的條件以及國家

疆界的管理使得移民的有酬勞動呈現出二元的現象，有高技術的專業移民，也有

低技術的移民，分置在移民光譜上。而移民對移入地區有酬勞動市場的衝擊，會

因產業、技術層次與地區的不同而有不同結果。一般來說，低階移民對於同性質

勞工會有取代效果，專業人士得利於補充效果。另外，現有研究在外籍移工對本

勞薪資的影響方面，出現不一致的結論。對低階本勞而言，有研究指出外勞會造

成負面效應，有研究亦辯稱此負面效應極小。對高階本勞而言，外勞的進入常會

提升其薪資水準。相關研究亦發現國家政策、性別、族群、國籍、教育都會影響

移民能否進入這個勞力市場以及其所佔據的位置。至於移民女性，若來自發展中

國家，可說處於更劣勢的位置，以致於陷落於父權、性別、族群、婚姻狀況與家

庭週期、文化多重的壓力交織成的就業網中。但弔詭的是，來自發展中國家的移

民女性所深處的多重劣勢，反而使其較易獲得勞力密集產業中的企業在雇用上的

優勢。 

 

（二）無酬勞動 

在探究移民對勞動市場衝擊與移民的勞動特質時，不可忽略移民女性在公領

域的無酬勞動，例如自營業裡的老闆娘(Espiritu，1999)。其實在一般社會中，

女性也常扮演這種不計工時，乃至照顧事業及家庭各環節的角色(高承恕，1999；

呂玉瑕，2001)。此外，私領域無酬家務勞動有助於另一半在職場上成就，亦常

隱而未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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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社會中的家務勞動 

在 1970 年代中期開始，學者開始關注無酬的家務勞動，當中

Hochschild(1989)的 The Second Shift 這本書裡對此有傳神的描述與分析。她指

出美國現代婦女被夾在「進退兩難的改革」中，下了班後她們不得閒，還得進行

「第二班」，面對做不完的例行家務與孩子的照護，僅有少許的另一半會一起分

擔家務，許多職業媽媽超時工作並且過度疲勞，惟有忽視內心的聲音，才能把日

子熬下去！學界解析兩性家務分工，通常採用下列幾種理論： 

 

(1) 相對資源理論 

相對資源論指出，夫妻權力關係是導致今日夫妻家務分工的主因。在夫 

妻關係中，權力結構通常展現在對彼此不同程度的依賴，尤其是相對經濟資源上

的掌握。當女性擁有的經濟資源稀少，就得以服從或家中勞務方式來換取生活的

保障(蕭英玲，2005)。學者依據該理論檢證兩性家務分工時，常採用社經地位(相

對收入、階級與教育程度)之相關變項，以代表夫妻相對資源並進行比較，其結

果紛歧不一。例如，相對收入理論指出，妻子收入對家中經濟貢獻越大，家務分

工越平等 (Coltrane，2000)。但是 Hochschild(1989)個案中卻並非如此，收入

高女性還是得從事較多家務。另外就「階級」來說，Wright(1992)分析美國與瑞

典兩國的資料，認為階級不會影響其家務分工；但 Baxter(1997)利用與 Wright

同樣的資料卻產生相反的結果。Iwama(2005)發現階級不適用解釋日本社會的雙

薪家庭家務分工。而張志堯(2003)研究台灣社會亦發現階級差異會影響家務分

工：資產階級組合的夫妻，男性家務分工參與率最低。 

 

國內學者認為相對資源理論足以解釋家務分工不平等現象，當女性教育程度

提高、進入就業市場都會使她們在家中地位有改善(陳玉華、尹慶春、呂玉瑕，

2000；呂玉瑕、尹慶春，2005)。也就是說相對收入、階級與教育程度這三者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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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間有交互影響作用力，不能單看何者比較有解釋力。 

 

(2) 時間規範理論 

Becker(1991)在《家庭論》(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提到，家庭成員會

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時間做最有效率的應用。在實證上常用工時長短來檢證家務

分工，結果發現不一，蕭英玲(2005)指出女性工時長，男性參與家務時間會變多，

但在 Hochschild(1989)的個案中，職業婦女工時長，男性參與家務時間卻不見得

較多。饒負興味的是，男性一旦超時工作，其參與家務時間就會變少，此種現象

在各國皆然(Iwama，2005；張志堯，2003)。 

 

(3) 性別角色論 

性別角色論指的是男性、女性已經學習到並相信的一套男性、女性的適當行

為(South&Spitze，1994)，這也是常被提及的性別社會化。當一個社會強調「男

主外，女主內」，女性「顧家」是她的責任，這種被教導的意識會深深指引她的

行為，女性也從事比較多的家務。例如，Iwama(2005)指出性別角色對於日本社

會雙薪家庭家務分工有解釋力。也就是說當雙方越有平等性別角色觀念，先生參

與家務分工越多(呂玉暇，1983；呂玉暇&尹慶春，2005；李宜靜，1989；Greenstein 

1996)。而家務分工的項目也因性別也所不同：男性相較於女性，其家務分工有

這些特質(研究者整理自唐先梅，1996；Hochschild，1989)： 

 非每日例行性，可以計算出何時開始與結束：例如為汽車換油、修

理家電 

 時間短暫：例如倒垃圾 

 作自己較有意願的工作：例如帶小孩去戶外、公園與動物園 

 

不管是從家務分工項目或家務所費時間切入研究，大多數的相關研究都採用

量化方法且受制於有限的理論。唐先梅(1996)採用質性分析方法，試圖彌補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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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足。研究結果發現多數家庭裡家務工作還是以妻子為主，先生為輔；另外，

也有發現有些家庭以兩性專長、個人家事標準來從事分工。令人遺憾的是：不管

是國內或國外，量化或質化，都顯示出家務分工的不平等是如此真切地存在。移

民夫妻的家務分工情形又是如何呢？他們的勞動經驗是否會因遷徙經驗而產生

改變呢？ 

 

2. 移民家庭的家務分工 

關於移民工作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在工作與家庭生活關聯的資訊仍顯不足。

對於家務勞動零星分散於文中，西方學者著重於以「性別」與遷徙來解析移民家

庭或社群裡性別權力重新協商的問題 (Grasmuck & Pessar ， 1991 ；

Hondagneu-Sotelo，1994)。理論上，女性經濟上提升，對於家裡有實質貢獻，

可以向其先生協商爭取更平等家庭決策權和家務分工。實證上是如何呢？ 

 

Espiritu(1999)在研究亞洲移民中不同職業型態對性別關係的影響時發現，

紐約地區的台灣和韓國專業移民有較多的男性參與家中勞動，有較平等的家務分

配，主因是夫妻之間所得差距小，但是這個專業移民階級裡也有相反情形，當種

族歧視影響男性的職業安全，對家庭帶來壓力，此時，亞裔職業婦女將會接受傳

統上男尊女卑的家庭系統，因為他們需要先生的收入與維持一個完整的家。自營

業女性面對惡質的競爭環境，必須長時間工作，但也沒有削減女性對於家務分工

的責任。一般受薪勞工家庭，女性的性別角色轉換較大，她的經濟角色上揚並負

起家中經濟重任，不過並未重新建構家庭體制，傳統家庭分工沒有改變。

Moon(2003) 以深度訪談法訪問 30 位中產階級韓裔美人，研究二代中產階級韓

裔美人的母職與遷徙，研究發現三條件：(1)是否有親密女性親戚的支援；(2)女

性收入是家中關鍵財富來源；(3)男性修正自己父權觀點與實踐的意願下，移民

家庭的性別分工將會改變。不過，她也提到女性的敏銳度(acumen)與否也會影

響家庭中的性別分工。也就是說男性是否願意修正自己父權觀點與實踐的意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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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移轉的可能條件。若男性固守僵化的移出國文化意識，女性轉變家中勞

務的方法就透過衝突來實現(Espiritu，1999)。 

 

Pessar(1999)研究多明尼加移民女性其薪資工作與性別關係時發現，儘管勞

動市場裡有性別不平等現象在，美國的移民女性受雇者與男性相較下，一般說來

有較大的個人自主和獨立。女性獲得薪水以維持家庭生計，使她們可以控制家庭

開支和家庭事務的決定，同時，也使得她們可以要求男性幫忙家務瑣事。她們在

家庭層面上重生(reproduction)，其他層面如工作場合、社群，性別主從關係仍

維持。也就是說女性經濟地位提升不必然帶來其他地位的提升(Lim，1995)，也

不見得可以促使夫妻家務勞動的轉變。 

 

Dona & Ferguson(2004)其研究中利用配偶遷徙順序把移民家庭加以分類

6，發現不管是分隔(split-household)家庭、聯合(joint)家庭或單身漢(bachelor-first)

家庭家務勞動大都由他們的母親7擔當。尤其單身漢家庭裡，夫妻兩者年齡差距

大，妻子因對環境也陌生，高度依賴丈夫，所以丈夫可以維持先前的權威，不分

擔(協助)家務，即使丈夫的職業是家務工作，廚師，他們不會協助家中的煮飯或

打掃。分隔家庭與單身漢家庭中的妻子也有公然反抗父權的例子。這些抵抗都是

要承受暴力的代價，但家務分工的狀況並沒有因而改變。 

 

而從這些遷徙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性別關係會被結構性條件影響(地理、

經濟需求與資源)，當移民過程，家庭需求與資源改變，每個性別的責任、指派

內容也會改變，導致傳統性別模式的爭端以及權力關係的重新協商。而權力關係

的協商是否會影響家庭內的家務分工，學者研究並沒有出現定論，惟其中共同一

                                                 
6 Dona&Ferguson(2004)依照配偶遷徙順序將華裔與日裔移民家庭分成三類： 1.單身漢

(bachelor-first)家庭，指的是夫妻中，先生移民美國時為單身，後來再回到移出國娶妻，妻子再

到美國與其聚合。2.分隔家庭(split-household)：先生先到美國工作，之後妻子與小孩再到美國聚

合。3.聯合(joint)家庭：夫妻兩人一起移民到美國。 
7 Dona&Ferguson(2004)研究中是訪問 21 位這些家庭裡的女兒，故這裡出現「母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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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關鍵點在於：男性是否願意修正自己父權觀點與實踐的意願，且有些人都要付

出抵抗的代價。而 Moon(2003) 還提及是否有親密女性親戚的支援也會影響家

庭中的性別分工。藉著檢視結構因素與個人微觀層面，都有助於我去瞭解韓華夫

妻移民生活的真實家務勞動情形。 

 

第二節 跨國遷徙與性別 

為何跨國遷徙要把性別議題帶進來呢？學者發現過去跨國遷徙常忽略「性

別」的作用力，將女性當成無聲的附庸者，或將其視為男性的依附者(Delaet，

1999 ： 1-10) ，但實際上女性在現代的遷徙潮流上常佔有數量優勢。

Morokvasic(1984)提出移居者也是女性(“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帶

動女性移民研究風潮(Donato，1992；Morokvasic，1984；Kofman，1999；

Pedraza，1991；Simon，1992)。遷徙研究若將女性排除，立場會很薄弱

(Harzing，2001；Pessar & Mahler，2003；Hondagneu-Sotelo，1994，曾嬿

芬，2004)。曾嬿芬(2005)提出從 Merton 策略性研究素材概念來討論移民社會學

與性別社會學的接合，策略性研究素材指的是：許多知識發展是以解釋或詮釋新

的經驗素材回答舊的重要問題，並進一步為舊問題找尋出新重要的方向，因此移

民社會學與性別社會學的緊密結合，可以系統性凸顯出台灣社會中舊有的問題，

並凸顯出新的問題。學者認為性別與跨國遷徙結合的重要性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 凸顯出性別差異 

在研究跨國遷徙時帶入性別的考量，可以突顯女性在移動過程中不同於男性

的特質與情形(Harzing，2001；邱琡雯 2005:30)。Hondagneu-Sotelo 是第一個

採用性別理論研究遷徙的學者，他指出：「性別不只是一個測量的變項，而是一

組組織遷徙模式的社會關係。現階段的任務，不是去證明移民到美國女性的存

在，也不是拿詢問男性移民的相同問題去問這些移民女性，而是開始檢證性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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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幫助還是限制了男性或女性的遷徙與地區。(Hondagneu-Sotelo，1994：3)」

一般說來，在研究跨國遷徙時，性別總是被簡化成一個變項，忽視「性別」應被

瞭解為同時發生的建構(structure)，也就是說它形成制度化社會關係的格構

(lattice work)，性別已經鑲嵌在制度內，而結構化的因素制約性別關係，並加之

於意識型態之上。生活的主要範圍－性關係、家庭、教育、經濟和國家－都依據

性別原則組織，其性別原則透過衝突的利益、父權及特權展現(Pessar&Mahler，

2003)。「建構」本來是一個充滿動態的概念，性別的形成不是什麼命定的而不可

改變的事，而是歷史的、社會的、文化的過程，是可以介入的、可能被改變的、

因此也是需要時時刻刻爭取的。性別的意涵是複雜的動態過程，因此，在研究性

別與遷徙的關係時，有必要打破當前遷徙實證研究把性別視作簡單二分法的觀

點。 

 

而在學界發現性別差異的存在後，學者建議將國際遷徙中性別的概念重新建

構與界定，並與經驗現象做對話。例如 Lim(1995)提出發展有關國際移民女性地

位的概念，必須要透過與女性地位脈絡依存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機構等多重面

向來加以分類，才能精確分析女性的國際遷徙地位。Kofman(1999)提出理論模

型以解釋歐洲移民女性遷徙經驗時，指出遷徙理論需要承認帶入性別後的多樣

性，包含國家、歷史、經驗以及進入的狀態，以及隨時間演變的動態變化，例如

移入國(host-country)的歷史、處理女性移民的經驗、女性移民以何種方式進。

而 Kanaiaupuni(2000)則從 1991~1992 墨西哥田野研究發現女性遷徙經驗不同

於男性，認為性別應被視為一種不同的理論基礎，而非僅是移民關係中的一個變

項而已，進一步將性別帶進遷徙決策理論中重新再議。Harzing(2001)透過性別

研究系統性觀念研究遷徙過程的關係，也使得我們意識到移民決定並非單線面

向。不管過去或現在，跨國遷徙系統內移工展現出形塑他們的不僅是全球化資本

主義，還有大家熟知的全球化參與者：移民自身。而他們展現出多層次的性別功

用，決定了他們移動後的跨國社群。也由於他們依賴自身不同性別的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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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選擇了最有利的全球化勞動市場。在這些跨國過程中，不管是當地或全球的

層次，女性通常都是決定性的行動者，她們進行著日常工作事務並協商性別化的

策略與抉擇。 

 

(二)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性別與遷徙的結合研究上又面對什麼困境呢？ 

曾嬿芬(2005：8)指出台灣移民社會學限制有兩點：理論化的瓶頸與方法論

的國族主義。在性別與遷徙的議題中，前者理論化的瓶頸上意指：國內研究多半

採取「遷徙與女性」的研究取徑，比較忽略性別關係的結構觀點，以致無法深入

瞭解性別作為一個「社會體系」如何影響影響遷移者的遷徙過程。例如大部分對

外籍配偶的研究只研究女性移民，不研究台灣男性配偶。同時也缺少性別作為遷

徙機制過程的構成因素之討論。後者在方法論的國族主義限制上的表現：是研究

者忽略跨國主義觀點，亦使研究者傾向關注於婚姻移民而較少研究移工。 

 

 因為受到這些文獻與質性研究課程的啟發，在我研究跨國遷徙的韓國華僑其

勞動經驗時，研究對象將同時訪問男性與女性。我在此研究中，將試圖探究家庭、

性別、跨國遷徙與勞動經驗之間的關連性。要探究韓國華僑夫妻的勞動經驗，得

先對於他們的跨國遷徙的歷史有所瞭解，將在以下做簡要的相關文獻回顧。 

 

第三節 韓國華僑遷徙簡史 

關於韓國華僑在於韓國遷徙史之分期，研究者分法不一，一派分為三階段(康

恩誒，200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秦裕光，1983；簡珮韻，2004；許庚

寅，2005)。另一為韓國學者Cheong(2002)將其分為七階段8：定居階段、擴展

                                                 
8 Cheong(2002) 的韓國華僑遷徙始分為七階段：1.1800~1900 定居階段，以貿易商最多，

2.1910~1920 擴展階段，華僑與日貿易商競爭。科技改善應用在種洋白菜、輪船業務，3.1920~1935
第一次繁盛期，中國持有 35%的韓出口市場，華僑主要為絲貿易商，4.1935~1945 消沈期，因為

日本政府殖民韓國，對於華僑採取限制政策。而日本刻意製造萬寶山事件，使得華僑與韓國產生

信任問題，造成華僑與韓國相處產生嫌。5.1945~1955 第二次繁盛期，華僑趁著韓政府建立之前

的空隙，抓住先機，扮演關鍵貿易商角色連接香港、澳門、上海與韓國(仁川、斧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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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第一次繁盛期、消沈期、第二次繁盛期、停滯期、恢復期，而本研究採用

1910 日本殖民之前、日本殖民時代與大韓民國成立迄今三期分法，且本小節慮

及非本研究之主軸，故在綜合上述學者與文獻資料後，簡要整理如下。 

 

(一) 1910日本殖民之前 

中國人遷徙到朝鮮歷史可以追溯到司馬遷《史記 朝鮮列傳》的記載，主要

說明朝鮮國王為燕人滿，朝鮮境內有已經不少中國人。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略屬真番、朝鮮，為置吏，築鄣塞。……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但是大量中國人遷徙到韓國則是十九世紀末，日本覬覦朝鮮已久，從清代開

始動作頻頻。那時朝鮮政局腐敗，也認為自己勢力單薄無法應付來自日本的傾

蝕，於是轉向清朝求救以期達到制衡日本的效果。1882年6月朝鮮發生「壬午軍

亂」，朝鮮向清朝請求救援，清朝派了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與北洋水師提督丁汝

昌領軍四千人、軍艦三艘，商人四十餘人、商船兩艘到南洋灣給與支援。爾後，

兩國更締結貿易相關章程，增加華商來往兩國貿易的便利性。 

 

 另一方面，1900 年(光緒 26 年)清朝因為慈禧縱容義和團進京，八國聯軍以

保衛各國國民為藉口動武，華北地區進入失序狀態，四處產生內亂，也造成不少

人移往朝鮮。  

 

在這個階段，移往朝鮮人口裡以山東籍最多，職業方面從商者最多，在搭配

了來自清朝支持的外緣因素，這些「清朝商人」(即日後的韓國華僑)經濟力雄厚，

市場佔有率高達82％。在日人未永純一郎1893 年的報告書中也提到︰「大部份

                                                                                                                                            
爾)6.1955~1990 停滯期，韓國對外國人採取不利政策，促使很多華僑做遷徙，1960 年代中期大

量華僑離開韓國，有錢、年輕者往美國、澳洲；年老者往台灣 7.1990 以後～迄今恢復期，冷戰

結束、韓國經濟危機解除，吸引華僑回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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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及商權已全部控制於華商之手」(康恩誒，200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秦裕光，1983；許庚寅，2005； Cheong，2002)。 

 

(二) 日本殖民時代(1910~1945) 

到了1910年，日本逼迫韓皇簽訂「日韓合併條約」，韓國由日本總督治理韓

國進入被日本殖民的時代(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初期，韓華雖失去清朝與朝鮮的重商政策的保護，商業活動還是保有其活

力，韓國朝鮮銀行1914年經濟年鑑：「留韓華僑在舊韓國時代時是其全盛時期，

掌握著雄大的經濟實力，當時韓國政府傳統地採取事大主義的外交，對於中國另

眼看待，因之一般韓國國民，也就受著影響，把華僑看作為大國國民，華僑因而

極為活躍。」(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1920-1921年，山東、江蘇、安徽省發生大水災，引發另一波往韓國移民浪

潮，這一波抵達韓國的人口職業別大多為農夫。從表2-1也可看出從事農業人口

變多，甚至獨佔蔬菜市場，由仁川、富山供給到韓國各地。工業方面，華僑善用

韓、日沒有時間管轄的縫隙發展金屬工業、襪子工業。 

 

表2-1 1911~1922年韓國華僑在韓國務農人口成長趨勢 

年 務農人口數 

1911 1521 

1922 5322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康恩誒，2003，《韓國政府的華僑政策》 

 

至1928 年之後，日本欲掌握韓國經濟，日本與韓國華僑的關係從協力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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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日本開始對華僑採取限制的措施，例如對於華商進口的綢緞與麻布，採行

重稅制度，由百分之十的關稅提高到百分五十，但是這樣的禁令卻無法阻止韓國

人向華僑購買來自中國的綢緞與麻布，於是日本採取更激烈的手段禁止進口綢緞

與麻布。華僑不得已情況下只好轉向餐飲業謀生。 

 

這段期間日本對華僑也極盡壓迫手段：經濟上全面封鎖外，又在1931年製

造萬寶山事件，韓華經濟基礎可說被摧毀，這樣的壓制也造成一些華僑選擇回流

東北。不過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內亂不斷，1937蘆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

又造成不少人遷徙到韓國，據統計到1942，華僑人數已達8萬人左右。 

 

(三) 大韓民國成立(1945～) 

1945年日本無條件投降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軍與俄軍以北緯38度

線為界而分裂成南北兩國。1948年8月南方正式獨立為大韓民國。在1945年～

1948年這三年中，韓華掌握住韓國百廢待舉的時機，貿易上，大量入超食品和

原料，據韓國銀行估計：「在龐大的對華貿易中，華僑資本約佔七成，韓商資本

約佔三成。」朝鮮1949年經濟年鑑亦可看到這樣記載：「華僑重新建立了他們的

經濟基礎，形成了在韓華僑史上曠古未有的經濟勢力。」若以1947年鑑統計，

對華貿易輸入九億四千一百二十六萬九千四百三十四元圓，可看出當時華僑資本

充裕(康恩誒，200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秦裕光，1983)。 

 

不過韓國華僑的生意榮景招來韓國政府注視，開始對韓國華僑採取各種限制

性政策以維護其自身國民權益。 

 

1. 貿易： 

(1)「封鎖政策」，1950年韓國第一任大統領李承晚利用「韓華會壟斷韓國 

經濟」的理由羅織華商罪名，導致五、六十人入獄，並將全部倉庫庫存沒收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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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6月25日韓戰爆發，華僑損失估計達三十億以上(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經歷這些浩劫，韓華轉往餐飲業發展，貿易方面規模大為縮小，例如中醫中藥、

土產店等。 

 

(2)「貿易法」第八條規定，外國人若要取得貿易權，得經工商部長官許可； 

但是韓國人只需向工商部登記。不少華僑只得採取變通方式，委由韓籍友人登記

方得營業。而根據訪談者表示，韓國人就如鳩佔鵲巢一般，將公司據為己有事件

司空見慣。 

 

2. 貨幣 

1962年6月韓政府進行貨幣改制抑制通貨膨脹，華僑被限制兌換的金額，致

使現金變垃圾。 

 

3. 歸化 

根據韓國「國籍法」，若要取得大韓民國國民身分，有兩種模式，其一為屬

地主義，也就是在韓國當地出生，另外途徑為由外國人身分歸化，華僑在大韓民

國政府的認定中，屬於外國人9，這種不合理的差別待遇，也阻撓他們歸化之途。

在韓國國籍法中，外國人歸化之條件如下︰ 

(1) 在韓國有五年以上的住所。 

(2) 二十歲以上者，按照申請者的本國法判定有行為能力的人。 

(3) 品行端正者。 

(4) 具有可維持生計的能力和技能。 

(5) 無國籍，或取得韓國籍後六個月內要放棄原國籍。 

                                                 
9從韓國國籍法來看，韓華若是在韓國出生可以依照屬地主義拿到大韓民國的國籍，但是依照訪

問二十位受訪者，他們皆表示韓華在韓國隸屬於華僑協會管理，大都拿中華民國國籍，再由韓國

政府發給 F1~F5 不同權利等級的居留權。而 Cheong(2002)，簡珮韻(2004)等研究中也表示，韓國

華僑在韓國持中華民國護照佔絕大多數。 

 27



 

當外國人擁有上述這些條件，加上法務部主管許可後可歸化成韓國籍

(Cheong，2002；康恩誒，2003)。從這些條件可看出箇中蹊蹺：由於品行端正、

可維持生計的能力和技能這些解釋權掌握在法務部官員手上，因此對於外國人是

否能歸化成韓國籍，法務部有操弄的空間。 

 

從上述的文獻資料，我們可以發現：在 1970 年代韓華向外遷移後才有較明

顯的趨勢，以 Lee(1966)「推－拉概念」來做初步分析，韓國政府的差別政策多

數韓華選擇離開韓國的推力，這種鮮明的不平等待遇使得他們處境困難，生活處

於劣勢，促發華僑產生向外移動的念頭與動機。 

 

另外根據韓國法務部的統計：華僑人數至 70 年代只剩下 2 萬多人，80-90

年代末移民逐漸增加，每年約有 2-4%的華僑左右移民到海外，換算後約有六千

名的韓國華僑離開韓國(韓國華僑經濟人協會，http://www.kcba.net，2005)。 

 

很多研究移民的學者都認為華僑生活的不幸是由於韓國政府的政策壓制，促

使華僑離開韓國，再次從事跨國遷徙(秦裕光，1983；康恩誒，2003；張春蘭，

1979；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簡珮韻，2004)，但韓國學者 Cheong(2002)

認為華僑本身旅居心態才是關鍵因素。究竟是否為各自種族中心主義作祟，導致

不同的結論。關於這一點，因非本研究目的，故有待學者進行後續辯證。  

 

第四節 台灣地區華僑的勞動經驗 

台灣地區華僑勞動經驗，由於官方統計資料僅對華僑之入出境作個人資料簡

單的登錄區分，並沒有追蹤後續之發展，因此國內缺乏來自官方華僑的勞動統

計。至於國內針對此議題之相關研究：僅有三篇論文，兩篇為韓國華僑，一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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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華僑，且他們針對的是有酬勞動市場表現，若嚴格區分出針對勞動經驗的文

章，也僅有簡佩韻一文，從他們研究可以發現： 

 

（一）韓國華僑 

張春蘭(1979)採用問卷調查法利用訪問了 30 戶韓國華僑。以限制性問卷為

主，重要問題添加幾個開放式問題。問卷內容包含；四大部分：遷徙動機、遷徙

經過、與原居地的聯繫及目前生活狀況。在目前職業狀況，從事百貨業比例最高

為 27%，抵台後迄今尚未有工作者有 23%。比較遷入者現在職業和在韓國的職

業相異處：在台灣大部分經營百貨業；在韓國則大都經營飲食業，就算從事同樣

的飲食業，其經營方式和烹調的方法或種類都不同。至於對現在職業狀況的滿意

與否：從有職業的回答中統計而得，78％的人對自己現有的職業相當滿意，另

外 22％的人對自己現有的職業並不滿意，想改行往百貨業和飲食業發展。另外，

就收入狀況而言：以受訪者的家庭為單位，比較現在的收入和在韓國時的收入，

一樣者占 40％，較少者也占 40％。 

 

簡珮韻(2004)利用半結構式問卷訪問了永和中興街 24 個店家，她認為韓華

回台後，在謀生的過程中，得利於 1987 年政府法令制度的支持促成了成衣產業

的熱絡，使得韓國成衣遍及全台。在台灣喜愛舶來品心態下，韓華透過其在韓國

之網絡關係，使韓國成衣大量地進入台灣市場之中。1980 年代末的永和韓國街

(中興街)，不僅為全台唯一的韓國成衣批發中心，其服務圈(散貨圈)更遍及全台

(包含澎湖)與金門。而原為台灣內銷成衣批發市場的松山五分埔、台中沙鹿、萬

華、台南市、高雄市等地，也在台灣成衣競爭力減弱之下，遂轉向永和韓國街(中

興街)批貨。故韓華的回台，亦扮演了韓國成衣流通於台灣市場的先鋒角色，也

可說是今日韓國成衣普遍全台的創造者與奠基者；而韓國成衣在台的拓展，同時

也有助於韓華的在台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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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緬甸華僑 

翟振孝(2001)在中華緬甸歸僑協會贊助下，1994 年在中和緬甸區進行田野

調查，一共訪問了 103 人，其中男性 41 人，女性 62 人，其研究主題為中和緬

華移民的族群構成，主要探究其遷徙經驗與認同，職業類別僅是其中一小部份。

他的研究發現：緬華有聚居現象，找工作透過親友網絡，其中以從事製作業的操

作性技術人員最為普遍，1996 年之統計資料，中和某電子工廠第一生產線上作

業員有兩千人左右，其中緬華就有 600 多人，佔了三分之一。其次，回台升學

的僑生定居台灣者職業為教師、醫師也為數不少。再則，有二十多家自營業者。 

 

 從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在台華僑勞動經驗之研究十分稀少，並僅限

於有酬勞動的討論。再則當中有些研究年代已經隔了十年以上，無法反應現況。

移民研究指出，在移入國(host-country)不同族群及社經背景的移民其社會流動

存有差異 (Portes，1995)。因此，對在台韓國華僑勞動經驗的瞭解，有重要及

特殊的學術價值意義。 

 

第五節小結 

透過檢閱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的新趨勢促使跨界移動更為頻繁，

複雜經濟層面上產生雙元流動的現象，遷徙者各自帶著擁有的屬性與資本(性

別、教育族群、國籍、文化等)，在國家疆界規約下啟動各自的遷徙曲。接收國

所擔心的失業率與薪資水準效應，在實證研究上：低技術移民勞工將排擠到同質

的本地出生者。而移民女性若來自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女性，將更處於更劣勢的

位置。 

 

遷徙過程會使傳統性別模式產生爭端與權力關係的重新協商，但在家庭內家

務分工上，研究並沒有出現定論，惟其中共同一致關鍵點在於：男性是否願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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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己父權觀點與實踐的意願。且把性別帶入跨國遷徙研究中將有助於打破簡單

二元男女的區分，瞭解到性別結構化的制約。 

 

而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性別與遷徙的結合研究上面對理論化的瓶頸與方法論

的國族主義之限制。肇因於國內研究比較忽略性別關係的結構觀點，也缺少性別

作為遷徙機制過程的構成因素之討論，亦受方法論的國族主義限制：致使研究對

象只研究婚配中的女性移民，不研究台灣男性配偶。同時也較少研究移工與移

民。對於台灣地區華僑之遷徙研究更是幾希。而對於勞動議題之研究也多侷限在

有酬勞動的表現上，忽視了有酬勞動與無酬勞動之間的連動。 

 

Portes(1987:53-54)曾提及：當前理論並沒有要試圖包含國際遷徙的全部過

程，但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面向上。10而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跨國遷徙的

議題牽涉到國籍、種族、階級、性別這多種面向上，彼此之間又有著交互作用，

已經不是特定面向就足可洞悉，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韓國華僑夫妻勞動經驗時，將

會注意這遷徙動態的種種作用力。也因為受到這些文獻、學者與質性研究課程的

啟發，在我試圖研究跨國遷徙韓國華僑的勞動經驗時，研究對象將透過韓國華僑

夫妻以試圖探究家庭、性別、跨國遷徙與勞動經驗之間的相互關連。 

 
10 轉引自 Kofman(1999：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