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韓國華僑夫妻的私領域勞動 

前一章討論了韓國華僑遷徙經驗與其在公領勞動之間的動態關係。那麼韓國

華僑在私領域的勞動經驗又為何？這與其族群背景及其遷徙經驗之間的關連性

又如何？私領域的勞動經驗以具體而微的家務分工現象尤具代表性。西方女性主

義的浪潮下，家務分工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且隨著女性外出工作成為一種

趨勢，夫妻之間家務分工越發受到重視，若要瞭解夫妻間家務分工情形，勢必跟

其在公領域的角色參與狀況連結來看，方能窺得全貌，故此節要探求在台灣的韓

國華僑夫妻在此地婚姻生活中，家務分工的狀態與感受。 

 

第一節 對家事的認知：家事的意涵 

對於何謂家事？這個看似容易回答的提問，實際上卻難以得到統一的答案。

而家事工作的內容相當多而且繁瑣，也會因個人對家務工作意涵的認知差異，以

致對家務工作所包括的項目內容有所不同。例如室內環境的整理、佈置家裡、衣

物的清洗和整理、清理餐後洗碗、切水果、燒開水、購物、買菜、購買日常用品

和家具、植物和寵物的照顧、電器維修、開車接送家人、子女的養育、甚至經濟

管理、生活規劃…等等。當研究者問受訪者什麼叫做家事時，有 2 人覺得家事就

是家裡面的事，有 18 人則覺得家事就是一般打掃、煮飯、洗衣、曬衣這些事情。

依照受訪者的回答，可將其對家事的認知依兩個軸線分類：一是依空間定義，另

外則是依家事項目分類定義。 

 

(一) 依空間定義：家事就是「家裡的事」 

認定家事就是家裡面的事是兩位自營業男性受訪者，他們依照空間使用狀況

來為家事做定義。因為家和店面合而為一，所以居家的私領域空間與營業的公領

域空間幾乎完全重疊，依空間定義家事的結果，是把「家裡的事」視為家事，不

 67



僅如此，連「店裡的事」也等於是家事。受訪者 M01 原生家庭曾經開過餐廳，

他認為家事就是「家裡面的事」。 

 
M01:掃地啊、擦窗戶，做生意的時候就送外賣啊！廚房沒有人，也要自己，那個也算

家事吧，因為家裡的事嘛！ 

 

至於受訪者 M03 也因為自己開店，所以他也認為家事跟店是分不開的。 

 

M03：做家事是沒有需要，因為做生意嘛，做生意的話就整理，家事就是店，我就把

店裡整理乾乾淨淨就好，這就是我的事情。家事的話就偶爾自己煮個麵自己吃都有

啦，一來沒結婚嘛，該做的都有，擦地抹地，店裡的事情都自己做。【結婚後】這個

店裡要整理要擺啊，都要自己做，這也不算家事嘛。那家裡的事情，現在吃飯也都在

這裡吃，沒辦法做飯吃，沒辦法煮飯。 

訪：為什麼你會覺得結婚前店裡的事是家事跟結婚後店裡的事不是家事？ 

M03：因為我在結婚前自己開店，那我自己也住在店裡面啊！店就是我的家，家也是

我的店。那結婚後，我這邊店裡就單純營業啊、賣衣服，住家就不在這裡，店當然就

不是家，店裡的事就是生意了嘛！ 

 

這兩位男性自營業者認為家事就是家裡面的事，這跟空間的使用有極大的關

係。移民成為自營業者所從事的小本生意，多從自己居住的地方為起點，把家裡

一樓變成商店或餐廳開始經營，免除掉額外的店租開銷，這也使得自營業者男性

多會認為家事就是店裡的事。不過，如同受訪者 M03 表示，當家只是單純住家，

家不提供販售的營利行為，由於住商分離的空間安排，他也就不認為家事就是店

裡的事，可見得空間使用也會造成受訪者對於家事的認知。但是，同樣從事自營

業者的女性，卻從家事項目來回答她們所認知的家事意涵，而不會認為店裡的事

算家事。 

 

(二) 依家事項目分類 

除了上述兩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家事就是「家裡的事」這種因空間上配置而產

生的定義之外，其他 18 位受訪者倒是都提到般打掃、煮飯、洗衣、曬衣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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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就是從家事上的具體工作項目來為家事下定義。 

 

F09：家事，家事啊。【想了一下】整理、煮飯。打掃，打掃跟煮飯。 

 

F01：家裡清掃啊、洗衣服、煮飯都是家事。 

 

M02： 我認為的家事就是柴米油鹽醬醋茶……家裡面要吃飯阿，就需要一個廚房，

這就是柴米油鹽醬醋茶，那你不能說家事就是打掃，那是其中瑣碎的一部分。 

 

從 18 位受訪者的訪談可歸結出的家事有以下幾項： 

(1) 餐點的準備和烹調 
(2) 餐後的打掃 
(3) 食物和生活日常用品的購買 
(4) 室內的清掃工作 
(5) 衣物的換洗與整理 
(6) 記帳與金錢的管理 
(7) 小型硬體的修繕：修馬桶、換燈泡等 
(8) 小孩的照顧 
(9)  庭園整理 
 

在國外研究中常提到庭園整理的家務工作，在本訪談中僅有 F01 提及，其

他人則否，這可能與台北縣市居住環境住宅結構規劃有關。對於家事的定義，研

究者發現著實很難對家務工作給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原因，是因為家務工作正

如 Nickols & Metzen(1982)所言，具有多變及非持續性的特點，但是卻又是一種

例行性、必須性、費神以及難以分類的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20 位受訪者並沒有主動將養育兒女的事

情包含在家事定義裡，而是在研究者主動詢問到夫妻之間如何在照顧小孩上分工

時，他們才會回答小孩的照顧。在國外學者研究中，對於子女的養育是否屬於家

事意見也分歧，美國家庭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Household)也將孩子

的養育單獨列出，以便研究者可更正確得到的相關資料。育兒工作本身的許多特

質也與一般家事不同，也因此有許多研究(如 Peterson & Gerso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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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er，1988；Schmalzbauer，2004)把育兒工作單獨拿出來加以討論。孩子

是活生生會反應的生物；家事則是物。如唐先梅(1999)提出：縱使育兒工作與一

般家事工作不同，但孩子會影響家事時間，且又不易完全獨立於一般家事。伊慶

春(1987)也認為家務工作應包含子女養育。縱使育兒此一項目是否要被視為家事

的一環仍面臨許多爭議，但本研究仍決定將育兒工作納入家事的範疇，以便對夫

妻家務分工有全面性的瞭解。 

 

第二節 夫妻之間家事的分工模式 

從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興起後，已婚女性不再像早期一樣只要待在家庭中，

處理家事及擔負照顧小孩的責任，女性亦可選擇進入職場以發揮一己之長。對移

民的夫妻來說，也常得一起肩負家中的經濟重擔。且隨著職業與生活型態改變，

夫妻雙方或許工作時間調配不同，但是家庭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家事並沒有消失，

家事分工問題也就產生。在韓國華僑夫妻的家事分配情形，就訪談所得發現，絕

大多數的女性負責家中大部分的一般家務與孩子的照護，男性比較不會分擔家

務。有些男性受訪者直接表達自己不做家事，認定家事應該是女人的事。這與

Moon(2003)研究韓裔夫妻家務分工的結果相符：家務被歸為女性的責任。 

 

訪：那你跟你先生家事的分工？ 

F04：大部分都我做啊，他幾乎都不做的。以前在韓國我是家庭主婦嘛！就打掃家裡、

洗衣服、煮飯都是我做啊！只是來台灣之後，他偶爾會幫忙修理家裡的一些馬桶、換

燈泡這樣啊！ 

訪：那您結婚後，就是有自己的家庭後，您跟太太家事上面的分工？ 

M09：嗯，基本上是我去賺錢，我去上班，我太太在家裡做家務事［笑］因為坦白講

我們這一段也是很辛苦啦，好像看起來很順啦，可是，沒有長輩的情況下，因為我父

母都過世了，我岳父岳母都在韓國，有什麼事情，就是要靠我們倆啦。 

訪：喔，就一定要有人在家才行。 

M09：對啊，要有人照顧我兒子，而且又住在這山坡上，其實也不方便啦，到市區去

辦事這樣子。所以說就變成我上班，我太太在家裡做家務事這樣子，而且，她來啦，

你待會兒問她為什麼沒有要上班。那基本上我的觀念也是說，反正太太嘛，就是在家

哩，［呵呵］，養孩子嘛，感覺就是男人賺錢給女人花，懂嗎？［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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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照顧小孩子您也會幫忙嗎？ 

M09：我是有想要照顧啦，但是我太太，好像她做得比較好，所以我大概幫不了很多

的忙。 

 

十對夫妻中除了 M10 與 F10 這對夫妻為平等/平權分工模式之外，其餘皆屬

傾斜式分工模式，也就是一種向女性高度傾斜的分工模式，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一) 傾斜式家務分工： 

這種依性別差異產生的傾斜式家務分工模式又可分成三種： 

1. 依領域類型： 

這一類型的夫妻分工即傳統典型：男性到外面負責掙錢養家，女性要肩負家

務與小孩的照料，男性在公領域有酬勞動市場從事生產，女性在私領域的家務執

行再生產，男性擁有對家庭的支配權，家務由女性來執行，女性沒有選擇權，她

僅能柔順地承擔。 

 
訪：家事怎麼分工？ 

F09：我們家事沒有分工。他負責賺錢，因為一般來講我先生下班很晚，比較來講，

都很晚回來。 

訪：大概是幾點？ 

F09：九點多。那有的時候如果是他韓國那邊有客戶來的話，有事情，大概是十二點

多。他只負責賺錢，其他的，什麼都不管。什麼都不管，然後家裡就全部都要我來做。 

 

2. 空間配置： 

研究者在 6 對自營業者夫妻身上發現，結合家戶與店家的特殊空間配置，模

糊了家與店的界線，也強化了既有的性別觀點，且既然店就是家，家也是店，女

性得兼顧家與店，男性卻維持鮮少或不用插手家事的樣態。如此男女各司其職的

扮演「應然」角色並相互配合，將可使家庭系統穩定，社會秩序得以維持和控制。 

 

F04：沒有啊！我女人的角色就是要把家事做好啊！打理的整整齊齊，自己的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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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七八糟你看了也不開心啊！那開店以後，還是要整理啊！ 

 

在這樣的情況下，女性不僅擔起店裡勞動市場的工作，她還得肩負好妻子、

好母親的角色。也就是說女性必須內外兼顧。至於男性卻可以僅僅維持「外」的

角色，甚至在男性的權力解釋下，店內的事也可以是家事。男性沒有跨足家務工

作，而是女性得兼顧家庭和工作！這種父權制的夫妻關係不僅在移民跨界流動的

過程中持續運作，甚至男性可以此父權基礎醞釀運轉加重女性的責任，產生高度

不平等的夫妻關係。例如 F04、F05 她們兩人在韓國時都是家庭主婦，與先生一

起移居台灣開店，反而加重了她們的工作，其勞動場域延伸到公領域的勞動市場。 

 

3. 外包制：以金錢雇庸或親情的協助 

在本研究中，當女性自己也得工作無法獨自完成家務工作時，會有家務內容

外包，把女性責任分散出去的情形產生。家務外包的情形有兩種，一則透過親情

協助：尋求女性親友幫助；二則在經濟情況許可下以雇庸方式解決。而這種外包

制形式也可能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家庭。例如 F01 與 M01 夫妻就是這樣的狀況，

剛成立家庭時，由於他們為擴展家庭，婆婆與他們同住，由她(F01)和婆婆一起

分擔家事，先生 M01 工作時間很長，很少做家事，有的話也是庭園的整理。後

來他們經濟條件好轉，加上婆婆在一次意外事件摔倒後開始雇用外傭，F01 就一

直雇用外傭，迄今已用過五位外傭，至於雇用外傭的費用則由 F01 來支付，M01

支付家中其他開銷。 

 

訪：那家裡的打掃？ 

F01：平常我都會做，有時候我婆婆也會幫忙，外面的話幾乎都是我先生弄得；婆婆

也是偶而幫忙，那有女傭之後就都是女傭做的。 

訪：外面是指？ 

F01：我家的庭園。 

訪：為什麼要請外傭？ 

F01：請傭人是因為我婆婆生病之後，對、對，她是摔到脊椎骨，後來都躺在床上。 

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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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躺在床上三個月，我們就有女傭；後來女傭請了三個月【花了三個月才聘好外

傭，抵達受訪者家中】，我婆婆也沒在躺在床上了。 

訪：她就好了？ 

F01：嗯。就是不用躺在床上了；後來就有一直用女傭。 

 

在這種傾斜式家務分工狀況下，我們可以發現男女各自依循社會既定的角色

期望，並履行應有的角色行為。女性扮演一種「女主內」、「經濟依賴者」的情感

性角色，負擔起家中家事的責任，男性則扮演一種「男主外」、「經濟提供者」(the 

provider)的工具性角色，而就算女性有經濟能力，她仍然得擔負起大多數家務分

工責任，就算要尋求奧援時，尋求的對象也是女性，這不是一種女性為難女性的

作法，而是因為「家事是女人家的事」，在傳統思維下去尋找女性來做女性該做

的事，也因這種「男主外、女主內」、「家事屬於女人的事」觀念，家務分工模式

得以朝女性傾斜。 

 

(二) 平等/平權家務分工： 

有別於前述九對夫妻的傾斜式家務分工，M10 與 F10 夫妻是一種比較平等/

平權的家務分工方式，所謂平等/平權意指夫妻兩人在婚姻中擁有比較平等的權

力，對於家務分工有協商的可能性，尤其 M10 喜歡做飯、對於家事標準也高於

F10，所以在家務工作上，M10 就做得比較多。 

F10：［笑］【家事】大部分都是他做。通常我都不覺得亂啊！他就受不了，他就會去

做。 

  

M10：我太太洗衣服，帶小孩。我喜歡在家裡吃，我也喜歡做飯，所以就我做飯、打

掃、掃廁所、帶小孩。也沒有什麼分配，我們很自然就變成這樣的分工。 

 

第三節 形塑家務分工的因素 

韓國華僑夫妻的家務分工存在著明顯性別權力運作。在本研究中發現，普遍

存在在韓國華僑夫妻之間的傾斜式家務分工，其形塑因素除了原生國性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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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資本、他人對性別分工規範的監控、自己本身性別扮演，還有不可忽

視的宗教因素。此外，兩地不同文化觀念也會帶給遷徙到台灣的韓國華僑夫妻不

同的刺激，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家務分工的實作，這些因素之間並非純然互斥，有

時有著加乘的效果，以下將分別說明： 

 

(一) 原生國性別規範 

在移民適應過程中，當家庭資源來源與需求改變時，性別被賦予的責任有時

也會隨之調整。在美國移民研究中指出，十八世紀大量中國男性移民抵達美國工

作賺錢寄回家中，在這樣的情形下另一半也得肩負起家中經濟生產責任，女性被

賦予的責任加重，但是當他們家庭再次重聚時，家中往往維持傳統的性別家務分

工，也認定女性應該負起家中家務工作與育兒責任(Dona＆Ferguson，2004)，

韓國華僑移民抵達台灣的移民過程與中國移民遷徙美國的過程不盡相同，很多中

國移民男性已經在中國建立自己的家庭，男性自己先行到美國打天下。而本研究

的韓國華僑移民要不就是在台灣建立起自己的家庭，不然即是家庭同時移民過

來，在受訪者中只有一個移民家庭是由女性先行移民。不過中國移民、韓裔移民

與韓國華僑移民共同點在於：移民的歷史過程也會形塑他們在自身家庭裡的勞動

模式，父權對於性別意識加以規範，最終在他們/她們行為上表現出來形成了傳

統性別分工。在中國、韓國傳統觀念裡，女性的角色是柔順、聽話的，女性的角

色就是要擔負起生兒育女與家中家務的工作。李光子、姜文姬與朴溫子(2003)

也提出韓國家庭價值觀，認為女性應留在家裡養兒育女及做家務，以照顧兒女、

打理家庭為女性的天賦及專業角色。 

 

訪：那您跟大姊這樣分配家事是你們一起商量的嘛？ 

M05：沒有什麼商量，家事本來就應該女人做嘛！我以前在韓國我們是大家庭啊，我

都不做家事，連家裡的電燈壞了都有工人修。我們大家庭裡女人也不能叫男人幫忙洗

衣、掃地嘛！這是女人的工作。 

 74



 

訪：那你跟你太太家事是怎麼分工？ 

M06：家事本來就是女人做嘛，因為我們從小在韓國長大嘛。家事本來就是女人做的，

可是還是有一點幫忙啦！就幫忙煮飯和洗碗啦！我不會打掃、洗衣服。 

M04：我們家的觀念是家事是女人的事，那些打掃、洗衣服我從來沒做過，都是我姊

姊她們在做的。 

 

訪：那您父母親有分工嗎？ 

F05：就很傳統的男主外女主內，我爸爸開餐館然後我媽媽是家庭主婦。 

訪：那你們自己兄弟姊妹的分工呢？ 

F05：家事都是女生做啊！怎麼可能叫哥哥做，不可能啦！家事本來就是我們女人該

做的。 

 

在這種高度父權社會下，韓國華僑女性也會被教導要擔負起女性該負起的責

任，一個完美的女性被認定是要會打理家裡處理家事，男性也會認定家事是女人

家的事。這種性別化的權力運作，隨著韓國華僑的移民過程也持續存在於台灣的

韓國華僑夫妻家務分工當中。 

 

訪：那你跟你太太家事是怎麼分工？ 

M05：在韓國的觀念跟這邊【台灣】都一樣，就是男主外，女主內。家事都是女人做

的。 

 
M09：嗯，基本上是我去賺錢，我去上班，我太太在家裡做家務事，［呵呵］因為坦

白講我們這一段也是很辛苦啦，好像看起來很順啦，可是，沒有長輩的情況下，因為

我父母都過世了，我岳父岳母都在韓國，有什麼事情，就是要靠我們倆啦……那基本

上我的觀念也是說，反正太太嘛，就是在家哩，［呵呵］，養孩子嘛，感覺就是男人賺

錢給女人花，懂嗎？［呵呵］ 

 

F08：［呵呵］我覺得…一個女人要做的事…你結了婚，有了小孩，這是你要發揮的地

方，而不是在工作的裡面。 

 

從受訪者的言談中，可以明確得知不管是男性或女性，他們大都認為家務是

女性應該負責的，父權倫理規範了男人、女人不同的工作，性別左右了韓國華僑

移民的家務分工觀念，尤其有些移民女性往往不會意識到這樣的家務分工不平等

是肇因於性別。這種傳統的性別分工隨著移民跨界流傳，宛若一種印記深深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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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她們的心中的認知及外在的行為。 

(二) 經濟與社會資本 

如果移民女性在台灣擁有較多經濟與社會資本，她們擁有自己可以運籌的籌

碼，則可能將原本歸屬於她的家務工作部份地分擔出去。 

 

F03：【孩子】小的時候因為做生意忙呀。一歲、兩歲的時候可以奶媽帶。 

 

F10：嗯！我姑姑現在幫我帶小孩，一個禮拜三天嘛！因為我要兼課、又要念博士班，

所以我就只好請我姑姑幫忙帶小孩。 

 

經濟資本與社會某種程度會影響韓國華僑女性家務工作的實際參與。在受訪

者中，F3、F10 選擇將孩子照顧工作委外負責，F1 則是雇用外傭打掃家中。 

 

(三) 他人對性別分工規範的指導與監控 

1. 他人的指導 

結婚後，夫婦會逐漸察覺婚姻不是是兩個人的事，而是牽涉兩個家庭。家庭

不單影響個人性格、生活習慣，更影響婚後的夫婦關係和在家庭分工。受訪者

M05 就表示原生家庭中父母所給予的「男主外、女主內」指導，會影響到他自

己建立繁衍家庭後的家務分工。  

 

訪：所以您爸媽的分工上面？ 

M05：傳統的社會嘛，就男主外女主內。 

訪：所以會影響到你自己家庭的分工嘛？ 

M05:當然會啊。我爸爸那時候就是傳統的大男人主義，他都不做家事，一個命令一個

動作，他是下命令的的人。我大哥比較像我爸爸，什麼都要下決定。我自己是會幫忙

一點家事啦！ 

 

雙親分派子女的家務工作對於子代的影響會潛移默化，身教大於言教，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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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接收雙親的家務分工意識型態。 

 

2. 他人的監控：公公婆婆的壓力 

有兩位女性受訪者(F04、F08)表示因為與公公、婆婆同住，所以她們會順

從家中不平等的家務分工。他們不約而同指出，公公、與婆婆都不期待他們的兒

子做家事，並理所地轉而希望媳婦負起家中所有家務工作。不過公公與婆婆也都

會稍微支援一下家中小孩的照護與上、下學接送。 

 

訪：累嗎？ 

F04：累啊，早上六點多起來，孩子也小啊，要幫小孩子弄幼稚園啊，幹嘛的，起來

以後，那然後…反正孩子小，反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累啊！ 

訪：下班要做菜，回來要做菜嘛？ 

F04：對啊，都要做啊！其他家事打掃都要做啊！因為跟公公一起住，那精神上啊，

各方面也感覺蠻辛苦的，很有壓力啊！後來做了一陣子就不做了，我在家還有做過那

個電子加工，那個那個叫什麼啦，鉻鐵啦，焊錫啦，我做那個一陣子，那那個工作也

是不穩定啦。那跟公公一起住，當然你再累也不可能叫先生幫忙。 

 

另一位受訪者 F01 也表示因為跟婆婆同住，限於婆婆認為兒子不應該做家

事的觀念，致夫妻兩人家務分工中，是由女性做較多工作。 

 

訪：是因為他的工作比較忙嘛？ 

F01：對，他工作也很忙，對。一個是忙，本來家裡就對他期望沒有做那麼多事，因

為我跟婆婆住，她傳統上，她就覺得兒子在家中不應該做那麼多家事。 

訪：嗯！所以還是有差。 

F01：對，還是有差，像我婆婆就會說，喔！鞋子，小孩的鞋子都這麼髒了，妳媽媽

都不給它洗。她不會說她兒子都不給它洗，會說我都不給它洗，她觀念上就是這樣我

應該把它做好。［笑］我可以不在乎，對啊我覺得我有能力就洗，我覺得我可以讓它

髒一點沒有關係［笑］，是蠻辛苦！ 

 

這種「性別角色分工」的戲碼不斷在韓國華僑家庭中上演。尤其在傳統三代

同堂的家庭，更是具體實踐不平等性別關係的場域。就算沒有和公婆同住的核心

家庭，也難逃父權意識形態對於女性的剝削迫害，因為此時執行父權機制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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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利益者」，是扮演「丈夫角色」的男性(胡幼慧 1995)。私領域的性別差異關係，

誠屬家務分工的現象最為具體。 

(四) 自己本身性別分工扮演：先生的參與意願 

在十位男性中，M08 、M10 比較特別，他們會去做繁瑣性的洗碗、煮飯、

倒垃圾這些工作，M08 還提到自己喜歡做家事，M10 則表達自己喜歡煮飯，可

見男性參與家務分工的意願，會形成夫妻之間家務分工重要因素。 

 

訪：那在家裡的工作你大部分會做什麼？就是回到家後做那些家事。 

M08：我會洗碗，然後有的時候我會煮飯給孩子吃，有的時候，譬如說我太太去參加

聚會來不及啦，有的時候他們半天回來，我就去弄一點或買一點東西給他們吃，通常

是會做啦，會煮給他們吃，大概煮一個簡單啦，通常不是什麼炸醬麵啦就是炒飯，或

是泡麵，煮泡麵給他們吃，呵呵，嗯，因為我會，以前我很會煮菜啊，可是現在廚房

變她的啦！我就很少煮...嗯，可是現在很久沒煮了，鹽巴加多少我都不記得了！ 

訪：噢那個靈敏度！ 

M08：對那個靈敏度，弄給自己吃可以。［笑］，嗯，倒垃圾啊，倒垃圾還有曬衣服啊，

我其實很喜歡做家事的，我喜歡掃地啊，拖地啊，現在就沒有了，我太太都是用吸塵

器，嗯，我很喜歡做家事的。 

 

M10：我喜歡在家裡吃，我也喜歡做飯，所以就我做飯、打掃、掃廁所、帶小孩。也

沒有什麼分配，我們很自然就變成這樣的分工。 

  

從本研究中可以看出，由於這兩位男性都表達因為自己喜歡做家事的意願，

才會形成這樣的家務分工模式，因此先生做家事的意願在夫妻間家務分工中有關

鍵的影響力。在 Moon(2003)研究韓裔美人的家務分工的情形時，也發現男性的

意願會影響夫妻之間的家務分工。本研究也支持此看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先生會挑選自己喜歡的家事項目去做，那些先生不喜歡的家務工作，太太還是得

一肩扛起，縱使先生願意分擔家務，太太還是沒有家務工作項目的選擇餘地。 

(五) 基督教的影響 

本研究受訪者中有兩位女性(F07、F08)表示夫妻間家務分工受基督教影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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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教信仰影響她們自己對婚姻及對妻子角色的看法。 

 

F07：沒有，我們其實沒有分的很清楚，因為我一直都有做一些事情【工作】嘛，所

以不可能我全盤都包辦。可是目前一般來講的話，我先生在廚房我可以不用做煮飯的

事，之前那像洗衣服、曬衣服都是我做，那如果我忙的話我會請我先生幫忙……，基

督教對我影響很大，裡面談到夫妻的角色，做妻子的要順從丈夫，那家裡的家事大部

分是我做。聖經裡說：「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

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

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那我認為妻子就應該順從先生。 

 

F08：我想鼓勵你們去參加基督教的婚前輔導課程。婚前多充實一下，對婚後有很大

幫助，這個課程人人叫好。這個有十堂課在台大對面麥當勞的樓上禮拜三晚上七點到

九點半，它是基督教辦的。它會清楚告訴你婚姻是什麼，妻子應該扮演什麼角色，先

生要扮演什麼角色，彼此應該負起什麼責任。我覺得婚前應該瞭解這些，比那些完全

不懂就跳進婚姻會有很大幫助。 

 

從功能論觀點來看宗教，宗教展現它的文化功能，對婚姻中的夫妻關係也有

一套價值觀。蔡維民(2003)提到《聖經》以「基督與教會」的關係來類比「夫妻

關係」，首先說明了丈夫必須「捨己愛護」自己的妻子。經文說到「愛護」是以

「疼惜自己的身子」為類比，意義就是必須給予溫飽、安全感以及「成長」的空

間。且「頭」的意義與其說是「領導」或「管理」，不如說是「榜樣」、「代表」

與「責任」。不僅在信仰與道德上作榜樣，對於妻子的需求(情感、物質與性需求)

有供給使其滿足的責任。「頭」還有「次序」的意義，這代表在一個基督教家庭

中，是必須重視倫理秩序的。女性在基督教對性別的教導不必然會有空間讓個人

思索到她正經歷著不平等的壓迫，也因此傾斜的家務分工得以維持一種均衡。  

 

(六) 台灣文化觀念帶來的衝擊 

性別意識及關係會隨著時代、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改變，而這樣「建構」的動

態概念，在受訪者 M05、M06 身上得到實質的印證。他們兩人都強調在韓國社

會裡，他們男性根本不用做家事，抵達台灣後才發現台灣男性會幫女性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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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他們才在家務分工上盡點幫忙的角色。 

 

訪：所以那時候她來台灣之後就想在台灣做生意？ 

M05：對，因為看我朋友做的不錯嘛！所以她就也想做生意。 

訪：那定居台灣後您會幫忙做家事嗎？ 

M05：一點點 

訪：那您大概都做什麼？ 

M05：拖拖地啦，把衣服放到洗衣機洗啦！ 

訪：那您在韓國也會幫忙做家事嗎？ 

M05：沒有！ 

訪：那為什麼會有這樣的改變呢？ 

M05：我看我的台灣朋友、鄰居都會幫忙做家事啊，所以也就幫忙一點點家事。台灣

的女人比較幸福，台灣文化比較開放，男人幫女人做家事不會被朋友笑，在韓國根本

不可能男人幫女人做家事，我們韓國華僑也不可能，會被認為一個大男人幫女人做家

事成何體統。 

 

另外，M06 也表示自己來台灣後會幫忙做家事： 

 

訪：那大姊怎麼會說你自己來台灣改很多？ 

M06：因為我在韓國，在韓國男人的思想比較大嘛，講的是男尊女卑嘛。男人是最大

的，女人要聽男人的，女人是佣人這樣子。在韓國我根本不可能主動幫我老婆怎麼樣

的，整理家裡啊。尤其韓國也是不允許女人叫男人幫忙做。台灣是比較不一樣的文化

啦，去朋友家裡，我朋友她們會叫老公做家事，她們老公也會幫忙做，我慢慢看慢慢

學。 

訪：喔！所以你慢慢受他們影響，會幫老婆做家事？ 

M06：對，來台灣之後我們夫妻感情比較好。比較細心那種，會照顧老婆、照顧家裡

這樣。 

訪：那這也算是一種收穫？ 

M06：對！也算吧，也算一種收穫。 

 

面對台灣文化的情境脈絡，使少數韓國華僑男性願意多做一點點家事。透過

在不同地區生活、文化上的體驗，或許讓他們會更珍惜自己的另一半。跨界流動

提供了個人能有更深刻的文化認同與自我體驗與反思的機會。但是也不必然兩地

文化差異會使男性有重新思考，像 M09 就維持傳統女性照顧家裡觀念，他的妻

子 F09 卻察覺到台灣男性會幫忙做家事，而對先生 M09 不做家事感到疑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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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觀念中認定只有女性要做家事及照顧小孩的想法衍生質疑。 

 

F09：因為我們可能就是韓國華僑。然後在韓國，可能是我覺得啦，在韓國公司待很

久，很多習慣，就是你，因為個性就是比較直接、直接。他也直接、我也直接。然後

很急，兩個都很急。然後就是，就是講話都很直嘛。然後，然後比較會一吵起來，哇，

然後後來想，還是不要講。不然你越講，還是吵不完，還是一定會吵的嘛，就這樣。

所以一個小孩還好，因為一個小孩，我可以，我可以顧他【指受訪者小孩老大】。那

我現在是比較不喜歡是說，他【指受訪者先生】下班之後是說，反正就不要管了，什

麼都不要管，不要什麼叫我看小孩啊什麼，跟台灣的男孩子不太一樣。 

受訪者先生走過來插嘴：正常男生是不顧啊。 

我禮貌的請這位大哥離開客廳，並告訴他這只是他太太陳述他的感受，沒有對錯問

題，後來這位大哥才去陪小孩玩。 

F09：基本上是不顧啊，我不曉得，有些媽媽也沒有上班，可是他先生還是，還是會

幫忙顧啊。那一個人【小孩】我可以顧他，我不會請我先生幫忙啊，幫我看小孩什麼。

那我現在兩個【小孩】，一個要睡覺，那一個他不要睡覺。那我請他說，因為他還小，

我就請他【受訪者先生】幫忙，看一下怎麼樣啊，或是說他【受訪者先生】幫忙燒自

來水，幫忙刷牙，或幫忙幹什麼，那我老公就還是要發脾氣。所以，那我、我、我就

也會生氣。 

 

也就是說，有些人能感受到兩地文化差異願意去做改變，有些人卻依然要另

一半服從他的權威。不過在這裡也的確發現台灣、韓國兩地社會相較之下，台灣

的性別角色期待比韓國較平權一些。在這一點本研究也支持 Lee & Hirata(2001)

論點：台灣比日本、韓國性別角色期待寬鬆。李光子、姜文姬與朴溫子(2003)

也提出韓國家庭高度強調女性最高價值在於養兒育女及管理家庭的看法。由此可

知台灣的性別角色期待的確是相對較有彈性的。 

 

 

第四節 面對家事分工的感受：男女有差異 

面對家事的勞役不均，當事者有什麼感受？通常男性不會去回答自己的家務

分工感受，女性比較會陳述她們的感受，男女對此有明顯不同看法。十對夫妻中，

對於被問及到家務衝突時，八個男性都回覆「沒有衝突」僅 M07、M08 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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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小孩方面有「意見不合」的情形。 

 

M07：做家事啊！沒有、沒有【衝突】。 

訪：那在照顧小孩方面呢？ 

M07：在這方面【指小孩功課】有些意見。 

訪：那你會怎麼處理啊？ 

M07：［停頓了一下］……就撒手不管了。 

 

訪：那你與太太對小孩照護方面怎麼處理？ 

M08：我跟她會有意見不合的時候，我們大方向一樣【讓孩子走上帝帶領他的路】，

只是對小孩的態度上，我會比較無法控制。那到了晚上我太太會提醒我，孩子睡了，

有的時候找個時間跟他道歉，跟兒子道歉，【笑】，不然太太不理我怎麼辦，［哈哈］

開玩笑、開玩笑，嗯，基本上我要…因為這是聖經的教導，聖經說，你們不要惹兒女

的氣，兒女要尊敬父母對不對？沒錯。 

 

但問及女性對家務分工的感受時，有三位(F07、F09、F10)明確表達出家務

分工有明顯衝突；她們都提及因家務分工而吵架的經驗。其他女性(F4、F8)則表

示有意見不合的情形，另外五位女性(F1、F2、F03、F5、F6)並不認為他們夫妻

之間有家務分工的衝突。 

 

訪：你們有因為做家事起衝突嗎？ 

F10：當然有囉［音調提高，神情很激動］，他做的時候就會對我碎碎唸，我很不高興，

我就對他說：「你要做，就快快樂樂的做，要不，你就不要做。」 

 

F02：家事一樣啊！就我做，跟你們都一樣，你媽媽做什麼、你爸爸做什麼，我們也

是一樣！那有什麼衝突，沒有、沒有。 

 

她們有著無奈感，家事瑣碎與日日重複卻又無法棄之不管。有些女性(F02、

F04)倒不覺得家務分工不均，只認為那是女性該扮演好的角色。雖然，她們也會

衡量自己與先生的家務參與程度，但是更多是因為「家事是女人的事」的觀念趨

近於天經地義、理所當然，所以很合理、很公平，儘管在家務勞動被視為無酬工

作的情況下，做為付出勞力與時間於家務工作的一方，也不自覺實際上是處於被

剝削的位置。有些女性(F01、F03、F05、F07、F09)會直接告訴我：「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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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 F03 最能表達出自營作業者女性的心聲：  

 

F03：從早上起來準備送小孩上學，接著來開店，又要找空檔洗衣服，下午小孩下課

還要去接小孩，小孩來店裡之後，妳還要教他們寫功課，就這樣一直忙到晚上九點，

妳說不累嗎？像我現在就頭痛得要命啊！」 

 

女性自我意識的增長在重新建構家庭性別分工模式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

的，因為沒有這種自我意識，即使這種模式是不公平的，雙方也會相安無事。而

只有當一方強加自己的願望與要求在另一方身上，或忽視另一方的利益，而另一

方又「意識」到是不公平的時候，衝突才會出現。且Dnes (2005：297)也說，

過往研究總是注意成員之間對特定家務工作所投入時間的組合，而忽略人們如何

理解此類安排以及家務分配的公平性感受。也因此，有感受到家務分工不均的韓

國華僑女性若其先生沒有自覺去重新建構家務分工的體制，實質公平的狀態實難

達到。溫順的韓國華僑女性她們並沒有如Espiritu(1999)、Lim(1997)、Dona(2005)

研究中的移民女性去挑戰丈夫的權威要求先生做家事，韓國華僑女性她們大都選

擇順從與沈默。事實上，往女性傾斜的家務分工，根據受訪者對於家庭家務分配

的抱怨來看，家務不均分配的現象以及家務不均分配造成的不滿情緒與衝突的確

存在。只是，情緒與衝突的認知如果只是存在於女性，則家務不均分配的現象就

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由訪談資料可以看到，在「家務分工」的答案背後，除

了隱藏受訪者「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個性，也隱藏成員心理感受平衡卻實質

供需失衡的秘密。 

 

第五節 移民方式左右了女性對於男性的依賴 

Doing gender 會跨界流轉，而移民方式也會左右女性是否依賴男性。在本

研究中兩位女性(F07、F09)因結婚原因來到台灣，兩位女性(F04、F06)為家庭

移民與先生一起過來台灣定居，另有一位 F05 先到台灣後先生才移民過來，其

他五位女性則是來台定居後與其先生相遇結婚。這些不同的移民方式顯露出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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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生不同依賴程度，也影響了夫妻權力分配與家務分工狀態。基本上來說，如

前所述，家務分工大多屬於一種向女性傾斜的型態，而這種女性分擔多數家務或

全部家務的傾斜式分工在因結婚抵台的韓國華僑女性移民身上最明顯。她們兩位

女性雖有一位在台灣求學但是都表示對於台灣的生活不甚了解，在台灣也沒有親

友網絡，因此對於先生比較依賴。因為她們的先生比她們有更多時間習慣台灣的

風俗民情、建立自己的朋友網絡，相較之下先生就比太太更容易掌握與運用資

源，因此也會比較依賴先生，由先生來主導家中事務，家務分工上也傾向傳統式

由女性來做。由女性來做並不必然夫妻之間不會產生衝突，但是這種衝突也會隨

著時間與女性的自我調適達到一種和諧。 

 

訪：那有曾經因為做家事產生意見不合？ 

F07：有，我們以前常常吵，他個性跟我個性一樣我們是不對外人壞，可是對自己人

要求很高的，兩個人衝突很多。你知道嗎？就是對外人一句話也不敢講。剛結婚那一

陣子真的吵得很凶，也不是凶啦！就是說我比較多委屈的那種感受，女人都有那種委

屈的感受。第一個我覺得我在這裡只有我一個人，你不愛我誰愛我？可是他就很多事

情講的把你要求的很高，可是他又不會跟你講的很明白，你只要那一部份那一部份把

它做好就好，做錯了他一定會跟你講，做對了他絕對不會誇你。他就是那種很典型的

大男人，很典型的韓國華僑的個性。你做對了他覺得不會稱讚你，做錯了一定會講，

他做錯了也不說對不起，我當初會覺得我為了你一個人過來，你這樣對我，我會覺得

很委屈。然後孩子慢慢大了，ㄟ！比較可以釋懷，反正可以跟女兒分享、跟女兒念一

念，反正可以用不同的角度去想啊。慢慢也覺得這樣也好玩啦！ 

 

這種自我調適涉及到兩人對於家務分工的理解與性別上的差異。男性大都認

為家務分工沒有問題，女性認為有問題，當女性認為有問題去加以表達與爭取，

男性卻不認為那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從這些男性他們的生活經驗來看，父權意識

型態和角色在跨界社會空間裡並不需要調和，父權性別階級不需改變，那些屬於

女性家務的範疇，男性可以不用插手。就像有些男性的陳述： 

 

M05：家事本來就是女人做嘛，因為我們從小在韓國長大嘛。家事本來就是女人做的。 

 

M09：我比較傳統，觀念上我也是比較保守的山東華僑的關係啊，我觀念上，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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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非常保守，就好像古時候男人的想法，就是男主外、女主內那種想法，目前還是，

比較大男人、不進廚房［呵呵］。 

 

當男性以這樣的思維指導自身的行為，女性只好將家務工作一肩扛起。就受

訪資料這十對夫妻中，我們可以發現移民的過程與移民的方式都左右著移民彼此

之間依賴關係與家務分工分擔形式，性別觀念使得大多數的韓國華僑女性習於面

對傳統家務工作的責任，而這些女性也擔負起大多數的家務工作，即便是女性自

己有經濟能力提升了家裡的經濟，女性囿於種種因素，仍然沒有改變家務依性別

分工的模式。正如 Dona & Ferguson(2004)、Lim(1997)提出亞洲女性移民即使

從事支薪工作卻沒有根本地改變性別的規範，家庭內的分工並無法比較平等。 

 

本研究也發現在韓國華僑家庭裡，跨界流傳的性別觀念也緊緊跟著他們影響

家庭成員的家務工作分配以及家務參與行為，甚至家庭成員有可能被剝奪參與家

務的自由權利。在傳統女主內、男主外的觀念，家事幾乎都是女人的事，也因此

媽媽、奶奶、外婆、婆婆、姊姊、妹妹等等只要是女性，都可能面臨比家中男性

成員做更多的家務教育訓練。在Moon(2003)研究韓裔移民家務分工也發現在家

事分工配置上，女性多於男性。在本研究中多數女性還是像神力女超人般執行家

中「大部分」、「所有」的家務事。不同於女性，男性受訪者可能因為太太沒空

或不在家，或因為一時興起，或因為自己的東西必須處理，「有時候」才會參與

家務工作，否則幾乎「完全不做」家事。女性所減少的家務量卻始終微乎其微。

並且，女性似乎必須以主動方式尋找解脫家務的管道，例如以外包付費或情商以

免費的方式將家務工作轉移給其她女性，而不是由其他男性主動扛起這個「自然」

賦予女性的家務重擔。誠如本研究中，部分家庭有著「家務義務性外包」的現象。

亦即，承擔主要家務工作者移轉而來的工作者，通常是另一名女性家庭成員。這

是因為在異性戀主義至上的社會有太多習以為常卻不知「所以然」的角色規範，

而這些角色規範是一種關於男性優位的知識體系且支配著社會中的兩性關係(張

維安 1996：77)。在異性戀配對關係中，若欲從一人單挑幾近全家份量的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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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轉為男性做比較多家務(做更多男性化或超越性別界限做女性化家務)的分

工模式，似乎得與父權討價還價(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性別因素所造成的

家務不平等分工，存在於親代之間、也存在於平輩手足。 

 

韓國經驗對於韓國華僑來說著實有助於工作領域上的表現，但是跨界過程中

所持有的僵化(rigid)而固著(fixed)的性別觀念仍是大多數韓國華僑依循的生活規

範。韓國、台灣不同的文化、社會脈絡也會讓他們產生社會規範的認知、機會的

鬆動，端視他們對於新社會規範採納、適應程度而定，能感受差異者會有改變的

可能性，例如M05、M06。重要的是打破傳統社會所建構的男女分類，把習以為

常的角色規範「放入括弧」裡，回歸到以人為本的考量，先重其做為「人」的『共

同性』，再看其做為人的「差異性」，才可能建立合理的關係(張維安 1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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