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C. Wright Miles 曾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像》裡提到對於一個社會事件的

發生不應該僅侷限於個人情境的分析，而是必須與所處的社會相結合，「社會學

的想像」就是連結社會結構與個人行為，要求我們在分析個人行為時，應該要

在社會脈絡中尋求解釋與說明（C. Wright Mill 著，張君玫與劉鈴佑譯，1995）。

因此，想要了解外籍配偶在台灣的農村社會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與功能，就應

該將外籍配偶的現象放置在更大的結構裡檢視與分析。故本章節主要是從生產

與再生產的概念出發，將性別與國際遷移結合，了解婚姻移民的形成脈絡，最

後將焦點放回台灣外籍配偶，討論台灣外籍配偶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女性與國際移民 

 

壹、 生產與再生產 

 

    生產與再生產的概念和馬克思主義息息相關，其主要的分析場域在於「市

場」。個體及社會在市場上透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來維持生存與運

作，且存續也必須仰賴生產反覆或更新，這種不斷反覆或更新的生產過程叫做

再生產。 

     

    再生產不僅包括了產品本身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同時也包括資本

家和勞工之間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資本家從市場取得生產手段與勞動力之後，

與生產過程結合，產生利潤，使得資本可以擴大再生產；而勞動者則是從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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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手中獲取薪資維生，藉此再生產出更多的勞動力以投入下次市場的生產活動

（細谷昂子 1979，轉引自邱琡雯，2005：76-77）。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大部份

注意力多集中在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偏重資本循環的再生產分析卻沒有顧及到

勞動力的再生產面向，且並未對再生產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將之隱含在

生產的要素中，因此忽略了市場之外－－家庭制度對市場的貢獻（王明聖，

1998：41- 42）。 

     

馬克思主義重視生產與「市場」場域的問題，不過，「市場」所及的範圍卻

也成為馬克斯理論的界限，他將「市場」與「市民社會」視為同一件事，忽略

了「市場」之外還有市場原理所不及的「家庭」領域（上野千鶴子，1994：11），

但家庭卻是勞動力再生產的場域，也是提供勞動力的來源。因此，女性主義者

把再生產的研究領域拉到了家庭體系，而家務勞動（domestic labor）則是馬克

思女性主義者最大的理論貢獻之一（上野千鶴子，1994：31- 44，轉引自邱琡

雯，2005：80）。 

     

家務勞動被市場歸為「無法成為商品的勞動力」的範疇，但馬克思女性主

義者則認為家務勞動既是「勞動」也是「生產」，成為沒有薪資的勞動力的原因

在於家庭被隔離在市場外，連帶地家庭內的個人勞動力也被忽視。被侷限在家

庭制度裡的女性成為勞動儲備軍的角色，或是扮演一種低薪、隨時待命的工作

參與者；儘管如此其本身卻是勞動力再生產的中心—人之前的生育養育(兒

童)、人的休養（男性成人）、人之後（老人）、殘兵（殘疾缺陷者）的照顧（Dickinson 

and Russell，1986：3-5，轉引自王明聖，1998：44；上野千鶴子著，劉靜貞、

洪金珠譯，1997：11-13）。 

     

承此，再生產包括了生物再生產（biological reproduction）、勞動力再生產

（labor reproduction）。生物再生產是指透過生育延續生命；勞動力再生產的層

面較廣，包含個體生命循環的照顧、維持和社會化，並保證社會可以延續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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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世代。再生產角色（生物再生產和勞動力再生產）會被認為是女性的責任

通常是因為女性生育小孩，自然而然也就擴及到不僅是兒童的養育和照顧，假

使家中有成人生病或老了，也要連帶提供日常的家事服務（domestic services）

（Moser, 1993：29）。 

     

    生產則是包括具交換價值的市場生產、有實際使用價值的家庭生產，同時

也包含了潛在交換的價值，例如農業經濟裡的獨立工作的女性農夫、農民的妻

子以及薪資勞動者，在生產工作中最顯而易見的是現金經濟（cash economies），

最不明顯的則是維生生產（subsistence production）。再者生產工作也涵蓋了正

式和非正式部門，另外，在家族事業工作雖不支薪也應算做生產工作（Moser, 

1993：31-32）。 

 

而女性跨國遷移通常包含這幾個層面，以台灣為例，在工廠工作的外籍工

廠女工從事的是生產方面的工作，外籍家庭幫傭或外籍家庭監護工則是生產工

作以及勞動力的再生產，而本論文的主角──外籍配偶──她們不僅僅是生物

再生產者、勞動力維持和照護的提供者，有些也是市場經濟裡賺取薪資的勞動

生產者。 

 

 

 

貳、 被忽略的女性移民 

 

    關於遷移最早是由Ravenstein於1889年運用英國的人口普查資料，提出「遷

移法則」（laws of migration），之後 Lee 在 1966 年提出「推拉理論」（push-pull 

framework），此後許多人在討論或解釋遷移行為時多會引用此概念。「推拉理論」

強調在遷移模式的形成與規範中，原居地和目的地的排斥力（推力）和吸引力

（吸力）的結構性因素，如原居地的推力（通常是落後國家的經濟、政治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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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穩定）、目的地的吸力（較先進國家的相對優勢）會成為人們決定遷移的考

量（Ma，2000：150）。 

     

國際遷移理論中，最主要的有新古典理論（Neo-Classical Economical 

theories）以及新馬克斯理論（Neo-Marxist Model）：新古典理論強調移民個體

會基於薪資差異或生活水準的不同而做出理性的抉擇（rational choice）；新馬克

思理論則是從歷史結構途徑分析，認為結構性的資源分配不平等是移民選擇遷

移的重要因素（Truong，1996：31）。不過這兩個理論都是以國內或國際的經濟

為基礎，皆忽略也沒有將女性在維持勞動力的工作問題化，也就是有性別盲

（gender blindness）的問題發生。女性在遷移的過程中，特質和情形是不同於

男性的，但早期探討遷移時並沒有加以區分，而且她們在國際遷移研究當中長

期受到忽略，往往被當成是男性親屬移民的跟隨者，經濟貢獻被低估（Delaet，

1999：2-3）。 

 

因此，在分析女性地位和角色時，以性別和遷移議題作為國際遷移的結果

和決定因素是相當重要的，例如性別關係對於女性國際遷移的動機和潛在的影

響；男性和女性做出國際遷移決定時，其決定因素的相似性或差異性；法律或

規範的管制是否性別中立；接收國和移出國勞動市場的性別選擇；無論是身為

女性或外國人，移民女性的相對受責難性，移民女性可能會遭遇到的「雙重壓

迫」或是「三重或四重壓迫」1。女性的國際遷移過程不應該只著重在個體的遷

移動機，更應將移出國和接受國連結起來，如家庭和社區層次以及社會、經濟、

政治體系（Lim, 1995：29）。 

 

 

                                                 
1 Morokvasic(1988)認為移民女性通常不只被歧視為女人、屬於勞動階級、少數族群，也包括她們

被社會化接受其從屬地位（轉引自Lim, L. L 1995,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Pp. 5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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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女性跨國遷移與國際性別分工 

    女性往往被認為附屬於男性，即使選擇遷移時亦是如此。Delaet（1999）

將女性移民分成四個種類：合法的家庭團聚、合法的就業移民、非法移民和難

民移民（refugee migration），而目前大部分永久定居的女性移民都是因為家庭

團聚的政策實行，例如在美國，強調家庭團聚的移民政策是導致女性占該國家

主要移民流量的原因之一（Delaet，1999：3-5）。 

 

    通常移民政策會影響移民的性別組成，同時也反映對於女性、其性別角色

以及認為女性是依賴者的假設。各國移民法的形成便是受到普遍的家庭概念和

家庭成員應該扮演什麼角色的想法所影響，女性身為配偶或女兒，傳統上被認

為是非經濟角色，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必須負責滿足家庭經濟需求，而當這些概

念轉化為移民規範時，在實際操作上便促進了女性以依親的方式移民（United 

nations，1994：69）。 

 

另一方面，世界體系理論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空間擴張，國家被整合到全

球經濟系統裡，勞動的分工決定個體國家的相對位置、支配了第一世界和第三

世界的層級結構，同時核心、邊陲、半邊陲的互動也解構了國家政治，不過這

種只注意全球資本主義為發展階層化的決定因素，缺少了性別、階級、種族和

族群間的互動分析而被女性主義學者批評為性別盲（Cheng，1999：40-41）。事

實上，發展過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男性和女性是有不同的影響的，如 Boserup

（1970）認為現代化過程中，毀壞了傳統維生經濟中婦女的生產活動，減少女

性取得技術的機會（黃淑玲，1998：5-6），也就是說當第三世界佔據了全球生

產鏈的底端時，第三世界的女性在性別和族群意識型態下只能提供生產過程中

的廉價勞動力。因此，女性主義學者認為，外國資本的投資透過對第三世界女

性勞動力的剝削，創造也加強了國際勞動分工。久場嬉子（1994）亦強調第三

世界的女性雖然加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勞動行列，但多從事勞力密集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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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薪資等易受剝削的工作（轉引自邱琡雯，2005：31）。 

 

承上，女性的跨國遷移展現了既存的性別階層並且進一步再強化性別結構

層級。Cheng（1999）以菲律賓的女性移民為例解釋資本和勞工的移動如何強

化並且使國際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SDL）繼續存在：近數十年來，

東亞除了經濟持續發展外，勞工大量的移動也是經濟發展的另一項特徵。由於

區域發展不平衡，發展較先進國家（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接收來自發

展較落後國家的勞工，這些勞工移民有兩個重要特徵，第一，女性占移工人數

比例上的增加，從 1976 到 1987 年，女性移工的比例從 15％增加到 27％（Lin and 

Oshi, 1996：87）；第二，這些女性都集中在某些行業，像服務業、製造業、性

產業和家事服務業，而這些性別化的職業傳統上都是由移民接收國的當地的女

性所從事的。在遷移過程中，女性移工仍舊集中於女性占多數的職業，因此，

我們可以認為這是勞動性別分工的延展，並且同時存在於移工輸出國和接收國

的國家層次上，也就是全球勞動市場的性別隔離現象透過移民過程中勞工的性

別分工繼續強化（Cheng，1999：44）。 

 

Troung（1996）更進一步提出「再生產國際分工」的概念，認為應該要去

關注再生產勞動如何在兩個不同階級、族群、國家或地區間轉移，並應試圖去

解釋： 

1.特定階級或特定經濟體在勞動再生產上形成缺口的結構決定性因素； 

2.兩個國家間再生產勞動轉移的組織過程； 

3.這對於國家、社區和再生產勞動者本身有何意涵。（Truong，1996：33-34） 

 

    關於以上，Troung（1996）認為是政府在兒童和老人照護面向上的缺席、

截至今日再生產在文化和意識形態上仍被認定是女性的責任、和女性相比，男

性在再生產方面（包括維持和照顧方面）的參與度依然不成比例，而且國家政

策也傾向於強化這種分工，再加上女性有薪勞動力參與的增加形成了這樣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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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Truong，1996：35-36）。因此，相對於勞動性別國際分工，更存在著一個

再生產勞動的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eproduction）。 

 

    承上，在此同時我們也應當關切在再生產性別化範疇中關於種族的議題。

以家事服務為例，Glenn（1992）指出當中產階級歐裔美國女性參與勞動市場時，

女性少數族群和移民承接了其家內勞動，這種在家事服務（domestic service）

面向裡的種族、性別不平等卻是諷刺地指向「女性」在工作場所上的逐漸平等

（Glenn，1992：1-43）。從台灣出發，林津如（2000）和藍佩嘉（2000）皆表

示「外傭政策」透露著不同階級、種族女性間不平等的交織作用，經濟能力佳

的中高收入婦女僱用外籍家務工作者分擔家務，來台幫傭的外籍婦女則是再雇

用當地女傭幫忙家務或照顧小孩，這種層層分工不僅是性別的，同時也是種族

的，國際層次的種族性別分工也因此透過勞動遷移形塑和加強。 

 

 

 

肆、婚姻移民的形成脈絡 

     

邱琡雯（2005）從「再生產結構」研究日本東北農村的亞洲新娘：由於日

本高度經濟成長導致就業型態的改變，吸引了大量農村山村人口移往都市，也

造成工業和城鄉的發展不均衡，農村山村價值相對被貶抑，離農人口逐漸增加，

農村也開始凋敝；另一方面日本女性不願嫁到農村，再加上農村地區的女性人

口也大量外移而減少，使得東北農村的男性無法尋得結婚伴侶。在這種情形下，

日本行政機關自 1980 年代開始出面主導亞洲新娘的事務，但細節仍委託民間的

仲介業者辦理，1985 年東北山形縣率先辦理到菲律賓迎娶亞洲新娘的國際通婚

業務，之後其他地區紛紛起而傚尤，甚至當成選舉時的主要政見。同時此舉引

發了正反兩面的評價，主要的批判是：商品化跨國婚姻中的亞洲新娘被賦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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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嫁）再生產的功能，被安排來照顧年邁雙親、當作承續「家」的生子機器。

而她們也的確扮演著消解農村世代交替過程中生產與再生產危機的角色，包括

生育的、養育的、照料先生及年邁雙親的多重責任（邱琡雯，2005：85-94）。 

 

    在台灣，外籍配偶也是在再生產國際分工的脈絡下，以國際通婚依親的方

式遷移。由於台灣家庭在老人安養照護、福利措施的不足、雙薪家庭無法照顧

幼兒、傳統家庭勞務市場化等社會問題，政府開始開放外籍幫傭和外籍監護工，

且數量逐年增加中，從民國82年的7,525人、87年的41,844人、89年的106,331

人到最近的 96 年九月的 163,150 人，可以看出台灣不是將「家務照護工作社會

化」，而是用引進國際勞動力來解決問題。這樣的政策讓中產階級以上的婦女可

以擺脫家庭勞務進入勞動市場工作；而低收入家庭因為無法付擔高支出，再加

上他們屬於婚姻劣勢者，因此只好迎娶外籍配偶就可以同時解決兩個問題：家

庭勞務有人做（變相的外籍女傭），同時也滿足了成家的社會期望（王宏仁，

2000：106-107；119-120）。 

 

    婚姻市場與勞動市場有平行的相似性：婚姻市場是社會再生產體系，勞力

市場是生產體系（Brown，1996：128；轉引自王宏仁），因此從外籍配偶的角度

來看，她們滿足了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提供廉價勞動力彌補勞動力市場上的

不足；以及再生產過程：她們在生育、為人妻母和媳婦的角色（王宏仁，2000：

106-107）。也就是王宏仁（2000）所提到的： 

 

台灣過去由於社會階層化結果，造成台灣部分男性必須往國外尋求配偶；而這

些新移入的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剛好適當地補充了勞動力在正式的勞動市場

與非正式的家庭勞務工作（王宏仁，2000：99）。 

 

    從鉅觀結構來看婚姻移民的現象，國際婚姻並非是臺灣獨有，在美國，有

來自亞洲、東歐及俄羅斯的進口新娘被羅列在廣告目錄上，等候郵購（Lai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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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dava and Onizuka 1994；轉引自夏曉鵑 1997：72）；在日本、澳大利亞及前

西德，菲律賓新娘的進口引起了各方爭論(del Rosario 1994; Sato 1989；Aguilar，

1987；Cooke 1986；轉引自夏曉鵑 1997：72)。夏曉鵑（2002）結合了世界體系

理論的核心、半邊陲、邊陲的國際分工概念和 1980 年代後台灣經濟發展政策與

東南亞依附關係的形成與運作，以資本主義發展為架構來分析台灣外籍配偶這

種商品化「婚姻移民」的現象。 

 

    被編入半核心國家位置的台灣在 1980 年代為了降低勞動成本和擴大資本

積累，開始進口廉價外籍勞工，或是將資金外移到邊陲的東南亞國家。在東南

亞，因為自由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全球化」趨勢下造成大批農工人口希

望可以藉著到較發達國家工作以解決生存問題；台灣則是因為工業擠壓農業，

造成農村地區空洞化、再加上外籍勞工進口排擠了本國低技術勞動力。因此，

在經濟和身分地位上處於不利位置的本國男性，和希冀出國打工或以「婚姻」

為脫離貧困的東南亞女性為求延續生存而相互結合；對台灣男子而言，跨國婚

姻解決了他們延續後代的壓力，對女方而言則是藉由婚姻脫離貧困。在這其中，

深諳雙邊需求的婚姻掮客便大量促成了「婚姻移民」（夏曉鵑，2002：161-190）。

在此情形下， 

 

對核心、半邊陲國家而言，通過『外籍新娘』所提供的無償家務勞動及生育，

國際婚姻穩定了國內廉價勞動力的再生產機制，同時外籍新娘本身更是廉價勞

動力的新增來源(夏曉鵑，20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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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籍配偶在台灣 

 

壹、婚姻市場的失衡 

     

從微觀角度觀察台灣外籍配偶現象，為什麼台灣男人會到國外娶妻？從社

會學角度來看，認為婚配模式有兩個假設：第一個是「同質性地位通婚」，社會

地位相近者聯姻，可以穩固既有的階層順序，也就是社會所謂的「門當戶對」；

第二個假設是「男高女低」的婚配模式，女性傾向於嫁給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

男性，此假設反映了性別階層化的現象，傳統上男性角色價值高於女性，也掌

握大部分的資源（如財產繼承、教育成就、職業、收入等），女性利用自然資源

（如年輕、美貌）來「上嫁」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男性則是「下娶」來維持

自身於家庭中的權威（楊靜利、李大正、陳寬政，2004：5）。 

 

    然而隨著台灣女性的教育程度和經濟收入的提高，連帶社會地位也跟著提

升的同時，受限於「上嫁下娶」的婚姻坡度和「門當戶對」的影響，衝擊了傳

統家庭的男尊女卑的角色分配，婚姻市場中的男女條件因社經地位的變遷而有

所改變（王宏仁、田晶瑩，2004：7），也間接影響女性的婚姻觀念，甚至會有

不婚的想法（陳庭芸，2002；27）。此現象也在楊靜利、李大正與陳寬政（2004）

的統計數據中呈現出來，他們運用從 1990 年 1 月到 2000 年 12 月的人力資源調

查資料發現並預期未來兩性的不婚比率會持續上昇，但男性和女性會有不同的

發展方向：男性的未婚率主要增加在低教育程度者，女性則是高教育程度（楊

靜利、李大正與陳寬政，2004：16-17）。 

 

    另外，吳舒靜（2005）的研究也發現，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分布狀況，鄉村

比率為 71.4％，遠高於城市地區的 28.6％（吳舒靜，2005：80），顯示外籍配

偶多位於農業縣份或都會區等經濟邊陲地帶，也就是說迎娶外籍配偶的台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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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屬於社經地位背景較劣勢的人，這種情形可以在許多的研究中都可以看到

（蕭昭娟，2000；鄭雅雯，2000；王宏仁，2001；周美珍，2001；夏曉鵑，2002；

陳庭芸，2002 等）。除了社經地位較弱勢之外，另外一個原因是傳統父權社會

裡認為男性要優於女性、女性要具有順從的「傳統美德」的女性特質（王宏仁、

田晶瑩，2004；7），但這與台灣女性意識覺醒的趨勢背道而馳。因此在日漸強

調兩性平權和家庭責任分工的現代台灣社會裡，女性對家庭依賴降低，且與婚

後要當個三從四德的順從女人差距甚遠，陳麗玉（2001）更是指出一針見血地

指出，「台灣人要的媳婦不是台灣女人，也不是外國女人，而是傳統女人」（陳

麗玉，2001：58）。於是在傳統父權文化與社會經濟地位的拉扯下，台灣部分男

性只好往外尋找有傳統美德的女性（鐘重發，2003：17）。 

 

 

貳、外籍配偶在家庭的角色 

 

一、傳統媳婦的角色 

    在傳統的台灣社會裡，婚姻不是兩個人的結合，而是兩個家族的結合，擴

大家族的力量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結婚代表「成家」，婚姻和家庭被緊緊地拴

在一起，婚姻的目的主要在延續家庭的香火，而「多子多孫」的生育模式就成

為了家庭興旺的一種象徵。尤其是在父權社會中，婚姻的建立以家庭香火的延

續最為重要，女性正扮演這個「有責無權」傳宗接代的角色（薛承泰，2003）。

所以台灣社會中民間俗稱結婚是在「選媳婦」，而不是「選妻子」。女人為人「媳

婦」的角色比為人「妻子」的角色更為重要（林依敏，2006：39）。再加上受到

重男輕女的觀念影響，重男嗣的結果，照顧、侍奉父母成為兒子最重要的責任

（張思嘉，2001：111），媳婦主要的功能就是侍奉公婆，以及延續夫家香火，

就像胡台麗（1982）提到的，「一個好媳婦的要件是要性情好，肯努力工作，身

體強健，和會生育男嗣」（胡台麗，1982：64）。 

 - 27 -



    生育孩子通常是婚姻的要求，而且對多數人來說，那也是女人生存價值的

判斷（ Basow，1996：436），直到現在這樣的觀念仍存在許多台灣家庭中。女

性在不斷的社會化過程中被灌輸應該扮演相夫教子、持家、侍奉公婆的照顧角

色，而在這樣的文化涵養下，不只男性，連女性本身也以此來期待女性（王宏

仁、田晶瑩，2004：8）。這也就說明了為何許多婆婆對於媳婦的要求也是具有

要聽話、乖巧的特質。 

 

 

二、無酬的家務勞動者 

    家庭是如何被認定為女性領域、家務勞動如何被建構成為無酬且是屬於女

人的工作？ 

 

    女性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並未將所有人的勞動都納入市場內部，某些勞

動被「商品化」，某些則否，家務勞動就是沒有被商品化的勞動（上野千鶴子，

1997；30）。工業化前，家庭以外的工廠尚未出現，勞動產品為家庭共有財產；

但工業化後，資本家選擇男性成為主要的生產勞動力，女性慢慢地和家庭以及

小孩連結在一起，女人在家裡的工作可以提供資本體系勞動力，男性則在公共

領域賺取薪資，於是就形成了生產／再生產，公領域／私領域，工作場所／家

庭的二元區分。 

 

    女性主義者對於女性為何被限制在家庭中並受到支配有不同的看法和解

釋，馬克思女性主義者認為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女性在家庭中的經濟依

賴而受到宰制；基進女性主義者認為父權體制（男性對女性的壓迫）先於資本

主義存在，而且是女性受到壓迫的根源；社會主義女性主義者則主張女性受到

的壓迫是兩者的交互作用而成。總而言之，大部分的女性主義者皆同意工業化

以來，男性開始爭取更高的薪資來養活妻子小孩，「養家的薪資」使得女性在經

濟上依賴男性，女性則順理成章地被安置在家中從事家務勞動和生育小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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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強調具有交換價值的勞動生產，家務勞動因不具有交換價值而被貶低

（陳靜雯，2004：12-13）。 

 

    因此，馬克思女性主義對於女性在家無酬地從事家務工作提出批判，主張

家務勞動應被視為一種「勞動」，而不是無酬的。無酬的家務以「愛」之名行幫

助資本主義再製勞動力而受到剝削之實。而即使有酬的家務勞動，外籍幫傭或

監護工所領的薪資也只是勞動基準法規定的最低工資（林津如，2000：132），

由此可見，由女性所提供的家務勞動以及女性地位是如何地被視為理所當然且

受到貶抑。 

 

    女性被認為應該在家中提供無酬的家務勞動，而當外籍配偶進入家庭場域

時，自然也就承繼了這樣的性別分工和地位，甚且有可能因為其婚姻本身的商

品化邏輯而遭到矮化，產生了不平等的人際關係。王宏仁（2001）曾就家務勞

動分析，發現每位外籍配偶的每週平均工作時數為 31.2 小時，甚至有人每週要

工作一百小時左右，相較於丈夫每星期只從事 2.7 個小時的家務勞動，外籍配

偶每天的家務勞動時間整整多出先生數十倍之多，且認為當家中有老人需要照

顧時，中上階層的人可以請外籍看護來幫忙「侍奉公婆」，中低階層就迎娶外籍

配偶來解決問題（王宏仁，2001：118-119）。 

  

    以下是一個名為「宏佶人力資源有限公司」的仲介網站寫著： 

越南是社會主義制度國家，一般越南小姐生活純樸、刻苦耐勞、美麗多情、

性情溫柔。且越南屬於母系社會，在傳統道德影響下，女孩須負起家庭生

計之重責大任，其持家、相夫教子的能力，及對侍奉孝順公婆視為當然。

也因此越南新娘對家庭及先生的忠誠度，是最為國人所稱讚。 

     http://manpower.etrading.com.tw/bride-question.htm/#D9

 

    還有一家「布里斯本國際(移民)公司」的廣告單上也這麼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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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老婆的好處： 

    一、每月工作收入兩萬，一年收入約 24 萬。 

    二、可睡，娶老婆省去找女人，一年可省八萬。 

    三、可工作—太太會洗衣、煮飯、做家事，一個月一萬，一年 12 萬。 

    四、娶老婆的好處—一年可賺 30 到 40 萬利益。 

    五、生小孩—傳宗接代，無價，非常偉大。 

    六、結婚好處多多—你為什麼不結婚，除非你有問題。 

 

    第一個廣告將外籍配偶描述為溫柔、順從的好太太形象，她們可以扮演好

家庭中女性應有的角色，讓有意迎娶外籍配偶的家庭對於台灣傳統女性的期待

移向另一個族群的女性身上；後者更是徹底將女性身體及其勞動徹底商品化、

「有酬化」，秤斤論兩計算出外籍配偶可以提供的價值，不僅是女傭、老婆，還

可以省錢、賺錢甚至也提供性服務。而外籍配偶嫁到台灣家庭後，家庭成員是

否真是像這廣告般以這種心態看待或對待外籍配偶？筆者將在實地田野訪談後

加以分析。 

 

 

 

参、農村女性的就業狀況 

 

一、性別分工與勞動市場的性別隔離 

    關於性別分工的討論，大多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之間的辯論。如社會主義

的女性主義學者 Hartmann 主張父權制早於資本主義存在，男女在家庭權力結構

中地位不同，也有簡單的等級制分工，資本主義於是就在這種基礎上發展，雇

傭勞動和生產規模開始擴大，生產脫離家庭，已婚婦女則傾向繼續留在家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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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家務。當她們參與勞動的時候，因為農業中婦女有低工資的傳統，且無法獲

得較好的訓練和缺乏組織等等因素，於是她們便處於不利的地位，從此男性支

配地位確立，女性在家庭的從屬地位加強了他們在勞動市場的從屬，並造成惡

性循環（Hartmann，1997/1979：56-61；轉引自黃淑鈴，1998：8）。 

      

    Young不贊成Hartmann把社會性別等級結構看成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兩個

獨立制度結合的二元制看法，其認為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父權制。資本主義一

開始就將婦女定義為次要勞動力，作為勞動儲備之用，藉此來調節男性工資的

高低；雖然父權制思想使得婦女接近家庭，但資本主義意識型態卻更是把家庭

內外分離擴大，使得婦女不工作的「女性意識型態」（ideology of feminity）成

為女性邊緣化的後果（Young，1997/1981：87-105，轉引自黃淑鈴，1998：8-9）。 

 

    儘管對於父權制和資本主義兩者間關係的意見不同，但 Hartmann 和 Young

都同意性別分工不是新的現象，而是存在於歷史過程。資本主義下的性別分工

將婦女放置到家庭內，藉著家庭和市場的隔離，擴大了男女在勞動市場上的位

置，此為家庭性別分工和勞動力市場分工共同造成的結果（黃淑鈴，1998：9）。

誠如上野所說的兩個機制：把女性排除在工資勞動外以及將女性勞動位置安排

在男性勞動之下（上野，1997：50）。因此，女性要不婚後留在家中成為家庭主

婦、從事家庭代工或是將家裡整頓好後外出賺取低廉的工資。所以，Mies（1994）

認為，婦女參與勞動市場並沒有增加她們的收入或財產，反而是加重了工作的

負擔（Mies，1994：115）。 

 

    然而，並不是所有的女性都是家庭主婦，但卻很容易因為社會的家庭主婦

意識形態，讓就業女性面臨就業的不利位置。也由於女性被放在家庭內的位置，

導致女性在工作或就業時往往只能附著於其主要角色，工作僅只是暫時性的投

入。男性被視為內部勞動力，而女性則被視為外部與邊際的勞動力（馬財專，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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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力資本論」來看，其主張教育、技術、專業與工作資歷等因素決定

了一個人在勞動力市場的成就，而女性正是因為人力資本不足導致就業條件低

劣；「雙元勞動力市場理論」則是討論勞動力市場的階層化現象：位於核心的主

要勞動市場的工作內容技術層級高、勞動條件較佳，有工作保障；而次級勞動

市場則多半是無技術或低技術的不安定僱用工作，勞動條件也相對差、無發展

性。而女性在「父權」、「主內」的角色限制以及「勞動力彈性化」的策略運用

下，成為次級勞動市場的主要勞動力來源。 

      

    另外尚有「性別角色態度」、「家庭生命週期理論」、「偏好歧視」、「家庭資

源論」等理論解釋女性勞動參與行為，無論是經濟或非經濟的解釋，都可以看

出女性的就業深受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的結構和意識型態影響，如在父權文

化規範下，婚姻對女性的勞動參與行為有很大的影響（劉梅君，1999：265-266）。

且無論是何種理論，都顯示出女性在就業市場上的附屬職位者或是邊際勞動

者，同時也是低薪者及高度流動的工作族群（馬財專，2005：6）。 

 

    而台灣社會「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觀念造成職業婦女兩頭燒，就業婦

女集中在無勞基法保障的服務業及半工、零工、家庭代工等非正式部門，特別

是低教育婦女。且福利雙階制（two-tier system）不利於經常出入勞動市場的

婦女，女性中的弱勢因此受到性別與社會階層的雙重剝削（胡幼慧，1996：

209-211）。 

 

 

二、農村婦女的勞動參與 

    討論台灣農村婦女的研究不多，大都集中在經濟發展對婦女地位的影響，

劉清榕（1976）從經濟學角度分析台灣鄉村結構變遷中的農家主婦（轉引自黃

淑鈴，1998；18），胡台麗（1985）則是以人類學個案的方式分析工業化的兩個

階段過程，第一個階段家庭中的青壯年男子到外地工作，把農事交給年長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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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或是妻子處理，農村婦女因此從協助農事的角色轉為主要策劃者的角色。而

隨著農業機械化和家電用品普及後，退出農業，在工業裡找尋工作、貼補家用，

她們會利用家事以外的閒暇時間找工作，她們多從事於建築水泥工，村內工廠，

有一些會在家裡做外銷帽子和手工藝品，但她們的收入很少構成家庭的主收

入，工作也較不固定（胡台麗，1985：342-344）。 

 

    Gallin 則以台灣一個農村做個案，發現早期這個村落維持著與傳統價值一

致的男女分工模式，男人負責農田，婦女管理家內的事務，1960 年代，大量年

輕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婦女成為農業的主要勞動力，而隨著 1970 年代農村經濟

變遷，勞力密集工廠、雜貨店、工藝店逐漸萌芽，已婚婦女也逐漸加入勞動力

市場（Gallin，1984：386-393）。 

 

   這兩位學者皆討論農村婦女在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由最早是主要負責家務勞

動的角色逐漸轉變到農業的重要參與者，然後再進入工業部門成為受薪階級。

不過胡台麗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農村婦女的地位有提高；但是 Gallin 則認為在

男女的性別分工沒有改變下，婦女從原先無酬的家務勞動轉為低廉的受薪勞動

者，父權和資本主義結合使得農村婦女在勞動力上的從屬（黃淑鈴，1998：19）。 

 

    此外呂玉瑕也曾使用台灣省家庭計畫研究所 1980 年的調查資料分析已婚

婦女正式與非正式的就業型態選擇，城鄉居住地為其中一個自變項。分析結果

發現，台灣都市化提供大量非正式就業，加強女性勞動力被邊緣化到非正式部

門；農村婦女比都市婦女更可能工作，其工作型態多為非規約性的工作。呂玉

瑕認為這是因為農業工作與妻子的家庭角色較能配合，且農業生產收入低，農

村經濟需要妻子支持，因此她們都會在農閒時打零工以增加收入（呂玉瑕，

1994：114 -126）。 

      

     綜合以上，農村婦女是一群以再生產家務工作為主，並以零時工、家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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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工廠女工等形式的廉價勞動者身分出現在當地勞動市場上，也由於多為非

正式就業，缺乏如勞保及退休金等社會安全保障，比起男性，更容易落入老年

貧窮化的困境。 

 

 

三、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就業現況 

根據內政部於 2003 年所做的「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外籍

配偶 83,358 人中，年齡以 15-24 歲占 44.6％最多，其次為 25-34 歲占 40.7％；

按區域分，東南亞國家配偶以北部區域為主占 38.1％，中南部各占 29.7％。其

中外籍男性配偶有工作的比率較女性高，男性有工作者占 81％，女性占 32.1

％；女性外籍配偶無工作者占 66.6％，有工作者占 32.1％；其中有固定工作者

占 19.6％，臨時性工作占 12.5％。以職業類別看，有工作的外籍配偶從事的工

作行業，男性以服務業最多占 48.7％，女性以製造業最多占 48.6％。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女性從事農林漁牧業的比率占 13.6％，遠高於本國人口從事農林漁

牧業（占總就業人口數的 6.6％）。再從受訪者的男性配偶年齡來看，以 35-44

歲最多占 46.9％，其次為 25-34 歲占 24.4％；教育程度方面，以高中、高職最

多占 36.1％，其次為國中、初職占 35.3％。 

 

而現階段關於婚姻移民者的就業狀況及其配偶相關資料的官方文獻不多，

大多依賴學者的田野調查或媒體報導，如蕭昭娟（2000）的調查發現社頭鄉的

台灣丈夫集中在工廠工作，其次是開雜貨店、檳榔店等攤販，還有農民〈蕭昭

娟，2000：26〉；王宏仁（2000）的研究則是丈夫多集中在工人、司機、自營商

和農民，只有一名是經理（王宏仁，2000：112），越南藉配偶的工作則有裁縫、

開店、攤販、在工廠工作、洗髮店幫忙、家庭代工、幫先生耕地等等，她們的

平均月收入為 14,800 元，且成為中小企業雇主眼中可透過無勞保、臨時工等方

式降低薪資支出、減低成產成本的好幫手（王宏仁，2000：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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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琡雯（2005）則訪談了以嘉義縣為主的中南部 68 位外籍配偶受訪者，歸

納出她們的工作動機主要是改善家庭的經濟，包括原生家庭和夫家家庭；工作

內容可分為七種，家庭代工、到工廠工作、在丈夫的店攤幫忙、自營店攤、親

友的店幫忙、幫傭和打零工，而這些工作的特質為：以丈夫或親屬網絡為主延

伸出去、為協助性、臨時性（採水果、檳榔等季節性工作）和發揮女性特質的

工作（清潔打掃、餐飲等）（2005：23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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