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討論與分析 

     

在呈現訪談的內容後，本章主要是從研究所訪談觀察到的現象加以分析，

歸納出下列幾個論點並闡述說明。與前兩章相同，也是以生產和再生產面向為

軸線，討論東南亞籍配偶在其家庭中乃至農村社會之定位與貢獻。 

 

 

第一節  生產方面 

 

壹、 不變的農村女性廉價勞動力 

 

    前已提及，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落後，商業活動不多，工作機會也多為非

正式就業，當地婦女除了幫忙家中農事外，也會從事勞動條件不佳的工作，她

們以零時工、家庭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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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的東南亞藉配偶從事的工作亦多以勞力居多，收入均普遍不高，一個

月平均薪資在一萬元上下，只有 A02 的比較高（最高可以到二萬四仟元，但不

固定），即使是全職工作的 A01 也僅僅只有一萬六仟元，根本不達勞動基準法的

最低薪資，更遑論勞工保險的社會安全保障。一部分因素是她們必須兼顧家庭，

只能從事兼職、具彈性的工作，像 A04、A05、A06 和 A07 都有這樣的經驗；另

一個原因則是農村地區的工作機會多為剝削勞動力的季節性工作或小型工廠。

部分研究曾指出外籍配偶往往因為不計較工資或工資較低廉，雇主反而喜歡僱

用她們，可以藉此節省人力成本（王宏仁，2001：117；陳瑩蓉，2006：70：5; 

張淨善，2006：70）。不過根據研究者的訪談，並未發現農村東南亞籍配偶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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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低廉的情形，她們表示，計薪方式和當地婦女相同沒有差別；在種族歧視

方面，只有訪談到一位東南亞籍配偶（A05）曾經受到同事言語上的排擠，其餘

都表示沒有受到同事或雇主的差別待遇。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在於農村的工

作薪資本身已經相當低廉，有些工資是「公定價」，再加上農村裡彼此的人際關

熟絡，雇主、東南亞籍配偶家庭成員和一起工作的同事或是親戚、或是熟識，

因此並未出現工資較低廉或受到排擠的情形。 

 

因此，東南亞籍配偶和農村婦女一樣，皆屬於國家廉價勞動力，但對東南

亞籍配偶來說，由於語言、識字和移動性問題，她們的工作選擇性相對比較少。

語言問題尚可以隨著居住時間改善，但是後兩者則否，政府開設識字班供外籍

配偶免費就讀，但是對於某些每天必須汲汲營營於生活的她們未必有時間參

與；當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摩托車—她們未必會騎，甚至是買不起（A01、A07），

儘管政府有專為外籍配偶開課教導，也不一定有時間和精力學習。 

 

    總體而言，研究者訪談到迎娶東南亞籍配偶的整體家庭環境，雖然有些經

濟條件較差，但甚少到幾乎無以為繼的情景。A01 是比較極端的個案，丈夫無

業、身體不好無法從事體力負荷太重的工作，全家六口只能依靠她一個月一萬

六千元的工資過生活，再加上從外地搬來、丈夫從小獨自長大，在缺乏朋友和

親戚等社會關係的支持網絡下，整個家庭幾乎呈現封閉狀態。而此個案突顯出

外籍配偶身處農村，除了可獲得社會資源相對缺乏外，丈夫身體的孱弱和經濟

上的弱勢使她更容易落入因性別、社會階層和族群相互影響下三重弱勢的社會

地位。 

 

 

貳、家中經濟的主要支持／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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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相信至今仍有不少人對外籍配偶仍停留在是為了賺錢的刻板印象，

一部分可能來自於媒體報導，讓未曾與外籍配偶接觸的人會不自覺地把新聞個

案放大渲染。以下面引用的新聞為例，原先只是單獨個案但加入一個人針對此

事發表的意見後，「許多外籍新娘」與「假結婚、真打工」兩個字面概念結合，

便成為「外籍新娘假結婚真打工（賣淫）」的謬誤印象。 

 

    神岡鄉陳姓男子昨向本報控訴，娶進的越南配偶受同鄉姊妹引誘，在附近

小吃店打工脫衣陪酒，拋棄丈夫、公婆與 3 名稚幼兒女，老公數度哀求她都不

回來，陳情希望縣府和警察把這些害人不淺的店拆光光。台中縣外籍配偶的親

親姊妹會理事長謝涼表示，異國聯姻問題愈來愈複雜，不再只是本地丈夫欺負

外籍太太，許多外籍新娘存著「假結婚、真打工」心態，來台只想撈錢，已衍

生很多問題。【 2006-08-17 / 聯合報 / C1 版 / 中縣．文教 】 

 

    關於接受訪談的東南亞籍配偶們，只有一位目前是專職的家庭主婦，其餘

皆投身就業市場，成為台灣、農村社會的基層勞動力；三位的家庭需要她們的

經濟收入來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其中一位是家庭主要的支持者（A01），另外兩

位的工資則是家中輔助但也是必要的收入（A06、A08）。 

 

    像 A01 的丈夫身體狀況不好，無法從事勞力工作，據她表示丈夫一年當中

有半年以上是沒有工作的（偶爾做零時工），家裡就靠她一個月一萬六千元的工

資撐起全家六口生活；A06 的先生工作不穩定，嫁過來之後丈夫先後換了三到

四位老闆，中間的失業期皆長達一到兩年，完全依賴 A06 在菜市場的工作和借

貸渡過難關；A08、A02、A05 則在不同程度上多少幫忙了家中經濟。 

 

對啊，都是我自己在賺，要租厝、要吃（很辛苦耶！）嘿啊，所以厝邊頭

尾都說，喔！妳怎麼有法度這樣，我就說沒法度也是要賺，日子一天一天

要過啊。（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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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小孩就夠用，所以有小孩就要幫忙賺，卡拚一點，（笑）不拚不行（笑），

我尪賺的不夠花，假使我不倒賺就不夠用。……我來到現在喔，還沒來就貸

款 30 萬，第二次就貸款 20 萬，現在又貸款 30 萬，還了就借、借了又還，

現在 3 樓下雨會漏水，1.2 樓不能睡，沒辦法就只好借錢整理，不做怎麼辦？

（A06） 

  

    在研究者看來，她們都不是來臺灣撈錢的，原本冀望嫁到台灣可以過著比

較輕鬆的生活，但是來台後的現實生活卻逼得她們不得不努力工作賺錢養家。

而對於一些人認為外籍配偶來台灣只是為了賺錢的說法，A05 說出她的想法和

反駁，「都說外國來的都很愛錢，都很拚命的工作，其實不能這樣說，大家都很

愛錢啊，對不對？」況且按照丈夫無業或不高的薪資，沒有她們幫忙賺錢養家，

這個家將會更難維持下去。 

 

參、農村勞動力的補充 

     

勞動者的遷移可提供移入地在勞動市場上所需的勞力（廖正宏，1985：

148），早期日本政府有計畫地引進菲律賓、泰國、斯里蘭卡和印尼新娘的目的

主要是為了解決鄉村或農村地區的勞力不足問題，這種擁有免費的農村勞動力

兼社會再生產的勞動力也被西德、瑞士、澳洲等國所採用（del Rosario，1994：

207-237；轉引自蕭昭娟，2000：117）；王宏仁（2001）也認為外籍配偶同時扮

演經濟的補充性勞動力和社會再生產的勞動力角色，進而對當地經濟產生影

響。以這樣的角度來觀察西螺鎮的東南亞籍配偶，也可以隱約看出其在農村扮

演著勞動力補充的角色。 

     

    台灣過去三十年的農村年輕和高教育人口大量外移，農村人力歷經了數量

上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勞動力參與的情形，即年紀大、教育程度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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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留在農業部門，此在統計資料可以發現，而且農村的勞動力也是在逐漸老

化中（廖正宏，1991：99-100）。根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的「92 年台灣地區農

家戶口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從事自家農業工作者之年齡結構，以 45 至 64 歲

者占 39.79%最多；65 歲以上者占 29.75%次之；30 至 44 歲者占 22.22%；未滿

三十歲者占 8.24%，由此可見農村地區勞動人口老化嚴重。西螺鎮也是如此，

尤其在離鎮中心較遠的村里，情況更是嚴重。 

     

    而隨著勞動人口老化的結果就是勞動力的不足，部分工作出現了找不到工

人的情形。以研究者家中自營將近二十年的農產行為例，過去皆是聘請年齡大

約在 50 到 60 歲的中老年婦女，其中有些人自己家中有菜園，農閒時會到農產

行打零工，還有些人是家裡沒有田地，以打零工為生的。不過由於她們年歲已

大無法承受整天的勞動，曾有一段時間，父母常會因為找不到工人而煩惱。目

前家裡農產行一共聘請了三位工人，其中兩位是東南亞籍配偶，另一位則是因

為經濟不景氣跟著丈夫回鄉下定居的中年婦女。研究者曾經問過父親，為什麼

僱用外籍配偶？父親回答，原本的工人都老了，年輕的不是在外地，就是自己

家裡有種菜，找不到人。研究者回家也都會到農產行幫忙，和她們天南地北聊

天。有一次問到：「為什麼現在大部分都是外籍在做穡？」 A05 回答：「現在年

輕人都沒在放伴啊，大家都拔自己的菜，欠工再叫，所以拔菜的只有老人和外

籍，老人也差不多都退休了。」，「沒法度，嫁過來都愛做穡，女孩子都嘛很現

實。那個xxx，叫他兒子先不要做穡，不然沒人要嫁，等娶了再做穡。他們也很

奇怪，教女兒不要嫁給做穡的，娶媳婦卻要人家做穡。」在村莊裡，年輕女性

大都到外地求學、工作，老一輩的了解做穡人的艱苦，往往不希望女兒嫁給要

辛苦工作的夫家，但兒子就不一樣了，家裡總是需要有人繼承，因此才會有這

種矛盾的舉動。不過，有時候未必如願，就像隔壁的兩位叔叔到印尼娶了老婆，

嬸嬸們就是專職幫忙先生種菜、收成。 

 

    A02 就是「專職」拔菜的東南亞籍配偶，據她表示，從台北搬回西螺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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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這份工作，而且每天都有「工」可以做，工作表常常會排到下個月。工作

一天下來無論結束得早晚，薪資一律是八百元，她也提到在不同菜園工作時，

一起工作的有不少是外籍配偶。 

 

（會搶工嗎？）不會啦！通常是老闆會講幫這個人拔完，過來幫我拔，如

果有別人來說，我就會說我已經答應別人了。然後就會一直排，排到一個

月這樣。（所以妳整個月都有工作就是了？）是啊。就是妳今天在這邊做，

別人經過看到菜快拔完了，就會先跟妳預約過來幫我這樣。就這樣一直

排，每天都有就是了。一共有 5、6 個老闆，這樣就排一個月了。（你怎麼

會記得？）我都會記下來。像我現在拔完，要去幫我麻吉啊。…… 

（拔菜時，有遇過也是從國外嫁過來的嗎？）很多工人，2、3 個（拔菜工

請的工人最多 4-5 位），有阿，越南的啊。（專門幫忙拔菜的嗎？）是啊，

差不多 24、25 歲，都是外國嫁來的，大部分是越南的，大部分是年輕，

從國外嫁過來的。（A02） 

 

    此情形與 A05 十多年前在工廠（工廠規模 30-40 人）工作時只有兩位外籍

配偶的比例有所差距，A08 也提到她認識很多東南亞籍配偶，包括越南、泰國、

柬埔寨，「她們要工作忙啊、有的種菜，白天工作、晚上要休息，比較很少在聊

天，除非她們沒有做，過來這邊陪我聊聊天。大家很少在一起，因為都要工作，

只有他們沒有工作的時候，會來找我聊聊。這邊的工作只可以種菜(菜市場那邊

呢？)有，很多，包菜的在漢光（西螺鎮的轄區）那裡。」。 

 

    研究者訪談的 8 位東南亞籍配偶中，只有一位目前是專職的家庭主婦

（A07，偶爾幫鄰居黏貼遮陽板），其他人不是包菜、在便當工廠工作、專職拔

菜、自營小吃店，就是幫忙家中農事。而且從田野觀察來看，農村裡的外籍配

偶絕大部分都有從事勞動，包括了夫家家中的農事或是在外打零工，因此在某

種程度上，外籍配偶填補了農村人口老化趨勢下的勞動力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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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再生產方面 

 

壹、傳統媳婦的再現 

     

前面「農村婦女的勞動參與」討論到，農村地區的婦女從原先無酬的家務

勞動轉為低廉的受薪勞動者，但仍擺脫不了父權和資本主義結合使得農村婦女

在勞動力上的從屬。 

 

    那麼訪談的東南亞籍配偶們呢？本研究發現，她們有些初來乍到，儘管不

熟悉環境，但仍有部份從事家庭代工的工作，也就是說她們除了在家整理家務

外，還有一份有工資不算多的工作。陳靜雯曾在其研究中指出，民國 50 到 60

年代國家頒定的「社區發展綱要」，將婦女定義在家庭中從事再生產以穩定健康

勞動力的供給，必要時也投入經濟生產的行列（從事家庭副業，提倡「客廳即

工廠」），這種政策顯示政府將婦女定位在「家庭照顧者」、「家務勞動者」和「家

庭生產者」，父權國家藉此一方面傳遞了「男主外，女主內」的性別分工（陳靜

雯，2004：16-18），另一方面也善用了女性的勞動生產力。 

 

    若我們再將把視野拉大到整個社會結構來看，家庭代工制度可說是父權社

會下爲了促進經濟產業發展，同時不影響撼動男主外，女主內的兩性分工方式

而產生的策略。幾十年過後，這種讓女性既可以顧及家庭又可以投入經濟生產

的家庭代工勞動模式，仍在農村裡的外籍配偶裡盛行著，她們是上野所說的「家

庭主婦勞動者」（上野，1997；166），忙著車頭巾、剪線頭之餘，仍是無法減輕

家務負擔。 

     

    (每天車多少時間？)要顧小孩、要煮飯啊，要做這個那個，有空就車啊。

（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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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子懷第一胎、生完還在車，到懷第二個就沒做。(為什麼？)懷第二胎，

肚子很大粒，要顧個孩子、款家裡、還要車衣服，沒法度。所以就沒車衣

服，顧孩子而已，家裡款款。（A07） 

 

    即使外出工作，時間上也還是以家人的作息為準，丈夫的工作需要她幫忙、

生病的長輩要有人看護、小孩子放學有人照顧，所以只能找可以配合的工作，

若是兩者之間有衝突，則以家庭為重。 

     

    我去那邊剛好他們缺人，我就去工作。他沒有說我休息，可是我公公生病，  

    一直休息，我就想說，好那就休息幾個月。(所以妳是休息照顧公公？)嗯， 

    對。（A04） 

     

還有去做便當。做不到一個月，因為那邊對我不適合，做太晚，半天 6 個

小時，我回來幫忙我老公比較少時間，做到 1 點回來太晚了。（A04） 

     

    (有想要換工作嗎？)目前不行，我家裡沒人阿，我兒子放學回來沒人看著 

    啊，現在的工作可以配合家裡，像如果做別的工作，八點上班、五點下班， 

    小孩放學誰要照顧。（A05） 

 

    東南亞籍配偶們的丈夫、公婆對於媳婦的角色期待就是要「勤勞」、「持家」、

「顧小孩」、「肯吃苦」、「侍奉公婆」，傳統媳婦規範根深蒂固植基於農村社會，

老一輩的遵循同時也要求下一代女人繼續下去，這種規範就像緊箍咒般無形地

套用在這群東南亞配偶身上，如果言行舉止符合以上期待，就會在鄰里之間受

到稱讚，反之，則備受批評。她們還是如同在農村裡的女人們一樣，在此種規

範的陰影之下生活著。 

 

    咱隔壁的安妮足古力，厝裡面款好好，又會去菜園幫她尪倒種菜（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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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來這裡有聽過鄰居說什麼話嗎？)有啊，人家都說我很乖這樣子，因為

我不喜歡出去黑白走。（A03） 

 

(有聽過什麼比較不好聽的話？)沒有ㄋㄟ。因為我們那邊的人（印尼）的

卡古力啦、愛乾淨；他們越南那邊的人卡愛水，每個國家都不一樣，可是

我覺得也不會這樣啦。今天要她穿得漂亮要看什麼工作啦，像我這種油煙

的，怎麼可能一整天都穿漂亮的。那是每個人的想法啦，我聽比較多越南

的，(是自己的婆婆抱怨還是鄰居說？)鄰居她有娶越南那邊的媳婦，他們

那邊的媳婦比較敢，比如說妳罵她，她也會跟妳大聲，我是聽人家講的，

自己沒有碰到啦。（A08） 

     

(以前妳媳婦不是有在撿蔥？)以前菜種得比較少，比較有時間，現在沒辦

法了。現在種比較多，每天都嘛在田裡，哪有時間在家，回來吃個飯就又

要過去了。(她也很辛苦耶)嘿，要煮飯要擱去，回來還要款那些孩子。（B01） 

 

 

貳、變相的外籍女傭？ 

     

    根據訪談所得資料分析，婆婆或是丈夫決定到東南亞娶媳婦/老婆的動機

有：接替自己（傳統女人）的位置（照顧兒子、整理家務）、老了不會無依無靠、

傳宗接代、盼望自己有個伴、希望有個人照顧前妻留下的孩子等等。這些多為

傳統觀念下的想望，也是傳統媳婦或太太應扮演的角色，附隨這些角色的行為

表現（無酬家務勞動）似乎也與外籍幫傭沒有不同。 

 

    不過，研究者認為東南亞籍配偶在農村裡做著傳統媳婦該做的事，而家務

勞工與所謂無酬的「愛的勞動」之間的區別其實是隱晦不明的，所進行的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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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類似的家庭再生產的勞力活動（藍佩嘉，2004：49）。而且即使在非商品化的

婚姻中，其實也潛藏著各種壓迫關係，例如以「愛」為名而落到女人身上的照

顧責任，或是「做人媳婦要知道理」這樣的「霸權」（沈倖如，2002：91），所

以使得她們到底是「外傭」還是「媳婦」的分辨顯得模糊不清。以下引用的文

句描述了一位男性結婚時所考量的女性條件，其實也或多或少表現了台灣女性

在傳統婚姻中也被考量的工具性功能。 

 

當我恭喜林姓工廠老闆文定之喜時，他談到他的未婚妻，「我並不是要找

一個花瓶，我也不是為了「性」，如果我真的要「性」，街上便宜的到處都

是。我聽說她很會計帳，而且又很儉省、勤快。前幾天，我在菜市場遇到

她，她騎著一輛 250cc 的機車，她是那種身體很強壯的女人。」我問他結

婚總共花多少錢，他告訴我大約四十萬。「其實滿值得的，別人都說(這筆

交易)很上算。」林先生說（成露茜、熊秉純，1993：59-60）。 

 

不過部份東南亞籍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的確容易呈現出不平等傾斜關係，

像 A08 就認為因為自己是外籍配偶，才會比較不自由、受到婆婆的監控；而 A03

則認為大嫂是因為她來自外國，在台灣沒有娘家，所以會不尊重她、使喚她做

事；甚至有鄰居表示 A07 的家人，尤其是小姑看不起她，把她當做菲傭。 

 

像我們從外國嫁來這邊的人喔，沒有像你們台灣人那麼自由，她告訴妳怎

麼樣妳就要怎麼樣做，要聽她的話，不是說要聽啦，因為我們要互相啦，

一般人也不是想要管那麼多啦，像妳這樣她就是想要聽啦，想知道我說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就是這樣啦！如果妳在外面，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如果

到這邊喔她一定要問清楚。（A08） 

 

她對我很沒有尊重，我還是對她很尊重，她年紀比我大是我大嫂啊。我覺

得大嫂是看我從外地嫁來沒有靠才會這樣。我婆婆就不會這樣。（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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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傳統性別角色的束縛與背負著「為錢嫁人」的污名也容易對東南亞

籍配偶們造成壓迫，使得她們在外的行為表現會小心自己的言行，以免遭人非

議。 

 

我比較不會ㄏ一ㄠˊ交那麼多朋友，只有 1.2、2.3 個比較好的而已，其他

就是遇到會打招呼，像同故鄉的我也不會一直找一直找，遇到會聊一下天，

不會打電話。〈為什麼？〉因為她們都會有婆婆，好的時候很好，不好的時

候就會怪我去找她〈嗯，怕人家會說話就是了〉，嘿阿，你來找我沒關係，

我不會去找人家，如果常常去找人家，沒事就會變有事，會被人家牽拖到。

（A05） 

 

〈有認識村莊裏同是越南籍的朋友嗎？〉有，可是不太喜歡跟她交，我想

說在家比較好，就不用去那邊講那麼多，講那麼多就會講這個講那個，人

家就會很懷疑啊。（A03） 

 

    儘管她們或多或少體會到社會環境結構的壓迫和自身處境的弱勢，並以認

命或宿命論的方式來自我安慰、順服於農村的社會規範，但研究者發現，她們

在順服的行為表現和無奈的情緒底下，卻也會有小小的抵抗：像 A07 在訪談時

直接對婆婆表現對小姑的不滿情緒，並且話中帶有濃厚的諷刺意味；A03 會向

先生抱怨大嫂，雖然先生怕母親會不高興，卻也成功讓先生與她站在同一陣線；

A08 只要下午三點半收攤離開婆婆的視線後，據她說法是「想怎麼樣就怎麼

樣」，不用時時感覺被監控；而 A06 則是偶爾和印尼朋友見面聊天、逛街和訴苦。

儘管外籍配偶這樣的動作未必會完全顛覆環境結構的壓迫和她們自身的弱勢處

境，但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卻也是感受不滿而有可能緩慢地改變家中地位的契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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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再生產的貢獻 

     

    外籍配偶對台灣家庭究竟是貢獻還是負擔？根據中國時報民意調查，將近

七成四的受訪民眾認為嫁娶外籍配偶很普遍、四成七表示會帶來負面影響，且

有四成五的人認為外籍配偶家庭出生的孩子對台灣的人口素質有負面影響（中

國時報/2007/10/22）。由此可見，許多人對於她們的想法仍是相當負面。不過

在第二章的紡談中可以發現，外籍配偶的到來帶給台灣社會絕對不是負面影

響，甚至是極大的貢獻。 

     

根據內政部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我國近十年來的生育率呈現逐年下降、甚

至是創新低的趨勢，從 1997 年平均每位育齡婦女一生中生育 1.77 個下降到

2006 年的 1.11 個，這樣的比例比開發中國家的平均數 1.6 人還要低，顯示台

灣開始已經出現少子化現象。而出生率的降低將可能造成人口結構失衡以及總

人口數日益減少，若任由少子化趨勢發展，可能導致未來社會的勞動力不足，

以及扶養負擔過重等家庭、社會與經濟問題（莫藜藜、賴佩伶，2005：57）。 

 

不過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料顯示，1998 年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所生

的子女數占該年出生嬰兒數的5.12％，之後逐年上升，2004年為最高峰達13.25

％，大約每 7 位新生兒中有一位為外籍與大陸配偶所生，之後雖有下降，但仍

維持在 10％左右（參見表 4-1）。 

 

表 4-1  台閩地區歷年嬰兒出生數，按生母國籍分 

             生母國籍(地區)      

 嬰兒出生數 本國籍 大陸、港

澳地區 

外國籍  

 

年別 

 

人數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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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 271,450 257,546 94.88％     13,904 5.12％ 

2000 年 305,312 282,073 92.39％     23,239 7.16％ 

2002 年 247,530 216,697 87.54％     30,833 12.46％

2004 年 216,419 187,753 86.75％ 11,206 17,460 13.25％

2005 年 205,854 179,345 87.12％ 10,022 16.487 12.88％

2006 年 204,459 180,556 88.31％ 10,423 13,480 11.69％

2007 年 185,061 166,005 89.70％ 9,177 9,879 10.30％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月報 

說 明： 1.本表按登記日期統計，86 年以前未有是項統計。  2.96 年數據為累積至 11 月底止。 

3.93 年以前生母原屬大陸、港澳地區或外國籍已定居設戶籍者，列入本國籍統計。 

           

再從教育部針對外籍配偶之子女就讀國中小學人數分佈概況的統計，94 學

年的資料顯示，從學生人數多寡觀察，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學有極大比重

集中在北部區域；但如果以占各縣市學生總數之比率來看，比率較高者多分布

於中南部，無論是中國大陸，印尼、越南、菲律賓或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大多

集中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界定之「農業縣」；95 學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

學的人數達 8 萬人次，若與 92 學年相較，四年來國中小學生自 287 萬降至 275

萬人，外籍配偶子女數則由 3 萬人增加到 8 萬人，占國中小學生的比例由 1.1

％上升到 2.9％。若依縣市排序，國小外籍配偶子女累計前 60％依序分佈於台

北縣、桃園縣、台北市、台中縣、彰化縣、屏東縣、雲林縣及高雄縣八個行政

區，國中則分佈於台北縣、桃園縣、台北市、高雄市、屏東縣、雲林縣六個縣

市。 

 

單就雲林縣分析，95 學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數為 4,545 人，占

台灣外籍配偶子女（80,166 人）的 5.3％（僅次於台北縣、桃園縣、台北市、

台中縣和彰化縣）；雲林縣的 20 個縣市中，西螺鎮的國中小學生數（3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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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雲林縣（4,545 人）的 7.35％，排名第三。且從研究者訪談的東南亞籍配偶

及丈夫們的生育子女數來看，他們的子女數則多在 2 個以上，超過自民國 74

年即降至 2.0 以下的全國平均生育率。因此，由以上討論和統計數據可推測，

農村地區的外籍配偶扮演的母親角色繁衍了新一代的農村人口以及國家未來的

勞動人口，並且為人口老化以及安靜沉寂的農村地區帶來了生命力。 

 

而且她們來到台灣後大都承擔起免費照顧父母、生養子女、整理家務的無

酬工作，就像接受訪談的婆婆們皆表示媳婦減輕了其家務負擔，同時她們也照

護年老或生病的長輩（A07、A04）、養育前妻留下的孩子（A03）、照顧家中其他

成員的小孩（A03、A07）。由此我們可以推論，東南亞籍配偶對於農村家庭的付

出（家庭再生產勞務）—確保了兒童的生育養育、成年勞動力和老年人的休養

和照顧—讓農村家庭多少減低了對政府社會福利支出的要求。如同夏曉鵑提到

的，由於台灣長期忽視社會福利，把再生產的責任交由婦女無償的家務勞動來

負擔，使得台灣女性用不婚和不育來抗拒負擔再生產，而外籍／大陸配偶來台，

正好殘補了因為社會福利太差所導致的再生產不足問題（夏曉鵑，2004）。 

 

    再者，東南亞籍配偶也維持了家庭成員的生活和心靈的安定。雖然傳宗接

代的社會文化觀念深深地影響著這些迎娶外籍配偶的家庭，也是一般認為娶外

籍配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們往更深一層去探究，這群母親們對於自己日

漸年邁、家務工作備感吃力的同時，也擔憂著兒女未來生活無人照顧，因此會

積極地勸導孩子結婚。也許對她們來說，「傳宗接代」的隱憂還是有，但不及眼

下的照顧需要來的迫切。就像 BO1 在兩個兒子陸續結婚後欣慰地說，「這兩個

娶了之後，我心裡就比較清了。各人有人照顧，我就不用煩惱了。」。 

 

對東南亞籍配偶的丈夫們來說，感受更是深切。娶妻的動機除了上述原因

之外， 他們內心對於家的渴望也是不容忽視的，有人「想的是一心一意娶個來

作伴，不要說別人有家庭，自己沒有家庭，不要讓老人家煩惱沒娶某（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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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想要改變過去因工作到處奔波、不安定的生活模式，決心留在家鄉繼承菜

園。但由於他們自身條件、從事的工作和所處環境的交互影響下，無法找到願

意嫁到鄉下女人，只好轉而到國外娶妻。誠如農村的一位居民說，「留在這裡的

都是要娶外籍的，出去工作的就不是這樣。」 

 

    擁有家庭之後的他們，生活有了重心和目標，心態上也顯得更積極，除了

比較不愛出門玩樂外，也更加努力存錢、賺錢，C01 更是表示孩子的出生為整

個家庭帶來了活力。而研究者在訪談的現場也發現，小孩對家庭氣氛的影響力

極大，往往會因為他們的一句話或一個動作使現場顯得溫馨和熱鬧不已，例如

剛學會走路的兒童不小心跌倒，受訪到一半的父親急忙過去安撫；讀幼稚園的

女兒親暱地坐在爸爸的大腿上撒嬌。這些情景東南亞籍配偶功不可沒，她們讓

原本可能只有單身男子與年邁雙親的家庭組合多了另一種幸福的可能和無法用

錢估算的歡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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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是在地生活者，不是外來者 

     

論文研究至此，研究者心中一直有一個想法，這群東南亞籍配偶們是在地

生活者，不是外來者。此為開始本論文的動機，也是訪談過程中、截至目前的

心得。或許她們當初懷抱著不同的希望和憧憬，勇敢、堅強地來到此地，把跨

國婚姻當作是移民、脫離貧困和改善娘家經濟的迅速捷徑，但是嫁給另一個國

家的陌生男人，對她們來說，並不僅僅只是踏腳石而已，同時也是另一段人生

旅程的開始：在台灣開始新的生活，建立新的關係（包括夫妻、親子、友誼等

等）。 

 

    就像 A02 平時除了工作和家務外，偶爾也會和在台灣認識朋友一起聚餐聊

天。「他們都會到我家裡找我，我也會去找她們這樣。 (笑)聊些拔菜發生的事

阿，有的沒有的，去哪裡吃東西、煮什麼東西大家一起吃這樣（煮泰國的食物

嗎？）沒有，煮台灣的東西，像薑母鴨之類的，她們都是來這邊大家一起吃，

我朋友會買一些鴨肉大家一起吃這樣。她們對我很好，有時候心情不好，到晚

上，她們會說去斗六吃飯，車開著就走了，我們去斗六吃了好多好吃的東西，(我

們這邊的人？)嘿啊，這裡的人，(妳先生會說什麼嘛？)不會阿，我會跟他說我

要和朋友出去，我兒子也會帶去阿，(差不多幾個人)5-6 個，連小孩。」。 

 

    在研究者家工作的 A05 會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們討論著電視連續劇的進度，

聊聊村莊一些人的八卦、互相交換煮東西好吃的秘訣等等；A08 辛苦工作之餘，

周末晚上會和丈夫到乾爹乾媽的家裡泡茶聊天；A04 不怕陌生，獨自一人騎著

摩托車到菜市場賣菜，隔壁攤位的陌生人在她聽不懂台語時會幫她翻譯、和客

人討價還價；A06 訪談結束後要和久久才見一次面的印尼朋友們一起到大賣場

逛逛；A07 笑笑地說最愛吃台灣的肉圓，回去印尼一趟反而不習慣那邊的食物，

母子三人整整瘦了一圈回來台灣。她們都在台灣開展了另一段人生，新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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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而訪談 A01 那天，午後的陽光斜射入屋，安靜稍嫌沉悶的空氣似乎也反映

著研究者對 A01 嫁過來之後處境的無奈與心疼。問她，嫁過來似乎比在印尼還

要辛苦，會後悔嗎？她卻笑笑地說，「不會啊，來都來了，一直做就對了」。之

後，她最小的女兒剛睡醒從樓上下來，A01 輕輕地拉來抱著，不住地在她臉上

親親。她和 A08 均表達出無論生活再怎麼辛苦，在此地生了根，也只有咬著牙

繼續撐下去的想法。 

 

辛苦也沒辦法啦，小孩已經生出來啦，我們就一直說互相，不要去計較那

麼多啦，有的時候我們也是很好過，要什麼有什麼，不好的時候也是要做

下去啦，為了小孩。我們想一想說他今天沒有錢，我要走了啦，要找一個

好的，可是放不下小孩。想一想說，那可能就是命啦。（A08） 

 

    儘管每一位東南亞籍配偶來到台灣後對於生活各有不同感受和辛苦，有的

因為家庭的經濟狀況辛苦打拚，甚至對未來感到渺茫，只能一天一天過下去，

但從她們的眼神和語氣中研究者感受到了堅毅和韌性，無論過得怎麼辛苦，她

們都會堅持下去。而且，她們和我們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並且一點一

滴融入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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