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移民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面向。根據國際勞動組織的統計，1995年全世界總

共有八千萬名以上的移民，其中在亞洲流動的移民超過五百萬(ILO, 1999)。隨著

全球化進程加速，外國直接投資、資本與人員跨國流動愈趨頻繁，跨國婚姻的現

象也大量增加。在東亞與東南亞，婦女是這波婚姻移民的主角。 

從90年代開始，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來的「婚姻移民」大量加入，成為台灣

社會近年一個顯著而重要的現象。台灣的新移民女性總數已近四十萬，根據行政

院主計處2005年的統計資料顯示1，台灣平均每4.9個新婚家庭就有一個是由新移

民女性與台灣男性所組成的家庭，每年仍持續成長，她們絕大多數來自越南、印

尼、菲律賓、泰國、中國…等。新移民女性遠渡而來與台灣男性共組家庭，其肩

膀往往同時背負著母國原生家庭的經濟期望與台灣在地家庭的生計需求。新移民

女性加入台灣的勞動市場，是必然會發生而且牽涉層面廣泛的議題。 

在台灣，婚姻移民的研究成為近年的顯學，但是幾乎還沒有相關研究將注意

力放在新移民女性進入勞動市場後的狀況；另一方面，過去學界研究台灣中小企

業的發展已經有豐盛的成果，但是對於這個工廠中新的全球化現象尚無著墨。 

本文連結這兩個學術板塊，探討台灣在全球化之下的移民與產業議題。乍看

之下，台灣的移民議題與產業議題似乎沒有什麼關聯。然而，當新移民女性開始

大量進入製造業工廠，這些理論上應該關廠或外移的中小企業，不但生存良好甚

至得以發展擴張，這個新現象為台灣的移民議題與產業議題開啟一個有趣的連

結。令人不禁想問：新移民女性的加入與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兩者之間的關係

是什麼？ 

第一節 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產業議題 

中小型製造業外移 

台灣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很大部分要歸功於「提著一個007皮箱走遍世界」

                                                 
1 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63016431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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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企業，而台灣的勞工更是被譽為「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70、80年

代，「台灣錢淹腳目」是許多人掛在嘴邊的流行語，曾幾何時，「時機歹歹」變成

口頭禪，政府、企業、勞工、政客與學者，鎮日在「產業外移」與「根留台灣」

之間激烈辯論與掙扎。 

1980年代以後，經濟全球化對台灣的影響益加突顯。針對此趨勢如何影響台

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層面，各種解釋與論述所在多有。本研究聚焦於

－「新移民女性」與「中小企業存亡」－這兩個同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改變，但又

看似不相關的現象之間的關係。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之下，台灣中小企業面臨「關廠」、「外移」、「升級」的存

亡抉擇。過去，台灣中小企業的主要利基在於生產成本低，以及生產供應的高度

靈活性與彈性。也因為如此，中小企業在外銷市場上很難獲取超額利潤，亦即其

利潤率甚低。一旦面臨勞動成本、土地成本或環境成本上漲，或者是匯率的升值，

就可能使高度依賴協力合作網絡關係的台灣中小企業無法維持競爭優勢。除了國

內經濟環境的改變外，1980年代後經濟全球化現象益加突顯，跨國資本流動更為

暢行無阻，全球經濟產業分工更為細密。台灣的中小企業絕大多數都是勞力密集

型的傳統產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挾其廉價勞動力吸引大量外資設廠生產，其低

廉的成本使台灣傳統中小企業備受威脅與吸引。這正是開啟1980年代中期後，台

灣中小企業大量向海外投資浪潮的主因2。　 

然而，台灣中小企業企業外移，是一種「區域化」發展而非「全球化」佈局，

其生產方式仍是利用他國便宜勞工生產工業產品，再外銷美國等地（王振寰，

1997）。隨著對外投資增加所帶來的產業結構轉型，外銷佔台灣中小企業的內外

銷比例，從1981年的74.8%下降到1995年的32.5%（周添城、林至誠，1999：p45）。

1990年代，台灣產業結構有集中化趨勢，科技大廠逐漸取代中小企業成為出口主

                                                 
2 1980 年代中期開始的第一波對外投資浪潮，以東南亞各國為主要對象；1990 年以後，中國則

成為台灣跨國資本另一個重要的投資據點（龔怡君，2005：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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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1998年大企業的出口值佔台灣總出口的76.21％，中小企業僅剩23.79%（經

濟部1999：p27）。對企業而言，「外移」是其面臨存亡抉擇時的「求生策略」之

一；但是對勞工而言，企業的外移潮流，使得台灣勞工面臨新一波失業的沈重壓

力，並出現所謂的「結構性失業」的狀況。　  

新移民女性進入台灣 

新移民女性遠渡而來與台灣男性共組家庭，其女性的肩膀往往同時背負著母

國原生家庭的經濟期望與台灣在地家庭的生計需求。當她們肩負著雙重期待進入

職場工作的時候，她們呈現出什麼樣的勞動態樣？她們是什麼樣的勞工？當我們

討論新移民女性的勞動態樣時，「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這兩個看似不相

關的主題就產生了連結的契機。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出現兩種顯著的社會現

象：一、傳統勞力密集型產業外移，導致非技術型勞工尋找工作相當不易。二、

跨國婚姻日益頻繁，而且來自東南亞與中國的新移民女性人數不斷增加，將改變

台灣的人口結構；多數新移民女性在台灣必須進入職場工作，但是他們找工作並

非易事。當這兩個現象匯聚時，會產生什麼樣的結果？對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

的影響分別是什麼？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兩者之間的關係又為何？從這些問

題開展出本研究的核心關注，我將在下面章節依序闡述。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中小企業與經濟全球化 

當資本主義迅速地走到大量生產這一步，資源運用的專業化帶來生產力的大

幅增長，這使得手工生產或小型生產被古典經濟理論家視為無效率，終將被大量

生產的洪流所吞沒。然而，發展並非是不可避免地、統一地、符合內在邏輯地沿

著唯一的道路進行。即使在大量生產經濟蔚為主流的時代，短期、少量的產品生

產依然存在。現代工業歷史的觀察家們，不斷地為中小企業頑強地存在這一事實

所震驚。1960 年代以後，人們就開始認識到小企業將不可能消失。學者們便開

始探討小企業繼續存活的原因，不再將它們當作一種歷史的遺跡、傳統的殘留而



 4

加以忽略。這樣的努力帶出了「工業雙重性」（industrial dualism）的理論（Berger 

& Piore, 1980）：在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中，固存著一種與大量生產相對立的不

同生產形式。大量生產適用於穩定的市場需求與政經條件，它必須以大量消費作

為搭配；波動的、需求不足、過於狹小的市場，不可能刺激大量生產的發展，而

這就是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小企業靠著生產各種特殊少量的產品，或者滿足突然

上升的需求來生存。工業雙重性論者認為小型生產是大量生產的一種必要補充。

工業科技的進步使得大量生產位居主宰地位，而專業化生產則是它的附屬。因

此，工業雙重性論者等於是藉著允許「原則之外有異例」，來維持古典理論（Piore 

& Sable, 1984）。 

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中小企業無論在數量或產值上都超過大型企業，這不

但不符古典經濟理論的預測，即使用工業雙重性理論也很難解釋這個現象。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是，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一開始就被編入全球生產分工，而不是在

本國之內生產消費所帶起的發展。台灣與日本、美國所形成的「三環貿易結構」

（隅谷三喜男，2005：p48-50）凸顯出台灣經濟發展的跨國性格－中小企業利用

較廉價的勞動力為他人代工，並形成網絡式生產，藉著產品外銷促成經濟成長。

中小企業只是全球生產分工的一環，許多企業的產品甚至只是消費者手中最終產

品的零組件之一。它並不直接面對消費者，它的客戶是全球生產分工的上游企

業。1980 年代後期，台灣的工資高漲，部分中小企業開始往更後進的國家尋求

廉價勞動力。許多企業在台灣原是小廠，去到東南亞國家、中國瞬間擴成大廠。

這是大量生產的勝利嗎？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台灣中小企業注定無法存活嗎？ 

儘管人們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面貌與發展，存在著「超全球主義

論」（hyperglobalizers）、「懷疑論」（sceptics）、「轉型主義論」（transformationalists）

三種主要爭論（Held, 1999），無疑地，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持續對世界產生重大

影響，這是個可以輕易觀察到的現在進行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試圖「解除市場

在進行全球擴張時所遭遇的時間、空間與文化上的限制，其中包括各種機構、政

策、過程與意識型態」（趙剛，2001：p51）。新自由主義論者大都認為「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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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類進步的象徵」，認真地相信並宣揚全球市場與經濟的整合，將會有利於全

世界絕大多數的人們。由此信念而來，落實在具體的政策作為與目標就包括：解

除國家和社會對於市場的約制、瓦解市場的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

鼓勵彈性生產、拆解社會福利與安全機制…等。 

新自由主義的論點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很多評論者直指經濟全球化與

所得不均之間清楚地呈現正相關。貨物與資金全球性流動的快速增加，分化了國

內經濟，某些人受惠於全球化，其利益卻是來自那些受全球化所害之人。全球化

也對公部門造成不良影響，政府會發現為了維持其外銷市場與資本市場的位置，

他們必須不斷裁減公共福利的成本。這將導致「向下沈淪」（race to the bottom），

並掏空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系統。更甚者，資本流通的便利性將導致企業避稅更

容易，勞工被迫加重其維持社會計畫的負擔。儘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論點遭受

這許多批評，新自由主義論者仍衷心辯護。他們認為：全球整合是經濟成長的有

力引擎，有利於各個收入群；再者，全球競爭促進價格降低，也有利於低收入群；

最後，如果沒有全球化所提供的激勵，將導致階級流動障礙更穩固，造成更多不

平等（Mahler, 2004）。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主題是國家與全球化的關係。雖然新自由主義論者預言全

球化將造成「民族國家的終結」的論點（大前研一，1996）被批評過於誇大，但

是至少有一點是成立的：「國家規範全球快速流動的金融資本與其他流動空間的

能力遭到重大挑戰」（趙剛，2001：p72）。這對台灣的中小企業產生什麼影響？ 

台灣中小企業本身勞力密集的特質，遭逢 1980 年代以後全球與國內政經環

境的變化，已經很難「重施故技」以低廉的生產成本在外銷市場上競爭。在經濟

全球化趨勢之下，台灣中小企業被迫面臨「關廠」、「外移」、「升級」的存亡抉擇。

然而，「關廠」絕非其所欲，「升級」又因為資金與研發能力不足而難以達成，「外

移」似乎成了唯一的選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論在此時就扮演了雙重角色：一方

面壓迫國家解除對外投資限制與促進金融自由化，成為企業外移的鋪路者；另一

方面為正在猶疑是否外移的企業搖旗助威、鼓吹上路，當起意識型態與迷思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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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這些透過媒體渲染，撲天蓋地而來的論述，官僚和政客的具體行動與政策

影響力，創造出一種氛圍，似乎中小企業已經無法在台灣發展，必得外移尋求便

宜勞動力複製「台灣經驗」3方得生存。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的中小企業都無

法在台灣生存。新自由主義論者無法解釋為何某些中小企業仍能根留台灣？只是

時候未到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論點有其部分的現實基礎，但是同時摻雜了過多的一廂

情願與宣傳，以致於常常忽略了人的能動性與國家的自主性。國家扭曲市場的手

段往往是新自由主義者最厭惡也最無法理解的，但是「國家的手」的確常常使新

自由主義論者的預測無法如願。另外，移民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論述的罩門

之一，「因為它宣傳所有事物的自由流動－除了人體」（趙剛，2001：p62）。移民

無疑是全球化趨勢下的重要現象之一，移民進行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

跨國行動，顯然「國家」在其中也扮演了重要角色。下段我將討論在全球化時代

中移民對接受國勞動市場的影響，進而探究其與台灣中小企業的關係為何。 

移民與勞動市場 

移民是全球化波濤中的一個潮流，全世界接受與送出移民4的國家，從 1970

年的 64 國增加到 1990 年的 100 國（ILO, 1999a）。根據國際勞工組織的估計，

1995 年全世界的移民人數約有八千萬到一億人左右（ILO, 1999b）。以地區別來

看，歐洲與非洲、北美洲是人口移動最頻繁的區域，亞洲的移民現象是新近發生

的，人數相對較少，總數加起來（含經濟與依賴人口）有五佰萬到七百萬人。 

如果要瞭解移民對接受國勞動市場的影響，我們必須先問為什麼出現移民？

在有關國際移民的研究領域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之所以有低階外勞的產生，是

區域性薪資結構的差異，造成勞動力跨國流動的自然結果；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分

析，也從國際薪資水平的差異來解釋勞動力的流動，即是所謂的「推拉理論」。

                                                 
3 這裡的「台灣經驗」指的是過去台灣中小企業，靠低廉的勞力成本在國際市場競爭的經驗。 

4 此處的移民包括移工（也就是俗稱的外勞）與婚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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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構分析雖然說明了發生移民的「動力」何在，但是也有幾個缺點：過渡

強調經濟力主導，忽略了遷移過程中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同時化約了移民者的

能動性（agency）。再者，這些理論說明了產生移民的「動力」，卻看不到移民的

「過程」。 

而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將低階外勞視為資本家用來威脅本地勞動條件的

產業預備軍（曾嬿芬，2004；劉梅君，2000）。這個觀點則失之簡化，以致於在

很多現象的分析難以派上用場。以台灣為例，1990 年代政府正式有限制地引進

外勞，一開始強調是「補充性」的考量，後來竟然變成「替代性」的引進5（劉

梅君，2000）。然而，並不是所有的產業都受到勞工短缺的困擾，外勞集中在製

造業、建築業、私人僱佣與監護工。於是，我們可以在過程中看到「資產階級」

產生分化的情形：沒有受到勞工短缺衝擊的企業反對引進外勞，他們的理由是必

須負擔多出來的社會成本，例如：犯罪、人口擁擠等。同時，由於外勞、本勞的

工資差異，受到衝擊的本國勞工便與未受衝擊的資本家聯合反對引進外勞。新馬

克思主義的觀點無法解釋這些現象。 

Sassen（1988）透過國際體系的架構，提出較為完整的分析概念。她的論述

駁斥了過於簡化的推拉邏輯，她證明因為第三世界的貧窮並不是直接導致人們向

第一世界移動的原因。第三世界人們之所以會向第一世界移動，首先是因為第一

世界來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破壞了當地傳統的生產方式，

導致當地人民被「連根拔起」（uprooting of people），繼而意識型態連結（ideological 

links）發生作用，使當地的人們一波波移入特定的第一世界國家；在這整個過程

                                                 
5 1960 年代台灣的勞動力猶過剩，但是到了 1980 年代，建築業、低技術的製造業已經開始缺工。

1989 年 10 月，政府通過「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力需求因應措施方案」開放重要公共建設工程、

北二高、台北捷運工程引進外勞；1991 年 10 月政府公佈「因應當前人力短缺暫行措施」，開放

六大行業之十五種職業引進外籍勞工。在此之前外勞的引進都還是專案引進，尚未制度化。1992

年立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其中第五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理辦法」，才算是外勞引進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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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的移民與經濟政策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實際上強化了原本的國際

分工。Sassen 提出的分析架構彌補了經濟學式觀點解釋移民所產生的缺失，動態

地分析遷移的原因、過程與結果。 

受此影響，台灣對婚姻移民的研究，近年將焦點挪往中層（mesostructural）

的分析層次，關照的是遷移過程之形成及其後果，強調「社會網絡」或「文化」

對其遷移過程的實際作用。王宏仁（2001）認為台灣會迎娶大量的「外籍新娘」

的狀況，顯然不能只由兩國之間的所得差距來解釋，他從社會階層化的角度來解

釋進行國際婚姻的人，為何以處於台灣社會弱勢階層的男性為主。夏曉鵑（2001）

認為「外籍新娘」現象是一種低度發展國家婦女嫁往較高度發展國家的「商品化

的跨國婚姻」，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下的副產品。同時，南向政策的影響（蔡

雅玉，2001）、仲介業或是媒人的運作（王宏仁、張書銘，2003）、「男尊女卑」

的傳統觀念（田晶瑩、王宏仁，2006），以及「男須高於女」的父權心態結合了

國際階級分化（夏曉鵑，1997），都在解釋台灣的新移民女性為何多來自東南亞，

而非來自國民所得與台灣也有相當差距的拉丁美洲、非洲或東歐國家。 

瞭解移民的發生動力、原因與過程後，我們更容易理解移民對接受國勞動市

場所帶來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常責備國家破壞市場「自然規律」，然而，扭曲市

場的力量絕非來自國家而已。由前述移民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經濟全球化

的構成因子，包括：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與發展落差、通訊科技與全球交通發達、

資金流通更加順暢、資訊流通更加快速便利…等，構成因子自身就會帶動更多的

人員跨國流動。人員以各種形式跨國流動，未必是「國家的手」在主動運作，企

圖扭曲市場。然而，國家的移民政策確實會導致勞動市場的變化，以下我們將聚

焦於台灣的情況。 

近年來，台灣的移民主要可分成「永久移民」與「契約工」兩類。政府的「外

勞政策」以契約工為主，東南亞的移工只准在台灣停留一段期間，引進中國勞工

的議案則因為台灣內部國族政治的翻騰，而被否決（曾嬿芬，2004）；但是，在

永久移民方面，卻是採取相對寬鬆的態度，不但允許台灣國民迎娶「外籍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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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通常是民間人士、仲介業者走在前頭，國家則是被動應付或是提供服務。由

上述可知，台灣政府顯然主導了契約工的跨國流動，但是對於「外籍新娘」移入

的限制卻相對地寬鬆。為什麼台灣國家機關對待這兩類移民的心態與待遇有如此

差異？ 

如果我們從勞動市場的角度切入，可能就不難理解6。契約工是補充暫時性

的勞動力不足，而永久移民可以解決長期勞動力老化的困境，特別是年輕女性移

民7。「外勞」與「外籍新娘」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外勞」只能擔任暫時的、

低階的勞動工作，依其個人身份在台生活；而「外籍新娘」除了具有雙重的「生

產力」－工作的生產力（productivity）和生物性生產力（fertility），還有作為家

庭一員的身份（邱琡雯，2003）。所以「外籍新娘」能提供無償的家庭勞務，也

能進入正式的勞動市場，還可以進行社會勞動力的「再生產」。就國家的立場而

言，「外籍新娘」顯然比「外勞」更能滿足社會對勞動力的各種「需求」。 

台灣目前的勞動市場結構下，能夠得到政府核准而引進外勞的，多半是大型

的公司、工廠，也就是所謂的「重大工程」、「重要生產行業」才能夠引進外勞。

對於一般中小企業而言，能夠申請外勞來降低成本的可能性很小（近年來逐漸放

寬）8。新移民女性的部分，原本法律規定未取得身份證之前不能工作。2000 年

                                                 
6 另外，有人認為政府之所以採放任態度，是因為政府根本找不到什麼道德性立基，足以反對或

限制人民謀求「終身幸福」。 

7 王宏仁（2001）認為雖然我們不能說政府是有意識地利用「外籍新娘」來減緩人口的老化與減

少，但是政府對「外籍新娘」的迎娶採取放任態度，的確會產生前述的社會效果。　  

8 有論者認為不開放給中小企業申請移工的原因之一，是為了避免傳統型中小企業聘用薪資較便

宜的移工，企業得以降低薪資成本就能生存而怠於產業升級（單驥，1995）。然而，1995 年台塑

六輕一次引進將近一萬名移工，真正的原因在於台塑的外移威脅力量甚大，政府為了資本積累的

順暢不免妥協。正如曾嬿芬（2004：p16）所言：「重點不是缺不缺勞動力，而是企業用資本出走

（exit）來換得發聲的力道」。反觀，中小企業卻不可能像台塑一樣有那麼強大的威脅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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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法令修改後，新移民女性只要拿到長期居留證明，就可以開始工作。新移民

女性來台最初幾年，受限於語言與技能，很難進入服務業工作（除非是小吃攤、

攤販之類）。在傳統製造業中擔任低技術性的作業員，是她們比較可能進入的「正

式」工作9。許多工業區的工廠，都已經開始雇用新移民女性。因此，在下段中，

我將回顧有關資本主義勞動過程的研究，來探討新移民女性在製造業中的勞動過

程，可能呈現的態樣與本質。並且在第二章中，透過對 Burawoy 理論的檢視與

修正，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資本主義與勞動過程 

當代對於勞動與勞動過程的研究，都源於 Karl Marx（1867）。Marx 區分勞

動過程在「一般形式」與「資本主義」這種特定社會形式下，所展現的不同特色。

一般形式的勞動過程包括三個因素：目的性的活動、勞動的對象與勞動的工具；

資本主義形式下的勞動過程，則多了兩個要素：價值形成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

區分出兩者的差異後，Marx 對於資本主義勞動過程的本質的掌握上，便與古典

經濟學者有不同的看法。Marx 認為：「剩餘價值產生於勞動過程中，而非由商品

的交易而來」，反駁了古典經濟學的論點：「商品的價值是由需求而來，價格決定

於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另一方面，若從資本家使用勞動力的過程來看，資本主

義的勞動過程有兩個特徵：第一、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勞動，他們的勞動屬於

資本家。第二、產品屬於資本家所有。因此，Marx 認為工人與資本家的利益必

然是衝突的。 

Marx開創出勞動過程研究後，過了將近一世紀的時間，未有對勞動過程更

進一步的研究作品問世。直到Braverman（1974）的研究出現後，才重新復甦。

Braverman闡述勞動力（labor power）轉化成勞動（labor）的過程中充滿不確定

                                                 
9 王宏仁（2001）對「越南新娘」的研究，文中「越南新娘」從事過的工作包括：裁縫、開店、

攤販、工廠作業員、美髮店幫忙、幫先生耕地、家庭代工等。王宏仁認為即使她們可以到勞動市

場找工作，但是因為語言、技能的限制，大概也只能找到低階的藍領工作（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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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得資本家對勞動者的控制成為必要。再者，由於人類勞動與動物勞動之不

同，其特別之處，在於人的勞動可以將「構想」與「執行」分離，動物勞動則不

行。基於此特點，資本家得以透過泰勒主義（Taylorism）所倡議的「時間與動作

分析」（time-and-motion study）來進行勞動控制，其目的就是要剝奪勞動者的技

術與知識，集中在管理者手中。因此，Braverman認為「構想與執行分離」是資

本主義勞動過程的本質，從而指出資本主義中「去技術化」（deskilling）的發展

趨勢。Braverman論點立基於對泰勒主義科學管理的分析，同時跳脫當時主流社

會學用調查表研究工人階級「疏離」、「厭倦」、「異化」心理的主觀研究，而去挖

掘探究資本主義下勞動體制的真實態樣、描繪客觀的階級內容。 

然而，Braverman的作品被後來者批評僅描繪工人的客觀存在，卻忽視了工

人的主體性與勞工運動的歷史（Edwards, 1979）。Burawoy（1979）的工廠民族

誌研究，挑戰Braverman的當然預設「勞雇間的利益是衝突的，所以需要控制」。

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衝突，未必會在工作現場中反應為「你死我活」零和賽局。反

之，經由工作現場的制度安排與運作，可以調和勞雇的利益衝突。 

透過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Burawoy認為資本主義勞動過程本質是

「同時隱晦與取得剩餘價值」。Braverman以為「構想與執行分離」是資本主義勞

動過程的本質，乃是誤解資本主義勞動過程將完全把勞動者「去技術化」。事實

上，由於泰勒主義的理論上與實踐經驗上的巨大落差，導致工人不可能完全去技

術化，因此資本主義勞動過程必須「掩飾同時取得剩餘價值」，「『構想與執行分

離』只是『掩飾同時取得剩餘價值』的一種形式」（謝國雄，1997）。雇主若要「掩

飾同時取得剩餘價值」，必須讓工人產生「甘願」（consent），透過工人的志願性

順服，「掩飾同時取得剩餘價值」始得以達成。製造「甘願」的機制包括：內部

勞動力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內部國家（internal state）與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 

Burawoy（1985：p49）認為國家政治與生產政治之間的關係，決定了生產

體制（regimes of production）的型態。他以「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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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生產機構之間的制度關係」來劃分國家政治與工廠體制之間的分類。「國

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國家機關與生產機構之

間的制度關係」也分成「分離」與「融合」兩種。資本主義式國家是與生產機構

分離的，國家透過徵稅的方式向生產機構取得剩餘價值。社會主義國家則與生產

機構融合，國家不必透過徵稅，而是直接取得並分配剩餘價值。依Burawoy所言

的「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和「國家機關與生產機構之間的制度關係」這兩個

面向，可以將生產體制分為四種類型，我將此二面向與四種類型製成＜表1-1＞，

可以清楚看出這四種類型的分別。由於本研究聚焦於資本主義式國家－台灣，以

下將僅針對資本主義下的「市場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進行討論。 

【表 1-1】生產體制的四種分類 

 國家對工廠體制直接干預 國家對工廠體制間接干預 

國家與生產機構分離 資本主義霸權體制 資本主義市場專制體制 

國家與生產機構融合 社會主義官僚專制體制 工人集體自我管理 

工人為什麼不革命？ 

資本主義相關的核心問題之一：為什麼工人會販賣自己的勞動力去達成公司

的目標與利潤？為什麼工人會主動地（相對於封建時代的農奴而言）參與剝削自

己的過程？Karl Marx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市場強迫（coercion）。在競爭資本主

義下，工人脫離生產資料而「自由化」，工人處於沒有任何財產與其他收入的情

況，如果不將自己的勞動力像商品一樣賣出去，恐怕生活無以為繼乃至於死亡降

臨，也就是完全的「普羅化」（polartarization）。  

處於十九世紀競爭性資本主義時代的Marx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不可避

免地面臨一般利潤率下降、週期性生產過剩、市場的無政府狀態、兩極化

（polarization）所引發的階級鬥爭…等危機，不可能克服生產力與生產關係之間

的矛盾，終將被無產階級革命所埋葬。隨著時間過去，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愈來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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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事實證明資本主義並未如Marx所言「在劫難逃」，二次大戰後的馬克思主

義學者多試圖解釋：資本主義如何能「逃過一劫」？工人為何不革命？ 

法蘭克福學派回溯至青年馬克思對異化勞動的論點，認為資本主義與現代科

技已經成功地麻醉人心與消除抵抗。Horkheimer與Adorno分析文化工業如何麻醉

工人的階級意識（Anderson, 1979）；Marcuse（1966）認為科技的發展使工具理

性發揮到極致，抹消個人差異造就了新型態的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富裕

勞工階級早就失去革命的動力。法蘭克福學派透過唯心論與精神分析的研究取

向，其論點帶著濃厚的悲觀主義與菁英色彩。 

Burawoy不走法蘭克福學派「意識決定存在」的路子，他強調「是生活經驗

創造了意識型態，而不是意識型態創造了生活經驗」。Burawoy延續Gramsci（1971）

的霸權理論，提出一個創新的見解－「霸權誕生於工廠」，他認為Gramsci的政治

與文化霸權誕生於工廠之中，而和國家與市民社會中所發生的事無關。意識型態

不是由社會化機構－學校、家庭、教會等等－依據支配階級的利益所捏造出來的

東西，恰好相反，這些機構只是闡述並且系統化了人們的生活經驗，就此而言它

們變成了意識型態傳播的中心。他要證明「『甘願』是在生產當下被製造出來，

獨立於學校、家庭生活、大眾媒體、國家…等。」（Burawoy, 1979：xii）。Burawoy

的論點，等於是將上層建築的理論用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也就是生產）上。 

Burawoy認為，對於Marx所處的時代而言，由於資本對勞動毫無節制的控

制，「市場強迫」已經足以解答工人為何主動地參與剝削性的資本主義生產。但

是，當壟斷式資本主義來臨，工人的勞動條件與生活福利受到福利國家的保障，

市場對工人的威嚇力量已經大幅減弱，為何工人仍然投入工作？　  

Burawoy（1979）提出解釋：形塑生產活動的力量除了「強制」以外，還帶

有自發的「甘願」這項元素。尤其在壟斷資本主義的勞動過程中，驅使工人投入

生產的主要力量是一種有意識的「甘願」（consent），也就是工人的「志願性順服」

(voluntary servitude)。無論何種類型的生產體制，都有「甘願」與「強迫」同時

存在。當「強迫」力量大於「甘願」時，Burawoy（1979：p27, p194）稱之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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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體制」（despotism regime）或「市場專制體制」（market despotism regime）；當

「甘願」壓過「強迫」時，他稱之為「霸權體制」（hegemonic regime）。然則，「甘

願」何以產生呢？Burawoy指出：公司裡面「內部勞動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

的發展與「內部國家」（internal state）的建立，促成了生產體制的變遷。上述兩

種制度構成了工人進行「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的情境，並且使「趕

工遊戲」更加具有吸引力同時將「甘願」誘發出來。因此，工人願意投入勞動，

且能夠達成公司的生產目標。在下一節中，我將對Burawoy的勞動過程理論進行

批判，然後在第二章裡帶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第三節 Bringing the Structure Back in 

Burawoy 忽略外部結構 

Burawoy 試圖描繪工人對資本主義的主觀態度－「甘願」，但是他卻把重心

完全放在生產過程，忽略了外在結構，把資本主義下的國家與市場「客體化」，

忽略了這兩種外部力量的互動與結構變遷。這個缺失使得他的分析過於靜態，他

的結論好似霸權體制已是「歷史的終結」。然而，諷刺的是，當他完成他的博士

論文後，他想像中堅不可摧的支配形式－「霸權體制」迅速地崩解。1970 年代

中期開始，全球化現象愈來愈加速，全球金融體制走向去管制化，資本外移大量

出現，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陷入危機。在此衝擊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減

除勞動條件的控制與社會福利的提供，「福利國家」逐漸解體。Burawoy 在 2005

年的＜製造甘願＞台灣版序中也坦承，「我凍結了造成霸權體制的外在力量…，

我忽略了這些外在力量－市場與國家－其實並不是穩固的外在因素，他們反而是

有自身動力的社會過程的產物…」。他提出「霸權專制體制」的修正性論點取代

「霸權體制」，以求解釋 1970 年以後生產體制的變化。由於「霸權體制」塑造出

工人的原子化，打造工業公民的身份，並調和勞資雙方的利益，因此瓦解了勞方

抵抗管理階層和資方迫害的能力。「『霸權專制體制』便是建立在原先的霸權之

上，卻讓工人在對抗管理者迫害時更加無助的專制體制」（2005：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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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之間 

若依 Marx 所言，處於「市場強迫」的環境下，工人似乎只能在進工廠「工

作」與「死亡」兩者之間作選擇，「工作」是不得不的選擇，所以是被「強迫」

的。事實上，Marx 所談的「市場強迫」，是存在於資本主義發展歷程的一個特殊

階段。如果下列四個條件同時存在，「市場強迫」始得成立：一、雇主面對激烈

的市場競爭。二、工人完全不具有生產知識。三、工人完全只能依賴薪資過活。

四、國家對資本積累中的管理行為，完全不干預（Vallas, 1993：p26）。Burawoy 

認為 Marx 受時代環境所侷限，誤以為「強迫」是促使工人工作的唯一原因。

Burawoy 覺得更重要的是：「我們不但要解釋工人為何不依己利而行，更要解釋

他們為什麼試圖去實現對立的利益」（1979：p30）。為了證明除了「強迫」以外

還有一種「志願性順服」，他提出「勞動過程必須要理解為強制力與甘願的特殊

結合，以誘發出汲取利潤所需要的合作」（2005：p154）。 

如果說，Marx 的時代是資本主義勞動過程的一個極端，Burawoy（1979）的

研究策略卻找了相對於 Marx 時代的另一個極端作為研究個案－一個特殊時期

（二次大戰後經濟復甦期）、特殊國家體制（福利國家）、特殊產業（大型機械工

業）的工廠。此個案的情形與 Marx 時代幾乎完全相反：一、雇主面對的是壟斷

性市場。二、工人不依賴薪資也能過活。三、國家對資本積累中的管理行為，積

極且直接的干預。選擇這個策略性個案（strategic case），使他成功證明了促使工

人工作的原因，除了「強迫」以外還有「甘願」；但是，這也讓他以為「甘願是

在『工廠』中製造」。就他所研究的個案而言，出現這個結論似乎是合理的。如

果他的研究個案選擇同時期的台灣中小企業，也許會有大不相同的結論。 

事實上，絕大多數的資本主義下的勞動體制，都是介於上述兩個極端之間。

在多數的情況下，工人的選項不只工作與死亡，但是其處境也不似「霸權體制」

那麼「優渥」。Marx 預言「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迄今未實現，那是因為

資本主義的發展並不如 Marx 所想像那麼純粹，同時資本主義也比想像中有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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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形式上更富變化。Marx 所理解的「專制體制」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短暫極端

的形式，Burawoy（2005：p74）也自承「霸權體制」只是「美國勞動關係史上

曇花一現的小插曲」。 

「普遍性」缺陷（flaws in universality）與謝國雄的文化解釋途徑 

由於多數勞動體制的條件，介於 Marx 時代的「專制體制」與 Burawoy 所言

「霸權體制」之間，所以當人們試圖運用 Burawoy 的理論來解釋非西方先進資

本主義國家的案例時，理論就會面臨「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挑戰。最直接

的挑戰就是：當國家缺席與市場專制的情況下，為什麼工人還是有很強的「甘願」

產生？以台灣為例，1990 年以前台灣的經濟活動以中小企業為主力，台灣的中

小企業裡面普遍不存在 Burawoy 所言的「內部國家」與「內部勞動市場」，為什

麼台灣工人還是產生「甘願」的心態？謝國雄（1997）認為台灣的勞動市場並未

供給過剩，但是由於國家的缺席與雇主的專制而打造出一個高流動性的勞動市

場，使得台灣的勞動體制近似的 Burawoy 所說的「市場專制體制」。對於台灣的

勞工身處「市場專制體制」卻還是產生很強的「志願性順服」（謝國雄名之為「純

勞動」意識），他覺得這不是「資本邏輯和國家邏輯之間的消長」就可以解釋，

他另闢蹊徑採取「基本文化分類概念」10(elementary cultural classification)，試圖

解釋在勞動過程中透過一些機制（例如：趕工遊戲）所產生的意識型態效應，其

「前提」與「條件」是什麼（謝國雄，1997：p16-17）。 

然而，謝國雄（1997）試圖用「基本文化分類概念」來解釋台灣工人何以產

生「志願性順服」，此一解釋路徑有三個可能缺陷：第一、必須先預設同一社會

的勞工具有同質的或是極其相似的『基本文化分類概念』」，否則就形同「以寡蓋

                                                 

10 「基本文化分類概念」指的是：人在建構自己的文化生活與社會生活時所運用的概念。在建

構文化世界與社會世界時，這些分類概念比其他分類概念更為重要，所以名之為「基本」，包括：

人觀、工作、因果、物、法秩序、個體與集體關係…等概念皆屬之（謝國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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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很難用某些勞工的「基本文化分類概念」來推論其他勞工所產生的志願性

順服。然而，「處於同一社會中的勞工，必然具有同質化的『基本文化分類概念』」

此一先驗性預設實在難以證實。第二、文化解釋常陷於套套邏輯（tautology）11：

為什麼工人產生「甘願」，因為他們有這種特殊文化概念；為什麼他們的文化是

這樣，因為他們表現出「甘願」。第三、如果是來自不同國家、不同社會的勞工

「共處一廠」做工，卻同樣產生「甘願」，此時似乎就跨越了「基本文化分類概

念」解釋力所及的範疇。 

Burawoy 以「內部勞動市場」、「內部國家」，此等工廠內部的意識型態機構

（ideological apparatus）製造了工人的「甘願」，來解釋「為何工人賣力工作？」

這個問題。順著 Burawoy 的理論邏輯，不禁啟人疑問：在沒有內部勞動市場、

內部國家的情形下，為什麼台灣工人賣力工作？ 

依照 Burawoy 的分類標準，台灣中小企業的勞動體制的應屬「專制體制」。

但是，台灣的勞工卻很勤奮，「志願性順服」的程度很高，既沒有 Burawoy 在書

中描述美國工人偷懶、鬼混、怠工、鬆散的情形，也不須「計時人員（科學管理

的表徵）當生產效率的看門狗」（1979：p162-164），在生產過程中高度投入更不

是依靠 Marx 說的「哨子與鞭子」（whistle and whip）。專制體制下卻產生了高度

的志願性順服，謝國雄（1997）試圖用「基本文化分類概念」來解釋這個矛盾（其

缺陷不再贅述）。然而，即使縫補了第一個矛盾，又會產生第二個矛盾：如果台

灣工人的「甘願」程度這麼強，為何中小企業內部的員工流動率又這麼高？謝國

雄（1997）的理由是：國家缺席與雇主專制，創造出一個高流動性的勞動市場，

藉此壓低工資、生產成本。但是，「國家缺席與雇主專制，如何創造出一個高流

動性的勞動市場？」，沒有提出其中的「運作機制」，使我們無法從中理解工人的

                                                 
11 筆者並非否認文化解釋途徑的價值，而是認為「文化」應該是被解釋的「依變項」，當成「自

變項」容易陷於套套邏輯式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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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態度為何。 

對霸權理論的直接挑戰 

Burawoy 自言：「…就像許多理論創新一樣，它的強處與弱點，都來自於它

堅定又獨特的焦點，也就是它注重單一面向的特質…」（2005：p77）。但是，除

了上述的缺點（忽略外部結構、理論的普遍性）以外，Burawoy 的霸權理論所注

重的單一面向特質，也就是其「生產過程」的焦點，同樣受到強烈挑戰。 

Vallas（1993）針對 AT＆T 公司的研究顯示：高科技企業中實施內部勞力市

場，資方大行霸權管理，工人仍可能保持反抗意識。但是，有反抗意識未必會真

的反抗，缺乏「武器」常使他們無可奈何。可以確定的是，工人不見得會產生認

同公司甚於認同工人階級的共識，這等於駁斥了 Burawoy 的理論。Vallas（1993：

p11）嚴重質疑 Burawoy 的霸權理論：「…多數工人心懷反對意識（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相對於 consensual consciousness），他們自認是工人階級，以二分

法的詞彙來理解公司，而且不會羞於捍衛他們得來不易的利益…」。  

李靜君（Lee, 1995）研究深圳與香港兩地的工廠，發現雖然兩邊的勞工都是

以女性為主，卻發展出「在地專制」（localistic despotism）與「家庭霸權」（familial 

hegemony）兩種不同的勞動體制。香港的勞動法令殘缺而工會脆弱，國家提供

的福利保險幾乎沒有，香港婦女勞工亦需靠工資維持家計，依 Burawoy 的理論

應該會出現「專制體制」，但是當地的勞動體制卻是「家庭霸權」體制；相反的，

從中國各省來到深圳的年輕女工可以選擇回老家種田，並不完全依賴工資，但是

卻出現「在地專制」的勞動體制。李靜君認為這是不同的勞動市場的社會組織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ocal labor markets）影響所導致：在地勞動力市場中社會

組織的影響，使工人產生不一致的依賴性；不同的依賴性決定了相異的勞動過程

的管理策略，產生不同的工人集體行動與不一樣的性別化生產體制。李靜君質疑

國家政策與工會運動導致霸權體制。在她的研究裡，霸權體制並非立基於「內部

勞動立場」與「內部國家」而建立，其實是性別角色形塑與勞動市場供需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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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於是部分拆解了 Burawoy 的霸權理論。簡而言之，Burawoy 基於階級分析上

所建立的霸權理論，已經遭受許多挑戰，並且某種程度上在全球化時代失去其理

論有效性。 

本研究同意 Burawoy「無論何種類型的生產體制都有『甘願』與『強迫』同

時存在」的宣稱，同時將生產現場以外的外部結構帶入分析，試圖從階級角度以

外，加入性別與國族的觀點來分析工作現場中的權力與秩序、生產線上的管制與

抵抗、勞雇之間的甘願與強制的展現。將外部結構帶入分析是合理的，因為事實

上生產現場並不是一個「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一方面，工人在進入生

產現場前，就已經面臨各種外部結構的侷限與機會；另一方面，外部結構所產生

的力量也會滲入工作現場，是形塑生產關係的重要角色。以上所指稱的外部結構

並不限於一國之內的經濟結構或階級結構，它可以是全球生產分工結構，也可以

是國際政治結構，也有可能是社會上的性別結構、族群結構，或是存在於想像中

的國族界線結構。將性別與國族觀點帶入對生產政治與勞雇關係的探討，在經濟

全球化時代益顯其價值。愈來愈多的女性與移民進入生產現場，以性別與國族觀

點補階級分析之窮，照見生產過程的各種權力關係互動之細微處，更能夠促成理

論的精進與有效性。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論文的第二章第一節將外部結構帶入，提出「邊緣求生」勞動體制作為本

論文的研究架構。本架構建立在 Burawoy 的理論基礎上並修正之：首先論證工

人對資本主義的「甘願」在進入工作現場前就已經產生，然後對專制體制、霸權

體制與邊緣求生體制作一區辨。第二節說明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文中以第一人

稱的敘述方式，詳細描寫運用參與觀察法時所面臨的困難與解決策略，目的是為

了讓研究者在所謂的客觀研究中現身，凸顯研究者的角色與策略對整個研究的影

響，提供讀者檢視資料信度與效度的機會。 

第三章分析中小企業在國內政經位置與全球經濟分工上的邊緣處境，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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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女性作為女性/移民/勞工的邊緣處境。緊接著，兩者從邊緣處境中發展出各

自的生存策略，兩者的生存策略如何能媒合？其機制為何？是本章的分析重點。 

第四章簡介本論文的研究個案－英閤企業：首先概述英閤三階段的發展歷

史，緊接以台灣整體中小企業的發展歷程與之對照，發現有諸多相似性，英閤企

業的發展歷史與特色堪稱台灣整體中小企業的縮影。第四章後半部介紹英閤的企

業網絡與全球分工位置、公司部門與人員配置，並分析英閤作為一個中小企業製

造廠，其「根留台灣」需要哪些條件。 

第五章探討國家法律政策、全球分工位置、產品的市場性質、勞力供給的條

件、產業技術結構…等因素，如何形塑出邊緣求生勞動體制；緊接著，分別從性

別、階級與國族的角度，分析此勞動體制如何運作，以及勞動過程中的權力與秩

序、生產線上的管制與抵抗、勞雇之間的甘願與強制如何展現；並且提出「不對

稱的相依」此一概念總結「邊緣求生」勞動體制中的勞雇關係。 

第六章從本研究的經驗發現中提出結論，並且在本研究的基礎上為後續的學

術研究者與移民運動者，指出幾個政治與經濟面向上可供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