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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的邊緣處境 

本章探討新移民女性與中小企業在外部結構中的位置以及兩者在結構下的

有限選項，然後分析兩者生存策略的媒合機制。第一節與第二節分析中小企業與

新移民女性的邊緣處境，以及它/她們的可能選項（生存策略）。第三節指出中小

企業所面臨的缺工問題，並從工資的本質探討為什麼中小企業招募不到台灣本地

人勞工。第四節分析新移民女性之所以能與中小企業媒合的三個要素：「生產與

再生產的平衡」、「就業市場中的流動侷限性」、「類比對象不同」，這三個要素建

構出兩者生存策略的媒合機制。第五節簡述本章的研究發現。 

第一節 中小企業的邊緣處境與求生策略 

台灣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處於冷戰的國際局勢之下，替代歐美國家生產勞力

密集產品，透過大量的國際貿易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並累積大量外匯（陳博志，

2004）。1960年，國民黨政府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朝向以外銷勞力密集

產品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策略。此後，中小企業開始大量出現，成為此波外銷與

經濟發展的主力。台灣的發展是透過大量的「中小企業」帶動「外銷產業」，而

大型企業則以「公營機構」和「內銷」為主。1960年代以後，加工外銷為主的私

人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卻是台灣與世界市場掛勾的主力，然而，這並不表示

中小企業在國內受到良好的政策待遇。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將日本人留下的大批獨佔生產事業轉變成為公營事

業，包括：金融、石油、交通運輸、礦業、農林業、郵電、菸酒公賣局等重要產

業，成為當時主要的生產部門（王振寰，1993）。這些壟斷型的大型公營企業享

受的政策保護與優惠，是一般民間中小企業無法企及的。以外銷為主的中小企業

廠商必須以其生產成本和國外廠商公平競爭，但是大型企業以內銷市場為主則充

滿濃厚的保護色彩。因此，前者較無超額利潤，後者則明顯有超額利潤。前者在

外國進口商或大商社的主控下，台灣為數眾多的中小企業彼此競爭與合作；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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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操控在國內大型民間企業或公營事業，這些大型企業都可以自金融機構取得較

充足的期初資本和營運資本。這也造成台灣內銷市場壟斷，外銷市場競爭的所謂

「二分化市場結構」（Chou, 1988）。 

透過對利率的管制或民營金融機構設立的凍結，台灣政府在1990年以前有明

顯的金融壓抑。只有少數企業可以獲得政府透過金融機構的融資，政府在給予融

資的同時也必然會要求其在政策上的配合。一方面，政府希望責成這些企業朝資

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周添城、林志誠，1999）；另一方面，藉此結合

本土的資產階級以交換其政治忠誠，形成「侍從主義」的政商關係（林佳龍，

1989）。相對而言，中小企業可以從金融機構獲得的融資非常有限，期初資本幾

乎完全依賴民間借貸。台灣金融壓抑所形成的有組織金融機構和民間借貸並存的

「金融雙元性」，正好與大型企業以內銷為主而中小企業以外銷為主的「二分化

市場結構」，產生相互交叉的作用。 

1980年代以後，台灣面臨產業轉型的問題，此時的國民黨政府以各項政策、

法令與租稅優惠扶持所謂的高科技產業，勞力密集型的傳統中小企業並未在此波

扶持之列。2000年以後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有所謂「兩兆雙星」的產業政策，中

小企業仍然未受青睞，幾乎是被視為可有可無，可以任憑自生自滅，最多是給予

補助或救濟，並沒有完整的升級規劃或是產業調整。 

除了在政策上受到政府冷眼忽視外，中小企業在1980年代開始面臨全球經濟

重構（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的衝擊。1980年代以後，台灣經濟成長已經

到達某種階段，人民生活逐漸富裕，以廉價勞動力作為比較利益，靠外銷帶動經

濟成長的出口導向策略也已經失去有效性。再加上1980年代中期以後，雙元金融

的結構逐漸淡化；台灣的金融體制在1990年代也逐漸自由化。經過二十餘年的經

濟發展，民間開始有多餘資本可供輸出，勞力密集產業為主的中小企業也開始往

外移動。因為政治因素，1980年代台灣的中小企業尚不准西進，於是多餘的資本

便轉而投資東南亞各國，或是暗赴中國。1993年行政院通過「在大陸地區從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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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之後，台商開始大量往中國投資設廠，台商對中投資佔

對外投資總額超過42%（王振寰，2002:118）。1990年代科技大廠逐漸取代中小企

業成為出口主力，部分升級的中小企業成為協力公司，其他則外移至鄰近地區。

不過，透過代工與網絡的生產方式，然後將產品外銷至世界各地，國際貿易仍是

台灣資本主義的運作主軸（王振寰，2002）。 

台灣的經濟所面臨問題，已經不像過去「如何提高國內經濟成長」，而是如

何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議題。中小企業促成台灣的經濟發展後，卻在經濟全球化

時代陷入一個尷尬的困局：「面臨先進國家技術門檻，但生產要素卻價格高升而

無法與更後進國家競爭的雙重夾殺情境」（王振寰，2004:292）。 

面對此一困局，「產業升級」、「知識經濟」、「提升公共建設」、「文化創意產

業」等是常常聽到的策略。瞿宛文、安士敦（2003）提出，台灣要「超越後進發

展」必須從「擴大廠商規模」、「提升組織能力」與「國家積極介入」三方面著手。

然而，對於台灣傳統的中小企業企業而言，規模過小、資金無著、無力研發正是

其弱點所在，這也導致中小企業面臨全球化的生存競爭時，到海外尋找廉價勞力

成為他們用來「複製過去台灣經驗」的便宜行事法則。企業一窩蜂外移，除了帶

來高失業率，也忘了在台灣就地升級的努力。 

不過，我們也不能忽視目前製造業只有2%是研發人員，傳統產業的員工絕

大部分沒有能力轉任研發行銷工作的現實。即使是美國和日本，也仍有約20%的

勞工在製造業工作。台灣若放棄這些產業，佔目前全國就業量28%的兩百八十萬

製造業勞工，將有絕大部分會失業，相關的水電、倉儲、運輸等產業的勞工也會

受拖累（陳博志，2004）。一旦這麼多勞工沒有收入，其他產業、服務業的生意

也會萎縮，失業問題將有如滾雪球一般。 

所幸，歷史發展不是靜態單線的決定論，而是各種結構、機會、資源與人們

之間動態多線的激盪與對抗。在經濟全球化的激烈競爭下，面對中國與東南亞國

家挾廉價勞動力的競爭優勢，台灣中小企業的「生存策略」除了便宜行事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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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與困難重重的「升級」以外，有些中小企業掌握了一些特殊條件，有可能走

出「第三條路」。此「第三條路」就是本文所言，由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所組

成的「邊緣求生」勞動體制。 

第二節 新移民女性的弱勢角色與求生策略 

女性主義者從性別角色的研究中，提出一個基本且深具解釋力的洞見：性別

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是權力關係的組成面向之一（Scott, 1988:p42）。很多研究

者解釋了性別如何在學校、家庭、工作場所、社會中「被建構」（Holland and 

Eisenhart, 1990；Hochschild, 1989；Kanter, 1977；Walliams, 1989），也點出藉由

「合理地」建構性別分工的假象，實際上是維持男性所擁有的不平等利益。 

女性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亦是錯綜複雜，女性不但擔任正式與非正式部門中的

生產和再生產角色，並且常常處於全球資本重構下源頭與終點的位置。性別分工

的研究，不再只是單一國家內部的議題，也是國際經濟分工與全球市場運作的其

中一環（Cheng, 1999）。從這個觀點切入全球化經濟時代的性別分工，也許更具

解釋力，但也引起更多有關女性與工作的辯論。到底「投入職場工作」對於女性

在父權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是否有改善？有些學者認為工作把女人從社會邊緣與

父權控制中解放出來（Lim, 1978；Salaff, 1981）；另外一些學者則主張全球資本

再製了婦女於當地社會中的多重從屬性（Ward, 1988；Elson and Pearson, 1981）。

雖然意見不同，卻給我們一個不能夠忽略的提醒：在跨國公司抵達開發中國家之

前，國家、父權制與種族階層早就存在於當地社會了。在許多後進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的發展策略更是經常與家庭的家父長制共謀，不啻是鼓勵外資剝削當地女人

的廉價勞動力以謀求國家經濟的進步（Hsiung, 1991）。 

同理，當新移民女性選擇進入或不進入職場工作之時，必定也難逃全球化資

本主義、父權體制的雙重結構性宰制（邱琡雯，2003）。然而，新移民女性作為

「移民」的身份，使我們在分析時不能僅止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的結構

宰制。新移民女性與一般台灣女性最大不同之處，在於她們從原生的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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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網絡中脫離，然後嵌入一個全新未知的網絡。一個人所擁有的「人力

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往往必須在原生網絡中才能確保並彰顯

其價值，生存網絡的轉換減損了她們原有各樣資本的價值，幾乎是讓她們的「人

生資本額」22從零開始累積。先不論全球化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的宰制，光是「人

生資本額從零開始」就足以讓她們在接待國的社會結構中陷入弱勢地位。欲扭轉

這種弱勢地位並不是一蹴可及，往往需要長時間透過個人與集體的力量才可能推

動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改變。 

新移民女性作為「女人」，必須面對無所不在的父權體制與勞動市場性別化

分工所帶來的宰制；作為「移民」的身份，還必須面對生存網絡轉換所帶來的艱

難與弱勢；不僅如此，當新移民女性受限於語言與技能而只能進入工廠做工時，

她們作為「工人」，無疑地也得繼受台灣勞工在整體政經環境中的無力位置。 

台灣從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變成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化歷程，發

展策略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乃至於創造「二元市場結構」與「金融壓抑」、「金

融雙元性」…等（周添城、林志誠，1999），在在都顯示國家對於經濟、社會領

域介入之深。國家的經濟政策與財經政策，主要是透過對生產要素－勞力、土地、

資本之分配與移動來達成其影響力。從日本時代以來，台灣農作物以米和甘蔗為

大宗。1949年國民黨撤退來台灣以後，為了發展工業，透過收購價格的訂定，肥

料、水與耕地租金的數量與價格的控制，可以輕易決定農業生產的報酬，以此方

法將勞動人口從農田中「擠出」，並且刻意不管制工業入侵農業用地，以便將勞

動力釋放到工廠裡。於此同時，政府控制糧價、普及義務教育，讓企業得以相對

便宜的成本雇用素質不低的勞力。1950年代採取了短暫的進口替代政策，1960

年代開始採取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後者大幅改變了台灣的經濟結構，創造了

所謂的「經濟奇蹟」。由於台灣的經濟非常依賴外資和外貿，因此政府必須維持

一個政治穩定和低薪資的環境，以確保資本家可以尋得便宜的勞動力。 
                                                 
22 「人生資本額」用來比喻「人力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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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了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尋求比較利益，必須營造能夠吸引外國投資者的

意識形態和經濟環境。透過媒體、教育系統、政策宣導、社區活動或是宣揚傳統

家庭價值…等各種方法灌輸意識型態，將勞工塑造成馴服、易引導、低技術、願

意接受低薪無趣的工作的工人，隨時可以供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成露茜、熊秉純，

1993；Gallin, 1990）。 

除了意識型態的灌輸之外，政府實際上用法律限縮了勞工的權利。台灣在戒

嚴時期，勞工法令賦予並限制勞工的「工業公民權」。然而，透過優位於勞工法

的戒嚴法，國家完全剝奪了勞工的「工業公民權」（王振寰、方孝鼎，1992）。在

1987 年 7 月 15 日以前，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工會活動被嚴格的限制。只有大

型企業被准許成立工會，但是工會大都是被政府與資方控制的，主管常被選為工

會幹部。這種工會被稱為「閹雞工會」，並非自主性工會，其存在的主要價值與

目的是成為國民黨政府施行「國家統合主義」的一環。 

戒嚴法解除後，國民黨政府仍然沒有改變對工會的立場。只有針對違反最低

薪資的規定所發起的罷工，才是合法的罷工。同一廠場內要超過 50 人才能組織

工會（後來改成 30 人），而且工會之間的跨界聯合是被禁止的（Gallin, 1990）。 

基於政府的政策與台灣經濟的本質，企業有相當餘裕選擇策略來獎勵生產力

與平息勞工的不滿。大企業提供相對較高的薪水與額外福利(例如：三餐、購屋

補助、工作服、交通費、獎金)，很多企業還有娛樂消遣的設施或方案。在大的

公司工作通常會簽訂定型化契約，公司內部有階層化的組織。在某些電子公司有

相對乾淨明亮的廠房。 

相對而言，中小企業僅能提供較低薪資與較少福利。但是工人能透過加班增

加收入，論件計酬者也能藉由加快速度賺更多的錢。在中小企業工作通常沒有定

型化契約，工廠常是又黑又髒。為了降低成本，中小企業經常將訂單轉包給小工

廠或家庭工。在小工廠裡的工人必須忍受低薪、長工時、危險、噪音、污染…等，

而且常常要對老闆家屬提供非工作上的個人服務。但是他們的薪資比家庭工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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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庭工不但沒有福利可言，論件計酬的訂單更是時有時無。 

即便如此，台灣的勞工很少組織起來以求改變他們的工作處境，這與台灣私

人企業以中小型為主，不像在大型企業的大廠房裡，工人集結不易有關。當然，

政府毫無管制工業化入侵農業用地，以至企業、工廠分布在各地鄉村和城市，地

理上的分散也導致勞工力量的分散。 

忍受低薪、低福利、低技術又無趣的工作，勞工們的付出供應著台灣的工業

化的持續成長。同時，因為政府法令的壓制與意識型態的灌輸，台灣勞工普遍缺

乏「勞工戰鬥性」(the lack of labor militancy )。謝國雄（1997）以「基本文化分

類概念」 (elementary cultural classification)來解釋台灣的勞動體制。他發現「純

勞動」是掌握台灣勞動者經驗的一個核心概念。「純勞動」的最基本要素為「只

要勞動的結果，其他的都不要」，是一種「志願性順服」(voluntary servitude)。「純

勞動」意識存在於台灣各種勞動體制中，也存在於形形色色的受雇者與雇主的認

知中。 

然而，「純勞動」意識有不同強度的表現，同時也遭遇不同程度的抵抗。在

日常勞動生活中，「純勞動」意識平順地運作；在勞資爭議出現時，「純勞動」意

識逐步受到挑戰，尤以職災事件為烈（謝國雄，1997）。尤其是戒嚴法解除後，

因為政治壓制力降低，勞工運動蜂起，開始爭取既有勞工法令所賦予的工業公民

權。不過，由於頻繁的勞工運動造成資本積累困難，工會所發動的集體行動亦衝

擊國家機器的權威。於是，國家開始以治安手段壓制工會所發起的集體行動，並

透過修改勞工法令收束勞工的工業公民權，進一步降低勞工發動集體行動的可能

性（王振寰、方孝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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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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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台灣企業備受威脅。1980年代中期以後

企業的外移潮流，使得台灣的勞工面臨新一波失業的沈重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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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勞動體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兩方面：一、生產方式的改變，導致

勞動市場的彈性(flexibility)增加；二、金融資本每日在國際間快速流通，許多國

家的社會福利制度無法繼續維持（黃長玲，2003）。兩者都改變了先進工業國家

內部勞資之間的權力關係，也同時影響開發中國家勞工運動的發展方向。當先進

工業國家內部的勞動體制都處於正在轉型的狀況下，新興工業國家的工運也就失

去可以憑藉的明確目標。事實上，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大多數的勞

工原本就處於「低福利」與「高彈性」的工作環境中，並不是遲至全球化浪潮襲

來才導致如此。90 年代後科技的發展與經濟結構的改變，釋放給台灣勞工一個

清楚訊息：「『黑手變頭家』的時代已經結束，台灣社會也像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

家一樣，愈來愈朝貧富兩極分化方向發展」（黃德北，2001），而「黑手變頭家」

被視為「製造甘願」的主要機制（謝國雄，1989）。 

勞工角色的邊緣化，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政治經濟領域的一個明顯特

色。Frederic Deyo(1987)提出的「政治統治的鞏固先於工業化」命題，解釋了為

什麼隨著工業化出現的勞動人口無法形成集體行動進而挑戰來自經濟與政治的

雙重壓迫。台灣在解嚴之後的 1988 與 1989 年，出現過兩次勞工集體行動的高峰，

以廠場組織型態為主的自主性產業公會也隨之大量出現，同時期工運團體以及勞

動政黨也紛紛成立，宣告了自主勞工運動的出現。90 年代後，這股力量主要關

注在幾個面向上：勞動法令的修法鬥爭、工會團結權的爭取(爭取成立縣市層級

「產業總工會」)、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修訂「國營事業管理法」)、抗議失業率

高漲(反對引進外勞、失業保險立法)等（邱毓斌，2004）。 

90 年代以來的台灣勞工運動面對兩個重要趨勢：民主化與全球化。民主化

使得勞工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力增加，相較於威權時代有更多的空間爭取權益；

全球化卻使得勞工階級面對勞動體制的變動，在勞動市場上更形弱勢（黃長玲，

2003）。受歷史遺續(historical legacy)的影響，台灣的勞工運動在組織及動員力上

都很薄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議會政治」為焦點的發展日益清晰，但是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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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會或與勞工團體的關係尚未穩定，這都造成在追求「分配正義」的過程中，

勞工、工會或工運團體的角色顯得弱勢而貧乏。 

沒有證據顯示，新移民女性能夠跳脫台灣勞工政經地位弱勢的歷史遺續。現

今台灣整體的政經脈絡：經濟全球化與左翼貧弱的國內政治，資本移動的快速便

利、產業外移、在政治上的有力代言者不存在，在在造成了勞工階級的弱勢處境，

新移民女性作為「工人」無法免於一一繼受。 

國內已經有許多研究說明了，台灣人到中國或東南亞進行國際婚姻，以社會

中弱勢階層的男性為主（夏曉鵑，1997；王宏仁，2001；邱琡雯，2003）。新移

民女性嫁到台灣，通常被家人期待負責「家務勞動」與「傳宗接代」兩種再生產

勞動23。然而，事實上，大部分的新移民女性家庭的經濟狀況，並無法讓她們只

留在家庭裡擔負再生產工作，多數的新移民女性必須外出賺錢以支撐家庭開支。 

即使她們能克服「照顧小孩」24、「老公反對」25的障礙外出工作，她們的工

作選項仍是相當有限。一般而言，她們在母國的學歷就不高，大部分人都不會操

作電腦；來台未久，使用華語或台語尚不流利，書寫中文對她們而言更是困難。

因此，新移民女性幾乎不可能從事白領工作；由於服務業需要與顧客面對面接

觸，她們受限於語言表達能力，也是很難進入服務業工作（除非是小吃攤、攤販

                                                 

23 Karl Marx 所提出的「生產/再生產」概念，被後來的馬克思主義女性主義者加以引申：再生產

的定義有三：生產體系的再生產、勞動力的再生產（家務勞動）與人類的生物性再生產（邱琡雯，

2003）。 

24 新移民女性嫁到台灣，「傳宗接代」是被家人高度期待的「任務」之一，因此很高比例的新移

民女性結婚不久即懷孕。她們解決「照顧小孩」的問題，方式包括：不生小孩、公婆照顧、娘家

照顧、請保姆、送安親班…等。 

25 老公反對的理由通常是：家裡經濟狀況不錯，不需出去工作、不要出去拋頭露面、不要加班

加太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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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類）26。在傳統製造業中擔任低技術性的作業員，是她們比較容易進入的「正

式」工作。當新移民女性進入工廠後，常常又會介紹其他的新移民女性進工廠工

作，許多工業區的工廠，都已經開始雇用新移民女性。 

第三節　中小企業的困境與需求 

上一章我已經說明了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的邊緣處境，並分析它/她們在

邊緣處境中可能的生存策略，接下來我將解釋它/她們各自的生存策略如何能媒

合。一如馬克思所言：「人們創造歷史，但是並不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不是在

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來的條件下創

造。」（Marx, 1975:p603）。新移民女性和中小企業都不是處於真空，而是在既定

結構條件與脈絡環境底下創造自己的歷史。因此，當我們在探討它/她們的生存

策略與生存策略的媒合，時時都不能忽略它/她們所處的弱勢位置，它/她們所受

到國家政策、社會環境的限制，以及它/她們的選項是有限而不是任意的。 

台灣中小企業高度依賴協力合作網絡關係，其生產、訂單、員工、人脈皆鑲

嵌於本地網絡，外移對個別企業主而言並不是一個輕鬆的決定。但是台灣的勞動

力成本較高，留在台灣就必須克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廉價勞動力的強烈威脅。面

對中國與東南亞廉價勞動力的競爭，留在台灣的中小企業何以能夠與之對抗？ 

製造業的競爭力不外乎三要素：掌握時效（timing）、確保品質(quality)、降

低成本(cost)。生產成本低廉以及生產供應的高度靈活性與彈性，是以往台灣中

小企業的在外銷市場上的兩大武器。生產成本低廉的原因，一方面是相較於歐美

日先進工業國家，東亞新興國家勞力成本較為低廉；另一方面，台灣中小企業極

                                                 
26 即使是從事小吃攤或攤販，從東南亞來的新移民女性多半也只來自中國的能擔任輔助性的角

色。從中國來的新移民女性通常有學過普通話，比較容易跨過語言障礙的門檻，所以比較容易進

入類似小吃攤或攤販這類低階的服務業工作。筆者認為：製造業作業員工作所要求的語言門檻低

於服務業，是工廠內來自東南亞的新移民女性遠多於來自中國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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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壓縮可變成本，甚至小頭家「自我剝削」的情況所在多有。高度靈活性與彈性

則是來自於外包生產網絡與彈性化的生產機制。如今，台灣製造業在勞動成本上

難以跟發展中國家拚搏，生存之道唯有提升品質與掌握時效。 

提高產品良率與精緻度、及時快速地滿足客戶的要求、壓低生產成本以提高

獲利，莫不是當前製造業所追求的具體目標。提高產品良率與精緻度可以增加客

戶信賴，因而得到穩定的訂單，亦能降低被退貨機率消極地避免生產成本擴大，

對公司經營的確有正面影響。換言之，留在台灣的中小企業必須有某種程度的「製

造升級」，例如：設備自動化（通常伴隨著一定的規模擴張），而且在品質控管上

必須比較嚴格，如此一來其產品才能與中國或東南亞企業的產品有所區隔。 

缺工問題 

台灣經歷經濟成長後工資普遍提高，再加上台灣人教育程度提高，對技術

低、工資低的工作意願大幅下降。人們拒絕到薪資較低或是常常需要加班的中小

企業工作，中小企業幾乎找不到適合的工人。 

資本主義國家要在資本家不斷地在國內投資的條件下才可能順利運作，如果

經濟衰退，不但預算有危機，也有可能增加國內的信心危機與政治不滿（Block，

1987）。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家動輒以「投資罷工」、「資本出走」來威脅政府，「企

業用資本出走（exit）來換得發聲的力道」（曾嬿芬，2004：p16）。面對找不到工

人的困境，中小企業主並非坐以待斃，他們也曾爭取開放製造業申請移工（外籍

勞工）。然而，中小企業卻無法像大企業一般，有那麼強大的威脅力道。因此，

台灣政府對中小企業聘僱移工的限制較為嚴格，即使讓它們外移也覺得不足為

惜。 

對於中小企業主而言，企業留在國內如果連工人都找不到，那更遑論企業競

爭力了。幾乎與此同時，另一個全球化現象卻為中小企業主帶來轉機。跨國的人

員移動在台灣以通婚的形式發生，新移民女性的移入為台灣的勞動市場帶來一批

馴服而弱勢的低技術勞工。接下來我要分析兩者的生存策略的媒合機制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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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的本質 

為什麼同樣的工作、同樣的薪資，台灣本地勞工不願意「屈就」，而新移民

女性卻趨之若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工資」的本質來討論。對雇主與

員工而言，勞動力的買賣就是以「勞務給付」與「工資報酬」的交換形式呈現。

以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來看，「勞動力」就是一種商品，「工資」就是「勞務給

付的報酬」，換句話說，出賣「勞動力」這種商品所獲得的對價。然而，雖然「勞

動力」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被視為「商品」，但是卻有異於一般商品的特質，Offe

（1985）稱之為「虛構商品」（the fiction of commodity）。「勞動力」異於一般商

品的特質有二：一、它附著於人身之上無法分割，也因此它有溫飽休養的需求，

也有自我繁衍的動機。二、勞動力的生產不是出於市場交換的動機，有別於為了

交換目的而生產的商品。 

從個人的角度而言，勞動力給付後所獲得的工資，至少必須能滿足自己本身

勞動力的恢復還原（renewal）與個人的世代延續（maitenance）（Burawoy, 1976）；

從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整體的利益出發，要維持資本主義式的資本積累與生產

活動於不墜，也必須仰賴勞動力的「再生產」（包括renewal與maitenance）。由此

觀之，資本主義必得立基於兩類「再生產」的綿延不絕，才能確保「生產」的持

續不斷。在資本主義社會裡，連結「生產」與「再生產」的媒介正是「工資」。

我們可以說，「工資」表面上是「勞動力」這種商品的對價，但是它的本質卻是

負擔恢復還原與世代延續這兩類再生產的作用。 

因此，當工資水準低過當時的社會生活所需時，也就是工資給付無法滿足社

會「再生產」的需求時，工資勢必喪失聯繫「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媒介作

用，該工資也就難以作為刺激勞動者持續投入生產的誘因，提供該工資水準的企

業便可能找不到工人，「缺工」的情形就會出現了27。 

                                                 
27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對國內廠商缺工及人力需求的統計，2006 年 5 月底工業及服務業受

雇員工空缺人數 16 萬 1 千人，較 2005 年 6 月增加 5 千人。其中工業部門空缺人數 9 萬 5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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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處「94年度家庭收支調查」的數據，94年度台灣每戶家庭年支出平

均為新台幣88.9萬元，其中非消費支出佔18.8萬，消費支出佔70.1萬元。換算成

每月支出來看，每戶家庭每月總支出約7.5萬元，其中消費支出為58426元。（前

述統計數字乃台灣所有家庭之平均數，勞工階級家庭的平均每月總支出與消費支

出應該低於這些數目28）。對一般台灣本地人的勞工階級家庭來說，假設太太到

                                                                                                                                            
高於服務業部門之 6 萬 6 千人，各行業中空缺人數以製造業之 81,986 人最多，批發及零售業 29,665

人居次，營造業 12,767 人再次。工業部門空缺率為 3.19％，其中製造業受技術工、機械操作工

及組裝工等直接生產人員需求較大，其空缺率為 3.24％居首，營造業受產業工作具危險辛勞性、

員工難求特性影響，空缺率占 3.17％居次（引自「95 年事業人力雇用狀況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另一方面，主計處統計 95 年 5 月國內失業人數為 40 萬 2 千人。在全體失業者與長期失業者（失

業期間達 53 週以上）中，曾遇有工作機會卻未去就業原因均以「待遇太低」為主，分佔 57.60

％與 65.81％（引自「95 年人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摘要分析」）。以上總體資料所呈現「缺工與失

業並存」現象，主要原因正是「工資喪失聯繫『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媒介作用，難以作為

刺激勞動者持續投入生產的誘因」。部分雇主並不因此提高給薪水準，反而「捨本勞就外勞」，以

壓低工資造成缺工率高升，甚至謊報缺工率的方式，壓迫政策朝開放外勞配額的方向走。 

28 　      【表 3-1】 就業者平均每人基本所得按職業別分 

職業類別 金  額(元) 人數分配(%) 

全體就業者 540,299 10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 1,122,596 5.32 

專業人員 857,728 7.20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663,886 18.52 

事務工作人員 474,900 10.94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466,100 17.88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228,217 6.28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及體力工 431,981 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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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閤上班每月領取兩萬元工資，那麼先生每月收入必須達到3.8萬～5.5萬，夫妻

兩人的收入才能勉強與家庭每月支出打平。不過，同樣根據主計處「94年度家庭

收支調查」的數據，佔台灣全體就業者33.86%的「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組

裝工以及體力工」，平均每人年收入431981元，換算每月約3.6萬元。就台灣現今

的消費水準而言，即使夫妻兩人都有工作收入，英閤公司每月提供新台幣兩萬元

左右的工資29，仍難以滿足勞工家庭的「再生產」所需，對一般台灣本地人勞工

顯然欠缺吸引力。當投入「生產」所獲得之工資，無法維持「再生產」所需的必

要支出，該工資就難以吸引勞動者持續投入生產，勞動者會去尋求更高薪資的工

作而不願「屈就」。這才是台灣本地人勞工不願意做或是留不住的主要原因，而

非「好逸惡勞」或「不能吃苦」。 

第四節 生存策略的媒合機制 

相對於台灣本地勞工，外勞願意領取最低工資來台灣工作，常被認為是「比

較能吃苦」。劉梅君（2000）從「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出發，分析外勞之

所以能夠「廉價」，是因為台灣的外勞政策預先排除了外勞「再生產」在台灣發

                                                                                                                                            
（本表由作者自製，統計數據引自行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第二十六表） 

附註：基本所得包括受雇人員報酬及產業主所得。 

佔全體就業人數達 33.86％的「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及體力工」，其平均每人

年收入為 431,981 元，僅高於佔全體就業人數 6.28％的「農林漁牧工作人員」（228,217 元），年

收入在所有職業類別中排名次低。以此觀之，「勞工階級家庭的平均每月總支出與消費支出應該

低於台灣所有家庭之平均數」此推估當屬合理。 

29 根據勞委會2006年9月6日所公佈「製造業之雇主辦理國內勞工招募之合理勞動條件薪資基準」

（http://www.evta.gov.tw/lawevta/lexplain471.htm），「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的技術

工每月合理薪資為新台幣27700元，非技術工的合理薪資為每月新台幣22174元。英閤企業所提供

的作業員薪資（沒有加班的情況，每月兩萬元左右），相較於勞委會所公佈的非技術工合理薪資，

大約有10%左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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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可能。因為外勞的「生產」與「再生產」是分離的，「再生產」在經濟落後

國家進行所以成本較低，因此外勞能夠接受基本工資每月新台幣15840元的工資

水準。但是，新移民女性與外勞的不同處在於，新移民女性的「再生產」活動是

在台灣本地進行，台灣本地勞工覺得不足以維持「再生產」所需的薪資水準，為

什麼她們能接受呢？ 

我認為必須將移民與女性的分析視角納入「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關係，

才能充分解釋這個現象。以下我將分析：新移民女性作為勞工、女性、移民，三

個角色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她們工作選擇的決定。 

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 

許多研究說明了，台灣人會到東南亞或中國迎娶「外籍新娘」者，多是處於

社經弱勢階層的男性（夏曉鵑，1997；王宏仁，2001；邱琡雯，2003）。這些「外

籍新娘」遠渡來台，往往同時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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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嫁到台灣後，台灣在地家庭高度期待她們承擔起「家務勞動」與

「傳宗接代」的活動。然而，由於她們的先生多是弱勢社經地位者，大部分的新

移民女性家庭的經濟狀況，並沒有餘裕讓她們只留在家庭裡擔負再生產工作，多

數的新移民女性必須外出賺錢以支撐家庭開支。換句話說，在傳統的性別家務分

工，她們被要求在家處理大部分的「再生產」活動（主要是做家事、生養小孩），

但是「再生產」所需的經濟支出，又迫使她們必須走出家庭投入「生產」。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生產」與「再生產」兩者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人們投

入「生產」是為了滿足「再生產」所需，為了維持「再生產」逼迫人們必須投入

「生產」。但是，另一方面，從事「再生產」活動也會對人們投入「生產」造成

阻礙（例如：家務勞動、照顧子代或老人）。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下，家戶內的「再

生產」活動絕大多數落在女性身上，家中的男性因而被釋出，得以將勞動力投入

「生產」活動。但是，如果家戶中並沒有讓女性留在家中從事「再生產」的餘裕

（例如：單親媽媽、或是經濟狀況不佳男性單薪不足以維持家用），女性也被迫

必須投入生產。女性為了投入「生產」，原本由她們所負責的「再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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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部分轉移給他人處理，女性勞動力才得以從家庭中釋出。「再生產」活動的

轉移是必須付出成本的30，原本的家戶開支再加上此轉移成本，將使投入「生產」

以取得工資的需求更形迫切。「再生產」此時反而變成強化人們（尤其是原本被

「再生產」活動「綁」在家庭中的女性）投入「生產」的驅動力，而非女性投入

「生產」阻礙了。 

作為家庭中的妻子與母親（甚至是媳婦）的角色，新移民女性必須承擔傳統

性別家務分工的責任。家務勞動和照顧小孩等「再生產」活動，傳統上是女性投

入「生產」的阻礙，但是卻也可能轉變為投入「生產」的強大驅動力。新移民女

性身處社經地位弱勢的勞工家庭，家庭開支很大比例必須依賴太太才得以維持，

她們成為家庭的重要經濟支柱。現實的經濟需求迫使她們不能只待在家中處理

「再生產」活動，她們為了家庭開支也必須投入「生產」。然而，新移民女性不

比外勞，她們難以「生產與再生產分離」，所以她們必須轉移部分「再生產」活

動31。轉移「再生產」活動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加強了她們的經濟需求與投入「生

                                                 
30 「再生產」活動的轉移通常分成兩種方式：一種是由社會共同承擔，通常是由國家提供資源

與服務，例如：公立育幼院、公立幼稚園、母職津貼、生育補助、就學補助、家庭看護…等。另

一種是轉移給其他個人或是私人機構，必須自行付費，例如：請保姆或傭人、私立幼稚園或育幼

院…等。如果國家提供的福利與資源愈多，個別家戶因為轉移「再生產」活動所需付出的成本就

愈少。成本多寡視國家所提供的資源或服務而有很大差異。 

31 阻礙新移民女性外出工作的最大因素通常是「照顧小孩」。她們轉移這個「再生產」活動的方

式包括：請保姆、交給公公婆婆帶（或是其他親戚）、把小孩送到托兒所或幼稚園，這些方式都

要付出成本，只是成本有多寡之別，其中以送到私立托兒所或幼稚園最貴，請保姆次之。她們還

有一種特別的轉移方式－把小孩送回母國給娘家帶。由於母國的經濟發展與消費水準與台灣有一

段落差，這大概是成本最便宜的轉移方式，也因為她們是跨國移民才得以如此，一般台灣的家庭

婦女無法用此方法。這個方式和外勞的「生產與再生產分離」有類似的效果。不過這個方式也有

其限制，譬如只能用於學齡前的小孩，或者是寒暑假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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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動力，必須增加收入才能達成「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 

「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是新移民女性能否走出家庭投入生產的關鍵因素。

長久以來社會建構之下的家庭互賴關係包括兩個面向：一方面是女性對男性在經

濟上的依賴；另一方面是男性對女性照顧工作的依賴。當家庭中「男性的經濟供

給不足恃」，而且「照顧工作又可以（部分）轉移」時，新移民女性外出工作的

契機與驅動力就出現了。其中又以前者（男性的經濟供給不足恃）為必要，當前

者發生時32，家庭中的成員就必須採取妥善的方式，將家務照顧工作轉移，以利

新移民女性外出投入生產。換句話說，後者是前者的配套措施。當家戶中的經濟

壓力降低（男性經濟供給能力提升），新移民女性就有較大的自由度來選擇要將

家務照顧工作轉移或是自己來完成。 

就業市場中的流動侷限性 

個人的主觀意志必然受到社會客觀結構的約制。主觀意志非常強烈與意志能

夠被執行是兩回事。新移民女性有強烈的經濟需求，此需求「能否」被滿足或「如

何」被滿足，必然受到客觀條件與結構的限制，這是我下面要探討的重點。新移

民女性之所以願意接受多數台灣本地勞工認為薪資過低的工作，「她們可以選擇

的不多」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學歷不高、不會操作電腦、華語或台語聽說能力

不足、不會讀寫中文，這些原因都構成新移民女性求職的劣勢，使得她們幾乎不

可能擔任任何白領工作或是辦公室文員。因為語言能力的侷限，也讓她們很難從

事必須與顧客面對面的服務業33。不必面對顧客、不必操作電腦、不用寫中文、

不要求學歷的工廠作業員工作，成為她們比較容易進入的工作選項。 

                                                 
32 在我的訪談記錄中，「男性的經濟供給不足恃」的情形有很多種，最常見的是：老公一個人的

薪水無法支撐整個家庭的開支。另外的情形包括：丈夫不願分擔家庭生活費、丈夫不給生活費或

給的不多、夫妻分居或離婚。最極端的例子是：老公因車禍過世，必須靠她一人扶養兩個稚子。 

33  在許多低階的服務業，例如：小吃店、早餐店、攤販…等，已經可以看見新移民女性工作的

身影。不過，通常她們都已經有相當程度的華語或台語溝通能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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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本理論（human capital theory）34將勞動視為一種商品，工資則是勞動

的市場價格(工資等於邊際生產力)，市場供需決定價格之高低。廠商和勞工之

間，各依其自身利益理性地的計算與交換。員工累積愈多人力資本，且其累積之

人力資本為廠商所需求，則員工的工資將愈高(Becker, 1975；Schultz, 1975)。所

以若依照人力資本理論的觀點，新移民女性之所以領取低薪，之所以「可以選擇

的不多」，是因為其所擁有的「人力資本」不足。如果新移民女性想要領取更高

薪，她們必須努力地透過教育、訓練和經驗累積…等方式來累積人力資本；如果

她們想要轉換到更高薪的工作，本國語文能力與電腦操作…等「一般性訓練」35

就顯得非常必要。 

應用人力資本理論來解釋新移民女性對工作的選擇，乍看似乎合理也具解釋

力。但是人力資本理論所採取的「個人歸因」觀點，明顯忽略了社會性因素與結

構性因素對個人工作選擇的影響。新移民女性作為「移民」與「女性」的雙重角

色，在就業市場上，社會的刻板印象與性別就業結構性區隔的影響力，往往大於

或先於她們自身所擁有的「人力資本」。即使她們的能力與條件不比本地人或男

                                                 
34  人力資本理論探究教育與訓練在人力投資上所產生的效果，其主張個人可藉由教育、訓練和

經驗累積…等方式來累積人力資本，人力資本累積結果會影響個人對公司的貢獻，雇主也將依此

決定其相對報酬。因此個人能力的累積，可視為個人擁有的資本，累積愈多，愈能提升生產力，

個人所得也會愈高(Becker, 1975)。 

35  Becker（1975）將「訓練內容」區分成「一般性（general）」或「特定性（specific）」，探討

不同的訓練對受雇者流動現象的影響。「一般性訓練」指的是，個人完成訓練後，其所習得的技

能或所增長的邊際生產力，也能被其他的廠商所利用，具有可移轉的特性；至於「特殊性訓練」

則指當個人完成訓練後，其所習得的技能或所增長的邊際生產力，專屬於施予訓練的廠商而無法

移轉。研究發現，員工累積一般性人力資本存量越多，則轉業較易；而特殊性人力資本由於無法

移轉至新工作，因而員工流動頻率較低，轉業也較困難。故人力資本理論認為，個人在勞動市場

的價值，可由教育程度、專業領域、工作經驗等人力資本的質與量變項來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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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的差，她們工作選擇的可能性與範圍已經被預先限縮了。 

勞動市場區隔理論強調勞動市場結構對個人的影響，超越了人力資本理論的

侷限性，能更深刻地看穿新移民女性的工作選擇處境。Doeringer＆Piore(1971)

提出的雙元勞動市場理論，依工作特性將勞動市場區分為主要勞動市場與次要勞

動市場36。由於這兩個勞動市場存在很大的異質性，主要勞動市場的員工依恃其

所受訓練與文憑，保障其不會向下流動；而勞動者只要進入該次要勞動市場後，

因為其只有較少的訓練與較低的文憑，就被阻絕向上流動的機會，因而勞動者很

少在這兩個部門之間相互流通。與雙元勞動市場理論有點接近，Averitt(1968) 提

出雙元經濟理論37，依照產業的不同特性，將不同的產業區分為核心部門與邊陲

部門。當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邊陲部門所釋出的勞工雖積極找尋工作，但是因

為體力、技能或學歷…等條件限制，難以移轉至核心部門，因此再就業機率較低。 

勞動市場結構對個人就業選擇的影響力，往往不是個人條件優劣所能左右或

改變。許多研究顯示：婦女及少數團體受到勞動市場的歧視，難以進入主要勞動

市場或是核心部門（張晉芬，1996；Blau, 1984）；就算得以進入，其職位或工資

比起同部門的男性或多數團體仍有不平等的現象（Tomaskovic-Devey & Kalleberg 

& Marsden, 1996）。婦女或少數團體，一旦習於次級勞動市場的工作習性之後，

就很難再向主要勞動市場流動（Rosenfeld, 1980）。教育與訓練能否提高生產力難

以確知，有時候充其量只是雇主所用的篩選機制之一而已。 

                                                 
36  主要勞動市場的特徵：高工作所得、良好的工作條件、工作穩定且安全、工作規則制度化以

及有升遷機會，包括工作性質為專業、技術性工作與管理行政工作。次要勞動市場的特徵：低工

作所得、不良的工作條件、工作不穩定、工作規則鮮少制度化、較少升遷機會以及高流動率

(Althauser & Kalleberg, 1981)。 

37  核心部門內的企業擁有高獲利能力、資本與技術密集、產品具壟斷性、企業國際化及擁有廣

大市場。在核心部門工作的員工大多享有較高的工作收入、較佳的工作條件及福利。邊陲部門內

的企業的特性則恰恰相反，邊陲部門的員工工資、工作條件及福利都比較差，而且工作較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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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女性選擇低薪資的工作，未必全是人力資本或個人因素造成其「選擇

有限」，勞動市場結構與社會刻板印象往往已經預先限定了她們的選擇空間。英

閤公司裡的一名新移民女性作業員，就是一個明顯的例子：「珍妮佛」是一名從

菲律賓嫁來台灣的新移民女性，菲律賓馬尼拉大學電機系畢業，會講英文，來台

十年台語和華語皆可溝通無礙。若依照人力資本理論來推論，她的人力資本或個

人條件顯然不差，但是她在台灣的工作經驗卻是在台中的機械工廠做工、替便當

店送便當。後來她來到台北的製造業工廠工作，在英閤公司內部，她是唯一有大

學學歷者，所有的主管或辦公室文員都沒人擁有大學程度的學歷，但是她還是只

能當作業員。作為一個「外籍新娘」，社會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已經限縮她職業選

擇的空間（舉例而言，雙語幼稚園並不會聘請她去教小孩英文）。來自「落後國

家」的大學學歷也未受到承認與重視，這使她一開始就難以進入主要勞動市場或

是核心部門。進入英閤公司後，即使她是全公司學歷最高者，仍然不會被編入辦

公室擔任白領文員。再者，她從事便當店與機械工廠的工作數年，習於次要勞動

市場的氣質與工作習性，這也使她很難向上流動或向主要勞動市場流動。 

類比對象不同　  

台灣本地勞工據以比較薪資合理性的對象是親戚、朋友，也就是其他公司或

不同職業的勞工，因此製造業工廠一個月二萬元左右的薪資相形之下顯得太低。

作為「移民」的角色，新移民女性據以比較薪資合理性的「基準點」與台灣本地

勞工」不同，這讓她們比較願意接受多數台灣本地勞工認為過低的薪資水準。 

從雇主的角度來看，「外籍新娘」與「外勞」都是從國外來，都是擔任作業

員的工作。因此「外籍新娘」的合理薪資水準，類比對象是「外勞」！依據法律，

「外勞」領取最低基本工資每月15840元。而做相同工作的「外籍新娘」薪資等

同廠內台灣本地勞工（每月二萬元左右），就雇主的感覺是：「比外勞高很多了，

對她們已經不錯」。 

從新移民女性的角度來看，類比的對象是「母國的薪資水準」、「廠內的台灣

本地勞工」與「其他工廠的新移民女性」。與「母國的薪資水準」相比，無疑地，



 69

經濟發展程度較佳的台灣有較高的薪資水準；與「廠內的台灣本地勞工」相比，

薪資起跳與計算方式都相同，不加班的話一個月都領二萬元左右，如果本身願意

配合加班甚至可以領得比「廠內的台灣本地勞工」還多；與「其他工廠的新移民

女性」相比，薪資都差不多，甚至英閤的薪資還高一些。因此新移民女性感覺「公

平」、「還不錯」，相對剝奪感不太重。 

立基於不同的「類比對象」或「比較基準」，使得雇主自認給薪「合理」，也

讓新移民女性感覺薪資「公平」。因類比對象的差異所產生的主觀態度，對勞資

關係有「潤滑劑」的效果，一方面讓新移民女性感覺「這樣的薪資還可以接受」，

比較願意接受多數台灣本地勞工認為過低的薪資水準；另一方面，使得雇主不必

為了招聘台灣本地勞工而提高給薪水準（因為新移民女性源源不絕地上門應

徵），也不必提高給予新移民女性員工的薪資（因為雇主自覺合理，新移民女性

又能接受），最後的結果就是廠內新移民女性作業員人數遠多於台灣本地勞工，

並且進一步鞏固了現行的給薪制度與薪資水準。 

總結而言，新移民女性必須先達成「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才能走出家庭投

入生產，然而「就業市場中的流動侷限性」限制了她們的可能選項，使她們比較

能接受台灣工人認為過低的薪資，「類比對象不同」的比較心理則形成一種類似

「潤滑劑」功能的意識型態，使得她們能夠較平順地接受這個工作選擇。 

第五節 小結 

本章透過結構式分析，得以瞭解中小企業與新移民女性所面臨的結構限制與

結構機會；結構機會帶給新移民女性的「選項」，讓她們在更大的資本主義結構、

更廣泛的遊戲規則中參與了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甘願就產生了。 

第一節指出中小企業在國內政經結構中的位置遠不如公營企業與大型企

業，在全球經濟分工上亦處於下游的不利地位。第二節說明新移民女性在「男/

女性」、「新移民/本地人」、「資方/勞方」三種結構下皆處於弱勢的一方。第三節

與第四節分析新移民女性與中小企業的生存策略如何「媒合」。中小企業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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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的主因，在於其所提供的薪資對一般台灣本地工人沒有吸引力。而新移民女

性與中小企業的媒合機制包含三要素：一、新移民女性必須先達成「生產與再生

產的平衡」才能走出家庭投入生產；二、「就業市場中的流動侷限性」限制了她

們的可能選項，使她們比較能接受台灣工人認為過低的薪資；三、「類比對象不

同」的比較心理則形成一種類似「潤滑劑」功能的意識型態，使得她們能夠較平

順地接受這個工作選擇。新移民女性在媒合的過程中，也就是在進工廠之前就已

經有甘願產生，而非在生產當下（工廠）「才」製造出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