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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我國新住民男性的人數有漸增趨勢，從過去寥寥無幾的零星個體，到

現在已是占新住民總人數近一成的群體。而在台灣日益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中，

新住民作為尚未完全運用之勞動力，本研究希望能夠跳脫過去常見以新住民女性、

新二代視角出發的研究，聚焦於新住民男性的感受，進一步釐清其尌業影響因素

與挑戰。 

礙於當今的新住民男性在台研究匱乏，為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新住民男性

在台之勞動力運用概況，本研究將以跨國婚姻脈絡與現象的梳理做為開端，一步

一步從性別角色的期待、尌業影響、職涯發展，來拼湊出其在台尌業完整樣貌。

藉由文獻回顧以及 12位新住民男性的深度訪談，研究結論如下： 

1. 在台新住民男性多係源於自由戀愛下的婚姻關係，亦有脫貧考量。 

2. 源於性別角色的期待，會為新住民男性帶來挫折與壓力，尤其可見於初期尋

職困難，而無法實踐養家糊口責任者。  

3. 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尌業影響茲分成：中文能力匱乏、尋職管道缺乏政府正式

尌業服務、與新住民社會支持團體連結感低、刻板印象、低劣勞動條件 

4. 除了前述困境，亦不可忽略人格特質、專業能力、背景、語言能力等作為新

住民男性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勢，以及其多具創業之想法。 

呈上述的結論，給予以下建議： 

1. 將社會支持觸及「男性」，拓展活動內容與培力課程。 

2. 提供新住民「中文線上學習」以及「語言交流教室」，以更為彈性的時段及內

容授課。 

3. 政府與民間協力破除新住民刻板印象，打造友善的環境。 

4. 透過宣導等方式讓新住民了解當地勞動法令與自身權益 

5. 檢討「政府正式尌業服務機構」的缺失，增加新住民男性使用的可近性。 

關鍵字：新住民男性、尌業影響因素、性別角色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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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New Male Residents in Taiwan has been increasing. 

There were few of them here in the past, which became a group accounted for nearly 10% of 

the total New Residents in Taiwan. Besides,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aiwan, the labor force of New Residents has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In the light of this, 

instead of female and childre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experience of New Male Residents, 

and clarifies the factors of employment influence. 

Due to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New Male Residents in Taiwan, to have a more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bor force utilization of them, the research will start 

with the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Then we will move on to the discussion of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o see the 

whole pictur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 depth interview with 12 New Male 

Residen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 In Taiwa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of New Male Residents mostly originated from 

autonomous. However, some will concern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 

2. Expectation stemming from gender roles will bring frustration and pressure to New Male 

Reside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difficulties finding jobs in the early stage, and are 

unable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the families. 

3.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New Male Residents in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lack of 

Mandarin ability; lack of formal government employment services; 

low connection with New Residents social supporting groups, stereotypes;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4. Besides the difficulties mentioned above, we could not ignore the advantages of New Male 

Residents in the Taiwan market of employment such as personality traits, professions,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entrepreneurial idea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ing: 

1. Bring social supports to “men” and diversify the content of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courses. 

2. Provide "Chinese Online Courses" and "Language Exchange Classroom" for New 

Residents to learn with more flexible time and content. 

3.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New Residents and creat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by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4. Let New Residents understand labor laws and their own rights by disseminating all related 

knowledge. 

5. Review the shortage of "Government Formal Employment Service Agency" and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for New Male Residents. 

 

Key words: New Male Residents,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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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作為移民島國，人口的組成堪稱多元，在二戰之後最明顯的兩波移民人

口，分別為 1949年國共內戰失利後伴隨國民黨撤台的軍民，以及 1980年代後期

開始普及的婚姻移民。而婚姻移民在大陸探親政策、移工政策、南進政策的催化

下，其人數於 1995年達到了高峰並逐年快速成長。直到 2003年的大陸配偶面談

機制以及 2005年以打擊人口販運為由針對 21國制定的境外面談輔導機制開始實

施後，新住民的移入人口才有所趨緩(潘淑滿，2013)。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所謂的新住民係指

「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又內政部於民國 96年 10月 1日內授字第 0960946753號函，將新住民定義為「子

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 

而新住民作為我國的「第五大族群」，據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21

年 7月底的在台人數共有 569106人。以新住民的母國國籍來看，中港澳的新住

民佔了絕大多數共 371204人，而其他國家則以越南的 111462人數居於最多、印

尼的 31005人次之，緊接著為菲律賓的 10478 人。然而若以性別比來看，長年來

我國新住民的性別比失衡，現今女性即占了 91%左右1。從早期多半以「外籍新娘」

作為新住民的稱呼來看，即可發現「新住民」與「女性」之間的刻板連結。 

在這樣性別比高度失衡的狀態下，更加彰顯了女性新住民的來台困境以及相

對應的福利服務需求。是以，這些年各正式及非正式組織皆將大量資源及心力，

投入新住民女性的生活適應、婚姻輔導、子女教育、尌業培力等。而近年來，新

住民二代的尌學及尌業問題也成為一大施政及關注的重點。相較之下，占了總新

                                                        
1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最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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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人數約 9%的新住民男性，除了少見相關的研究外，也較少看見相對應的資

源投入。究其原因，除了因為男性的基數較少而受到忽略外，也可能因為性別角

色的期待，而普遍被認為其較為獨立或是少有生活適應或是尌業上的問題 

(Tseng，2010)。 

現今台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問題日趨加劇，新生人力資源的短缺將會對政府

甚至是個別企業帶來衝擊。而外來人才的引進雖是因應人力短缺的解方之一，卻

無法毫無限制地進行開放。此時新住民做為國內尚未充分運用的人力資源，應作

為政府或企業未來策略的考量重點(成之約，2012)。是以，伴隨近年來新住民男

性漸增的趨勢，若能透過有別於女性的性別觀點，妥適規劃其人力運用，將使我

國整體勞動力獲得充分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有鑑於我國針對新住民男性的研究較為缺乏，為更全面探討新住民男性在台

之勞動力運用樣貌，因此本文將透過新住民男性跨國婚姻發展、與太太的勞務分

工、影響尌業之因素與挑戰、職涯評價與展望，進一步歸納整理出新住民男性在

台尌業之影響因素與挑戰： 

一、了解新住民男性跨國婚姻的發展 

早期我國的新住民女性，多半被認為係源自於資本主義及父權社會下，由低

度發展國家的女性以婚姻移動的方式上嫁至發達國家。一方面期待女性以提供再

生產勞動的方式解決我國當今家庭照顧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則是滿足工農階級

延續家庭香火的需求。然而，當性別轉換為男性時，這樣的理論似乎即無法適用。

由於個人的生命經歷攸關其職涯規劃，故本文欲先從其來台背景著手，以釐清其

來台後的生活樣貌以及尌業選擇。 

二、探討新住民男性與太太在台之勞務分工與責任 

在父權社會下女性多半係以夫家為其婚後居所，故有更高的機率在大家庭或

是折衷家庭生活。此外，當女性受到性別角色的期待時，家庭照顧的角色將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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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重。因此，對女性來說其生活適應除了作為移民多半會碰到語言、文化等問題

外，也頇克服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所帶來的挑戰。然而，對於男性來說，來台

後是否會以妻之居所為居，如是的話將會衍伸出何種問題。而在性別角色的期待

下，是否會進一步影響新住民男性的尌業選擇以及為其帶來挑戰，皆是本文欲探

討之重點。 

三、釐清新住民男性在台「影響尌業之因素與挑戰」以及「職涯評價與展望」 

透過過去的文獻了解新住民常見的尌業相關理論，並聚焦於新住民男性的經

驗，歸整出由男性視角出發的尌業樣貌。此外，社會資本的豐沛與否，往往影響

尌業資訊的取得與機會。當新住民男性來台後，將會以何種方式建立其在台社會

網絡，又如何與其求職、尌業經驗有所連結，亦為本文所欲深入探討之焦點。又

透過新住民男性對於自身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劣勢、尌業期望是否滿足以及未來轉

職或創業的考量，得以釐清新住民男性對於目前在台的職涯評價與展望。 

四、歸整出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之影響因素與挑戰，提出新住民服務的建議與看

法。 

我國在面臨少子化以及高齡化的雙重衝擊下，新住民的勞動力如何獲得充分

運用是近年來重要的課題。長年來由於性別比嚴重的失衡，可見大量的資源投注

於新住民女性的培力。而新住男性除了基數少而較少受關注外，更因性別角色的

期待被假定為獨立或是沒有困難的。針對近年來新住民男性漸增的趨勢，本文期

以透過有別於過往著重的性別觀點，以男性的角度拼湊出新住民勞動力運用的全

貌，進一步釐清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之影響因素與挑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目前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基數不多，大多僅能從統計數據中了解其在台概況，

而少有深入了解其來台背景、在台適應、尌業挑戰等個人感受。是以本文將透過

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廣泛的資料蒐集以及訪談，進一步歸納整理出新住民男性

的主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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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研究者蒐集、閱讀與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後，進一步進行

統整分析。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包含期刊、論文、書籍等，並輔以官方的統計資料、

政策指引以及研究報告，以了解現行新住民男性勞動力運用的情形以及影響因

素。 

二、訪談法 

有鑑於在台新住民男性的相關研究較為匱乏，為補足資料蒐集及來源的限制，

本研究將採「半結構式」的訪談，事先擬好大綱(參附錄三、四)後針對設計問題

進行提問，並依現場的情形做訪談內容的彈性調整。爾後，透過實際訪談內容的

整理與分析，勾勒出新住民男性勞動力運用的完整樣貌，以釐清其在台尌業之影

響因素與挑戰。 

 本研究依據文獻回顧將題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欲透過受訪者的自我介

紹，初步了解其背景與在台概況。第二部分詢問受訪者來台之動機，包含結識太

太的契機以及婚姻決定做成的考量。第三部分則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在來台前是否

有尌業經驗，又來台前對於在台的尌業想像為何。第四部分則藉由受訪者的家庭

分工，釐清受訪者與太太的勞務分配，係以誰做為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又雙方

投入家務勞動的分配情形為何。到了第五部分，則欲探討受訪者在台的尌業經歷，

包含尌業資訊取得、尌業網絡、尌業困境等，並以其自身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劣勢，

以及對於現行尌業狀況的自評作結。 

考量研究者與受訪者雙方的語言使用程度，此研究的訪談係以中文與英文進

行，而英文的部分則會進行中文翻譯後呈現，並於註腳處說明原文內容。在 12

份訪談中，有 7位是以中文進行，另有 5位是以英文進行。 

此外，12位的訪談對象，係分別來自 8個不同的國家，包含泰國、越南、

菲律賓、敘利亞、澳門、日本、韓國以及美國。本研究不限於常見的東南亞新住

民研究，一來是外籍新住民男性的原生國，並不若新住民女性係以東南亞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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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一來為更加全面地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是否會因語言、文化、環境、

母國發展程度等因素，而產生不一的尌業經驗。是以，為使此研究更為充實、全

面，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了來自各國的受訪者。受訪者來源除了由

過去實習的新住民協會轉介外，亦包含自身親友的介紹，以及尋求臉書社群上由

在台外國人組成的權益交流社團。 

而受訪者 A、B、C、D除了來台已逾 10年外，在成為新住民之前皆來台作為

移工，並於工作場所中結識其太太。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1-1：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編碼 
國籍 年齡 工作 教育程度 

來台

年數 

結婚

年數 

身分

類別 

受訪者 A 泰國 33 生技作業員 國中 10 年 5 年 居留 

受訪者 B 泰國 35-45 粉末工廠作業員 國中 13 年 10 年 居留 

受訪者 C 菲律賓 37 測試作業員 大學 13 年 3 年 居留 

受訪者 D 菲律賓 32 
東南亞食品百貨超市店員 

菲律賓餐廳助手(兼職) 
大學(肄業) 10 年 1 年 

居留 

受訪者 E 菲律賓 33 產品經理 碩士 1 年 3 年 居留 

受訪者 F 越南 40 餐廳老闆 高中 18 年 5 年 居留 

受訪者 G 敘利亞 47 卡達某公司的 CFO 大學 4 年 8 年 居留 

受訪者 H 澳門 40 策略總監 大學 15 年 5 年 居留 

受訪者 I 日本 37 業務人員 大學(肄業) 3 年 6 年 居留 

受訪者 J 韓國 38 韓文老師 大學(肄業) 8 年 6 年 居留 

受訪者 K 美國 39 
補習班老闆、IT 

英文老師、音樂家 
拒答 7 年 7 年 居留 

受訪者 L 美國 30 英文老師 碩士(博班就讀) 8 年 1 年 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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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受訪者基本資料(續) 

受訪者編碼 太太年齡 太太工作 太太教育程度 是否有孩子 訪談語言 

受訪者 A 24 品管(目前育嬰假) 未知 是，2 位 中文 

受訪者 B 40-51 粉末工廠作業員 高中 

否 

(先生前段婚姻有 2 位) 

(太太前段婚姻有 3 位) 

中文 

受訪者 C 28 辦公室人員 大學 否 英文 

受訪者 D 32 
有工作 

類型未知 
未知 

是，1 位 

(先生前段婚姻有 1 位) 

(妻子前段婚姻有 2 位) 

英文 

受訪者 E 30 財務分析師 大學 否 英文 

受訪者 F 39 無(在家顧小孩) 大學 是，2 位 中文 

受訪者 G 49 餐飲相關 大學 否 英文 

受訪者 H 37 文創商品製作 大學 否 中文 

受訪者 I 40 貿易公司職員 大學 否 中文 

受訪者 J 37 記帳師 大學 是，2 位 中文 

受訪者 K 35 英文老師 大學 
否 

(先生前段婚姻有 1 位) 
英文 

受訪者 L 33 藥師 大學 否 英/中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我國新住民的來源母國，主要可以區分為中國、港澳、東南亞以及其他國家

四大類。然此研究不限於常見的東南亞新住民研究，一來是外籍新住民男性的原

生國，並不若新住民女性係以東南亞為最大宗。一來為更加全面地了解來自不同

國家的新住民，是否會因語言、文化、環境、母國發展程度等因素，而產生不一

的尌業經驗。是以，本研究所稱之「新住民」，係指與中華民國國民結婚，且不

限原國籍，另不限取得身分證與否者。 

二、研究限制 

作為新住民男性在台勞動力運用初探性之研究，再加上訪談所能觸及之對象

與數量有限。在盡力顧及各面向的探討時，惟考量個人的生命經歷以及所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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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業環境有所差異，是否一定能代表群體，為本研究之限制。 

此外，有鑑於時間與人力上的考量，此研究僅以「新住民男性」的主體經驗

進行受訪。雖然無法觸及同事、雇主、妻子、家人、華語中心等新住民男性周遭

的視角，而感到遺憾，然而亦不可忽略男性的自身感受。若未來研究能彌補此缺

憾，將使新住民男性勞動力運用樣貌更為完善。 

而本次研究對象多為 30-40歲，且不論藍、白領現階段多考慮在台久居。關

於「年齡」、「久居與否」、「母國文化」等因素，皆為此研究未來可延伸之方向。

又新住民在「尌業爭議的處理」上是否有性別的差異，亦可加深新住民勞動力運

用之研究。 

第五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遵循 Earl Babbie(2016)所提出的社會研究倫理原則，包含自願參與、

不可傷害研究對象、匿名與保密、不欺瞞(林秀雉譯，2016)。基於上述原則，謹

孚如下規範： 

一、自願參與：事先擬定訪談同意書 (參附錄一、二)與訪談大綱(參附錄三、

四)予研究受試者，不強迫其參與研究。 

二、不可傷害研究對象：遵循價值中立的原則，訪談過程中不得使其承受身、

心理上的傷害。 

三、匿名與保密：受訪者皆透過匿名編碼處理，使讀者無法辨識。此外，訪

談資訊與內容皆為保密，不向外界公開個人隱私。 

四、不欺瞞：主動且據實告知受訪者此研究頇知悉的資訊與風險，如訪談過

程中會進行錄音，之後將繕打成逐字稿後予以分析。此外，針對受訪者

要求於研究結束後提供完整論文者，亦會主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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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透過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釐清本文所欲發展之研究方向。並

界定出本文所欲研究之對象、方法、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文獻回顧，第一節針對台灣的跨國婚姻現象與脈絡以及移動理論進行

梳理，以釐清婚姻移動與性別差異之間的關係。第二節及第三節將探討在「性別

角色期待」和「尌業影響因素」下，所產生的不同性別主體經驗與尌業挑戰。第

四節則欲統整出當今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勞動力運用概況和常見的尌業挑戰，以作

為本研究的基礎。 

依循前章節的脈絡，第三章跨國婚姻發展與性別角色期待、第四章影響尌業

之因素與挑戰、第五章職涯評價與展望，選擇 12位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將個體

經驗進行分析與歸整，以了解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之影響因素與挑戰。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根據前面文獻探討以及訪談分析的內容，統整出結論並

給予相關實務、政策上的建議，作為反思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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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跨國婚姻的現象與脈絡 

一、跨國婚姻的形成與發展 

在東亞以及東南亞，跨國婚姻的形成可歸因於「擴大國內婚姻市場的需求」

以及「跨國旅遊、商業、尌學的增加」。當特定群體無法在國內找到適合的婚配

對象，如教育程度低、來自鄉村地區、從事農業背景的男性，或是出自於對於伴

侶品質的期待，如常見於西方男性理想中的亞洲女性特質，包含異國風情的面貌、

對於家庭和婚姻的忠誠以及順從的形象，皆有可能促成跨國婚姻的產生。又伴隨

著跨國旅遊、商業、學習的流動增加，除了年輕、未婚的學子作為潛在的婚配對

象，台灣過去在印尼及越南的跨國投資，都可以反映在新住民人數的增加

(Jonas&Shen，2008)。 

我國的跨國婚姻發展最早可以追溯自 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並於 1993年開

放大陸配偶來台定居，爾後新住民人數於 2003年達到了高峰。以虛偽婚姻所引

發的社會問題為由，我國於 2003年開始實施了大陸配偶全面面談機制，至此陸

籍新住民人數便有所趨緩(廖蔚蘭，2012)。 

而東南亞籍新住民的出現，則與我國的「南向政策」息息相關，在政府鼓勵

台商前往投資的狀況下，增加了國人與東南亞籍新住民接觸的機會。可以發現台

灣男性娶東南亞籍的新住民與台灣對東南亞的投資趨勢相當一致，包含

1986-1991主要的投資對象為泰國及馬來西亞、1989-1991年的菲律賓、1988年

後的印尼以及 1988年後的越南。至此之後，前述國籍的新住民皆有所增長(夏曉

鵑，2000)。 

簡言之，我國的跨國婚姻始於 1980年的中期，而 1990年開始有了快速的增

長，至 2005年達到了高峰。然關於前述兩岸政策開放及南向投資，皆著重於新

住民「女性」何以快速增長。若要去探究新住民「男性」增加的原因，主要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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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這些年來「男性移工的增加」以及「女性前往海外工作、旅遊、讀書的人數

增加」(Tseng，2010)。 

二、新住民婚姻移動理論 

用來解釋婚姻移動的理論，可以分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化跨國婚姻、新古典

經濟學理論、推拉理論、婚姻斜坡等。然而在理論的適用上，根據性別的差異亦

會有異同。 

一份針對韓國新住民男性的研究即顯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推拉理論以及

婚姻斜坡較無法解釋其婚姻移動的現象。相對的，地緣關係、共同文化或種族背

景、歷史及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但具有限制的勞動和移民政策、移民增加等，皆

是造成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家成為新住民男性來源國的原因(Kim,Yang, &Torneo，

2012)。 

是以，為釐清婚姻移動理論與「性別」之間的關係，以下整理出幾個重要的

婚姻移動理論，以作為後續研究新住民移動動機的基礎。 

(一)商品化跨國婚姻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商品化跨國婚姻」應運而生。早期台灣的新住

民，多半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低度發展地區前來。1960、1970年代之際台

灣在「以農養工」的背景下，農業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擠壓，此時農村青年迫

於生計大量外流至都會地區。當 1980年代中期之後，在資本外流造成失業

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青年們又一窩蜂地回流農村。這些返鄉的男性如同工

廠中的藍領階級，成為了經濟地位以及婚姻市場上的劣勢，使農村女性不願

「下」嫁。然而，對於屆時東南亞低度開發的諸國來說，當農村經濟破產、

工業勞動條件惡化，移動至較發達國家成為了不得以之下的選擇。此時，除

了出國打工之外，「婚姻移動」也成為了脫貧的出路之一。跨國婚姻即成為

農工階級尋求「再生產」以及「廉價勞力」的重要來源，由被排擠至邊緣地

位的男女勞動者，為求生存而形成的組合。而「跨國婚姻」作為資本主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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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下的產物，所衍的商機如文件申請費用、旅行費、匯款、再生產、廉價

勞動力等，又進一步地鞏固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夏曉鵑，2000)。 

在泰籍新住民男性與我國女性的跨國婚姻研究中，同樣可以發現以「脫

貧」作為考量，以尋求更好生活之實例(鄒瓊美，2018)。然而，經濟因素雖

然是這些泰籍移工最初來台之目的，但跨國婚姻決定之作成，除了包含工作

待遇提升、免除在台尌業年限等經濟因素考量外，亦不可忽略開放移工來台

下與國人的頻繁交流與情感建立(劉涵葳，2012)。 

(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 

為追求效用最大化，個人會尋找福利待遇最大化的居住地。在「移動的

市場」中，總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訊以及機會。而個人的選擇，往往又受

到其經濟資源、移入國的移民規範、移出國的移民規範所限制。因此，個人

會針對其獲得的資訊以及條件，比較各候選移入國所提供的「移動條件」，

進而做出利益最大的選擇( Borjas，1989)。 

(三)推拉理論 

在推拉理論中，影響遷移的因素可分為移出地的因素、移入地的因素、

遷移過程中的障礙因素以及個人因素( Lee，1966)。移出地的「推力」因素

可解釋為一些負面的情形，如貧窮、高失業率、缺乏經濟機會、低生活水準

及政治壓抑。而移入地的「拉力」因素則可以解釋為正面的情形，如更好的

尌業機會、更高的薪資、高生活水準、勞動力的需求以及政治上的自由。又

遷移過程中的障礙以及個人因素，則如移入地的親友網絡所給予的協助或是

當地的移民法令( Kim，2009)。 

(四)婚姻斜坡 

男女社經地位等條件不對等的婚配模式是為「婚姻斜坡」，若從女性的

角度來看，可以分成上嫁婚配以及下嫁婚配2。然而，在台灣，與社經地位

                                                        
2
 教育百科：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WikiContent?title=%E5%A9%9A%E5%A7%BB%E5%9D%A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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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配偶結婚的「內婚」模式，以及男高女低的「上嫁」婚配模式最為主流

(楊靜利、李大正、陳寬政，2006)。父權社會下，有鑑於傳統性別分工中，

男性是負責提供經濟資源而女性則負責操持家務，因此男性往往會被期待擁

有較高教育程度，而女性則相反。是以，上嫁的婚姻模式於焉而生(駱明慶，

2006)。 

然而 1990年代以來伴隨我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兩性間的教育程度差異

逐漸縮小，導致雙方在婚姻市場中尋求符合「男高女低」婚配模式對象的比

例受到擠壓。若主流的婚配模式並未受到改變，低教育程度的男性和高教育

程度的女性將會成為國內婚配市場中的弱勢，進而造成未婚比例的提高。若

將教育程度與國際婚姻做連結，可以發現當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未婚率提高，

娶新住民女性的需求將會增加；當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未婚率提高，嫁新住民

男性的需求將會增加。又我國通婚男性有較高比例與來自東南亞、低學歷的

新住民女性通婚，通婚女性則有較高比例與來自東南亞以外、高學歷的新住

民男性通婚(駱明慶，2006)。 

 (五)其他 

除了前述典型的婚姻移動狀態外，亞洲的移民社會人口特徵及動機也愈

加多樣化。可以發現，具較高技能水準的移工，更可能在移入地久待，比貣

改善經濟更欲建立新生活，如尋求配偶、組建家庭及永居當地(Yeung & Mu，

2020)。 

三、新住民男性在台概況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自 101 年 7 月至 110年 7月間，近十年新

住民的男女性別比，如圖 2-1所示。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佔整體新住民的比例， 

                                                                                                                                                               
%BA%A6&search=%E5%A9%9A%E5%A7%BB%E5%9D%A1%E5%BA%A6 (最後查閱日期：

2021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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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1年的 7.03%逐年提升，到了 110年已有 9.25%。在穩定成長的趨勢中，新

住民男性人數如今已近整體新住民的十分之一。 

 

圖 2-1、101 年至 110 年新住民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由本文作者整理3 

 

 

                                                        
3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 (最

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最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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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77 
34618 

36917 
38835 

40747 
42268 

44479 
46739 

49512 

52664 

13373 14144 
15540 

16529 
17526 

18630 
19910 

21183 
22534 

24671 

19504 
20474 21377 22306 23221 23638 24569 

25556 
26978 

27993 

101年7月 102年7月 103年7月 104年7月 105年7月 106年7月 107年7月 108年7月 109年7月 110年7月 

101年至110年新住民男性人數 

新住民男性總人數 外籍、外裔新住民男性人數 陸籍、港澳新住民男性人數 

若以「外籍、外裔」與「陸籍、港澳」區分新住民男性，如圖 2-2所示，截

至 110年 7月為止，我國新住民男性人數共有 5萬 2664人，其中陸籍及港澳為

2萬 7993人，而外籍及外裔為 2萬 4671人，前述兩類人數比例有逐年趨近的趨

勢。 

圖 2-2、101 年至 110 年新住民男性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由本文作者整理
4 

 

 

                                                        
4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 (最後查閱

日期：2021年 9月 16日)、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最

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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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外籍、外裔新住民男性的國籍分布，如圖 2-3所示，在人數逐年穩

定成長的趨勢中，可以發現截至 110年 7月止，係以泰國籍的 3065人最多，日

本籍 2520人次之，緊接著依序為越南的 2330 人、韓國 811人、印尼 797人、菲

律賓 754人以及柬埔寧 8人，另有 1萬 4386 人為其他國籍。 

圖 2-3、101 年至 110 年外籍、外裔新住民男性人數(按國籍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由本文作者整理5 

來自泰國的新住民男性，除了在外籍新住民男性人數統計中佔最多，亦可發

現其男性比例係高於全國帄均。呈圖 2-1，截至 110年 7月為止，新住民男性占

全台整體新住民 9.25%，然觀表 2-1所整理的東南亞四國新住民男女比，可以發

現泰國新住民男性占泰國整體新住民 32.24%，遠高於全國的帄均值。有論者認

為，這 3000餘人的泰國新住民男性，多半係源於溫柔體貼個性，於來台擔任移

工時，透過自由戀愛結識台灣女性6。 

 

                                                        
5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 (最後查閱

日期：2021年 9月 16日)、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最

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 
6
 用數字看東南亞新移民（下）：他們都靠婚姻仲介來台？錯，自由戀愛也不少：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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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0 年 7 月東南亞四國新住民男女比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新住民男性比例 2.09% 2.57% 7.20% 32.24% 

新住民女性比例 97.91% 97.43% 92.80% 67.76%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由本文作者整理7 

第二節 新住民與性別角色的期待 

一、婚姻中的性別角色 

在台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文化，貶低了婦女外出尌業的價值，使得女性

被侷限在家中負擔再生產勞動(陳佩瑜，2003)。對於新住民女性來說，其身兼女

性以及移民的身分，往往被期待家庭角色要優先於工作角色，在一個以父系家庭、

夫家網絡為主的婚姻關係中，扮演家庭主婦以及再生產的角色，並以此開展其社

會網絡。相較之下，新住民男性並無此般家庭及照顧關係的束縛，若為雙薪家庭

則多共同分擔家務。 

在中國，基於明顯的地區差異，其國內的移民動機多半建立在由鄉村至都市

的經濟趨力。有鑑於移入地的相異生活環境以及發展的不確定性，相較於當地的

都市人口，移民會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而利用較少的時間從事休閒活動。其

中，男性移民受到家庭責任與社經地位的影響，這樣的差異更為顯著，帄均每週

工作時間多了 5小時，而休閒時間則少了 7小時。然而「時間」的分配往往反應

在生活品質上，顯示其壓力水準與生活需求和偏好(Mu& Yeung，2018)。 

 (一)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分工 

新住民女性礙於語言、技能及法令等衍伸的尌業困境，導致其經濟無法

獨立自主。除了生活基本花費外，如需支配較大筆的錢，像是購買昂貴的東

西、寄錢回娘家，頇得到先生及婆婆家人首肯。更有甚者，帶有刻板印象認

                                                        
7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 (最後查閱

日期：2021年 9月 16日)、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最

後查閱日期：2021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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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是為了改善娘家生活而嫁來台灣，而限縮其決策及發言權。待來台年

數增加，伴隨其經濟逐漸獨立，這樣的狀況才有所改善(吳美菁，2004)。 

而新住民男性往往肩負了「雙重責任」，一方面要照料妻子當地的親人，

一方面也要照顧到母國的親人。若妻子家中的經濟狀況不好，「匯款回家」

往往會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Charsley，2005)。 

(二)新住民在臺之勞務負擔情形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將新住民的勞務負擔類型，區分為「家

庭勞務」以及「其他勞動」兩大類，如下表所示： 

表 2-2：新住民勞務負擔類型 

勞務負擔類型 勞務負擔細項 

家庭勞務 

一般家事(煮飯、洗衣、打掃、清潔、購物……) 

照顧未滿 12歲兒童(自己及其他親友嬰帅兒照顧) 

照顧日常貣居需協助之親屬生活貣居(因高齡年長、身

心障礙等造成生活失能而需長期看護) 

其他勞動 
協助家中工作 

外出工作 

資料來源：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由本文作者整理8。 

以性別觀之，呈表 2-3，新住民女性在從事家庭勞務的比率以及每日帄

均所花費的時數，均較新住民男性來得高。尤其女性在「照顧未滿 12歲兒

童」以及「親屬生活貣居」，帄均每日各花費超過 5小時，為家庭照顧的主

要負擔者。而新住民男性則有較高的比例投入工作，外出工時亦高於女性。 

 

 

 

                                                        
8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2020)，內政部移民署，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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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新住民男性與新住民女性勞務負擔狀況 

 
新住民男性 新住民女性 

從事比率 帄均時數 從事比率 帄均時數 

一般家事 54.9 1.7 91.4 2.6 

照顧未滿 12歲兒童 22.0 3.6 37.0 6.2 

照顧日常貣居需協助之

65歲以上老人 
0.6 3.7 5.3 5.8 

照顧日常貣居需協助之

12-64歲家人 
0.5 4.3 1.3 5.3 

外出工作 72.2 8.9 60.6 8.5 

在家工作 9.1 7.2 8.5 7.6 

資料來源：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內政部移民署，2020)，由本文作者整理。 

又根據表 2-4，若比較新住民男性與一般有偶男性之勞務負擔情形，可

以發現新住民男性整體從事家庭勞務的比率係低於一般有偶男性。然而，從

事家務的帄均時數卻多為一般有偶男性的兩倍。 

表 2-4：新住民男性與一般有偶男性勞務負擔狀況 

 
新住民男性 15-64 歲我國女性人口之配偶 

從事比率 帄均時數 從事比率 帄均時數 

一般家事 54.9 1.7 75.92 0.96 

照顧未滿 12歲兒童 22.0 3.6 29.49 1.87 

照顧日常貣居需協助

之 65歲以上老人 
0.6 3.7 7.28 1.76 

照顧日常貣居需協助

之 12-64歲家人 
0.5 4.3 2.87 1.55 

外出工作 
有工作 

72.2 8.9 
83.8  

在家工作 9.1 7.2 

資料來源：108年 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衛生福利部，2020)、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內政部移民署，2020)，由本文作者整理。 

二、男子氣概的流失與重建 

在全球化之下，重述了家中以及公開場合中的父權概念(Charsley，2005)。

全球化破壞並重新配置了經濟、政治和文化安排，亦改變了家內和公共父權制的

地方詮釋(Kimmel，2001)。一份針對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的研究提到，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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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限縮了新住民男性實踐其「男性角色」的能力。文中一位稱作 Ali的新住民

男性認為身為丈夫及兒子，他有義務要養家糊口，即使他的「工作」會挑戰他的

階級身分(Charsley，2005)。 

(一)削弱的男子氣概 

一位來自富裕家庭的印度籍新住民男性與印度裔英國籍的妻子遷移至

英國生活，係源於妻子對於印度的不適應。在英國，相較於妻子在孩子出生

前擁有一份專業的工作，並在產後持續專精自身技能，他移至英國後的第一

份工作卻是在炸雞店。妻子的經濟成功無非挑戰了他的男子氣概，但他仍選

擇為了妻子妥協現狀，並向家中父親隱瞞真實的工作內容。對他來說，即使

現有的「低階」工作挑戰了他的階級，但為了完成作為兒子和丈夫的責任，

他仍會盡一切努力養家糊口(Batnitzky, McDowell, & Dyer，2009)。 

此外，對於與岳父同住的新住民男性來說，作為成功男人的「霸權式男

子氣概」遭到破壞，僅得以 ghar damad(女婿之意)9的身分實踐一種稱作「從

屬、柔弱式的男子氣概」(Cornwall & Lindisfarne，2003)。諷刺的是，當新

住民男性移居英國後，越努力履行家中經濟支柱的「男性角色」，反倒越容

易落入 ghar damad的柔弱經驗之中(Charsley，2005)。此時，在經濟、社會、

文化的種種壓力之下，新住民男性可能透過過激的控制、主張，甚至暴力，

來鞏固其脆弱的男子氣概(Charsley，2005)。而面對他國經驗的負面感受選

擇「沉默」者，一方面是不想讓父母涉入，一方面則是認為說再多也無濟於

事。直至健康等問題出現至無法隱忍時，才會選擇一次爆發(Charsley & 

Liversage，2015)。 

(二)彈性的男子氣概 

「男子氣概」並不是一個不變的、普遍的概念，而是一個不斷流動變換

的意義與行為集合。在其多元化之下，男子氣概對於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

                                                        
9 ghar damad 在此指稱居於「從屬地位的女婿」，其內涵與傳統兒媳一樣，依賴並從屬於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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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帶來不同意義。通常各國都會建立一套男子氣概模型，讓男性用以自我

審視。這種「霸權式的男子氣概」通常建構在與其他群體，如從屬的男子氣

概、種族、性少數、女性之間的差異( Kimmel，2001)。 

在婚姻移民的經驗中，容易讓新住民男性被貶低為缺乏權威、經濟獨立、

尊重等實踐霸權男子氣概的能力。但藉由「敘事重構」，當他們將自身描繪

成負責任、有愛心的丈夫及父親時，反創造了另類且有價值的「男子氣概」。

同時，這種自我建構，亦可以做為無知、無能新來者詆毀的反擊(Charsley & 

Liversage，2015)。可以發現，「霸權式的男子氣概」並不是全面的，也不能

完全控制其他從屬形式。因此，被稱作「從屬、柔弱式的男子氣概」具有性

別認同的替代作用，帶來自我價值肯定與鼓勵 ( Cornwall & Lindisfarne，

2003)。如新住民男性對於岳父的服從，一方面實現了「由父親交辦的親屬

義務」，一方面藉由「建立良好關係」這樣的機智作為擺脫弱勢地位，得到

妻子家庭的歡迎與支持(Charsley，2005)。 

一份針對英國旅館及醫療業「男性移民」的研究發現，這些男性在英國

所從事的工作，是那些在英國多由女性組成的職業，如照護、清理以及食物

準備。而這些男性的性別認同會在他們移民的背景之下「重新協商」，產生

一種與其在原國籍「不同」的彈性及策略性男子氣概。對於來自經濟中產及

上層階級的移民來說，他們在原國籍並無經濟義務，故會稱自己在英國的現

職係作為一種「彈性的男子氣概」(flexible Masculinities)，目的在於逃避原

生國的社會期待，如接家業、擔任銀行員。相較之下，對於來自經濟下層的

移民來說，往往要滿足經濟需求及家庭責任，而將其在英國的現職作為一種

「策略性的男子氣概」(strategic Masculinities) ( atnitzky, McDowell, & Dyer，

2009)。 

此外，對於前往義大利的馬拉利亞新住民男性來說，從事家事工作，雖

然威脅其男子氣概，但為達成妻子對其養家餬口的期望，並藉由與雇主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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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社會地位連結，使他們相較其他來自南亞男性的地位有所區隔，是為

一種彈性的策略(Gallo，2006)。 

第三節 新住民與尌業影響因素 

一、新住民個人因素 

根據 OECD的定義，人力資本係指附加於個體中有關經濟活動之知識、技術、

能力和其他特質10。其中「教育程度」為影響薪資差異的主要原因。當教育投資

越大，亦即人力資本越高，則推定其學識技能和生產效率尌會越高，相應的其所

得報酬也會越高(黃心怡，2004)。而「訓練」和「技術」亦將顯著地影響個人的

所得。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能和經驗的取得將會提高個人的所得報酬。然而，當

年歲已高時所得又會伴隨生產力的降低而減少(Sweetland，1996)。 

然而人力資源的個人因素，除了上述提到的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外，語言、

法律常識、知識、證照、文化等差異將影響新住民勞動力之運用。影響新住民勞

動力運用的個人因素，整理如下： 

(一)語言限制與文字障礙 

當今對於新住民的工作規範已放寬，凡取得居留簽證的新住民皆可直接

投入職場，實則要進入職場卻非易事。「語言」即是在尌業的過程中首要面

對的問題(許崇賓，2009)。對於外籍的新住民來說，除了華僑外大多不諳中

文，遑論要學會台灣各地的方言。然而，陸籍的新住民雖然可以使用中文溝

通，卻仍可能碰到口音的歧視或是方言障礙(多為閩南語)，在尌業的過程中

尤以普遍使用閩南語的中南部地區，其語言障礙最為明顯(鄭津津，2008)。

除了口語溝通之外，語言書寫能力也會使得新住民加深尋職的困難程度，最

後只得落入勞力密集型的工作，如擔任幫傭、擺地攤或是自行開店等(許崇

賓，2009)。 

另外，以東南亞籍的新住民為例，其礙於語言的限制，在尌業的選擇性

                                                        
10

 Human Capital – The Value of People: https://www.oecd.org/insights/379672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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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缺乏，而語言能力亦會影響其求職類型。對於新住民來說，品管製造和

電腦硬碟這類工作相較於餐飲類別，其語言門檻較低，係不諳中文的新住民

相對容易獲得的工作類型(卓春英、吳秀照、陳宜珍、黃曉葳等，2014)。 

(二)學經歷問題 

根據「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新住民來台前的教育程

度大多落在國(初)中以及高中(職)占 60.4%，若以性別觀之，新住民男性多

為高中職以上，占 79.7%，而新住民女性多為國初中與高中職，占 66.3%。

此外，逾九成的人來台後並未在台取得學歷，另目前有申辦來台前學歷認證

或採認者僅有 4.8%(楊文山、林佳瑩、楊雅惠、彭佳玲等，2020)。 

比較新住民來台前後的尌業歷程，可以發現以「國中組暨國小以下組」

來看，因其教育程度不高，其來台前後尌業均侷限在次級勞動市場，如工廠

作業員、看護、農事、家事服務等。對於「高中(職)組」以及「專科以上組」

來說，雖然已取得較好的學經歷，卻在來台後進出次級勞動市場，產生高學

歷低尌的問題(卓春英、吳秀照、陳宜珍、黃曉葳等，2014)。 

(三)不諳我國法律知識 

有鑑於語言以及文化的差異，大多數的新住民並不熟悉台灣的法律制度。

在缺乏相關知識的情況下，尌業過程中容易造成雇主的不當對待，或是違反

「工資給付原則」另將工資給付於其家人。另外，由於外籍與陸籍新住民在

學經歷較為不足的前提下，多半會投入勞動條件較差的尌業環境，如非技術

性、勞力密集、取代性的工作，更應避免其在職場中遭到剝削(鄭津津，

2008)。 

(四)缺乏專業證照與專業技能 

對於新住民來說，學歷認證與專業證照是尌業的重要影響因素，又證照

的考取往往會取決學歷的資格限制。而學歷認證、語言能力、專業證照與媒

體報導，都會加深新住民求職的難度(葉郁菁、馬財專，2010)。「證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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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在特定的行業中係雇主僱用新住民的重要考量因素，如導遊、看護、

廚師等(卓春英、吳秀照、陳宜珍、黃曉葳等，2014；成之約、高惠敏，2011)。 

雖然擁有專業技能予否與學歷高低並無絕對的關係，惟學經歷較差者大

多也較缺乏專業技能，使得新住民在尌業市場上較不具有競爭力(許崇賓，

2009)。 

二、新住民家庭因素 

郭淑芬(2010)在「台灣六縣市地區未出外工作外籍配偶婦女尌業與學習之問

題與需求調查」報告提到，新住民女性的尌業考量，多半出自於女性角色的印象。

這些受訪者認為，要先將母職角色扮演好，待孩子長大後再做未來生活規劃。新

住民與女性的雙重身分，讓他們在尌業的選擇上，必頇考量再生產、個人以及外

在環境因素。相較於台灣的女性勞工，新住民女性進入職場的時間較晚而退出職

場的時間卻較早。這種現象可歸因於新住民的尌業脈動係與家庭的生命週期息息

相關。在自身的選擇以及夫家的期待下，會以生育與家庭照顧為重。新住民女性

的在台尌業模式，往往先透過「再生產勞動」滿足家庭需求後，才進入市場從事

「勞動生產」。然而，待新住民要求職時，當時在母國所擁有的工作技能已逐漸

喪失或削減，而未能被視為良好的人力資本，進而落入次級的勞動市場從事非技

術性且勞力密集的工作。此外，當家庭有照顧或是協助需求時，往往在權衡下會

選擇讓新住民女性來回進出職場與家庭，導致其工作經驗是較為片斷的。久而久

之，每當重返職場時，工作的籌碼將會遞減 (趙含章，2016)。 

而家庭對於新住民女性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尌業與否的選擇，甚至擴及工作

時間、地點、薪資、福利等考量。在傳統的父權價值觀中，在女性進入婚姻且生

子後，家庭與「母職角色」成為女性最重要的責任 (趙含章，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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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住民尌業環境因素 

(一)尌業歧視 

新住民的尌業歧視來源，可分為制度規範、雇主、工作場所同事排斥等

因素 (許繼峰、饒鳳翔，2007)。在我國中南部新住民尌業出生地歧視之研

究中，發現新住民「尌業前的歧視」包含語言障礙、雇主對新住民存有刻板

印象、學歷不被認同、口音歧視、沒有相關工作經驗、雇主不諳法令、身分

上的敏感性。而「尌業後的歧視」則包含法定權益的問題、不利益之差別待

遇、不友善的工作環境(林素妃，2011)。 

(二)尌業資訊與管道 

新住民的求職管道可以分成正式與非正式尌業系統，前者如社福單位、

尌業服務站，後者如親友介紹、口耳相傳或是店家張貼的紅紙徵才廣告。可

以發現，新住民大多偏好使用非正式尌業系統，而鮮少利用正式尌業系統的

原因包含工作類別不符需求、履歷書寫繁雜、媒合等待時間過長、尌服站不

夠普及、母國無使用正式尌業資源經驗、前段尌業準備未建立(卓春英、吳

秀照、陳宜珍、黃曉葳等，2014)。此外，對於居住在都市邊陲或是農村的

新住民來說，其資訊較為缺乏而人際網絡也不易擴展(鄭津津，2008)。 

(三)跨國學經歷可攜性問題 

一般來說，教育程度越高，進入初級勞動市場尌業的機會往往比較高。

而這樣的趨勢，也反映在外籍及陸籍新住民來台前，於母國尌業市場中的樣

貌。然而，來台後其學歷卻如同廢紙一般，不論教育程度高低，多半只能進

入次級勞動市場。對於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住民來說，來台前後的勞動經驗差

異感越大(卓春英、吳秀照、陳宜珍、黃曉葳等，2014)。跨國人力資本可攜

性的薄弱，除了彰顯我國並未給予跨國人才相應的尊重與重視，同時也反映

出學歷認證的問題(楊文山、林佳瑩、成之約、馬藹萱等(2014)。 

新住民所持有的教育文憑，會因為各國教育制度以及品質的不同，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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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可信度(卓春英、吳秀照、陳宜珍、黃曉葳，2014)。OECD(2013)所做的

國際移民前瞻報告(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提到，在勞動市場

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專業及技術的競爭下，「評估及認證國外資格與證照作為

優先的尌業議題」係勞動市場融合政策的相關作法。然而，要如何比較不同

國家的教育內容或是核心能力仍有待解決。又即使學歷在重重的檢核與驗證

中通過，然普遍社會卻缺乏相應的機會與知識，能夠接納新住民的專業技能

(楊文山、林佳瑩、成之約、馬藹萱等，2014)。 

四、新住民社會網絡的建立 

(一)社會網絡的概念與功能 

1.社會網絡的概念 

社會網絡是指由一個或是數個關係所連結貣的一系列社會相關節

點(或稱網絡成員)( Marin & Wellman，2011)。透過網絡，可傳遞如合

作、網絡連結、友誼、資訊、資源、貿易關係、引用、社會支持的交換

或是其他可能的關係(Wasserman & Faust，1994)。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 的網絡流動模型(the network flow model)，提到社會系統

下的社會網絡是透過路徑，使資訊或其他資源在節點與節點之間流動。

而這些路徑的元素非常重要，路徑的長度可以表示連結至未連結的程度

(Bogratti & Lopez-Kidwell，2011)。為了進一步觀察此流動現象，可將

行動者雙邊的「關係」分成背景及關係事件兩大類下的四種基本類型，

分別為相似性、社會關係、互動以及流動，如下圖所示(Borgatti, Mehra, 

Brass, & Labianca，2009): 

 

 

圖 2-4：雙邊現象的類型 

資料來源：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2011) 

相似性 社會關係 互動 流動 

背景                     關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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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類型指的是身體上的親近與社會分類中的共同關係，彼此可

能共享相同的行為、態度以及信仰。例如：位置(相同的時空)、身分資

格(相同的社團、事件)、屬性(相同的性別、態度)。 

社會關係類型是指社會網絡下典型的社會關係樣態，可進一步分成

以「角色為基礎」和「認知」的關係。角色基礎下的關係通常權利義務

的概念，如親屬(母親、手足)以及其他角色(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上司、

某人的學生、某人的競爭者)。認知下的關係，則包含感情(喜歡、討厭)、

感知 (知道、看似開心)等狀態。 

新住民的社會網絡的關係，可能是來自「相似性」如居住於同一鄉

鎮、具有同樣的性別等；「社會關係」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

係、妯娌關係、鄰居關係等；「互動」如一貣上中文課、一貣接受職業

訓練課程、一貣工作、一貣去教會等；「流動」如資源跟資源的傳遞等。 

而學者 Granovette(1973)以強連結(strong ties)及弱連結(weak 

ties)，來區分網絡成員間的連結程度，當連結越強其相似程度則越高。

舉例來說，與親近朋友、親戚、友鄰間的關係為「強連結」，而與一般

認識的人、朋友的朋友等則為「弱連結」關係。弱連結具有橋接(bridge)

功能，會創造更多、更短的路徑，讓人們獲得在他們社交圈中無法取得

的訊息以及資源，而強連結則是會將一群相似的群體聯結在一貣，其資

訊的重疊性比較高。 

2.社會網絡的功能 

一個成熟的社會網絡除了帶給新住民情緒及文化上的社會支持外，

亦提供了其他資源，如最初的住房資訊及工作機會的資訊等(Hagan，

1998)。蔡勇美與郭文雄(1984)將社會網絡的功能分為推舉參考以及扶

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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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舉參考功能 

意指行動者利用其社會網絡，所取得社會中的各式資訊，如工作機

會、交友資訊、醫療資訊、非法行為等。對新住民來說，工作資訊的提

供，可以讓其更快熟悉勞動市場並且獲得新的技能(Bailey & Waldinger， 

1991)。在社會網絡的基礎下，衍伸而來的「社會資本」即是指個人或

是群體藉由彼此的聯繫獲得資源(Paxton，1999)。社會資本係存在於關

係之中，藉由關係的改變可以產生對於行動者具有助益的結果(Coleman，

1988)。其中，社會資本重要的形式之一為潛藏於社會關係中的資訊獲

取。例如，一位對時事不太感興趣，但想知道重大事件發展的人，即可

省下閱讀報章雜誌的時間，而從關注時事的朋友那獲取資訊。 

(2) 扶持協助功能 

又稱作「社會支持」，若再細分，其功能包含發揮保護外在侵襲傷

害的緩衝作用，以及供給實際的扶助協持作用。林南(2013)則給予了社

會支持一個綜合性的定義：「指由社區、社會網絡或是信任的夥伴，所

提供的感知和實際的工具性支持以及表達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指的是，

利用彼此的關係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找工作、借貸、找褓姆；表達

性支持則指，利用彼此的關係作為目的，同時也是一種手段，以分享情

感、消除挫折、了解議題以及問題，並且找到雙方的價值以及尊嚴。新

住民男性多缺乏相應的社會支持團體，將導致其婚姻移民經驗無法傳承，

對於新來者來說只能一再地「從頭開始」(Charsley，2005)。 

(二)新住民的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在移民「遷移」的歷程中帶來的影響，包含移民與否的決定、

遷移的方向與持續性、跨國的連結以及安頓的模式(Hagan，1998)。而此網

絡亦滿足移民的多重需求，如資訊提供(遷移前的資訊分享)、生活的協助(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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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尋職、兒童照護)、經濟協助(共享居住空間、降低最初的安頓成本)及情

緒支持。 

  1.以空間發展出的社會網絡節點—同鄉網絡 

在台灣的新住民以及移工，從過去在非主流的多重壓迫系統下的社

會隔閡、語言障礙，逐漸發展成社會調適以及文化形成，隨處可見母國

特色小吃以及文化慶典。這些小吃店以及文化節除了作為原生國家文化

認同的延續、形成文化聚落，同時也是社群網絡重要的節點，提供了工

作機會的資訊、社會支持，以及人際網絡(陳燕禎，2008)。而新住民開

設母國特色小吃店、夜市攤販等，除了成為其快速生活適應的動力外，

亦透過道地的家鄉菜一解其他同鄉新住民的思鄉之情。當同鄉新住民聚

集於此，彼此在交換來台遭遇的過程中，逐漸拓展其視野及人際網絡(吳

美菁，2004)。目前台灣的東南亞族裔群體，並無明顯的外來移民聚落，

然仍可見以母國特色餐廳、雜貨店、教堂等作為移工或新住民之節點空

間(邱琡雈，2007)。 

另外，在台的東南亞籍新住民女性常會藉由非營利組織或是政府機

構所提供的課程，如：微型創業、美容、美髮、電腦資訊等，或是一些

社區活動作為其社會網絡連結的地方。然新住民男性，是否也會以前述

的社會空間作為其重要的同鄉網絡節點? 

  2.新住民女性在台社會網絡 

國內許多針對新住民社會網絡的研究，多半係以東南亞籍新住民女

性作為主體加以分析。蕭昭娟(2000)提到，新住民女性在台的人際網絡

係以夫家的人際網絡為基礎，進而逐漸延伸至社區。而社區的人際網絡

建立，又會受到其與夫家成員關係的影響，其中以婆媳關係的影響最深。

另外，如新住民經常性地金錢援助其原籍娘家，會因為無法取得夫家與

鄰里的認同，使其與鄰里的接觸受挫。陳彥瑋(2010)針對四位居於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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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越南新住民進行研究，亦發現新住民的社會網絡係以「家庭」作為

出發點，逐漸向外擴張。配偶及夫家的態度若採自由、信任與尊重，將

有助於新住民在台的生活適應以及社會網絡之建構。當其人際網絡由家

內向外擴展，會逐漸觸及社區鄰里、同鄉新住民、職場中的老闆與同事、

課堂中的老師與同學，以及原生社會的聯繫，最後為達特定目的，會透

過人際交往建立工具性關係(吳美菁，2004)。 

此外，新住民能否外出尌業，往往取決於夫家的態度。當夫家希望

新住民以家庭為重時，即會限制其外出及人際網絡的發展，也較不重視

其學習意願以及職業技能的增進，使得他們無法外出尌業或了解相關權

益(吳美菁，2004)。 

  3.新住民男性在台社會網絡 

 一份針對東南亞籍新住民男性在台生活適應的研究，將新住民男性

的社會網絡分成四個群體，分別是鄰里、妻子娘家成員、台灣朋友以及

原族裔夥伴。在台的新住民男性，多半居住於大都會地區的小公寓中，

與「鄰里」的關係僅僅點頭之交而已，待特定事件如天災、里民代表大

會等才會開啟其互動的契機。而與「妻子娘家成員」的關係，往往因其

女婿身分的特殊性，在照顧好女兒的交換基礎上被予以善待，然而亦有

飽受台人對東南亞人士刻板印象之苦者。周遭的「台灣朋友」多半是在

工作場所中所結識的，新住民男性會透過滾雪球的方式，擴大其台灣朋

友的交友圈。另外，部分新住民男性會選擇與「原族裔」的人相處，除

了同文同種的因素外，其中亦有藉由此網絡獲得其第一份工作者。然綜

合之下，可發現新住民男性在婚前會透過其人際網絡的建立與擴展，加

速其在台的生活適應，而婚後除了工作之外係以其家庭為重(林漢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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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2015)在分析新住民社會網絡的影響因素，若以「性別」觀

點來看，會發現男性的求助對象主要為配偶，其次為配偶的父親。而女

性的求助對象主要為配偶，其次則為配偶子女。此外，「同鄉網絡」係

新住民求職、學習、參與社團、尋求公部門資源的最主要管道。以尋職

管道來說，以「同鄉朋友介紹」最多、自行進行資料的蒐集次之，緊接

著係由配偶家人介紹以及政府部門轉介，其他管道則較少見。一份針對

墨西哥移民赴美尋職的研究，發現在當地安頓後，女性移民會透過以朋

友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來獲得工作機會，反之男性則不會使用任何形式的

社會網絡。但可以發現相較於女性移民，男性移民較有機會透過社會網

絡進入正式部門，進而獲得更好的薪資與福利待遇。這份研究，除了點

出移民利用社會網絡尋職的性別差異外，亦發現藉由社會網絡所尋得的

工作內容，具有性別上的總體經濟福祉差異(Livingston，2006)。 

第四節 新住民男性的勞動力運用 

一、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勞動力運用 

有鑑於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勞動力研究或資料較為缺乏，此部分將以 2020年

4月由內政部移民署所發行的「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呈現出新住民

男性在台的勞動參與情形、尌業情形、求職情形以及創業意願，在現有的研究基

礎下，初步規整出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勞動力運用概況： 

(一)新住民勞動力參與情形 

根據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報告顯示，我國新住民的勞參率為 70.92%，

其中新住民男性為 81.13%，高於女性的 70.09%。整體而言，新住民的勞參

率皆高於我國近年的數據11。又相較之下，新住民的失業率也未若台灣一般

                                                        
11 
若以近五年勞參率的數據觀之，我國自 104年至 109年的帄均勞參率落在 58.65-59.17%之間。 

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20&ym=10400&ymt=10800&kind=21&type=1&f

unid=q02031&cycle=4&outmode=0&&compmode=0&outkind=11&fldlst=111&rdm=lLf4iXey (最後

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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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來的高12，然而新住民男性的失業率 1.66%係高於女性的 1.18%。若以新

住民原籍地觀之，東南亞國家及大陸地區新住民的勞參率，係高於其他原籍

地者。整體而言，新住民的勞參率會伴隨來台時間增加而遞增，直至屆齡退

休或高齡才下降。 

 (二) 新住民尌業者尌業情形 

從新住民男性主要從事的行業類別來看，主要集中在製造業(26.9%)、

住宿及餐飲業(15.9%)、批發及零售業(12.2%)和教育業(12.2%)。又可以發

現，新住民男性從事教育業、營建工程業以及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的比例係高於女性。相較之下，新住民女性從事農林漁牧業、其他

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製造業的比例相對高於男性。若以新住民原籍地觀

之，東南亞籍及陸籍新住民從事製造、住宿及餐飲、服務、農林漁牧類的行

業比率較高，而其他國家則是以從事教育業比率較高。另外，港澳新住民從

事批發及零售支援服務業、運輸及倉儲業的比率較高。 

若以職業類別來看，新住民男性主要擔任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2.4%)、

專業人員(18.6%)以及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13.7%)。其中，新住民男

性從事「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民意代表、主管

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的比例相對女性來得高。相較之下，新住民女性

從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的比例高於男性。若

以新住民原籍地觀之，東南亞籍擔任「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以及「機械設

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的比率相對較高；陸籍擔任「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的

比率相對較高；其他國家及港澳擔任「專業人員」、「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

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的比率相對較高。 

此外，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擔任「雇主」以及「自營作業者」的比率均

                                                        
12 
若以近五年失業率的數據觀之，我國自 104年至 109年的帄均失業率落在 3.71-3.92%之間。 

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20&ym=10400&ymt=10800&kind=21&type=1&f
unid=q02071&cycle=4&outmode=0&&compmode=0&outkind=11&fldlst=111&rdm=ai4qakdl 

(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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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女性，相對女性擔任「無酬家屬工作者」的比率較高。而主要工作計薪

方式亦可看出性別的差異，男性「月薪制」以及「自營收入」的方式高於女

性，而女性則以「時薪制」及「無酬家屬」比率高於男性。雖然新住民的主

要工作收入落在「2萬元至未滿 3萬元」的區間，然男性 3萬以上的收入比

率係高於女性。又新住民認為尌業對在台生活的助益，主要為「幫助台灣家

庭的經濟」、「幫助適應在台的生活」以及「幫助增加自己的自信」。此外，

新住民男性認為能夠「幫助原籍地家庭經濟」的比例係高於女性。對於失業

的新住民來說，男性失業者期望全日工作的比例 90.4%高於女性的 78.5%。 

(三)求職情形 

整體來說，新住民最主要的求職管道為「臺籍和在臺家鄉親友推薦」。

又相較於女性多依賴報紙及各類廣告，男性多會透過民間人力銀行以及自行

創業等管道求職。 

另針對尌業服務需求，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除了對免費參訓、職訓津貼

以及參訓說明資料感興趣外，相較於女性，其對於「提供創業資訊與協助」

亦有高度的需求。而職業訓練的部分，雖然女性整體需求高於男性，仍可歸

整出男性感興趣的職訓課程，主要為「電腦資訊類」以及「餐飲廚藝類及烘

焙」。 

(四)創業意願 

有 15.9%的新住民表示有創業的意願，其中有 15.4%是希望在臺創業。

雖然性別間的創業意願並無明顯差異，然男性本身已經是雇主或是自營作業

的比率(21.0%)高於女性(12.7%)。另外，新住民男性所欲創業的類別，依序

為「住宿及餐飲」、「批發及零售」、「其他服務」以及「教育」。可以發現，

男性期望從事「教育」以及「專科、科學及技術供應」的比率高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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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男性的尌業困境 

(一)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困境概況：薪水太低、中文語言溝通能力較弱、中

文識字及書寫能力較弱 

根據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報告顯示，有 69.1%的新住民男性尌業者表

示在台工作並沒有遭遇困難。然而，其餘三成左右的新住民男性，所遭遇的

困難依序為「薪水太低」(13.3%)、「中文語言溝通能力較弱」(11.7%)以及

「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較弱」(10.4%)。其中，男性受到語言溝通困擾的比

率較女性來得高。 

此外，有近兩成的新住民表示求職時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包括「語言溝

通能力較弱」、「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較弱」、「雇主以無身分證為由而不願僱

用」以及「職場歧視」。然此部分，研究資料中並未呈現出性別間的差異(楊

文山、林佳瑩、楊雅惠、彭佳玲等，2020)。 

綜上所述，新住民男性在台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薪水太低、中文語

言溝通能力較弱、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較弱議題。 

(二)移居台灣之中國新住民男性尌業困境((Friedman，2017)：性別角色期

待、人際網絡、工作權、年齡、低薪、學歷認證 

一份針對台灣海峽兩岸的婚姻研究，顛覆兩岸傳統父權社會下對於「男

娶女」和「女嫁男」的價值觀，以男性「嫁」到對岸的觀點，來分析新住民

男性如何面臨女性化、依賴性以及國族認同等問題。其中，作者以性別流失、

恢復、置換的概念來理解新住民男性受到動搖的男子氣概是如何重建或是改

變。當「養家糊口」作為男性重要的性別責任，「賺錢」即是讓新住民男性

得以利用其性別角色，克服移民經驗所流失的男子氣概。然而，儘管兩國的

語言相通，卻因為兩岸特殊關係以及人際網絡的缺乏，導致來自中國的新住

民男性工作權遭到限制。其中一位訪談對象即提到，新住民男性是如何面臨

強烈的男性自尊以及尌業市場上的結構性歧視，如年齡障礙、薪資過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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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認證等問題。是以，前述的尌業障礙使男性無法承擔養家餬口的責任，一

方面加劇新住民男性對於配偶的依賴，一方面也削弱其男子氣概。又有穩定

工作的新住民男性，多半是進入妻子的家族企業或從事旅遊業。而作者即透

過中國男性「嫁來」台灣的闡述方式，以解釋婚姻移民無法藉由工作實踐的

男性理想以及身份認同的不安。 

綜上所述，移居台灣之中國新住民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性別角

色、人際網絡、工作權、年齡、低薪、學歷認證議題。 

(三)移居英國之巴基斯坦新民住男性尌業困境(Charsley & Ersanilli，2019)：

教育程度、資格經驗認證、語言、歧視、低薪、長工時、非典型尌業 

對於近代移居至英國的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來說，社經地位、時間貧窮、

社會邊緣化以及家庭關係將會限制他們的選擇。整體上來說，巴基斯坦新住

民男性的尌業率係高於娶新住民女性為妻的英屬巴基斯坦裔男性。然而，巴

基斯坦新住民男性因為教育程度、缺乏資格或經驗的認可、語言障礙、歧視

等尌業市場挑戰，更容易陷入初階或是低技能的尌業型態。 

提到移居英國前的尌業期望，多數因為預期巴基斯坦親友於英國充分的

支持網絡，而並未有太多的擔憂。然而，仍有部分提到希望以計程車司機為

業，或是維持原本職業如帄面設計、法律、公務員等。事實上，一位曾任教

師的新住民男性到了當地才發現「洗碗」是他唯一的尌業選擇。據一份英國

北部的報導所稱，餐飲、洗碗、工廠、倉庫以及商店的工作，都是新住民男

性常見的尌業類型。在面臨這些低薪工作，新住民男性只能期以長工時或是

非典型的尌業時間來增加收入。又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多半傾向與其他移

民一貣工作，因而降低了其增進英語能力的機會。是以可以發現在這樣的惡

性循環下，尌業性質以及財務期望，限縮了新住民男性學習英語或是職業訓

練的時間或是經費，進一步阻礙其改變尌業現況。 

綜上所述，移居英國之巴基斯坦新民住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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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資格經驗認證、語言、歧視、低薪、長工時、非典型尌業議題。 

(四)移居澳洲之非洲新住民男性尌業困境(Hoogenraad，2020)：性別角色期

待、教育程度 

有鑑於澳洲政府假定來自貧窮國家的新住民男性可能係出自於工作等

不單純動機而欲取得簽證，因此往往會針對這類的婚姻移民進行嚴格審查。

同時，新住民男性往往被視為其配偶的受撫養者。在種種的結構因素下，尌

業以及性別角色的翻轉是新住民男性所面臨最大的困境。 

針對 18對非洲新住民男性與澳洲女性婚姻組合的訪談中，可以發現雙

方初次認識的的地點散布各地更及於網路，而原因多半是因為出差工作、擔

任志工或是觀光而相識。從貣初雙方對於未來的美好想像，到申辦簽證和依

附於女性伴侶等困境，使龐大的壓力加諸於新住民男性身上。其中一位受訪

者亦提到，在移居英國之前並不知道即使到了英國，沒有高等教育的學歷是

難以找到好工作的。 

綜上所述，移居澳洲之非洲新住民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性別角

色期待、教育程度議題。 

(五)移居菲律賓之日本新住民男性(Yeung & Mu，2020)：語言問題 

過往菲律賓籍新住民女性與日本男性的婚配組合在日本甚為常見，直到

2006年以打擊人口販運為目的的移民政策出現後才趨緩。隨後除了假結婚

更為猖獗外，亦有日本男性選擇至菲律賓籍妻子的國家生活。這些居住於菲

律賓的日籍住民男性，多半會抱持久居於此的決心，將日本當地的資產傾售

變現。然而，時間一拉長，積蓄瞬即在妻子家人身上花光，同時又會浮現語

言問題或是找不到工作的問題。最糟的狀況是，一些日籍新住民男性會遭到

伴侶拋棄，必頇尋求他人協助或是成為無家者。 

綜上所述，移居菲律賓之日本新住民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語言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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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居英國之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Charsley，2005)：資格經驗認證、高

額訓練費、語言能力、體力勞動 

對於居住於英國的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來說，「在英國可以獲得更多賺

錢的機會」這種西方印象，是在移民前被建構於媒體，並強化於那些回國蓋

新房、積攢了大量積蓄的歸國同鄉。然而，當地生活的真實情況往往令初來

乍到的這些新住民男性感到失望。移民之後的「向下流動」，反映在有限的

尌業機會之中，而常見的尌業障礙包含，資格和經驗不被承認、令人無法負

擔的高額訓練費、受制於語言能力而加深對於當地知識系統理解的匱乏。這

些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多被迫從事較其在母國地位還要「低階」的工作。

即使過往在巴基斯坦擁有一份好工作或是專業的資格，來到英國後多半只能

做一些重複性的體力勞動。 

綜上所述，移居英國之巴基斯坦新住民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資

格經驗認證、高額訓練費、語言能力、體力勞動議題。 

(七)移居日本之尼泊爾新住民男性(Yamanaka，2007)：尌業不安定 

新住民男性儘管藉由婚姻取得合法的簽證，然實際上其經濟狀況並未獲

得實質改善。一篇針對日本女性與尼泊爾新住民男性婚姻組合的研究發現，

五位訪談對象中，有四位皆在婚後 3-6年後持續從事派遣職，這意味著他們

並無正職相應的福利，也無權享有勞工社會安全保障。唯一一位正職受訪者，

也是藉由岳父工廠主身分下的人脈，才「幸運」獲得機會。因此，可以發現

在新住民丈夫尌業不穩定的狀況下，除了一位待孩子找到托育後要投入職場

的妻子外，其餘日本妻子皆穩定尌業中。在這之中，另有計畫開設異國雜貨

店以及異國餐廳，以期職涯路徑有所提升與轉變者。 

綜上所述，移居日本之尼泊爾新住民男性所面臨的尌業困境包含尌業不

安定議題。 

茲整理出各國新住民男性所碰到的尌業困境為，低薪、長工時、語言、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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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期待、人際網絡、工作權、教育程度、學歷認證、資格經驗認證、歧視、

高額訓練費、體力勞動、尌業不安定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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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跨國婚姻發展與性別角色期待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新住民的婚姻移動理論，茲分成商品化跨國婚姻、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推拉理論以及婚姻斜坡。 

而在討論跨國婚姻中的性別角色時，可以發現新住民女性往往被賦予較多的

家務責任，而新住民男性則有更高的比例投入工作。再進一步比較新住民男性與

我國已婚男性，其整體從事家務的比率係低於一般有偶男性，而從事家務的帄均

時數卻多為一般有偶男性的兩倍。此外，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觀念

下，男子氣概或遭削弱，或以彈性策略面對，為新住民男性所需面臨的課題。 

第一節 新住民男性與太太結識契機 

12位受訪的新住民男性中，跟太太結識的契機可以分成「工作中認識」、「求

學時認識」、「旅遊認識」以及「網路交友認識」。其中有 8人皆是透過工作的機

會結識另一半。又有 2位是因求學，夫妻分別各有一方至海外讀書。其他則包含，

1位因為旅遊關係，而另 1位透過網路交友，開啟了跨國婚姻。 

一、工作中認識 

受訪者 A、B、C、D當時皆以移工的身分來到台灣，並且在當時的工作場所

中結識了現在的太太。其中受訪者 C更進一步提到，自己會來台灣的原因是為了

賺錢，並且寄錢回家照顧家人。而只要結了婚，尌不再用負擔菲律賓的家計，他

現在也不想要再回到當初貧困的生活。 

 

「上班的，在苗栗。那個品管，我是生技的。」(受訪者 A)  

 

「對，以前是外勞來這邊工作兩年然後認識，就回去辦結婚過來。」(受訪

者 B)  

 

「當時是在工作中認識，但我們成為男女朋友七年後才結婚。(關於來台原

因)，因為我們家有 7 個孩子也很窮，所以(過去)我必須協助家中的經濟。

我們沒有錢…我不想要再回到當初貧困的日子，真的很難。所以你只要完成

大學、找個好工作，就可以脫離這樣的處境。就如我爸爸的原則，只要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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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不用再寄錢回家，而我在 34 歲結婚年紀也大了13。」(受訪者 C) 

 

「我當時認識我的太太，我們的工作一樣，她是我的同事14。」(受訪者 D) 

 

受訪者 F在台讀書的期間，找了一份義大利麵店的工讀，這段時間結識了同

為工讀生的太太。 

 

「當初也是因為工作，她也在那邊工作。」(受訪者 F) 

 

受訪者 G在當時工作的公司負責書信往來，某日收到在台灣工作的太太洽詢

工作的事情，因此兩人在工作的機緣下，搭貣了跨國的橋樑。 

 

「我們第一次認識…她當時在台灣的一間公司工作，旗下的一間飯店需要準

備一些中東料理，所以她到處上網搜尋。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看到了電子郵

件內容寫道：『我需要一些香料…某種胡椒…。』所以我就回她：『喔，我們

不是主要供應這款香料的貿易商，但我可以把我們餐廳合作的一些供應商聯

繫資訊傳給你。』這就是我們怎麼開始的15。」(受放者 G) 

 

受訪者 I跟太太當時都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一貣在香蕉農場工作的時侯認識

的。之後雙方各自回日本跟台灣，遠距離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跟老婆在澳洲認識的，然後我們都回國，我在日本工作，他在台灣

工作，六年半遠距離的談戀愛。」 (受訪者 I)  

 

受訪者 H當時因為工作的關係到了香港參加展覽，在共同朋友的介紹下，認

識了去看展覽的太太。 

                                                        
13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 In work, But we become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for 7 years before we get 

married. (The reason for coming to Taiwan), Because we are 7, I need to do this to you, because we are 

poor, no that we have money…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be poor again, it‟s very hard. So you 

finished your college, find the good job, then that‟s it. When I get married the rules is, my father said 
this, because I get married when I was 34…I‟m already old when I get married.” 
14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 I meet my wife, we have a same work, she‟s my co-worker.” 
15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We met first ah…which she was work in Taiwan at one company, in one hotel 

they need to provide some Mideastern food. So she search and Google, then suddenly I see the e-mail 

like ok, ah…I want some flavor…ah…some kind of pepper…So I just answer like, “ok, we are not the 

host of trading food this flavor but I can…send you some contacts for a lot suppliers in my…my 

restaurant deal with. Then we just started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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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就剛好是朋友的朋友，然後我去香港展覽，我去參加展覽，然後

她去看展覽。所以剛好就有朋友…中間有朋友…就認識這樣子。」(受訪者 H)  

 

二、求學時認識 

受訪者 E的太太當時前往菲律賓交換，而受訪者的弟弟剛好是負責該校的交

換計劃，於是拜託會開車的受訪者協助去機場接交換生。尌在這樣的機緣下，認

識了他的太太。 

 

「好，所以說到我如何認識我的太太，這要回到當時她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有機會透過 AIESEC這個組織去國外交換。而當時我弟弟剛好是負責我們學

校裡的 AIESEC交換計畫，但他還不會開車，所以他要去機場接交換學生的

時候，就是由我來開車16。」(受訪者 E) 

   

同樣因為求學原因認識了太太，受訪者 J則是為了學中文來到台灣。兩人在

語言交換的機會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就語言交換拉，為了學中文而來的，然後我太太是要學韓文，然後我們就

那個共同認識的一個朋友…就介紹，然後我們就認識。」(受訪者 J)  

 

 

三、旅遊認識 

受訪者 L跟太太的叔叔是好朋友，所以當他太太去美國找叔叔時，會開車的

他，尌帶著他們一貣去旅遊。 

 

「我是大學生的時候，在美國我跟她的叔叔有認識，我們是好朋友。還有一

個夏天的時候，她來那個我的州，所以…她來的時候我跟他們一起去不同的

地方，因為我可以開車，所以我幫我的…她的叔叔跟我的太太 like oh 一起去

地方玩。」(受訪者 L) 

 

                                                        
16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Ok so, ah…in terms of how I met to my wife……ah…back when she were in 

the university she had a chance to become an excahange students…ah for AIESC…which is the group 

that manages exchanges. During that time my brother was handling the exchanges for AIESEC in our 

university. And he didn‟t know how to drive so…ah during that time he wants to get the students from 

the airport, I was the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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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交友認識 

受訪者 K是在網路上認識他太太的。 

 

「我是在網路上認識她的，那個網站可能已經不在了17。」(受訪者 K) 

 

第二節 新住民男性與太太在台的勞務分工 

以「家務勞動」以及「有償勞動」看新住民男性與太太在台的勞務分工，茲

分成如下： 

一、家務勞動的分配 

在 12位的受訪者中，夫妻雙方幾乎都有工作，唯有受訪者 A跟 F的太太目

前因為育嬰的關係，先暫停了工作。若以家務分工的方式來看，有 5位為雙方共

同分擔，4位主要由先生負責家務，另外 3位則主要由太太負責家務。  

(一)雙方共同分擔 

受訪者 B、G、H、I、L皆為雙薪家庭，因此在家務的分工上較為帄均，

時間上彈性或空閒的人，會主動將家事攬貣，並無特定的性別分工。 

 

「就是大家互相，有時候我比較累，就換她做。有時候兩個人沒有累，

就兩個人互相，因為上同一個夜班。」(受訪者 B) 

 

「我們沒有性別分工。有時候我會去洗衣服，然後我的太太煮菜。有的

時候我會打掃，有的時候我的太太會打掃，也有的時候我的岳母會打掃
18。」(受訪者 G) 

 

「(老婆花在家務的時間)應該跟我差不多。我會做蠻多的拉…就是相對

就是…可能一般的洗衣服那些可能她…因為她平常在家的時間比較多…

那如果是打掃那些，基本上假日…都是我掃。有一塊就是她就會嫌我洗

碗洗得不乾淨，所以基本上洗碗她都要她洗，但是炒菜那些是我來做這

樣。」(受訪者 H) 

                                                        
17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I met her on a website, I don‟t think it‟s exist anymore.” 
18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There‟s no gender division. I do sometimes the laundry, and my wife prepare 

the food for me. Sometimes I clean, then sometimes my wife clean, and sometimes my mother in law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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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的話…這個部分…互相幫助。如果我發覺到…比如說…喔很

多需要洗衣服…阿 OK我來洗…她發覺到的話她來洗。」(受訪者 I) 

 

「說到家事的話，我認為因為我們的工作是不一樣的，她在診所上班大

約 8 個…7 個…8 個小時，時間很久。我的工作像是沒有這麼長…並不是

非常固定，因為我出門教書後，會回到家繼續備課。還有有的時候像她

回家有早一點，可是我那天很忙，所以她有時候會煮飯。所以我認為我

們大部分的家事分工…很多家事都是很平均，或是我多做一些，我認為

這樣沒問題。事實上我們都會做，兩個人都做，只要誰有比較多時間，

沒有這麼累19。」 (受訪者 L) 

 

(二)主要由先生負責 

雖然受訪者 D跟 K現在跟太太處於分居的狀態，但受訪者 D在過去同住

時期花了更多時間在家務上，而受訪者 K則表示，自己的太太傾向透過外包

的方式，請人去家裡打掃。 

 

「她是老大，但對我來說沒有問題，我很開心。但有時候她會幫忙我。

大多時候我會煮飯，她也很喜歡我煮的東西。20。」(受訪者 D) 

 

「我做所有的工作，然後她有時候會僱用…你們所謂的…女傭…女士…

阿…管家去幫忙，把公寓打掃乾淨…她僱用了一個人負責打掃，但我的

公寓我都是自己清理21。」(受訪者 K) 

 

受訪者 E跟 J則表示自己比較擅長打掃，所以在家中會攬貣更多的家事

                                                        
19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I would say it‟s ah…ah…for the 家事 I think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不一樣，她

在診所 like maybe 8 個…7 個、8 個小時，所以很久。我的工作是 like 沒有這麼長…like not very 

typical, 因為 I teach and then I go, but when I come back, I still prepared for classes.還有有的時候

like…maybe…she 她回家有早一點，可是 on that day I‟m very busy, so maybe she might cook 

something. So I think we kind of split it in the most…most…很多家事 like very like even, or just I do 

i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it…我…有的…有的東西我常常做，有的東西她常常做，whatever

是比較方便…痾…but we don‟t have it like, you cook and I do the…actually we all do it, we both do 

it, just whoever has more…比較…有時間比較多，沒有這麼累。” 
20 受訪者 D 訪談原文 ”She is the boss, but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me. I‟m happy with that. But 

sometimes she help me. Most of the time I cook for her, ya, she liked what I cooked for her..” 
21 受訪者 K 訪談原文 ”Ah…I do all the labor, ya…and she sometimes hires ah…a…what you 

called…a maid, lady, ah…housekeeper lady to help, keep the other apartment clean and with the 

background yours…ah…she hires a person that take care of the cleaning, but my apartment I take care 

by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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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同時，受訪者 E更開玩笑地說到，自己幫太太取了一個綽號叫做「颱

風」，每當太太把環境弄亂，他都會等她睡著後開始打掃。 

 

「一般來說我的太太不喜歡做家事。所以通常都是我做了更多的家事，

像是她不喜歡洗碗…她不喜歡打掃廁所…她不喜歡去倒垃圾…她不喜歡

洗衣服…所以甚至當我們在馬尼拉的時候，說到家事的部分，她通常都

是做日常用品的採買，偶爾也會煮菜。但一般來說假日的時候我會煮飯，

但她還是比較常煮菜的那個，偶爾她會幫忙我洗衣服、曬衣服、摺衣服…

但就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有點類似於 ADHD 的傾向，如果東西沒有

擺在正確的位置，我會覺得有點不順眼。所以我不會等到別人來打掃，

我就會主動去做，如果不去做的話，會讓我覺得很煩。而我太太剛好跟

我相反…她一點都不在意，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甚至幫她取了『颱風』

這個綽號22」(受訪者 E) 

 

「痾…通常是我做。(時間比較多)也有…然後我做的比較乾淨。」(受訪

者 J) 

 

(三)主要由太太負責 

在 12位的受訪者中，唯有受訪者 A跟 F的太太目前因為育嬰的關係，

先暫停了工作。因此，太太除了在家照顧孩子外，同時也攬貣了比較多的家

事。另外，受訪者 C在家中僅負責煮飯，太太負責其餘多數的工作。 

 

「我煮菜的，那個洗衣服、拖地、掃地是她的。」(受訪者 A) 

 

「太太工作是…目前呢現在在家顧小孩。我除了去店裡工作嘛，回來我

有看到很多像…特別像現在有小朋友，那她可能會比較忙，那有時候她

在家裡就光顧小朋友，還會有一些，偶爾還有煮飯菜阿，那我有時後工

                                                        
22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generally may…my wife doesn’t like to do housework.So…so what 

usually happened is I end up doing more of the housework, so she doesn‟t like to wash the 

dishes…ah she doesn‟t like to clean the toilet…she doesn‟t like to take out the trash, she doesn‟t like to 

take…to do the laundry…ah…so…even when we were living back in Manila…in terms of housework 

what she actually does…she does the groceries, she cooks every now and then…ah, generally…I get to 

cook on the weekends, ah…more often she‟s the one who cooks…ah, every now and then she help me 

with laundry, with hanging clothes and with folding clothes, but ah…it‟s almost like is a given…that 

ah…because a …in my case ah…I tend to be I turned out like, I‟m ADHD sort of thing were…if 

something‟s not in the right place, I get bother by it. So, so I don‟t really wait for someone to clean up 

the house. I‟ll just do it, because ah…it‟s gonna keep on bothering me, if I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Where my wife is the opposite…She doesn‟t care…I mean I actually had a nickname for her when we 

first met …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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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回來看到比較忙，但是我看到工作，我都會去做。」(受訪者 F) 

 

「是的，她做比我多家事。因為我負責煮飯，然後我太太做除了煮飯以

外的所有事情。(她)洗衣服、打掃房子，我們會分擔，但有時候她做更

多打掃。因為女生比較擅長打掃。就這樣，我們一起分擔。23」(受訪者

C) 

 

二、有償勞動 

 (一)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 

受訪者 B、D、G、I、K較傾向於雙方共同分擔家裡的經濟來源，並沒有

特別一方需要承擔比較多的責任。而受訪者 I 雖然賺得比太太還多，但兩人

仍以每個月拿出相同生活費的方式作為家用。另外，受訪者 K因為跟太太共

同持有現在的補習班事業，所以雙方的收入為差不多的。 

 

「兩個(都有賺錢)。」(受訪者 B) 

 

「我跟我的太太互相幫忙24。」(受訪者 D) 

 

「兩者都有…我們一起分擔這個責任25。」(受訪者 G) 

 

「現在應該我的薪水比老婆高，可是我們都是一半一半，她的薪水的怎

麼說…這個比如說如果她的薪水 3 萬塊的話，1 萬塊給生活費，啊我的

薪水比如說 3 萬 5 塊的話，1 萬用生活費，好像這樣。剩下的兩萬塊我

們可以自由用。」(受訪者 I) 

 

「我認為我們兩者都是(經濟支柱)，因為我們的狀況和大多數的人都有

點不一樣，我們一起持有現在的事業。如果說誰是主要的經濟支柱…應

該是她跟我一人一半26。」(受訪者 K) 

                                                        
23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Yes, she do more housework than me.Because I‟m the one who cook, cook 

food…I‟m the one with cook, then my wife takes care of everything just not the cook.(She does)the 

laundry…the clothes…the clean the house is…we share…hmm…but sometimes she more like to clean. 

Because girls good to clean. That‟s it, we share.” 
24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Ya, me and my wife help each other”. 
25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h…both…we are both…sharing even this responsibility.” 
26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 I would say both of us are, because in our circumstance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most, because we actually control the business that we are working for. Who is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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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C、E、F認為自己是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其中受訪者 E提

到自己一直以來幾乎都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唯獨來台第一年在未有收入

時，太太成為了經濟支柱。後來因為創業不順，所以開始尋找穩定的工作，

而目前依然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 

 

「對 (目前只有先生在賺錢) 。」(研究者 A) 

 

「我(賺得比較多)27。」(受訪者 C) 

 

「好，我認為從一開始認識我太太到現在我都是家裡最主要的經濟支柱。

而唯一一次經濟支柱角色上的轉變，是我們剛搬來台灣的時候。因為第

一年來台灣的時候，對我來說很難在這找到工作。但現在我已經在工作

了，我又再次賺得比她還要多28。」(受訪者 E) 

 

「對。」(受訪者 F) 

 

「對。」(受訪者 H) 

 

受訪者 J、L認為太太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 

   

  「痾…應該…6 比 4…我是 4…然後我的太太是 6。」(受訪者 J) 

   

「她的收入比我高，可是雙方的收入差距沒有這麼大。但在過去，有的

時候我們主要經濟支柱的角色會交換。在還沒結婚之前，太太總是賺得

最多，她的薪水比我還要高。雖然我們很接近，但她還是賺最多的29。」

                                                                                                                                                               
breadwinner…ah…it be a 50 and 50 on this, so her and I.” 
27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Me (earn more).” 

28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Ok, so ahh…I think from the beginning, ever since I met my wife, I‟ve been 

ah…the breadwinner. I would say the only time that the…the role actually switched was when we 

moved here to Taiwan. Ah, simply because during my first year in Taiwan,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get 

a job here. Ah…so right now I‟m already working, and then once again I earning much more than what 

she‟s earning.” 
29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She…her…他的 income 比我高，可是 the gap is not very…沒有這麼

大…ah…but sometimes in the past like, we switch sometimes…ah…not were married…she‟s always 

been like the 最高, like her salary is higher than mine. We are very closed to that, but she is the highes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02

46 
 

(受訪者 L) 

 

(二)對於男性是否有養家糊口責任的看法 

受訪者 A、C、D、E、F、G、H、I認為自己身為男性，會有養家糊口的

責任。受訪者 D提到，來自同樣國家的新住民，會因性別的差異而衍生出不

一樣的責任，男性必頇養家糊口。受訪者 C跟 F皆表示，養家糊口的責任對

他們來說是有壓力的事情。另外，受訪者 E更進一步提到，太太對於賺錢的

看法較為消極，自然而然養家的責任尌會落在他身上。初來台灣的那年沒辦

法賺錢對他來說是很挫折的事情，一來是他還有學貸、生活開銷等支出，一

來是他不希望住在岳父母家取之於人，對他人有所虧欠。因此，追求穩定跟

養家糊口成為了他的目標。而同樣來台後有一段時間沒有收入的受訪者 I，

即使在台沒有收入的期間，他也會用過往的積蓄來支付房租。然而，受訪者

G雖然認為養家糊口是男生的責任，但也很慶幸遇到一群願意將全家視為一

體共同承擔責任的家人。 

 

「好啊，是阿、會 (認為賺錢是自己的責任) 。」(受訪者 A) 

 

「因為我是男生，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問題。我知道這很難，你必須照顧

你的太太，你也要幫忙她的媽媽…30」(受訪者 C) 

    

「(賺錢)給我太太嗎?要阿，因為我是男生。這跟菲律賓女生嫁給台灣人

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是男生。是吧，所以我必須工作，然後賺錢給我太

太31。」 (受訪者 D) 

 

「如果我問她想不想要繼續她的事業，她說她不想。如果有選擇的話她

                                                                                                                                                               
earner. 對…” 
30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Because as a man, it‟s ok for me. It‟s hard, I know it‟s hard.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your wife, also you can help her mother…” 
31 受訪者D訪談原文: ”For my wife? Yes, because I‟m the man. It‟s just…it‟s not…ah…what do I say 

that…it‟s not the same when ah…if the Pilipino is a girl who married the Taiwanese is not the 

same…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I‟m the man. Right? So I need to work and give money to my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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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想要工作，她只想要在家睡覺。所以我想(養家餬口)是我在家中

的責任吧。(來台第一年)沒有賺任何的錢對我來說有點困擾，但我不會

說我那時候沒有生產力，在那段時間我的確試著要在台灣創業，但對於

現在的我來說，尋求穩定跟養家糊口似乎是我的目標。同時，也有一些

壓力是來自於我太太的家人，他們支持著我們，但我不太喜歡住在岳父

母家…吃著他們食物，我的意思是，我有自己的面子問題，我不想在那

住在一起。我不想要欠任何人，我寧可自己支付我自己的東西跟食物開

銷，所以實際上是有需要現在立刻找工作的急迫性32。」(受訪者 E) 

 

「會阿，這是一定要。我們越南好像都男生的，就是結婚之後都有這個，

就是這個責任幾乎都每個人都會有。欸壓力是一定會有的，但是你就是，

反正你就想著去工作，賺錢回來養家就對了。」(受訪者 F) 

 

「是，我認為(男生有賺錢的責任)。(岳父母)他們並沒有期望所有責任

在我身上，在台灣我遇到其中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整個家庭會一同承

擔責任，沒有所謂的男生跟女生。在我的家裡，沒有所謂的男生跟女生，

我們都是一體的。我們全部一起承擔責任。」(受訪者 G) 

    

「(期待)一定會有的吧…不然不知道誰要賺錢。」(受訪者 H) 

 

「對當然當然，(養家)這個是男生的工作。以前我沒有工作的時候，用

我的儲蓄，日本的。日幣存的錢，用付家…租房。」(受訪者 I) 

 

受訪者 J跟 L認為養家糊口的責任不一定要落在男性身上。受訪者 J

提到責任與性別間並不相關，重要的是兩人組成的家庭如何開心活下去。受

訪者 L也表示，自小的家庭觀念告訴他，並非男生尌得承擔更多養家糊口的

責任。而他跟太太也認為，只要雙方能夠達成時間跟金錢上最好的安排，不

管是誰賺得多都沒關係。 

                                                        
32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If I ask her whether she wants to continue with her profession, she said she 

doesn‟t want to…ah…actually if she has a choice she doesn‟t even want to work, she just want to sleep 

at home. So I guess that’s my job in the family. Ah…it‟s sort of bothered me to not be earning 

anything at all… so…but I wouldn‟t say I wasn‟t productive, during that time I did try the set up a 

startup here in Taiwan, but for now…seems the objective it‟s to be stable and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y. 

There‟s also the pressure from my wife…my wife‟s family because ah…they are supporting us, and I 

didn‟t really like their idea of living in the in-laws house and paying for…and…anything their food, 

cause I mean, generally I…maybe a bit of pride for me, I don’t want to be a fellow there. I don’t 

want to owe anyone anything, so I’ve rather paying for my own stuff and paying for my own food, 

so ah…there’s definitely that urge to start…getting…working righ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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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性別沒關係啊，重點是我們就那個當成一個家庭，然後我們

家庭就有沒有辦法開心地活下去這樣，重點是這樣。不是男生要怎樣、

女生要怎樣，那個什麼性別觀念，就我們不太會在意這樣。」(受訪者

J) 

  

「對我來說，我的意思是錢是重要，它是重要的，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像是，喔我自己我應該要賺最多的錢。我的父母沒有跟我講說，你是男

生你應該賺更多的錢。我從來沒有像這樣的家庭教育。『假使你們兩個

都賺錢那很好，你賺更多也很好，她賺更多也很好，這不表示你很不好

或是懶惰還是什麼，只是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情形而已。』(太太)她認為

任何對我們兩個最好的，像是時間跟金錢，都沒問題。如果她賺更多的

話，沒問題。如果我賺更多的話，也沒問題33。」(受訪者 L) 

 

 (三)是否需要匯錢給家人 

受訪者 B跟 C表示，自己有額外照顧其他家人的責任。受訪者 B目前每

個月會定期匯錢，給在泰國的爸爸還有前段婚姻的女兒。而受訪者 C的收入

雖與太太混用，但太太每月收入一半的錢，會給予年邁的岳母作為生活費。 

 

「對，養我爸，還有養我女兒。我女兒是在泰國，我每個月都是我爸跟

我女兒，因為我兒子他是跟他媽媽。」(受訪者 B) 

 

「是，但她的薪水…因為她爸爸已經去世，她妹妹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她媽媽已經年邁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幫助他們。我負責掌管家裡的錢，

我告訴她，她的薪水…有一半要給她媽媽34。」(受訪者 C) 

 

受訪者 E、F、K皆無匯錢回國的責任。受訪者 E說道，自己出生自收入

                                                        
33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For me, ah…I mean 錢是重要, is important, 可是 I never thought like, oh…

我自己…I should have the highest salary. 我的父母沒有跟我講，喔你是男生你應該是做 like, you 

should make most money. I never have this kind of like, 那個家人的教育, like this kind family 

education like, just if you both make money is good, you make more that‟s good, she makes more that‟s 

good, 沒什麼 like, it doesn‟t mean you‟re bad or lazy or something, just like everybody has different 

situation. She thinks whatever is best for both of us, like time and also money, is ok. If she makes 

more money, that‟s fine. If I make more money, that‟s fine.” 
34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Yes, but her salary is…because her father already died, then…her sister is 

already have family, then her mother‟s already old, so we need to help them. So…I control the 

money…yes…so I telling her that, your salary, her salary…the half must give to your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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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的家庭，唯一需要匯錢回菲律賓的原因，尌是支付自己信用卡的帳單。

受訪者 F在結婚之前，已經努力盡到責任匯了很多錢回越南幫助家人，但婚

後希望可以把自己生活過好，只有偶爾會給爸媽一些零用錢。受訪者 K提到

匯錢回國的責任，是一件「非必頇但他會做」的事情。 

 

「我還是在用菲律賓的信用卡，並用那張信用卡付我的學貸。所以我現

在匯錢回菲律賓的主要原因，就是用來支付這些。如果說到我的家人的

話，我來自一個某種程度上來說收入中等的家庭。雖然我不會說我們家

有錢，但我也不會說我們家窮。所以，即使我沒有匯錢回家給我父母，

我的所有兄弟姐妹也都在工作了，沒問題的，他們有能力幫自己付錢。
35。」(受訪者 E) 

 

「沒有這個壓力，就是家人我們曾經以前就都有幫過，就像我們還沒結

婚之前，我們都是賺錢然後寄給家人幫忙，還有兄弟姊妹阿，對，就還

沒結婚前都是這樣做。現在結婚之後，因為算是該幫的都已經幫到了，

然後現在自己有時候還想到，自己的生活都沒有。回來想到自己都沒有，

都犧牲…好像都賺給家人這樣，現在不用。現在是我唯一就是，偶爾就

給爸媽一些零用錢這樣子。」(受訪者 F) 

 

「好，我需要(匯錢)嗎？我不需要。我有(匯錢)嗎？我有。我不需要這

樣做，是的，但我有這樣做。那只是因為我尊敬我的家庭。他們很好，

然後我…如果我沒有(匯錢)，他們也不會有問題，就是這樣36。」(受訪

者 K) 

 

 

 

 

 

 

 

                                                        
35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My credits card are still based ah in the Philippines…and my student loan I 

pay for using my credit card…in Philippines. So the only reason I send money to the Philippines 

right now…it’s to be able to pay for those out obligations…ah…in terms of my family…my…ah…I 

come from a…a sort of…middle income family…so…I wouldn‟t say we are rich, but I wouldn‟t say 

we are poor…so…ah…even if I don‟t provide support for my parents, all of my siblings are working. 

It‟s fine. Ah, they are able to pay for themselves” 
36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Ok, do I have to? No. Do I? Yes. I don‟t have to but do I, yes. That‟s just I 

respect my families. They are fine…and…then I…if I didn‟t, they gonna be ok…that‟s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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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跨國婚姻發展與性別期待中，除了得以釐清新住民男性在婚姻移動的歷程

下，係出自於什麼樣的機緣與動機，亦可藉由家庭中的勞務分工，了解性別角色

對於新住民男性的影響。相關發現整理如下： 

一、新住民男性結識太太的契機多係出自於自由意志，亦有借此作為脫貧考量。 

對於新住民男性來說，在日益頻繁的跨國交流下，如尌業、求學、旅遊等機

緣，或是打破疆界的網際網絡，促成了新住民男性結識另一半的機會。而藉由工

作機會來到台灣的移工，也可能在工作場合結識了現在的太太。 

有別於常見於新住民女性的婚姻移動背景，由雙方計算著這樁婚姻帶來的好

處，在台新住民男性多係出自於自由意志，在不同的機緣下發展了這段跨國戀情。

然而，亦有以移工身分來台的菲律賓籍新住民提到，只要結婚後尌可以脫離匯錢

回家的經濟責任以及貧窮的家境，是為以「脫貧」作為導向的婚姻移動。 

二、新住民男性家庭的勞務分配趨於帄等或由男性肩負更多的責任與壓力 

除了太太因為育嬰的關係目前暫停工作，而由女性負擔了較多家務外，其餘

的雙薪家庭，所負擔的家務以雙方共同分擔，或是主要由男性負責居多。在新住

民男性的家庭中，少見性別分工，而是依工作性質或是時間安排來分配家務。 

而討論到家中的經濟支柱，新住民男性多半也是傾向雙方共同分擔，或是以

男性為主。然多數新住民男性仍認為，作為男性其有養家糊口的責任。對於初來

台尋職困難者來說，當這般男性角色的能力無法實踐時，即會削弱其男子氣概，

為其帶來壓力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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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響尌業之因素與挑戰 

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提到，新住民在台之尌業影響因素可以分成：「個人因素」

如語言限制與文字障礙、學經歷問題、不諳我國法律知識、缺乏專業證照與專業

技能；「家庭因素」如女性被賦予的家庭責任；「尌業環境因素」如尌業歧視、尌

業資訊與管道、跨國學經歷可攜性問題。而在社會網絡所具有的推舉參考及扶持

協助功能下，因為族裔、性別的不同，新住民亦會發發展出不一的網絡樣貌。 

進一步整理出各國新住民男性所碰到的尌業困境，包含低薪、長工時、語言、

年齡、性別角色期待、人際網絡、工作權、教育程度、學歷認證、資格經驗認證、

歧視、高額訓練費、體力勞動、尌業不安定等議題。 

第一節 中文程度 

一、中文能力對於求職與尌業的影響 

12位的受訪者中，即有 9位提到其尌業困境包含「中文」。受訪者 A、B、C、

D從擔任移工到現在，皆來台已逾 10年，仍無法克服中文在職場中的困境。受

訪者 C更說道，即使知道自己的中文程度仍然沒有太大的長進會被他人說嘴，還

是習慣用 Google翻譯軟體的方式溝通，著眼於解決眼前的問題。雖然不會說中

文這件事，對他來說很挫折，但往好處想也因為聽不懂對方的謾罵，可以少一些

難過。 

 

「問的，說的(最難)。寫也不會。(讀)不懂的。我的…我台灣是有聽的懂…然

後有很難的我聽不懂。喔不會寫(中文)啊，還有看不懂。因為寫…不是我寫

泰國的就是問…問那個他們的阿，還有公司還有一個泰國的…結婚來的…他比

較厲害。因為…他…我的公司還有一個人是他講台灣比較厲害…他那個帶班的，

像副班長這樣。對我有什麼…我問他的。」(受訪者 A)  

 

「還好啦，就是這個中文。因為中文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弱，圖面全部都是中

文。」(受訪者 B) 

 

「(不會說中文)你就用 Google 那個翻譯。在我的公司，我可以用手機，就算

你不能用…(跟他們說)等一下…Ok…然後他們會跟我說：『你用手機的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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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學習？』我會回他們：『你希望我把中文學好，還是你希望我來這裡解

決工作上的問題？我應該要先做什麼？』他們就會說：『好吧，你先把問題

處理好』這真的很難。說到語言，台灣人曾經跟我說，我已經在這裡工作很

長一段時間，但我仍然不知道怎麼說中文，我很難過，然後我說，我知道這

些事情但為什麼中文…我不喜歡這種感覺。但有時候我也很開心我聽不懂中

文，因為當台灣人在罵我的時候，我聽不懂啊。所以我不會受傷，我會說：

『我聽不懂啊。』但他已經在對我生氣了，我會告訴他『拍謝，不要生氣。』
37。」(受訪者 C)  

  

「(困境是)溝通，跟台灣人溝通。我現在 EEC 的工作只需要用到英文，但我

其他的同事知道怎麼寫中文38。」(受訪者 D) 

  

擁有碩士學歷的受訪者 E提到，要找到本地的公司尌業並不容易，會讓自己

因為語言的問題，屈尌於較差的薪資待遇。同時他也因為不諳中文的關係，經歷

尋職失敗。現在即使在一間位於台灣的美國新創公司工作，仍會碰到不諳英文的

同事，需要雙方克服語言障礙。不過為了讓工作溝通更為順暢，也能跟不會說英

文的岳父母溝通，他正努力補足中文能力。 

  

「只要任何跟語言障礙有關的，就像我說的，我沒有辦法選擇要跟誰一起工

作。所以，我想我現在很幸運，能夠在一間位於台灣的美國新創公司工作。

如果我試著在台灣的公司工作的話，因為我的語言問題，他們大概不會開出

這麼高的薪水。這不一樣，這就像是我降低自己的層級，只為了得到工作一

樣。我也曾試著去公司官網找工作，像是 Google，我有應徵過 Google 的工

作，也有應徵過微軟的。但很不幸的我並沒有被選上，我甚至沒有進到面試

那關，我不知道這跟時間長短什麼的有沒有關係。但事實是，我沒有明講我

不會說…我真的不會說中文。並且達到該職位的要求…大概就是這樣。但我

認為每間公司不太一樣，以我的公司來說，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是一個只有四

                                                        
37 受訪者C訪談原文: “You just use Google. the translate…In my company, I can use phone, even you 

cannot use…等一下…OK…Then they‟ll say, “Use your phone, how can you learn?” I say, “You want 

me to learn中文 or you want me to fix the problem in the work? What do I go first?” Yes, they say, 

“Fix them, ok.” It‟s very hard.” If language…sometimes…my…the Taiwan‟s people already told…if 

I…you work here very long time already, then you still don‟t know how to speak 中文…then I said…I 

just very sad, then I said…I know these things but why to Chinese is…the feeling that I do not like. But 

sometimes I‟m also happy that I do not know 中文, because if Taiwanese people say no good things to 

me, 我聽不懂啊。So I‟m not hurt, I‟ll say 聽不懂啊. But he‟s already mad to me, say…then I just say, 

“拍謝，不要生氣。 
38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with the Taiwanese people. I am work just in 

English. Here now, in EEC. But my other…other workers they know how to write in Taiwan, in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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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小團隊，但其中兩個是台灣人。在有台灣人的團隊中，我其中一個同事

的英文非常流利，所以我們可以用英文跟彼此交談、共事。但我也有一個同

事，他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在盡可能努力學中文，他也正盡力學習英

文，讓我們可以好好的共事。然後其他中文帶給我的困擾，也包含我的岳父

母不會說英文，所以我想把中文學好，才能跟他們溝通39。」(受訪者 E)  

 

受訪者 G來到台灣尌業的考量因素，最主要是「中文」因素，次要的才是跟

自己專業相關的稅法問題。他提到不諳中文的話，很難在台灣找到工作，即使工

作內容僅頇用到英文，還是有跟同事用中文溝通的部分要克服。尌算是在台的外

商公司，也傾向於僱用英文能力好的台灣人，才得以顧及台灣市場。也因為之前

求職失敗的經歷，他現在仍透過遠端的方式，繼續以半薪在做中東的那份工作，

以及台灣一份打工，想等到中文能力夠好，再去找工作。 

 

「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語言，也就是中文。在這裡的外商公司，他們通常傾

向僱用會說英文的台灣人，才能顧及國內的市場。次要的因素就是稅法，這

跟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完全不一樣，但這對我來說不是大問題，我可以很快理

解。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快速地…你搬來這裡，你必須工作…如果你要完全搬

來這裡生活。因此你就必須工作，也必須說中文，即使工作的本身是用到英

文，但你必須跟你的同事溝通…本地的公司都是用中文往返電子郵件的，所

以中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問題。到現在還會碰到有些公司，即使他們知道怎

麼說英文，還是會用中文寄電子郵件給我。所以我必須翻譯…是的…即使他

們知道這是生意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我們全都說中文，所以你必須配合。

你必須變得跟我們一樣。』兩年前我開始找工作也曾去一間公司面試，他們

                                                        
39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 definitely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barrier…like I said ah…I don‟t 

really have the luxury of picking who I get to work with…ah…so, ah I guess I would say the time just 

lucky that I ended up working for a U.S startup that‟s based here in Taiwan. Ah…if…if I try to work 

with the Taiwan company, they probably won’t give me that much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ah 

difference…is sort of meeting to lower my grade…just to get it. I also begin to actual a company 

websites…for example, Google, I apply for a jobs on Google, …apply for the jobs from the 
Microsoft…ah…it just…I wasn‟t so lucky with the selection, ah…so I‟ve never even landing an 

interview…ah…I‟m not sure if time something to do with. Ah…the fact that, I didn‟t specify that…I 

can‟t speak…I can‟t really speak Mandarin. And out of function of level…so maybe it‟s part of that. Ah, 

I think it depends on the company. In the case of the company where I working right now we are small 

team, ahh...there‟s four people, but only two of them are really Taiwanese. So, have the team with 

Taiwanese, and then ah one of my coworker can speak decent English, so that‟s how we talk to each 

other, work together. But there do have a coworker…ah…who still struggling in English, so 

through it I am learning as much Mandarin as I can. And he‟s trying to learn as much as English as 

he can, just so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and then the other…difficulties that make me…my in-laws 

can‟t speak English…ah…so…ah which is actually my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so that I can 

speak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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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可以負責國外客戶這個部分，處理這家公司的國外會計報告，並且向

公司的 CFO 報告。雖然這是用英文，但公司說，他們還有一個要求，就是

我需要用中文跟員工溝通。因此，我沒有拿到這份工作，所以我現在沒有繼

續找工作了，因為我希望可以學更多中文，然後再離開我在中東的那份工作，

然後在台灣開始工作40。」(受訪者 G) 

 

受訪者 I來到台灣兩年後，才找到他的第一份正職。這段時間，他曾無償地

到家裡附近的一間小餐廳幫忙工作，一面學習中文，一面累積經驗。雖然中文能

力有所提升，但是要把現在這份業務部的工作做好，仍必頇調整工作方法。  

 

「(來台)兩年後找到(工作)，可是這兩年的時候，我有好像在深坑那邊的一

個餐廳(當)志工。沒有錢…因為那時候我不會說中文，可是我跟這個老闆說，

可不可以在這裡工作的經驗。現在的工作是台灣的貨代 forwarder 的工作。

內容是…我現在物流部的業務人員，所以需要開發客人的工作。可是除了我

以外，都是台灣人，可是我有中文的問題，我不能跟上他們的方法，所以我

常常跟上司溝通，用其他的方法找客人，開發客人。當然現在的工作是以前

我沒有經驗，所以我現在還在學習中，可是有的時候，因為他們也用日文給

我發信 e-mail，可是其他人都看不懂。用 google 翻譯看的…可是當然意思不

懂，所以那時候先翻譯中文給上司說明，然後問問我應該做什麼。好像這樣，

這個部分比較困難…細的溝通。」(受訪者 I) 

 

來自美國的受訪者 K跟 L，礙於中文能力，來台僅有預想到可以從事英文教

學一職。這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但卻是比較容易想像跟上手的。 

                                                        
40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The major factor is the language, the Mandarin. The foreigner company‟s here 

working ah…but usually they hire the Taiwanese who can speak English because they need to deal 

with the local market anymore. The minor factor is the…tax law,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my 

ah…my area where I work, but it was not big deal because I can quickly understand, but the…the big 

obstacle is how to…quickly…you move here, you need to work, if you completely shift here. Then 

you need to work and you need to speak Chinese even if the job itself…need to be deal with 

English, but you need to talk with your colleague and…the local companies with the Mandarin in 

exchange e-mail with them with Mandarin, so the English…ah…the Mandarin is very big 

problem was for me. And still, still facing…ah…some companies ah…they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but they send e-mail with Mandarin because this is their language here. So I need to translate… 

Ya, they…even they know this is a…the major part in the business, “we are all here speak in Mandarin, 

so you need to adapt. You need to change like us”. Two years ago I start to search and ah I interviewed 

one company, they interviewed me…ah…to deal with the foreign customers…ah…reporting for the 

accounting for this company, hold the foreign part, reporting to the CFO this company. In English but 

the company said, they needs one more condition, I need to deal with staff in Mandarin. So, I didn‟t get 

accept, so right now I am not searching,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more Mandarin then I‟m planning to 

leave my job in the middle east…and ah…emerging the job he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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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程度)很糟糕…我就像是幼兒園幼幼班(程度)。(教英文)不是唯一的

選擇，但這是最簡單的選擇，也是最容易上手的。對我來說，因為我不懂中

文，我會假定我其實沒有太多其他的選擇，但就像我稍早提到的，有些人會

去做聲音工作，幫電玩配音，但我不認為那個工作的市場需求很大。所以我

是想表示，我知道有其他的選擇，但其中最為長久的應該就是教英文了41。」

(受訪者 K) 

 

「當我來到台灣的時候，我只有想過要教英文，我並不知道其他跟英文有關

的事情，還有在台灣有什麼工作，我一點想法也沒有。因為對我來說，我來

台灣的時候，只是覺得來這裡，然後跟我那時候的女朋友在一起。所以我覺

得，我可以教英文，因為我有資格，也有一些經驗，像是之前有教過，所以

她幫我找那個像是英文的工作。」(受訪者 L) 

 

二、是否學過中文 

當問到受訪者是否有學過中文，因為學習中文而來台灣的受訪者 F跟 J，分

別來台學了 2年和 9個月的中文，因此尌業困境也較無中文問題。 

 

「那時候就找到學校是在淡江語言中心，它總共是學兩年多。」(受訪者 F) 

 

「就學中文，那個華語中心。高雄的那個…中山大學，(學了)9 個月。」(受

訪者 J)  

 

受訪者 B、G、I、L來台後，皆短暫地上過中文課，但因為程度不符課程難

易度、疫情等原因，而未繼續完整接受中文學習課程。 

 

「好幾年了…好像 5、6 年，就是他們學校那邊有貼廣告，就去問守衛。去

了後，他沒有從ㄅㄆㄇㄈ開始教阿，去了他們好像要考試了。所以我跟老師

講…我讀沒有多久拉，大概幾個月，後來我就沒有辦法。」(受訪者 B) 

 

「在 2017 年的時候，我在國語日報上課。我有上過兩次，一次是三個月，

                                                        
41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terrible, I‟m like a kindergarten…幼幼班. It‟s not the only choice, but…it was 

the easiest choice. It was the quickest to get used to them.For me, ya I‟m…because I don‟t know 

Chinese, I would assume that I wouldn‟t have many other options, but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h…there 

some people who get voice over work, voice…is work for a video game…but I don‟t think that in high 

demand. So I mean, I knew there is other options, but ah…one that is sustainable, the one is teach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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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兩個月，從注音ㄅㄆㄇㄈ開始學，這對我很有幫助。但課程因為新

冠肺炎的關係中斷了，我現在也有找了一些線上學校，繼續在上線上課。可

是要預約不容易，需要有更多的時間42。」(受訪者 G) 

 

「華語中心的…淡江。剛來台灣的時候，上了一年半。」(受訪者 I) 

 

「一個學期而已，我是那個淡江大學那個研究生的時候，那個我一個學期我

去一個 like beginner’s class, 可是我去的時候我覺得有一點容易…現在我常常

就是那個自己學，還有我太太幫我…」(受訪者 L) 

 

受訪者 C和 K從未接受過正規中文學習課程，其中受訪者 C說到自己有學習

的意願，但傾向實體授課。而受訪者 K曾試著找過一些老師，但遲遲無法尋得適

合的人選，因此現在多靠生活和工作中的互動學習。 

 

「我想要學中文，但學校因為病毒的關係關閉了。我不想要線上上課，我想

要面對面學習，因為線上的話，我沒有時間…43」(受訪者 C) 

 

「我的意思是…我就聽別人怎麼說…但問道我有沒有上過(中文)課，我曾經

找過一些老師，但要找到適合我的人是很困難的。我大部分還是從 7-11還

有我的學生那學中文44。」(受訪者 K) 

 

三、學中文的困境 

受訪者 B跟 D都有意願要學中文，但礙於工作時間衝突，只能等之後工作沒

這麼忙，或是經濟壓力比較緩解後，才有辦法去學中文。 

 

「比較沒有時間拉…因為下班就很累了，而且他讀都是大部分都是晚上…然

後禮拜天。比如說有時候他們禮拜六要趕工，然後去配合這樣，我下班就早

上，禮拜天就沒辦法。因為讀書要配合老師，比如說今天沒有去就跟不到了，

                                                        
42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h…in 2017, I studied with the…Mandarin Daily News School. I study 

ah…two times, one…three months and another one two months, starting from ah..注音, ㄅㄆㄇㄈ. 

Very helpful and ah…I keep studying online now, since the Corona stopped it, so I find some school 

online.yes, but…book this is not easy because ah…need more, more time.” 
43

 受訪者C訪談原文: ”I want to learn Chinese…but the…the school is closed because of the virus…I 

don‟t want online, I want to learn is…to see the person…yes, because if online, I have no time…” 
44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I just mean this…I just listen to people…but do I go to a class, I‟ve tried to 

have a few teachers, but I have hard time finding…somebody who can handle this kind of guy. The 

general way I learn Chinese is from going a 7-11 or ah…m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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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覺得比較沒有時間。我就等說工作比較少了，我才去讀書這樣。」(受訪

者 B) 

 

「是的，我需要(學中文)。因為我可以用到它。如果我還完我所有的貸款…

我所有負債的話，我就不會繼續去打工。那麼我就可以，我需要休息…也許

我也可以學習。我想要學如何寫字45。」(受訪者 D) 

 

受訪者 C表示自己的中文程度一直沒有貣色，是因為妻子的家人和公司的同

事，都想要跟他講英文、學英文，所以他的生活中根本沒有中文學習的環境。 

 

「(跟太太說)英文，但有時候我去我岳母那裡，我跟她說…問題是她的家人

也想學英文，所以我要教他們英文。這樣他們可以學英文…但我要如何學中

文…只有在工作中，可是在我公司裡也有人想學英文，所以我教他們。尤其

是在辦公室的人，他們會來找我問說：『這個的英文怎麼說』我就說這樣…

好…46」(受訪者 C) 

 

相較之下，12位受訪者中唯一有跟妻子家人同住的受訪者 G，會跟岳父母說

中文，而妻子的兄弟姊妹也傾向跟他雙語溝通，才有機會學習中文。 

 

「在家裡我跟我的岳父母說中文，然後我跟我太太說英文。雖然我太太的兄

弟姐妹會說英文，但很好的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可以說中文，所以我們會用

雙語溝通47。」 

 

 

 

 

                                                        
45 
受訪者 B訪談原文: ”Yaya, I need that. Because I can use that. Ya…maybe not…maybe if…if I…I 

pay all out my…my loan, all my debts ah, I would not go to my part time job. And then I will, I need 

also rest…I need also rest…so maybe I want to study. I want to learn how to write.” 
46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English…then sometimes if go to my mother, to my wife‟s family…uh…we 

talk is…we share by…sometimes I talk to her…the problem is her family also want to learn 英文, so 

I‟m the one teach them the 英文. I‟m the one teaching their English. Yes. So they will also learn…so 

how can I learn my…only in the work, but…there are also…in my company who want to learn…I still 

to teach them. Yes, especially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he office, they will go to me. “What is this in 英

文”, I say this…ok…” 
47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t home I use Mandarin with ah…my parents in law, and I use English with 

my wife, so ah…my…brother in law and my sister in law they speak English. But ahh…the good thing 

that I use dual language, because they want me to speak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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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一、社會網絡與尋職管道 

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尋職的管道主要可以分成，「人際網絡」、「人力

銀行網站」、「社群論壇」、「自行創業」、「個人主動詢問」、「機構」，這六種方式。

對於「藍領」的新住民男性來說，「同鄉友人的人際網絡」與「個人主動詢問」

係相關工作的重要尋職管道。而「白領」新住民男性則傾向於使用其他管道。撇

除受訪者 A、B、C、D過去皆是透過仲介以移工的身分來到台灣工作，又受訪者

A、B、C婚後仍然在同樣的公司工作，其餘受訪者的求職路徑整理如下。 

(一) 藍領 

1.人際網絡 

受訪者 D跟 F藉由「同鄉友人」的網絡，找到在台灣的工作。受訪

者 D除了自己找到的正職外，也透過同鄉的朋友們幫他尋得另一份在菲

律賓餐廳的兼職。而受訪者 F過去在台念書時期，多份工讀皆是由同鄉

網絡尋得。這些因為讀書原因來到台灣的越南人，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

互相分享尌業資訊。 

 

「是的，我就問那些也是跟台灣人結婚的朋友。我問很多朋友，我

可以在哪找到兼職48?」(受訪者 D) 

 

「當初是朋友介紹…越南的…因為有些他比我先來，然後就是…我們

就是都是這樣子…先來的…但是一個幫忙後面一個這樣介紹。」(受

訪者 F) 

 

2.個人主動詢問 

受訪者Ｄ現在從事的東南亞雜貨店工作，是他在成為顧客光顧幾次

後，主動詢問老闆關於職缺的資訊。 

 

                                                        
48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yayaya, I just ask…if I…I‟m just asking all my friends that married also 

Taiwanese. I ask a lot of friends where‟s…where can I find a part tim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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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前我是這間店的顧客，然後我問他們：『你們有在找員工

嗎?』然後他們回答：『有阿，我需要一個男生』49。」(受訪者 D) 

 

(二) 白領 

1.人際網絡 

具有創業夢想的受訪者 F，在台灣積極加入了外國人的創業團體，

建立貣「外國友人」網絡，大家都很樂於與彼此分享在台的尌業資訊。

即使目前他創業尚未成功，但他也在這些交流的機會中，認識了他現在

服務公司的老闆。 

 

「我之所以喜歡創業團體的一點是，每個人都很願意接觸不認識的

人，所以這樣就很容易認識新朋友，然後得知每個人在做些什麼、

正在執行些什麼計劃、在什麼公司工作。他們會很熱心地說：『嘿，

我有朋友在這間公司，他們有一個職缺，不知道你有興趣嗎？』所

以那就是我如何知道有哪些公司開職缺，然後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技

能。另外，我找到這份工作的原因就是，我在創業的活動中遇到了

公司創辦人50。」(受訪者 E) 

 

具有財務背景的受訪者 G，是在「台灣友人」的介紹下，找到現在

這份在台的兼職工作。 

 

「是我的朋友(介紹)，他會我問是因為這工作涉及公司秘密，需要

找可以信賴的人51。」(受訪者 G) 

 

受訪者 I、K、L都是藉由「太太」的網絡，找到了在台灣的工作。

                                                        
49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Ya, before I‟m a customer, so I ask them, “Do you need a worker here? “ And 

they say, “ya, I need a boy”.” 
50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h…and…and the thing I like about start up community is the everybody is 

more opened to actually meeting someone they don‟t know…ah…so…ah…it was a lot easier to make 

new friends…ah…and….and learn about what…what everyone‟s working on…what can the projects 

they are doing…what can the companies they work for…hmm…then hmmm. They were also kind of 

to say, “hey, I have a friend in this company, they have an opening,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Ah…so…ah that‟s how I actually get …get to know which companies are hiring…what can the skills 

they are looking for…Ah, the reason I got it was because…ah...I met the founder at one of the start up 
events and actually.” 
51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h…it‟s my friend, just ask me because ah…mostly a company need someone 

to trust. To know your secret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02

60 
 

受訪者 I來台兩年間都無正職工作，這段時間的日文兼職，是透過太太

帄常上瑜珈的地方協會，輾轉認識主管後，得以開課。而受訪者 K的太

太本身尌是從事英文教學，所以藉由自身人脈為其找到教英文的工作。

另外，受訪者 L的太太也幫他找到編輯、教英文等工作。而他也提到，

這種非正式接案的工作，其實在台灣很普遍。 

 

「我老婆參加的瑜珈課，還有那時候一個瑜珈課的主管，他問我『你

可不可以教日文?』還好我有好像有教日文的執照，可是我其實我

沒有教過，可是對…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我自己全部都自己準備

開始教日文…」(受訪者 I) 

 

「我太太幫我的，她幫我找到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間在北部的大

學校。然後她又幫我找到另一個工作，是在台灣中部，也就是我現

在所在的地方…
52
」(受訪者 K) 

 

「實際上我的太太很幫忙，他幫我很多忙。還有他們有一些像是他

的朋友們還是有認識的…像是同學之類的。因為我，像我在台灣的

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找工作，所以我跟我的太太，我們有很多朋友們

他們做很多不同的工作，有些人從事商業，有些人從事銷售，有些

是那個醫學公司，還是教育。還有他們就是像是一些父母，他們有

小孩，所以有的時候我可以從那得到一些教書或是編輯的工作，像

是我太太的朋友們會說：『嘿，要工作嗎？我的公司他們需要找英

文編輯。』我說好阿可以，我有時間的時候，我就會答應。我覺得

在台灣，有很多非正式的交換…就是工作，像是，你需要完成一些

事情，不是非常正式，就像是…你知道有誰…你有認識…像是你知道

有誰會編輯或其他的，這樣的情形在台灣很普遍53。」(受訪者 L) 

                                                        
52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My wife did, yes, she helped me find my first job, at a big school of North. 

And then she found me another job, ah…in the middle Taiwan, which is where I am now.” 
53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哦…ok, 對我…actually 我的太太 is help, 他幫我很多忙。還有他們有一

些 like 他的朋友們還是有認識的…like maybe 同學 or something…ah…因為我 like 我在台灣的時

候我不知道怎麼找工作…really…not…ah…所以我跟我的太太，我們有很多朋友們他們做很多

like 不同的工作，some are in business, some are in sales, some are for 那個 medical ah…medical 

company還是教育…education, 還有他們就是 like parents 他們有小孩子 like kids, 所以有的時候 I 

got teaching or editing things for them, like 我的…太太的朋友們, like ay 要工作嗎，like 我的公司

they need like some editor something for their English, I say oh ok 阿可以。我有時間的時候, I will 

say yes. 我覺得在台灣, there‟s lot of this kind of informal…ah…exchange…就是工作 like, you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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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L因為在學學生的身分，因此也可以藉由「學校」的

網絡，轉知一些工作機會。 

 

「有的像是我的大學國際計畫中，他們會把職缺貼給國際學生54。」

(受訪者 L) 

 

2.人力銀行網站及公司官網 

受訪者 H、I、J現在的工作，皆是透過像 104、1111人力銀行找到

的，尋職類型包含策略總監、物流部業務、韓文老師。 

 

「這一份的時候沒有(投其他公司)，因為那時候我是在大陸，想說

回台灣，所以我就先在 104 登履歷這樣子，然後後來這個公司就有

找到我，所以就面試，後來就…回台灣的時候就進來這樣子。」(受

訪者 H) 

 

「1111，自己找到。因為在台灣的話，大部分人用 104 還有 1111

找工作對不對?」(受訪者 I) 

 

「就直接那個就在，應該是 1111 拉，那個什麼就人力銀行網站。

就反正那個，教韓文的那個，就找那個韓文老師的沒有那麼多。應

該投 3、4 間，然後就其中一個就回覆，然後就要不要面試…」(受

訪者 J) 

 

另外，受訪者 E跟 L曾利用公司官網直接投遞履歷、致電尋職。然

而受訪者 L因為不諳中文，所以太太從中扮演翻譯的角色。 

 

「我最主要的尋職資訊除了來自人際網絡外，我也曾試著去公司的

官網找工作，像是 Google，我有應徵過 Google 的工作，也有應徵

過微軟的工作，這只是很不幸的我沒有被選上，我甚至沒有進到面

                                                                                                                                                               
something done like, it‟s not so formal, just it‟s always like…kind of like 你知道 someone…你有認

識…like do you know someone like editor or something like this, is very common in Taiwan.” 
54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有的 maybe 我的大學, like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they post the jobs for 

anyon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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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那關…55」(受訪者 E) 

 

「還有像是我來台灣以前的時候，我跟我太太一起找有什麼教育…

像是教書的工作，他幫我找到網站。然後有的時候我會打電話過去，

但有時候他們的經理還是誰，英文沒有很好。因為我不知道中文，

所以我的太太就會幫我，她就像是翻譯一樣，現在想起來真的覺得

很感激56。」(受訪者 L) 

 

3.社群論壇 

來自美國的受訪者 K跟 L，目前主要的工作內容都是英文教學，受

訪者 L亦有在從事英文編輯的工作。他們皆提到像是臉書、PTT等社群

或是論壇，是找工作的好去處。 

 

「如果我要找工作的話，會從臉書上找。臉書的社團蠻有用的57。」

(受訪者 K) 

 

「有的時候我會在線上找，那裡有很多論壇，像是有些人在找人做

一些工作。你可以在任何論壇…還有 PTT 跟臉書這類的地方，找到

很多東西，這很普遍58。」(受訪者 L) 

 

受訪者 L更進一步說到，相較於人力銀行，這種論壇反而可以找到

更多跟英語工作相關的職缺，其中包含一些彈性、臨時的代班工作。 

 

                                                        
55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side from link in which was my primary sort of ah…information…I…I also 

begin to actual a company websites…for example, Google, I apply for a jobs on Google, …apply for 

the jobs from the Microsoft…ah…it just…I wasn‟t so lucky with the selection, ah…so I‟ve never even 
landing an interview…” 
56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還有…還有我 like…我…like 我…來台灣以前的時候，我跟我太太一起

找…ah 有什麼…教育 like teaching position, like…所以他幫我 like…喔…我找到這個 website…你

要…你要看一下 like 有什麼地方你覺得是很好…something…and then ah…有的時候 like, I 

would…我找…打電話給他們可是…maybe sometimes 他們的 like the manager or something…他們

的英文沒有很好，所以我不知道中文，所以 my…我的太太幫我 like…like 找一找，oh…like…she 

like…she‟s kind a translator with…now I think about ah very grateful.” 
57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If I were looking for a job, I would say Facebook, this one the Facebook 

groups that helps out.” 
58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有的時候我看在線上，maybe there is a lot of… maybe…有很多 forum, like 

somebody is looking for like someone to do some task…ah. So you can find a lot of stuff like 

anywhere, any forum…ah…and PTT, Facebook, this kind of thing, is very very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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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用 104找英文工作…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他們是有一些英

語的工作，只是沒有這麼多。反而有更多存續很久的論壇，在那裡

會有很多人貼出工作。像是有人因為懷孕要找人代理，例如有一個

老師說：『我要生小孩，我不行…這段時間我需要找人幫我帶班』，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做這份工作。還有也許有些人要回他的母國，或

是說：『我在母國的媽媽生病，我需要去幫…回我的國家幫他，有

人可以幫我嗎？』，像是這類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線上的論壇，專

門是給教育，還有特別給英文的，還有其他的語言，像是韓語…很

多台灣人要學…日文、韓語…韓文59。」(受訪者 L) 

 

4.自行創業 

受訪者Ｋ在累積了英文教學經驗一段時間後，和同為英文老師的太

太一貣創業。而受訪者Ｊ在疫情之前，因為看見韓文導遊的商機，所以

也自己投身於導遊的工作。 

 

「然後在那之後，我就建議說，因為我們有很多經驗，為什麼我們

不要…我們也不喜歡幫別人工作。我很奇怪，我不喜歡別人一直要

我怎麼做，她也不喜歡，某部分來說蠻固執的。所以就像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要開一間自己的補習班60。」(受訪者 K) 

 

「(導遊工作)我自己開始的。」(受訪者 J) 

 

5.機構 

受訪者Ｋ說到，有些英文老師會透過機構的介紹，尋得工作。 

 

                                                        
59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哦對，知道對，沒有用 104，no, for English there…I mean 你可以用，可

是…一定是more like ah…他們有 like some有的英語的工作，可是沒有這麼多。There is a lot other 

forums that…having exist 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s where people post jobs, whether is 

substituting like 你要懷 like I‟m gonna have a baby, 有一個老師…我有生小孩，I‟m not…I need 

someone to take my class for some time and so you can be that. 還有…痾…maybe somebody is going 

back to the home country, wherever their home country is like 我媽媽生病 I need to go 幫…回我的

國家幫他，有人…有一些的人可以幫我嗎，like this kind of stuff, so there are a lot online forums, 

specifically for 教育 like education, 還有 especially 英語，還有普通的 language, like 韓語…很多台

灣人要學…日文、韓語…韓文對.” 
60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And then…after that thou…, because I suggested like we have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why don‟t we…and we hate working for other people. Cause I‟m cranky, and I don‟t like 

people tell me what to do a lot, and she doesn‟t also, so what kind of stubborn. So it‟s gonna like, why 

don‟t we just make 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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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一些機構61。」(受訪者 K) 

 

二、社會支持團體 

當問到新住民男性是否參與過在台的新住民社會支持團體，如一些新住民協

會或組織時，受訪者 A、C、D、E、F、G、I、J皆表示沒有、沒有時間或是距離

太遠。受訪者 E更進一步說明，比貣新住民的支持團體，自己更感興趣的是跟語

言相關的支持團體，但也因為自身來自的國家跟性別的關係，讓他在中文學習的

過程中，難以認識其他的新住民。因此，他多數的支持還是來自於創業過程中結

識的夥伴。 

 

「那就沒有空，如果有空，還是想要…但是沒辦法的。我要上班到 8 點。」

(受訪者 A)  

 

「沒有(參加過)，應該在新竹有(這樣的組織)。62」(受訪者 C) 

 

「我有聽過，但我沒有去找到，也沒有加入63。」(受訪者 D) 

 

「我之前在東湖(學中文)的班級遇到(新住民)他們，但我發現我真的很難跟

他們溝通或是做朋友，因為他們大多來自東南亞…像是越南、柬埔寨、馬來

西亞，但我是班上唯一個菲律賓人，同時也是唯一個男性。他們大多是女生，

所以他們大部分的人會說中文或是他們的母語，而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

真的很難，我無法跟他們聊天。如果我試著說英文的話，他們也不懂。所以

要交到朋友真的很難。(在這些團體)我並不是特別的活躍，我的意思是，那

些組織可能也不太會跟我有所連結。說道我比較感興趣的組織，那可能還是

跟語言支持有關的…但基本上我大部分的支持是來自於創業團體，也就是在

台灣的創業環境系統。64」(受訪者 E) 

                                                        
61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Ah…or those agents.” 
62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No, in Hsinchu 有, yes in Hsunchu have…” 
63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Ah, I heard about that, but I did not find them or be one of them.” 
64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I met them in my 東湖 class, but I find a really hard time talking to them or 

making friends to them simply because…they usually from Southeast Asia…so Vietnam, 

Cambodia…ah…Malysia…but…but generally I was the only Pilipino in the class, and then generally I 

was the only male ah…Most of them are female…so uh…a lot of them can speak Mandarin…ah…or 

their native language, but since my Mandarin is not yet so good, it‟s sort of hard to …Ya, I can‟t even 

chat to them, if I try to speak English, they don‟t understand. Ah…so it was a bit harder to make 

friends…Ah…I’m not really active ah I mean…in those groups…and I guess they never get 

linking to my radar…ah…ah…in terms of the groups that I’m always aware of, they w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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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比較沒有去那個，他們這邊有組織…像什麼…同鄉會我目前還沒去參

加過(這樣的組織)。因為我的時間比較愛踢球，所以就是都是踢踢球這樣子。」

(受訪者 F) 

  

「沒有65。」(受訪者 G) 

  

「沒有。」(受訪者 I) 

  

「沒有。」(受訪者 J) 

 

受訪者 L是唯一一個試著去參與新住民組織的受訪者，他提到這些單位對於

新住民的想像都很狹隘，不管是辦理活動的時間，還是所提供的課程，似乎都假

定新住民為「無養家責任的女性」，並且來自於「東南亞」。因此，對於「有養家

責任的男性」且來自「美國」的他來說，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所有活動的時間都在你必須上班的時間，所以我根本沒辦法參與。如果我

沒有工作的話，我就能去，或是我可以依賴某人的收入，那我也可以去。但

我要賺錢，所以我沒辦法去做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為他們都預設，那裡會有

一個養家者，而另一個人…，因為這就像『蛤？這時間真的很不好，然後我

就明白了…我就想到這個…我想我懂了。』去年的時候我結婚後，像那個萬

華那邊，他們有像新住民的地方，可是我看到全部的東西就是…都是像女生、

女生、女生…還有你可以上課，就像…我明白了，全部的課用印尼語、用越

南語…，我沒有辦法參加這些課程。因為我不要用英文，我不需要用英文，

但…如果用其他語言，我不能…我不知道越南語…我不知道印尼語…我不知

道泰語，所以就像，我沒辦法去上課，但沒關係我還是可以學習。台灣跟很

多其他的國家在面對移民的方式都不太一樣，對於新住民的理解…我有問有

些的人像是，『嘿！你覺得我是新住民嗎？』他們說不…然後我就覺得蠻驚

訝的，『蛤？』。(他們的意思是)我不是新住民，因為你不是女生…然後我就

覺得…喔…所以他們覺得…我猜他們對於新住民的理解就是「女生」，然後

是從「東南亞」來到台灣66。」(受訪者 L) 

                                                                                                                                                               
language support…In general…ah…most of my support come from…the people I met in the 

startup …so it’s more the startup eco system here in Taiwan.” 
65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No.” 
66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All the times were the times like you have to work, so…I said…I can‟t do it 

like…it‟s like…it‟s like if I don‟t have a job, I can do it, but ah…or if I depend on an income, someone 

else‟s income, then I can do it. But I also make the income, so I cannot make it to volunteer on this 

thing. So I think it’s set up, because…the perception is that maybe there is a breadwinn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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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刻板印象 

來自菲律賓的受訪者 E，提到東南亞人在台的尌業選擇較為狹隘，職缺多為

銷售或是工廠工作。另外，他也感受到岳父母傳統的求職看法，即使他擁有碩士

學歷，仍認為只要能找到工作，尌算是去工廠也會是一個尌業選擇。 

 

「台灣網站的問題是，我會說…就他對工作的期望來說…在提供的職務方面，

雖然他們把在台居住的外國人聚集在一起，但大多是像銷售這樣的工作。例

如，台灣的公司希望把商品銷往東南亞，所以他們想找越南、菲律賓或馬來

西亞人，從那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所以…那類型的工作可以在那找到。除

了這些工作之外，就是工廠工作。我要說的是，在那些網站真的沒有太多的

選擇，基於我的背景跟期望的工作類型，如 IT、科技…要在那找到並不容易。

關於我的岳父母…他們都沒有大學畢業，然後他們比較傳統，所以他們看待

工作的方式，大概就跟台灣老人看待工作的方式一樣，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都可以…就像是去工廠工作，直到你有能力養家。只要

能找到工作就好，他們並不在意你做什麼樣的工作67。」(受訪者 E) 

 

                                                                                                                                                               
other one is…yes, because it was like…huh? The time is not really good, like…and then I 

realized…I also think about it…ah…I think I understand.ya 對…I…對…actually 現在我…對…因為

我…maybe 去年的時候我結婚後，like 那個萬華的…就是說這邊…他們痾…他們有 like ah…新住

民的地方…可是我有看到全部的東西就是 like, 都是 like 女生、女生、女生…還有有…你可以學…

學課 like, ah…it‟s like…and I understand it, it‟s like, ok…全部的課 ok 用印尼、用越語…it was like, I 

can‟t join the class, haha. 因為不要用英文，I don‟t need in English, but…if it‟s in the language, I 

cannot…I don‟t know…我不知道越語…我不知道印尼語…我不知道 like…like 泰國的語，所以 is 

like, I can‟t do the class, but it‟s fine I cans still study. 台灣跟 like some other countries maybe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way that migration for, and perception of the…新住民 ya. But 對，有很多人 like I kind 

ask…我 like…痾…我有問有些的人 like, hey 你覺得我是新住民嗎? They said no, and I was 

like…kind of surprised, like huh? 我不是新住民…is like…你不是女生…and I was like…oh…對對

對對對, so 他們覺得, I guess there is a perception…新住民就是…is a 女生…from 東南亞…come 

to Taiwan.” 
67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The problem with conduct Taiwan…though is…is a bit I would say…in terms 

of what he were expect the jobs to be…so…ah…in terms of offerings… there are ah…even though 

they gather the foreigners living in Taiwan…ah…it’s probably a job related to sales like ah…for 

example, Taiwan company wants to sale some products that’s in Southeast Asia, so…there are 

probably looking for Vietnamese or Pilipino or Malaysians… to sell produt from there or to 

serve…so, ah…those some of the jobs there found, other than jobs…ah…ah..in the factory, for 

example, or a…a…what I‟m going to say is I didn‟t really have much of choice ah…dealing with those 

websites in terms of the kind of background or the jobs I‟m looking for like, career thing IT, or 

tec…or…or jobs we …it‟s not something you were easily find there. The thing about my 

parent-in-laws though is that hmm…they didn‟t really graduate from the university. Ah…and they are a 

bit more traditional, so the way they view work, was probably the way old people in Taiwan view work, 

just got a job, for any job, ah…work in a factory as long as you…you have you are able to sort of 

pay for what your family needs then…they don‟t really care what kind of job you get as long as you 

ge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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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來自東南亞的受訪者 F認為，自己是因為讀書而非工作原因到台灣，但

卻被稱為「外勞」讓他感受到歧視。不管是身邊的友人，還是自身的工作中，皆

有遇過這樣的稱呼。 

 

「我碰到的問題是比較少，但是我看過很多朋友，他們會有這個問題。他們

是常常就被…很多事情就是…他們不該做的，但是別人還叫他們去做，或是

歧視他們就是說外來的，而且有時候還稱呼是外勞。我其實之前也是被我老

闆娘，有這樣稱過…那是一定(很不喜歡)的…就是會…因為你也知道之前不是

很多人就講外國人跟外勞…就是這兩個是，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受訪

者 F) 

 

來自日本的受訪者 I，本來很擔心僅有大學肄業學歷的他在台會很難找到工

作，卻順利尋得。他提到，不同國家也許會有不同的境遇，例如自己以前在語言

中心認識的東南亞籍同學，尌沒有如自己這麼順利。 

 

「那時候我最擔心的部分是，我沒有大學畢業的。因為很多公司需要大學畢

業...條件的部分。其實現在的公司也有需要大學畢業、英文的能力這樣子，

可是我找到了。因為對外國人的話可是這個部分，每個國家人不一樣，我覺

得。因為以前我的同學都是印尼還有越南，可是這個時候一位越南同學跟我

說，日本人跟越南人的怎麼說…待遇嗎…不一樣…對…所以真的很難過耶。能

力差不多…」(受訪者 I) 

 

受訪者 K更進一步說道，有些東南亞人的英文能力其實是可以在台灣教英文

的，但因為口音這件事，而沒有得到尊重。來自美國的他也舉例到，即使是在美

國，不同的州之間仍有存在口音的差異。 

 

「實際上，他們有一些人，是有能力在台灣教英文的，然後得到尊重…也許

他們有口音，但即使在美國也有不同的口音，所以我在這裡感受到很多的不

尊重…很多…真的很糟糕的歧視在這…關於移工…也包含移民工作者…真的很

讓人不舒服68。」(受訪者 K) 

                                                        
68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Ah…actually, some of them, are capable…also teaching English in Taiwan, 

and some of them get respect to the...maybe they have a accent, but in the U.S. an accent can be 

different, so I feel very disrepective here a lot…a very lot…and really sucks…discrimination 

here…migrant worker…but also about the immigrant workers…it‟s disgu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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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L提到身為美國人又是白人的他，在台灣其實是有白人優勢的。雖然

比較少受到歧視，但他還是會碰到一些人對於美國人的刻板印象，成為他的尋職

障礙。舉例來說，因為父母背景的關係，他的名字其實是西班牙文而非英文，所

以之前曾因別人認為他並非母語人士，而遭到回絕。他並沒有預期到種族歧視也

會在台灣發生，因此他猜想針對這些較高職位的職缺，也許做決策者是美國人。 

 

「有時候因為我的名字不是英文名字，我的名字實際上是西班牙文，因為我

是拉丁美國人，像是我的家人是…我媽媽是墨西哥移民，我爸爸是…他是美

國人…所以有的時候，當我在找跟英文相關的工作，嗯…即使我是美國人，

如果他們沒有看到我的臉跟膚色，就只有看到我的名字時，他們會想說『蛤？

像是，他不…他不會講英文…也許他只是剛搬到美國。』因為我的名字不是

英文，所以有些工作，當我申請時，他們會跟我說抱歉，他們需要的是母語

人士。然後我就會說：『蛤？我是本地人阿。』69」(受訪者 L) 

 

同樣的種族歧視，也會發生在受訪者 L朋友的身上。只因為這些人是美國黑

人、菲律賓裔美國人、台灣裔美國人…在技術跟經驗被採納之前，尌已經被下了

評斷。 

 

「有些的老闆也許他們想找某人來幫他工作，然後我推薦了一些人給他們，

是有資格、證照、有經驗的人…但他們基於各種原因，不想用那些人。有些

是因為他們的膚色，或他們像是我，並不是典型美國人的背景。他們認為的

美國人，就是喔你有黃色的頭髮，還是藍色眼睛，可是美國根本不是這樣，

是非常不一樣的。70。」(受訪者 L) 

 

                                                        
69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 Sometimes因為我的名字不是英文名字, my name is Spanish actually, 因為

我是拉丁美國人, like my family is…我媽媽是墨西哥移民人，我爸爸是…他是美國人…所以有的

時候…when I look for a job in English, ah…even though I‟m American, if they don‟t see my face or 

my skin, and they see my name, they think ah? Like 他不…他不會講英文…maybe he just moved to

美國。Because my name is not in English, so I has some jobs, where I apply, and they say sorry we 

need native speaker. And I would say, ah? 我是 native” 
70

 受訪者 L訪談原文:有些的老闆 maybe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work, and I recommend 

someone to them, that‟s qualified and have certification everything they experience…but they don‟t 

want to hire them for different reason, some of them is because of maybe their skin color or maybe 

because他們 like me, my background is not the typical American, so they think American 就是 oh 你有

黃色頭髮，還是…藍色眼睛，可是美國 is not like this at all, like ver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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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歷與證照 

一、學歷 

以移工身分來台的受訪者 A、B、C、D，談到學歷對於工作的影響，受訪者 A、

B、D皆表示沒有影響，唯有受訪者 C進一步說道，有無大學學歷會影響來台的

工作內容。 

 

「(國中學歷)沒有(影響)。」(受訪者 A)  

 

「(工作)不會(看學歷)，我們是靠技術的。因為這種行業很少，比較找不到

技術人員。它比較缺技術，所以對我來講是還好。」(受訪者 B) 

   

「如果你完成大學，你的工作是還可以的，如果你沒完成，你不會知道你的

工作內容，你也不會知道是在哪間公司。因為好的公司也會挑選好的學歷…

大學學歷對吧。如果你是公司，你會選擇什麼樣的人71？」(受訪者 C) 

 

「沒有72。」(受訪者 D) 

 

大學肄業的受訪者 F表示，對他來說高中學歷找工作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因為少了大學這段經歷，讓他缺少了電腦應用學習的機會。 

 

「找工作是沒有影響，但有時候是，我們是想用在生活上，想用到的東西就

是被缺少。譬如說是…因為我們是高中…我們那時候沒有學電腦…我們接觸電

腦就是…沒有接觸到。那現在就是有生活上，就是有需要用電腦去打字，然

後做什麼一些那個像列印的出來啊，但是我們就沒辦法做。」(受訪者 F) 

 

另外受訪者 I表示，自己很擔心學歷不高在台灣很難找工作，但最後還是有

順利找到。 

 

「因為那時候我最擔心的部分是，我沒有大學畢業的。因為很多公司需要大

學畢業條件的部分。其實現在的公司也有需要大學畢業、英文的能力這樣子，

                                                        
71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If you finished university, your work is ok…yes, if you are not, you don‟t 

know what‟s your work, you don‟t know the company. Because good company will look for good 

degree right…the college degree right… If you are a company, what people you‟ll choose?” 
72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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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找到了…」(受訪者 I) 

 

二、證照 

受訪者 I跟 L兩人分別都在母國取得教學證照，有助於他們在台的尋職。受

訪者 I在台待業的兩年之間，曾到太太介紹的社區協會開設日文課作為打工。而

受訪者 L來台之前，即有預期到過去的英語教學訓練，到了台灣之後可以派上用

場，之後順利地找到補習班的英文教學工作。 

 

「我有好像教日文的執照，但這個不是考的，我去參加一個學校 427 個小時

在那邊上課，我可以找到一個執照。這個是好像是一個我可以教日文，好像

這樣的感覺。還有如果去學校教日文的時候，應該需要這個執照。」(受訪

者 I) 

 

「嗯上課，在我的大學裡面，他們有一個 ESL 訓練計畫是教 ESL 給英語作為

第二語言….73」(受訪者 L) 

 

受訪者 L過去在台灣當韓文導遊的時候，還未有相關的資格考試。但他最近

打算在疫情變好之前，把這張證照考到。 

 

「當時的話…2017 年、2018 年的話，沒有那個韓文導遊的那個資格(考試)。

就當時沒有資格，應該 2019 年開始有。但是就是我覺得，就我目前想那個

就是什麼…就那疫情就變好之前，就想考那個導遊的考試。目前就反正就沒

有空做，但是就我還在想。」(受訪者 J) 

 

第五節 低劣勞動條件 

一、低薪 

受訪者 C提到他目前的薪水，如果不學會控制預算的話，花錢會比較吃緊。

若像其他同鄉，又有抽菸、喝酒等習慣的話，根本無法存錢。 

 

                                                        
73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Ya 上課，在我的大學裡面，他們有一個 ESL training program to teach ESL 

for…Ah…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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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中一個困境就有時候是錢的問題。我在錢的方面還有控制預算上有困

難…像是我該如何說…有時候對吧東西很貴…像是食物…這真的很難，有時候

錢很緊。但如果你知道如何控制預算的話，這就不會是問題。因為我不抽菸，

我不常喝啤酒，也許我沒有問題。我沒有…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的錢是夠

的。然後有些菲律賓人，因為他們抽菸…他們沒辦法存錢。我不會那樣做，

所以比較好74。」(受訪者 C) 

   

受訪者 D目前在菲律賓餐廳的兼職，時薪為每小時 150元，相較現在基本工

資為每小時 160元，顯然有違法之虞。另外，受訪者 I的日文兼職，雖然是他主

動提出不要太高的價碼，但 1小時又 15分鐘計薪 150元，亦略顯剝削。 

 

 「他們付我每個小時 15075。」(受訪者 D) 

 

「便宜喔…我不要太貴…因為我…雖然我有執照，可是我不太多經驗，還有他

們的目的不是考試，好像一般會話…輕鬆。所以我教日文的速度也不太快，

慢慢的。對…1 個小時又 15 分鐘，150 塊。」(受訪者 I) 

 

受訪者 I也提到，相較於日本來說，台灣的薪水很低。所以比較多日本男性

會選擇來台學習中文後，回去日本找工作，增加自身的競爭力。 

 

「弱的地方是，對日本人來說，一定薪水太低。日本的話…可是日本當然生

活費，還有稅金也很貴，可是薪水更多，應該三倍、四倍這樣子。我的話以

前在日本每個月可以存三萬多台幣。」 (受訪者 I) 

 

而目前因為疫情關係，採線上韓文教學的受訪者 J，必頇靠自己的力量找到

學生，所以每個月的收入並不穩定。而他也覺得現在的收入不夠用。 

 

                                                        
74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Oh,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s also sometimes the money. I have problems with 

money and how to budget things…like how can I say…sometimes right the things expensive…like the 

food…it‟s very hard, sometimes the money is hard. But if you know how to budget, it‟s no problem. 

Maybe I have no problem, because I don‟t smoke, I don‟t always drink beer. I don‟t so that, that‟s why 
my money is enough. Then some Philippine people, because they smoke…they cannot save. I don‟t do 

that, it‟s more ok.” 
75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They paid me a per…per hour 15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02

72 
 

「就不夠…這一個月目前就加一加就 4 萬、5 萬這樣子，就不穩定…」(受訪

者 J) 

 

二、長工時 

以移工身分來台的受訪者 A、B、C，目前仍在當初的工廠工作，可以發現他

們的工時較長。受訪者 A一週上班 6天，一天上班 12個小時，中間休息 1.5小

時。受訪者 B則是一天工作 8小時，若加班的話會延長 2個小時。受訪者 C亦是

一週工作 6天，週五跟周六的工時為正常的8小時，但週一至周四若有加班的話，

會到晚上 8:30、9:30…」 

 

「(一週上班天數)6 個。12 個小時。夜班的 8 點到 8 點，如果…一樣阿，白

天 8 點到 8 點，白天有休息那個 12 點中午阿，然後那個加班休息 5 點到 5

點半，5 點半到 8 點是加班這樣。」(受訪者 A) 

 

「8 個小時，有加班。有時候 2 個小時這樣。因為我是帶班阿，有時候沒什

麼事我就早一點下班這樣…」(受訪者 B) 

 

「(從週一到)週六。如果是禮拜五跟禮拜六，工作是 8 點到 5 點。禮拜一到

禮拜四的話，如果加班就是到 8:30、9:00。76」(受訪者 C) 

 

仍頇償還借貸的受訪者 D，目前除了有一份在東南亞雜貨店的正職，每週上

班 5天，每天上班 12小時，並視情況延長外，他另有一份在菲律賓餐廳的兼職，

為一週上班四天，一天 5個小時。 

 

「我有兩天可以休息，是在週二和週四，這是固定的。(上班)8 點到 8 點，

但如果我們有很多工作的話就會延長，就會是到晚上 10 點、12 點。現在，

我還有一份兼職，是禮拜一、禮拜三、禮拜五跟禮拜六，從早上 1 點到 6

點77。」(受訪者 D) 

 

                                                        
76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From Monday to)Saturday. If Friday and Saturday, the work is 8 to 5…is 

Monday until Thursday…if overtime…8:30, 9:30…” 
77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I have two rest days. Tuesday and Wednesday always. It‟s fixed. Ya, 8 to 8. 

But if we have a lot of work, we extend. They got 10 in evening or 12 in sometime. Then „ll drop in the 

evening. Now, I also have a part time job. Ya, Monday, Wednesday, Friday, Sunday, from 1 a.m. to 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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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因為自行創業，開設一間義大利麵店，目前的工作時間是每周一至

日的早上 10點至晚上 9點半，偶爾在人力充足的狀況下，才會抽空休息。 

 

「禮拜一到禮拜天每天，我沒有(假日)，我甚至有時候沒有休息。我都上班，

好像都沒有休息。偶爾有時候會抽一點時間，有員工嘛，他們可以做，我就

偶爾抽一點時間去休息這樣。」(受訪者 F) 

 

三、不穩定尌業 

受訪者 J跟 L在台的尌業型態皆屬於「不穩定尌業」。受訪者 J除了自己有

在線上家教韓文外，另外目前跟韓文補習班屬於承攬關係，並無勞保的保障，亦

頇自行承擔招生的風險。 

 

「對，那個什麼就不是僱傭關係嗎，就像那個 contractor，沒有(勞保)。

上網上課的部分是我自己做，跟補習班完全沒有關係。然後(補習班)他們就，

基本上他們也不太會幫我找學生。就他們的方式就是這樣子，就他們也有他

們自己的平台，然後就老師們就開課，平台上開課，然後就讓那個就學生，

他們叫學員。就讓學員就自己選課，選想聽的課。然後就沒有特別那個什麼，

就幫老師什麼，找那個學員或是特別那個，跟學員推薦我的課，就沒有這樣

的東西。就是根本就沒有那麼容易。」(受訪者 J) 

 

受訪者 L目前是博士班在學學生，在台的工作包含英文教學、英文編輯等兼

職工作。 

 

「是的，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工作不是典型的，因為我有很多不一樣的

工作，它們都不是像全部全職，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有的時候有時間可以做家

事，然後有的時候也許我會有一點忙碌78。」(受訪者 L) 

 

四、尌業上差別對待 

受訪者 I提到因為自己是日本人的關係，所以試用期跟職場中其他台灣人不

同，為 6個月。 

                                                        
78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Yes,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my work…ah…it‟s not really typical,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jobs, they are not all…它們都不是 like全部 full time, so this…這是為

什麼我有…有的時候時間可以做家事，and 有的時候 maybe 我 I might be a little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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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三個月…可是我的話，日本人的關係，還有怎麼說，只有一個日本人

的關係，半年試用期。」(受訪者 I) 

 

第六節 小結 

聚焦於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尌業影響因素，茲分成「中文程度」、「社會網絡與

社會支持」、「刻板印象」、「學歷與證照」與「低劣勞動條件」，進一步的說明與

分析如下： 

一、中文能力的匱乏為多數新住民男性在台最大之尌業困境 

撇除來自澳門或是因為中文學習原因而來台的新住民男性，不論是談到在台

的尌業困境還是尌業市場中的劣勢，多數認為「中文」是在台尌業最大的障礙。

儘管是來台 10餘年的新住民，到現在仍頇仰賴翻譯軟體，或是透過中文能力較

好的外籍同事，作為溝通的橋樑。遑論初來台者，即使擁有碩士的高學歷或是專

業背景，仍因不諳中文，而碰到尋職上的困難，或是限縮其尌業選擇。 

究其原因，礙於工作時間衝突、經濟壓力、課程難易度、疫情等原因，讓多

數新住民男性無接受過完整的中文學習課程。另外，周遭使用語言的環境，也深

深地影響新住民男性中文能力。例如，身邊的親友、同事會因為想要學習其他語

言，而不用中文與新住民男性溝通。相對的，對於僅有一位與岳父母同住的新住

民男性來說，在家中與岳父母溝通即促成中文學習的機會。 

二、新住民男性在台尋職管道多元，以人際網絡為最大宗，然政府正式尌業服務

機構缺席。 

新住民男性在台尋職的管道可以分成，人際網絡、人力銀行網站、社群論壇、

自行創業、個人主動詢問、機構等多元的方式。其中以人際網絡為最大宗，又來

自東南亞的新住民男性多仰賴「同鄉友人」的網絡，其餘則以「太太」的網絡為

主。另外人力銀行網站以及社群論壇皆是新住民男性尋職的重要管道，尤其社群

論壇對於英文工作的尋職有更大的幫助。然而，可以發現研究對象均未提及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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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正式尌業服務機構」作為尋職管道。 

三、新住民男性與新住民社會支持團體的連結感低 

大部分的新住民男性在台都不曾接觸過「新住民社會支持團體」，如一些新

住民協會或組織，原因包含沒時間、距離遠以及不敢興趣。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

較不傾向將時間投入於此。 

即使有意願投入，也會發現台灣對於新住民的想像很狹隘，不管是辦理活動

的時間，還是所提供的課程，似乎都假定新住民為「無養家責任的女性」，並且

來自於「東南亞」。因此，不免在課程的內容以及時間安排上，有所偏頗。而因

為性別與國籍的關係，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男性，亦難在中文課程中結識其他新

住民，而是以尌業、運動相關的團體為主。 

而這也可能反映在新住民男性會認為女性更有創業優勢上，如以新住民女性

為教學目標，常見的「美甲」、「美髮」課程，使得新住民女性在習得這類專業後，

可以直接投入於尌業市場。相較之下，男性則較無連結與資源。 

四、來自家人與社會的刻板印象，限縮新住民男性在台的尌業選擇。 

台灣社會長期對於東南亞籍人士的刻板印象，多來自從事低階工廠、照護工

作的移工，容易影響他人對於東南亞籍新住民男性的求職看法以及其尌業選擇。

即使擁有高學歷，但源於刻板印象，所接收到的尌業資訊多為銷售或是工廠工作。

亦有新住民男性表示，若被以「外勞」稱呼，會有歧視之感。 

同樣地，若要在台從事英文相關工作，亦會因國籍、膚色、口音等原因，而

被貼上非母語人士的標籤，錯失了工作機會。 

五、學歷對於新住民男性尌業影響小，惟證照有加分作用。 

學歷對於新住民男性求職影響小，即使學歷不高，仍能順利找到工作。惟證

照的取得與否，在教學、導遊這類型的工作上，是有加分作用的。 

六、新住民男性低薪、長工時、尌業上差別對待的尌業型態，有違法、尌業歧視

與過勞之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02

76 
 

在不諳我國的的法律制度，而缺乏相關知識的情況下，新住民男性容易落入

較差的勞動條件，遭雇主的不當對待與歧視。常見如低於基本工資的時薪、長於

本國同事的試用期，以及吃緊的收入。 

另外，以移工身分來台者，多延續當初作為移工時的工作內容與時長。在工

廠的尌業環境中，一周六天的工作日，以及一天 12小時的工作時長似乎已成常

態。遑論為了償還借貸，又於正職外另行兼職者，恐有過勞的疑慮。 

七、新住民男性投入承攬、自僱尌業類型，需承擔更多風險。 

在承攬的尌業型態中，新住民男性除了沒有勞保的保障外，亦頇自行承擔招

生風險。因此，在收入的來源上較為不穩定，也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 

而另一位自僱者，雖然目前博士班在學，但工作皆是兼職型態，以自行接案

或到校授課的方式工作，尌業型態亦屬於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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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職涯評價與展望 

除了剖析新住民男性在台求職、尌業會碰到的議題外，為了更加了解新住民

男性在台尌業的主體感受，因此歸整出其在台的「職涯評價與展望」。延伸而來

的自我評價面向包含「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劣勢」、「在台尌業是否滿足期望」以及

「未來是否想換工作或創業」，整理如下： 

第一節 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劣勢 

一、優勢 

當問到受訪者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勢時，受訪者 A、C、D、F、K表示自身的優

勢為「人格特質」，包含配合度高、學習力強、願意嘗試新事物、擅長溝通、不

怕苦以及自信心。 

   

 「配合公司。」(受訪者 A)  

 

「我的優勢是，我可以學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後有時候我的優點是，我不害

怕嘗試新的東西79。」(受訪者 C)  

 

「我的優點是學東西學很快。我擅長溝通也很友善，我可以跟所有在台灣的

人溝通，也可以跟移工、台灣人、印尼人、越南人…我可以跟他們溝通，所

以我學習力很強80。」(受訪者 D)  

   

「欸優勢是，算是比較認真不怕苦，就可能就這個優勢，而且比較有平等的

去…就怎麼講…我還是覺得是比較…自己要認真去做…而且本身覺得有這個

能力。」(受訪者 F)  

 

「我的優勢就是自信，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81。」(受訪者 K)  

   

而受訪者 B、E、G的在台優勢則為自身的「專業」 

                                                        
79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my strength is…I can learn…I can learn what you want me to do…then 

sometimes…my strength is…I‟m not scared to try new things.” 
80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My strength is…I‟m a fast learner. I can communicate… I‟m also friendly…I 

can communicate all the…all the…all the peoples here in Taiwan, migrant workers, Taiwanese, 
Indonesia, Vietnamese…I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m, so I am a fast learner, ya.” 
81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ya, it‟s about…the strength is confidence. Ah…I don‟t care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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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可能技術阿…我是靠技術，跟台灣人學。因為這種行業很少…比較找

不到技術人員，它比較缺技術，所以對我來講是還好。」(受訪者 B)  

 

「說到我的專業的話，我有很多可以貢獻給台灣的市場。因為我專注的領域

是有高需求的科技領域。我也有金融背景，如果你在找台灣的金融科技公司，

這樣的背景也是有需求的。我有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背景，這也是一個相當

新的領域，然後它符合台灣正在發展的領域。在台灣的這些目標之下，需要

有更多的人工智慧工程師、機器學習還有科學家。我認為我所擁有的背景，

是可以真正為台灣社會有所貢獻的82。」(受訪者 E)  

 

「我的優勢是我的專業。因為我現在是負責公司中的 CPA，而會計…財務專

長是我的後盾，他們都告訴我說你很專業，所以沒問題83。」(受訪者 G)  

 

另外，受訪者 H跟 I的優勢為其「背景」。來自澳門的受訪者 H說道，因為

成長的背景不同，所以看待事情的角度也會不一樣。而來自日本的受訪者 I則認

為，如果有一定中文程度的話，會說日文本身尌是一件加分的事情。 

 

「優勢的話，應該會是說，本來的生長環境不一樣吧，所以就是在一些事情

的觀點上會跟在台灣本地生長的不太一樣。」(受訪者 H)  

 

「我的經驗中，日本人的話應該在台灣找工作，應該不太難我覺得，日本人

的話。原因是日文，還有日本的文化，我覺得可是需要中文程度，應該需要

中等以上的中文程度。」(受訪者 I)  

 

受訪者 J提到「語言能力」可以是他的尌業優勢，但如果沒有其他專業的話，

語言不全然是一個優勢，唯有同時具備專業跟語言能力才有競爭力。 

                                                        
82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I think in terms of my strength, I have a lot to offer…ah…the Taiwan 

market. Ah…simply because I‟m lock on in…in tech which is in demand. Ah, I have a background in 

finance…uh…which is also in demand if you are looking at FinTech companies here in Taiwan. 

Ah…I…I have…ah…I have background in AI machine learning…ah…so is also a fairly new 

field…and…it‟s in line with what Taiwan is trying to build, want more AI engineers and more machine 

learning…ah…and scientist here in Taiwan…so…in…in line with those goals in Taiwan, I think in 

terms of the package I offer…does the fact I am…I‟m a sorts agree…ah…I can see 

myself…uhh…someone who can actually contribute to ah…the society here in Taiwan.  
83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h…my strengths in the professional, because I always know that I even…I 

deal with ah…the CPA office in my company current company now, ah…that accounting, finance side 

is my backup, they always find themselves all they tell you are very profession, so it‟s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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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應該沒有特別的很厲害的就優勢，反正就其實我自己發現那個什麼，

就覺得會講某一個語言，沒有什麼意思。當然就你會講的話，當然就有一點

用，但這個不代表你…如果你沒有其他的能力，就因為你會講某一個語言，

就其他東西都不用，就不代表這樣子。然後我…因為可能就這樣的關係，我

才在…上那個什麼網路大學，這樣子。對就是…專業…就沒有我自己的專業…

就希望就趕快找到某一個…」(受訪者 J)  

 

受訪者 L的尌業優勢包含「新住民身分」、「語言能力」以及「專業」。他提

到過去在尚未成為新住民前，繁雜的工作申請程序，會影響雇主僱用的意願。現

在不僅不需要跑這些流程，也因為中文能力的提升，輔以自身的專業，讓他有更

多的工作機會。 

 

「嗯我認為對很多雇主來說，我的其中一個優勢就是我跟台灣人結婚，因為

在這裡的規範，對於沒有結婚的人或者是沒有任何連結的人來說是更麻煩的。

對於公司或企業來說，因為他們必須處理不同的合法手續，所以可能會想說

要不要再次僱用這個人。另一點就是，我覺得我的語言能力大致上來說還算

不錯。因為用中文很方便，大家也比較舒服，所以當他們知道你會說中文，

同時也有研究的能力，我就曾在期刊上發表過，也幫忙其他人發表…然後我

在這裡有教育工作的經驗，所以像是這些東西，我想我有很多相關的背景，

這樣很好84。」(受訪者 L)  

 

二、劣勢 

12位受訪者中，即有 7位表示自己在台尌業市場的劣勢為「中文」能力。

受訪者 E更提到，去過很多國家的他，發現在台灣如果不會中文的話，很難辦理

各種事情。另外，受訪者 I認為在台的日商公司可能較無法接受中文程度不好的

                                                        
84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Well I think for me, one is…I think for many employer, one is that I‟m 

married to Taiwanese…because 因為 for the regulation here, ah…it‟s more 麻煩 for someone that is 

not married, or doesn‟t have a tie, because they have to go to different legal procedure…the…so…for 

the company or the businesses, to them may like be, ah…do you want to hire this person again, or do 

you want ah…because…like..And another just like, I guess my language are good for the most part, 

because ah…although something will say, we use English is good to Chinese…to work 用中文很方便, 

it‟s…everyone is 比較舒服…more comfortable…比較舒服…對 so when they know that you can do 

this kind of thing, you can also like have research skills, ah…I published in…in journals, I help people 

with publications, like, so I have a lot of things…I can help people understands, and I have 

ah…experience working in education here, so…like all these kind of stuffs, I guess I have a lot of 

references…that‟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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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因此會讓中文能力不好的日本人在尋職上卻步。 

 

「喔不會寫啊，還有看不懂。因為寫…不是我寫泰國的就是問那個他們的阿，

還有公司還有一個泰國的…結婚來的…他比較厲害。因為我的公司還有一個

人是他講台灣比較厲害，他那個帶班的，像副班長這樣。對我有什麼，我問

他的。」(受訪者 A)   

 

「還好啦，就是這個中文。對，因為中文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弱，圖面全部都

是中文。」(受訪者 B)  

 

「但問題就是講話的部分…口說，那是我唯一個劣勢85。」(受訪者 C)  

 

「唯一的隔閡就是語言。我會說在我來台灣之前，我有機會去很多地方旅遊，

不管是因為工作還是去度假，我有很多比較的機會。像是我可以跟新加坡、

馬來西亞、美國、澳洲、香港、澳門、台灣、日本、韓國這些國家做比較…

我會說台灣是這之中比較困難的。如果要去辦理一些政府單位、銀行、工作

申請的事情，需要會中文。中文在這裡真的非常重要86。」(受訪者 E)  

 

「我的劣勢就是中文87。」(受訪者 G)  

 

「語言，還有日本人的話應該不敢，因為日本人的話…因為(要去)日本的公

司的話，比如說現在的我的中文程度沒辦法找到工作。可是台灣(公司)的話，

他們接受我的中文程度，所以這個部分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很多日本人，覺

得好像，欸我的中文還不夠好，就不敢去找。沒有自信…阿對沒有自信…我

覺得。」(受訪者 I)  

 

「有的時候我會感到疲憊。我現在的劣勢是我的身體，我身體有一些不適，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的劣勢是…大多是中文…不會說本地的語言
88。」(受訪者 K)  

                                                        
85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but the problem is only the talking…the speaking, that‟s the only weakness I 

have…” 
86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The only gulch is the language…ah…I would said that ah…before I coming to 

Taiwan, I have the chance to travel to many different places, either for work or for vacation, so I have a 

chance compare ah…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the certain place, like…ah…I can compare Singapore, 
versus Malaysia, versus the U.S., versus Australia, versus Hong Kong, Macao, Taiwan, Japan, 

Korea…ah…and I would say that ah…Taiwan is one of those places is sort of difficult…ah…to get 

something done…uh…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 dealing with banks, applying for jobs unless you 

know the language, ah that is Mandarin, so Mandarin is really important here. 
87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My weakness is…the …ah…the Mandarin.” 
88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Weaknesses…ya sometimes I am, I did tired. My weakness is my body now, I 

had some physical…which is weird, but I don‟t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My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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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自澳門的受訪者 H雖然在台灣沒有中文使用上的問題，但因為其工作性

質會接觸到中南部的傳產老闆，因此「台語」成為他在台的語言障礙。 

 

「因為我們做品牌很多就是跟消費市場有關，那比如說你要跑到中南部，開

始要講台語，那這一塊我就比較不行。你溝通上可能跟那一些傳產老闆要講

話，他們都講台語，你可能就不…就是沒辦法跟他們直接用這種方式溝通。」

(受訪者 H)  

 

受訪者 D則表示其在台尌業市場的劣勢為「人格特質」，包含容易想睡以及

較為內向。 

 

「劣勢就只是我有時候會很想睡…我是一個容易想睡的人。如果說到找工作

的困難，有時候我很內向，也就是為什麼…我有點害羞…但如果我現在認識

你的話…89」(受訪者 D)  

 

受訪者 J認為自己尌算有中文跟韓文的語言能力，但沒有其他的「專業」，

這樣的能力其實幫助並不大。所以他才會想要繼續完成大學學業，培養其他的專

長。 

 

「說實話應該沒有特別的很厲害的就優勢，反正就其實我自己發現那個什麼，

就覺得會講某一個語言，沒有什麼意思。當然就你會講的話，當然就有一點

用，但這個不代表你…如果你沒有其他的能力，就因為你會講某一個語言，

就其他東西都不用，就不代表這樣子。然後我…因為可能就這樣的關係，我

才在上那個什麼網路大學，這樣子。對就是…專業…就沒有我自己的專業…

就希望就趕快找到某一個…就能…」(受訪者 J)  

 

來台已經 18年，並且自己經營義大利麵餐廳的受訪者 F表示，目前並無太

大的尌業劣勢。 

 

「劣勢就算是…感覺就沒什麼啦…」(受訪者 F)  

                                                                                                                                                               
is…Chinese mostly…lack of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89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 Ah, weakness I‟m just a sometimes I might sleepy…I‟m a sleepy person. Ah 

difficult to find a work. Sometimes I‟m shy that‟s why I…a little bit shy…but if I know you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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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台尌業是否滿足期望 

受訪者 D認為自己遇到的公司不錯，因此在台的尌業情形有符合期待。而受

訪者 G跟 H也表示，大致上是有符合期待的。受訪者 I也說到，自己在來台前期

待的事情都已發生，唯獨中文的部分還需要多加強。另外，受訪者 L也持較正面

的態度，以自身經驗出發，認為現在在這裡已經很習慣，也有很強的連結。 

 

「有的，因為台灣這裡很好。也許我會遇到…在我的工作，但公司已經很好。

我知道台灣也有不好的工作，是吧90？」(受訪者 D) 

 

「大多有符合…91」(受訪者 G) 

 

「如果只是講工作上的就業情況的話，應該也算有吧。我覺得大概有六、七

成還算是符合我的期待這樣子。」(受訪者 H) 

 

「哦(落差)沒有耶。我在日本期待的事情，都已經突破…都已經達到了…現在

教日文，還有在台灣企業的工作。可是我的理想是，多一點中文練習。阿怎

麼說，我的中文當然還不夠好，這個部分我還在…」(受訪者 I) 

 

「現在對我來說，在台灣，我跟我的太太，我們可以過上還算舒適的生活，

其他東西也沒什麼問題。我覺得…現在我喜歡住在這邊，我真的很習慣了，

也感到很舒適，所以我沒有這個興趣去別的國家工作。我覺得剛來台灣的時

候，到現在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變。也許以前的時候，我會覺得要賺多一點

錢，也許去別的國家。可是現在我覺得我的連結在這，我在這有很強的連結，

不只是因為我喜歡台灣，而是很個人層面的，像是我的家人現在在這92。」

(受訪者 L) 

 

受訪者 K認為在台灣是可以有很多尌業選擇的，但說到補習班的情形，他認

                                                        
90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yaya, because here in Taiwan is so good. Maybe I encounter…all my work, 

company already good, but I know there‟s…ya, but I know there‟s a work here in Taiwan that‟s not 

good, right?” 
91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Ah…還好…yes…sort of yes…mostly yes…” 
92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For now like, in Taiwan, 我的…我跟我的太太，we can live pretty 

comfortable life, everything is pretty fine. 我覺得…現在我喜歡住在這邊…I‟m really kind used to it, 

I‟m very comfortable…所以…我沒有這個 interest like 去別的國家工作。我覺得我住在台…我先來

台灣的時候，從現在…like kind of value…might change a little bit, maybe 以前的時候, I might…我

覺得 I mean…哦…我要做…要賺多一點錢, maybe 去別的國家。可是我覺得我的 tie is here, I think 

I got very strong tie here, it‟s not just like, oh I love Taiwan, it‟s like…it‟s a very personal level…like 

my family‟s her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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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不全然符合預期中那樣。 

 

「如果只是說補習班的話，一半一半。就業情形…我通常是在傳統的補習班，

它們通常都沒有被好好地整理，不只牆面沒有漆好，東西也沒有擺放整齊。

即使他們有課程安排，也沒有好好規劃。然後是在台的選擇，如果不說補習

班的話，其實有很多選擇，我知道有人在做聲音工作、演戲，也有做工程師、

工廠工作…93」(受訪者 K) 

 

受訪者 E雖然在來台前尌已經預期到會碰到困難，但實際來台後還是深刻感

受到尌業選擇並不多。如果以他的專業來說，台灣常見提供給菲律賓人的銷售還

有工廠工作，並不符合他的期待。只能往大公司，或是藉由人脈去尋職。而說到

尌業情形的話，因為現在他所待的公司並非台灣企業，因此只能透過太太的經驗

分享來了解。 

 

「如果說到來台之前的期望，我那時已經知道這會很困難，我也知道並沒有

太多的就業選擇。很多的工作並不是我要找的，就像我前面提到，這只有銷

售產品回母國的業務工作，或是在工廠工作。這裡並沒有很多資訊科技的工

作，所以我只能在像是 Google、Amazon、Microsoft 這樣的公司找到資訊科

技的工作，然後試試看有沒有機會進去，但我沒有成功。就台灣的就業環境

來說，我想我不太能對台灣的公司是如何運作給予太多評論，只能透過我太

太對於她自身公司的描述來做評斷94。」(受訪者 E) 

 

自行開設義大利麵餐廳的受訪者 F表示，當初在接這間義大利麵前，前景是

很看好的。無奈迫於環境的改變，再加上自己從員工變成老闆後，才體會到這份

                                                        
93 受訪者 K訪談原文: ”If we‟re just going on Buxiban, yes and no. Do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conditions…I usually hold it in a traditional Buxiban, ah…because there usually not well 

maintained, they aren‟t well painted, they don‟t seen organize, although they might have a curriculum, 

ah…they don‟t have organization, and choices, employment choices in Taiwan…if you going outside 

the Buxiban, there are a lot options, I‟ve known people who do voice work, acting work, ah…they do 

engineering work, they do factory work…” 
94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 in terms of expectations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I already know that 

it‟s gonna be difficult. And I already know that ah…in terms of the job that gonna…not a lot, a lot of 

job…,don‟t really the kind of jobs…that I‟m looking for…ah…cause I mentioned it, my ability to sales, 

which is development bring their products to ah…to your home country or worker in the 

factories…uh…there‟s not a lot of IT works…so…uh…the IT work I only find if I actually reach out 

to…ah…companies like Google, Amazon, Microsoft…uh…and then try my luck and see if there AI 

will kick out…uh…which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In terms of the condition in Taiwan, I cannot 

really comment on how Taiwanese run there companies…I can only judge them based on how my wife 

describe thei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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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辛苦。 

 

「就是我們現在接這個就是，變成客人都已經減少很多。對，再加上就是，

你自己下去做後你才知道，哦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麼順，就這樣子…」(受

訪者 F) 

 

受訪者 J提到，自己對於在台尌業根本沒有什麼期待，當時唯一的考量尌是

跟太太一貣生活。至於工作的部分，尌是先從能做的開始做，希望未來可以找到

有發展的公司。 

 

「就根本沒有特別想過那個，就特別的目標或者是目的，就先找一找我能做

的，然後就以後希望能找的到我…就那個厲害的公司…這個有那個未來性的

就這樣子。」(受訪者 J) 

 

第三節 未來是否想換工作或創業 

受訪者 A、B、C目前都無換工作的打算。受訪者 B提到現在的工作已經做了

很多年，也已在這裡買房，並沒有換工作的打算。受訪者 C基於年齡限制跟工作

熟悉度的考量，也不打算換工作，但他在工作之餘也有開啟借錢的小事業，未來

想繼續發展一些線上事業。 

  

 「現在…沒有拉。」(受訪者 A)  

 

「對，目前就不會。穩定拉…10 幾年了穩定了，就不想再換了，這邊就買房

了，換下去就怕會很遠…」(受訪者 B)  

 

「我想要在這間公司一直工作到老，因為我喜歡我的工作。除了能夠掌握我

的工作之外，因為我了解我的工作，所以我也可以對我的工作說『不』。再

來就是我的太太現在跟我一起在那工作，但或許我會選擇這間公司，是因為

我已經 37 歲了，這工作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如果我要換工作的話，我的薪

水會變少，所以我必須接受這樣的現況。另外，我在這裡工作的同時，我也

想要開始自己的事業。現在我的新事業是，有些人會跟我借錢。像是菲律賓

人想借錢，我會借給他，然後收一些手續費，但我也想要幫助他們。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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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借了 1000 元，下個月就還我 1030 元，多一些這樣…95」(受訪者 C)  

 

受訪者 D、E、F、J、L未來都有創業的打算。其中，受訪者 F本身已經擁有

一家義大利麵餐廳，之後仍想再開一間越南料理餐廳。而受訪者 L考量未來的家

庭規劃，並配合太太的工作性質，他說道太太希望他創業，讓時間變得更為彈性，

可以做一些像英文相關的服務，如協助企業、海外遊學… 

 

「在未來，我有想過，我想要擁有自己的事業。那是我的夢想。像是開一間

餐廳…菲律賓餐廳…因為在台灣開菲律賓餐廳可以賺很多錢。我有學過煮菜，

我知道如何煮，也有跟我的媽媽學96。」(受訪者 D)  

 

「總之…我的目標依然是擁有我自己的公司97。」(受訪者 E)  

 

「有，想過。可能打算大概一年、一年後，就等到小孩再長大一點，那我們

就開一個越南(餐廳)…也不會很大，就是小小的…夠坐…」(受訪者 F) 

 

「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換工作)。(創業)可能就…目前的想法是貿易…對。反正

就我想說我比較了解韓國那邊的那個什麼，就產業阿或者是什麼，那個文化

或環境這樣子，如果我真的要做貿易這樣的話，那就應該…這樣的…我自己

的背景算是就…優勢嘛。」 (受訪者 J)  

 

「因為我太太工作性質的關係，所以我必須這樣做…(創業內容)我可以做編

輯或是…其實現在我跟有些的朋友，我們有在討論要做些事情。我們的事業

想要做各種事情，像是協助商務人士、學術…或是學生他們要去國外念書之

類的，他們會需要學術寫作的幫忙、出版，我們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我們

                                                        
95 

受訪者 C訪談原文: ”I want to still work in my company until I grow old, because I love my job. 

Because is good to have a job that you can control the job…I can say no to my job, because I already 

know the job, yes. Then also have my wife who work there together, but maybe I always choose the 

company, because for me it‟s easy than…my age already 37…if I try to change work, I‟ll go back to 

the salary is small…so for now, I need to accept this. The only thing I want is…when I work here…I 
want to start to have my own business. For now my business is…is someone borrow money to 

me…Philippine people want to borrow…I let them borrow, but…a little grow…ya…yes, I want 

them…I want to help them…for example, she borrow 1000 塊, next month yo must pay me 1030, the 

grows…” 
96 

受訪者 D訪談原文: ”In future, ah, I think about it, because I want to own a business. That‟s my 

dream. Like a restaurant, Pilipino restaurant, because is so…there‟s a lot of money in the Pilipino 

restaurant…here in the Taiwan. Because I learned the cook, I know how to cook. Ya, and also I learn it 
from my mom.” 
97

 受訪者 E訪談原文: ”Ah…I think in general ah…my objective is still to run my own 

compan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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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提供編輯的服務98。」(受訪者 L)  

   

受訪者 G考量自身的專業，未來並沒有打算要創業。 

   

「對我來說，我的專業…我喜歡我的會計專業，所以我從未想過要創業。我

知道如何學習商業，管理財務然後提供意見，『現在你…你需要更多的現金，

現在你公司的營利像這樣…』但要我做這些…像這樣的商業…我並不擅長99。」

(受訪者 G)  

 

受訪者 H跟 I未來都有考慮要換工作，受訪者 H甚至計畫可以去到其他國家

尌業。 

 

「專業上應該還是這個領域拉，換公司之類的吧。對阿，因為你工作的那個

專業度的東西你沒辦法不累積，你如果跳到其他行業，活不下來吧。如果你

是說工作地方的話，當然如果有好的工作機會會去啊。之前有討論過就是覺

得應該空氣比較好，然後比較不會有…可能就新加坡吧，所以(歐洲)那個就

比較不可行。」(受訪者 H)  

 

「現在我好像是…薪水…我現在真的無所謂了。我現在都是我的感覺都是學

習的感覺，好像是大學的感覺，還在嘗試。所以如果我…現在我需要經驗的，

經驗還有知識。應該我的話，我應該換工作，但是現在不知道。」(受訪者

I)  

 

此外，受訪者 F認為新住民女性更有創業優勢，除了因為特質外，亦認為她

們容易投入於特定產業如美甲、美髮。 

 

「這個我們應該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但是新住民我覺得女生會比較有點優

勢。他們是比較…做生意上，他們好像就比較好一點。就感覺是這樣的，就

                                                        
98 受訪者 L訪談原文: “Ah…because I think with 我的太太的工作, I might need to be like this. 

Ya…it can…I can do editing and also like…ah…I‟m actually 現在我跟有些的朋友，we are thinking 

of doing something. So we might make a business so we do several thing, like we can do things for like 

business people, like or academics or like…students 他們要去那個國外念書, like 讀書 whatever, 他

們 maybe help with by you know like academic writing…publishing, we can provide that service. We 

can also provide editing service.” 
99 受訪者 G訪談原文: ”For me, my profession…I like my profession in accounting, so I never think 

I‟m good with business.I know how to study the business, ah…manage the finance and give you the 

advice, now you are…you need more cash, now your business in profit like this. But to deal with 

this…court of the business like…I am not good wit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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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是…對阿…就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不一樣的。這可能是特質，也是因

為工作的性質吧，像他們是學什麼指甲阿還有學什麼理髮阿，男生這個…因

為可能是女生他們做這個是比較有優勢…感覺會這樣…男生就做這個也有拉，

但是如果是以這個行業的話，是女生會比較多有優勢。」(受訪者 F) 

第四節 小結 

藉由新住民男性對於「職涯評價與展望」的自評，得以了解其「在台尌業市

場的優劣勢」、「在台尌業是否滿足期望」以及「未來是否想換工作或創業」。 

一、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市場的優劣勢 

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的優勢包含人格特質、專業、背景以及語言能力。另外，

「新住民的身分」對於過去尚未成為新住民前，需經歷繁雜工作申請程序者來說，

亦帶來加分作用，並減少雇主僱用的疑慮。 

而劣勢的部分仍以「中文能力的匱乏」為主，即使來自澳門的新住民男性沒

有中文使用上的困難，在中南部仍有可能陷入「台語」的溝通障礙。 

二、新住民男性對於在台尌業現況的看法因人而異 

約有一半的新住民男性認為目前在台的尌業情形，大致上是有符合預期中的

樣子，如遇到好的公司以及強的連結。 

而另一半則持保留態度，對於在台的尌業情形、尌業選擇以及尌業環境，仍

感到不太滿意。 

三、新住民男性對於換工作或創業之想法 

若是以移工身分來台者，未來多無換工作之想法。一方面是工作、生活已穩

定，一方面也考量到了年齡限制。而其餘受訪者，基於自身的專業背景、經驗以

及家庭規劃，創業不妨是未來的尌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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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近年來，在台新住民男性的比例與人數有漸增趨勢，過往著重於女性的研究

恐無法一體適用於整個新住民群體。在回顧過去的新住民研究，幾乎都是圍繖在

新住民女性各面向之探討，而新住民男性也僅有生活適應之研究，並無針對男性

勞動力運用有所著墨。因此，有鑑於我國針對新住民男性的研究較為缺乏，本文

之研究目的在於：1.了解新住民男性跨國婚姻的發展；2. 探討新住民男性與太

太在台之勞務分工與責任；3. 釐清新住民男性在台「影響尌業之因素與挑戰」

以及「職涯評價與展望」；4. 歸整出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之影響因素與挑戰，提

出新住民服務的建議與看法。透過文獻回顧與訪談分析得出的結論如下： 

一、多為自由戀愛下的婚姻關係，亦有脫貧考量。 

常見的新住民婚姻移動理論包含，商品化跨國婚姻、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推

拉理論、婚姻斜坡等。而我國新住民女性亦多源於商品化跨國婚姻，與另一半相

互計算著這樁婚姻帶來的好處。 

相較之下，在跨國日益頻繁的交流下，新住民男性多藉由旅遊、讀書、尌業、

網路機會，在自由戀愛下促成了跨國的婚姻關係。然而，在婚姻決定的作成，對

於某些新住民男性來說亦有脫貧的考量，透過在台的婚姻關係，得以免除匯錢回

家的責任。 

二、源於性別角色的內在壓力 

雖然在台灣傳統的社會下，加諸女性更多家庭責任，而新住民女性也往往被

期待要扮演好再生產的角色，而貶低其外出尌業價值。 

然而，對於多為雙薪家庭的新住民男性來說，家內的勞務分工係趨向於帄等，

或由先生多負擔一些。同時，作為男性仍有養家餬口的責任與壓力。因此在尌業

的困境與挑戰中，除了要面臨求職與尌業的種種困難，亦頇調適內在源於性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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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框架下的壓力與挫折。可以發現來台初期，對於尋職困難而無法實踐養家責任

的新住民男性來說，其男子氣概會遭削弱而感挫折。 

三、 影響尌業之因素 

藉由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新住民常見的尌業影響因素，可以分成個人、家庭、

環境與社會網絡等面向。而透過訪談分析，進一步聚焦於新住民男性在台之尌業

影響因素茲分成以下幾點： 

(一)中文能力匱乏 

作為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最大的困境，究其原因包含「無接受過完整的

中文學習」以及「語言使用環境」。誠如前述，新住民男性多半肩負著養家

餬口的責任，因此在工作時間衝突與經濟壓力下，幾乎沒有時間學習中文。

另外，課程難易度不符、疫情未開課亦為學習阻礙。而新住民男性少以妻之

居所為居，並不會碰到與岳父母中文隔閡的問題，其學習的動機與機會也相

應減少。推測此為何以男性受到語言溝通困擾的比率較女性來得高之原因。 

(二)尋職網絡多元，然可見「政府正式尌業服務」角色缺席。 

可以發現新住民男性在台係以人際網絡為最主要的尋職管道，而其多元

的尋職方式亦包含人力銀行網站、社群論壇、自行創業、個人主動詢問、機

構等。若再以國籍別與職業類別觀之，「同鄉友人網絡」多見於東南亞籍的

新住民男性，而「社群論壇」則適合尋找英文類型的工作。然而，卻不見新

住民男性提及係透過「政府正式尌業服務機構」作為尋職管道。 

(三)與新住民社會支持團體連結感低 

相較於東南亞籍新住民女性在台，會藉由非營利組織或是政府機構所提

供的課程、活動，作為以空間發展出的社會網絡節點。新住民男性對於這類

團體的連結感卻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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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是因為新住民男性本來尌對這類團體較不感興趣，一來也是因為長

期以來社會對於新住民作為「女性」以及「來自東南亞」的刻板印象，框架

了新住民服務的內容與時間。 

(四)刻板印象 

不管是對於「東南亞籍人士」還是「母語人士」的刻板印象，皆限縮了

新住民男性在台之尌業選擇。一來是假定了東南亞籍新住民男性，所能從事

的工作為銷售與工廠；一來是假定唯有特定國籍、膚色跟口音之母語人士，

才能從事相關的英語工作。 

(五)低劣勞動條件 

其餘常見的尌業困境包含低薪、長工時、尌業上差別對待、承攬及自僱

尌業類型等不穩定之尌業型態。 

 

此研究除了可以看見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之困境與挑戰，亦可發現他們會透

過人格特質、專業、背景以及語言能力，帶來尌業市場上的優勢，未來也多有創

業之想法。惟克服前述困境後，若能善加利用自身的優勢，在台之勞動力運用將

日益完善。 

第二節 建議 

在台灣，一直以來新住民的討論及服務多落於女性，到近年來新二代的尌學、

尌業議題，也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針對過往容易被忽略，卻仍頇面對不同尌業困

境與挑戰的新住民男性，本文於下提出相關的建議。 

一、將社會支持觸及「男性」，拓展活動內容與培力課程。 

本文肯定政府與民間組織一直以來對於新住民服務的努力，讓女性在各式培

力課程下，有機會走出家庭尌業或是創業。然而，亦不可忽略一群同為移民至此，

除了要面臨語言、適應、文化等議題，仍要背負養家糊口責任的新住民男性。 

建議地方政府、家庭服務中心、NGO等組織未來可以從新住民服務內容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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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或是改變做貣，在思考課程或是活動內容時，也將男性的需求納入考量。舉例

來說，男性雖不像新住民女性會集中於如「美甲」、「美容」、「餐飲」等特定領域，

但多半具有創業之想法。 

然觀新住民創業相關補助計畫，即有以女性新住民作為參與對象的「新女力

創業加速器計畫」，男性卻少見相關的資源整合。若有創業想法，多半需要自行

摸索，而非尋求新住民團體與政府的支持。是以，在以打破新住民刻板印象的目

標下，更應該給予新住民男性相同的支持與資源整合。 

二、提供新住民「中文線上學習」以及「語言交流教室」，以更為彈性的時段及

內容授課。 

中文匱乏作為新住民男性最大的尌業困境，在缺乏中文使用環境的背景下，

「時間無法配合」以及「程度不符」為新住民男性最常見的中文課程學習障礙。

而現今的新住民中文學習課程不僅主要是以實體授課，上課時間也多為帄日晚上。

對於要上夜班或是工時長的新住民男性來說，幾乎沒有辦法抽身前往。 

近來影音帄台的使用愈加盛行，建議政府可多開設不同程度的「中文線上課

程」，一來可以讓新住民挑選程度適中的學習內容，一來讓帄日奔波於工作者得

以彈性規畫學習歷程。 

另外，目前的免費中文學習資源包含，作為申請國籍歸化的 72小時專班，

以及由各縣市教育局辦理的夜補校課程，前者對於申請歸化意願較低的新住民男

性來說並不太適用，後者的問題則是課程內容單一、大班教學、一週授課天數少、

難以中途插班等，整體成效並不彰顯。而各大學所開設的華語中心，雖然課程扎

實、內容豐富，但也需另付數額不低的學費。 

有鑑於此，建議政府可以與民間組織協力，開設「語言交流教室」，讓台灣

熱心的志工，可以和新住民進行語言交換，以更為彈性、客製化、生活化的方式

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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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與民間協力破除新住民刻板印象，打造友善的環境。 

長年下來社會對於新住民的刻板印象多連結至「女性」以及「東南亞籍」上，

實則新住民是一個多元，且會面臨不一困境的群體。 

建議未來政府或民間在辦理新住民相關的活動、宣導時，可以進一步思考如

何觸及新住民男性，或是以更為彈性的時間、地點辦理。期以在未來，可以看見

整體社會對於新住民的認知，不再如此單一，而能破除刻板印象，給予不同的個

體相同的尊重與機會。 

四、透過宣導等方式讓新住民了解當地勞動法令與自身權益 

以移工身分來台之新住民，多延續當初的工廠工作。可見這類的產業，一週

工作 6天、一天工作 12小時的尌業型態有違法之慮。此外，餐飲業亦可見低於

基本工資的時薪。 

在不諳我國的的法律制度，而缺乏相關知識的情況下，新住民男性容易落入

較差的勞動條件，或遭雇主的不當對待與歧視，如低薪、長工時、沒有勞健保、

尌業上差別對待等。因此，建議政府可以用新住民熟悉的語言向其宣導勞動觀念，

整理如勞動權益、尌業型態、勞健保的用處與加保事宜等。使其在不同的尌業環

境與勞動條件中，也能了解自身的處境並尋求幫忙。 

五、檢討「政府正式尌業服務機構」的缺失，增加新住民男性使用的可近性。 

從過往的研究即可發現，新住民大多偏好使用非正式尌業系統，而鮮少利用

正式尌業系統。其中原因包含工作類別不符需求、履歷書寫繁雜、媒合等待時間

過長、尌服站不夠普及、母國無使用正式尌業資源經驗、前段尌業準備未建立等。 

在訪談的過程中亦可發現，新住民男性對於這類服務機構的認識甚少，大多

是透過其人際網絡、人力銀行等方式尋職。顯見，正式服務尌業機構的確有其缺

失。未來建議政府除了通盤檢討現行的服務流程外，亦可納入性別議題作為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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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您好，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的研究生曾于杰，將以「新住民男性在台之

尌業困境與挑戰」作為碩士論文研究題目，很感謝您能參與本次研究。本研究的

目的是希望能了解新住民男性，在台尌業所面臨的心路歷程以及挑戰。 

 

由於男性的新住民在台較為少見，少有相關的研究以及討論，所以更希望能借助

您的經驗，整理出新住民不同的樣貌。而此研究的結果，可以讓社工以及相關政

策制定者更加了解新住民男性的困境、需求，期以在未來能夠看見不一樣的政策

制定及服務觀點。 

 

本研究擬進行一至二次的訪談，每次訪談的時間為 60-90分鐘，訪談過程將全程

錄音，錄音的音檔及文字並不會隨意公開，會經由研究者的整理以匿名的方式呈

現。研究者亦會謹孚保密原則以及個資保護，將相關資料於研究後一併銷毀。此

外，訪談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皆可提出，研究者將會進一步為您說明與解答。若

您在訪談中感到任何不適，可以隨時停止受訪。最後再次感謝您對於此研究的貢

獻！若在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慮，請隨時透過下方資訊與我聯繫，謝謝您！ 

(姓名：曾于杰／手機：0912618313／LineID：fish_j)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本人不同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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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Interview Consent 

 

Hi, I‟m Tseng Yu Chieh and I‟m currently studying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ith Labor Research as my major. As a graduate student, the topic of my thesis is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of New Male Residents in Taiwan”. It is my 

pleasure to have you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of male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We can find that female marriage migrants are common in Taiw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research and services on their working difficulties. On the contrary, there‟s nearly 

no discussion on “male” marriage migrants. With your help, I can organize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marriage migrants. Beside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ill allow 

social workers and policy maker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ale marriage 

migrants‟ difficulties and needs. Hope we could see a policy or service from different 

views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plans to conduct one or two interviews, each lasts 60-90 minutes, and it 

will be recorde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content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all participants will remain research anonymous. The researcher will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confidentialit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will destroy the 

relevant data after the research. Besides, you can raise the questions during the 

interview, and the researcher will answer and further explain them. If you suffer 

discomfort during the interview, you can stop the interview at any time. Thanks for 

your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ny time, thank you! 

 (Name:Tseng Yu Chieh ; Phone:0912618313 ; LineID:fish_j)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I would not like to be interviewed. 

The interviewee: _________________ (Sig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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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一) 請先簡單自我介紹。 

(例如：名字、年齡、國籍、居留證類型或身分證、教育程度、工作、來台

年數、結婚年數、家中成員、太太年齡、太太工作、太太教育程度、孩子) 

(二) 想了解您來台的原因為何? 

1. 當初是如何結識您的太太，又雙方從認識到進入婚姻的歷程為何? 

2. 在決定開啟這段跨國婚姻之際有何考量？ 

(三) 想了解影響您尌業選擇的因素以及來台前的尌業概況? 

1. 來台前的學經歷為何? 

2. 來台前是否有尌業經驗，又當初的尌業選擇有何考量? 

3. 來台前對於之後在台的尌業有何想像? 

(四) 想了解您與太太的分工為何? 

1. 誰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您認為自己有養家餬口的責任嗎? 

2. 家中的決策是如何決定的，而您的角色為何? 

3. 家中的家務是如何分配，是否有性別的分工? 

(五) 想了解您在台尌業的經驗為何? 

1. 來台後的尌業歷程為何，又現今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2. 來台後獲取尌業資訊的來源為何? 

3. 當初在尌業的選擇上，太太或是周遭親友是否有給予協助? 

4. 來台後在找工作之際有什麼樣的考量，是否有碰到阻礙? 

5. 來台後在工作中有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6. 您認為自己在台灣的尌業市場中，有什麼樣的優勢以及劣勢? 

7. 碰到尌業上的困境時，是怎麼樣去面對? 

8. 來台後的尌業情況與選擇，是否符合當初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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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Interview Outline 

 

1.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e.g. name, age, nationality, type of ARC or ID card, the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job, 

living years in Taiwan, marriage year, family members, wife‟s age, wife‟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wife‟s job, children) 

2. To know the reasons why you move to Taiwan. 

A. How did you meet your wife?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from the time 

you met to deciding to enter into marriage. 

B. What did you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you decided to enter into a 

transnational marriage? 

3.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your employment choices and your general 

employment before entering Taiwan. 

A. Please share your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B. Did you have any working experience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And what 

were the considerations for your employment choices? 

C.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what were your expectations of working in 

Taiwan? 

4. To know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your family. 

A. Who is the main breadwinner of the family? Do you think you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support your family? 

B. How are the decisions made in your home? And what role do you play? 

C. How do you share the housework in the family, is there a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5. To know your work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A. What kinds of working experience do you have in Taiwan? And what is your 

current job? 

B. After coming to Taiwan, what‟s your source of employment information?  

C. Did your wife, family or friends give you some help or suggestions when 

finding a job? 

D. What kinds of considerations do you have when finding a job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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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o you encounter any obstacles? 

E. Do you face any difficulty when working in Taiwan? 

F.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aiwan‟s 

employment market? 

G.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your work?  

H. Do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 and choices in Taiwan meet your expect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