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韓國華僑的經濟勞動 

第一節 韓國華僑做為他者的殊異性：遷徙的結構性因素 

在韓國華僑遷徙中，韓國政府、韓國華僑、台灣政府彼此互動產生他們的遷

徙樣態，而「歷史的聯繫」也深深左右著這一場遷徙。 

 

(一) 韓國政府的政策 

離開了中國故土的韓國華僑也面臨實質上與情感上「到處不可為家」的狀

態，來自韓國政府制度上的箝制更令他們無法自由選擇工作以及擁有跟韓國人一

樣的公民權。 

 

隨著 1950 年代南韓政府成立，貿易保護主義的興起和韓國民族主義的高

漲，在韓國的華僑其資本勢力不僅未能在韓國深穩腳根，反而被限制在餐飲業、

小型雜貨業以及中醫這些產業，若要開工廠則得借用韓國人名字。 

 

M09：韓國的華僑開餐館的百分之九十有吧，開餐飲業的，因為種種限制，韓國種種

限制，政治上的一些考量啊，算是有一點政治上有一點排外喔。 

 

F01：買房子也不行。現在是可以了啦，以前外國人有很多限制，像住家要 50 坪以

內，反正有些限制，我爸爸要開工廠也不方便，後來我哥哥就想通，他在台灣唸過書

嗎，他就比較懂，他就入韓國籍，把工廠名字換過來，我爸工廠有三個合夥人嘛！就

那個韓國人年紀也大了，要過世，他兒子在漢城做自己的事業，也不想做了，也不像

老一輩有感情，已經沒有朋友關係了，就把他的份買下來，大家把錢算一算，我哥哥

為了那個【工廠】入韓國籍。 

 

韓國華僑在韓國生活大部分的人僅擁有居留證而沒有身份證，其中居留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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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F1~F51。二十位受訪者中，全部拿居留權F2。在韓韓國華僑多拿F2 與F5

的居留身分。也由於不具正式公民身分，絕大多數的在韓韓國華僑面臨比較多的

限制。 

 

F01:F 就是外國人嗎，【我們】只有居留權。 

 

F03:以前韓國呀，對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很嚴格呀。對我們是不太好，現在比較

好了。以前韓國人對中國人不太好，都會限制。中國人不能買房子，什麼東西都不能，

稅金也重，反正一切都不好。 

 

Cheng(2002)，康恩誒(2003)，及 Choi(2001)等學者也提出韓國華僑不具公

民身分僅擁有居留權在生活上受限制的論證。因為擁有身份證才能擁有一國的公

民身份，才能擁有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利(例如：生存權、受教權及工作權等等)。

多數韓國華僑在不具韓國公民身份而僅有居留權的情形下，面臨許多權利上的限

制。 

 

(二) 台灣政府的角色 

自韓國華僑協會、中華民國僑委會所蒐集的資料與訪談資料(F01、F03、

F10、M03、M05)均顯示出，中華民國政府在韓國華僑遷徙來台中扮演著關鍵性

的角色，不僅幫助韓國華僑協會成立(處理韓國華僑戶籍上、護照上種種事務)，

在教育政策上僑委會與教育部也會到韓國辦理大學聯考的招生。就此將在以下分

別說明。 

 

1. 與華僑協會的友好關係 

過去韓國華僑在韓國有其自治區，加上後來有韓國華僑協會的成立，幫助韓

國處理戶籍上種種事務，中華民國政府與其有著友好關係(Cheong，2002)。受

                                                 
1依照韓國「出入國管理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居留期限之界定：F1 資格為訪問，2 年；F2 指資格

為居住，每 5 年要到韓國法務部更換一次；F3 陪伴；F4 指國外同胞，1 年；F5 指永久居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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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也都表示，他們在韓國就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 

M10:我們在韓國就有中國民國護照，透過韓國華僑協會辦理的。 

 

2. 對於華僑學校的挹注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華僑學校也多所挹注，從經費、教育上的師資、課程安排

及課本採用等等。(康恩誒，2003；Cheong，2002；Choi，2001)。 

 

M07：我們用的課本是台灣送過去的，課程安排也跟台灣大同小異，老師也大部分是

到台灣念過大學，很少部份是華僑中學畢業，華僑中學畢業的就只能教國小。 

 

訪：那您可以談一下您在韓國華僑學校教書的經驗？ 

M05：就教書嘛！沒有什麼。就以台灣的課本為主嘛！這個僑委會送書給我們。 

 

3. 政策實施 

台灣政府對韓國華僑的政策上，主要可分為教育政策以及戶籍政策。 
 

(1) 教育政策：海外宣導與招生 

僑委會與教育部會到韓國辦理大學聯考的招生：「台灣各大學暨僑大先修班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積極地招攬韓國華僑到台灣就讀大學。(康恩誒，2003；

Choi，2001)。 

 

M09：嗯，讀書。當時就是考…在韓國考聯考，然後就…這個叫回國班啦，回國升學，

我們在韓國也有聯考，專門對回國，這個…到台灣來，讀大學的學生，對他做一個聯

考，在韓國地區的一個，那叫什麼，韓國地區的華僑，就是跟你們差不多啦，就是考

聯考然後分數到了就給你分發了。 

 

(2) 戶籍政策：中華民國身份證發放 

抵達台灣後，中華民國身份證發放早期透過學校或戶籍機關短期間(一、兩

個月)能拿到中華民國身份證。 

 

F01:以前我們戶籍登記在宿舍，差不多一個多月【身份證】就下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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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隨著時代不同、政權更替，僑務政策上也代有更興，出現了變化。對於

多數韓國華僑來說，來到台灣是回到祖國的懷抱，台灣是反共抗俄的希望之地。

但是當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民主化下被民進黨政權取代，民進黨對於僑務政策的實

施，准予韓國華僑的公民條件也進入嚴格的管制。例如在身份證的發放申請上，

變革成兩類：Ⅰ、若是你在台灣唸完大學僑民必須在僑居地待滿兩年後，再在回

台灣待滿一年才能拿到中華民國的身份證。Ⅱ、若是你直接來台依親，必須在台

灣待滿兩年才能申請身份證，若未滿兩年期間曾出國，得從入境當日再重新累積

起滿兩年方得申請身份證(僑委會，2005)。 

 

F112:嗯..為什麼我要來台灣工作哦？第一個是因為我要拿身份證嘛，所以我必須要工

作，我不可能..嗯..一年都不工作就在這邊。它【中華民國政府】就是規定說你的條件

你讀完大學四年，你就回家，服務滿兩年，一定要工作，要證明，什麼才可以回來，

才可以申請身份證。  

 

M03：我媽媽就是為了身分證兩年沒出去，韓國居留權到期了趕快辦一個回來嘛，就

為了身分證阿，兩年在這邊。以前我只要找個保人，對保就好了就可以申請。 

 

F01：對對對，以前我們戶籍登記在宿舍，差不多一個多月【身份證】下來了，現在

是要申請。 

 

中華民國公民政策的變動，對於韓國華僑獲得公民身分的影響，印證了

Choi(2001)研究結果，在該研究中受訪者也談到台灣公民政策改變，韓國華僑要

取得台灣身份證得回僑居地(韓國)居住兩年再回台灣居住一年，會造成他們在台

灣尋找工作上的困難。 

 

另外研究中也發現，由於台灣政府的僑務立場及政策的變化，使得韓國華僑

存在著新台僑、老華僑之爭。當談論中華民國政府對於韓國華僑的中華民國身份

證政策發放的緊縮，韓國華僑不約而同地指出「民進黨」當家與「國民黨」當權

                                                 
2 F11 為單身韓國華僑女性並非本研究夫妻樣本，然其受訪所言透露出國民黨、民進黨對於韓國

華僑身份證發放的歧異故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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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性，他們紛紛指出民進黨政府對其不歡迎，本研究訪問的中華民國韓國華

僑協會秘書長于之忠提到： 

 

我們去拜訪僑委會張富美，談到韓國華僑身份證發放的問題，張富美就直接跟我們

說：「我們歡迎的是台僑，你們是老華僑。」 

 

這些跡象顯示出民進黨政府對於僑務政策的立場有別於國民黨政府，所指的

僑民指涉的不是「華僑」，而是以「台灣出生」的台僑做為其僑務政策及服務對

象的考量。因此韓國華僑普遍認為，申請中華民國身份證與往常國民黨政府執政

相較下變得困難。 

 

(三) 意識型態形塑的認同 

 國民黨政府對於「僑務政策」的大力支持，當然有其政權主體性強化以及政

治手法上操作，這種意識型態概念運用，具體展現在韓國華僑的國族認同與文化

認同。 

 

F03：大陸結束的時候，人家就說，你們就沒有國家啦！哪有，我們在台灣。台灣就

自己的國家，在韓國就是外國嘛，我們都不自由嘛！ 

 

從受訪者他們的陳述，可以發現他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是一種意識型態及文

化上的認同，是由國民黨國家機器與韓國華僑協會攜手，透過教育政策上的支

援、及公民身分的授予(如護照、身份證)形塑出來。 

 

從韓國華僑在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面貌，我們可以發現韓國華僑

社群整個結構性因素與不同時空脈絡下形成了他們遷徙的拉力與推力，中華民國

做為代理祖國的想望，也使他們在選擇遷徙時把台灣做為選擇的第一選項：而進

入台灣後的生活與進入台灣勞動市場的銜接將在第二節中說明。 



第二節 韓國華僑進入台灣勞動市場的軌線 

韓國華僑接受訪問時，大都會提到透過在台親友所傳播的台灣訊息，使其對

於台灣有一種熟悉與親切感，而甚至決定要移居台灣前也會針對台灣的居住環境

與就業機會進行「行前會勘」。當他們決定定居台灣後，他們進入台灣勞動市場

軌線可以分成兩大因素： 

 

(一) 移民的社群網絡 

當移民到一個生疏、語言不同的環境，族群網絡很重要，族群網絡不僅在情

感上支持，在工作場域上可以建立競爭優勢，韓國華僑在台灣有酬勞動經驗的形

塑其移民社群網絡的利用有密不可分的關係。一般來說，韓國華僑工作資訊多透

過移民之間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所得。對自營業者來說，移民社會網絡協助他們進

入移入地(台灣)中已建立的族群經濟並提供捷徑。例如，M03 在訪談中提到他是

透過原來在台灣賣成衣的姊姊而選擇在台灣賣成衣。 

 

訪：請問你怎麼會在台灣賣衣服？ 

M03：因為我有兩個姊姊在這邊，我兩個姊姊在中興街這邊賣衣服，我就過來了。我

姊姊做一做又回去了，在這邊做的不太好，她回去開餐館，做的很好在韓國。 

 

少數族群在尋找工作時也會透過親屬連帶、居住網絡、族群來取得工作資

訊。在韓國華僑身上也是如此，例如 F10 指出，自己的工作是透過同為韓國華

僑的學弟妹獲得的： 

 

F10：學弟妹介紹的，就是他們有人在出版社上班，有韓國的東西，就會找我翻譯。 

 

由此可以發現，移民之間對於就業的消息會互通有無。Sassen(1995)工作

搜尋(job search)的模式中顯示，工作機會的出現並不僅是由公司所發布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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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搜尋的過程中最關鍵的乃是交換的時機，這當中顯現「關係」運用的重要性。

韓國華僑與台灣勞動市場的連結，在於個人原先所在的社會場域(social milieu)，

及這個場域的他人，而這顯現出移民社會網絡的關鍵性。社會網絡牽涉不只家族

成員，個人情感連結、友情等。在親屬、朋友的連結中，都涉及了多面向的互惠

義務。 

 

Sassen(1995)也指出工作搜尋上：雇主的期待與偏好乃移民社群中一個重

要的知識，移民勞工會透過族群網絡告知工作機會，並指導自己網絡內的成員如

何通過應徵。經由此種口耳相傳的訊息管道，移民社群提供了一個優勢的密集網

絡，並使新來的移民較易接近移民勞工為主的勞動市場。移民社群內部存在的信

任感與控制性，更增強了此種指導與訊息篩選的機制。族群網絡不僅在自營業者

中對於韓國華僑發生助益，在一般就業場中也會產生優勢。 

 

另外，移民自營業者所從事的行業會因小型企業的類型、規模與地點而有所

區隔。例如過去在韓國從事過餐飲業者，也會選擇在台灣重操舊業，以充分運用

自身優勢。 

 

訪：那就決定開餐館？ 

F07：對！因為我們會的，我娘家就是開餐館。［笑］會的就是這些。可以開店的手藝

吧 

訪：那您長輩在韓國就是做餐廳？ 

F07：對，我們家在韓國家是做餐廳？ 

 

這裡有兩點值得注意：第一，選擇成為自營作業者的就業軌線，與其進入台

灣定居的動機有極大的正相關，也就是說，對自營業者來而言，來台灣就是要成

為自營作業者。第二，韓國華僑移民選擇成為自營業者並不是像少數族群移民是

由於在西方職業市場中的選擇較少，有語言、文化等進入的障礙，而被動地選擇

成為自營業者。相反地，韓國華僑進入台灣勞動市場成為自營業者多是夾帶著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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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資本進入的，與少數族群移居於美國不得不從事小型生意的情形相比是有其優

勢的。 

 

訪：那時候怎麼會想到台灣來做生意？ 

F05：我親戚在中興街做生意嘛！我們有時候也會來台灣，那我看她做的不錯，所以

我就自己先過來，找一個店做嘛！那到中興街做生意，也不是你想來就可以來，總是

要資金啊！我那時候也是帶著一筆資金過來做生意的，我們賣韓國衣服也有賣一些雜

貨。我們在韓國是大家庭嘛！四代同堂，那我們這些媳婦在韓國都是家庭主婦，只有

餐廳忙得時候才去幫忙。我來台灣後【來台灣探親】發現台灣很多女人都在外面工作

我就想說我也可以。 

 

(二) 教育接軌與人力資本的效應 

在國外移民研究中，當移民在接收國接受當地的大學教育，他們在一般勞動

市場中被接受程度比較高(Min & Bozorgmehr，2000)。在簡佩韻(2004)與本研究

中都發現，韓國華僑若是因教育接軌進入台灣念大學者，當中很多人會選擇留在

台灣工作，並成為受雇者。他們大部分會成為受雇者的原因，可歸因為一種教育

接軌加上人力資本投資之雙元效應。 

 

訪：那你為什麼決定留在台灣發展？ 

F01：因為在台灣讀書就決定待在這裡發展，而且跟自己學的有相關，我們同學在台

灣念大學的幾乎都留在台灣工作。  

 

M08：因為我在這裡念大學，想說在台灣發展也不錯。 

訪：那你為什麼不想到韓國發展？ 

M08：因為華僑在那邊沒有什麼發展空間，你去讀什麼經濟啊，那都沒有空間啊，頂

多就是升到一個地位然後凍結在那邊，升不上去因為你是外國人嘛，他們會排斥外國

人嘛。 

 

從這裡我們得到教育接軌與人力資本雙元效應外的另一種意涵，這種被韓國

人視為外國人的具體感受也與他們遷徙行為及勞動市場選擇有所扣連。因為在僑

居地韓國他們被視為外國人、他們也大多被限制在服務業發展，也因此在做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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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時，他們會期待台灣勞動市場或許能提供他們較友善的工作環境與機會。他

們在台灣的主流職場中，族群身分並沒有對他們造成殺傷力。新古典學派用區隔

理論(segmentation)來說明勞動市場的差別，假定勞動市場中的勞工同質化，故

若勞動力有任何的差異，都是在進入勞動市場之前的一些個人差異，並不是勞動

市場的操作(Sassen，1995)。但是這裡我們可以發現，韓國華僑移民的工作抉

擇與搜尋不必然受個人行為而決定，他們工作抉擇與進入台灣勞動市場的原因跟

他們在台灣念大學、且他們瞭解到自身在韓國市場的相對競爭劣勢。 

 

在韓國華僑進入台灣勞動市場軌線中，我們可以發現在他們正式進入勞動市

場前即有各自不同的勞動特質、移民社群網絡，導致韓國華僑受雇者與自營業者

進入台灣勞動市場的不同動態軌線。 

 

第三節 鑲嵌於族群經濟的策略 

在移民族群經濟研究中，亞洲移民成為自營業者比例很高，尤其是華人，而

語言限制、無法轉移的人力資本、機會結構(例如團體的資源、鑲嵌)等因素使這

些新移民選擇成為自營業者(Light，1984；Light & Bonacich 1988)。韓國學者

Cheong(2002)提到韓國華僑在韓國地區從事產業結構高達 98.9％為服務業，且

大部分集中在餐飲業、中藥舖與雜貨業。台灣地區並沒有針對台灣地區韓國華僑

職業的統計，不過在本研究裡，受訪的韓國華僑當中經營小本生意者比例是比較

高的(60％)，他們運用本身族群優勢加上遷徙的優勢維持其職涯，他們對於韓國

商品有高度的理解且知道如何切入台灣的就業市場。本小節將分空間資源運用的

最佳化、族群經濟的聚集效果 v.s.散彈式的韓國商家、韓國經驗的助力與阻力、

在台韓國華僑服飾批發業經濟活動的曲線、韓式料理的全球在地化、店內的doing 

gender 等六個面向，就在台韓國華僑自營業者的勞動特質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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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間資源運用的最佳化 

一般資本主義市場的邏輯競爭下，企業和家戶的空間是分開的，而這樣的空

間區隔對應了公領域與私領域中的生產與再生產活動，及企業與家戶之別。對於

一般從事小型生意勞力密集的經營者來說，空間運用最佳化、且剝削自己人從事

長時間無酬的勞動成為他們的經營策略。在觀察韓國華僑經營的小型生意的自營

業者中，可以發現他們亦將家戶與店面結合，使空間資源運用達到最佳化。 

 

M03：因為我在結婚前自己開店，那我自己也住在店裡面啊！店就是我的家，家也是

我的店。 

 

F07：樓下一樓就是店面，樓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那平常做生意就在一樓，永和的

房子也不便宜啊，我們這樣把店面和家結合一起，不用再另外租店面多一筆開銷，孩

子和家裡的事情也都照顧得到啊！ 

從韓國華僑自營業者的描述裡，可以發現他們將家戶與店面結合，以把空間

做最佳化的運用。通常一樓做為店面，販賣、展示產品，接待客人的場所，二樓

就當作住家，就空間的分配與社會經濟的功能來說，業者把生產、分配，到家務、

教養孩子都集中在同一空間，形成這種空間資源運用最佳化的勞動生活形態。這

樣的空間規劃也對於他們的生意與家庭的運作，形成一種巧妙平衡的力量。 

 

研究者也發現，這種家戶與店面結合也有著階段性的發展。當生意穩定，自

營業者賺取足以購買其他房屋的資本時，他們也會將店面與居家空間分離，讓生

意歸生意，家庭生活歸家庭生活。 

 

F02：我們一開始做生意的時候就在一樓嘛！那我們慢慢生意比較穩定，也存了一些

錢，就在附近買房子，下班後就把店面關了，騎車回去。 

 

M03：因為我做生意也存一些錢，那也結婚了，自己都要顧家了，要有責任了。結婚

之後，就買房子在附近，也給家人比較好的生活環境嘛！……那我也不希望小孩再做

我這一行，太辛苦了，還是希望他們功課好一點。當然品德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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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住商種住宅混合到住商分離的發展，據研究者推測，是韓國華僑在社會流

動過程中，在生活空間方面逐漸脫離移民社群高度依賴的表現。由於「中興街」

等同於「韓國街」的意象與助商混合特性，韓國華僑也會希望與台灣社會達到更

多層面的接觸，並使生活品質向上提升，因此再次購屋會選擇純住宅區，但是不

會考慮在與韓國華僑族群聚居同一棟大樓。這種距離的流動也反應出移民還是普

遍希望能融入台灣的主流社會以從事向上流動。 

 

(二) 「中興街」：族群經濟的聚集效果v.s.散彈式的韓國商家 

店家在尋找店鋪經營生意時，一般多會選擇人潮流動較多的街道店鋪，這是

商業立地條件選擇最基本的法則。同時，在國外移民研究中，移民少數族群不僅

有聚居且有商業街形成效應，例如美國各地的中國城。韓國華僑族群經濟在地點

選擇效應則有兩類，一種為：聚集在中興街開展他們的小型商店；另一種則是單

純選擇人潮流動較多的地點。 

 

1. 「中興街」：族群經濟的聚集效果 

關於開店地點選擇，受訪的自營業者中有四家店(三家成衣批發商，一

家雜貨行)都表示，因為永和中興街有著韓國街的稱號，大家買東西就會想

到永和中興街，所以到該處開店。 

 

M05：對，中興街那裡不是有一個外號嗎，韓國街嘛！主要都是以韓國衣服為主，韓

國食品輔，主要是衣服。 

 

F03：中興街就韓國街賣很多韓國的東西，大家買東西都會想到中興街嘛！所以要開

店也要來這裡啊！ 

 

這樣的聚集效果，在中興街全盛時期的 1980~1990 年代族群經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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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受訪者說只要跟韓國有關的商品常一掃而空，業績相當好。 

 

F03：我們那時候大概民國七十幾年啊！禮拜一貨只要一進來，一下子就被各地來的

服飾批發商買走，就怕你沒貨賣啊！ 

 

訪：像那時候平均年收入？ 

F05：我做的時候已經算晚期了，早期的話就怕你沒有貨，什麼貨都可以賣，這就是

早期為什麼中興街可以起來嘛！早期的時候我聽他們講好的時候有兩、三百萬、三、

四百萬，甚至有上千萬。幸好有些人早期有賺下來，要不然現在都很難維持啊！ 

訪：早期是指幾年？ 

F05：民國七十年到八十年，最早期啊中興街剛起來，中興街整條接都賣韓國貨，獨

門在做，還有人生意好到上千萬，現在不行了，很難維持啊！ 

 

中興街販賣韓國商品打出名號後，吸引人潮前往購物。不過受訪者 M05

也談到韓國商品最早引進是在永和竹林路上的南山商店，後來才轉移到中興

街上。 

M05：韓國商品最早引進是在永和竹林路上的南山商店，後來才轉移到中興街上。 

 

至於為何會轉移到中興街，受訪者 M02 表示： 

 

M02：最早商圈都在竹林路，竹林路上有中信百貨，大家都會來逛百貨公司，週邊商

家也會逛逛。那 1979 年以後中興街拓寬，街道、店面都很新啊！最重要是車子到永

和路禁止左轉竹林路，車子一定要先經過我們中興街，我就決定在中興街買房子開雜

貨店，後來也證明我的眼光很獨到，大家都跑來中興街做生意，街道寬要卸貨也容易。 

 

 從這裡可知道韓國街的成型與中興街拓寬有很大的關係，清新意象的塑造、

寬闊的街道都提供了中興街的發展的機會。而另一波帶動韓國街生意的高峰在於

韓劇與媒體的推波助瀾，在這一波熱潮中，得利的卻有行業的差別，當韓國服飾

批發走下坡時，而韓劇的風潮帶動下韓國商品雜貨店和韓國餐廳業績。 

 

2. 散彈式的韓國商家：人潮聚集的地點 

有別於韓國華僑自營業者的商店聚集於中興街效應顯現出的族群經濟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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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空間上的聚合，散彈式的韓國商家也有其存活的場域。在台灣的韓式料理店並

不是均質地分佈在各區，各自有其地理分佈狀態：例如在公館的韓國烤肉餐廳，

永和零散的韓式料理店，及師大、政大附近的韓式料理店。 

 

訪：那為什麼會挑這個地點？ 

F06：剛好有看報紙啊，報紙上說這邊【師大商圈】有個店要租，要頂讓啦！然後看

了就覺得還不錯嗎，附近有師大學生、還有一些上班族！所以就租下來。 

 

訪：那你們這個店怎麼會挑這裡？ 

F07：這條街幾乎都做生意，吃的、用的都買的到很方便，因為這邊就公司行號、住

宅區都有，我們的客人大都是社區的客人，還蠻穩定。 

 

從早期的竹林路、中興街代表著居住於此或週邊區域的居民共同商業性活動

空間的場域，韓國華僑在此購物、工作、生活，種種環境行為留存在居民生命歷

程中，成為他們對於中興街的場所記憶。另外透過媒體的傳達途徑，對於韓國商

品的意像塑造，大眾得知可以在中興街買到韓劇中的各種食材，或是可以在台北

某個地點品嚐到韓式料理。原本存在的中興街商業性活動場域，加上媒體促成大

眾場域印象認知，使得不管是聚集式的韓國街店家或是散彈式的韓國餐廳都有他

們的存活之道。 

(三) 韓國經驗的助力與阻力 

韓國華僑在台形成的族群經濟，在某種程度是鑲嵌在移民社會脈絡中的。他

們在韓國長大，在韓國受教育成長，來到台灣的謀生策略奠基於「韓國經驗」，

韓國商品在他們身上也刻畫了烙印，當他們抵達台灣就業市場，他們憑藉著對異

國(韓國)文化、商品的熟悉展開自雇的生存策略。他們的韓味商業化表現又有產

業上的差異，從事服飾批發與雜貨的店家會強調自己的商品百分之百的從韓國進

口，著重在於韓國商品的獨特性；而韓式料理則是邁向全球在地化的走向，與台

灣的飲食口味做調和。這些都可說是來自韓國經驗的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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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華僑族群身分的建構也與他們集體的遷徙經驗息息相關。他們內在認同

自己是山東人；外在卻是在韓國長大，韓國對他們的影響力也內化了。那麼自營

業者的韓國華僑身分對他們的勞動經驗有影響嗎？在中興街經營生意的受訪者

表示，韓國華僑身分對生意並沒有什麼影響，也有一對夫妻 M07 與 F07 夫婦表

示公開的族群身分，的確有助於他們餐廳的經營。因為他們韓國華僑的身分提供

了他們經營商品的正統性(authenticity)。過往據他們所知，一些韓式料理店是靠

韓國人與韓國觀光客為生，但韓流來之後，大家普遍可以接受韓式料理，跟著流

行起來，也會覺得他們韓國華僑做的東西比較道地。族群身分、韓流都意外帶給

韓國華僑在職場上的另外一種助力。 

 

F07：開了餐廳之後，是有不少客人想找韓式料理來的。他們會說看韓劇裡的石鍋拌

飯很好吃，所以跑來我們餐廳吃，我猜韓流對我們有影響，是好的影響，有佔到一點

便宜。以前吃韓式料裡的都是韓國人跟韓國華僑比較多，韓流來之後有一點跟著流

行，以前一般開店都餐廳很明顯都依靠韓國人或韓國觀光客。那他們來我們店吃東西

之後也會發現我們店內有韓文的東西，會問我們是不是韓國人啊。我們會告訴客人我

們是韓國華僑，那客人也會問我們一些韓國菜的事情……，之後也會帶朋友一起來吃

飯，所以，我猜我們公開的韓國華僑身分對我們開韓式料理餐廳是有幫助。 

  

至於族群經驗為自營業的韓國華僑帶來的阻力，僅有 M02、F02 表示有來

自鄰居同業的挑戰。他們兩人都提到鄰居將他們歸為韓國人，他們認為現在的人

水準很低，無法理解他們不是韓國人，他們說自己是中國人。受訪者 F02 也跟

我表示：他們早就在台灣落地生根了，可是還是被認為是韓國人。「被視為他者」

他們對生意上操作來說多多少少有影響，但是他們認為能接受他們會來店裡消

費，不能接納的也勉強不來。 

 

F02：就是被左右鄰居說不要跟我們買，說我們是韓國人啊。像我剛跟你說的啊！像

他們就會跟客人講同樣的錢給我們自己人賺，說不要來我們的店給外來的賺，都是這

樣告訴客人。  

訪：那你怎麼會知道左右鄰居說你們是韓國人？ 

F02：客人跟我們講的啊，客人也會貨比三家嗎。那我們也沒辦法，他們要說就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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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說，不過，我都會跟客人說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住台灣也有三十年了。早就在這裡

落地生根了，客人如果不能接受就算了，會來的還是會來，不會來的還是不會來啊！ 

訪：那客人認為你們是韓國人，對你們生意會有影響嗎？ 

F02：多多少少啊！像我跟你說的：我們住台灣也有三十年了。早就在這裡落地生根

了，客人如果不能接受就算了，會來的還是會來，不會來的還是不會來啊！ 

 

其實受訪者 C02、F02 夫妻認為左右鄰居歧視他們是韓國人多多少少影響到

他們的生意，研究者倒是認為這是商業競爭的一種手法，當地人所經營的商家先

將他們做一種他者的認定，試圖影響消費者對 C02、F02 夫妻觀感，再影響他們

的生意。因為研究者本身曾到 C02、F02 所經營雜貨店的隔壁店家○○商行做田

野觀察，這家店也賣韓國雜貨，店家果然會批評韓國華僑，並且強調自己根在台

灣。 

 

訪：「那妳是韓國華僑囉？不然妳怎麼知道怎麼做泡菜？」 

答：「不是，我們是台灣人，根就在這。才會好好經營，不像有些人賺了就跑。我們

是因為以前韓國華僑那些好鄰居，教我們做的，還會跟我們說用那些料比較好，後來

他們要搬走的時候，把配方教給我們。我們也是第一家印泡菜製作方法給客人的。有

需要做泡菜可以來我這裡挑貨，像魚露、辣椒粉這些我們都有。」 

 

這種因同行相忌的生意競爭，應遠大於族群的歧視。 

(四) 在台韓國華僑服飾批發業經濟活動的曲線 

從事服飾批發的韓國華僑會極力宣傳他們物品來自韓國的正統性，店內絕沒

有穿插其他國家的產品，且自稱由於對於韓國商品熟悉度，挑選出的必為嚴選精

品，其功力絕非其他台灣本土業者可及。在這個產業的勞動經驗，隨著台灣經濟

及政策的變化而有階段性的發展。 

 

1. 開拓期：跑單幫式 

受訪者提到，韓國成衣、雜貨來源方式早期是請親朋好友跑單幫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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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4：以前是有一點跑單幫式的啦，那在打包店呢，他就想著要客人給你帶貨，妳懂

我的意思嗎？就例如他家賣冬菇啊，她家賣這樣有的沒的，那客人有衣服的時候，客

人喜歡帶，說我家有衣服，那客人就喜歡拿他的冬菇，他的什麼拿出來賣，單幫式的，

那十幾年前，拿他的毛毯，那沒有衣服的話，你光叫他帶冬菇、帶毛毯，這些跑單幫

的客人就不喜歡了，因為衣服的體積小嘛，他可以賺的多嘛，那冬菇是一罐的，有一

點佔體積，在海關方面，又看起來也比較顯眼啊。 

  

M03：以前跑單幫，是以前啦！有規定，海關是有規定的。 

訪：是超過幾公斤嗎？ 

M03：……那以後開放了，開放以後衣服的成本就下降了，你單幫就帶著衣服進來，

你要賣賣不掉。因為海關那邊的税有下降，運費也下降，什麼都下降。以前一件衣服

Ｔ恤的話大都可能要八十塊、七十塊，那開放以後一件衣服稅金就是十幾塊。 

訪：差很多耶，差好幾倍 

M03：稅金就是十幾塊，加上運費，總共二十塊就到台北了，不必要叫跑單幫帶了，

跑單幫量又小又不多嘛。 

訪：那還要包機票的錢。 

M03：不是，那是他們自己付。問題是你到海關那邊，海關還要扣，扣稅金那划不來，

那以後就進口，進口以後跑單幫就落伍了。 

 

早期(1985 年前)由於關稅(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還沒降低，韓國華僑盛行

以各自的族群網絡跑單幫方式進口韓國貨品，簡單來說，跑單幫方式就是透過個

人，未經海關報關手續將韓國貨品帶入台灣進行買賣的一種方式。而 1985 年後

關稅降低韓國華僑也改變進貨的方式，朝向自己到韓國挑選物品後大量進口。 

 

2. 黃金期 

由於族群經濟聚集於中興街形成「韓國街」，當地商業活動蓬勃發展，而進

入韓國服飾批發的黃金期。加上政府成衣進口關稅下降後，店家鑑於請單幫客帶

貨量少又會造成衣服品質不良(被擠得皺皺的)，因此店家紛紛自行前往韓國挑

貨。挑貨流程在旺季(冬季)時週週到韓國挑貨品，流程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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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韓國華僑至韓國成衣批發市場批發流程(依訪談繪製) 

週二約下午抵韓國 由台灣搭機前往韓國 
 ↓ 
週三凌晨 到東大門、南大門挑選貨品 
 ↓ 
 委由韓國的包裝公司接貨打包(仁川或漢城) 
 ↓ 
 空運至台灣 
 ↓ 
週一 台灣的貨運公司到機場報關行提貨 
 ↓ 
週一 台灣的貨運公司送貨到中興街店家 
 ↓ 
週一 台灣各地批發商到永和中興街選貨 
其他時間 仍然提供零售商或零買客人，但以週一批發

商為主。 

 

訪談資料顯示，在這批貨過程中，韓國華僑由於有韓文語言優勢，所以到韓

國批發市場批發時，溝通無虞，而韓國大批發商也會給予優於韓國國內批發市場

的價格。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批發到台過程中，也造就韓國華僑在韓國打包的生

意契機，由台灣韓國華僑去批貨，交由熟識的韓國華僑打包或是當地打包公司，

後續委由打包單位處理，去批貨的韓國華僑可以在週三當日回台灣，繼續中興街

的生意，以爭取時效。 

 

F04：對對對，不能睡，因為那個批發市場一定是晚上才開，那媽媽的呢【衣服】，那

差不多就是十二點啦，十一點半啦，現在就十一點半，以前我剛去的時候是凌晨二點

鐘開始，凌晨兩點鐘，那我去的時候下午到，吃個飯小睡一會，我就一晚上到市場去，

那因為我對漢城的路不熟，市場的路不熟，走了段冤枉路，那以後我找了一家給我配

貨的，還不是在漢城，是在仁川……那我用了這個貨還要叫一個小發財車，我要往仁

川，我要自己載到仁川，叫人家給我打包，那這個方面心酸啊，不講別人是沒法知道

的啦。 

 

訪：那你來台灣做生意有遇到什麼困難嗎？ 

F05：當然有啊，沒有做看很簡單，自己進去做才知道沒有想像那麼簡單。那時候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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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壓力很大嘛！每個禮拜都要去韓國看貨嗎，尤其秋天以後一直到過年這一段期間每

個禮拜都要到韓國挑貨。每個禮拜一貨運公司從報關行把我們的貨進來，中南部、五

分埔中盤來批貨批的差不多了以後，ㄟ，看，貨差不多都賣光了，禮拜二再到韓國在

看下一批。 

訪：那是去隔天再回來？ 

F05：去了之後一個晚上不睡覺，到東大門廠商那邊看貨、進貨，請打包的公司來接

貨，隔天早上再做最早的班機回來，這樣才能節省時間嘛，因為台灣這裡也要顧啊。 

 

研究中發現，受訪的成衣自營業者中，都是女性(妻子)負責到韓國批貨。這

些韓國華僑妥善運用她們的選衣眼光，並在講究效率下以兩天時間到韓國完成她

們的挑選、寄送程序再趕緊回到工作崗位上。畢竟面對競爭的商業市場，如何把

握住時效也是成功的環節之一。如 Lee(1999)研究也談到特定族群集中在特定產

業中，這些新移民他們有些人會從事與自己族群或過去從事過的技能來謀生。在

台灣的韓國華僑也因為過去在韓國居住經驗以及韓文優勢，來從事韓製服飾批發

與雜貨生意。 

 

3. 轉型期 

面對台幣的貶值、韓幣的升值，產業市場的變動，韓國華僑自營業者也面對

不同衝擊，對於餐飲業和雜貨業來說，縱使台幣貶值、韓幣升值，但飲食是日常

生活不可或缺，故影響相對地不明顯。但是，成衣業卻面臨嚴苛挑戰。全球化浪

潮下，佈局中國大陸成為一種趨勢，中國大陸有廉價的勞動力與自然資源，也因

此中國大陸成衣崛起。韓國成衣原本所走低價策略，也因匯率與成本提高，導致

優勢不再。大陸成衣的強勢低價傾銷，堂而入侵韓國華僑經營成衣批發業。在我

試圖訪問中興街成衣商聯誼會會長過程被拒時，另外有位韓國華僑告訴我：「小

姐，妳來的不是時候，幸好我們不是賣陽春麵啊！要不然就要拿蒼蠅拍打蒼蠅

囉！」由其陳述中，也可知道中興街成衣批發業也面臨嚴峻的挑戰來到轉型的時

刻。面對變動的成衣批發環境，韓國華僑因應方式也因人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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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持韓味，勉強支撐 

C04、F04 夫妻所經營的服飾批發店已經被認定為韓國貨商店，而他們夫妻

已經 50 歲了，面臨中年轉業的困難，所以也只能勉強維持。 

 

訪：大姐，你現在這邊都是賣韓國的貨嗎，還是說有賣別的地方進來的？ 

F04：別的地方？我曾經有去那個中國大陸去補貨，補的少了，一年去一趟就了不得

了，不過補回來的貨不好賣，因客人已經認定你這個店是要賣韓國貨的，看了是大陸

他不看，那客人怎麼想，他只想引你用大陸的價錢買你的韓國貨對啊，客人都這樣啊，

所以說現在生意都很難做。以前感覺上，不好做也不知道怎麼的，那些年也就這樣過

了，反正這一、兩年特別難做就對了，今年很多家可能沒虧錢，有虧錢也不一定。 

…… 

F04：會有味道嘛對不對，那不賣掉怎麼用，就想便宜一點趕快賣掉，明年還有新的，

就這樣想。很多人都是的，中興街生意很難做，為什麼家家還是這樣，都是沒有辦法

啊，有的人比我做的少，剛剛你去的那個，他比我做的早，但是他中間有一段時間沒

做，又回來做，有的賺到錢，有的還沒賺到錢，反正那個過程就是養家活口吧，小孩

子唸書吧，唸大學什麼什麼這樣，供唸書吧，有的結婚。那你說都快 50 歲了還做到

這個時候，你說你不做，那去做什麼呢？是不是，你說夏天賠了，大家還希望看冬天

吧，冬天稍微賺補回來，我們這生意真正做只有做六個月而已呀。 

 

(2) 改賣大陸製商品 

C03、F03 夫婦所經營的服飾批發轉由台灣本地廠商提供，改賣大陸衣服。 

 

訪：那大哥來台灣之後賣衣服也是在台灣拿的？ 

M03：不是，我來是先賣韓國來的衣服，後來才賣大陸的衣服。因為不景氣啊！所以

只能跑一百元的衣服比較好賣。 

 

從這裡可以發現，原本利基於韓式商品的正統性攻下的商業市場，在面臨生

意威脅，也不得不改賣大陸服飾。在此，韓式商品特性與其族群身分之間產生了

斷裂。 

 

(3) 撤退，享受退休生活 

C05、F05 夫婦察覺生意變差，房租太貴，趕緊撤退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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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現在那一家還有經營嗎？ 

M05：沒有，不做了，差不多有五年左右吧！剛好不太景氣，大陸貨進來了，就不做

了。大陸貨便宜，韓國貨價位比較高，他們現在還有做嘛！就是沒有以前那麼興旺。 

訪：對，我有去訪問那邊幾家，他們也說沒有以前好？ 

M05：他們應該叫苦連天吧！ 

訪：對，業績掉很多。 

M05：對，那時候我已經事先看準勒，因為大陸貨進來嗎，我們還有接一點大陸的，

一看價位比較起來差太多，沒辦法。中興街進大陸的以後，中興街就沒有特色了，全

部台灣都可以進，中南部也可以自己進大陸貨。 

訪：所以台灣到處都可以進大陸貨？ 

M05：對，所以一看應該沒有前景，應該走對了那一步。那個店面很貴，五、六坪的

店面六萬塊。 

 

原本著眼於韓國成衣批發台灣市場的利基而投入台灣就業市場的韓國華

僑，面臨商場上活生生、血淋淋的肉搏戰時，有的人面臨中年危機無法轉行只能

無奈地堅持韓國成衣批發老本行。有的人只好以創新方式以改賣低價的大陸成衣

方式維持競爭力，也有人直接從這個市場上撤退。 

 

不管他們以什麼方式去面對韓國成衣批發在台灣市場競爭優勢的削弱，更值

得洞悉的是他們的成衣族群經濟為何失去了既有的優勢。從我的田野觀察以及其

他文獻可以發現一些可能的解釋性因素：來自族群內部的橫向競爭、來自中國大

陸成衣低價傾銷、來自台灣外圍批發市場的競爭。何謂族群內部的橫向競爭？韓

國華僑集中於中興街做起韓國服飾批發的生意，這種族群的合作和群聚的發展使

得台灣韓製成衣的批發市場也產生飽和的問題，內部產生激烈競爭，也不願意分

享資源。 

 

訪：那在這 6 年的工作經驗中；有沒有什麼是讓您印象最深刻的？  

M113：沒有。就是覺得生意越來越不好做。 

訪：就這裡的生意。 

M11：對，對。 

                                                 
3 M11 為在臺灣韓國華僑第二代，其妻子不願接受訪問，但其訪談頗能回答韓國中興街成衣批發

經營的困難故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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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有沒有想過說因為什麼原因變得生意不好做？ 

M11：都有，經濟景氣不好啦，競爭啦。 

訪：競爭是指什麼？ 

M11：就妳看得到啊！我們中興街都在賣韓國服飾啊！大家都在賣嘛！妳看百貨公司

也買得到韓國服飾啊，五分埔、網路也有啊。還有這幾年韓國那邊物價越來越高；相

對成本就越來越高。 

訪：嗯！所以……可是你們現在店裡面的不是也來自韓國？ 

M11：對阿。考慮要去大陸拿衣服來賣賣賣看，比較便宜啊！ 

訪：嗯！不過你們不是也都有參加中興街成衣商聯誼會嗎？有在聯誼會的時候有提出

生意不好的問題嘛！ 

M11：沒有，沒有，我們聯誼會就是每年兩次摸彩大家去那裡唱歌跳舞這樣。大家彼

此是競爭的對手，不可能去提要合作，我們都賣韓國衣服啊！我們只是會說生意不好

做，撐下去這樣。 

 

這種情形與 Lee(1999)研究韓裔美人經營美容指甲業面臨同業橫向競爭的

情況同出一轍。經濟日報在民國 78 年(1989.12.1,17 版)的報導指出：「向來以批

發韓製成衣產品而聞名的永和市中興街，短短三年不到時間，店面數目比以前增

加約四分之一，目前有七、八十家批發同業競爭。」但根據我在今(2007)年到永

和中興街的實地勘查與查閱中興街成衣商聯誼會的成員名冊的結果發現，目前真

正有營業的僅三十六家，足見韓國華僑在中興街建立的族群經濟市場正在萎縮當

中。 

 

在前述分析中研究者已指出大陸成衣低價傾銷奏效，部份韓國華僑為維持利

潤而改賣大陸製成衣，但也因此必須投入主流市場與眾多本土業者競爭，並使他

們熟悉韓語及韓國市場的優勢在此無用武之地。至於來自外圍批發市場的競爭，

過去中南部業者會到中興街批發韓國成衣，但是因資訊日益發達，久了，韓國成

衣批發的方式與地點也被其他批發商摸透，他們只要自己透過韓國華僑與韓國的

包裝公司合作，也可直接至韓國進貨，例如松山五分埔、台中天津街、網路上的

服飾店、各大百貨公司都可輕而易舉買到韓國商品。韓國華僑的韓國經驗、懂韓

語的獨門秘訣也就被破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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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韓式料理的全球在地化 

至於同樣得利於韓國經驗的韓式料理店經營者，本研究發現他們所經營的韓

國料理不僅在台灣餐飲業的環伺中存在中低價位市場利基，並有全球在地化的傾

向，也就是說，韓國華僑所機營的韓式餐飲表現出：台灣與韓國料理的方式與口

味的在地調和。 

 

訪：兩邊餐館的差別？ 

F06：我們走的路線不一樣，那邊【韓國】就是純粹是韓國式的，這邊【台灣】就混

的嘛！有韓國式的也有山東式的，兩個各有特點啦！形式也不一樣。 

訪：形式不一樣？ 

F06：就飯菜類啊！客人等級就不一樣，這邊【台灣】就幾乎是學生，都是學生。那

那邊【韓國】的話就都是上班族上班族。因為在那邊【韓國】家裡都會煮飯吃，上班

族才在外面吃。 

…… 

訪：可是我又聽人家說韓國料理比較好準備？ 

F06：這個要看你怎麼準備嘛！因為韓國菜都是涼拌的嘛！沒有快炒的，所以你準備

好了，放在冰箱裡面嘛！再拿出來，不過當然準備的時間是花很多啊！客人上門的時

候就比較簡單，可是前面要準備的工作也要很多很難的。你看台灣小吃都是快炒嗎，

客人來了之後快炒現炒嘛！沒有說放在冰箱在拿出來。因為料理的方式不一樣。那我

們在台灣做生意也要做口味還有料理上的調整嗎，要做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訪：那現在生意上有什麼問題嗎？ 

M07：現在是沒有，以前是有調整過菜單和價錢，我們的店在永和，客人大都社區的

人，吃個晚餐八、九十，你也不能賣太貴，客人很精啊！客人會說百貨公司的韓式料

理也一百多塊而已，那我們早期就慢慢調整，口味也調整成台灣人喜歡的，台灣人不

喜歡全部都是冷冰冰的配菜，這樣慢慢慢慢也就比較穩定了，客源很穩定，生意還可

以。 

 

從受訪者 F06、M07 的陳述可以得知，這兩家韓式料理店由於都屬於

小型的經濟單位，因此他們經營哲學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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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向中低價位尋求市場利基 

由於受訪的兩家韓式料理店一家位於大學學區附近，一家位於永和地

區，他們都表示由於客群並非鎖定頂級客戶，且在一般百貨公司的美食街裡

的韓國料理店平均價位也都在一百五六十左右，他們也只能以價衝量，畢竟

消費者也是精明的。 

 

2. 臺、韓兩者飲食的調和，邁向在地化 

面對其他類型餐廳的競爭，他們不僅要降低成本還得在口味與料理方式

上邁向台灣本土化，這也反應在地消費市場上的需求。 

 

從韓式料理的全球在地化可以看到，一方面移民在社會文化結構下將飲食適

度調整，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消費者超越全球同質化的制約，展現消費者

飲食的自主性。 

 

(六) 店內的“doing gender” 

在前面幾小節我們試圖釐清韓國華僑的族群經濟策略，在當中並曾提到韓國

華僑會親自到韓國去挑選貨品寄送回台灣販賣，有趣的是去挑選貨品的都是女

性。所以在自營業者店中的 doing gender 也需要進一步剖析。 

 

關於店內的性別分工，韓國華僑也依照傳統性別分工刻板印象去分配，男性

多負責與外界接觸、體力相關的工作，例如服飾批發與雜貨業中：外包業務的寄

送、扛運物品；餐廳裡的廚房業務。至於女性在服飾批發與雜貨業的工作則為店

內銷售解說、看店、到韓國採買的事物；餐廳業中則為：招呼客人，打理外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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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貨是從哪裡來的阿？ 

M04：韓國。 

訪：韓國，是您們自己去挑的嗎？ 

M04：對啊！我太太會去韓國的漢城就是現在的首爾選貨嗎，再寄回來。 

訪：大哥你也會去挑貨嗎？ 

M04：不會，選衣服是女人的事嗎［笑］要找對衣服。 

訪：為什麼大哥覺得選衣服是女人的事，我看店裡也有賣男生穿的啊？ 

M04：嗯！女人比較有選衣服的眼光啊！［笑］ 

訪：要找對？ 

M04：就是要找到適合大家的。 

 

韓國華僑的店家大都只有夫妻兩人共同經營，且由於家戶與店的結合，有時

反而男性不認為看店與招呼客人是他該做的事。在研究者的一次參與觀察中則發

現 M02 僅負責店內東西的打包，當有客人上門時，他並不會主動與客人攀談、

銷售貨品，甚至當客人待在其店內詢問商品，他認為太久了，他也會過來下逐客

令。在 M04、F04 的店內，研究者也發現同樣的情形，M04 只顧者照顧魚缸，

有客人上門甚至不理會。此外儘管 F04 那天剛從韓國批貨回台灣人感到不舒服，

她還是得趕緊做飯給 M04 吃。 

 

在店內工作就是如此固著於性別分工，即使女性再怎麼累，她還是要負責店

內銷售工作，男性不會去搭理，但女性同時亦免除不了「家務責任」。這種韓國

華僑夫妻之間職場互動的彼消我長，也僅是反應出女性擔負更多實質的工作。這

個遷徙的過程，對性別的 doing 變遷也有改變，既存的性別層級被進一步強化：

男性維持一貫霸權的角色，卻而使女性陷入比在韓國時更長工時與更多勞務之

中。  

 

這就像 Espiritu(1999)所提到的，亞洲移民聚集在高度競爭、勞力密集的產

業從事小型生意時，妻子和丈夫在店內一起工作，但是丈夫可說是妻子最直接、

最糟糕的上司。而 Staudt(1999)、Assar(1999)也提到自營業者女性在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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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勞動工作時，其被賦予的傳統角色往往被強化。一旦男性採取不肯合作的策

略，為使生意能順利進展，女性往往要肩負起工作場所個個環節都得面面俱到的

角色，這之間夫妻工作權力的消長，並沒有使女性有平等協商的機會。 

第四節 主流社會的就業市場 

其實移民的勞動場域不僅限自雇式勞動，還發生在開放經濟的就業市場。在

美國的少數族群勞工移民不少人會先在族群經濟體內工作以獲得經濟立足點，之

後再尋找主流的勞動市場裡較多的酬勞和更好工作環境的工作。至於台灣地區的

韓國華僑除了上一小節的自營業者外，也有一些人進入主流社會的就業市場擔任

教師、工程師、翻譯等工作。在訪談的分析可以發現影響這些韓國華僑進入主流

社會就業市場的因素有： 

 

(一) 台灣文憑的接受度 

在主流職場工作的韓國華僑，都先以華僑的身分參加教育部所舉辦的「台灣

各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聯合招生」獲得的名額進入台灣的國立大學就讀，而他

們這些在台受教育者，都依靠台灣的大學文憑以順利進入在地的雇庸關係網絡

中。也就是說，由於他們在台灣接受教育訓練，因此其大學文憑在台灣就業市場

的接受度比較高，尤其他們大都念台灣大學，在就業市場中也有加分的效果。 

 

F09：對。我畢業之後，大部分都是做秘書。秘書做進出口的。那我在臺大念外文系

所以很自然剛畢業就留在台灣工作，找工作算很順利，人家一看我是台大畢業的都會

說：「哇！你是臺大畢業的耶，台灣第一學府」我自己猜啦！我在台灣念大學對我找

工作有幫助。 

 

Min & Bozorgmehr(2000)比較研究愛爾蘭裔和韓裔的移民在職場上表現，

也發現愛爾蘭裔移民比韓裔移民的教育程度高之外，他們大都在美國完成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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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這有利於他們在職場上就業。也就是說，移民在不同國家接受大學教育，其

文憑在就業市場中有不同的轉換價值，在台灣地區韓國華僑身上，我們可以看見

台灣文憑的在台灣就業市場的被接受度高，因此有台灣高等教育文憑的韓國華僑

較容易進入主流市場成為受雇者。 

(二) 韓文的助益 

Alba(1997)、邱琡雯(2003：172)發現語言同化，可以幫助少數族群移民在

職場上有加分效果。語言能力不足是許多移民的挫敗經驗，它代表了生活上溝通

的不變，也表示他們的學經歷或專長有某種程度上的不被認同(姜蘭虹、宋郁玲，

2001)。由於韓國華僑在韓國使用中文的機率很高，連華僑學校課程安排中也是

使用中文授課，因此在韓國華僑學校的中文訓練也促使他們有良好的中文能力，

不過為了讓韓國華僑適應韓國的生活，也有每週 3 小時的韓文教授。而韓文卻成

為他們在台灣職場上的意外優勢。 

 

M08：因為我會講韓文嘛，跟韓國人合作就是請我去做翻譯，嗯，嗯。 

M09：我是靠我語言在賺錢的人，對，韓文，總是要聯絡啊……而我在那邊學的韓文

現在是我主要賺錢工具。 

 

F09：因為他製造商是從韓國那邊來的嘛，然後因為就是溝通，你可以找英文秘書，

可是因為他那邊老闆是韓國人，怕溝通上還是需要的。 

 

由此可見，語言同化對於移民的就業與生活適應有關鍵性的影響，但是韓國

華僑卻也因為雙語優勢(中文、韓文)而在職場上有所發揮。 

 

(三) 族群身分的影響 

相對於自營業者的韓國華僑自身提出的鮮明族群身分，受雇者的韓國華僑並

不會主動地在工作場所提起自己的族群身分。當詢問起他們自身族群身分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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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受雇者中僅有 F01 表示族群對她有一點影響，卻沒有造成她最後獲取工

作上的殺傷力。 

 

訪：之前您有提到因為您韓國華僑的身分；有一點點會影響到您找工作，可否請您談

一下？ 

F01：因為我沒有常換工作。我不知道其他人應徵怎樣，在我應徵○○【大學教職】的

時候。後來是聽我學弟說的，因為我們那邊有台大的學生畢業已經去了嘛！就是學弟

他說：「學校有位老師反應：我是韓國華僑」。 

訪：可以說清楚一點嗎？ 

F01：然後那位老師他以前印象中的韓國華僑比較時髦、愛玩［笑］；他以前唸師大的

同學是這樣子。 

訪：喔！ 

F01：對對對。我們那學弟就說：「不會！我很認真這樣子。」我想這不只是對韓國華

僑；這可能是對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就是他過去的印象，他接觸到那些人嗎，我想

多多少少都會。 

訪：那您身邊的親戚朋友有提到自己這方面的問題嗎？ 

F01：我其他朋友、同學啊？ 

訪：對，就是有留在台灣找工作的時候，會因為這個族群身分受到影響嗎？ 

F01：我是沒有沒有很具體聽到，因為有些同學他是直接做相關的產業，例如教書、

在公司上班，那如果說中興街他就不用強調嘛，大家都知道那裡有很多韓國華僑！ 

 

根據研究者推測，國外移民研究談到的種族、膚色印象(skin-tone effect)在

他們身上隱而未現。他們外貌與臺灣人難以進行顯著區辦，畢竟同屬中國人血

統。再者論及口音，受訪者談到多是因不懂台語鬧的笑話，且容易被台灣人歸成

外省人，他們的口音並不會直接被連結成韓國華僑族群。也就是說，美國移民研

究中種族歧視對於少數民族的職業安全與社會地位所造成的劣勢—例如韓裔美

籍移民在職場上受到歧視導致失去工作進而影響到婚姻狀況的情形—在本研究

中並沒有出現，這種隱形的族群身分具有彈性化的作用力，當他們在職場上有需

要時，他們可以讓其族群身分現形，強調其來自韓國，以增加其在有酬勞動市場

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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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韓國華僑移民在主流就業市場的工作機會得利於：台灣文憑在台灣

勞動市場的可接受度及韓語能力的溝通技能。在本章第二節中所提到韓國華僑族

群網絡的綿密交織與相互幫助的強烈特性，亦發揮職場謀職的功效。至於族群身

分對於受雇者的韓國華僑來說，具彈性化的作用，依照個人所需去選擇公開與

否，以增加其有酬勞動市場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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