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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從多方的學術研究與大眾媒體報導中發現，對於來台東南亞籍男性婚

姻移民生活，目前的論述多半只是一個模糊的概說，且多持著負面的角度。為此，

本研究之目的為希望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灣之後的生活經驗與歷

程，包括其選擇遷移的緣故、家庭互動關係、人際網絡關係等。 

由於男性新移民在台人數較少，且對於他們的分布型態、模式尚未有完整的

論述，本研究以採取質性研究進行研究。就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訪

談八位住於台北縣市與桃園縣的東南亞（包括菲律賓籍、泰國籍、印尼籍以及馬

來西亞籍等）男性婚姻移民，就他們的敘述中了解每個事件對其之意義為何。 

從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開始對他們在臺灣生活的樣貌有了初步的了解。本研

究發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灣之生活經驗實際上是一連續適應歷程，而台

灣社會民眾對於東南亞籍移民者的態度與對待方式也會影響到移民者的適應。此

外，這其中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面對移民社會的結構限制，也會發展出自己一

套多元文化的因應方式。 

綜上所述，研究者建議社會工作實務與教育可就以下努力；包括針對男性婚

姻移民辦理適當的職業訓練與賦權教育，而實務工作者也應就移民多樣性設計發

展相關服務。最後，研究者也建議未來相關研究可行方向。 

 

 

關鍵詞：跨國婚姻移民、生活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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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mounts of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mass media, the researcher only 

found a rough description and concept about these foreigners, and the outlook is 

negative and maybe unfair to them. The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male marriage 

immigrants ' experiences in Taiwan. 

    Because these immigrants are small in number, this research approaches each 

case with in-depth interviewing. After interviewing eight southeastern-Asian male 

marriage immigrants(including the Filipino, Thai,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nationality, etc.), the research then discuss each experience and its meaning to the 

immigra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had further understanding 

for foreign men’s life. The southeastern-Asian marriage immigrants' life in Taiwan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adaptation, which influenced by Taiwanese society's attitude 

and treatment toward them. When southeast-Asian male marriage immigrants face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immigration social structure also developed their own set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light of the way. 

    The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we can develop the righ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mpowering education for male immigrants. In addition, the practice on migrant 

workers should also develop the diversity of design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s also suggested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international marriage, lif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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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下，近年來台灣社會對於生活中耳熟能詳的「外籍配偶」

出現在我們週遭已經習以為常。生長在中南部的我而言，每逢寒暑回家鄉，於茶

餘飯後時，往往可以聽到親戚們談話中對於這群所謂「外來者」的討論。目前國

內已逾 13 萬人次（不含大陸配偶）的跨國婚姻移民中，東南亞國家為占最大比

率。隨著跨國婚姻的比率日漸增加，相關議題一一浮現被討論，因此國內研究探

討其福利需求、來台生活適應程度、子女教育問題等研究近年來可以說越來越

多。然而就目前來台跨國婚姻移民中，男性人數一直佔有穩定的比率存在，卻鮮

少有人探究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的生活情形。研究者認為，國內目前以女性移民為

基礎建構的跨國婚姻論述，不足以勾勒移民婚姻生活歷境的完整圖像。事實上，

不同性別就考量跨國遷移與婚配時，有著不同的社會結構或個人因素考量，然而

這些討論在當前的研究中則是較少細緻地審視性別差異面向，可能概化了男性為

何跨國婚配的思維、需求面向及來台後的生活適應。 

第一節  緣起動機與研究重要性 

  猶記得多年前，沸沸揚揚一時的姐弟戀－莉莉與小鄭，故事中的女主角因與

小 20 多歲的年輕男主角相戀，受到來自女方家長的堅決反對與不被祝福，儘管

兩人彼此相愛不已，但仍被強大的與論壓力導致分開，故事的結尾，女主角莉莉

另與年輕的泰國籍跨國移工庫安交往，之後並共結連理。類似這種的異國戀情可

能發生在台灣社會中的每一處，然而在目前的主流論述中卻鮮少受到重視…。 

壹、緣起與動機 

於一次閱讀跨國婚姻新聞及傳媒資訊時，發現到近年來台灣女性與東南亞男

性的人數比例日漸增加的相關報導。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目前來台的泰國配偶人

數中，將近三分之一的比率為男性，這些與台灣女性結婚的泰國男性普遍都比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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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年紀還要小，他們平均年齡集中於 25 到 35 歲左右，而與其結婚的台灣女性則

多約 40 至 50 歲，形成了一個特殊現象。泰國辦事處的副代表吳建國（2007）指

出；「泰國籍男性外籍配偶多半是以移工身分來台，然後與台灣這邊的女雇主認

識，因而締造這段良緣。」1當台灣社會性別意識的抬頭以及自由婚姻的講究，

婚姻的構成與形式不再以單一形貌（男長女少、男主外女主內）呈現。國內女性

與東南亞籍男性婚姻婚配有著穩定上升的趨勢，也透露著在探究跨國婚姻模式時

必須考慮的異質性與多元性。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7）統計資料，截至 2007 年 11 月為止，已有 122,908

位藉由歸化國籍或是外僑居留方式留在台灣的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其中男性移民

有 3,781 位，約占東南亞籍來台婚姻移民人數的 3%。從數據中可以發現，東南

亞籍人士藉由婚姻關係來台不單單只有女性這部份，尚包括高達四千位的男性配

偶，他們同樣地於台灣社會中構成婚姻關係、組成家庭。但儘管如此，過去對於

跨國婚姻的論述多扣連著婦女為延續子嗣的生產工具，在強勢國以及邊陲國關係

之間進行結構性的討論（夏曉鵑，1997；蔡雅玉，2001），卻忽略了東南亞籍男

性婚姻移民的感受，並將台灣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跨國婚姻視為只有一種型態與

模式。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7 年資料顯示，目前在台婚姻移民而言，男性與女性

婚姻移民有著不同面向的差異2，包含（一）在台地區分佈、（二）原生來源國、

（三）年齡結構、（四）跨國通婚途徑、（五）工作狀況與經濟來源，茲說明如下： 

  在台男性婚姻移民其原生國籍以泰國居首位，占 32.7％，其次為日本，馬來

西亞籍則再次之，占在台男性婚姻移民的 7.2％，其來台多居住於台北市、台北

縣、桃園縣等地；女性婚姻移民原生國籍以越南為最高，占 57.5％，其次為印尼

                                                 
1 引自台灣之音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61464&t=，2007 年 
 11 月 22 搜尋。 
2 由於目前針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狀況並無特意區分「東南亞籍」與「其他國籍」婚姻移民，而 
 以「外國籍配偶」視之，故本文中並無獨立呈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狀態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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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23.2％），來台則多居住於高雄、屏東、彰化、台中等縣市。而男性婚姻移

民的年齡，以 25 歲至 34 歲年齡層所占比率最高，其次為 35 至 44 歲組；女性婚

姻移民以十五歲至二十四歲年齡層所占比率 44.8％最高，其次為二十五歲至三十

四歲組占 41.6％。 

婚姻移民來台結識另一半方式，發現到不同於女性婚姻移民高達四成的比率

透過仲介機制來台，男性婚姻移民認識我國籍女子方式，則以自行認識者所占比

率最高，占 77.8％，而經由婚姻仲介所占比率極低，只占 2.8％。至於在台婚姻

移民具有工作的比率為百分之 34.6；其中男性婚姻移民有工作的比率較女性移民

高。其中男性婚姻移民有工作的比率百分之 81，從事工作以服務業為主，女性

婚姻移民有工作比率為百分之 32.1，以製造業為最多人從事職業。經濟來源部

分，男性以本人工作收入最多（占 73.8％），女性以配偶提供最多（占 73.6％）。

從上述數據得知在台男性和女性跨國婚姻移民，無論在跨國婚姻結識方式、年齡

結構、來台分佈地區、工作狀況都呈現不一樣的情況，這些因素也影響男性跟女

性跨國婚姻移民者有著不同的生活經驗與適應。 

  夏曉鵑（2002）指出，婚姻市場中經常出現男女雙方社經地位不對稱的現象

而造成的「婚姻坡度」，社會眼光對夫妻角色的認定造成「上嫁婚配」的普及性，

結果使得本身年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女性，在婚姻市場中擇偶的範圍較為狹

窄，配對成功的機率大大地降低了。此外，過去認為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來台

後，其生活圈、人際網絡的發展被視為受限於台灣夫家（蕭昭娟，2000；鄭雅雯，

2000），而來自同樣國籍的男性婚姻移民社會網絡之拓展是否也受到其台灣妻子

的約束？他們組成的移民家庭中，是否也受台灣傳統「男主外，女主內」性別分

工模式影響，抑或呈現不同的家庭夫妻互動的權力結構樣貌呢？ 

  在傳統文化思維中，男性為掌握權力的群體，這也是為什麼在社會福利相關

論述中，男性較少被討論的原因。畢恆達（2006）解釋為何需要進行男性研究與

瞭解男性經驗的價值，主要因為過去的婦女研究都是探討女性經驗來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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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性別邊緣與弱勢者角度加以了解主流論述如何在邊緣影響作用。然而，從女

性經驗出發的研究，不一定能夠詮釋男性的主體性經驗，當目前論述跨國婚姻

時，我們浮現的想像通常為女性移民來作為代表印象，卻忽略了婚姻移民中不同

的面貌存在。因此，男性婚姻移民面對的，不但除了被社會視為「外來者」的可

能性，在面對移民相關的論述中，又是「少數者」的雙重弱勢身分，這不但深深

的影響了我國對跨國婚姻的思維看法、研究方向、相關單位的提供服務、以及政

策制定，也缺乏細緻深入地探討性別差異造成跨國婚姻移民有著不同層次的需求

和經驗。 

  王宏仁（2006）指出婚姻市場是相對的，不能單單放在單一性別背景來觀察。

葉郁菁等（2004）認為，男性婚姻移民的處境更值得探討，當這群人選擇成為「台

灣女婿」時，會不會由於男性父權行使被閹割剝奪，而對於家庭或是社會上的歧

視有著更強烈的感受？事實上，男性婚姻移民比女性婚姻移民感到台灣人士對待

外籍人士「不好」有較高的比率，這其中可能由於過去長期性地忽略他們的來台

適應議題，因此，她建議政府或民間部門應該深入瞭解男性婚姻移民可能有的適

應困難，並提醒男性移民研究應該受到重視的重要性。 

  誠然，在今日以女性移民來台進行跨國婚姻的趨勢中，研究者分析以及詮釋

人數不過四千餘人的少數群體，除了帶著好奇與想像外，如何回歸社會層次面

向，提供大眾另一個視野，以及藉由研究達到社會政策、社福單位的注意及反思，

進而貢獻於研究對象本身，這些都是更需要深思的。為此，在端看男性東南亞籍

跨國婚姻移民來台生活，不能因以其男性身分而視其沒有跨國適應上的問題，也

不能因為其屬於少數移民群體而忽略其感受，研究者認為有必要提供男性東南亞

籍婚姻移民之真實感受以及內在想法用以作為未來移民服務單位、政府執行上的

參考。 

貳、研究重要性 

  作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從起步時研究開始的構思、蒐集資料、著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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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重要性及研究價值的質疑卻不間斷地來自四面八方。然而，本研究認為瞭

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跨國生活適應有其必要性原因如下： 

一、 目前主流論述中嚴重缺乏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之形象 

  從檢視國內已經發表的學刊論文與跨國婚姻相關討論，目前關於東南亞籍婚

姻移民的相關研究中，主要多是集中於已來台女性外籍配偶，其子女的學校教

育、學習輔導（吳美雲，2001；賴建達，2002）、學習問題（邱琡雯，1999）、語

言發展（楊詠梅，1999）、心智能力發展、子女教養（陳美惠，2001）、生活適應

（鄭雅雯，2000；蕭昭娟，2000）、社會適應以及婚姻適應（呂美紅，2001）等

教育和各種適應的議題為主，而關於男性婚姻移民部分，則只有描述性的統計資

料說明人數、教育程度、年齡、居住地等背景資料（柴松林，2005）或將其生活

適應歷程與感受與歐美籍男性婚姻移民視為同類型（葉郁菁，2004）。因此，在

主流論述以及大眾關注的焦點中，事實上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這群人的聲音是

缺席及被漠視的，成為國際遷移婚姻中被遺忘的一群人。 

  跨國婚姻的相關研究在今日已成顯學，針對來台婚姻移民女性為主要對象的

研究更是不勝枚舉（夏曉鵑，1997；蕭昭娟，2000；鄭雅雯，2000；呂美紅，2001；

蔡雅玉，2001；陳明利，2003 等），也累積了許多豐富的文獻和實証研究的基礎；

然而，在跨國來台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這個面向，卻是空缺的。這不但影響了國

內目前移民政策的制定以女性經驗為主體的制定、缺乏全面性的考量，也驅使有

關社福機構在提供服務時沒有為男性移民來台可能有的需求去思考，台北縣社會

局 2004 年度針對婚姻移民進行的生活照顧輔導需求調查指出：男性婚姻移民的

需求面向以希望可以設立專責服務機構為佔最大比率（20%）。這似乎也透露出，

在目前以女性為主的移民研究的洪流之外，必須深思、尊重及全面考量跨國移民

的多元面貌與型態。 

二、 解構媒體與社會大眾對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既有負面刻板印象 

  國人過去對於女性婚姻移民有著負面想像，例如「來台賣淫」、「假結婚，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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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夫家錢財」，在經由這些年來有關單位努力倡導後，已逐漸改變這方面的刻板

印象。然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目前於大眾媒體上的放送，卻依舊複製早期看

待女性移民的角度視之。從檢視新聞內容中，不難發現出現諸如「外籍新郎入贅

台灣」、「假結婚真打工」、「引發治安問題」等負面形象，或在結論時以「警方建

議相關單位，對這類以假結婚入贅台灣的外籍新郎能夠比照大陸妹處理，就是在

他們來台的時候，對他們進行面談，避免有更多的外籍新郎湧入台灣，讓已經浮

現的治安問題更為嚴重。」（立報，2003 年 11 月 26 日） 

  上述具有濃厚優越意識來概化看視他國移民與形成論述，不但污名化婚姻移

民的來台脈絡，也突顯國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與自以為是。為此，研究者企藉由

本研究還原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及其想法，跳脫國內對於

東南亞地區已存的固著想法，同理地傾聽發掘其內在聲音與感受。 

三、 男性婚姻移民落入生活風險之可能性 

  過去指涉社會福利議題時，往往與婦女、兒童少年、老人、身心障礙等領域

聯想在一起，卻忽略了男性也需要面對的需求層面以及落為弱勢的可能性。

Murdock（1945）指出：即使在不同的社會中，但某些「文化普遍性」（cultural 

universal）卻驅使我們習慣二分法某些概念，而造成刻板印象的固著。這也使得

在許多人的認知上，似乎福利需求是與男性無關的，也因此，忽略某些男性邊緣

人的內在想法（引自彭懷真，2004）。而近年來單親爸爸、男性遭受家庭暴力等

議題一一浮現，也提醒了我們在進行相關服務、學術研究、社會政策制定，也必

須納入男性落入生活風險中的可能性。 

  本研究探討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在過去常常是被忽略的邊緣群體，而東南

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相關研究更是在台灣移民學術上是個缺口。此外，台灣社會

習慣視男女婚姻配對方式中，通常女性希望丈夫的教育、薪資程度至少不比自己

差的情況下，男性也期待自己在許多方面不輸於妻子，以符合男性婚姻中威嚴的

印象，然而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男性一方面不若來自歐美的「洋女婿」帶給國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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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挾著經濟優勢的印象；另一方面，男性婚姻移民年齡比起其台灣配偶平均

來得低，或是以「雇主－移工」關係、旅行、留學、經商等管道結識彼此，誠如

Blumberg 與 Coleman（1989）認為：經濟能力是關乎著可以左右婚姻中夫婦權力

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說，女性若是愈能控制經濟所得，掌握家庭收入來源，越

能夠左右家庭中各項決定（引自田晶瑩、王宏仁，2006），也就是說，他們在家

庭婚姻結構中，不一定是擁有權力與決策的主要者，而其組成的家庭之互動型態

與權力關係，也未必能以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在台經驗來解釋之。 

不同性別在跨國婚姻中有著不同的背景脈絡和個人條件，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是否有著類似於女性婚姻移民之遷移經歷，當兩個文化、不同價值意識接觸

之後，其在婚姻關係中又有著怎麼樣的經驗？此外，這群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

在台後的生活經驗，也是令人好奇的，其產生什麼樣的社會網絡、生活方式及使

用的社會資源，而來台後又產生如何的衝擊？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此次的研

究，從而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內心世界與真實感受，提供給大家有較明

顯的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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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國內有關台灣與東南亞跨國婚姻移民相關的討論，許多學者提出全球移民流

動現象的探討無法擺脫階級、性別與國際資本發展的脈絡，當較富裕國家的男性

的優越位置被日漸提昇的女權所威脅時，國際資本的流動提供了他們轉向貧困地

區尋找繼續延續父權關係的管道（夏曉鵑，2001；邱琡雯，2003）。此跨國婚姻

的普遍化，反映台灣男性欲將傳統女性的形象再現與複製「權力－順從」結構的

性別期待（田晶瑩、王宏仁，2006），這也說明跨國婚姻現象不單單只是著重在

於婚姻本身，這其中更交織了性別和權力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性別權力扣連著

族群與階級的關係又是如何在男性跨國婚姻移民中呈現呢？ 

  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往往被視為雙重弱勢，立基點在於其結合了性別歧視

及外來移民者兩種關係結合，形塑成其身份特殊性。本文所探討的議題不同於過

去討論：首先，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非以仲介關係來台，大多數的移民者以自

身認識台灣女性配偶的方式為主，藉由移工身份來台或是因為留學、工作或旅行

等因素結識不同國度的彼此，因此這裡的討論不若「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所指涉：

將婚姻視為買賣關係，而應視這些男性移民有著更多主體性存在。男性婚姻移民

所建立的婚姻家庭型態、家庭分工與夫妻權力運作的呈現方式，不能以過去論述

跨國婚姻模式直接套用。為此，研究者欲探討的研究問題面向與研究目的如下： 

壹、研究問題 

跨國婚姻的產生本身就建構於諸多複雜的因素，但過去研究卻似乎缺乏完

整地描繪出台灣女性與東南亞跨國男性婚姻移民之間跨國婚姻關係的圖像與脈

絡。 

研究者希望經由本次研究試圖探索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生活經驗與適應

歷程、在台生活適應圖像，理解這段和我們習慣認知中的異國之戀有怎樣不同的

處境歷程？ 因此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面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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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希望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進行跨國婚姻其發展背景脈絡為何？ 

  過去討論婚姻移民的相關論述集中於造成國際婚姻的原因在於經濟因

素作用的產生，也就是由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脈絡運作，經濟較弱勢國的

人民嚮往藉由婚姻關係移至經濟較強勢的國家，以追求更好的生活或經濟

支柱。而東南亞籍男性是否也是同樣的模式而決定進行跨國婚姻？抑或因

為留學、工作、經商或旅行的形式來台？ 

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灣有著怎麼樣的生活適應經驗與歷程？ 

  另外，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後，當兩個社會所呈現出文化層次

上的不同、生活習慣的差異、語言、宗教等等各層面衝擊，東南亞籍男性

婚姻移民對於所面臨的生活上的文化衝擊有著怎麼樣的感受，其又是以怎

樣的方式適應？在適應歷程中，哪些因素是幫助適應良好的關鍵，哪些因

素是妨礙了在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進行適應的原因？ 

三、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其台灣配偶的夫妻關係、家庭互動模式為何？ 

  跨國婚姻由來自於不同文化背景、國籍的雙方所建立，彼此之間帶著

原生國籍對於家庭圖像的想像與婚姻中性別分工和角色關係互動之詮釋。

因此本研究除了探討婚姻移民在異國家庭中的生活適應外，也希望瞭解東

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在台家庭之互動關係及在移民家庭婚姻中，誰擁有

較大的權力及決策權？ 

四、希望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如何拓展與建立社會人際網絡？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來台之後，是如何建立他們的人際網絡？此

外，他們是與哪些人相處，是過去同鄉、同國籍的人士，還是在台新認識

的朋友，而又是怎樣的方式與背景，認識這些朋友？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又如何拓展他們的人際網絡，藉由哪些場域、什麼機會而結識彼此？

本研究希望就這幾方面深入探討，並忠實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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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探究問題面向，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則在於： 

 一、呈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適應經驗之圖像，促使尊重其主體性。 

解構傳統觀念中，認為「新移民」、「外籍配偶」、「東南亞籍婚姻移民」

即等同於女性移民，而忽視了男性移民這群體。並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在台生活適應歷程中，其生活適應所需要考慮的層次面向，以作為未

來端視跨國婚姻中的移民者時，不管是學術研究、政策制定時可以從更多

元的角度來看待。 

 二、提供給移民服務的相關機構、單位，針對男性婚姻移民需求發展相關回應。 

而不僅從女性婚姻移民的需求點出發，事實上，男性跨國婚姻移民也

可能發生的求援因素跟煩惱事件，社會工作者與機構員工在訓練及灌輸觀

念時，應必須重視男性婚姻移民的主體性。 

 三、作為國內男性婚姻移民研究產製之先驅，促成此關懷觀點之重視。 

本研究跳脫過去以女性移民為主體所建構的理論與概念架構，希望藉

由此研究的發展，作為未來婚姻移民思考面向有著更多元的性別思維，並

從研究中挖掘男性婚姻移民跨國婚配的想法與詮釋。 

  在全球化的脈絡中，我們的生活正朝向一個多元族群的圖像，但是從經驗

上，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卻因為其原生國仍然多存在著負

面刻板的印象，因此造成了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生活中的壓力源。本研究希望可以

跳脫過去對東南亞地區的概念框架，並提供給讀者東南亞地區男性婚姻移民來台

經驗的完整樣貌，並希望藉由此研究反省目前相關移民政策，重新思考東南亞籍

男性及女性婚姻移民由於適應程度不同、需求不同，而該有合適的政策制定。以

及給予社會工作者、相關單位的實務工作者、專業教育上的訓練在看視跨國婚姻

時，有著不同的觀點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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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每件跨國婚姻都是一個故事，當移動者決定遷移到另一個國度之前，或多或

少都抱著對於未來圖像的憧憬與想像。隨著飛機翱翔，將每份夢想帶領到另一個

世界。決定遷移主要因為移民們相信可以擁有更好的生活，但事實上，跨國婚姻

移民行動者往往必須面對所從未設想過的情境。本章針對研究主題進行深入探

討。第一節為跨國婚姻的背景因素，內容探討跨國遷移的相關理論；第二節是討

論跨國婚姻移民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就生活適應內涵談起，並提出移民於移入

地可能有的適應歷程；在第三節裡則探討婚姻移民家庭互動關係；第四節則是討

論國際家庭互動議題，第四節則為探討跨國婚姻移民人際關係的建立與如何擴

展。本章內容將扣緊國內情境社會，並深入分析於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議題。 

第一節  跨國婚姻發展脈絡 

 跨國婚姻為國際性遷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現象的一部份，根據 Gordon 

（1964）的定義，這種不同民族間發生的婚姻（intermarriage）指的是決定結婚

的雙方來自不同文化國家環境構成的婚姻關係（引自 Bowser & Hejazinia-Bowser, 

1990）。 

壹、國際通婚的形成與發展 

 跨國婚姻關係源自於國際遷移行動。近世以來，在全球化脈絡下跨國性勞動

力的移動牽連著大量國際勞工、移民的遷移，此外由於交通科技的便捷改善，國

際間通勤往來對許多人來說並不陌生（李玟臻，2002：9）。每日都有成千上萬

的人藉由航空、海運、陸上交通工具進行跨國界的移動。McGuire（1998）指出，

二十世紀中以來大量移民在國與國之間進行跨國界的移動與戰爭、經濟需求、資

本主義的流動及跨國企業的擴張有關，移民考量工作機會、經濟改善等因素促成

國際遷移。當代移民在國與國之間的流動已是全球普遍的現象，目前全球化脈絡

下的國際移民之主要趨勢與方向主要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有密切的關聯，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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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大多數選擇經濟條件比原生國好的環境（Tomasi, 2007）。 

 在國際間的各種遷移行動類型中，最令人受到矚目莫過於跨國婚姻的發展。

del Rosario（1994）整理西方文獻對於國與國之間通婚關係的記載，認為當代跨

國婚姻大約發生於 1960 年代之前，最早由英國開始出現專責服務機構協助海外

同族人士的婚姻介紹，主要服務對象為某些類型的弱勢移民者或是種族，這階段

跨海的男女雙方經由傳統信件通訊、親友、婚姻介紹所、媒人等方式介紹認識彼

此。1960 年代商業機構的逐漸形成階段，隨著工業化、科技、通訊等發展運用，

商業仲介引進電腦媒體方式發展跨國擇偶的多元管道，此方式在美國、英國、德

國間盛行成長。爾後，1970 年代至今為 del Rosario 所謂的「發展期」，移民產

業的需求加上婚姻介紹所、交友俱樂部的商業化，仲介發展以亞洲、第三世界國

家的女性為主要市場介紹於西方男性的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模式迅速增

加。 

 台灣與東南亞地區進行的跨國婚姻莫約從 1970 年代初期開始，源於部分退

伍老兵擇偶困境壓力，與某些在台東南亞籍華裔婦女進行的婚姻（Hsia, 1997；

引自呂美紅，2001：18）。蕭昭娟（2000）在其田野調查中則發現，這時期來台

的東南亞籍婚姻移民有相當的比例來自於某些組織以介紹工作名義引薦東南亞

地區的女性來台，事實上卻是進行販賣人口，迫使這群人跨國通婚。到了 1980

年代則由於政府南向政策的緣故，許多台商與東南亞國家有更多的接觸，增加彼

此的認識與通婚機會（劉美芳，2001）。1990 年代至今，與國際經濟發展和亞

太密切互動往返有關，促使大量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來台（蔡雅玉，2001），

此外，近年來隨著台商至越南投資及該國的開放觀光，來台的女性越南籍婚姻移

民人數也快速上升（蕭昭娟，2000）。因此，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

現象與經濟因素、地緣關係、國際互動有密切的關連。 

然而跨國婚姻移民決定至其他國度進行婚配實質上有其各種背後的原因，國

際遷移行動的產生一方面由於移出國在種族、宗教、政治或是經濟的壓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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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因為受到移入國的吸引（廖正宏，1985），其中更包含了自身決定因素與

文化脈絡、家庭因素等考量，也與權力、政治、經濟、階級、種族、性別等議題

有密切相關（劉美芳，2001）。為此，研究者認為看待跨國婚姻的發生不能單就

兩國之間經濟結構加以推定移民流動方向，應深入細緻地探究其中各層次狀態等

其他因素、全面性地涵蓋考量各種造成跨國婚姻產生的因素。 

貳、跨國婚姻之相關觀點 

跨國婚姻移民於國與國之間的流動，Rangel（1999）認為選擇跨國婚配的原

因主要為了打破階級(class)之間的隔閡，個人藉由婚姻關係邁向及融入其想像的

「主流社會」而選擇國際遷移，此對於婚配中的雙方皆有其背後的考量，較低社

會經濟階層國家的人士欲經由跨國婚姻促使階層的流動。此一方面與該地區性別

人數比率不均有關；另一方面，屬於「主流社會」的配偶則希望藉此婚姻關係得

到認同及成就感。此外，移民在考量遷移國家及婚配對象時，地緣關係、社會關

係的接近也是一大考量。 

近年來台灣社會在探討跨國婚姻形成的原因與背景，已有許多相關討論：部

分學者以國家政策方向端視之，認為台灣與東南亞跨國婚姻緣故伴隨著台灣對大

陸的「戒急用忍」政策與對東南亞的「南向政策」的經貿關係發生（蔡雅玉，2000），

加上適婚年齡人口市場中男性人數比女性來得多及台灣社會性別關係間存在的

「婚姻坡度」與仲介商的推波助瀾所致（夏曉鵑，1997）。也有學者指出，台灣

社會與東南亞地區出現大批跨國婚配現象主要因為國際資本流動下造成的商品

婚姻，其論證跨國婚姻的產生是由於國際中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國兩地之間，由

於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排擠了邊緣者的勞動地位，為求生存延續而產生婚姻關係

（夏曉鵑，2000）。王宏仁（2001）則以國際勞動力的觀點切入，將來台東南亞

女性婚姻移民視為社會階層下國際勞動力流動的一環，認為其一方面扮演了經濟

的補充性勞動力，另一方面也扮演了社會再生產的勞動力生產角色，具有雙重的

生產力。然而上述以女性婚姻移民所建立的觀點模式在看視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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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遷移行為時，似乎無法完整描繪其遷移行動與婚姻決策的主體性，也難以精

確解釋出男性婚姻移民進行跨國遷移的背景脈絡及來台之後的適應歷程。 

當代移民理論大致可分成三種類型：鉅觀（marco）、中介（middle-range）

及微觀層次（micro-level）。三者差異主要在於是從整體結構、中介制度與社會

網絡，抑或從個人因素來解釋移民遷移（Ma, 2000）。本節將介紹目前移民遷移

理論的類型，並解釋瞭解跨國婚姻的產生，且涵納性別差異的觀點深思不同遷移

理論概念套用於男性婚姻移民來台進行跨國婚配的適用性。 

  一、鉅視層次觀點 

 跨國婚姻屬於永久性的國際遷移行動，遷移行動的發生是由於就業、就學、

婚姻等相關原因，選擇遷移許多時候來自於結構性層次的影響。A. S. Ma（2000）

認為移民理論中的鉅觀層次（marco-level），意指研究方法強調整體的移民現象，

不但試圖找出人口流動的傾向與型態，且認為社會經濟、政治、地理及其他的結

構因素交互連結在移民系統之中。過去傳統的跨國遷移研究多半以 C. Lee 所提

出的推拉理論（push-pull theory）作為解釋架構（蕭昭娟，2000；蔡雅玉，2000；

陳明利，2003 等），就鉅視觀點、全球經濟結構面向探討不同國度的移民流動

現象。Lee 解釋，推拉理論主要假設由於原住地的推力或排斥力（push force），

與遷入地的拉力以及吸引力進行的交互作用，造成移民遷移行動的產生。 

推拉理論提供了一個簡單明瞭的架構作為解釋移民為何決策遷移，因此過去

論述相當習慣用此瞭解跨國婚姻移民發生的原因。不過誠如王宏仁（2001）所說，

推拉理論過於著重於移民遷移的成本效益考量，卻無法清楚地解釋移民的過程與

機制，且對於外在的結構限制都視為既定的，而非把結構因素當作一個社會過程

來討論，自然而然無法細緻地探討整個移民遷移過程真實原因。P. Stalker（2002）

認為，此觀點將移動中的人們視為被撞擊的球而滾向四方，這忽視了遷移中個人

的主體性與決定。邱琡雯（2002）進一步指出，鉅視觀點在看待國際移民遷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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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重視強調經濟差異，造成研究分析之主體－移民者遷移的選擇性或生存策略

被忽略。 

事實上，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並非全然由於經濟結構壓迫與台灣女性結

婚，根據調查，男性婚姻移民在台擁有工作比例高達八成五左右，他們也具有掌

握經濟的自身能力與條件，而非全然被結構掌控。為此，研究者認為在詮釋跨國

婚姻流動時，不能單以國與國之間經濟強弱與否加以判斷移民移動方向，如此容

易忽視性別、種族、階級差異等面向在婚配過程中的作用，並缺乏審視婚姻移民

在移動過程的個人動機與主體意志。 

  二、中介層次觀點 

Ma（2000）提出第二層移民理論為介於結構鉅視觀點與個人微視觀點之間

的中介（middle-range）研究，其著重焦點為中介制度的變化，內涵為家庭與社

會網絡基礎作為移民遷移的連結，並解釋國際遷移中，因人際關係而持續不斷的

移民行為。 

1980 年代興起的移民網絡理論（migrant network theory）強調移民者所建構

之網絡對於個體決定是否遷移扮演著非常顯著的影響，強調國際之間連續性、開

放性的移民資訊互動與回饋，其重視移民網絡如何幫助移民者國際移動降低風險

成本。由移民透過一個拉一個的連鎖關係，並提供給後繼決定遷移之移民者關於

移入地文化與政治的資訊，達到實質意義的移民流動（Massey, 1988；邱琡雯，

2003）。移民網絡（migrant networking）是人與人連結互動之關係繩索，移民們

經由親族、朋友與來自相同社群的人際聯繫，連結著移民、先行移民者、非相同

血緣的移民及前往相同目的地的一群人。先行的移民的遷移行動可能伴隨著許多

原因，但一旦移民群努力爭取到機會之後，他/她們會試圖擴大本身網絡而促使

整體成本降低，並增加移民數量上升的可能性，這些行動的重複將強化與擴散於

整個移民過程，甚至擴及所有的社會部門（王宏仁，2003）。移民網絡將移民系

統視為一個自足自給的動態機制，先行移民者藉由提供資訊或是組成社會義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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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減低新來移民所可能面臨的風險，協助其在全新的環境中適應上的問題。 

國內目前已有許多先行研究指出移民網絡對於跨國婚姻移民的重要性。王宏

仁（2001）研究指出有六成左右的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透過親戚朋友介紹而進

行婚配。蕭昭娟（2000）田野經驗也發現，女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所指的「仲介」，

其實大多就是指她們的親戚朋友。鄭雅雯（2000）則認為，台灣男性與東南亞女

性進行的跨國婚姻關係，事實上的確多經由婚姻仲介管道，但女性婚姻移民在獲

取這方面的資訊，則藉由親戚、遠親、朋友、鄰居等人士提供相關消息為主，輾

轉連結專業仲介而跨國婚配。由上可知移民網絡的運作確實在婚姻移民移動過程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不若鉅視觀點僅著重體制結構、經濟政治差別格局造成的

移動關係，網絡中介觀點注意到移民在遷移行動中的主體意識及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關係。 

然而，上述以女性婚姻移民為研究對象所得的結論是否可以套用於男性移民

身上，則值得進一歩深入思量。B. Davis（2001）研究發現，性別差異會影響著

移民在決定是否跨國遷移時，有著不同的考量，且移民人際網絡的使用對於不同

性別之移民有著不一樣的影響力和結果。Boyd（1989）也指出，在檢視移民網

絡理論是否適恰時，需加入「性別差異」來考量移民遷移過程中的各種因素與關

係（引自邱琡雯，2003）。 

除此之外，跨國婚姻移民所認定的自己身份也會影響到其社會網絡的建立，

移民人際關係的類型實質上也取決於其自身認定與態度。邱琡雯（2003）的田野

研究發現，國內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對於自己身份與國族的認定大致可分成四

種：（一）對接待社會的親近，也就是認定台灣社會的進步繁華感到嚮往，願意

多暸解台灣社會與親近接待社會的文化。（二）對接待社會的遠離，對於台灣大

眾普遍擁有的偏見感到沮喪、感慨或自我解嘲。（三）對原生社會的親近，並普

遍經濟援助回饋原生家庭或社會，以及（四）對原生社會的遠離，因此渴望在台

灣社會中被認同。此四種心態也影響了其對於身分認同上的想像與詮釋。關於當



 17

代跨國移民身份的認定，A. Ong（1999）提出「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

概念，強調在現今全球化的趨勢，藉由便捷的交通工具與通訊而進行國與國之間

彈性移動的跨國移民，為其身分認同提供了一種新形式。這種「具彈性的公民身

份」跨越了國際邊界，也沖淡了移民的國族認同，並進一步影響其與哪些人結交

朋友的決定及決定使用移民網絡與否。 

因此除了性別因素可能造成移民於遷移行動有所差異外，研究者也認為，事

實上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管道不同於以婚姻仲介為主的東南亞籍女性婚

姻移民，而可能經由工作、留學、經商等多元方式來台，且由於科技資訊等快速

發展，當代婚姻移民獲得異國資訊來源不一定依循過去藉由移民網絡體系或先行

移民者才能取得相關協助，反倒是應該更仔細思考其個人背景脈絡、主觀身份認

定與遷移行動的結合。 

  三、微視層次觀點 

移民遷移理論的第三種類型是微觀層次（micro-level），移民遷移現象為對

於系統內部力量（forces）的一種反應。微觀層次觀察到的面向強調個人的反應

與他們所建構的移民經驗；這個研究途徑基於某些特定具有意義的遷移選擇與移

民適應過程（Ma, 2000）。移民根據個人因素，包括個人愛情觀、人際網絡、對

新地方認識的程度、以及與外界接觸情況都會影響到移民對遷移的判斷（蕭昭

娟，2000）。就男性婚姻移民而言，由於其高達九成八的方式為自己或是親友介

紹方式而結識台灣籍女性，此與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主要藉由商場仲介組織進

行的人口跨國流動之型態有所差異，這其中也隱涵著男性婚姻移民在進行跨國婚

配時，可能擁有較高度的自主權選擇遷移與否。 

人口遷移的發生涉及三個層次，包括原居地的情境、目的地的情境及個人特

徵，通常移民在自由移動時，這三個因素會相互影響作用（謝高橋，1982：22）。

Stalker（2002）認為分析移民遷移現象應該整合鉅視結構、中介人際與個體因素。

換言之，在檢視跨國婚姻現象時，除了單純兩個國家不同的文化情境、經濟發展、



 18

社會價值來看待，也應從個人所擁有的特殊性來描繪。台灣與東南亞地區有著地

緣接近、經濟整合分工的外在結構性因素，然而就審視分析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

民跨國婚姻現象時，由於在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女性婚姻移民人數比率懸

殊，除了以結構面來理解詮釋外，更必須思考遷移的中介面向與個人層次部分。 

研究者認為，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一方面受先行移民者的網絡資訊左右決

定是否遷移，一方面由於來台管道與身份的多元性（例如以經商、留學、工作等

因素而結識台灣女性），將都會影響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決定遷移跨國婚配

的相關因素。為此，研究的觀點應理解男性婚姻移民對於遷移意義的理解、行動

的詮釋、角色扮演及投入不同的組織與網絡的經驗。此外，在遷移行動中，移民

之「主體性」思維與行動構成其意願跨海婚配的產生，也將是本研究著重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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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國婚姻移民生活適應 

對跨海婚姻移民而言，面對全新的陌生國度，每日的生活也是適應與掙扎的

歷程。過去多認為移民者「日久他鄉是故鄉」，意思是指移民者在居住一段時間

後，必然可以適應自我、融入移入社會，然而日常生活中有太多個人、家庭與社

會因素交織影響著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吳新華（1996）認為生活適應所包含的

範圍應不只限於人們對於其所處的物理環境所產生的反應，也包含了對人的關

係，這裡指涉良好的適應是一種心理層次、情緒反應都處在一個良好的狀況中。

事實上，每位跨國婚姻移民者在面對不同文化所帶來的衝擊時，心理層次與行為

表現勢必進行一連串的調整以因應跨文化的變化。本節為探討跨國婚姻移民的生

活適應層面，從生活適應意義內涵、跨文化遷移適應理論，以及影響移民適應的

因素說明以及分析之。 

壹、生活適應意義 

生活適應為個體與環境適應交互作用的情形，根據 Arkoff（1968）定義為：

「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此意指個體在面對環境時，與之互

動產生的狀態或調整，這裡指涉意涵為，個人與環境其實也是相互地影響彼此的

過程。個人一方面不斷承受來自於環境產生的各種壓力，另一方面也試圖尋求可

以滿足自己需求（引自黃明華，2006）。在這種適應中，人和環境都是處在交互

的影響及適應彼此，以達到雙方面皆為和諧、平衡、一致的狀態。因此，「生活

適應」為個體在面對所處的環境，其採取各種手段以滿足生理及心理上的需求，

並試著將所在環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障礙因子排除，以將本身可以達到平衡且舒

適的狀態。 

此外，國內學者劉春榮等（1995）認為，生活適應意義該就「狀態」（situation）

與「歷程」（process）兩個層次探討：就狀態而言，主要著重於個體與環境的交

互作用；而就歷程來說，則是必須考慮個體本身條件與順應或創造環境。簡茂發

（1986）進一步提出，個人在適應過程中，應從靜態及動態兩個面向看待：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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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指個人為了滿足生理、心理以及社會三方面的需求，而致力於現實社會生活

中困難的解決，並企求與環境之和諧共處，以朝向自我實現前進；而靜態的適應

則為自我的需求在所處環境中獲得滿足的狀態。為此，研究者認為在端看生活適

應界定範圍，除了瞭解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適應結果，也必須就「主體性」與「環

境」的互動，深思適應歷程中對個人帶來的衝擊與因應如何，瞭解其如何看待與

詮釋適應過程中各層面的意義。 

  謝高橋（1981）指出，健康的適應通常在於遷移者可以跟所處的環境條件、

情境狀況達到一種和諧的態度，而這種正向的適應對於遷移者來說也會使之健康

有益的成長。就國際移民而言，在看視其生活適應狀態好壞與否，必須從自我人

格特質以及過去原生家庭給予的觀念、父母的教養態度加以全面考慮（顏錦珠，

2002）。移民者在新環境無可避免地要不斷地適應自己，這是因為在面對不同生

長脈絡下，個人不管是行為上、價值觀念、還是文化等層次所必須的改變。許多

文化的差異或是衝突的價值，都可能造成移民者適應上的阻礙。此外，婚姻移民

來自不同的文化背景脈絡，從其他國度至台灣另組家庭，在適應過程中，是否可

以結合個人價值與異文化環境兩者的差異，可能需要進一步深入討論。東南亞籍

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被台灣社會大眾可能因為被抱著不同的期待與態度（經濟

上的貢獻或負面外來者形象）視之，這些「環境因子」都會影響東南亞籍男性婚

姻移民本身的經驗，且可能在其生活中不斷地發揮作用。因此能否在「內在價值」

以及「外在環境」中，確實找到一個平衡的狀態，恐怕還值得商榷。為此，研究

者認為在審視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跨國生活適應時，有必要更全面、深入地探

討其來台適應歷程中牽扯哪些層次的適應內涵，並理解各類外在環境與個人內在

因素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產生的作用加以詮釋。 

貳、生活適應內涵 

  移民對於新文化的適應包含的層次牽涉許多面向的交互作用，故理解移民者

生活適應的內涵時，應從多方面思考及切入。國內外學者大致將生活適應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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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及社會適應三部分討論（洪秋月，1987；李玟臻，2002；吳

慎，2004；葉育菁，2004）。 

一、 個人適應 

  個人層次的適應意指個體為了達到自我目標的實現與期待被社會

價值認同，而努力改變自身之個人適應（吳慎，2004）。遷移者不但必

須面對新的社會情境與規範，也可能因為對於陌生的未來感到不安恐

懼。另一方面個人適應也強調個人需求部分，包括身體、心理情緒及行

為適應等面向的滿足，換言之，這是一種心理適應（psychological 

adaptation），Lazarus 與 Folkman（1984）指出心理適應係指移民在面

對新文化時，感受到的心理幸福感以及滿足感（引自葉郁菁，2004：3）。 

  個人層次適應也以個人安全感為基礎，對於價值意識、安全意識、

自由意識、自我意識等所做的自我調整（洪秋月，1987）。李玫臻（2002）

認為婚姻移民在移入國時，內心對於新環境具有正向及負向的心理感

受，包括由於生活滿意度、幸福信任感及成就歸屬產生正向感受；或因

歧視感、失落孤獨感、依賴感及憂鬱造成負向心理感受，而婚姻移民本

身將根據不同感受會有自我一套的調整模式。 

二、  家庭適應 

  家庭適應著重的焦點則是家庭成員彼此關係的連結，家人之間如果

建立和諧融洽的親密關係、相互體諒、具有深厚向心力及圓滿解決衝突

的能力，將對家庭中個人產生生活之滿意度（吳慎，2004）。婚姻移民

的家庭適應方面可以從其於家庭內的地位形塑過程中分析，包括經濟自

主權、行動自主權、家庭決策之參與權等地位形成的過程來探討其家庭

生活適應面向（李玫臻，2002）。為此，移民的家庭適應內涵可以說是

建立在家人關係互動感情基準上，並以家人關係為核心來發展其個人各

層次上的適應，包括了心理上、家庭內地位、言談與行動、發言份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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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應過程。移民的家庭適應內涵可以說是建立在家人關係互動感情基

準上，並以家人關係為核心來發展其個人各層次上的適應，包括了心理

上、家庭內地位、言談與行動、發言份量等的適應過程。 

  個人在跨國婚姻中，不僅面對新的家庭組合，也面臨著不同國度文

化的衝擊。例如，我國觀念中懷孕女性產後休養期間，多半以麻油雞、

麻油腰子等膳食作為補充營養食品，然而東南亞地區人士則習慣食用排

骨湯或酸辣湯為主，這類不同文化上的價值差異，可能因而導致跨國婚

姻關係中的爭執。事實上，國內與東南亞地區進行的跨國婚姻關係中，

婚姻問題的根源不單僅癥結於跨文化的差異認知，而是台灣社會主流論

述中認為我們為文化上的優越，移民者應該學習接受移入社會的風俗習

慣並調整自身（何青蓉，2005）。這其實也建構於大眾對於文化詮釋方

面自動排列優劣造成跨國婚姻關係中更劇烈的影響。 

三、  社會適應 

  社會適應為移民對於新文化社會所反映的適應歷程。Furnham 與

Bochner（1982）說到社會文化的適應則為獲得恰當的知識技巧來因應

新環境日常事務（引自葉郁菁等，2004）。這是移民對於社會上其他人

態度、新環境的風俗文化及習慣等所反應的適應，包括了社團關係、學

校關係、社會標準、社會技能等面向（洪秋月，1987），因此有關個體

與社會情境之間有所互動關聯反應，皆可視為社會適應（吳慎，2004）。

這對移民本身而言，也是生活習慣的適應，包含了食衣住行育樂等各方

面之適應歷程，以國際移民而言，遷移者由於離開原本的社會，其原有

的社會地位因此瓦解，故必須重新適應新社會，以重建地位（李玟臻，

2002）。 

  此外，社會層次的適應也包含遷入地和移出地居民的整合與互動

（廖正宏，1985：169）。Philpott（1970）指出移居地居民的態度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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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遷移者的適應，假如移居地居民以敵意或歧視態度對待移入者，這會

增加了移入者在適應上的困難；另一方面，若移居地居民以友善態度對

待移入者，則會使遷移者打算留住下來。夏曉鵑（2001）認為，台灣社

會對於東南亞地區跨國婚姻移民印象多來自大眾媒體之報導，然而其播

放出的移民形象，卻往往以少數負面個案來標籤化東南亞籍婚姻移民本

身。何青蓉（2005）指出這些負面報導的傳遞，讓婚姻家庭、婚姻移民

者雙方面都受到與論的壓力，造成了移民生活適應上的困難。 

  上述從「個人－家庭－社會」層次之觀點，提供了一個完整的架構解釋移民

面臨新文化社會時所可能會遇到各層面的適應議題。然而研究者認為這些觀點在

看視婚姻移民融入另一個社會，卻似乎缺乏性別觀點來分析。不同文化社會對於

性別期待與角色功能有著不同的解釋，這些也將表現於移民個人心理層次與行為

表現、家庭內部權力關係與社會大眾眼光，進而對於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歷程有

所影響。此外，婚姻移民生活適應也深深受到階級、種族、性別等所影響。Ataca

與 Berry（2002）調查研究移至加拿大 200 位土耳其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情形，

發現到不同的性別及社經背景地位可以發現其生活適應有明顯的差異，其中又以

低社經地位的移民女性婚姻移民在家庭及社會適應上最為困難。此也反映出，事

實上各種不同的因素皆可能影響著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經歷。這些也是前述「個

人－家庭－社會」觀點所缺乏的面向。 

  台灣社會中有著明顯的性別分工，無論在家庭、職場、或是許多場域中，男

性往往被視為掌控較多的權力的擁有者。國人對於男性和女性有著不同的標準與

期待，傳統觀念裡「男主外，女主內」的思維更是框架其行動的場域與彼此分工

關係。因此，在我們的想像裡，男性跨國婚姻移民理應比起女性跨國婚姻移民來

得容易適應台灣社會。然而葉郁菁等（2004）卻指出不同的看法，她調查台南市

213 位婚姻移民至台灣的新文化適應程度，發現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適應事實

上不如女性婚姻移民來的良好，其研究發現男性婚姻移民與國人共事或相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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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感受到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不好」的比率達 23%，遠高於只有 7%的女性

婚姻移民這麼認為。然而這些男性婚姻移民卻是被台灣社會所遺忘的一群人，雖

然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灣仍屬少數，但由於目前行政資源多投入東南亞籍大陸籍女

性婚姻移民，這可能因此低估了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灣的生活適應問題。總合上

述，當社會大眾習於將某些標準與認知套用概化在不同情況、不同族群身上，而

缺乏深思熟慮其中的差異性，可能因而忽視了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生活適應方

面的困難點與可能需要的協助。 

參、適應歷程 

以下介紹各學者提出移民在遷移後，可能會經歷的歷程，並提出是否適用於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可能性，以及反思台灣社會對於他們的期待和想像其婚

姻狀態與其生活適應歷程的分析。 

一、 Sauvy 三階段遷移適應過程 

  Sauvy（1966）提出一個遷移者從決定遷移開始至遷移到目的地過程中，

必歷經三個主要過程，也就是從定居、適應、到完全同化的狀態，其遷移行動

才算完成（引自廖正宏，1985：169-176）。以下分述之： 

（一） 定居：在第一個過程中，移民者從原生環境至新處環境，其必要需求為

安棲之地，並且需要親朋好友的支持鼓勵以及提供生活上的協助和提供

相關的資訊。 

（二） 適應：這過程則為遷移者與環境之間開始擁有穩定且互惠關係的過程，

其與週遭的人接觸並相互建立人際關係，大多數的遷移者盡力配合新社

會環境中的人士以達到同化。另一方面，也有遷移者選擇將環境改變為

他熟悉文化的狀態，而這兩個極端層次往往都可在遷移適應過程中發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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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全同化：此為 Sauvy 認為遷移者適應過程中最理想的狀態，也就是遷

移者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將自己原本視為不同於別人的「特殊性」

因素（例如語言、飲食、宗教以及習慣方面等）同化融入於新社會，以

達到遷移適應的合適狀態。 

過去論述國際移民者適應狀況時，多認為移民適應的最佳狀態為與移入國達

到完全同化的境界，也就是遷移者在適應新環境時，將本來「不同於別人」的特

徵逐漸喪失的過程（廖正宏，1985）。 

  然而當代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已不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向的遷

移過程，移民不但結合且適應兩個社會的網絡、活動以及生活形態，並且打破了

自然的界線，將兩個不同的社會融合成一個社會（Glick-Schiller,1997；引自徐榮

崇，2002）。因此，看待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時，如同劉美芳（2001）總結，移

民並非只是居住地的轉變，更是遷移者與自身社會、文化與遷移地的社會情境與

規範的相互適應歷程。 

 二、U 型適應理論 

  Black（1990）提出 U 型適應理論，意涵為移民在遷移至移居地時，會經歷

四階段的適應適應過程，而如同一曲線型態的模式。以下就各階段描述之： 

（一）蜜月期（honeymood stage）：第一個階段發生於移民者遷入移居地前數週

或前幾個月內，因為主觀性地對於不同文化感到新鮮好奇，因此認定自己

可以適應良好於此地，這階段稱為「蜜月期」。在這個初期的階段，由於

外籍人士尚未有足夠的時間和經驗去發現自己的習慣和行為是否適合這

個新國家的文化，其主觀對於新文化感到新奇，並且認為移居地的人士所

作所為都感到興趣，也能對於不同行為方式、不適應的現象以包容諒解心

態視之。所以，會因為缺乏負面回饋和結合對新國家文化的新奇而產生了

蜜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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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幻滅期或是文化衝擊期（disillusionment or cultural shock stage）：第二個

階段開始，外籍人士必須認真的應付每天真實的狀況，在這個階段裡面，

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挫折及對新國家人民產生敵意，因為，他發現在原先

國家的行為不適合新的文化。 

（三）適應期（adjustment stage）：此階段為移民移入移居地的第三階段，此時

移民者由於逐漸獲得某些語言技巧和適應能力，也學習了新文化的社會規

律與日常行事方式，因此適應了新文化與原有文化的差異，並與移居地的

當地人漸漸地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而有了較好的適應。 

（四）熟悉期（mastery stage）：此為 U 型適應理論的最後一個階段，個人擁有

完全地適應遷移地文化的能力，並且可以有效發揮這些能力，適當地表現

出每日生活中必須做的行為以及不須焦慮新文化帶給他的衝擊。 

  以上學者分析的遷徙移民的適應歷程，Sauvy（1966）認為移民對於移入地

新文化的反應為放棄原本特徵並試圖同化於主流社會，用以達到他人的認同。此

如同 Gordon（1964）假設跨國婚姻中的移民者會藉由自我適應、進入主流社會

並適應新文化以促成跨國婚姻關係。其認為跨國婚姻本身就為一種目的，移民者

藉由適應自己和新文化之間來得到跨國婚姻關係（引自嚴錦珠，2002：4）。然

而研究者質疑這樣的方法模式是否仍適用於今日社會，今日移民對於自己身份位

置之詮釋不一定全然二分劃分成「原生國」與「移入國」的身份認定，婚姻移民

在國與國之間的穿越往來，移民如何理解自己為哪裡人，恐怕其主體性認知才是

最關鍵的部分。Black（1990）提出 U 型適應理論大致依循「陌生的失衡－策略

適應－結果平衡」的模式，然而婚姻移民和遷移移民有其不同的特殊性，事實上，

原住地和新住地的社會文化、使用語言、生活習慣規範、法律制度等差異，都會

加深移民者的適應困難。此外，此模式也沒有考慮到移民在性別、種族、階級、

經濟等關係及國人對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期待及態度，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不若女性婚姻移民被賦予生育期待的框架，大眾社會面對移民的態度和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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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籍的身份賦予男性婚姻移民的意義，都會影響到其生活適應歷程。此外，過去

往往以兩個不同文化的差異面看視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卻鮮少理解婚姻移民對

「文化」的詮釋與想像為何？事實上，許多實証田野調查發現，部分婚姻移民由

於原本為華裔後代或是對於華人文化的贊同，當遷徙通婚時，未必會在異國適應

上適應不良（蕭昭娟，2000；邱琡雯，2003）。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台灣籍女性所締結的是相對特殊的婚姻，其面對外

界大眾眼光、家庭內部婚姻權力關係、不同社會文化背景皆可能影響男性移民在

台生活適應程度，因此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是否可以像上述學者提出的移民適

應模式一樣達到平衡適應的境界與否，恐怕在本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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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婚姻移民家庭互動模式 

  跨國婚姻的締結牽扯糾連著許多相關議題，由於跨文化族群的結合、跨國婚

姻中夫妻擁有不同的個人價值信念、社會習俗規範異同，以及文化認同，都深深

影響著跨國婚姻中互動模式。劉美芳（2001）表示，跨國婚姻移民者不僅對於接

待社會來說是一個新移民的形象，在其組成的跨國婚姻家庭內部中，也是一個新

移民身分。她進一步解釋，婚姻移民者除了面臨來自移入地的挑戰與社會文化重

新適應調整，在家庭內亦必須面臨來自日常生活的各種權力關係、妥協與適應。

作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本研究企不只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家庭中的適

應狀態，也欲探求移民家庭中的互動運作動態。 

壹、家庭婚姻中角色關係之理解 

  傳統台灣社會對於「家庭」的想像可以說是建構於父權文化的制度安排，家

庭成員之間的權力關係排序依序著輩份關係、年齡長幼有序、性別關係劃分彼此

的界線與權限，此外，在婚姻關係中，男性擁有較多的資源與權力（Baker, 1979；

引自劉美芳，2001：11），女性的身份與地位被視為依附於家庭內其他男性的關

係，例如女兒、妻子、媳婦或婆婆 (Barlow, 1996)。此外，家庭內的分工也受此

關係排列影響，女性被視為家務內應盡照顧、教養等私領域責任的角色（胡幼慧，

1996），如此的家庭關係建構藉由社會制度的安排與論述不斷的複製於台灣社

會。建構中傳統台灣家庭生活互動模式。 

然而在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卻主要則是建構於雙系親屬制之下，婦女的力量

蘊藏在傳統的習俗裡，婦女對家庭財產獨立的決定權更是一個普遍的習慣。東南

亞地區女性具有強烈的責任心及家庭使命感，即便她們的丈夫在外工作，但東南

亞女性為了使家人能生活過著更好，她們往往會一邊料理好家務，一邊外出幫工

或做小買賣，掙錢補貼家用。丈夫不僅生活上完全依靠妻子，生活各方面也都非

常信任妻子（陳怡，2000；何青蓉，2005：14）。王宏仁與楊玉鶯（2007）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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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越南歷史上的性別關係，主要有兩種不同的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原來

越南地區的社會內具有雙系社會的特徵，即使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卻仍保留一定

程度的雙系社會，這可以從一些民謠、俗諺或文學作品中看到記載，例如「拜父

三拜一跪, 拜母四拜」、「一心奉母敬父」。換言之，「她們是一群致力於家，但又

完全不囿於家，甚至可以完全超越家庭的家庭主婦」（陳怡，2000：196）。 

隨著社會變遷，今日台灣社會未必純然抱著以父系為主的家庭中心觀念，另

外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多分佈於工商業發展的城市，這些地區往往也較有著性別平

權的風氣，因此對於東南亞移民家庭婚姻性別權力關係與互動模式的理解，不能

直接以傳統台灣社會性別分工「男主外、女主內」的刻板印象觀點，認定東南亞

男性婚姻移民所組成的家庭必定也呈現此種型態。 

此外，對跨國婚姻家庭而言，兩個不同的族群、文化背景的人進入家庭系統

中，個人帶著原生國對於家庭概念的態度、價值觀、行為及對文化的延續，將表

現於彼此在家庭婚姻關係（Fletcher Stephens, 1997；引自劉美芳：10）。當東南

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台灣女性配偶分別抱著其對家庭角色的認知，於互動影響下

也將雕塑出屬於其家庭的互動模式。 

貳、跨國婚姻家庭成員互動 

  根據 Bowser 與 Hejazinia-Bowser（1990）的歸納，跨國婚姻中所面臨的議

題包括：溝通問題、價值差異、婚姻觀念認知、偏見與刻板印象，及周遭親朋好

友態度（引自何青蓉，2004）。以下就跨國移民所組的婚姻家庭之內部互動，可

能面臨議題面向深入探究討論： 

 一、溝通詮釋與語言互動 

Bowser 與 Hejazinia-Bowser（1990）認為跨國婚姻家庭常面臨溝通情感和思

想上的困難，而跨國婚姻中有著語言溝通問題時，會使婚姻互動上變得更為困

難。雖然語言的使用不必然為溝通時最重要的問題點，然而口語的溝通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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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上模糊地帶與細微處的難以詮釋而導致衝突的發生。國內許多研究也指出跨

國婚姻移民，往往因為不黯中文語詞與精確用法，因此造成家人互動、教養孩子

部分的困難，導致許多婚姻問題（蕭昭娟，2000；鄭雅雯，2000）。因此在家庭

相處互動模式中，語言差異為跨國婚姻必須面臨的難題。 

 二、跨國婚姻所面臨的文化差異 

    跨國婚姻為來自不同國籍、族群間雙方面的結合，其擁有的價值信念代表著

彼此原生社會環境的文化背景脈絡，並表現於社會行動當中。這通常不會被搬上

檯面加以討論或有意識地思考其內涵意義，因為價值是深植於每個人心中的。而

文化思維也影響著彼此婚姻觀、夫妻相處、家人互動模式、子女教養方式有著不

同的詮釋與行動作為。此外，不同文化對於婚姻的定義、有其獨特的的想法與目

標，並依循文化脈絡發展其婚姻關係模式，如教養小孩態度，勞務與責任分工，

以及婚姻中愛的本質（Bowser & Hejazinia-Bowser, 1990）。因此，來自兩個不同

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將以上各面向相異觀點放在一起，其婚姻有較高的可能性發

生衝突。 

  國內過去於研究婚姻移民來台婚姻互動時，發現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總被

要求「嫁夫隨夫」以及必須符合夫家規範習俗，由於權力關係的不對等或是出自

於偏見及刻板印象，國人認為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者的觀念未必正確，因而否

定其對於婚姻家庭的想像與觀點（邱琡雯，1999）。然而，當東南亞籍男性以婚

姻移民進入台灣社會，其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否依循上述模式進行，抑或夫妻

間有更多的平等關係存在？ 

  婚姻互動模式受到性別分工、角色期待、行為學習、社會期待、夫妻權力關

係及文化社會變遷等因素所影響（藍采風，1981），此外，Bowser 與

Hejazinia-Bowse（1990）也提醒，跨國婚姻壓力源還包括來自於周圍社群以及所

處的社會態度價值系統，例如社會認知對於男性及女性在婚姻中應扮演什麼樣的

角色。總和上述，男性在家庭中所被賦予的角色行為認定和其外來移民身份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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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婚姻移民身上，其在家庭、婚姻互動運作中是呈現怎麼樣的模式，則需要再深

思審視這其中關乎社會文化差異、性別、移民國籍的關係。 

三、經濟掌控與階級差序 

  Blood 與 Wolfe 於 1960 年提出家庭權力的資源理論（resource theory of family 

power）。他們認為婚姻中權力的分配與夫妻雙方各別擁有的資源有關。其著重

面向在於經濟掌控、教育水準與職業聲望等資源，當夫妻關係裡擁有最多資源的

人，其相對地也擁有較大的權力（引自陳靜慧，2005）。 

    東南籍男性婚姻移民與台灣女性配偶所建立的跨國移民家庭，其相識管道並

非因為商業仲介關係促成，而以各種不同方式（例如留學、經商、工作等方式）

認識彼此，也由於這樣的結識形式，研究者相信其婚姻互動方面會具有更多的平

等性。 

  除此之外，大眾對於婚姻移民者身份抱持的態度與期待，也關乎著移民本身

該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台灣社會對於「媳婦」、「女婿」因性別差異有著不同的

標準，也加諸投射於婚姻移民者身上。過去觀念中，媳婦被教育著擁有自我犧牲

的心態及必備強迫性的利他主義，為有責任與義務的「外人」；而女婿則在傳統

觀念中被認為最沒有責任義務的「嬌客」，社會禁忌中也存在著不能對女婿有過

多的要求（溫秀珠，1996）。又，國人對於不同國籍、族群有著不同的想像與心

態，連帶著造成不同國籍婚姻移民稱呼上的差異，例如稱呼「洋女婿」、「外籍

新郎」的使用，語詞上賦予概念意義不一樣的詮釋（何青蓉，2005）。 

  Rodman（1971）解釋婚姻關係中，個人資源多寡影響了婚姻中誰可擁有較

大的權力與決策權（引自顏錦珠，2002：21）。本研究對象雖為被視為傳統觀念

中擁有較大權力的性別，卻也是不同文化脈絡背景的移民者。為此，研究者認為，

這樣的身分關係在男性移民家庭中所表現出的婚姻互動模式必和一般認知的家

庭有所差異點。綜言上述，跨國婚姻不但要面對的是婚姻與移民的雙重適應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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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挑戰，其中蘊含交織著性別、族群、階級等多重議題，這些因素彼此交錯影響

婚姻移民家庭的互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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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跨國婚姻移民社會網絡 

  人類具有群居的天性，當人們從一個國家移民至遙遠的另一個國度，周遭環

繞著不熟悉的語言、不習慣的生活方式、一張張陌生的臉，思念故土的情緒立刻

又擁上心頭，而跨國婚姻移民這時候可以傾吐心聲的對象，除了新環境的家人親

戚以外，其他就屬在這裡結交的朋友。對婚姻移民來說，人際網絡的建立與擴展，

不僅僅具有社會支持的力量，事實上也反映了其對文化的認同與身份的想像。 

壹、社會網絡的內涵 

Walker、MacBride 與 Vachon（1977）認為社會網絡為人與人之間一系列的

接觸行為，個體藉由社會網絡獲得精神層次的社會認同與物質方面的支持與服

務，並由此發展更多的社會接觸與資訊（引自張雅翕，2006）。在端看社會網絡

時，應從整體結構瞭解，而非將個人、人與人之間關係、人際關係互動產生的結

果分開探討。黃毅志（2002）指出，社會網絡所指的就是一種社會關係，其包含

個人與個人或團體之間所產生的連結。在分析社會人際網絡時，個人是節點

（node）的概念，其彼此之間結構動態上，會產生相互作用的效果，產生了連結。

這些連結關係彷彿一條條看不見的線，將個體之間情感及行為扣連在一起，彼此

發揮影響（蔡勇美、郭文雄，1984）。 

社會網絡對於個體來說可以是正向的影響、也可以是負面的關係，如果社會

網絡發揮正向作用，將對個人產生心理上的社會支持，也能維繫彼此的情感及強

化此網絡的影響力，因而繼續延伸與整合；另一方面，倘若網絡的關係為負向連

結，則可能造成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個人在此網絡中得不到社會支持，並產

生心理壓力（黃毅志，1999）。綜合上述，社會網絡應由「點－線－面」全面性

考量，由個人「節點」出發，個體之間連結的「線」關係，並由於線與線之間交

錯糾連產生不斷延伸的「面向」，造成的社會網絡。在分析社會人際網絡時，也

該重視其人際動態運作的過程，就其雙方面互動頻率程度、態度與期待來深入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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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社會網絡對個體代表的意義與詮釋之。 

  研究者認為，由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者來台背景、管道、身分不一，也

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其在台建立的社會人際網絡，就端看婚姻移民人際網絡時，應

從以下三個面向考慮：（一）移民在移入國與原生家鄉人群建立人際網絡（例如

親朋好友、先行移民者）的連結。（二）移民與新組的家庭以及配偶所形成的人

際網絡。（三）移民在移入國新建立的人際關係。 

貳、社會網絡的功能 

社會人際網絡的建立關乎著遷移者在社會適應上的重要部份，這種關係的建

立也是在每日的接觸或互動中成長的（謝高橋，1982）。蔡勇美與郭文雄（1984）

歸納社會網絡的功能有以下兩者： 

一、 推舉參考的功能（referral function） 

  意指個人可以利用其社會網絡取得社區中的訊息，例如工作機會、醫

療資訊、遷移風險等，也就是藉由社會網絡的連結取得指導與忠告。前述

提到，移民對遷移地的選擇，也受到移民網絡的強烈影響。移民受到先行

移民者提供資訊，了解哪些國家適合遷移且願意接納移民者，且已有一批

同國籍開路先鋒至此地居住（Stalker , 2002），此就是立基於先行移民者所

累積的社會網絡所獲取的益處。 

二、 社會支持的功能（social support） 

  社會網絡第二個功能為提供社會支持，其又可分為兩種，一為發揮保

護外在侵襲傷害的緩衝功能，同時也提供實際的支持協助功能。另外，在

心理層次方面，社會網絡也提供了個人心理支持的力量與鼓勵。黃毅志

（2002）研究指出，社會人際關係影響著個人參與鄰里、親戚關係、社區

活動的頻率密集度，而個人人際網絡整合與否和家庭關係品質有密切關

係，這也會使得有較少的心理疾病問題與較佳的心理健康。這種正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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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感受經驗對於移民而言，也有助於繼續拓展其人際社會網絡（李玫臻，

2002）。 

  此外，移民人際網絡也形塑著其所處的社會空間。J. Eyles（1968）指出社

會空間是由一群特定的社會團體認定的價值、期待與偏好所雕塑出來，其呈現的

方式事實上也反映了空間內成員的想像（引自陳墀吉，1994）。此可以用以解釋

過去西方家庭團聚移民或大批移工所建立的族群聚落現象，然而台灣東南亞族裔

群體雖無建立如此明顯外來移民聚落，但卻仍有以地方餐廳、教堂、特色雜貨店

等作為移工或婚姻移民集點的空間（邱琡雯，2007）。 

  另外，在台東南亞籍女姓婚姻移民也常藉由政府機關與非營利組織所提供的

學習服務課程及社區活動作為社會網絡連結的地方。然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

民作為婚姻移民的少數，加上其身份、來台管道的多樣性，上述社會空間集點作

為移民發展人際網絡的概念，恐怕不一定同樣套用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身

上。如果可以，其則以何種角色融入該社會空間？如果不能，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又以哪些方向開發其社會人際網絡？恐怕都是本研究中必須去深入探究。 

參、影響移民建立社會網絡之因素 

Lee（1993）指出移民在因應跨文化帶來的衝擊時，認為個體當在接觸一個

全新的環境時，會因為選擇以正面態度或是負面態度來面對文化衝擊，而導致不

同的人際關係網絡。移民若選擇以開放、彈性、接受、信任這些正面態度時，其

所可能採取條是新環境的策略是會以觀察、傾聽、詢問的方式，如此一來，不但

可以減少遭遇許多不必要的挫折和誤解與融入新的環境，並建立良好的人際關

係；相對的，當移民選擇以恐懼、自大、偏見、懷疑批評的負面態度來因應新的

文化環境時，將會導致人際關係的疏離。Phillpott（1970）也認為，遷移者在移

居地環境參與的組織團體類型以及建立的人際網絡，取決在於遷移者本身態度傾

向留在移居地或是相信將來會回到原居地。倘若遷移者本身打算在移居地永久居

住，則其可能較喜歡加入移居地的社會組織以及建立當地新的人際關係；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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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遷移者受到移居地居民不友善的態度、或是沒有打算留下來居住，在人

際網絡上則可能傾向參與由同鄉人建立的互助團體為主。 

國內已有許多關於婚姻移民人際網絡的相關研究，但多以東南亞籍女性婚姻

移民為主體加以分析詮釋。部分研究指出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婚後會與原有的

社會關係切斷，加上由於社會支持的薄弱、文化語言必須重新適應，短時間內難

以融入新社會環境，其人際網絡的建立則是以夫家為基礎而逐漸延伸到社區（蕭

昭娟，2000；鄭雅雯，2000）。劉美芳（2001）研究發現到在台菲籍女性婚姻移

民自覺與鄰里社區格格不入，不同文化背景讓自己好像「外星人」般無法融入別

人生活圈。部分研究也提到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常被在台夫家以「擔心結交壞

朋友」為由而限制行動範圍，造成了其在社區中的人際孤立（鄭雅雯，2000；劉

美芳，2001）。此外，東南亞籍女姓婚姻移民與家庭成員的相處關係也會影響到

其社區人際交往與觀感，例如女性婚姻移民與公公婆婆之間的相處往往成為社區

中討論的話題，這些正面或負面的與論也影響社區人士對東南亞籍人士的觀點

（蕭昭娟，2000；邱琡雯，2002）。 

然而上述以女性婚姻移民所累積的研究經驗未必可以運用於男性婚姻移民

身上，G. Livingston（2006）分析赴美找尋工作的墨西哥移民，發現到男性移民

比女性移民較不容易藉由社會網絡尋得工作，但使用人際網絡的男性移民卻比起

女性容易找到正式部門的工作單位，這說明了移民利用社會網絡獲取工作方面有

著性別上的差異。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不管是來台管道、時間長短、經濟

狀況、工作有否都跟女性婚姻移民不同，加上男性和女性建立友誼的方式有所差

異，這些都會影響到不同性別之跨國婚姻移民在台建立的人際關係類型所有差

異。 

此外，移民本身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定也與其社會網絡有關，Arjun Appadurai

（1991）指出當代社會有著流動性、非地域化(nonlocalized)的特性，移民作為流

動性人群(moving groups)，所呈現的面貌不再是有明確空間範疇的群體。Kea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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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該以「認同」概念來分析移民在異地的社會網絡與所處社會空間（引自翟

振孝，2004）。綜合上述，跨國婚姻移民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擴展，受到先行移民

網絡、新組家庭態度、所組社區大眾態度、以及個人態度跟身分認定等各層面的

影響，而其在今日流動時代與他人的複雜行為及接觸關係，有必要就其主觀意念

與想像認同來詮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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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990 年代以來，隨著跨國婚姻現象的逐漸普及，婚姻移民女性人口在台的

現象也受到國內媒體的重視，然而跨國男性婚姻移民卻鮮少被受到注意及討

論，這也影響了社會政策的內涵及移民相關機構之服務方向。本研究將採取質

性研究的方法，深入了解目前來台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這群被遺忘的族

群，深刻描繪出他們的生活歷程經驗以及想法，藉由參與及訪談傾聽他們的故

事，細緻地收集分析隱藏的聲音，用以作為未來在構思我國移民政策時，可以

有著更多元的思維與性別觀點。本章從研究方法的選擇介紹起，說明選擇質性

研究方法的緣故，第二節說明資料的蒐集方法，如何尋找此研究的研究參與者

並與之接觸、建立關係，第三節則就本研究資料分析說明該注意的架構與步驟，

第四節考量到質性研究的嚴謹度的處理，及第五節研究者的角色與該注意的倫

理議題給予詳盡的審視。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從成長教育中，對於過去量化研究過程將研究者視為一個數字來看待，卻輕

易地忽略每個主體背後的意義跟脈絡感到不可思議，每次的研究分析之際，這些

「被研究者」最深層的想法有否被詮釋出來，或只是統計分析中被概化的一個符

號？本研究欲探討一個跨文化社會現象，也是傳統上國際遷移過程中被漠視的族

群－男性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至台生活適應，探討的內容都需要從研究參與者

的主體立場來加以理解跟詮釋。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旨在描述一個種族或一個團體中個人的生活

方式，其目的在發現他們的信念、價值、觀點、和動機，並了解這些信念和價值

如何發展與改變，並以敏銳眼光察覺到其中蘊含的意義（歐用生，1995）。本研

究就不同性別角度探索、跨國婚姻適應的初探性研究之際，適合以質性研究方式

進入研究參與者的生活脈絡情境來理解，並從他們的敘述中了解每個事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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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歷境中對於主體之意義。國內對於關注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以及不同型態

的跨國婚姻的相關實證研究相當缺少，這在移民分析討論上顯得偏頗，本研究希

望藉由參與觀察以及深度訪談方式來進行，希望以開放的態度實地瞭解東南亞籍

男性跨國婚姻移民的生活型態、跨國適應、人際網絡等面貌。而本研究選擇質性

研究的原因如下： 

 一、理解研究參與者對事件意義的詮釋 

  潘淑滿（2003）指出在質性研究中，不只是好奇對於發生的具體事件與行為，

也針對於研究參與者如何去理解這些事件，及他們的了解是如何影響他們的行為

感到興趣。質性研究針對研究參與者的詮釋、事件、情境與涉及行動的展現，以

及他們對於人生和經驗敘述闡釋的意義。本研究企望呈現東南亞籍跨國男性婚姻

移民之來台生活經驗與台灣地區對於東南亞地區移民者論述、媒體輿論、社會、

政策福利資源對於他們的影響，以及造成這群人如何去看待詮釋？由於質性研究

重視研究參與者對事件意義的看法，因此選擇質性研究作為理解東南亞籍男性婚

姻移民如何界定現象意義以及主觀意識是很適合的。 

 二、瞭解特定的情境脈絡 

當研究者所探討的議題是鮮為人知的，或是議題雖曾被討論過，但討論的

內涵卻十分籠統且無法觸及研究參與者的內心世界時，研究者可藉由質性研究

進一步了解其心路歷程（簡春安、鄒平儀，2004），由於質性研究強調在自然

的情境下來進行此過程，並收集完整且豐富的資料，進而理解研究參與者的情

境與詮釋（Denzin&Lincoln, 1998；引自潘淑滿，2003），本研究中，在過去缺

乏相關實證研究的支持，以及缺乏對於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生活的描繪

以及探討，故研究者在進入一個不熟悉的社會情境中，適合使用質性研究中來

了解研究參與者活動其中的特定情境，以及這個情境之下對他們的行動產生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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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的概念或理論處於初步建構的階段 

  質性研究可用以界定未預期的現象及影響，並為其歸納出新的理論，如果研

究的議題仍處於模糊不清的階段，研究者可使用質性研究來進一步深入探討，釐

清現象和行為間之關係（簡春安、鄒平儀，2004）。在目前論述仍缺乏針對男性

移民之系統介紹下，本研究適合以質性研究作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用以添增跨

國婚姻移民不同面貌的完整性，也期許藉由此研究增加婚姻移民遷移到另一個國

度時，指涉異國生活、跨國婚姻、文化衝擊適應相關概念的質度、厚度，以及豐

富性。 

  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在台人數不多，無法用過去以建構的理論基礎來

去分析概論。然而質性研究重視參與者的特殊個別經驗，其研究結果無法被複製

推論至類似情境，而更聚焦於背景社會脈絡以及事件、行為對當事人的意義

（meaning）（潘淑滿，2003）。為此，本研究選擇採取質性研究，目的在於深

入探討男性跨國婚姻配偶作為國內移民議題中的少數，其生命歷程和經驗、組成

的社會網絡，提供國內探討跨國婚姻文獻另一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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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方法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作為跨國行動的主體，但在主流論述中卻為探討的客

體，作為一個在異國落地生活的個體來說，其經驗和想法卻可以說是被忽略的。

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中的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為主要蒐集資料方

法，藉由相互互動與對話理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的經驗與歷境，用以作

為理解描述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生活歷境資料的研究方法，目的在於藉由

接觸參與其生活意境和溝通深訪來勾勒出其來台生活經驗圖像。 

  根據國內學者潘淑滿（2003）的定義，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為：

「訪談法是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特定對象與研究有關的資料，以便

對研究的現象或行動有全面式的了解。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創造一種自然

的情境，讓受訪者在一種被尊重與平等的互動關係中，進行雙向式的溝通與對

話；而研究者必須本著開放的態度和彈性的原則，讓受訪著能夠針對研究議題，

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意見與感受。」（頁 138） 

  在進行深度訪談時，研究者和研究參與者的關係建立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信

賴的基礎下，受訪者是不會提供太多的訊息（范麗娟，2004）。為此，研究者在

初步的參與觀察時，另一方面也和研究參與者建立關係，藉由與相關機構的連結

（參與志工或參與其活動），與研究參與者有初步的接觸與瞭解其活動範圍。並

在之後，向符合研究條件之對象徵詢是否願意進一步進行深度訪談，並說明研究

目的、動機、保證研究倫理部分、以及可能有的研究貢獻，爾後與同意進行深度

訪談的對象進行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的深度訪談。 

 一、研究參與者的選取與人數 

  在對象的選取部份，由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人數不多，加上其分部

地區和型態的不確定，研究者將以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方式進行，

由婚姻移民者之間的連結得到有豐富資訊的研究參與者，作為本研究之研究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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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瞭解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來台歷史背景、遷移時空脈絡、異國生活

適應、家庭互動模式以及在台人際網絡的建立與擴展。本研究所訪談之八位東南

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其基本資料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研究參與者之基本資料表 

研究參與者 國 籍 年 齡 來台時間 工作職稱 

建新 馬來西亞華裔 約 40 歲 11-15 年 非營利組織 

主任 

陳馬 菲律賓籍華裔 約 45 歲 11-15 年 非營利組織 

社工員 

明成 印尼籍 約 35 歲 11-15 年 工人 

尼可 泰國籍 約 35 歲 6-10 年 工人 

麥可 菲律賓籍 約 40 歲 6-10 年 待業中 

灰平 菲律賓籍 約 30 歲 6-10 年 工人 

阿塔 泰國籍（1/4

之華裔血統） 

約 30 歲 6-10 年 工人 

小傑 印尼籍華裔 約 30 歲 1-5 年 業務員 

 註：本表由作者自行製作 

  研究者選定研究參與的標準為： 

（一）來自東南亞地區（包含菲律賓、泰國、緬甸、寮國、馬來西亞、印尼、

越南、柬埔賽等國），已在台生活並與國內女性配偶進行跨國婚姻關係

之男性。 

（二）已結婚登記，並已在台生活之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男性（不限定是否育有

子女）。 

（三）考量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來台管道的多樣性，多方選擇不同方式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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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方式的移民者（例如經商、工作、留學等），並願意分享來台

適應歷程以及家庭生活經驗。 

  研究者藉由三個機構與週遭朋友連結，並與數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陸續

接洽，這其中我考慮男性婚姻移民遷移之多元性、異質性、年齡、語言能力、國

籍、來台管道，進一步思考研究內涵與訪談大綱的修訂。就研究參與者人數多寡

範圍，根據研究參與者的生命豐富度、願意分享程度，與之進行深度訪談，理解

他們的生命歷境脈絡。 

二、發展訪談大綱 

  研究之訪談大綱在設計上根據研究本質與目的擬定，其除了提供給研究者在

進行深度訪談中一個參考架構外，並協助訪談中有個方向可以持續關注（M. Q. 

Patton, 1995；引自潘淑滿，2003）。本研究的訪談為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的訪談，意為雖有訪談大綱，但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並不需依據訪談大綱的順序

來進行，而根據實際情況適度地調整訪談的問題先後，此也稱為引導式（guided）

的訪談(Berg, 2004)。研究者在參閱相關文獻後，思考符合研究目的和問題的大

綱方向，並在參與觀察後與指導教授、研究參與者討論加以修訂成此研究的訪談

大綱（詳見附件一），並於實際情況中，加以反思及調整內涵。 

三、訪談同意書 

質性研究重視與研究參與者的平等關係，側重自願性原則以及保密原則，因

此有同意書的簽訂（陳向明，2002）。同意書的目的在於保障研究參與者在獲得

對於研究目的所擁有足夠資訊情況下，有權利同意或拒絕是否參與研究（Homan, 

1991；引自畢恆達，1998）。此外，在確定可能的研究參與者之後，研究者將與

研究参與者聯繫並說明來意，並且說明研究性質與目的、可能的參與時間與次

數，另外也提及研究者的權利，並保證不會深入其不必要的隱私，以尊重對方主

體性和重視夥伴關係，留下研究者的聯絡方式以及簽訂同意書（詳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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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時間、地點、進行方式 

  潘淑滿（2003）指出，在深度訪談中，對話過程中是由特定的情靜脈絡所建

造而成，這裡也指涉了對話中人、事、時、地、物等因素所組成。范麗娟（2004）

建議在選擇訪談地點時，最好可以選擇安靜、安全、讓人可以放心對談的空間。

每次訪談也必須考慮到彼此的體力和擁有的注意力來規劃時間。研究者在選擇訪

談地點時，將考慮適合進行訪談與互動的公共空間或是研究參與者熟悉且安心的

情境，例如公園、咖啡廳、研究參與者的居家或工作場所等地為主。另外，在時

間規劃上，每次的訪談以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為主,根據訪談大綱內容來提問

研究參與者，以紙筆方式作簡單的紀錄，並將每次訪談時的田野情境、研究參與

者的反應態度等做一摘要紀錄。深度訪談進行時間地點如表（二）所示： 

表（二）深度訪談時間與地點說明表 

研究參與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長度 訪談地點 使用語言 

建新 97/1/24 1 小時 55 分 機構會議室 華語 

明成 97/3/2、

97/3/24 

1 小時 30 分、

1 小時 40 分 

明成家中、公

園涼亭 

華語 

尼可 97/4/5 1 小時 55 分 社區休息室 華語 

麥可 97/2/27、

97/3/19 

1 小時 20 分、

1 小時 45 分 

機構會議室 英文 

陳馬 97/3/20、

97/4/8 

1 小時 50 分、

1 小時 25 分 

餐飲店 華語 

灰平 97/4/15 2 小時 10 分 機構辦公室 英文 

阿塔 97/5/6 1 小時 30 分 餐飲店 華語 

小傑 97/5/23 1 小時 35 分 餐飲店 華語 

 註：本表由作者自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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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料蒐集與處理方式 

  錄音機是質性研究中重要的設備，其好處為增加資料的正確性以及使訪談者

可以專注傾聽於受訪者談話內容（Patton, 1995）。研究者在訪談之前徵詢研究參

與者意願，詢問是否可進行全程錄音工作，並考量研究倫理原則進行訪談中每一

步驟。訪談中也將錄音機放置於不明顯的位置，減低研究參與者因為錄音設備的

出現而導致感到不自在。 

  在資料蒐集後，研究者也抱著謹慎的態度加以整理歸類，於每次訪談結束

後，立刻存檔錄音紀錄，且標示當天日期、對象編號、地點等可辨識資料，並於

每次訪談後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整理逐字稿、轉譯成文本資料，閱讀及分析逐字

稿。此種方式具有讓研究者好好思考資料和問題的關聯性、對於問題更深入瞭

解、發現過去缺乏考慮的面向等好處（Kaufman, 1994；引自范麗娟，2004）。

另外，深度訪談也對田野有所紀錄。Bogdan 與 Biklen 表示，此紀錄應該超越描

述性的部分，對於研究過程、方法使用、倫理部分都該有所反思（reflective）與

澄清（引自嚴祥鸞，1996）。 

 六、訪談中研究者應擁有的能力 

  深度訪談中，研究者應具有豐富的想像力、敏銳的觀察力、高度的親和力，

並表現出傾聽、同理、客觀、幽默、感興趣、尊重、適當的回應等技巧進行（范

麗娟，2004）。研究者目前為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雖然未曾有過工作經驗，但於

大學時期曾參與過新移民訪視方案，與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有過接觸，並於大

學時期及研究所期間修習過「多元文化社會工作」，對於跨文化脈絡有基礎的理

解，而平日也喜閱讀婚姻移民相關報導及新聞，以累積自身的研究背景資訊跟培

養文化敏感度(culture sensitivity)，碩士班期間也曾修習「質性研究」一門，對於

深度訪談應有的技能和態度有初步的瞭解。以上能力在未來進行深度訪談時勢必

不足以因應各種情況，是以在每次訪談前後將以與指導教授討論發生的狀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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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檢討以求有著進一步的成長。 

研究者在接觸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的生活情境時不抱著刻板的假設先見，而試

著以參與觀察方式將所見所聞整理與報導及發展想法，試圖補充研究者不足之背

景知識與發展欲瞭解的面向。 

  由於國內尚無專責服務男性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的機構，故無法直接朝此

方向著手進行發掘研究參與者，然而跨國移民者遷移至異地時，通常會在當地建

立屬於自己人際網絡及社群，而這裡又包含同鄉移民網絡或移入地新建立的人，

因此可就有服務新移民的相關社福機構引薦至適當的研究田野中；另一方面，研

究者就身邊朋友以及移民、移工服務機構連結，並與之進行訪談，根據其對話內

容發現分析，並完成此研究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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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資料分析 

  研究者從建立關係、進入田野、參與觀察、與之訪談後得到大筆且豐富的資

料，接著將文本（text data）或非文本的資訊轉化成可分析有用的資料。質性研

究資料分析的過程，其實也是一種概念化的過程（conceptualized process）；將

所得的資料，運用編碼登錄（coding）從一般性的概念抽絲剝繭發掘具體的概念

或主體，進而對照、歸納、比較，並逐步發展成主軸概念，作為理論建構的基礎

（潘淑滿，2003：325）。 

  本研究將蒐集的資料，以系統性的方式整理，將訪談之後的錄音內容轉換成

逐字稿，將談話錄音內容整理轉換成逐字稿，融入當時情境，且以紙筆紀錄喚回

當時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的互動、態度、心境；並輔以參與觀察的田野筆記，融

入研究參與者的生活脈絡，思考跨文化中的特殊情境，整理成可分析之文本，也

希望發現文本背後的深層意義（meaning）。Strauss 與 Corbin 將資料登錄發展成

一組分析程式，包括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編碼以下步驟說明之（引自姚美

華、胡幼慧，1996）： 

一、開放編碼（open coding） 

  開放編碼過程中，研究者在這次的嘗試中，從文本裡詳加審視並找出主題，

把大量的資料濃縮成數個類別（朱柔若，2000）。使主題從紛亂無序的資料中，

浮現出來，研究者從文本中找出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題，並於旁加以標記，整

理歸納。 

二、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主軸編碼的目的，是為了將在開放編碼中被分割的資料，再加以綜合歸納起

來，以對現象形成更精確且更複雜的解釋（吳芝儀、廖梅花，2001）。研究者將

幾個類屬中作整理與連結的功夫，以企圖在資料中建構出暑於此研究的主軸概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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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 

  選擇編碼是一個統整（integrating）與精鍊（refining）理論的歷程（吳芝儀、

廖梅花，2001）。研究者選擇一核心（core）類屬，系統性的說明及檢視與其他

類屬的關係（姚美華、胡幼慧，1996），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依據。 

  質性研究的資料分析是必須經由研究者不斷地去思考跟反省，研究者從一開

始秉著開放的態度進入研究參與者的生命世界，由逐字稿中找尋訊息的意義，並

來回省視文本，粹取其中核心概念，發展及建構出理論。另外，高淑清（2000）

也建議，在這之後必須重新閱讀文本資料，重新檢視透露的意義，將整個主題在

經由文本「整體─部分─整體」的來回審視，達到詮釋循環，而有更具體、明確

的思路。此外，也請教指導教授協助辨證與指導，並之後將分析的結果整理與研

究參與者確認，瞭解是否有所誤解其中訊息，以力求資料的真實性。 

第四節  研究的嚴謹性 

  研究不免必須注意信度與效度的問題，也就是指涉研究結論要求具有可信度

與有效性，研究中，缺乏信度與效度的驗證及步驟容易遭到質疑，且其結果的呈

顯與推論，都也將是不周密的（簡春安、鄒平儀，2002）。為此，本研究中採用

Lincoln 與 Guba（1984）提出的四個衡量指標，為可信任性（credibility）、可轉

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及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

分別控制研究過程中內部效度、外部效度、信度、及客觀度，用以增加此研究的

嚴謹度。 

一、 確實性（credibility） 

即研究資料的呈現是否具備真實價值（truth value），充分地反映出研究者所

欲探究的現實之豐富面貌。而可以就以下技巧用以增加資料的真實性（引自胡幼

慧，1996：144）： 

（一）增加資料確實性的機率：除了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的信賴關係外，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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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選擇令人安心、可以說內心事的場域；另外，也企圖資料來源的多

元化。 

（二）研究同儕的參與討論：資料分析時，與同為跨國婚姻移民的機構服務人

員、老師同學，以及指導教授詳盡討論。 

（三）異質性研究參與者資料的收集：增加針對不同東南亞國籍的選擇取樣，不

偏頗單一國家來源，並考慮學經歷、來台時間等因素的多元性。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指資料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即研究的結果是否可運用於其他的情境，增加

資料可轉換性的技巧為提供充分的描述資料，或稱為「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為此；研究者必須謹慎地將研究參與者的意圖、信念、意義、以及

行動轉化成文字陳述（胡幼慧，1996：144）。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指資料的穩定、一致性（consistency）也就是資料蒐集過程中，取得具有可

靠性的資料，研究者也必須對整個研究的過程與決策說明（胡幼慧，1996：144），

以供他人未來在判斷研究資料、分析、及詮釋時的了解，且依不同的時間點的訪

談記錄、譯碼、以及分析，所呈現不同的結果，都應加以記錄。 

四、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 

  意指資料的結果是否符合研究參與者原有的意念與想法，而不會受研究者主

觀的影響結果（Lincoln & Guba,1985）。因此，在資料收集過程中，研究者嚴謹

地要求自己採中立的態度來進行，不能因為自己的偏見或是主觀意識來影響收集

的資料，並時時反省自己過程進行中的瑕疵，藉由與同儕及指導教授的討論過程

中，隨時不斷地修正，以增進資料的可確認性，確保研究的客觀、一致、中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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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倫理與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重視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的關係，遵守研究倫理不但可以在一

定程度上保證了研究的嚴謹性，也添增研究本身的品質（陳向明，2002）。誠如

嚴祥鸞（1996）說到，當涉及社會研究時，不免談起權力核心的碰撞，研究倫理

不但可以保護研究參與者，實質上也是其用以阻擋研究者進入探究秘密的最佳屏

障。 

壹、研究倫理議題考量 

  研究者在公開這些資訊時也必須嚴守研究倫理，無論在研究者身分以及與研

究參與者之間權力關係、研究設計、研究過程、研究結果分析，以及回饋，每個

步驟都詳加考慮研究倫理議題： 

一、 自願告知後同意（voluntary informed consent） 

研究者克盡完全告知研究參與者研究內容與目的、意義、可能帶來的

潛在風險、可能會花費的時間與次數、可能得到的收穫和研究者的學生身

分等相關訊息，也必須留下研究者聯絡方式與電話，並且尊重其參與意願

與主體性。當研究參與者決定同意參與研究時，必須簽署一份書面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 form），且在每次流程中徵詢可否以錄音或紀錄同意，也

告知研究參與者有權利在任何研究流程中途撤銷研究參與和退出。 

此外，研究者自己也簽署一份保證書，用以保證研究者將嚴謹研究各

步驟倫理與尊重研究參與者的權益，並願意對於相關道德與法律責任負責。 

二、 隱私保密原則（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畢恆達（1996）指出，隱私指涉研究參與者有權利透露什麼程度的個人

資訊；而保密則關注於研究者如何處理研究參與者的資訊以控制其他人士獲

得訊息的機會。研究者本著尊重研究參與者個人隱私權與保障其權力，克盡

保密原則，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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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研究參與者的基本資料完全保密，研究呈現上以代碼或假名取代其真

實身分或姓名。 

（二）在研究內容中，當描述研究參與者生活情形、可辨識的人名、地名或可追

循辨識的線索均應該刪除。 

（三）在與研究同儕、指導教授、其他人員討論研究過程中，需謹慎留意，非研

究相關事項不能抱著玩笑心態而透露分享，並在研究完全結束後，應妥善

處理及刪除檔案。 

（四）除關係研究參與者或其他人生命威脅等緊急事件必須通報外，研究者在研

究中每個環節都必須做到保密原則的承諾。 

三、 潛在的傷害與風險（potential harms and risks） 

  本研究議題緊扣著跨文化議題，其中包含了不同國度國民對彼此的觀感

和想法。當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討論到台灣民眾對外籍人士的態度、錯誤的

文化誤解與不正確的歧視，可能會引發研究參與者在回憶時情緒的激動與反

應，可能都會造成研究參與者的二度傷害。因此研究者在設計訪談內容時或

對話時都必須考慮到這之間可能帶來對研究參與者的傷害及風險。 

四、公平合理原則 

  陳向明（2002）指出，公平合理原則係從研究者合乎道德原則對待蒐集

資料、合理處理與研究參與者的關係以及研究結果三方面來討論。為此，研

究者作為探究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生活適應歷境的研究，與跨文化人

士進行的資料蒐集，應擁有尊重同理的態度進入其生命脈絡來傾聽，另外必

須培養自己的文化敏感度（culture sensitivity）及文化意識（cultural 

awareness），在每個環節中，排除自己先為主的刻板印象、積極深思研究參

與者透露出的任何訊息以及真實感受，並信守與研究參與者之間建立的承諾

約定。在處理研究資料以及研究結果秉持真實呈現和公平合理原則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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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正報償與互惠（reciprocity） 

  Lipson（1994）指出，在研究過程中，事實上也是權力的不對等關係，

研究者藉研究的完成可以順利取得學位等好處，研究參與者不一定可以從中

獲利，況且在回憶過程中，還可能因為研究帶來身心的二度傷害。為此，研

究者應該就根據研究參與者的貢獻，並給予口頭或物質的回報（引自潘淑滿，

2003：381）。 

Sieber（1992）認為研究所得到的科學知識是帶給研究參與者最適切的回

饋（引自畢恆達，1996：51）。此外，在訪談結束後將以提供適合日常生活之

小禮物或小點心等直接回饋，而研究參與者如有社福方面的需求，研究者也

可透過提供必要的資訊或協助等間接回報。 

六、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權力關係 

本研究的撰寫為研究者的碩士班學位論文，既非重要國家大型研究，也

沒辦法在本研究完成後，立即看出對研究參與者帶來怎麼樣的效益；然而由

於此研究的完成將以公開性的展示於國家圖書館中以及網際網路的查詢，且

研究內容牽涉研究參與者的生活經驗與想法方面之分享，所以研究參與者有

絕對的權力與主體性拒絕分享欲探求的資訊。在進行此研究中，研究者與研

究參與者在過程中沒有權力上的糾葛，而更為平等互惠關係。但是值得深思

的，由於本研究的研究參與者由相關機構引介，其是否因為請託而願意進行

研究，此也為另一種權力的壓迫，則必須進一步思考。 

  以上所述考量的倫理議題，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勢必不足，研究者仍必須時時

提醒自己省思檯面下的研究倫理與權力關係運作，誠如本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為

跨國籍、跨文化的人士，其中交織著國族議題、性別觀點、社會接受度等面向，

故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除了克盡閱讀相關文獻以補充自己所知、與指導教授及新

移民相關領域專業人士虛心請教需要重視的細節，更需要不時審視自我，藉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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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研究過程中可能觸及的倫理議題。 

貳、研究者內在價值與角色位置 

  沒有一個研究可以完全宣稱達到完全性客觀及價值中立的，然而本研究涉及

階級、種族、性別、權力等議題，研究者如何致力於理解男性婚姻移民的文化脈

絡與遷移動機，並敏銳觀察其中未被發覺的訊息，則有賴研究者與男性婚姻移民

的關係建立與培養自身對跨文化觀點的敏感度。 

 一、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我作為一個外來者進入田野，除了以不打擾其生活為最高原則外，也必須將

研究者身分告知研究參與者，不以欺騙與竊取得到資訊且說明保證不涉入其隱私

的侵犯，並以局內人角度了解研究場域的語言及生活脈絡，深思跨文化中的異質

性意涵與元素。 

此外，在研究過程中，研究參與者是否願意接受一個外來者的介入是另一個

必須面對的議題。為此，研究者在事前與機構工作人員討論是否可以參與移民或

移工之相關活動，於活動過程中將介紹自己身份及進一步與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

民有所接觸。 

 二、文化敏感度的培養 

  相較於研究參與者之跨國遷移經歷，研究者成長於不同於研究參與者的文化

脈絡，加上過去長期接觸到對於東南亞地區偏頗刻板的與論及報導，難免存在著

或多或少有著自我的價值中心。為此應於平日中學習培養自己的文化敏感度，研

究者除了多修習相關課程及涉獵相關新聞資訊，並參與婚姻移民可能聚集的田野

場域（例如教堂、東南亞特色餐廳小吃等），以增進自己對移民者的了解與認識。 

  另外，在每次研究過程中，也詢問指導教授、從事新移民服務的機構人員與

研究同儕，這樣的進行方式或對話方式是否哪些方面可以改進處理。抱著尊重其

詮釋的態度但也不過度認同，研究者盼研究過程中克盡肯定、同理以及設身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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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進入研究參與者的生命歷程，並時常審視反思（reflexive）研究者對話與

行為有否帶著文化權力的優越感與偏見歧視。 

 三、研究者性別階級與研究參與者關係 

  本研究探討研究對象為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研究者雖同為男性角色來理

解研究參與者的生命經歷，然而不同文化、階級等原因，其使用的語言使用與原

生文化脈絡，卻可能在研究過程中造成可能有的誤解。研究者於訪談也應避免帶

著台灣社會對於男性認知上的要求與想像（例如「男主外，女主內」等圖像），

以造成研究參與者不必要的壓力。 

  此外，針對訪談內容，男性不一定善於情感的透露與表達自身的生命故事，

研究者也必須體會此點，與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男性跨國移民移工詢問必須注意

的面向及可以朝向努力的部分。 

  誠如此研究一再提醒，這是一個結合了種族、階級、性別等不同面向相互交

錯的議題探討，研究中於每個環節有太多需要重視與處理的面向，作為一個以男

性跨國婚姻移民為主體的經驗歷境探求，不能以過去男性霸權思維看待研究參與

者，反倒忽略了其主體性跟可能的需求面向。姜振華（2002）指出：「在人們聲

討父權對女性的種種束縛與壓迫時，發現不僅僅是女性受制於呆板單一的性別

角色，男性也同樣是父權制的受害者，原本豐富多樣的男性特質被『高大威猛』

的男性形象所扭曲、閹割以致狹隘平面化。」（引自彭懷真，2004）因此，研究

者必須深思在傳統認知中被主流論述視為權力擁有者的研究參與者在國際遷移

過程中，卻被視為相對的少數弱勢，此種主客體身分的轉換歷程，其內心的矛

盾、文化的衝擊、價值的轉換，如何呈現與運作，都是值得研究者深思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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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現與分析 

  性別、階級、種族向來是跨文化研究的重點，然而在過去論述中卻有意無意

地忽略以上種種因素相互交織所產製的各種面向。本研究探討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在台生活經驗，藉由與這群男性移民對話過程與互動中，聆聽其遷移的生命

故事，了解東南亞籍男性移民在面臨跨國婚姻的經驗、來台的脈絡與動機與理解

「移動」行動之實踐對他們的意義為何。 

    本章節首先介紹版研究中所訪問八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了解其遷移脈

絡與在台經驗。第二部份則談及「台灣」作為一個接待國所存在的社會價值、暗

示談起，說明處在這樣的結構情境中對其遷移經驗帶來可能的衝擊，並呈現東南

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適應歷程與因應策略。 

第一節 楔子－故事的緣起 

  猶清晰地記得約莫數年前，那是個夏末秋初的午后，欣喜之神情馬上被對於

未來惶恐不安的恐懼取代，那年我第一次至外地就學。對於移動經驗不多的中南

部鄉下孩子而言，到台北讀書不啻是想像與期待，更是取得邁向改變與成功的兌

現券。然而，這樣子的綺麗幻想馬上就因不熟悉的環境與緊湊地重新適應新人際

醒來，或著說強烈思鄉情切才是那段時間的寫照。 

  回憶起這樣的情節，是在與幾位外籍人士聊天後的聯想，原來每段「移動」

的開始都有其背後的考量與機緣，或許是、也或許不是。不管如何，透過這些生

命故事的傾聽與發掘，反扣自身過去對於「移動」的期待與擔心，種種複雜情緒

的交錯浮現，從焦慮、失落到平衡、掙扎或認同，有了較清晰的輪廓。 

壹、流動男性移民經驗 

    如同 Stalker（2002）所言:「遷徒是人類亙古以來的傳統。地球上沒有任何

一個民族敢誇稱自己從以前到現在，只在一個地方生活。」本部份主要呈現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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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的背景與移動經驗，幫助我們瞭解其遷移的因緣際會與締結跨

國婚姻的想法。 

一、建新 

  初見到建新，就對於他充滿朝氣的個性留下深刻的印象。 

  留學來台的建新這麼表示。由於姐姐也是來台讀書，父母認為離鄉背井出國

讀書，有個人相互照應也好。華裔背景的他，國語、閩南話可說相當流利。此部

分主要的原因除了原生家庭慣用語言外，也加上主動學習異鄉新知。 

「我想我比很多外國人幸運的事情，我選擇去學習台灣本地的課程，所以

我比較沒有（適應不良）這部份的困擾。…今天我的台灣歷史搞不好比其

他台灣人都還要強，我對台灣歷史的瞭解，不只是因為我讀了很多資料，

而是說我在一個過程中壓縮式的形成我的台灣歷史，大一大二的時候我都

在念台灣史像是黃春明的小說，所以我對台灣的認識更深入馬來西亞。」 

  來台初期，建新選擇瞭解台灣當地的歷史文化，並參與關於認識台灣的文化

性社團。我好奇的問，這樣的選擇當時的想法為何？「我現在台灣生活，如果我

選擇不愛台灣的話，你也不用奢望我去愛馬來西亞，因為我根本沒有能力去愛，

這是一個在地行動的問題。」他肯定地告訴我。 

  跨國生活，對建新而言無疑是一場冒險與挑戰之旅。在台讀書期間，建新選

擇參與台灣人的社團、選擇結交台灣籍朋友，但這樣的選擇也讓他面臨其他僑生

的質疑。然而，他認為在異地生活，就必須懂著學習到當地的資訊與歷史脈絡。 

  此外，由於個性相當圓融的他，大學、研究所期間結交了不少好朋友，而這

群好友也樂於提供他生活上所需要的工作資訊。據他表示，他在讀書期間兼職打

工的內容相當多元性－從跑工地、送便當、家教、餐廳服務生等都從事過。這樣

的學習之旅，不僅讓他更為了解台灣當地，也結識了許多好友。 

  爾後，在工作的地點裡遇到她。雖然這不是他在台灣第一個女朋友，卻是他

第一個打從心底想此生長依的人。 

「我媽不準我跟台灣女生在一起。主要因為我哥也是娶一個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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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對她的印象非常不好，覺得我大嫂很浪費…又很懶惰。所以他耳

提面命告誡我不准我與台灣女生交往。」 

  建新非常喜歡這女孩子，並且也希望獲取家裡父母的贊許，迎娶這個台灣女

子。於多次協調與溝通後，父母終也願意這門婚事。獲得父母的同意讓他覺得這

段感情終於有「腳踏實地」的感覺，過去雖然也在台談過幾次戀愛，然而卻都是

「在雲端上漂浮」的戀情。 

「…他們之後也是尊重我啦，畢竟我都來台灣這麼久了。他們可能心

中有個底，知道我會在台灣發展。」 

  說到這裡，建新似乎非常開心，越說越起勁。「我太太前幾天就跟我抱怨阿，

為什麼大家總是說她是『台灣太太』，她就問我那我是什麼？她是不是應該要叫

我『馬來西亞先生』阿？」顯然建新太太對於別人對於先生的族群身分常常有意

無意地被突顯有所抱怨。然而這卻不影響到他與太太之間感情，他認為他與太太

之間建立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此外，從小喜歡從事家務工作的他，也樂於忙於

烹飪一事。這似乎是他得意的拿手長處，她同事從旁經過也談及建新的好手藝。 

  建新表示，他只有持有居留證，未來不一定要留在台灣生活，「…也可能在

我小孩子長大以後我們可能到挪威或是哪裡定居也不一定，因為那是一種生命不

一樣的體驗也不一定。」坦承不喜歡規劃未來，對於之後的生活雖有所期待，卻

不強迫自己一定要朝向哪條路，我在建新身上看到移民者樂觀且充滿活力的生命

力。 

二、明成 

  在明成的家中，雖然空間不甚寬敞，但家裡的擺設簡單整潔，兩個女兒的玩

具散落在沙發裡，感覺相當溫馨。 

  「傷腦筋捏。」這似乎是他的口頭禪，邊收拾整理的他有時會帶著無奈的笑

容冒出這句話。明成此時從桌下搬出一大箱的食物，這似乎是他的「寶物」，多

半以烹調用香料跟印尼地區小點心為主。樹仔餅是其中一項，原本形狀有點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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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麵糰，利用高溫油炸後呈現不規則狀，口味有點類似這裡龍蝦餅之類的點心，

又脆又香。「你坐一下。這個是我們那邊的特產－樹仔餅，要用炸的才好吃，你

吃看看」，據他而言，他每個月去印尼商店添購食用香料、小點心等物品，老婆

跟小孩不是特別愛吃，但他還是很懷念印尼的食物，有時候自己煮來吃。 

  「…是跟媽媽來這麼工作的，沒想到後來在這裡結婚。」 

  明成的母親在永和的一家餐廳有所投資，爾後也問明成是否願意來台見識。

據他所言，一開始根本搞不懂什麼是什麼，幣值也不知道價值多少，卻也當起服

務生工作數年。 

  「台灣其實也很可愛，雖然生活很緊湊，但人們都很熱情、有活力。」而他

同事人也很好，儘管之後母親回印尼，同事也都很照顧他，而他現在的太太也是

同事穿針引線介紹的。婚後的生活明成和太太之間有很大的價值衝突，此點他歸

納為不同文化的特性，「愛買東西」、「不知道為未來打算」是明成對於他太太的

看法，然而他卻視為是台灣經濟發展後所造成的縮影。…「我還在跟她尋求一個

平衡，但是溝通上有時會有困難，越急越不知道怎麼表達，還是順其自然。」明

成坦承與太太之間溝通上有些還無法精確地表達，這部份他也還在學習。 

  認為自己個性內向的明成，對於各地哪裡擁有東南亞資訊卻不輕易放過。明

成表示他假日很喜歡出去走走，但老婆與小孩對於那些東南亞人的聚會沒什麼興

趣，比較喜歡跟自己朋友度過假日。 

  對於未來明成沒有特別想過要怎麼過，當務之急先把兩個女兒學費都有著

落，接著好好學習一些知識。「在不同國家生活，有時候很可憐捏，什麼都不懂，

會被騙。」他覺得已經在在這裡當爸爸了，就要好好學習，才不會不知道要怎麼

教導小孩。 

三、陳馬  

  陳馬的外型非常突出，輪廓很深的他搭配濃眉大眼，一眼就看出與傳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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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台灣人的外表不同，但他表示他是華裔菲律賓人。「下禮拜選舉你知道嗎？

你哪裡人阿？要記得回去投票喔，知不知道！」來台二十多年的陳馬，擁有一口

流利的華語，訪談時逢我國的總統大選，開口就是滿滿的政治經。 

  他說到來台主要原因是在台灣生活的親姑姑生病無人照料，而他從小與姑姑

感情甚好，儘管姑姑來台後也有持續聯繫。所以一方面也是出國看看，此外也就

近照顧親人，他在這樣的機緣際會下來台。 

「…她的腿骨折，沒有辦法走路，在這裡我知道她沒有親戚嘛，沒有

人照顧她嘛！那我就先過來看，來了一個月以後覺得她需要照顧。開

刀弄完了以後，還是需要休養，那一個月以後我就先回去、回菲律賓。

回菲律賓我就先把工作辭掉，再來就決定，準備好菲律賓的事情，安

頓好了我就準備來台灣那個時候。」 

  此外，在來台之際，他也察覺到台灣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覺得台灣可

能會一直往上進步，就先找找看，看看有沒有什麼工作可以適合的。」而他的第

一份工作是在某個飯店裡擔任接待，擁有中、英文能力的他，加上熟識同樣也為

菲律賓華裔的飯店老闆，很順利地找到此份工作，而之後也陸陸續續換了幾份工

作，陳馬表示每份新的工作對他而言都是一份挑戰，但也讓他結交到許多朋友。 

  來台約莫五、六年後，陳馬在偶然的一次情況下遇到他太太。當時正在就讀

大學夜間部的陳馬太太在過馬路時沒有注意到紅綠燈變化及車子往來，陳馬趕緊

叫住她。「說也奇怪，好像是註定好的，當時就是想跟她留電話」從沒想過自己

會變成「外籍爸爸」的他，卻在這片土地落地生根。 

  然而陳馬不覺得自己會與老婆小孩一直留在台灣。「我有跟我小舅舅到大陸

那邊看過他的工廠，那邊發展很快，有一天可能會超越台灣。」他表示未來可能

帶著妻小一起到大陸發展，從他的遠景與理想中，我看到了移民者冒險犯難的血

液又在蠢蠢欲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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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尼可  

  「我太太很漂亮吧！所以我從那裡追到這裡。」笑得很靦腆的尼可這樣跟我

說。「是在曼谷，第一次看到她」，因為太太緣故來台的尼可，覺得自己憑藉一股

衝勁來台。擁有高科技電子產業背景的他，在 1995 年前後遇到了正在泰國旅遊

的妻子，第一眼就愛上了她。爾後，他前前後後來台多次，然而妻子與他表示希

望可以留在台灣生活，他也表示贊同，就這麼進行了他的跨國戀曲。 

  「我其實不知道台灣在哪裡，只知道（泰國）很多人去你們那邊工作」，他

清楚地跟我表示。尼可覺得不知道台灣在哪裡的原因主要是「台灣不是個國家」，

這種國際位置使得台灣在世界地圖上是隱諱的。然而來台多年的他覺得台灣人個

性很好，政府也很有效率，「像戶政機關很有秩序…那裡小姐也很親切…」，而台

灣人通常待人很有禮貌也是讓他印象深刻的一點。 

  說到對於台灣的印象，「這裡冬天好冷喔」，邊做出發抖逗趣貌的他邊訴說著

初來台灣的想法，「但是這裡有冬天食物」，不解的我詢問他什麼是冬天食物？阿

塔解釋是他最愛的水餃、充滿蒸氣的水餃。此外，對於台灣夏天他更是不甚喜歡，

「太黏了！」只見他搖搖手，似乎不太能忍受台灣濕度非常高的夏季。 

  結婚之後，幾乎三餐交由喜好烹飪的尼可負責。太太非常驚訝尼可怎麼這麼

會煮菜，他得意的表示是由於他們家有許多兄弟姐妹，大姐會教導弟妹們一些家

務，所以從小他就很熟練這些事情，而因為太太不喜歡吃泰國菜，現在他比較喜

歡做台灣菜。 

  而如果與太太吵架，他會選擇保持安靜，「太太會一直講一直講，這時候還

是給彼此一個空間比較好」，尼可覺得雖然不同文化的家庭生活多多少少會有認

知上不同所造成的紛爭，但只要多體恤對方，生活還是很美好的。 

  對於未來，尼可希望以後可以回泰國生活，他總覺得自己不適合台灣人生活

緊湊、步調又過快的作息，此外，這裡也沒有考慮到他過去所學，加上沒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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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他，在求職上常常會遇到阻礙，這也是他不太願意在此工作的原因。 

五、麥可 

  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麥可是一位歌手，擁有好歌喉的他過去是在駐外表演藝

人。「…我們團到好多地方，美國、日本東京、韓國都有去過，我很少回家，工

作太忙的關係…」，後來在一次來台表演的機會遇到當時來團幫忙的太太，從相

識到結婚不過幾個月的他，戲稱自己是行動派的。 

  但從婚姻開始，麥可就不斷遭遇到台灣人不友善的態度，許多人質疑他來台

結婚的動機，這包括機場的服務員、太太娘家的親戚等。另一方面，他也發現自

己沒有如此喜好這片土地，語談之間往往可以感受到麥可對於「台灣」持有一定

的負面觀感，而他也坦承這些年他感受到越來越多來自於旁人對於他的歧視眼光

與遭受到台灣人的排擠。此種感受不是沒有原因的，近年來大眾媒體將失業率節

節高升一部分歸咎於「政府開放東南亞籍勞工，造成本地人士尋無工作」原因，

此造成麥可很大的困擾，此種異樣眼光好像向他挑明：「你是東南亞人，你是為

了錢來的吧」，讓他感到非常不舒服。好幾次，他已經下定決心不想留在這裡，

但看到太太與小孩，心又軟了。 

  即便已在台灣定居十多年，麥可仍然不適應這裡的飲食與生活習慣，而他儘

量在家做菜－以西方菜餚為主。我不解的追問他如果出門在外用餐怎麼辦？「就

從中挑選我敢吃的部份」，聽起來雖一派輕鬆，卻有些無奈。麥可認為現在他已

經無所謂，他有國際工作證，可以不一定要留在台灣工作，但他還是放不下老婆

與女兒。 

六、灰平 

  頂著一頭小平頭的灰平，感覺的出來是個很幹練的人。他表示他是以移工身

分進來台灣的，「…台灣在菲律賓是個很受歡迎的地方，我說在選擇出國工作時

啦，所以當時朋友有跟我說到這個機會，我也想說出來看看，就來了！」然而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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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台灣最不能讓他忍受是這裡嚴峻的工作場域。在拉鏈工廠工作的灰平表示當時

他負責的是染色工作，而用以染色的鍋爐是相當高溫的。此外，工廠內有個不合

理的制度就是恣意命令東南亞籍移工加班，卻不敢向台灣人如此要求。 

  生活在異鄉，最讓他感到結構上的限制來自於語言的使用。灰平憶起初來台

灣之際，週遭環境都是以中文字為主，不黯中文的他對於陌生環境的一切總覺得

有所限制，甚者有些本地人會以不好聽的字眼汙辱他，為此，灰平認為語言的駕

馭與適應異環境有相當的關係。這部份的策略，灰平學習的管道以多看電視、與

人溝通為主，逐漸他也聽懂一些詞彙，但驚訝發現有些別人曾當著他的面說的，

竟是不好聽的髒話。現在他知道了，倘若遇到同樣的經驗，灰平會與之表示他的

感受。 

  與太太相識於工廠，也是因為工作業務常有接觸的緣故，從認識、熟識、交

往到決定結婚大約兩年。而婚後家庭分工以灰平煮菜，老婆則以接送孩子，這樣

的分工看似有些特別，但灰平與太太皆認為這是他們摸索一陣子後認為最合適的

形式。灰平目前在申請身分證，主要因為勞退制度不適用於外籍人士，在未來他

將從一個國籍轉換到另一個國籍，他希望能有個嶄新的人生。 

七、阿塔 

  「害羞的大男孩」，是對於阿塔的第一印象。他說到他有四分之ㄧ華裔血統，

但在來台之前，則以泰語為主要語言，對於中文是壓根兒沒聽過。阿塔的父親常

年在台灣工作，至阿塔大學畢業後，也詢問他是否要一起過來工作？「還好啦！

一方面是想說出國看看、另一方面想學看看中文」，「還好啦」、「我不知道捏」似

乎是他習慣的口頭禪，每當我比較敏感深入的問題想發問時，他即脫口而出這些

語詞迴避。 

  對於台灣生活已經相當習慣的阿塔，回憶起他剛來這裡的心情，他表示當時

其實也很徘徊，一方面是對於這裏各種制度不熟悉，另一方面也無法運用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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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溝通，直到後來父親推薦他至附近大學學習中文，才逐漸好轉。而在這中文班

裡，也發生了讓他改變一生的事情－遇到一起上課的女性，他現在的老婆。 

  阿塔顯得有些不好意思繼續表示，他與太太是在同一梯學習班去上課，但他

學中文，太太學習泰語。也許是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或許也因有共同的話題，

每次放學後，他們選擇向對方請教諮詢，也逐漸對彼此越來越有好感。之後阿塔

回泰國的期間，兩人也持續通信。「然後喔…我們就在一起了」，只見他開懷的笑

了。婚後的阿塔在負責裝潢的公司上班，但他覺得與興趣不合，阿塔過去在泰國

是學電子的，然而在台灣卻找不到願意僱用他的公司，讓他有些挫折。 

  此外，與太太的父母親同住也讓他有些拘束，這必須從阿塔與太太交往期間

說起，其父親就一直反對他們在一起，認為臺灣人「應該」與臺灣人結婚才行。

爾後在一番溝通協調後父親才同意這門婚事，但歷經這些波折，阿坦心中仍有些

疙瘩。再者，阿塔認為自己是比較喜歡較自由的環境，但與長輩一起生活有時讓

他覺得限制較多，但太太的父母對他很好，他還是很感恩。 

  住在台灣近六、七年的阿塔還在摸索屬於自己的生活，但他希望政府可以多

重視與他相同的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多聆聽這些聲音，這樣就很足夠了。 

八、小傑 

  「我爸爸問我說要不要出國看看阿，我啥也沒想地就跟他說：『好』。」小傑

是個很健談的印尼華僑，留一頭俐落短髮搭配著耳環，不到三十歲的他，一直覺

得年紀沒有跟我差很多。啜一口雪碧汽水後，他繼續講著，「…後來我父母都走

了，我下面還有好幾個弟弟妹妹，沒辦法，我選擇出國來這裡工作。」 

  藉由印尼勞工仲介牽線的他，初來台灣是從事出版社的工作，來台兩三個月

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現在的太太相識。臉上流露出驕傲神情的小傑滔滔不絕

地繼續說，「我老婆那時是業務工作，…同一家出版社，我都會找她聊天。」他

繼續表示，大概交往一、兩年後就有考慮結婚的打算，但是週遭朋友不是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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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婚事，加上老婆曾經離過婚、目前撫養著前夫的小孩。 

  「…我愛她，所以我也愛她的一切，這是我必須接受的。」說到此，小傑語

重心長、似乎若有所思，「但沒想到結婚後才是更要面對的…」。小傑表示，他與

太太常常會為了飲食鹹淡酸辣有所爭執，喜歡重口味的他和偏好清淡的太太似乎

很難找到ㄧ個平衡點，有時候很難理解彼此的口味為何。此外，經濟也成為結婚

後常常也是必須面對的課題，由於前一陣子的不景氣，造成太太失業在家，家中

的經濟擔子頓時全落在小傑身上，然而目前小傑由於尚未有身份證的緣故，在尋

找工作常碰到釘子，這是他相當無奈的。 

  自嘲「一台摩托車走天下」，到處兜售國際電話卡的小傑表示對於未來沒有

特別想法，只希望台灣政策可以有所修訂，像他如果打算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身

分，必須應盡服兵役國民義務，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根本不可能的。未來他還在摸

索，目前則是走一步算一步。 

貳、集體記憶：移民者形象之建構 

    離鄉背井，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是怎麼樣的機緣與考量讓這段異國婚

姻中的彼此結合？在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地區想像與建構中，由於長期上媒體與

公共輿論的包裝傳承，似乎唯有社會較弱勢的民眾，才將與東南亞人士通婚。在

缺乏相互瞭解的前提下，東南亞的人們被塑造成「髒的」、「吵鬧的」、「為了台灣

錢而來」等種種印象。 

  弔詭的是，對於不同性別與族群的回應，國人似乎有自己一套理解方式。東

南亞籍女性移工、婚姻移民頂多被視為可能會逃跑、為錢而來的刻板印象，男性

移工移民則又似乎多了一層社會治安暴力的隱憂。 

  麥可不滿的表達：「你們台灣人，整天說我們是為了錢來的，覺得台灣的工

作被外國人搶走，你們排擠我們，深怕我們出了什麼亂子。3」，據他所言，台灣

                                                 
3 麥可為一菲律賓男性婚姻移民，來台雖已 15 年，但使用的語言以英語為主，這段為翻譯文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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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年來對於東南亞人士越來越不友善，在他出門購物買東西、接待女兒時，都

可明顯感受到旁人區分「他者」、「我類」的對待。 

  如同麥可這樣的男性婚姻移民可能出現在你我生活的週遭，然則這些人的形

影卻被概化類同於「搶工作、低劣的他者」，此不但是對於東南亞人士缺乏認識

的再現，更可以說對於「我們」、「他們」之間存著優劣排序的主觀性。 

  抱著千頭萬緒糾葛理不清的思緒，我試著回到最初的疑問，男性東南亞籍婚

姻移民為什麼來台灣？而他們移動的機緣與想法又是什麼？誠如許多受訪者這

麼表達，「…不知道欸，過去從沒想過之後就在台灣定居，就是這麼順其自然吧！」

然而，這樣一句看似命中注定的結論，卻往往可以在與其聊天互動中，嗅出其中

不平凡的生命故事。 

 一、主流論述下之移民印象 

試著理解目前台灣社會中官方或者民間對於「男性外籍配偶」的認知建構與

輿論產製，另方面也回想起一位從事大學教育多年的老師曾經質疑過此研究的價

值，其認為世界各國潮流中強調的是「移民的價值」，而非關心「移民的生活」。

這樣子的看法事實上普遍存在一般人的思維中，正如認為女性東南籍婚姻移民背

負著傳遞子嗣的使命而來，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似乎就缺乏強而有力的論述與

結構因素來支撐其為何來台的原因。 

  然而這樣子的思想脈絡似乎建構於「他們可以為我們做什麼？」的純然因

素，卻忽略婚姻主體下雙方的自我認知（self-cognition）為何？ 

  為了釐清這樣子的疑惑，我先嘗試至跨國婚姻移民服務機構來獲取一些背景

資訊，欲求在台灣主流論述中，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與台灣女士婚姻的結締對

其而言，是怎樣的詮釋與再現？ 

  「我們不提供男性服務，我們沒有接觸過男性的服務對象，這裡全是女性。」

電話另一頭斬釘截鐵地表示。聊了一會兒，她跟我說：「或許你可以試著聯繫其



 66

他單位看看」，很遺憾地，在接洽數個婚姻移民機構、跨國移工機構後，對於男

性婚姻移民的認識卻是絲毫沒有增進多少。可以確定的，國內目前對於服務男性

婚姻移民這一部份是相對缺乏地，如同筆者在進行此研究時聽過太多聲音－「外

籍配偶不就都是女生嗎？有男性喔？他們應該不是也是為了錢而來吧？」、「他們

為什麼而來，也是被賣過來嗎？」、「那台灣哪些女性會跟他們在一起？」，舉凡

這類似的論調太多，言語中除了缺乏認識與懷疑外，似乎也充滿著某部份的恐懼

存在。 

  這一段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男性「外籍」婚姻移民的真實與論，目的不是反

駁此部分「對」或「錯」的二元對立。應該去理解的是，無論男性或女性婚姻移

民來台，就是處在這樣的社會暗示中生活，於此脈絡下的文化意涵與其生活歷境

與適應有著決定性的因素。儘管願意不願意，麥可雙手一攤，無奈的表示：「或

許你不同，但其他人就是這樣的看待。」 

 二、真實的社會建構：對台灣的想像與詮釋 

  出身於鄉下的我，小時後對於大都市也懷有滿腔的想像與憧憬，電視節目裡

播送的情節景點，許多等等發生於這些都會中。豈料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

至台北城求學數年後，從開始的陌生恐懼、適應到熟悉習慣。 

初來台灣時候，從飛機上往下看，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黑很髒！本來以為是

很美的地方，結果是黑鴉鴉一片！哈哈…。（麥可） 

  活在台灣二十餘年，往往不知道他國是如何看待我國：腳踏車？高科技產

業？還是遠外馳名的農產品？然而就訪問到的對象裡，許多男性婚姻移民表示：

在來台之前，根本不知道「台灣」這個地方，早期東南亞地區對於台灣認識很少，

多半只有提到「蔣介石」、「孫中山4」等人。其他的部份則多半一概不知，直到

遷移後才對於台灣有所深入了解： 

                                                 
4就筆者側面了解，大多數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對台灣印象僅停留在課本介紹國共戰爭之際。其

表示他們課本只提及中國曾經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由「松（誤）中山」先生所創立，爾後只

交代一下有個蔣介石先生到台灣，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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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在雅加達，…沒有聽過台灣阿，只知道福爾摩沙，很奇怪，也沒有討

論過你們，恩…好像很不有名唷(笑)！說去台灣，我以為要去泰國。Taiwain…

那個 Tai 我以為是 Tailand、泰國哩。歷史上也沒說台灣這個字，有說過福爾

摩沙而已。（明成） 

…是有看過很多小玩具上，會寫著 ＂Made in Taiwain.＂，那時候也沒想過之

後會來這裡住。（麥可） 

其實還沒來之前、那個時候，對台灣是一片空白，因為也沒有來過嘛、沒有

來過。（陳馬，菲律賓） 

  麥可表示，早期「台灣」是個地球儀找不到的地方，他還誇張的空中劃了劃：

「怎麼轉都轉不到台灣阿，看來看去只有美國、中國、日本阿，當時我們團說要

來台灣，我還再三確認是不是在南半球？」不解的我進一步追問，台灣距離菲律

賓這麼近，為什麼不知道台灣在哪裡？只見他揮揮手、淡淡的說，「就是沒有阿，

壓根兒沒聽過。」─或許在世界的移動者眼中，並沒有如此有名氣。不若過去論

及移民與接待社會之間強調以推拉力（push-pull force）來分析，我發現到東南

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則因許多面向的交互作用而考慮遷移，換言之，他們的移動絕

非以結構層次加以純然論述。 

    這部份小傑補充說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那裡會以為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並不會刻意區分。」令我感嘆的是，此種對於台灣在國際上矛盾的

相對關係之詮釋，卻在許多受訪者對話中發現到同樣的論述。但在資本國際化與

勞動自由化的推波助瀾下，儘管台灣在國家論述、歷史定位下不是頂有名氣，卻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因緣際會地成為東南亞地區人士追求夢想的想像地。這裡

我要提醒的是，然而筆者這部份無意加深「東南亞人是為錢而來」的論述，應該

釐清且承認的是「遷移」在人類發展過程中，某種程度也為了建構美好未來生活

想像的成分存在，這絕對不是單一而脫鉤的現象。 

參、連結：機會與遷移選擇 

  每件跨國婚姻都是一個故事，當移動者決定遷移到另一個國度之前，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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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都抱著對於未來圖像的憧憬與想像。隨著飛機翱翔，將每份夢想帶領到另一個

世界。決定遷移主要因為移民們相信可以擁有更好的生活，但事實上，跨國婚姻

移民行動者往往必須面對所從未設想過的情境。 

 一、決定者的主體行動理解 

  就許多男性婚姻移民而言，來台的因素並非設定為了結婚前來，「機緣」是

其強調的，或許因為某些事件發生，某些機會連結的緣故。讓他們覺得過來看看

也好。例如陳馬因為在台灣的親姑姑車禍受傷，一方面也是機緣，就想說來看看

也好： 

看了一下覺得台灣遠景還不錯，就是剛起步啦，那個時候。以前台灣（跟中

國之間的）內戰時期還是很落後的，菲律賓已經算是很進步的。幣值也…台

幣跟菲律賓來比的話，菲律賓還算是比台幣還多。但是覺得台灣可能會有一

直往上進步，就先找找看，看看有沒有什麼工作可以適合的。(陳馬) 

  有的則是因為來台留學的關係，不知不覺就待在這裡許久。華裔東南亞籍人

注重教育，在經濟允許的狀況下，會希望子女接受更好的教育，此外，部分華裔

東南亞籍人士也希望將小孩送至華語脈絡的國家，對於傳統華語有所學習。 

台灣的教育比較好啦，這是不可否認的！我們阿，在馬來西亞裡，環境比較

允許的家庭，都會想辦法把小孩往美日送去。次之的，像我們，就會往台灣

送去讀書。（建新） 

   約莫 1980 年代，台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開始出現了國際分工上的階層關

係，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大量需要勞力補充，使得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形成緊密

的經濟合作體（夏曉鵑，2002）。而男性婚姻移民因依親關係、留學、抑或工作

等方式進入台灣地區。覺得台灣是個正在快速進步的地區，值得進一步在此繼續

發展： 

這是因為來探望我姑姑之後，看了一下、我稍微有去玩了一下，日月潭啦、

阿里山，有稍微去玩過。我住了一個月，來住了一個月來…來等於是旅遊、

來玩。看了一下覺得有前景，覺得台灣不錯、起步。（陳馬） 

…那時候是你們李登輝時代，那時候…你們政府開放外勞仲介…，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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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仲介介紹來的。（小傑） 

這麼說好了，台灣在菲律賓算是個很受歡迎的地方，我說在選擇出國工作

啦，所以當時朋友有跟我說到這個機會，我也想說出來看看，就來了！ (灰

平) 

  Stalker（2002）認為在理解移民遷移時，不應將其視為沒有主體意志的球體

受到經濟力而滾向四方，從上述男性婚姻移民所分享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得知，他

們的移動有幾個面向需要整併探究，如同 Ma（2000）認為當代遷移者的探討必

需就多角度加以分析。那麼，在看待男性移民選擇遷移至台灣應必須更從多面向

細緻地討論，事實上他們的遷移行動實踐同時受到鉅視面（東南亞地區國際經濟

分工）、中介面（教育、法律制度及網絡連結）與個人主體意識同共作用而產生。 

二、「異鄉」的精神依賴與意義 

「遷移」是令人恐懼的，特別是跨國移動的移民人士，離開生長的社會脈絡，

迎向他們是一個未知的未來。在研究者的訪談中，發現許多男性婚姻移民都有其

精神部分的依賴，或許是在台灣的親戚、先行來台的朋友，總之，他們與他們之

間，有著在異國濃密的關係。 

我的親姑姑嘛、親姑姑。她也是照顧我、看著我長大的就是。那麼在 1980

年的時候，因為她出了一場車禍，腳受傷了、要開刀。那個時候我人在菲律

賓，我就想提早先過來先看她一下。看她，因為她沒有家人、也沒有子女，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先過來看，那看了以後，我覺得她需要照顧，我把菲律

賓那邊的工作辭掉了，我就先過來台灣，那是第一年，1980 年。(陳馬) 

  到台灣這塊土地，往往因為某些關鍵人或事，促發了決定移動的考量。而這

些人，可能是其親戚或朋友的先行探險； 

我唷，我 1994 年來台灣。那時候因為朋友介紹阿，所以來台灣工作。剛來

時候，一開始是在桃園工作，在工廠裡面。(灰平) 

   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對於台灣社會普遍來說有著還不錯的評價，比起大陸或

東南亞地區，其過去移動的經驗也讓其在這些地方中有所選擇。可以發現，看似

水到渠成的移動，實質上也是一連串比較後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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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菲律賓那時候正要下滑，都在輸出啦！去加拿大啦、台灣啦、香港啦，

或者是這個紐西蘭，都在輸出工作，日本啦、韓國這樣。那我是選台灣，因

為剛好我姑姑在台灣。（陳馬） 

就移動而言，離開東南亞到台灣對這群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而言，不一定全

然只有後悔與恐懼。我也發現，就這群決定主體而言，跨洋結婚或許過去從未想

過，然而其許多過去有過在國與國之間作彈跳性的移動，或許工作，或因旅行，

「遷移」對他們來說，不一定是這麼的令人感到害怕與無助。 

跨國婚姻移民於國與國之間的流動，Rangel（1999）表示，選擇跨國婚配的

原因主要為了打破階級(class)之間的隔閡，個人藉由婚姻關係邁向及融入其想像

的「主流社會」而選擇國際遷移，此對於婚配中的雙方皆有其背後的考量，較低

社會經濟階層國家的人士欲經由跨國婚姻促使階層的流動。 

此一方面與該地區性別人數比率不均有關；另一方面，屬於「主流社會」的

配偶則希望藉此婚姻關係得到認同及成就感。此外，移民在考量遷移國家及婚配

對象時，地緣關係、社會關係的接近也是一大考量。對於男性婚姻移民的移動動

機理解，雖然大多數受訪對象表示「我不是為了結婚而來」，然而不管是工作、

依親、留學等因素，皆是立基於追逐夢想的渴求，每個流動身影背後，都有著為

了未來的夢。 

這裡筆者想談的是，「遷移」本身並沒有任何錯誤，亙古至今人類就不間斷

地為了生活而流動。應該去思考的是，當國境、語言、性別差異等邊界被劃分明

確，這些對外對內的利害衝突與權力矛盾對應在移動者本身發酵，才應該是值得

省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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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故鄉」或「客地」？－落地生根 

「台北人唷，現在穿吃都不同款了！受的教育也是不同，台北那邊的水卡甜

啦！」，猶記得從異地回家鄉後，鄰居阿梅姐見到我蹦出的第一句話。儘管我知

道我只去一個月，這段時間懇切的是回到熟悉的故鄉，「我昨天才去那個西門町

唷，那裡非常熱鬧！我有買禮物給你喔。」我笑著回答。 

壹、認同與重建－「他鄉」與「自我」的印照 

  婚姻移民，為長時間的居住「他鄉」的移民，對其而言，移民與接待社會的

想像是如何？這其中，值得探究的是，他們身份的轉變，從某國到另一個國度社

會，對其意義而言又是如何？前述 Ong（1999）提出「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概念，認為當今全球化趨勢下之流動移民，對於其身分認可是屬於

一種「具彈性的公民身份」呈現方式，這給了我ㄧ個思考的方向。 

  就許多移民而言，學習異地的文化或許某部分而言，可以協助其幫助融入異

鄉，例如建新說到「我想我比很多外國人幸運的事情，我選擇去學習台灣本地的

課程，所以我比較沒有這部份的困擾」，然而這樣的決定事實上也給他帶來許多

質疑： 

其實我覺得當時有很多人都對我投以異樣的眼光，那異樣的眼光就是覺得我

不是台灣人卻一直說自己是台灣人，重點他們就覺得我是間諜，認為我這種

人就是對馬來西亞不忠心阿！我常被人家問到一個問題到底你站在哪一邊

阿！ (建新) 

  可以見得，移民在遷移之際不可避免必須面臨到一個議題－去承認他是哪裡

人？而此種自我認定的詮釋也影響著他在異鄉的生活心境、決定與哪些人結交朋

友。 

  此外，部分受訪者表示其很適應台灣，這是因為在來台之前，其到過很多國

家。「對對對，我都可以適應，我來沒有什麼煩惱阿、因為我的適應能力很強。」

陳馬這樣地向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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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怎麼說阿？ 

陳馬：就我覺得阿，可能我到過很多國家，比較習慣不同文化啦，像是台北 

      我覺得就也很好，菲律賓也不錯阿，印尼也可以啦！ 

  然而這樣子的情況卻不是每位男性婚姻移民都如此幸運，以移工身份來台的

尼可表示在台初期時，衷心期盼可以早日回到泰國，「在這邊工作、生活，會使

我短命哪！」豐富肢體語言的他，表示不習慣台灣快速緊湊的步調，加上他很想

念家鄉的親人，看到泰文報紙時思鄉的情緒就油然而生，「好幾次，我好想不要

工作算了，就這麼回去。」，他這麼表示。 

我想每個來這裡的沒有不想家吧，只是多與少，說沒有是騙人的。生活習慣

不同、民族也不同。（尼可） 

而在今日中，資訊的進步協助了他們與家人快速的溝通。例如灰平： 

筆者：你初來台灣時，都藉由什麼管道了解菲律賓的消息？ 

灰平：嗯嗯，主要來說就是看報紙，剛來的時候也會用信件通信，然後就主 

   要是報紙。是那種週報，一個禮拜才來一次的。但是報紙一個禮拜才 

   來一次，而且報紙都會晚個兩天，因為是飛機送過來的嘛！所以比較 

   晚呀。 

筆者：現在勒？ 

灰平：現在唷，現在比較方便了呀！因為現在網際網路、電腦也很方面嘛！   

   現在也是會用 msn 之類的跟家人連絡。 

  由於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許多男性婚姻移民在面對生活上變異所採行的適

應方式選擇仰賴電視機與廣播。新科技傳播方式的改變，手機與網路成為他們對

外與家人或是朋友聯絡上的一個重要管道，網路、e-mail 等通訊的便利與立即

性，縮短了他們的思鄉情切。在我的訪談過程中，許多男性婚姻移民提及，他們

每天都會利用 msn 或奇摩即時通等工具與異鄉的家人連絡，了解原鄉家庭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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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久他鄉是故鄉？：生活差異 

天皇皇，地皇皇，無邊無際太平洋； 

左思量，右思量，出路在何方？ 

月光光，心慌慌，故鄉在遠方。 

                     －節錄自＜日久他鄉是故鄉＞ 

 一、氣候與生活：四季分明的台灣 

  研究期間，適逢台灣的冬天，難得的反聖嬰現象，使著今年的冬天有較明顯

寒冷。全身包著緊密的我，也想了解受訪者對台灣天氣的想法： 

…不一樣啦，印尼每天都差不多，只有一、二月比較會下雨，台灣有四季，

但我覺得很舒適。（明成） 

台灣這裡唷，覺得蠻新鮮的、不錯。還可以，氣候覺得涼涼的呀，我會怕熱

的。…在那邊沒有所謂的春夏秋冬呀，它(菲律賓)只有兩個季節呀！那台灣

很明顯呀，四季很明顯、很舒服呀！感覺還不錯。(陳馬) 

  尼可則回憶起來台初期，那時適逢台灣難得的寒冬，在桃園工作時，手都會

抖，他不知道原來隸屬亞熱帶的台灣在冬天的情況跟他以前完全不同，北部的冬

天伴隨著著東北氣流又濕又冷，這點讓他很受不了，同事們一個個感冒生病，但

是當時雇主只有提供一些沒有效用的成藥，讓他感覺不到異鄉的溫暖。 

  大多數男性婚姻移民皆談到台灣與家鄉天氣有所不同，台灣有著較明顯的四

季分明，而他們最喜歡台灣的秋季，尤其是天氣正要轉涼的那段時期，有的受訪

者表示他皮膚不好、容易脫皮，而這樣的溫度恰好很適合他。最令他們不習慣的

季節，反倒是我們覺得最類似東南亞地區的時刻－夏季，這部份則因為海島型氣

候的台灣夏天悶熱又潮濕，此與大多數的東南亞地區氣候有所不同，來自於印尼

的小傑說到，東南亞地區對流旺盛，事實上是不太需要冷氣，此與台灣氣候非常

不同。 

  然而，部分受訪者表示，有些人看到他們是東南亞人，就直覺地認定他們一

定比較耐熱，甚者當他想要休息時，卻換來「你不是泰國人嗎？你怎麼會怕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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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冷嘲熱諷。為此，這裡筆者要進一步討論的，是否大多數人對於他人的認定

為抱著「你應該如此」的假定，所謂「真實社會的建構」是否不過活在我們的刻

板印象中。對於異文化生活的訊息接觸，大多數人接收的管道來自於課本上解

釋、大眾媒體的報導，此種偏頗的論述來源不僅用限縮的視角看待他者，也可能

造成種族歧視的壓迫來源。例如常常聽到「…東南亞地區物產豐富、四季如夏…

唯可惜人民天性慵懶，不喜工作…」，此種說法忽略了對於其生活模式習慣與文

化之深入理解，胡亂將「慵懶」的帽子扣上，也缺乏審視是否因為當地環境脈絡、

氣候等因素造成他們外出工作上的限制？另外一點，還必須思考「一定要工作」

的主流論述會不會也是我們自己所認定的一種必要而已。 

 二、四周：環境脈絡 

  大四暑假我與一群好友到泰國旅遊，享受學生生涯最後一個長假。彷彿夢一

般，那是個美好的回憶，美中不足的是每晚曼谷市中心的大塞車，遊覽車常常困

於車陣之中無法動彈，似乎稍嫌掃興。當時導遊向我們解釋，曼谷是個快速成長

的都市，人來人往的就業人口所造成的繁雜是不可避免的，但交通雖然雍塞，卻

不混亂，因為「你按喇叭也沒用，不如等吧」。當然，這雖然是個玩笑話，但可

以見得不同國家的公領域部份，像是顯而易見的交通狀態，往往令人留下深刻印

象。同樣地，許多男性婚姻移民談及台灣與家鄉的相異處時，很快地想到台灣的

交通狀況，其中有的是抱怨這裡的交通混亂，有的則是說到駕駛方式有所不同： 

我不能接受台灣的部份可以說有三塊，首先是食物吧，台灣的食物。再來阿，

可以說是語言問題，最後是這裡的機車習慣。這裡頭…我目前還是不能接受

台灣人的騎車習慣，真的需要改進！（麥可） 

…開車方式也不同，我們跟你們方向剛好相反。…（阿塔） 

  在台灣生活許久的麥可表示，台灣人的騎車方式感覺「永遠沒有明天、

根本是在玩命」，卻隨著上一代沒有好好教育他們子女正確的交通規則觀

念，不斷地複製深植到下一代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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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的人對於交通規則似乎不怎麼注重，在路上你往往可以看到許多人在那

裡亂鑽亂繞！而這種不好的習慣也成唯一種習慣，老年人、中年人、年輕人

這個樣。（麥可） 

  無奇有偶地，灰平在說到他對於台灣人不遵守交通規則的印象非常深刻。此

外，即使發生意外時，有的台灣人甚至會感覺他才是「對」的姿態來壓迫他： 

有一次我在開車時候，那時候我要迴轉！有個年輕人突然搶紅燈開很快地往

前衝，差點就撞到我的車了。（筆者：然後勒？）但是那個年輕人下車後，

聽到我說話後、又看了一下我，竟然跟我說：「你呀，我問你，你哪裡人啊？」

又說：「你知道這裡是台灣嗎？」、「你聽的懂嗎？」很好笑吧！我是哪裡人

跟開車有什麼關係呀？況且，那明明不是我的錯阿！（灰平） 

  此外，對於居住地方環境四周和原鄉有著迥異的差別。男性婚姻移民又有著

怎麼樣的想法？明成回憶起在印尼的生活，雅加達半夜仍會有流動的攤販推著三

輪車到處叫賣，不同的聲音表示不同的攤販來了，來台灣時，街道晚上一片冷清，

家裡附近並不熱鬧，環顧四周只有販賣速食的便利商店而已，讓他感覺相當不便： 

…那時候來台半夜會想吃嘛，但是附近只有 7-11 而已。沒什麼好吃的，都只

有關東煮、熱狗那種。 (明成) 

  而來自於較鄉下地區的尼可則坦言，在桃園生活是很「要命」的，會這麼

說其來有自，他覺得台灣都市裡的設計往往亂無章法，不僅要辨認路標所指是

哪裡已很困難，此外，大都市的燈紅酒綠也是令他相當詬病的，往往在夜晚入

眠已久時，被馬路上呼嘯而過的摩托車吵醒。 

晚上睡覺，會有一群年輕人騎摩托車衝阿衝，飆車族還是…，反正就是很吵，

我都不能睡覺。（尼可） 

  定居於大城市的男性婚姻移民對於所居住地似乎不是挺滿意。細究其中，

又可區分為數類；首先，對於台灣人民交通觀念與行車方式不能苟同，多數男

性婚姻移民常在工作通勤南北往來之際，對此部分有一肚子氣；此外，也對於

新居地與原鄉生活方式、作息相異覺得需要重新適應，這其中部份男性婚姻移

民也試著主動出擊、發掘有關於來自於家鄉的資訊，例如許多受訪者在談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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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有印尼商店、菲律賓小吃店等則是如數家珍般滔滔不絕，「那條街上有家泰國

商店，老闆比我早三年過來，我都去那邊買報紙」、「公館阿、景美都常去，有

時候去那邊吃小吃，有些很道地」，這些談話也常常在與他們對話中出現。總歸

上述，可以發現男性婚姻移民來台後對於四周環境大致依循著陌生恐慌、埋怨、

整合適應，然則所謂的「適應」卻不一定是接受台灣方式的生活，而是部分融

入自己對於該過何種生活的想像。 

 三、吃在異國：飲食文化差異 

  小時候常聽母親說著：「這是南部人的口味，他們喜歡在食物裡加很多糖」、

「客家人吃東西比較鹹又偏油」，用口味區分一個族群或地區似乎簡單明暸。每

日不可避免的三餐飲食文化從個人小時候開始接觸、習慣，這也是為什麼兩個文

化交會、衝擊、調和時常在飲食口味上表現之緣故。 

  對於跨國遷移的男性婚姻移民而言，在來台後，對於異文化的各種食物，有

些表示對於過去從未接觸過的東西感到很新鮮。由於出國在外，身邊又有親戚、

朋友帶領，什麼都想嘗試看看。一如 Black（1990）指出，移民在遷移初期時，

由於對於不同文化感到好奇，產生了「蜜月效果」，對於不適應的效果也以包容

諒解心態看視。 

剛來的時候，我很愛吃泡麵欸！你們泡麵很特別、很有趣，裡面有稠稠的，應

該是太白粉跟那個肉燥還是什麼的，我以前沒吃過，那時候吃很多。(明成) 

…去夜市時都試試看，出國嘛！（阿塔） 

  與國內先行研究不同的是，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多半較少發現到「蜜月期」

的現象（eg 顏錦珠，2002），筆者認為此也與移民來台方式不同，正如前述提到，

因工作、留學、旅遊等移動方式的男性移民，在遷移初期並非認為自己將會在此

久居，故也未必深思異地的法律規範、文化差異、生活模式給予的衝擊。然而當

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已停留一段時期後，每日的異國佳餚反倒成為必須適應的差

事，例如建新還是喜歡酸辣的口味，但是在台灣的飲食則是偏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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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食物)都不錯阿，有得吃就不錯了。但是我們那邊比較喜歡用那個什麼

葉？…檸檬葉，香菜的阿，比較香ㄟ，台灣比較鹹啦，你們好像很愛加味精對

不對？(建新) 

  有趣的是，陳馬分享其也有類似的情形，他對於台灣的辣椒醬是鹹的感到無

法接受，原本以為可以在異鄉找到熟悉的口味，卻是完全不同的滋味，而他則是

藉由家鄉親戚郵寄菲律賓的調味醬得以一了鄉愁。 

…比較油啦，好像也比較鹹？那個我老婆好像就吃很鹹，我都說不好吃！（作

出噁心的樣子）我本來也不知道！然後我朋友跟我說的阿，你們好像習慣辣

椒醬裡加塩？然後好像也沒這麼香，比較不辣啊！不是太喜歡啦！不太一樣

啦，不會這麼鹹，然後更香！味道不同！…後來我都叫我哥寄我們那裡的東

西過來，不然怎麼辦？（陳馬） 

    灰平則提到他覺得來台灣後他已經逐漸接受許多食物，但特別不能接受台灣

某些特色小吃，例如許多台灣人喜好香味四溢的臭臭鍋，對他而言卻只能掩鼻而

逃。 

…比較不喜歡的應該是臭豆腐吧。臭臭鍋那種，還有用炸的那種也是。那種

味道很強烈，遠遠的就聞得到。（灰平） 

  從上所述可以發現到，移民者往往在此「接受」或「拒絕」矛盾的兩造中找

到一個協調的出口，不管是主動地挑戰或是消極被動地接受，男性移民都以自我

的多元適應策略來認真面對每一天。Sauvy（1966）認為要達到遷移適應的最佳

狀況即是將不同於別人的「特殊性」改變，從「特異的他者」變成與別人「一致」

（引自廖正宏，1985：169-176）。此種論述自有其荒謬性，正如同多元文化主義

挑戰「同化（assimilation）」的思維，個人如何完整將自身文化因素完全抽離就

變成另一個人？此外，即便轉化自我，社會的不平等結構仍舊未被解構，對於移

民的壓迫事實條件依然存在，這些都是必須面對的。 

  有趣的是，我也觀察到，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作為移民者中的少數，來台

之後又多分佈於城市地區，雖然無法促成「在地國際化」之情形，然則其對於故

鄉的思念，卻表露於私領域家庭生活之中。國內學者邱琡雯（1999）認為，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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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管道進入台灣的大批東南亞女性，使得各地注入多元文化元素，促成「在地

國際化」(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的有趣現象，此點也與蕭昭娟（2000）在彰化

縣社頭鄉所進行的田野調查之研究發現相符。筆者認為，「在地國際化」某種程

度反映了移民者對於自身文化脈絡的思念與生長背景思念的再現，而這樣的型式

表現與女性來台管道、分佈與人數明顯有著相當大的關連性。男性婚姻移民則多

運用家庭生活中烹調機會延續其文化脈絡的想像。 

我每個月要去印尼商店補貨（笑），…是買香料料理包。這很方便，倒進去

煮，再加肉阿、菜阿，這樣很好吃。泡麵也是一箱一箱地買，想到就吃。（明

成） 

  在明成家時，他如數家珍地向我展示上禮拜購買的「戰利品」，大大小小、

五顏六色的料理包、零嘴、泡麵等等，擺滿整個桌面，或許這是他對於家鄉的思

念也不一定。 

  麥可也提到他在家裡煮的時候，總喜歡煮西式料理，出身曾受到西班牙、美

國統治過的菲律賓，某種程度上在食物的挑選上似乎比較偏愛西式料理： 

在家裡喔，我太太可以做出各式料理，這包括西式與台式料理。當然囉，我

自己在家也會常做菜，都是我喜歡的居多。（麥可） 

  建新則是喜歡嘗試在東南亞口味上作稍微的調整，他把烹飪作為一種興趣，

此外也融合兩個文化的口味： 

看煮什麼這味道會很香。譬如說魯肉，不是只有魯肉的味道還有炒肉絲的魯

肉飯，你要加辣湯還是加一個豆瓣醬、辣椒醬還有飯什麼的，我就發現其實

還蠻新鮮阿。(建新) 

  為此，不難發現到一個社會事實，男性婚姻移民多半擁有的「好手藝」，或

許是權力關係流動下的轉換與適應，當大環境無法改變，移民以幽微方式來面

對、調整，從限制之中找出妥協的出口，選擇私領域將家鄉的口味再現是一個手

段，另一個手段是積極選擇東南亞特色小吃、餐館。例如灰平覺得在這裡生活好

處是，台灣作為許多異文化的接受國，有許多各地方的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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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台灣這方面其實小吃、東南亞餐廳蠻多的欸，所以這也是很方便的部

份。（灰平） 

  總結上述，不難發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者一方面試圖接受台灣文化，另

一方面也企圖表現出原生社會脈絡之再現，可以視為移民者調整的策略。但值得

注意是，這僅可以試圖看出為一種調整手段，而未必是移民者「接受」接待社會。

譬如來自菲律賓的麥可似乎就無法適應台灣口味的飲食，「不愛吃，就是不愛吃，

每次我老婆煮什麼菜都好，我就是不喜歡他煮台菜。」這著實令我驚訝，以麥可

來台將近十餘年的時間，對於台灣飲食卻仍無法接受。他繼續娓娓道來：「後來

我都自己煮，有時候是女兒煮，…我喜歡美式料理，或是菲律賓菜，口味比較合！」

據他所言，來台初期他非常辛苦，每次出外吃都是一大挑戰，他只能從裡頭選擇

他「敢吃」的部份，至今他也不喜歡吃台菜。筆者這裡特別提到麥可的狀況，主

要是要突顯「同化」並非為移民唯一方法策略。 

 四、語言－結構與束縛？ 

  語言作為溝通表達的媒介，所象徵為個人成長的文化脈絡。就跨文化移動主

體而言，語言的表現與詮釋不只是代表「個人」而已，其夾雜著系統性的規範想

像、社會規則及個體對於權力關係的理解。在研究過程中，我也試著對於受訪對

象所使用的語言加以思考其中的關係，可以見得語言使用不僅是權力關係的應

對，更成為移民者生活上的限制： 

我之前是有堆高機執照，然後來的時候我公司上層，就說我可以參加職業訓

練，可是那個都是中文的為主，很少有英文的職業訓練，那像其他國家的就

更不可能提供了。（灰平） 

  灰平分享他來台灣時在工廠裡受到不平等的待遇，當時老闆無理的加班要

求，他雖知自己權利被剝奪，卻不知道到哪邊申訴的經歷： 

筆者：那時候有想說去申訴這部份不合理的要求嗎？ 

灰平：嗯…，沒有欸！因為那時候我剛來台灣，所以不太清楚這部份的資訊。 

另一方面來說，其實周遭都是中文的環境，當時我也看不懂，所以也 

不知道去哪裡說這部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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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者，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些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也曾遭受到台灣人的惡

言相向，而不懂華語的他，當時還不知道別人所表達的意思： 

以前剛來的時候，有時候會遇到別人不好聽的辱罵，很難聽的那種話，但是

那時候我也聽不懂，也不知道他的意思在講什麼。（尼可） 

  筆者也發現語言能力與否與適應新社會狀態有著密切的關係。具有華裔身分

的後代，由於過去在原生社會對於華語有所接觸，使其在華語的駕馭上比起其他

人來的迅速。擁有碩士學位的建新，他表示： 

我在馬來西亞本來就有在華僑學校上課過，另外也可能是因為我在這邊讀書

這麼多年，自然國語也比較好。（建新） 

  然而也非全然為此種情況，來自於不同地區的華裔東南亞人士，所面臨的生

命經驗也有所不同，其自身原本所抱持著語言也非以標準國語為主。陳馬雖也為

華裔後代，但是他的原生家庭中卻不是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然而他覺得既然

來到台灣，就必須好好學習「這裡」的語言才對：  

…來的時候還聽不懂中文。就是說我變成自修、多學、多看書、多看電視，

因為我們不講中文的呀！…我在菲律賓都講當地話。（陳馬） 

  然而非以華語生長脈絡的其他族裔，在來台初期時，更是倍感辛苦。就明成

而言，每次出門總是戰戰兢兢的，在一個充滿異文化、不同語言的環境中，每次

的與人應對都是一趟學習之旅： 

那時候我的國語只聽的懂一些些，很多時候也不太敢溝通。你都不知道，會

怕阿！我話比較少，出去買東西時候也不太說話、會緊張，那時候唷，連錢

的價值多少也不知道，錢放著就想趕快跑走(笑)。（明成） 

  明成表示他本來覺得語言這種東西是很不重要的，畢竟有圖、可以比手畫

腳，然後出國之後他才驚覺，其實「看不懂、聽不懂」倒還好，最慘的是「說不

出」，因為在這個場域之中，個人必須依循既定的遊戲規則。灰平覺得不懂著中

文造成他生活上有所不便： 

還有就是…現在是有移民署啦，以前像要處理事情都要找警察局外事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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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他們…有時候英文也不好，不知道我要表達的是什麼。我說的至少還是

英文，那像有些來自於各國，什麼泰國、越南的該怎麼辦？這真的需要改進。

（灰平） 

  回憶起大學至碩士班時期，我參與了客家研究此種文化性社團，在一次的分

享討論中，一位學長憶起他在與系上師長的對話。這位老師對於其不會說「台語」

感到相當詫異，其語重心長地表示：「你應該要好好學台語，因為現在社會中必

須常常使用到這種語言。而台灣社會族群意識分裂嚴重，應該要好好學習台語，

消除這種偏見…」。明顯地，此種論調中透露出為了「社會整合」的和諧性，為

此「少數他者」應學著向「主流多數」靠攏才對，然而一句「這是為你好」、「你

還年輕，學習能力應該還很強」的恩澤式建議，或許才是壓迫來源的共犯。 

  後現代主義認為語言（language）也同樣存著相對的權力關係，從上面男性

移民們的分享可以有兩個層次的反省，一是語言作為溝通傳遞的媒介，有著結構

性的順應壓迫；另一個相對關係則出現於人與人對話（dialogue）關係中，因為

認定對方的不熟悉、無法駕馭語言，進而歧視對方。諷刺的是，儘管社會中強調

多元文化的論述由來已久，但事實上國人面對東南亞籍人士有自我的一套解讀。

回想起這份論文的計畫書口試通過當天晚上，筆者與一群朋友至餐廳慶祝，一位

多年之交的好友獲知我的研究主題為何後，留給我這樣的疑問：「為什麼要關心

他們的語言適應？他們既然來台灣，本應該好好學習『我們』的語言，你說多元

文化是沒錯，但他們如果不學國語，又怎麼在『我們』社會生活？」當下我啞口

無言，一時之間也想不出解套的說詞。顯然，此種矛盾心態出現在強調多元文化

的我身上，原來對於結構限制有如此深沉的無奈。而在訪談對話過程中，受訪者

在移動過程裡也明白此種「無奈」。 

沒辦法阿，出門看到的都是中文阿！你能不學嗎？看電視、出門吃飯都需要

阿。（陳馬） 

來台兩、三個月還不太會講，心理想這樣也不是辦法！我爸就建議我應該去

上課。（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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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大致而言，願意學習華語的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其來台初期多認為

雖然痛苦，但也願意投資： 

我很認真在看電視，然後很認真地做筆記。就多聽啦，一開始也是不太懂啦，

電視有字幕，好處就是一邊聽、還可以一邊學字阿！我姑姑也會教啦，他來

很久！（陳馬） 

…來的時候先學中文阿！媽媽會教我，她中文已經算不錯了。但是一開始我

也不太敢說，聽也聽不太懂就是，慢慢學，媽媽會鼓勵我。（明成） 

是去文化大學進修部那邊學國語，學了好像兩學期吧。（阿塔） 

  要提醒的是，移民者的學習實踐不能僅放在「順應」的基礎上看視，誠如明

成所言，「學中文的好處喔…至少我知道這個在做什麼，這個要怎麼做？」巴西

成人教育學者 Paulo Freire 認為語言與識字的學習，不僅是認識語言本身，更是

用以認識世界，理解社會不平等的權力關係（引自鄭雅雯，2000：83）。除此外，

語言的學習也是移民者從結構束縛中掙脫的方法之一，陳馬對於語言的選擇投資

是有回饋的，後來他好幾份工作也與他流暢的雙語能力有關： 

後來是到機場，…桃園機場…當機場代表。那個我的語言能力還可以，所以

要跟外國人接洽、要迎接，接待嘛，就機場接待。（陳馬） 

  Sauvy 認為國際遷移者當無法適應新社會生活、語言、文化將導致適應失

敗，而有的兩個選擇為「回到原住地」或「繼續痛苦生活在遷移地」（引自廖正

宏，1985：173），然而這背後卻似乎暗指著對於移民的態度為「誰叫你不學好我

們的語言」的貶抑他者思維。總結上述，不難發現語言本身時常反映了某些不平

等關係，而語言使用的調整與轉換也呈現對於權力階級想像與詮釋。 

 五、工作場域 

  一次與灰平聊到他工作的場所時，他忿忿不平地表示。那年他初到台灣，藉

由移工仲介來台的他，對於出國工作仍抱著憧憬與抱負，但映入眼前的情景顯然

讓他有些吃驚，偌大通紅的鍋爐不時冒出陣陣高溫蒸氣，還在猶豫是否該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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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老闆已經將他推向前：「發什麼呆！這是你之後負責的地方。」 

剛來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就是算工作環境不太能接受吧。我大概將近一個月

才適應。因為那裡很熱很熱很熱，我在拉鍊工廠裡面作業的，裡面用來染色

的鍋爐是非常高溫的，所以就是那個環境很不好受、很不舒服。（灰平） 

  在此，筆者發現於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多半擁有工作，無論以移工身份入台

或留學、海外結婚的，皆對於其工作場域有所描述。在訪問的過程中，受訪對象

常常會提到其在工作上的不順利以及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對台灣人想法部分。然

而，由於東南亞籍的「身分」，造成他們比一般本地勞工受到更多不平等待遇。

灰平繼續說：「我覺得工廠裡有個不太合理的制度。就是工廠上層常常會叫我們

加班，這個是沒有錢的，我不想，可是他們說做不完阿、要做。但是如果是台灣

本地人的話，那些人就不會這樣要求他們。這個比較不合理嘛。」 

  可見得，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尋求工作部份，有很大的部分受到種族界線的限

制與對於國族階級的想像影響。台灣雇主無理的對待剝削來自東南亞地區的跨國

移工，卻在社會漠視的共識下，形成了男性移民的集體記憶。我好奇地詢問灰平

對於這個事件的想法為何？只見他一派輕鬆的回應：「沒辦法，出外賺錢就是這

樣…」，此回應令我非常震驚，原來生活在這種社會暗示下的移民，「默許」此種

種族間不平等刁難已建構成「事實」。 

  此外，許多男性移民也表示，他們在這裡無法從事喜歡的工作。過去在泰國

擔任工程師的尼可，對於目前在台只能在工廠裡擔任記憶為主、缺乏挑戰的工作

感到有點無奈，「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被看成就是應該做那種工作，

因為男性外配和男性外勞本身，本來就似乎沒有人關心這部份的差異為何？」，

這裡他也點出一個事實，台灣民眾對於東南亞人士有著既定的想像與詮釋，東南

亞籍「女性」移民被賦予的形象為是傳遞子嗣、家庭幫傭等，而「男性」則是只

能作工廠基層勞工，無法成為高技術的勞動力。小傑也有同樣經驗： 

…我在印尼有學過電子那方面的，但在這裡就沒辦法。（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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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表演工作者身分來台的麥可，也埋怨在台灣根本沒辦法找到符合他專長的

工作，他過去翱翔自在到處表演，如今卻落得此田地5：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唱歌的，以前跟著團到許多地方。現在在台灣，你說要駐

唱，難啊。（筆者：這是為什麼呢？）…很難找，沒有地方可以唱，我都自

己跟飯店約洽，現在沒有工作阿、沒有人要請我們這種歌手了。（麥可） 

  如此看來，工作場所的適應就男性婚姻移民而言，是令其最難以商議與接受

地。Kibria（1990）的研究發現，男性遷移者在異鄉多半會因為結構上的限制，

而轉換到比較低薪的工作，例如從中小企業的員工變成失業或者低薪的員工（引

自邱琡雯，2003）。如果從 Kibria 的觀點反思東南亞籍移民男性移動者工作上的

轉變，或許需要思考的是另一種勞動結構上的桎梏，而導致另種模式的「玻璃天

花板效應」 (Glass Ceiling Effect)產生，這其中的原因也與國人對於「東南亞籍」

人士想像與詮釋有關。 

参、從邊緣挫折到沉澱出口 

  國人對於「性別」角色有著不同的標準與期待，傳統觀念裡「男主外，女主

內」的思維更是框架其行動的場域與彼此分工關係。因此，在我們的想像裡，男

性跨國婚姻移民理應比起女性而言來得容易適應台灣社會。但從上述所討論的範

疇裡，卻又似乎不是這麼一回事。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因其國籍、性別等因素，

遷移過程中有其特殊的生命經驗。就國際移民而言，遷移者由於離開原本的社

會，其原有的社會地位因此瓦解，故必須重新適應新社會，以重建地位（李玟臻，

2002）。本文中不厭其煩地闡述社會論述帶給東南亞籍人士莫大的壓力與結構上

對於男性婚姻移民之桎梏與限制，這部份對這群人在異鄉所給予的衝擊為何？ 

  麥可在下飛機時對於台灣人在看待歐美人士與東南亞籍人士有兩套標準有

些意見： 

                                                 
5 根據邱琡雯（2003：123-125）的解釋，近年來隨著越來越多菲律賓國民到海外工作，此已成

為許多菲律賓籍國民人生規劃的一部份。而「海外表演工作者」由於需要嚴格考驗、檢定考試等

才可取得證書，被視為是一種「榮耀」。為此，不難發現麥可的無奈其來有自，可以想見從「榮

耀國民」成為「失業人士」的轉變對其心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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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你們給我的感覺也不錯，我覺得台灣人對外國人的態度都不錯，但

是感覺對美國人比較好，對我們比較沒這麼友善。（麥可） 

  他所指涉的「沒這麼友善」是什麼意思？從他接下來的抱怨可以理解。麥可

喝了一口水，聳著肩繼續說著，讓他不舒服的是當時處理婚姻簽證的業務人員的

「台灣人」將他與太太分別隔開問訊，並懷疑他的來台是「別有目的」，這讓麥

可感到很不開心，語氣中平穩又似乎壓抑著憤怒述說： 

…後來我被帶到某個小房間，我太太在外面，我在裡頭被問問題。那些人跟

我說：「你為什麼要來台灣、要做什麼？」他們的口氣很不好！我那時候感

覺很不舒服！我的感覺是，為什麼我要被這樣對待？我明明就有合法證件

阿。（筆者：後來勒？）後來我太太秀出我所有證件跟他們說，我是合法結

婚的。那群人才放人。（麥可） 

  Mongolphobia 中文譯成「蒙古恐懼症」，意指「古老且邪惡的」，為西方人

恐懼亞洲民族帶來生活方式的改變威脅而創下的字詞。當前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

人士似乎也有著「東南亞恐懼症」，大批以婚姻關係或跨國勞工身分進入台灣的

現象，被許多人視為一種「社會問題」。此討論與反思已詳見於許多文章之中（夏

曉鵑，2002；邱琡雯，2003；何青蓉，2005；潘淑滿，2007 等），本文不再贅述。

帶出麥可的例子我要強調的是，此種「共識」的壓力源對於不同性別的東南亞籍

跨國婚姻者，似乎都有著同樣的「恐懼」。 

  在這其中，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因其經驗、生長背景、性別角色的不同，

而各有不同的適應策略，例如以華裔身份進來的男性配偶，由於如取得我國國籍

必須盡服兵役義務，為此，陳馬想想這樣也好，或許可以進一步熟悉台灣文化： 

來這裡之後…，我想了想，那時候先去當兵也好，其實我是可以不用當兵的，

但就…看看希望能不能多了解台灣地區。（陳馬） 

此外，雖然可能就外型而言可以看出不同於台灣人的長相，但就以筆者訪問

到的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來說，其並不是願意將自己的族群身份毫無保留的吐

露給別人，而是選擇性的表達。明成對於來台這麼久，口音卻依然如此重感到有

點無可奈何，送貨有時會被客戶問起：「你哪裡人阿？說話有點怪怪的」，他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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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玩笑的回應自己是偷渡客，從大陸潛逃過來的。我不解地繼續問他為什麼這麼

說？有些不好意思的他笑著回我：「這樣可以省去許多麻煩。」耐人尋味的回應。 

  Miller（1993）認為，社會中較弱勢的階層面臨龐大社會壓力與質疑時，其

也會運用各種幽微的「落水狗策略」（underdog strategy）加以回應（引自夏曉鵑，

2002：241）。明成刻意隱匿淡化自身的「真實」，將國籍身分轉換成較貼近華人

脈絡的國家，以降低不必要的質問，可以視為其適應策略。 

  另一種「落水狗策略」的表現，則往往展現於男性婚姻移民私領域部份。蕭

昭娟（2000）的田野研究發現，女性婚姻移民一方面被壓抑，但也一方面細膩表

現原生社會文化於所處鄰里中。在我所訪問的男性婚姻移民裡，筆者也看到其未

必一味順應外在主流文化，而是將對家鄉的想像詮釋表現於私領域部份，例如前

述明成添購印尼料理包、灰平購買菲律賓報紙的習慣、尼可在家中擺飾泰皇的照

片。 

  男性婚姻移民運用各種適應策略，漸漸地也學習台灣各種知識技能。對於台

灣社會的願景一方面出自於進步的理由，卻也擔憂著台灣的未來。對於新社會仍

然充滿著想像與挑戰。有朝一日，如可能再進行移民，其也願意再進行另一次的

旅途。有的男性婚姻移民認為以後可移居至其他地區： 

我老婆的弟弟，…他現在在大陸，因為他娶了大陸的。所以他在那邊也剛開

始鋪路，在那邊買房子呀、在那邊做生意呀。這裡能做就做，這裡如果說不

行，後面可能就到大陸去呀。大陸以後是王國呀！（陳馬） 

  對於陳馬而言，與許多移民者一樣，對於許多地方都充滿期許。而建新也認

為不管到哪裡。對他而言，遷移是對生命不同的體驗， 

…那對我太太來講，除了語文的課程像馬來文和英文有障礙外大部份是沒障

礙的，所以說告老還鄉到也不是沒可能，搞不好我們會到花蓮找個地方或是

到鄉下養老也說不定，不過也可能在我小孩子長大以後我們可能到挪威或是

哪裡定居也不一定，因為那是一種生命不一樣的體驗也不一定。(建新) 

  此外，認為在台灣待久會「短命」的尼可，則希望未來可以帶著老婆回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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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無慮的原鄉一起生活： 

這是有在規劃的，畢竟台灣…不是很適合我，步調太快了。（尼可） 

  不喜歡妻子娘家的麥可，面對於別人不友善的冷嘲熱諷，他也已經沒有如此

在乎，只見他點起手中的煙，嘆一口氣道出他的無奈： 

現在唷，我已經無所謂了！反正我有國際工作證，我其實不怕他們說什麼，

其實我可以離開台灣到其他國家發展！但是我放不下小孩跟太太阿，我很愛

我太太，當然我太太也不准我離婚。（麥可） 

  尼可分享一次他覺得不舒服的經驗，他說到他與一些同樣來自於泰國勞工聚

會完，於火車站排隊時候，排在其前面的婦人，以厭惡的神情看著他們。並跟她

女兒說：「等等媽媽買票，你要顧好錢包，免得後面那群泰勞下手。」聽到這席

話，尼可非常生氣，跟他朋友以泰語說不要排這一排了，並且最後以中文說：「以

免別人以為我們是小偷！」另外，灰平也說到現在他可以用中文說出自己的感受： 

筆者：現在呢？ 

灰平：現在唷，現在我就聽的懂了呀！如果有人再這樣對我說不好聽的話，

我會直接跟他講我的感受。但是我的朋友就沒這麼幸運了，他們不知道別人

說什麼意思。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被台灣社會大眾可能因為被抱著不同的期

待與態度（經濟上的貢獻或負面外來者形象）視之，這些「環境因子」都會影響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本身的經驗，且可能在其生活中不斷地發揮作用。因此能

否在「內在價值」以及「外在環境」中，確實找到一個平衡的狀態，恐怕還值得

商榷。為此，研究者認為在審視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跨國生活適應時，有必要

更全面、深入地探討其來台調適歷程中牽扯哪些層次的適應內涵，並理解各類外

在環境與個人內在因素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產生的作用加以詮釋。 

  邱琡雯（2003）提出影響婚姻移民生活適應的條件有以下幾點條件，一是與

學歷有關，二與語言能力駕馭程度有關係，另外也與個性有關聯。不可否認地，

在我研究的男性婚姻移民方面，也發現跟這幾點有許多關聯，身為華裔、擁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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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歷的建新讓人感覺永遠充滿活力似的享受地異文化的每一天，不肯接受台灣文

化的麥可，相對地也不肯學習華文，這些都是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所呈現的不同

面貌。然而這裡我想進一步去提醒的是，不同文化社會對於性別期待與角色功能

有著不同的解釋，這些也將表現於移民個人心理層次與行為表現、家庭內部權力

關係與社會大眾眼光，進而對於婚姻移民的生活適應歷程有所影響。此外，婚姻

移民生活適應也深深受到階級、種族、性別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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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他和她的故事 

他將是妳的新郎 從今以後他就是妳一生的伴 他的一切都將和妳緊密相關  

福和禍都要同當 一定是特別的緣份 才可以一路走來變成了一家人 

                            －節錄自＜給你們＞ 

壹、另一個場域－解放或孤立？ 

  夏曉鵑（2002：112-120）討論跨國婚姻形成不僅是婚姻中的男女雙方而已，

部份而言可以說是為原生家庭著想。然而跨國婚姻本身即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存

在，婚姻可說是兩個家庭的大事，締結連理的雙方在經過一番考慮思量後才決定

要與對方共度一生，這不僅個人的大事，也是兩造文化的重新調適。那麼，就東

南亞籍男性移民而言，選擇跨國婚姻是個人的決定，抑或是家庭集體的決策？ 

…那種枷鎖是一直存在的，因為是種承諾。母親不準，她不喜歡跨國婚姻。

因此，我在台灣早期，不敢與台灣女生有深刻的交往。…後來我說我想要結

婚，我的家人都以為是我前女友，…是個馬來西亞人。那時候我家人問我說

什麼時候過去女生家提親？因為那個女生住在馬來西亞比較南部，在沙勞越

那邊。我跟他們說，我想跟一個台灣人結婚，他們突然都不說話。（建新） 

  建新認為由於母親之前的交代，因此他之前雖然在台灣也有交過幾個女朋

友，然而卻感覺「踩在空中、不實際」，直到父母同意與台籍女性在一起後，他

才覺得有「踏在地上」的感覺。可以見得，建新的一席話透露著他對於跨國婚姻

也曾遲疑，家人的同意與諒解讓他較為寬心開啟這段因緣。有趣的是，在我訪談

的男性移民中，幾乎皆談及他們會諮詢父母的意見，大部分得到的回應則是交由

當事人本身決定。 

我有問過我父母，他們其實也不算贊同也不算反對啦，…我都這麼大了，自

己有判斷的能力阿，而且結婚是一輩子的事情，我自己的想法很重要。（明

成） 

  一如男性婚姻移民表示他們非以結婚為主要目的而遷移，恐怕不能直接以

「將婚姻視為改善家庭出路」的觀點套用。但無論留學、仲介引薦來台工作、移

民網絡介紹皆與台灣和東南亞之間的國際分工存在著密切互動，男性移民的遷移



 90

實際上也與地緣、工作、經濟有某程度上的關係。綜上所言，東南亞籍男性移民

的跨國婚姻可視為「結構」與「主體」的整合，他們的遷移方式是全球化經濟流

動下的現象，而決定結婚更可說是其主體的表現。 

  在與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探討這部分的心境轉換時，無論各種管道來台的

男性移民皆表示「跨國結婚」是其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人生的轉捩點。這或

許可以就我與陳馬對話中大致可以窺視一番： 

只能說我人生大部分有分兩段，一個是婚前，一個是婚後，大概這兩個轉捩

點。婚前就是我剛講的這一些，這一些我的婚前生活算是蠻多采多姿的。（筆

者：這怎麼說？）到處跑呀！自由呀！不要看我這樣，我去過許多國家，那

時候一個人也沒家計負擔，就都去看看。到新加坡、到韓國。然後結婚完了

以後，就…整個角度就定下來了。小孩學費還有生活費開銷很大。（陳馬） 

  猶記得父親老是說到他結婚前是如何風流倜儻的往事，以及在當時學歷算高

的他從村子到城市求學的新鮮事，然而早婚的他在二十出頭年紀時與母親結婚，

接著一連生了四個小孩。小時候老是不解父親怎麼晚上都沒回家睡覺，原來為了

讓妻小都可以得到溫飽的他，日晝不停地不斷加班。這裡「家庭」對他而言，不

只是一種「責任」，更是一種付出的「義務」。而在跨國男性婚姻移民身上，我也

看到此種類似的聲音，一如灰平所言：「老實講，在這裡結婚對我而言不算太快

樂，有太多因素－包括語言方面、朋友、社會價值，然而，這是我的選擇。另外，

我很愛我的家庭。」 

 一、機緣到婚姻 

  在研究的過程中，有個想法在我腦海中不斷浮現，究竟在台灣女性與東南亞

籍男性通婚的研究裡，是應該側重社會結構限制的探討思索，抑或更深思其雙方

主體性的抉擇？ 

  由文獻探討中，容易將跨國通婚視為來自於經濟較低落的國民對於經濟強盛

國度認同的一種手段策略，而此種類型之婚姻型態建構不過是資本流動下的一種

產製。Rangel（1999）表示選擇跨國婚配主要是較低經濟階層國家的人們為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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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較高層的階級而遷移，他們的移動可以說背負著經濟的考量。值得思考的是，

從 Rangel 的視角出發似乎無法精確地說明男性移民跨國婚姻的主要因素，這其

中尚包括社會對於「族群」與「性別」的想像，一如社會中存在已久「婚姻坡度」

的論述，即無法在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例子中得到說明。這裡筆者無意否認

「遷移」或許本身就帶著對於美好未來想像與追求，但跨國「婚姻」的實踐能否

以「經濟」二字就輕鬆帶過，卻恐怕是值得質疑的。在此，我決定從東南亞籍男

性移民與其台灣妻子相識、交往至婚姻，由其生命歷境與主體述說出發，以勾勒

呈現較完整的圖像。 

  誠如之前所述，許多男性移民藉由移民網絡、工作、留學等因素進入台灣，

而通常在台灣待有一段時間後才遇上其「真命天女」，大抵而言，東南亞男性婚

姻移民與其台灣妻子結識都有一段特別的經歷： 

她在我住的那裡附近遇到，是很巧合的一個機會啦。她放學的一個時間，然

後突然跟我碰頭了。然後某一些情況，因為過馬路嘛、過馬路那剛好…她要

過來，她要過馬路但是沒有看到車子，然後我就提醒她。反正就這樣子呀！

然後就認識、認識…剛開始也沒什麼感覺，然後就先留個電話，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偶然啦！也不是人家介紹什麼的。（陳馬） 

…她來泰國旅遊時，其實是來玩。那剛好也來找我ㄧ個朋友。（尼可） 

是同一家公司認識的，那時候我太太是在我公司裡做管理勞工的常務助理，

一方面也是與外勞們有接觸，所以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認識的。（灰平） 

我去學國語班時，我老婆也去那裡學語言、泰語…剛好的，有見到幾次面。（阿

塔） 

我太太唷！哈哈…我只能說這真的很緣分，其實我來這裡三四年，都還沒有

交過女朋友。然後我朋友，我朋友剛好有一次問我要不要去玩，去烏來阿，

就遇到她。（明成） 

  由以上例子可以得知，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工作期間，由於地緣關係或週遭朋

友介紹緣故，結識到其目前台灣籍妻子，此部份可以說又與男性婚姻移民遷移方

式及原因緊扣，大致可以區分以下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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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工作場域結識： 

  藉由仲介介紹工作引進來台的男性移民，隨著逐漸熟識台灣社會，並與同一

公司、工廠工作崗位上的台灣籍女性結識，譬如灰平與小傑以契約移工來台工

作，而太太是負責勞工協調的常務助理及接洽的業務商，與男性移民有接觸的機

會。此外，以留學管道遷移的建新，也因為在台工作因素，與太太有一起辦活動

的經驗，彼此留下好感。 

 （二）人際網絡牽線： 

    從尼可與明成的例子可以發現，台灣籍女性與東南亞籍男性移民也可能由於

朋友介紹之因素而有初識彼此的機會。 

 （三）邂逅： 

  有些則是因為某次因緣際會下開展了這段緣份，陳馬因為提醒當時未注意交

通的太太、阿塔在學中文時遇到一起來學語言的老婆，他們兩人表示這是很偶然

的遇見彼此。 

  綜上所述，不若女性婚姻移民多藉以仲介穿針引線，男性則由於偶發事件的

因素發生，而結識台灣女性為主。值得進一步省思的是，在對話中某些程度上我

也發現到某些受訪者特意將來台定位於「偶然機會下」的狀態，並且強調他們與

「女性外籍配偶」不同，然則卻在無意之間表露出來，例如在與明成談話過程，

他提到：「我跟那些外籍配偶不同，她們有些是被賣過來的，連她們爸爸媽媽都

不知道，很可憐的。」對於東南亞地區人士污名性的論述藉由各種傳播管道播放，

已轉化成深植於人們心中的刻板印象，不可否認地，明成的話語透露著他對應於

「女性外籍配偶」的理解，實質上也是移民者「個體」與「集體再現」的矛盾議

題，個人欲從受到扭曲的映像中得到解放，卻可能進一步地內化複製此論述。 

 二、文化脈絡的交會 

  跨國婚姻的締結牽扯糾連著許多相關議題，由於跨文化族群的結合、跨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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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中夫妻擁有不同的個人價值信念、社會習俗規範異同，以及文化認同，都深深

影響著跨國婚姻中互動模式。劉美芳（2001）指出，婚姻移民者在婚姻家庭中，

不僅對於臺灣社會來說是一個新移民，在組成的跨國婚姻家庭裡，也是一個新移

民身分。她進一步解釋，婚姻移民者除了面臨來自移入地的挑戰與社會文化重新

適應調整，在家庭內亦必須面對來自日常生活的種種文化角力、妥協與適應。一

如建新的妻子似乎對於他的身分有所抱怨，可以看出族裔上之放大突顯。 

像我太太前幾天就跟我抱怨阿，為什麼大家總是說她是台灣太太，他就問我

那我是什麼？她是不是應該要叫我「馬來西亞先生」阿？什麼是台灣太太，

什麼是馬來西亞先生，本來就是很怪的稱呼！但是別人不會懂得阿，大家只

知道你很特別，跟他們不一樣。（建新） 

  跨國婚姻為來自不同國籍、族群間雙方面的結合，其擁有的價值信念代表著

彼此原生社會環境的文化背景脈絡，並表現於社會行動當中。不同文化對於婚姻

的定義、有其獨特的想法與目標，並依循文化脈絡發展其婚姻關係模式發展。因

此，來自兩個不同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其婚姻發生衝突有較高的可能性。締結婚

姻的雙方雖不一定是衝突的兩造，一如朱玉玲（2002）提醒，跨國婚姻來自於不

同的國度，帶著不同的風俗民情脈絡，加上語言的隔閡、價值觀不同的關係，往

往可能造成夫妻之間的衝突： 

想說的我不一定可以立刻跟她說出來，溝通上有時會有困難，講不清楚、有

誤會，乾脆不講。（阿塔） 

…有時候，是我們想法不同，這是比較大的問題，吵架時，氣頭上又很難說。

（尼可） 

就是…會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吵架啦。跟想法、文化有關啦。（強調語氣）

她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的，沒辦法接受我說的，吵不過她，算了。（明成） 

  明成提到他跟她太太似乎至今某種程度還是有代溝存在，其認為這與語言表

達有很大的關係，另外，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差異性。最讓明成受不了的是老婆

每次都會藉由工作很累為理由，想到就買很多昂貴的鞋子、衣服。「房間都快變

成她的儲藏室了，傷腦筋欸，也不想想小孩還小，應該存一些錢幫小孩未來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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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有很多話想講，這裡我向他詢問是否有跟老婆溝通過自己的想法？「怎麼

沒有？然後她就搬一堆理由，說什麼反正賺的錢是自己的，叫我不要一直管，還

有說我都不體諒她上班很累什麼的！」明成的抱怨建立在他對「文化」與「社會

風氣」的基礎上，或許可視為他對於婦女圖像的期待。 

  對跨國婚姻家庭而言，兩個不同的族群、文化背景的人進入家庭系統中，個

人帶著原生國對於家庭概念的態度、價值觀、行為及對文化的延續，將表現於彼

此在家庭婚姻關係中，這或許也是跨國婚姻必須面臨的考驗。麥可提出他的想

法，他覺得夫妻之間難免有爭執，這是需要彼此諒解的。但他太太卻習慣將這些

家務事與娘家抱怨，爾後就演變成娘家出面干涉： 

…基本上吵架時候都以我太太的錯居多。我覺得我老婆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

是很愛把家裡的吵架跟她那邊講！這其實很不好，她娘家那邊很喜歡介入我們

家庭私事中。（麥可） 

  這部份，他覺得跟文化也有很大的關係，「老實講，這可能也是文化不同吧，

在我們那邊，是不喜歡干涉家庭私事的，除非是你有困難的時候才會介入。」為

此，不難發現男性婚姻移民不僅面臨語言、文化價值的差異，此外由於跨國婚姻

中，遷移者作為一個「外來者」角色，還必須因應來自於家庭其他成員的壓力。 

 三、互動與相處 

  就跨國婚姻而言，家庭內部彼此間的互動模式與關係是值得重視的，主要的

因素不只是跨國移民者主客體之間議題而已，婚姻中的雙方所抱持著原生價值不

同，往往會表現在家庭內部互動中。東南亞多是雙系制社會（bilateral descent），

意指婚姻雙方的權利是對等的，此外彼此的雙親也站在同等地位立基（邱琡雯，

2003）。此外，婚姻中的女性全力奉獻於事親至孝上，丈夫可能被解釋為不負責

任或無法獨立成為一個真正男子漢的觀點（何青蓉，2003）。也因為如此的文化

脈絡深植其中。為此，探討男性婚姻移民在台所組的跨國婚姻時，進一步深思的

是在討論「性別」與「移民」者身份交織在個人身上時，男性是否依舊為權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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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優勢者？建新與明成認為他與太太之間的家務分工相當協調： 

對！就是說我是那種不太大男人那一種，我從小就習慣做這些家務事所以我

覺得還好，但偶而我因為太忙了譬如說哪裡沒有做好的話就會被念一下。（建

新） 

…大致上，廚房歸我管啦，因為我比較會燒菜。然後洗衣服她晾衣服我洗衣

服，掃地歸我管，基本上我們還滿協調的。（明成） 

  但此種相處模式是否因為跨國婚姻移民家庭的緣故，亦或只是個別的湊巧情

況？尼可與我分享以下的故事，臉上流露著些許的驕傲得意。他表示結婚初期

時，妻子對於他熟悉各種家務勞動感到非常訝異。 

…他看到我什麼都會，連做菜都很不錯，還嚇了一跳，想說我怎麼這麼厲害。

主要因為我家有很多小孩，我排行第九，那小時候，姐姐會教我煮菜、掃地，

所以我都可以。（尼可） 

  可以見得，家庭性別分工隨著不同社會價值而呈現不同的模式。隨著社會變

遷，在傳統父權意識桎梏受到挑戰與質疑的今日，雖然「男主外、女主內」的社

會價值已無如此地根深蒂固，但依然存在許多人心中。一次與灰平的太太聊天

時，她娓娓道來結婚初期的家務分工到至在的改變，「剛開始結婚的時候，我想

說身為太太要負責煮菜嘛，因為是太太，不是都這樣？但是我手腳慢，往往一頓

飯都要等很久，他比較會煮嘛，最後現在都是他煮菜、買菜，我則是負責小孩的

起居。」她雖然輕鬆地表達家務分工的協調歷程，然而這其中不難發現，權力的

改變與文化融合。 

  再來要探討的是，對台灣妻子而言，結識這段異國戀而言對她們而言，是尋

求社會文化價值的解放，還是另一種複製父權結構的價值束縛？在移動過程中，

移民男性與接待社會的價值想法又為何？在端視家庭內部結構互動時，筆者翼望

跳脫傳統對於性別角色理解的桎梏，但此不代表沒有性別意識來分析，而是更以

開放性的態度觀之，非以理所當然的態度視之。在看待夫妻相處模式，陳馬覺得

他跟太太的關係與大多數家庭一樣，並無太大的特別之處。他指出由於彼此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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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緣故，平時相處的時間被擠壓地很限縮： 

沒有什麼很特別啦，我們都要空間吧。就她有她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

老婆工作也很忙，也不太喜歡去玩，我也是沒有很喜歡強迫她一起去玩。就

偶爾一起去吃吃東西而已。（陳馬） 

    陳馬的理解中，夫妻不應該彼此約束，而應該相互給予更多的空間，過多的

限制將造成不必要的爭執。此外，大部分東南亞籍男性移民表示他們與太太間的

相處是建立在彼此尊重與相互溝通的基礎上： 

我們平常要做什麼事情都是夫妻兩個商量，他賺的錢是他自己的，如果家裡

要什麼東西，就他也去買這樣，…我賺這個錢也是幫忙小孩去讀書，大家都

體諒對方辛苦阿。（陳馬） 

…她洗衣服，我晒衣服，看大家有空就去作，這個是要互相的。（明成） 

在我們家，我們會是以溝通為主，像是如果是小孩教養問題的話，通常是我

太太決定為主，但是她會給我了解是怎麼樣的情況，也就是說，我們主要會

以互相尊重為主。（灰平） 

…我們喔，平常要做什麼事情都是夫妻兩個商量，他賺的錢是他自己的，如

果家庭要什麼東西，就看誰方便。（陳馬） 

  另外一點，我也觀察到這些男性移民家庭中，經由長時間的文化交流融合，

不同的跨國婚姻家庭中各自發展出其適應的模式。例如前述灰平因為不能忍受太

太烹飪時間過長，爾後乾脆自得來煮菜。明成則因為老婆不喜歡吃印尼菜，所以

家中飯桌上有時變成部分台菜、部分印尼菜。阿塔則是將薪水、家中決定權交給

太太處理： 

剛開始的時候，我太太說要煮菜，我想說 ok，就給她發揮嘛！後來她煮的太

慢了，我都等不及了。所以乾脆換我煮。（灰平） 

…太太不愛吃（揮手），她覺得印尼菜太辣。有時候我煮我的、她煮她的，

她炒的她自己吃，我炒的我自己吃。（明成） 

每個月收入都給我太太呀，她要去繳水電、瓦斯費，或是我們買東西的那些。

（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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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性主義如此認為，發展於全球化脈絡底下的跨國婚姻現象，伴隨著資本經

濟運作的結合，性別議題亦趨無法脫離家庭權力的限制（夏曉鵑，2002）。然而，

男性在家庭中所被賦予的角色行為認定和其外來移民身份交織於婚姻移民身

上，其在家庭、婚姻互動運作中所呈現的模式，除了需要再深思審視這其中關乎

社會文化差異、性別、移民國籍的關係，在男性婚姻移民所組的跨國婚姻家庭裡，

似乎可以找到對於性別權力桎梏的解構呈現。 

  有趣的是，此種男性婚姻移民的「強調」，細究其中可以分析歸納如下；首

先，與社會風氣有關，男性移民多半分布於工商業發達大都會，此些地方普遍擁

有兩性平權的風氣存在。再者，一如劉美芳（2001）表示：東南亞地區認為婚姻

家庭中的男女享有同等的權利，丈夫雖被視為家庭的經濟製造者，但主要管理職

責在於妻子。如此說來，此種看似平權的相處模式似乎是建立在社會價值相互磨

合之發展形式。但這裡我要提醒的是，部分男性婚姻移民表示，家裡事務決定權

大部分落在妻子，主要由於太太為在台灣脈絡生長的「當地人」，對於家中待辦

理的事項也較為熟悉。 

我都給我老婆啦…，她比較懂那一些有的沒的。沒有啦，實際上我也比較不

熟，所以像是去戶政事務所、繳水電費，都比較多她去做。（尼可） 

…我是覺得還好啦！畢竟這樣子大家也比較不麻煩。她本來就是台灣人，她

比較熟那些，我也不會特別想說去做。（阿塔） 

  正如前述提到家庭權力資源理論（resource theory of family power）認為婚姻

家庭的權力分配與家庭內部成員擁有的資源有關，例如工作後女性若能提供家庭

經濟上的協助，其在家的地位也將扶搖直上。而男性移民家庭中，由於不熟悉環

境脈絡或相關公共事務，此責任權多半經由身為台灣人的太太處理，此種家庭權

力的流動或許只是移民者對於結構限制的一種妥協，而非以「社會價值」一言以

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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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網絡建構：趨勢或認同？ 

  北上讀書第一年，我選擇參加同鄉校友會，與來自於同一個地區脈絡的人群

相處，滿是「庒腳人」的言談用語也好，盡是高中回憶的點點滴滴也罷。在這裡

頭，某個程度我可以感受的到「我們來自於…」的同屬情感。事實上，就婚姻移

民來說，人際網絡的建立與擴展，不僅僅具有社會支持的力量，事實上也反映了

其對文化的認同與身份的想像。 

  夏曉鵑（2002）表示，東南亞籍女性移民來台常常會集結成強而緊密的社會

網絡，而平日的閒聊集聚，某部分程度可作為其資訊交流的平台，協助東南亞籍

女性婚姻移民處於孤立的險境。蕭昭娟（2000）則認為，女性移民在台的人際網

絡建立由夫家為起點，逐步向外擴展。此種發現，筆者認為與東南亞籍女性來台

多半分布為鄉村城鎮為主，這樣子的生態環境促成人際上某種程度的緊密。反觀

就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而言，生活居住多分布在大城市的他們，其人際網絡的

建立模式應與女性移民有所不同，以下將由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與鄰里關係、

家庭其他成員、朋友部分依序分析介紹。 

壹、實踐與意義 

  人類具有群居的天性，當人們從一個國家移民至遙遠的另一個國度，周遭環

繞著不熟悉的語言、不習慣的生活方式、一張張陌生的臉，思念故土的情緒立刻

又擁上心頭，而跨國婚姻移民這時候可以傾吐心聲的對象，除了新環境的家人親

戚以外，其他就屬在這裡結交的朋友。 

 一、遠親不如近鄰？ 

  來台的男性婚姻移民，居住多分布於大都會地區的小公寓中，其與鄰居的關

係往往也不若鄉間地區之結構來的緊密。筆者也發現，許多男性遷移者會選擇與

週遭社群來往。以建新而言，他國國籍身分並不造成他與週遭鄰居的區隔，相對

地，個性喜與人接觸加上融合多元文化特色的他，很自然和附近鄰居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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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他還蠻喜歡與台灣鄰居分享他的「好手藝」，如果生活中有煮什麼也會

樂於分於鄰居： 

基本上我還蠻敦親睦鄰的。這是一種…對我而言，我覺得台灣人還蠻有人情

味的。這是我學習到的地方，像我煮咖哩，我會分給我鄰居呀，他們也會煮

到什麼，跟我分享。這不是國籍的問題啦，是人與人那種感覺。（建新） 

然而大多數受訪者卻認為和鄰居的關係較多僅僅「點頭之交」而已，多半碰

到彼此打個招呼而已，並不會進一步談下去。筆者認為，男性婚姻移民與鄰居的

關係應也與大都市的結構有關。 

還可以！對對，還可以，我是不太熟啦，就出門打個招呼而已吧。我姑姑有

些都認識他們，她住在這裡久了啊。（陳馬） 

…見面看到了會點個頭，會打招呼。但是不知道要聊什麼？（明成） 

在端看移民者與左鄰右舍的關係往來時，不僅止於注意到關係的強弱程度，

也需要思考此種不同種族、文化之間的相處模式對移民者本身帶來了什麼想法？

自認為個性內向的阿塔表示，因為不知道要跟鄰居說什麼，也不會刻意與他們有

所互動，但他卻很懷念在家鄉裡附近鄰家往來和睦的生活。此外，由於平常沒有

與週遭有太多往來的經驗，加上外表明顯不同於「他人」的特徵，使得男性婚姻

移民也擔心別人是否會在背後議論紛紛？此種的想法也造成他們在看到鄰居

時，反而有更多顧慮，到底要怎樣的應對才是最好？ 

在我們那邊…，是比較喜歡一起做一件事，大家感情也都很好。跟這裡不太

一樣。…而且，我也不清楚他們看到我怎麼想？（阿塔） 

  然而隨著來台居住時間漸久，許多受訪者也表示會因為某些「特定事件」的

發生，促成他們與鄰居互動開啟的契機，這關鍵點可能是因為某次天災、里民代

表大會等事件，讓鄰居們與男性婚姻移民有彼此接觸認識的機會，也讓鄰里街坊

們知道這群男性婚姻移民不是特異的他者： 

前年不是颱風很多嗎？我們那一層電燈因此壞了，我旁邊那家也是，剛好我

懂這些，所以我過去幫忙他們，他們還嚇一跳，想說我中文怎麼這麼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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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里長很好，有一次里裡面活動他幫我跟我們那一區的介紹。後來他們知道

了，有的之後知道一些訊息，也會主動跟我說。（小傑） 

  可見得，由於不同生長脈絡與環境背景，移民者對於鄰居的信任感初期往往

不高。這或許也解釋了移民網絡在移民生活中有著多麼重大意義。蔡勇美與郭文

雄（1984）認為社會網絡有推舉參考（referral function）與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之用，例如個人藉由社會網絡可以取得社區訊息與資源，或提供實際支持協助。

從男性移民與鄰居互動中，我們可以這麼理解，事實上社會網絡是一種雙向相對

的往來關係，建立於彼此支持幫助。而移民和鄰居的關係，某種程度可以視為移

民與接待社會的縮影，而各種不同的經驗，也在移民者的內心中持續發酵，一個

動作、一個眼神都可能造成移民心中的不安。此外，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多散

居在大都會地區，此種空間結構方式，各戶體與戶體之間連結性不高，也往往沒

有太多接觸的機會，這也帶給流動主體的男性移民者本身有很大的心理衝擊。 

 二、接納與否定：妻子娘家的其他成員 

  過去在探討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與嫁入的婆家關係裡，多半認為商品化的

婚姻導致女性移民在家庭內部權力低落，而婆婆總認為媳婦為「外籍」身份，故

並未將視為「自己人」看待（蕭昭娟，2000；顏錦珠，2001），這樣的一個結果

似乎建立於中國人「血親關係」基礎上看待「內、外關係」。男性婚姻移民作為

「女婿」的角色進入台灣社會，有其「應盡」的角色任務。此部分的論述認為，

「女婿」在台灣社會所認為的交換基礎上，有著照顧好「女兒」的家庭社會責任。

為此，倘若女婿表現出眾，有著維持家庭的經濟，常常被視為一個「有能力、值

得託付」的人： 

也許我太多人知道了吧，我岳母有時候在電視上看到我，會很驕傲的跟別人

說：「這是我女婿唷，他又上電視了。」(建新) 

我老婆那邊的人會說，你怎麼這麼厲害，可以娶到這個，是英雄喔。她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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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也說這個不錯、不錯，會誇獎我呀。（灰平） 

  雖然大多數的移民者並沒有與太太娘家同住，但每逢過年過節之際，其有與

老婆娘家的親朋好友接觸機會，彼此之間的互動又是如何呢？多半受訪者表示，

就一個來自於不同文化背景的遷移者，畢竟是異鄉生活的跨國移民者，男性婚姻

移民的岳父岳母多半會對其照顧有加。尼可覺得老婆那邊的親戚多半對他很好，

將他視為己出、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常常問候他生活起居－有無吃飽？天氣冷

了有沒有多穿衣服？讓他倍感欣慰。然而，他也坦誠這樣的關心有時也讓其遭受

到部份親戚的不滿： 

…但是比較困擾的是有時候，其他人會覺得為什麼（岳父岳母）要特別

對我好而已。他們認為，要出國生活，本來就更要懂得…自己打理自己

吧。（尼可） 

  另一方面，與岳父岳母同住在同一屋簷下的阿塔覺得他們有時會帶給他壓

力，但他知道岳父岳母是出自於關心： 

我跟他們現在住在一起，這樣比較省錢。他們也對我很好，但不見得都

是我想要的。（筆者：怎麼說？）有時候我工作很累，回家只想睡覺，

不想吃飯，他們會一直來叫。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啦！但是只是有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煩而已。（阿塔） 

    尼可與阿塔的一番話點出了幾個重點。首先，「女婿」身分的個殊性對其太

太娘家來說有著應該「善待」的觀念，「女婿」是照顧「女兒」一輩子的人，「對

女婿好」其實也是懷著女兒可以終身幸福的想像；此外，「外籍」的身分也讓男

性婚姻移民較其他親戚受到更多關愛與照料，但此種「過度」的關心有時反而造

成男性婚姻移民的壓力存在。而不知道如何反應、怕拒絕岳父岳母好意會讓他們

受傷害，往往也是男性婚姻移民不知如何開口溝通這一部份的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絕非每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都如此被對待，也有受訪者

不但無法被老婆娘家的親戚所接受，甚者還認為他是為了錢而來台。與麥可訪談

完，他熱心地開車載我回車站的途中，不斷跟我抱怨台灣人。他認為這些年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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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歧視東南亞人士，認為他們搶本地人工作，造成工作減少。其表示「這幾年…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growing here …」，麥可太太美方是台灣南部傳統家庭的人

家，過去他帶他太太回娘家，別人會用不屑的表情，甚者還會在背後說他是「沒

路用的咖小，沒啥錢！」，然而他認為台灣人才是 only for money, 只有過年時

會與他要紅包而已，現在他失業了，娘家那邊更是看不起他，車上他重覆地這樣

說道：「I love my wife(強調語氣), but I don't like her family…」。 

  與麥可晤談完，我有很深刻的體悟，也是在進行這研究之前未曾思考過的，

東南亞男性以一個「外籍」人士進入另一個家庭／家族內成為女婿，可以被接受

的程度為多寡？這背後又牽扯多少對於「女婿」、「丈夫」的想像與期待？只見美

方無奈笑笑答，「沒辦法阿，我們家是比較傳統的家庭，對於我老公不盡然可以

完全接受。」 

  弔詭的是，這其中台灣社會中價值建構的「主－客」體兩造的權力關係，女

婿的角色被定位為將女兒幸福托付終生之人，被賦予的形象為理應有能力照顧好

妻小，然而仔細思索這種看似「應該的」想法，卻往往隱藏著不易被人覺察的陷

阱。麥可的外籍身份，與美方的婚姻是否幸福沒有直接關係，然而社會文化規範

與對於東南亞人士的刻板印象恐怕才是美方娘家拒絕接受麥可的主因。 

貳、「同」與「異」的交會 

社會網絡對於個體來說可以是正向的影響、也可以是負面的連結，此與其本

身經驗也有關係（黃毅志，1999）。在分析社會人際網絡時，也該重視其人際動

態運作的過程，就其雙方面互動頻率程度、態度與期待來深入理解其社會網絡對

個體代表的意義與詮釋之。 

 一、週遭台灣朋友 

  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就離鄉背井、遠渡他國打拚的東南亞

籍男性婚姻移民而言，生活在異鄉中，朋友未必以原族裔為主，而生活圈如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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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人為主的環境，許多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也選擇結交台灣籍人士，而大多

數為工作場域中所結識的朋友。隨著在台時間與朋友又彼此介紹，移民者多半可

以擴展其人際網絡。陳馬就表示，他來台後的朋友，幾乎都是第一份工作的朋友

介紹，之後又一直滾雪球所連結。小傑則是在適應班與授課老師們變成好友，他

們都表示這群台灣朋友往往也提供在異鄉中協助適應的支持。 

以前常常跟同事出去，他們會帶我去台北好多地方喔，對阿，像是碧潭、北

投、烏來阿，那時候我們都會一起去、一起烤肉，是騎摩托車的欸！（陳馬） 

…那個葉老師，是這個國小的老師，每個禮拜一、三、五晚上來這裡教我們，

他對人很好，也常常告訴我這裡很多事情。（小傑） 

  在擴展社會網絡的經驗中，會產生正向或負向的經驗，而正向的心理感受經

驗對於移民而言，也有助於繼續拓展其人際社會網絡（李玫臻，2002）。例如小

傑因為適應班的老師，也願意試著進一步與其他台灣籍人士結識，爾後又由於工

作關係，常常需要與本地人談洽生意上事務，也因此結交許多台灣朋友。 

同部門的都會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阿！後來他們帶他們朋友，我又認識了

啊！想來也好玩吧，那時候他們會說，他們認識一個外國人，我阿，我是菲

律賓人！可能覺得很新鮮吧，很新鮮嘛！...。阿...我都可以阿，想說多交點

朋友也好阿，反正那時候也沒事，就都看看阿，反正也沒事！後來他們也都

帶他們朋友，我就越認識越多阿，所以也認識很多台灣人，有的會教我說台

語，我現在台語很多是那時候學的！（陳馬） 

  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有其不同方式擴展其人際網絡，陳馬提及他經由同

事滾雪球方式認識其他台灣人，而這些人會再介紹他其他朋友認識，一個接一個： 

會介紹呀，人家朋友介紹，就越來越熟、越來越親這樣子。我這個很多朋友

是之前飯店認識的，然後他們介紹的阿，然後又一直認識下去。（陳馬） 

  一如 Lee（1993）認為個體當在接觸一個全新的環境時，會因為選擇以正面

態度或是負面態度來面對文化衝擊，而導致不同的人際關係網絡。例如不甚信任

台灣人的麥可言談之中可以發現到他的落寞與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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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實講，我在台灣沒什麼朋友，只有一個朋友，我老婆的小學同學，他是個

技師。（麥可） 

  筆者進一步追問，有否試着與老婆的朋友認識？他這樣答道：「我老婆也是

會介紹我給她朋友認識啦，但她朋友以女性居多，我也沒辦法認識阿」，此一席

話點醒了我，在文化社會規範裡，已婚男女被論述著盡量避免過多的異性朋友以

招人閒話。筆者一次與小傑閒聊中，曾問到與適應班的其他同學平常是否會約出

來聚餐等等？他這麼表示：「其他人以外籍媽媽為主。像我們這種已經有家庭的

人，最好不要男男女女約來約去。」明顯的，在說明「性別與移動」與「網絡擴

展」時，也必須考慮到社會論述對於「已婚人士」的網絡界定、文化期許與側重

所形成的規範力及影響。 

 二、與原族裔關係 

  男性婚姻移民來台因素較多由於在台求學或工作關係，而就其而言，「移動

的先行者」此時就發揮移民者工作協尋的幫手，誠如前述移民網絡理論（migrant 

network theory）指出，移民先行者提供後繼移民接待社會的相關資訊，透過來自

相同社群、親族、朋友所建立的移民網絡，減低新來移民可能面臨之風險（Massey, 

1988）。通常男性婚姻移民在接待國初期，來自於同一家鄉的朋友往往在移民者

人生地不熟的情況下成為可以尋求協助的支持者。例如陳馬的第一份工作就因為

認識該飯店的主管，因此順利應徵獲取該職務： 

然後我就…因為那個老闆是華僑…是菲律賓華僑，所以我們有一些因緣、跟

我的家人也認識，然後我去應徵，他就介紹我進去工作。第一次來台灣工作

的地方就是那個飯店，那就是在財務部裡面…當內勤。(陳馬) 

  然而目前以台灣籍朋友為主的陳馬表示，現在從事社福工作的他與其他菲律

賓人的關係則為一種「責任」，由於同為來自於同一脈絡，精通菲律賓語、英語、

華語的陳馬認為協助來台的菲律賓人是他應盡的。此也印證移民網絡理論的內

涵，陳馬雖為華裔菲律賓人，且已領取身分證，但他認為這種關係如同臍帶般不

可分割，陳馬的例子也豐富了移民網絡理論之內涵，即使身為長期定居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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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面對同脈絡的新來移民同樣地也提供幫忙，協助其在新環境中適應的困難。 

反正現在也有份安定的工作。以我的原則沒有衝突，然後也符合我的風格，

覺得幫助外勞也是一種…使命感。因為我會講這種菲律賓話，然後很多這個

外勞來這裡、來這邊的、需要幫忙的都不懂，那我覺得他們很需要我呀。不

然他們求助無門。（陳馬） 

  此外，以國際移工身份來台的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他們的朋友主要也以跨

國移工6為主，通常為同一工廠的其他員工為主。有趣的是，由於跨國移工因受

「契約」的緣故，居台有一定的時數，此也是相當特別的部份，婚姻移民作為在

台定居的移民者，然而其朋友卻受契約結束必須返國，也未必再來台灣工作，此

種必須適應朋友來來去去的心態，難免會使男性婚姻移民感到落寞。例如灰平這

麼說道： 

…朋友喔，通常我朋友以菲律賓人為主啦，大部分是工作上認識的。我們通

常會去教堂阿、或是我們附近的籃球場打打籃球。但是有的老朋友合約到了

必須回國，有時候會很捨不得。（灰平） 

  明成解釋為什麼較少台灣籍朋友，他認為台灣人日子過的很忙碌，即使下班

後也趕著補習、回家，跟他習慣的生活型態有所不同。而他主要朋友群為在教堂

或印尼朋友通知的聚會上認識，多半以印尼人為主： 

…朋友比較多是印尼人、菲律賓人，在教堂認識的，或是火車站中央大樓認

識其他人。比較沒有台灣人的朋友，台灣人太忙了。每天都要上班、要補習

的，都沒有時間空下來、很忙。（明成） 

  部分男性婚姻移民選擇與同族裔的人相處，除了同文同種等因素外，相同語

文脈絡的使用也是重大因素，移民者的集體再現會營造出屬於家鄉的環境風格，

在這其中將使移民放鬆、彷彿回到家鄉，此種形式的網絡型態，或許也可視為男

性婚姻移民生活適應的手段，此如同國內先行研究指出，女性移民在鄉里社區間

會以集體形式聚集，並運用各種幽微方式拓展其對原生國度的思念（蕭昭娟，

                                                 
6 關於此部份，筆者也發現到朋友以跨國移工為主的男性婚姻移民，其主要使用語言則傾向使用

原生語言為主，這部份或許可以說明語言的使用、人際網絡、自我認同等是彼此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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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或者參與各式專為新移民者辦理之相關課程、適應班，以建立其人際網

絡（邱琡雯，2003）。然則男性婚姻移民是否適用此種方式？在筆者參與某社福

機構長達半年的活動裡，發現該名義為外配親子成長班的課程中，女性移民藉由

談論作菜、小孩、丈夫的話題拉近彼此，故在田野中往往可見到一群一群的女性

移民小團體，另一方面，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在機構活動內顯著孤單許多。 

沒有時間參加社團啦，一方面要工作，另一方面，也比較少有為男性服務的

非營利組織、社團。(筆者：這怎麼說？)對呀，像現在她們（指女性婚姻移

民）會在隔壁有自己的活動、或是聊天，但是她們人也比較多啦。（灰平） 

  明成與灰平都是參與這活動的「外籍爸爸」，據明成表示，他與灰平不熟，

因為來的時間不太一樣。灰平則表示他也不敢主動與明成打招呼，因為他不確定

明成是否可以以英文溝通？然而有趣的是，在筆者訪問期間，灰平與明成都相互

想了解對方的故事與來台經驗，並且對於對方同樣身為「男性婚姻移民」的身分

感到特別，可見得其對於雙方身為男性婚姻移民也相互感到好奇。以上點出幾個

社會事實，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作為移民中的少數，其在當前專為女性移民設

立的專班中，容易因為不知如何融入以女性為主體的談話方式而退縮，另一方

面，與其他男性婚姻移民也不知如何著手建立關係。 

…那位喔。他（明成）很安靜，我是有看過他幾次。沒有跟他講過話，…我

不確定他是否會說英文？（灰平） 

我不知道他也是跟這裡人結婚欸，還以為他（灰平）是外勞而已。（明成） 

  和來自於同一原生社會文化脈絡的朋友一同相處令這群男性婚姻移民感到

輕鬆、沒有壓力，而某些共同話題或針對工廠制度不公的反應也可在此內縮的領

域裡同共分享。此外，受訪者也表示，和原鄉的朋友相處與和台灣人相處模式有

所不同，他們感覺台灣人習慣請來請去，好像想這份關係用錢買斷。 

我們文化是這樣子的，當朋友有困難的時候我們會去協助他，受到幫助那個

人會記在心理，不是說像你們這樣，立刻要請客什麼的，而是說等到他下次

有困難的時候，也是會同樣來幫助他。（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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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台灣人)交朋友感覺很表面，見面時候很熱情，然後要他幫忙什麼就都

說沒空。（尼可） 

  此外，筆者也發現，多數男性婚姻移民較不傾向將生活上的困擾與其朋友分

享，此部份主要由於與朋友聊內心話感到很彆扭、難為情，而且與朋友分享未必

能獲得解決，反而有可能成為閒聊飯後話題。因此可以發現到朋友對於男性婚姻

移民較少情感性協助，他們情願工作完回家向老婆分享其心情： 

我不喜歡把我的困難跟他們說，也不喜歡朋友幫助就是，像是我工作上面有

時候沒有業績也是會煩阿，但是就是沒有說給他們聽。（明成） 

…講也不一定有幫助，搞不好還會說出去，還是不要好。…比較想跟家人分

享而已。（尼可） 

    總結上述，不難發現已婚的男性移民婚後與朋友之間關係出現微妙的變化，

之前完全屬於自己的閒暇時間已不復見，取而代之的對於陪伴家庭的社會責任。

一如陳馬一再跟我表示：「要享受年輕阿，婚後你只會看到工作跟家人。」男性

婚姻移民在婚前多半因其人際網絡的建立與擴展，加速其在台灣的生活適應與認

識，而在婚後則多以家庭為重。有些平日工作繁忙的男性認為平日與家人相處時

間不多，故空閒之餘更應享受與家人同樂的時光。可以見得「人際網絡」在男性

婚姻移民不同時期的生命歷境裡有不同的詮釋與型態。 

參、小結：我是哪裡人？ 

  Gurin 與 Townsend（1986）將「認同」解釋為個人意識到自己為團體中的一

份子，對於團體內部的其他成員具有情感方面的連結存在（引自畢恆達，2006）。

移民本身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定也與其社會網絡有關，翟振孝（2004）則針對當代

流動群體特性與內在想法，認為「認同」更是應該關注的議題。 

  綜合上述，跨國婚姻移民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擴展，受到先行移民網絡、新組

家庭態度、所組社區大眾態度、以及個人態度跟身分認定等各層面的影響，而其

在今日流動時代與他人的複雜行為及接觸關係，有必要就其主觀意念與想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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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詮釋之。目前在某非營利組織裡兼差教授跨國移工英文歌曲的麥可一方面覺得

自己與台灣人不熟，此外，他也覺得自己有別於其他國籍的人士： 

我跟這裡的外勞也不熟阿，最主要是語言問題吧，他們不懂英文，而我也聽

不懂泰語、印尼文呀。（麥可） 

  建新則非常自豪自己很少被誤認為外籍人士，這其中原因他認為由於他的中

文非常標準： 

很少人說我像外國人阿！怎麼說哩，可能是「我太本土了（台語）」。哈哈

哈…！我說話很台灣阿，頂多有人說我說話有一種腔調而已。（建新） 

此似乎部分印證 Phillpott（1970）所言，移民在移居地環境參與的組織團體

類型以及建立的人際網絡，取決在於遷移者本身態度傾向留在移居地或是相信將

來會回到原居地。然而，就筆者研究過程裡，發現事實上移民者決定與哪些人、

哪些族裔的人結交朋友，深深地與其自我認為自己應屬什麼人有密切關係。階

級、種族等議題與「權力」永遠都脫離不了關係，男性移民選擇與台灣人士或原

生國籍人士結交朋友，正是流動的認同過程之下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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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多數人的想像裡，「外籍配偶」的形象是固定的－來自於貧窮地區、持著難

懂語言、為了錢而來婚嫁的東南亞籍女性。值得反省的是，藉由婚姻關係來台的

東南亞籍人士裡，男性一向佔有穩定的人數存在，然而在目前國人的論述裡，此

部份是空缺的，連帶著相關政策、實務經驗、國人接觸印象裡也絲毫找不到男性

婚姻移民的影子。本研究在此想法基礎上展開，藉由聆聽其生命經驗與適應，理

解到當今移民論述不應只為一固定的鐵板，移民遷移且進行跨國結婚實踐有著其

自己的主體意識，而這其中又深受性別、階級、種族等原因相互交錯。 

  本章將呈現研究過程中發現與詮釋討論，包括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跨文化

遷移歷境、其對於原生文化的想像與呈現、在台從事工作性質與涵義及移民網絡

建構與擴展方式。第二部份則說明此研究之限制與反思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獨

特情況進而對於相關政策、實務機構人員、未來研究方向進行建議。最後則是個

人分享進行此研究心得與歷境，重新檢視反省自己及當前論述對於東南亞男性跨

國婚姻移民形象可能有的偏頗印象。 

第一節 結論與討論 

  過去對於婚姻移民在接待社會的生活經驗，多半討論認為移民在遷移之後，

將經歷混亂至沉澱各階段，此部份的論述築於移民者與接待社會在相互交會過程

中，將達至「適應他鄉」境界。然而這種看似「他者」成為「我類」的同化論調，

其背後卻隱含著「想要過好日子，就必須融入接待國」的弔詭論述，並視所有「行

動」建築在「結構」之中被動且無法釋放。 

筆者認為在理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生活經驗之際，該思考到「結構」對

於移民產生的文化標誌與影響。此外，移民者又如何因應及表現其「主體」實踐，

從此種視角出發，才能從主流論述中抽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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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到帶著原生價值理念的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來台之後，無論

來台方式、遷移管道、人際網絡、移民家庭互動等議題皆有別於女性婚姻移民的

生命經驗。這其中男性婚姻移民雖自覺與東南亞籍女性移民來自同一脈絡，卻刻

意區別他們與女性婚姻移民是不一樣的族群，而這樣的解釋來自於「結構」對於

女性婚姻移民的普遍不友善，因此男性移民在此種論述的場域中，一方面接受真

實世界對於東南亞地區的詆毀建構，另一方面又在私領域裡擴展其對於原鄉的想

像，可以說是一種對於身分「認同與否」感到焦慮的集體再現。 

  總結上述，在當前移民論述裡，特意忽略或缺乏重視到男性移民主體性存在

是值得我們反省的。於此同時，筆者也認為有許多值得深究討論的議題值得我們

進一步凝視與反思的部份，以下將概念建構我的觀察與呈現，其中也論述「結構」

對於男性婚姻移民的限制與移民在這其中的「主體行動」。 

一、身分流動－跨文化生活適應歷程 

  今日移民對於自己身份位置之詮釋不一定全然二分劃分成「原生國」與「移

入國」的身份認定，婚姻移民在國與國之間的穿越往來，移民如何理解自己為哪

裡人，恐怕其主體性認知才是最關鍵的部分。因留學、工作、旅遊結識而選擇跨

國婚配的東南亞籍男性移民，由於其遷移因素一方面不若來台東南亞籍女性婚姻

移民多藉由婚姻仲介方式，另外一方面也與國外文獻所探討以家戶為主的男性移

民經驗有所不同。此部分我所想表達的是，來台東南亞籍男性移民未必以設定「定

居」為先，而可能緣自接觸台灣社會、與台灣女性結識、決定結婚進而成為長期

居住型的移民。為此，筆者認為看待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適應歷程時，

有必要從其生命經驗的個殊性出發，而非落入過去論述的窠臼。 

（一） 蜜月期 

  許多藉由移民網絡遷移的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由於在台初期有先行移民

的陪伴與認識接待社會，因此因為缺乏負面回饋和結合對新國家文化的新奇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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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了蜜月效果。此外，部份移民因為族群身分的緣故，在接待社會中顯著特殊，

其工作場域的同事朋友們會對其感對新奇，並且時常相約出門旅遊。此外，我也

發現到男性移民由於「男性」之故，有較多的機會可以隻身在外並認識新奇的台

灣文化，此部份與過去論及女性移民有所差異7。 

（二） 文化衝擊期 

  當婚姻移民面對日復一日的接待社會生活時，對新社會之迷戀蜜月效果逐漸

消退，也對於自我本身價值和台灣社會文化之間的落差產生了矛盾與不確定感。

此部份多半發生於男性移民者對工作場域或公領域逐漸熟識的階段，移民者發現

新社會不若先前想像如此美好，重新思考家鄉與移入地差異部份。我的發現裡，

男性婚姻移民在必須嚴肅地面對新生活方式的規則要求後，他們開始出現對於兩

個不同文化差異的比較，進入所謂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期，其覺察到自己

雖然身為社會活動的一員，卻感受到社會結構的不公，例如薪資待遇、大眾偏見

等，而產生自我矛盾。 

（三） 整合期 

  此階段的適應整合與個人選擇有密切相關，有些男性移民者以正向樂觀的心

態看待接待社會，並積極擴展人際網絡與接受新社會的各種事物；部分則以消極

方式面對接待社會，其可能策略為內縮於與原鄉脈絡的移民相處。 

  在這個階段，有些男性婚姻移民選擇與台灣籍人士往來，並且自覺身為台灣

社會的一份子，進而表現出對於週遭事物積極主動的追求新知；然而有些男性移

民則選擇內縮為與同族裔的朋友相處，藉此找回熟悉的文化脈絡。換言之，此階

段是移民者與接待社會達到「平衡」的境界，男性婚姻移民選擇自我與結構之整

合的狀態。 

                                                 
7 例如顏錦珠（2002：102）表示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在台並沒有「蜜月期（honeymoon stage）」
的現象產生，他的論述認為女性移民結婚的動機多數是為了解決原生家庭內部經濟困境不得已而

離鄉背井，因此對於陌生環境沒有出現所謂的興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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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度適應 

  隨著男性移民與台灣女性結識交往至締結婚姻，面對兩個社會價值對於「家

庭」定義的解釋與期待不同，進入「再度適應」的階段。此階段男性婚姻移民者

在台結婚，進入與不同文化脈絡家庭生活中，男性移民帶著原生地對於婚姻的想

像與詮釋，然而由於不同國度對於家務分工、角色扮演、內部關係有不同的期待，

造成東南亞籍男性移民在身分轉換上必須重新調適與定義自我。面對角色的轉

換，男性移民除了考慮理解到台灣作為其未來居住的地方，自我從移民的外來者

身分轉而成為長期居住的局內人，此關係上轉變對男性移民而言，一方面對於未

來家庭生活產生美好的圖像，但對於外界質疑的態度與家庭內部的不同文化融合

產生了矛盾與不確定感。 

  婚姻是人生重大轉變的時期，跨國婚姻的締結更是需要勇氣。正如許多男性

婚姻移民表示其並非設定結婚而遷移，而因為工作、旅遊、留學等因素，未結婚

前仍可抱著隨時返國的心態，但結婚之後有了深一層的意義與責任存在。對於身

分的轉變更必須重新適應。此外，台灣社會對於「丈夫」、「父親」、「女婿」的注

解有著更多的期待，此種關係轉換是需要重新適應的。 

（五） 個人整合期 

  此部份為個人發展其生活策略，移民的自身選擇或自我認同將影響到其適應

程度。有些人擁有完全地適應遷移地文化的能力，並且可以有效發揮這些能力，

適當地表現出每日生活中須做行為以及不須焦慮新文化帶給他的衝擊，其擁有完

全地適應遷移地文化的能力，並且可以有效發揮這些能力，適當地表現出每日生

活中必須做的行為以及不須焦慮新文化帶給他的衝擊。另外也有些移民並非以

「同化認同」接待社會主流論述作為唯一考量，而是以多元文化認同方式作為其

適應策略，例如有些男性婚姻移民過著內縮型的生活，卻未必一味接受台灣社會

的一切，運用個人策略方式整合自身喜好於個人私領域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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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層限制：對社會結構的反省 

  「性別」（gender）此概念是由社會文化的觀點來加以區分，性別所伴隨的

刻板印象在結構上相當複雜，且因種族、階級、性取向偏好等面向有所差異

（Basow, 1992）。Foucault（1982）指出人們習於利用區別他人來認識自我，用

以建構其主體性（引自王增勇，2005：50），當「東南亞籍」、「男性」身分同時

作用於個人身上，其強烈地表示：「找不到適合工作，因為別人以為我什麼都不

會」、「我們跟『女性』外配不同，她們是被賣來的。」即可看出其一方面覺察到

其主體性，於此同時卻又某種程度否認自我身分標誌，此實質上是與社會不對等

權力關係有著明顯的關連。遺憾的是，以論述型態所發展的權力關係、社會控制

規訓產製，不只流動於社會階層關係之中，也複製內化於個人認知（self-identity）

裡。以下我要繼續論述的是，男性移民作為移動的主體，他在接待社會所被賦予

的期待，與移民者進行的實踐與參與時所面對的限制。 

 （一）文化標誌的工作性質 

  根據研究發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從事工作大抵可分為以下三類； 

  第一：為發揮多元文化能力的工作性質。由於部分男性婚姻移民由於具有跨

文化生命經驗與良好的語言能力（例如具有中文與菲律賓語能力），這也成為這

類男性移民的優勢，而其從事的職業也展現了其多元文化能力的特色，一如倡導

性工作或移工權益協調等工作性質。 

  其次是第二種工作性質則是跨國契約性移工形象之再現。有的男性婚姻移民

者雖然在原生國度習得喜愛的專業技能，然而來台之後因為某些台灣雇主的刻板

印象，故只能從事例如拼裝、打樣、包裹等勞力密集型工廠作業工作，這類型的

男性婚姻移民多半會討論述說專長無法發揮的委屈。 

  第三種則為非固定性工作。而有些男性婚姻移民由於在未取得身分證情況

下，其工作權受限於身分認定之下，為此許多雇主未必願意僱用其，造成部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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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婚姻移民只能從事計時性或打零工方式的工作。 

  王宏仁（2001）關注到來台越南籍女性婚姻移民已逐漸形成一股具影響力的

生產力，其部分填補了台灣社會勞動生產，並以「外籍新娘勞工」稱之，但邱琡

雯（2003）認為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結盟，對於移動女性邊緣化的地位並無提升

多少。本研究中則發現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接待社會的職業所屬因深受其

「種族」身分限制緣故，則呈現文化邊界標誌的工作性質，換言之，此某種程度

上也受到「結構」桎梏壓縮移民者的工作類型。 

 （二）移民網絡建構與擴展方式 

  從研究發現裡不難看出，對於婚姻移民而言，其人際網絡的建構與擴展和其

身分認同、族群意識有很大的關係，然則研究者認為這也源自於社會結構桎梏。

許多婚姻移民無法融入其他社群，也是因為受社會論述壓迫的。 

  正如社會建構論（social construction）認為風俗習慣、法律、文化、教育、

媒體等諸多社會制度所建構出明顯的差異格局，受到被賦予的價值判斷意識，使

得性別、種族與階層等面向得到不同的資源、處境與權力分配。 

  男性婚姻移民人際網絡的建構也受到社會文化規範下已婚男女應盡行為有

相當的關係。文化社會規範裡，已婚男女被論述著盡量避免過多的異性朋友以招

人閒話。男性移民在擴展人際網絡時，對於女性友人盡量「保持距離」。明顯地，

在討論「性別與移動」及「網絡擴展」時，也必須考慮到社會論述對於「已婚人

士」的網絡界定、文化期許與側重所形成的規範力。 

三、多元文化生活適應策略與實踐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接受文化的差異，尊重不同種族、族群、

性別、階級的位置與立場。但不同流派的多元文化主義對於社會存在之多元差異

性卻有著不同的解讀及看法，根據其立場主張大致可區分保守派、自由派、多元

論、左派本質論與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就其本質與立場有不同的論述，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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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白人優越地位，認為必須同化少數族群；左派本質論主張保守與區分社會類

屬；自由派則強調一致性與普同原則；多元論尊重「差異」，卻被人詬病忽略了

歷史與時空因素而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希望鼓勵去中心化與挑戰破除一元主流

論述（潘淑滿，2007）。來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其多半也覺察到自我特殊

的生命經驗與位置，在遷移的過程中出現許多矛盾與疑惑。面臨原生文化脈絡與

接待社會主流文化價值的拉扯中，這群男性移動者各自發展出自我的多元文化生

活適應策略。 

  第一種適應策略為向接待社會靠攏，然而此種情況較常發生於華裔的東南亞

籍男性婚姻移民身上，其最大的特徵是積極學習異文化且有著強烈企圖心希望融

入台灣社會生活，對於自我有所調整，譬如願意投資時間學習華文、主動接觸並

結交台灣籍朋友。通常此類型的男性婚姻移民多半因為有親友在台之緣故，故比

起其他人而言有著較多機會認識接待社會文化，加上其外表、膚色帶著華人血

統，即使處於週遭皆為台灣人士的環境中，也不會特別被指認出。邱琡雯（2003）

提及華裔的移民者大多在原生社會即接觸過華人文化，因此在踏上以華人文化為

主的台灣社會後，將期許進一步被接受與認同，並通常明白表示不希望身分被特

意突顯，主要原因為其自我認知為「華人後代」，而非「特異的他者」。 

  此外，關注華裔婚姻移民在台適應必須思考到的是，華人在東南亞地區的歷

史脈絡與社會位置及遷移對其意義為何。誠如 Judith T. Shuval（2000）提及：華

裔人士對中華文化的想像建構在感情、認知、記憶、神話、歷史、群體認同、想

像、渴望的社會結構基礎，對中華文化的認同更是對原鄉想像與榮耀有了具體的

連結。於此同時，東南亞各國政府、當地民眾對於華人的不信任與猜忌，也加深

了華裔人士在東南亞地區的無法融入與不適應（引自翟振孝，2004）。如此看來，

此種類型的積極融入適應策略事實上是出自於「歸屬」與「安全感」，並渴望成

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有趣的是，這不代表這群男性移民企圖與原生社會切除，

由於結合不同文化脈絡於一身的特質，使其對於自身跨文化的經驗有著一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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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此類型具有語言優勢的男性婚姻移民也願意提供自己才能貢獻其他移民

／移工。 

  第二種策略－流動的認同機制與適應，如同邱琡雯（2003）這麼說到：「移

動與認同有著密切的關係，移動會帶來認同的變與不變，變化的結果又會再去影

響移動者的行為。」（頁 281）我發現到部分男性婚姻移民面對於不同文化脈絡

的遷移過程中，試圖成為接待社會的一員，並努力從局外人（outsider）身分轉

為局內人（insider）。但即便如此，受訪者表示此種努力依然改變不了外在膚色、

語說等外顯特徵，標籤化的刻板印象常常引來週遭人的好奇與詢問，造成其追求

自我認同的懷疑。於此同時其發展出多元自我認同模式，而認同的基準依據於當

時情境脈絡。生長於東南亞地區的男性移民遷移至台灣社會必須面對族群差異，

對於性別、階級等論述也必須重新思考，除此之外又必須不斷調整反省身分角色

的轉換。 

  此外，男性婚姻移民因受到新環境的壓迫與限制，例如工作的受挫或受到週

遭人士的歧視而感到難受不堪，此種類型的人，則可能發展第三種調適策略－內

縮至私領域。私領域被定義為與公領域相對的概念場域，所指稱涵蓋範圍為個人

私密或家庭內部。公／私領域的區分不純然為一種分類，實際上也被建構於權力

關係之上（張晉芳、林芳玟，2005）。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因為族群身分的特

殊性，於公領域發展容易受到限縮，相對地其人際網絡、職業類別、社會期待等

也有所區分。部份男性婚姻移民寧願於可掌控的私領域範疇中，譬如利用家鄉的

擺飾、飲食文化等延續其族群想像，這也與接待社會的桎梏限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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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綜觀我國現今的移民法制與政策，其實充斥了本土種族主義（nativism）的

色彩：基本上把婚姻移民，尤其不符合「全球種族差序」（global race hierarchy）

的移民當成入侵者、低劣種族而應排拒或限制的族群（廖元豪，2006）。應該思

考的是如何尊重同理自不同文化的團體或個人，並彼此欣賞、包容與接納，落實

尊重不同族群的文化差異，最後促成社會的整合。以下就本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

議與限制： 

壹、研究建議 

  從研究中我發現到男性婚姻移民面臨的難題困境與論述中缺乏男性移民形

象進而某程度而言造成其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現象產生。由於當前移

民論述無法深入考量性別主體造成的差異，為此我所提出的建議除了希望大眾媒

體、教育者在詮釋跨國婚姻移民時，不以「外籍新娘」、「女性外籍配偶」一言以

蔽之，更同理其移動動機與在台生活限制，以尊重欣賞的視角看待每位移動者。 

  以下我將根據自己的經驗研究基礎上，從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對話中重思

當前社會工作實務面之具體建議，此外也整合前述結論與限制提出未來研究可行

方向建議。 

 一、實務面：加強性別思維與考量移民型態多樣性 

  雖然目前婦女社會工作仍有許多的阻力及困難，但是學者也開始討論為何只

有「婦女工作」，而沒有「男性工作」的議題。男性同樣也可能是性別主義制度

下的受害者，有些女性主義的支持者也同意男性作為促進平等機會的伙伴是重要

的。臺灣的社會工作者如何在服務輸送、工作方法及內容上反應性別無歧視的理

念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彭懷真，2004）。誠然，在台灣新移民服務機構之實務

工作者對於此部分認識較少，未來建議可以開辦相關職後訓練與觀念宣導。在此

我要針對實務界提出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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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跨文化社會工作者的性別意識應被啟發。過去跨國婚姻被建構於「女

性主體」，翻閱各文獻探討可知「外籍配偶」似乎與「男性」扯不上絲毫關係。

然而此種將「移民論述」與「性別刻板印象」畫上等號，卻區隔了男性受助者的

可能性存在。一如「性別主流化」（gender mainstreaming）所指涉，於任何政策

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完成決策或活動設計之前，就該政策對於女性和男

性的影響分別進行分析研究，並全盤地從性別的觀點去思考。對於既存的各種國

家法律、政策與司法制度都要從性別的角度出發，重新檢驗既有的政策是否符合

性別平等的目標。為此，我建議不管在學校教育、職前或在職訓練，應嘗試設計

性別思維的課程予相關服務之實務工作者，反思「性別」差異與本身意義，不同

文化對於「性別」的理解詮釋為何？工作者應以何種位置與價值來看視、提供服

務？此外，避免自己已先入為主之刻板印象端視男性移民，並學習如何與男性移

民對話溝通的工作技巧。 

  其次，可以辦法跨文化家庭之婚姻講座。結合政府機關、民間機構之實務工

作者，就不同型態婚姻移民家庭辦理家庭溝通、澄清、尊重彼此的婚姻講座，以

「家庭」為焦點主軸，理解文化差異造成跨國移民家庭所可能面臨的議題。此外，

也提供「多元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之概念，用以適應不同社會文化環境與

角色，如同後現代主義思維告訴我們，個人經驗與反應之探討應從其脈絡出發，

並關懷自我主體性，換言之，講習的目的不在於單方的適應或順從，更希望可以

促成尊重彼此原生價值信念。 

  接著，可辦理跨國家庭男性的團體活動。正如本文提及，婚姻移民在人際的

擴展上可藉由各類專為其辦理設立之課程活動中結交、認識到其他來自於同地區

脈絡的朋友，此也成為其社交場所與結識朋友的場域。然而當前實務界所提供大

多是以女性為主題之相關方案活動，筆者認為未來可以辦理以跨國婚姻中男性

（不管是迎娶女性移民的台灣男性或是男性婚姻移民）為主題之相關團體，促成

其人際網絡之擴展，分享彼此家庭經驗。除此之外，實務工作者應就團體目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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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單一性別（uniform）與混合性別（mixed）的團體帶來的效益來施行（林萬億，

2006），換言之，工作者可評估對男性婚姻移民的有益影響設計團體，譬如單一

性別團體可能可以達到分享心情、知道自己絕非只是孤獨自我的功效；而包含移

民家庭中男性和女性所辦理的混合團體，或許有助於男性婚姻移民了解到移民家

庭中不同身分角色彼此的想法。 

 二、適恰的職業訓練 

    此外，我也發現到許多男性婚姻移民在原生國所據有的技能，卻在接待社會

中無法找到願意僱用他的老闆。可見得男性婚姻移民在台尋求工作部份，很大部

分受到種族界線的限制與對於國族階級的想像影響。台灣民眾對於東南亞人士有

著既定想像與詮釋，東南亞籍「女性」移民被賦予的形象為是傳遞子嗣或家庭幫

傭等，而「男性」則是只能作工廠基層勞工，無法成為高技術的勞動力。事實上，

歷境不同文化脈絡之移民者擁有更多的文化資產（cultural capital），其可能表現

出更多、更豐富的創意與文化撞擊思維，而這種能量對任何一個社會都是珍貴的。 

  我的建議是政府可因應男性婚姻移民不同的學習需求，設置不同程度的教材

課程，結合志工人力，充分運用校園或社區資源，藉由學習資源的整合，協助職

業技能訓練。政府可仿效原住民業務，將新移民相關業務由專責機構或專人負

責，設制專責人員作職業個案輔導與管理。 

  目前政府需繼續推動就業諮詢服務、推介媒合取得工作權者的就業、職業訓

練服務（可包含通譯人才培訓）等項目。這些服務內容可以思索結合婚姻移民長

才與能力加以培訓，此外也應建立完整且連續的方案，針對不同性別差異的婚姻

移民，建構適恰的輔導機制。 

正如「移民網絡理論」，從研究中我發現到移民者對於其他移民者擁有「使命感」

存在，其也樂意發揮其所才，協助之後遷移的移民者，作為接待社會的台灣，筆

者建議可以依據其才能培訓發展，辦理適恰的職業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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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針對男性移民想法與主體，辦理「批判性」賦權教育 

  Scribener（1984）指出賦權教育意義在於提升個體適應能力，強調自我實用

價值和在特定情境中行使功能的效能（引自吳美雲，2004：69）。一如 Freire（1970）

指出應將賦權(empowerment)的意義與觀念融入成人教育過程中，換言之，這樣

的識字過程中，其向度必須包括人及其世界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轉化世界所獲

致的成果與左右這些影響人們的成果的條件間辯證的資源，學習讀寫必須有機會

讓人們知道其所說的話真正意義（何青蓉，2005）。 

  本研究發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所受的結構壓迫面向包括族群、階

級、性別等面向，其適應經驗可說是多元文化於社會壓迫下的實踐。換言之，探

討男性婚姻移民賦權教育議題，不應從大眾慣有的思考：婚姻移民教育僅是這群

少數婚姻移民問題，而提供基本的識字及生活適應的協助即可。此為表示當前成

人教育是「個人化」的問題，卻忽略了結構性不利處境的反省與探討。可就 Freire

觀點觀之，與移民對話／教育的基礎應建立透過解放式的教學互動基礎，進而使

之能以批判的方式反思東南亞籍男性移民者的位置與角色，進而採取因應的行動

策略。 

  本研究對於當前婚姻移民之相關教育認為可以朝向以下面向努力： 

  （一）考慮到性別面向敏感的教學方式，帶入多元語言與文化觀點； 

  （二）此外在師資與教材也須有性別觀點的考量，反思男性移民受到的結構  

     桎梏壓迫為何，造成他們的行動限制又為何？從中反省、引導可以從  

         事的實踐策略。 

  綜上所述，研究者建議：在移民適應的「賦權」策略中，可就兩個方向去思

考，一為可以自由自在地維持個人的種族認同和個人特質去行使自己的行為；另

一方面則是增強自己在新移民社會別人可能沒有的能力與技巧。從教育過程中，

教導移民者批判性反思自我處境與當前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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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來研究方向 

  回應本研究題目：「國際遷移的另一種視野：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灣

之生活適應」，本文試圖理解與詮釋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經驗與適應，藉

由傾聽數位男性婚姻移民的遷移歷程、在台生活適應、婚姻家庭與人際網絡等面

向，期待能以不同的角度端視婚姻移民之面貌，關照此鮮少人重視之議題。但不

可否認地，誠如上述研究限制中提及本文為一初探性研究，為提供較完整圖像與

詮釋，多方考量研究參與者之異質性與個殊性，或許未能察覺不同來台管道與模

式、國籍、階級等面向皆可能影響其生活適應歷程。 

    柯瓊芳、張翰璧（2007）研究指出，抱持不同社會脈絡之跨國移民在台公私

領域的價值判斷傾向會因原生文化相異而有所不同，為此筆者建議未來研究男性

婚姻移民相關議題時，將可更細膩地針對不同國籍、階級、族群加以分析。此外，

除了以「自我」的觀點視角思量移民者來台後的生活歷境，能否回應全球政經結

構現象與趨勢（eg 夏曉鵑，2002）切入，並就台灣在當前國際勞動流動的位置

與角色（eg 王宏仁、張書銘，2003），則必須有著更宏觀的思考脈絡思索。 

  再者要論述的是，本土跨文化社會工作的實務研究近年來逐漸受到重視（eg

黃盈豪，2006；陳依潔，2008），包括對文化敏感度與文化勝任能力的探討與反

思等面向。此外，一方面回應邱琡雯（2003：28）一再提醒我們「移民不是一個

固定的鐵板，其組成是多層次面向所構成」，另一方面也反省本研究中缺乏實務

工作人員的聲音呈現，我進一步建議未來的學術領域範疇將可多方思量以實務工

作者服務角度探討男性移民服務使用的經驗，當前新移民服務機構擁抱以「女性」

為主體並提供相關服務機制，有否造成男性婚姻移民缺席的原因。而跨文化實務

工作者過去所受教育背景與擔任崗位時面對多元的移民面貌，能否敏感且同理地

覺察其中的差異，並針對不同需求有所反思，這些皆是未來研究中值得重視的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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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探討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經驗，台北縣市、桃園縣人數

雖為所有男性東南亞婚姻移民人數中最多者，然由於居住分散，欲選取有效樣本

原本便有困難，加上選取後有意願受訪者亦不易，因此，在有效樣本的取得上需

花費相當時間。 

一、權力關係重新思考 

  要特別說明的是在這份過程中，最讓我倍感不安與緊張的部份，相較於他人

質疑我的受訪者來源找尋可能有所困難，我更害怕反倒是滾雪球過程過於「順

利」。此種焦慮其來有自，大抵上此研究所訪問男性東南亞婚姻移民來源可分為

三，分別是朋友介紹、相關機構連結、田野場域內關鍵人引介適當人士。 

  上述方式看似「得宜」且「正當」，卻可能產生明顯的盲點與研究謬誤發生；

必須省思的是，我週遭朋友大多是社工界同仁同儕，居中幫助滾雪球的「關鍵人」

（key person）也以社福機構朋友為主，其藉由機構名義主動幫我出擊詢問，想

當然而得到結果是皆「同意」。然則藉由此種關係管道所獲的受訪者在訪問時必

須更為小心，有否可能因為「權力」壓迫不得不接受此研究，他們的回應與答覆

是欣然的、亦或僅是交差了事？筆者曾詢問一位接受類似研究的越南女性移民，

她回答很是挖苦：「是（機構）這裡的人叫的，你們最大…，我哪敢說不。」這

裡我所想要突顯的是，經由不同管道所納進的受訪者，將影響著其願意分享多

寡、吐露哪一部份資訊，此種權力關係是此研究必須承認有其所限。 

 二、受訪者選取與研究方法之限制 

此份研究受訪對象為設籍在台北縣市、桃園縣之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雖

目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後多分布於大都會地區或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城市，但因地

域性差異的關係，各縣市政府所提供的資源及福利措施亦不儘相同，所得到的研

究結果也未必能呈現在台之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全貌。誠然本研究為一初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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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也試圖力求研究參與者的複雜性與個殊性，譬如考量不同國籍、遷移方

式、來台時間等，但囿於本身時間、經費、人脈等因素限制，故沒有呈現台灣中

部、南部、東部等男性婚姻移民的經驗與想法，也缺少探究城鄉差異部分所形塑

的生活模式將有所不同，尚嫌可惜。 

除此之外，生長於台灣社會脈絡已久的我，在與數位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

訪談時，未必能全然進入他們的生命脈絡中，這也是研究限制之一，雖然在每次

訪談之後，我會詢問有經驗的同儕學姊急指導教授，但回顧整體訪談內容中，有

時因敏感度不高而讓許多有意義、關鍵的資料沒有繼續追問，著實可惜。 

另外，一如王行（1998）所言，與已婚男性研究對象進行訪談時，最大的困

難在於男性多半側重於分享具體且實際的生活經驗事件。本研究中也發現到同樣

的情況，又，我也發現到男性訪談對象較不輕易吐露過多情感面的「事實」，進

而幽微地轉化成避重就輕探討日常作息，譬如在詢問其家庭內部互動關係時，男

性婚姻移民多半聚焦於具體的家庭分工方式，對於實際情感面卻不過多著墨，筆

者猜想，一方面或許起因於彼此間關係建立程度不夠，另一方面也與男性對話方

式特質有關，例如前述男性婚姻移民也表示他們也不輕易與朋友們抱怨家庭婚姻

中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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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記於後：自 省 

  我生長的環境脈絡裡，與台灣許多的地區一樣，是個主流論述以閩南文化為

主的鄉鎮。對我而言，從未懷疑過此種形式的生活空間，小小的腦袋裡，天真地

以為這國家、天與地之間本應該如此。與跨文化第一次接觸的經驗是在中學的某

一天，猶記得那是個鬱熱的暑假，由於幫姐姐繳交准考證至苗栗地區某大專院

校，使我初次認識客家庄，那時陌生的言談、迥異的街弄、不熟悉的環境等，在

我心中除了恐慌外，也逕渭分明區隔彼此。－小時候，父母老是吩咐著「客人某

不可娶」，意指不能與客家女性結婚，因為客家人天性勤儉卻斤斤計較…。 

  在我逐步完成此研究的過程中，從沒想過此與自己生命歷程有任何扣連。然

而卻在一次次地聆聽著受訪對象的生命史中，感受到他們對於異文化從新奇、緊

張、適應到決定是否認同歷程中，也彷彿看到自己的影子。求學過程中，從鄉下

到城市、城市到都會，我也經歷了自我認同與矛盾的交鋒相對，好幾次在與別人

聊天時，刻意地提及自己現在居住於台北大安區，卻不加以解釋說明實際－不過

是「暫」居學校宿舍罷了。這樣的外顯行為模式或許看來有些怪異，但可以說是

我對於大都會想像的表象，似乎藉由此種方式好讓我與某些值得欣羨的聲音有所

結合。 

  對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生活適應議題感到興趣始於碩一，當時雖然明確

認定己身將以「跨文化」、「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作為我的研究興趣領域，然而對

於確實主題卻苦無定論，在一次檢視國外文獻時，無意間發現許多學者對於移民

者的視角已從單一性別觀點跳脫，而更期待發掘不同性別、階層、身分關係之於

移民者的生命經驗，探討這之間的關連性。猶記得當時見到此種想法是十分雀躍

的，在本土研究以女性跨國遷移者當道的情況下，能以不同性別角度反思當前的

移民論述，絕對有其研究貢獻性存在，因而決定以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

活適應為研究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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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趨勢、圖像、澄清 

  如上所述，此研究想法的誕生是一個「偶然」，但實際上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生活圖像卻不是一種「必然」。在開啟與這些男性流動載體對話之前，我遇

到最大的難題是當前尚未具有關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本土論述與理論建

構，此種研究位置的缺席就我而言於研究發問、文獻蒐集、方法論部分有著某程

度的侷限，同時間我試圖以西方文獻出發作為思考脈絡起源，也不斷提醒自己兩

者之間移民型態之差異，也反思西方理論文獻運用於本土經驗上的限制。 

  於此之際週遭朋友也給予我許多思考方向，大抵可區分兩種方向：一是認為

男性的移動多半伴隨著資本經濟優勢而遷移，換言之，在此脈絡下的男性移動者

被詮釋的意象是社會結構中的優勢，他們在台的婚姻關係是選擇性趨利弊害之自

由戀愛的表現；另一個想法則是提及，或許因為目前有越來越多的經濟有所成就

的女性，在國內擇偶不易的情況下，是否與外國籍男子進行跨國婚姻是其另一個

選擇，其藉由婚姻關係延續在台生活的機會。弔詭的是，此二種想法雖皆是很好

的指點，但其背後意涵卻有著強烈「我們」父權、國族意識的假設，然而此種就

權力關係的事先妥協卻不符合我希望看到移民者於結構下能動性的期待。 

  後現代主義如此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皆為權力關係的表現，實際上

每個人每日都扮演著多重角色，因其情境位置有不同的詮釋（潘淑滿，2007）。

在我的研究產製過程中總期待著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真實圖像，誠如 Foucault

指出，理解個人的主體經驗應就其特殊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出發，於歷

史的脈絡中詮釋當下的面貌（引自王增勇，2005：53）。知識社會學說到，個人

對知識的追求與其生活經驗有著密切相關，經驗與理論可以說是一種相互糾葛的

共生關係。那麼，決定以「移動男性」作為我碩士論文研究議題的發問與關懷，

又是出於什麼因素與因緣際會？此部份除了滿足自己的好奇外，更重要的亦是試

著釐清解惑自己這些年移動過程中，也時常有強烈抗拒、排斥、適應、接受等各

種情緒交織於在異鄉的我，或許某程度上也與「認同」與否有關。上述的反省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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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而言讓我得以從「為其代言」之焦慮中找到了出口，建構在「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位置也提醒我不斷反思與解構。然而這樣地說明由來

或許過份且牽強，真實圖像裡的跨國婚姻男性面臨到各類議題與焦慮著實比我複

雜許多。此部分我想特別提到這幾段文字，主要說明我與研究參與者彼此關係絕

非僅於研究主客體之間而已，更企建構於反身性（reflexive）的存在經驗，而非

將自身的意識抽離於此研究外。也因為此種信念，我每每可以在某些男性婚姻移

民表達他們想法經驗時，見到一個另一個真實的我，一個具體的個體。 

 二、我與跨文化對話與反思 

  多年前我曾參與系上辦理的國際交流活動，隨著師長、同窗們至上海等地進

行兩岸社會工作觀摩與相互學習，目光放置於不同脈絡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演

進。上海做為一個新興且開放的都市，其接納兼容來自全世界各種不同的人種族

裔，也帶給這城市豐沛的生命力與多元性。諷刺的是，藏匿於五光十色之下，上

海同樣有著成千上萬的遊民散落在黑暗的角落裡，與週遭聳偉的建築物成為迥異

的對比。同行兼導遊的上海大學生看出了我們眼中充滿的疑惑與不解，她這麼說

道：「這些人是來自於全國各地的藍領勞工，找不到工作只好落得此田地。」言

語雖一派輕鬆卻流露些許歧視。 

  與國內「外籍配偶」們認識接觸則始於隔年秋季，當時參與系上老師正在執

行的研究計畫，因而有機會深入來台東南亞籍女性婚姻移民的跨國家庭內部，進

行所謂的結構式訪談。清晰地記得某次訪談中途，受訪對象的手機響起，正當受

訪對象享受著與朋友天南地北談天時，攝住我目光則是注視到她的先生與婆婆站

在另一邊的轉角裡，仔細聆聽著她的談話內容。他們的「監控」代表著什麼意思，

是怕她結交壞朋友、抑或吐露不該說的話？ 

  一年以來跨文化研究與對話，我的關懷視野從單純地關注性別、族群、階級

差異在男性移民身上所產製的「現象」轉而重新反思社會結構桎梏，突然間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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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能理解某些令我瞠目結舌的回應。例如前述明成強烈聲明否認他與女性婚姻

移民的關聯、或者他向別人表露自己是大陸偷渡客而非印尼人，此對於身分的隱

晦不言，或許可看待為對應外界質疑的一種手段。雖然田野中沒有發現到明顯上

述女性移民面對來自家庭親友監控的現象，卻看到了來自整個社會的監視，這是

我進行研究前始料未盡的，為此我變成逐漸反省作為接待社會的我們每一成員，

是否帶給東南亞籍人士莫大的壓迫與限制。 

 三、未來：課題與實踐 

  伴隨近年餘的論文轉眼間進入尾聲，在這個燠熱的夏季時刻。看著此研究從

發問關懷、進入田野脈絡對話、發現與分析至今終於浮現較為完整的輪廓，雖然

欣喜萬分，卻遲遲不知如何下筆書寫結尾。我在遲疑什麼？又或者可以質問我在

擔心什麼？心中像是扎入一根小刺般，卻無從找起根源。 

  試圖擱置論文，我將重心轉為準備月底的證照考試，在浩瀚無窮的書海知識

中暫卻脫離難產多日的研究產製。一面複習著專業課程的筆記心得，另方面也回

憶起大學以來的過往，看著歪七扭八的筆跡、稚氣地記錄著當時的點點滴滴。無

意間翻閱到第一堂課的逐字筆記，那是剛入大學殿堂、初次與社會工作專業知能

對話：「社會工作（social work）是一門助人的專業（helping profession），其建立

在利他主義作為原則，以實現社會正義為宗旨」（楊培珊，2002）。煩悶多時的疑

雲團霧頓時豁然開朗。 

  數年來專業的訓練，有幸在多位治學嚴謹先驅的教導薰陶下，社會工作的理

念與價值早已深植我心。然而我的社會實踐在哪？有否認真地面對此議題所關懷

的結構／權力限制與壓迫？研究中不間斷地檢討反省或許僅是個人唯心且自戀

的論述，不過是為了解除我缺乏實踐行動之焦慮而尋求的內縮出口。然而再多、

再深沉的反思與自省不過仍是一種「想法」，如何與「實踐」結合，更是面對多

元社會的重要課題。如同夏曉鵑（2002）提醒：「…更重要的是，須進一步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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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轉為行動，並置身集體行動，改變我們所反省與批判的噬人社會。」（頁 26） 

  近年來，台灣社會迅速增加的東南亞婚姻移民／跨國移工，以及由此而生的

移民政策爭議及社會關懷，都引起政府及國人的注意。但我們在看待他們時候態

度又是如何的？是該以開放的心態來歡迎，還是鎖國態度，認為移民會玷汙我們

民族，搶走我們工作來看待他們？不但給自己反省，也在研究後的確有更明朗的

答案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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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適應的研究訪談大綱，本研究

所欲深入探討的主要問題面向包括：發展背景、來台生活適應經驗與歷程、家庭

婚姻互動關係、社會網絡的建立與擴展。 

  本研究僅提供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者保證所蒐集的資料將做到絕對保密，並

願意負相關法律或道德責任。感謝你的配合與支持，提供國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

生活圖像有多一份認識與了解，感恩不盡。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生 林漢岳 敬上 

 

訪談大綱 

（一）想了解您來台的背景脈絡為何？ 

1. 請您描述一下進行跨國婚姻的脈絡與歷程。當時的想法考量為何？ 

2. 是在怎麼樣的情況認識您太太的？從認識到結婚的經過為何？ 

（二）想知道您在台生活適應情況與歷程經驗。 

1. 您來台灣有沒有什麼你覺得蠻不錯或不舒服的生活經驗？這你影響為何？

如何因應？ 

2. 請您描述原生國與台灣文化的異同。在食衣住行各方面。 

3. 你覺得台灣社會人民對於東南亞籍男性移民的態度如何？你自己對這樣的

看法覺得如何？ 

（三）想知道您與家庭成員互動型式是怎麼樣的？ 

1. 你與家人成員相處上遇到困難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您們如何回應處理？ 

2. 家庭生活中事情的決策通常都如何決定？此時你扮演的角色多半為何？ 

3. 日常生活中，你與太太的家務分工為何？為於此種的性別分工關係，你有

的想法為何？ 

（四）想了解您在台灣時人際關係互動與擴展建立方式？ 

1. 在台你多和什麼族裔的人相處？平常你們喜歡在哪休閒？他們對您的意義

為何？ 

2. 當您有困難時，這些朋友會提供你怎麼樣的協助？你又怎麼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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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肯參與本研究，請仔細閱讀以下的內容，同時於正式參加本研究之

前，您可以詢問任何相關的問題。研究者目前就讀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此為研究者的碩士論文，研究題目為「國際遷移的另一種視野：東南亞

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灣生活適應」。 

 

本研究目的則希望了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來台的心路歷程並深入探索

其在台生活適應的議題及如何看待理解自己適應經驗，探求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

在台與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及求東南亞男性婚姻移民社會人際網絡的建立與擴

展。本研究者的程序擬進行一至二次的訪談，每次的訪談時間為 60-90 分鐘，訪

談的過程將全程錄音。 

 

  您所提供的訪談資料，研究者保證不隨意公開，並以匿名的方式呈現。最後，

再次誠摯的感謝您對本研究的貢獻，也因為您的參與，使我們對於東南亞男性婚

姻移民在台的生活適應經驗有更深一層的了解。最後，在研究的過程中若有任何

疑慮，請隨時跟研究者 林漢岳 0921-309476 及研究者的指導教授 潘淑滿博士

(02)2356-0221 轉 173 聯繫。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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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