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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美國是移民國家。1965 年新移民法通過後，赴美國加州地區投資或從事科

技業的臺灣移民受到美國高科技業的重視。然而，隨著世代交替，跨海至美國的

臺灣移民在型態上已與第一代高科技移民不盡相同，現在的臺灣移民屬於網路世

代。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以求達到資料的完整性。網路世代移

民有下列特徵：首先，該群體主要集中於有生產力的青壯年勞動階層，且教育水

準極高，並學習專業技術。他們多以留學生的身分前進美國，在美國完成學業後，

進入科技產業就業。此外，網路世代移民不僅著眼於「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產業，而是將其求職視野拓展至整個美國的高科技工業。第二，臺

灣人的社群網絡互動熱絡，達到促進移民適應良好之效。網路對於社群網絡的活

絡更是功不可沒。本研究提出二個推論：其一，網路促使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

轉型：從「人際網絡」到「網際網絡」。其二，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的移民意向

更為彈性。 

 

關鍵字：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臺灣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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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U.S.)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Sinc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was signed, Taiwanese immigrants who have invested or 

engaged i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California have received the attention from the U.S. 

high-tech industry. As generations alternate, the current Taiwanese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This study uses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high-tech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S.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this group of immigrants 

mostly belong to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and they are currently in young adult age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They are well educated and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Most of these Taiwanese immigrants arrived in the U.S.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entered the high-tech industry after gradua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 the 

Silicon Valley area,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C) industry, is still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 for high-tech immigrant employment, current Taiwanese 

high-tech immigrants have expanded their career horizons to the industri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ive interaction inside Taiwanese networks 

also helps on the immigrants’ adaptation in the new country. Comprehensive words, 

this study conducts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career, life, and immigration 

intention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high-tech immigrants in the U.S. There are two 

inferences concluded: First,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the model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aspect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job-seeking employment. 

Second, the high-tech immigrants of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are more flexible on their 

immigration intention, and they tend to not immediately decide on a permanent 

settlement. 

 

Keywords：Net Generation, High-tech immigrants, Taiwanese immigrants,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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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移民現象的建構是涵蓋了經濟、歷史、地理、社會學的研究範疇。探討的內

容主要包括「移民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

民流量的增減？」等。關於臺灣移民在世界各地的起源與發展中，美國的臺灣移

民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 

美國是移民國家，1965 年新移民法修正後，赴美國加州地區投資或從事科

技業的臺灣移民受到美國高科技業的重視。加州矽谷地區的科技業發展，為 1965

年後美國經濟興盛的主因之一，矽谷科技產業能蓬勃發展，華人扮演重要的角

色。其中，來自臺灣的移民對矽谷經濟有極大的貢獻。 

時至今日，美國的臺灣移民在型態上已與第一代高科技移民不盡相同。當前

在美國工作的高科技人才屬於「網路世代」，這個移民群體有幾項特徵：首先，

主要集中於有生產力的青壯年勞動階層，且教育水準極高，並學習專業技術。這

些臺灣新移民多以留學生的身分前進美國，在美國完成學業後進入科技產業就

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矽谷地區仍為高科技移民就業市場最蓬勃的地區。然而，

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不僅只著眼於矽谷地區的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

產業，而將其視角放大到整個美國地區的科技相關產業。第二，網路世代的臺灣

移民擁有進取的精神及無限的創意，是臺灣移民能在美國科技產業穩腳步的原因

之一；而臺灣人的社群網絡互動熱絡，亦達到促進移民者社會適應良好之效。綜

上所述，網路世代的臺灣高科技移民是值得探討的課題。是此，本研究的目的為

探究網路對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型及其社會適應，以及網路世代的移民意

向。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主題闡釋 

誠如第一節所言，在移民研究中，研究者必須回答的主要問題如下：「移民

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民流量的增減？」

在移民研究當中，最耳熟能詳的是「推拉效應」（push-pull effect）。推拉效應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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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架構的解釋了移民的型態，但並非一深入細緻的理論。特別是在後工業時代，

推拉效應所描述的那種移民供給與移民需求能夠自動調節而達平衡效果的現象

早已不復存在（盧倩儀，2006）。在矽谷高科技移民的研究中，多以經濟因素為

討論主軸，也就是強調矽谷的市場拉力，歸因是造就移民的主因，早期臺灣的高

科技移民研究也不出其右。那是一種宏觀的描述方式，具有系統性與規模性的專

注於大批移民。然而，筆者以為在現今社會，一個全球化及多元化的時代，移民

現象可以嘗試用新的角度做討論。對於具有高學歷、高薪資的高科技移民而言更

是如此。在移民研究的框架下，筆者期冀以較微觀並細緻的方式探討移民者的思

路與動向，以「人」為主體，更能釐清高科技移民的意向，亦能開拓臺灣高科技

移民研究的新視野。 

本研究關注的主題有二： 

第一，網路造成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型。本研究探討的移民型態改變，

主要議題是移民者在美國的社會適應，筆者認為網路會造成移民群體在美國的社

交行為改變。討論的子項為「當前美國科技移民的生活概況」、「社會支持」。人

際網絡固然是臺灣移民群體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加入「網路」的催化，將促

使移民社群的聯繫模式改變。舉一例說之。由於網路的盛行，社群網站 Facebook

已成為臺灣人聯繫感情與生活訊息的重要平臺。在這樣的風氣之下，擁有

Facebook 優勢的各校臺灣同學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臺灣同鄉會的功能，

例如：就業訊息。網路平臺的優點在於成功結合訊息管道與人際網絡，在互通有

無上更為迅速，成為新一代移民者依賴的網絡。 

移民型態的轉變亦包含移民者的就業選擇更多元。同樣從事高科技產業，第

一代的高科技移民群體多進入矽谷的 IC 產業任職，這點在前人的研究中已有豐

碩的成果。筆者探詢第一代臺灣移民美國的工程師及近年研究中，皆指出「矽谷

的臺灣工程師變少是因為赴美留學生變少了」的看法。然而，在《科技新報》的

專刊〈誰說美國夢不在？留美工作簽證申請人數年年增〉（黃嬿，2016）與 CNN 

的報導〈High-skilled visa applications hit record high - again〉（Sara Ashley O'Brien, 

2016） 中可以得知，赴美留學及工作的高科技業人才仍在穩定增長中，且紐約

等州也加入協助高科技人士獲得工作簽證的行列。此外，從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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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朱柔若（2016）的研究中也指出留學生人數並未如想像中的縮減，代表「留

學生」與「赴矽谷就業」這當中出現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高科技人才在選擇

職業時，不再僅限於矽谷的 IC 產業。 

 

圖 1 赴美國留學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教育部（2016）。1998-2015 各年度我國學生赴主要留學國  

家留學簽證人數統計表【原始數據】。未出版之統計數據。取自  

http://ws.moe.edu.tw/001/Upload/7/relfile/6656/48902/e1a16e73-b807-4d3b- 

9e06-56f4f664ab51.pdf 

 

第二，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的移民意向。誠如前段所言，過往的移民研究多

以宏觀的視野探討移民現象，討論移民者從原居國到移居國的模式。然而，在全

球化已成熟的現今，資訊科技的發達，移民者的思維不再是直線前進，而是富涵

多元發展的考量。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OM）在《2013 世界移民報告》中指

出，現有的諸多研究與政策討論都聚焦於遷移過程及其在總體上給社會經濟帶來

的影響。因此，遷移對移民者個人生活的影響很容易被忽略。《世界移民報告2013》

選擇聚焦移民者自身，以及遷移如何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其採

用蓋洛普公司的調查，內容包含移民者生活的客觀因素（收入、住房、營養狀況

和就業機會等），以及他們的主觀看法和感受（生活滿意度、正面情緒和負面情

緒等）。移民者不再被看作被動的調查主體，而應有機會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

 



4 

 

與普遍聚焦於無主體的社會經濟動因不同的是，這種方法更加注重經驗維度，將

有助於決策者制定出更加符合人類利益的政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4）。本

研究運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研究基礎討論高科技移民者的動向，在

筆者初步蒐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現今的移民在移動中有更多的選擇，亦出

現來回母國與移居國或第三國的現象（圖 2）。易言之，人的移動可能性與效率

提升了。尤其對高科技人才而言，網路是該群體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溝通媒

介，浸潤在高科技行業與社會中，即使是與前人一樣的移動路徑（從臺灣到美

國），其思維應有其獨特性，並且在移動的路徑中更為彈性。總上所述，筆者希

望著重在「人」的主體上，發掘屬於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的意向模式。 

 

A地 B地

A地-B地-A地

A地 B地 C地

A地-B地-C地-A地  

圖 2 移動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圖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網路世代 

「世代」指的是一個出生集群（birth cohort）（Davis, Pawlowski, & Houston, 

2006），易言之，出生在同一個時期的人們通常被視為一個群體，他們擁有共同

的興趣、經驗及態度，而群體與另一群間有顯著的差異性。Hartman（2005）指

出在某一特定世代成長時，當時可得的科技會影響他們的行為、態度和期待，人

們會將科技內化，進而形塑在資訊使用及通訊的方式。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認為千禧世代學習者（New Millennium Learners）是指 1980 年後出生

的人，他們是被數位媒體包圍下成長的第一代，又稱為網路世代（Ne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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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icher, 2006）。本研究定義的網路世代採 Don Tapscott 的觀點，Don Tapscott

（陳曉開、袁世珮譯，Don Tapscott，1998）認為網路世代是 1977 年後出生的人

們，這個群體受到網路及科技影響，發展成新世代，網路對他們已是生活中不可

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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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欲探究網路世代臺灣高科技移民的情形，必須先瞭解該世代的人格特質。然

後，將其放入移民的架構中進行探討，並輔以美國新近華人的相關研究作比較。

是此，筆者將在本章中針對網路世代相關文獻、移民相關文獻、美國新近華人相

關文獻分述討論之。 

第一節 網路世代（N 世代）相關文獻 

一、網路世代 

在網路與科技的環境包圍下成長的人們，與上一個世代所擁有的環境不同、

資源不同，被稱為網路世代，又稱為 N 世代（Net Generation）。網路世代是第一

個浸潤在數位的世代，在他們能開口說話前，其周遭已經充斥了各種數位工具，

對這個世代的人們而言，運用科技猶如呼吸空氣般的自然，科技是其生活之必需

品；此外，藉由網路之連結，網路世代亦為第一個真正感受全球化的世代（曾世

君，2015）。網路世代的人們已將科技內化成生活及價值的一部分，也可以說，

從前的人不知道使用電腦及網際網路的優點，而網路世代卻難以想像沒有電腦及

網際網路的日子。筆者認為，網路世代的人在個性特質上因為受到網路與科技的

影響，會有其族群獨特的思考模式，不論在求學、工作，或是移民的決策上，皆

有值得探討的地方。柯志恩、黃一庭（2010）曾提出網路世代學生之訊息處理的

特色為：  

1. 習慣大量且強烈的聲光刺激，接受訊息的閾值（threshold）不斷提升。 

2. 對於數位訊息的快速流動形成一種自動化反應技能，所以當回歸文本上

的文字，較不能引起其興趣。 

3. 於操作電腦時可以同時開啟多重視窗，進行多工處理。 

4. 資訊取得容易，知識架構是拼貼的，其邏輯性較不紮實也較不合乎邏輯。

但在創意的發想，確實能展現出令人驚奇的創意設計。 

網路世代的研究先驅 Don Tapscott 認為，網路世代的族群有十個文化特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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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討論：尖銳的獨立自主性、情緒及智力的開放、包容性、自由表達與強而有力

的主張、創新、早熟、深入探究的精神、立即性、對於企業利益保持高度敏感、

認證及信賴（陳曉開、袁世珮譯，1998）。在網路科技陪伴之下成長的網路世代

擅長處理大量資訊，且他們上網的時候懂得保持存疑。此外，他們從網路遊戲世

界裡的公會，學會並精進協同工作的能力，而在現實工作環境中，他們也習慣這

麼做。網路世代花很多時間上社交媒體。在這個數位時代，他們對於交朋友有自

己的方式。不像父母輩一般定期舉辦家庭派對維繫情感，而是透過 Facebook 等

網路媒介即時溝通。網路世代是主動的創造者，他們上網不只接收資訊，更試圖

創造一些新點子或內容（羅耀宗等人譯，1998）。 

二、網路對高科技移民的重要性 

現今網路社群發達，出其不意將現實與網路的新舊移民者們合縱連橫串聯起

來，思維相近的移民者容易對周遭事物形成共識，進而群聚於生活、於網路社群

之中，跳脫侷限於華人實體舉辦的組織。不過，仍然必須肯定網路帶來的效應是

正面的加乘效果。實體與網路組織的交錯，活化了移民者們間的人際關係，使得

新移民者能在孤身困境中找到生存之道。關於網路重要性在人際網絡及移民生活

的展現，將在第一段落討論之。 

（一）網路組織的特色 

網際網路用戶構成的社區將成爲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結構將越來越接近

世界本身的人口結構。而網路真正的價值不僅和資訊相關，更和社區相關。資訊

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國會圖書館中每本藏書的捷徑，而且正創造著一個嶄新

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關於網路的重要性，很大一部分展現於網路組織的活躍。 

網路組織是近代新興的組織型態，促使網路組織形成則是資訊技術。相較於

傳統組織多為常態、靜態，必須負擔龐大的組織經營成本。成員間有正式而且牢

固的從屬關係及感情的依存。網路組織特色是較為動態，強調資訊連動的迅速，

網狀的價值鍊也能合串起其他組織的系統。無組織實體存在，網路組織來自於多

方多個自由意識的個體成員。組織成員各自肩負個別核心專長任務，網路組織整

合成員結合後的效果。倘若無資訊科技、網路，則網路組織難以實現於現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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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網路組織亦無需負擔其它的組織營運成本，成員與資訊的有效傳遞才

是被強調的。 

網路組織得以存在，是基於其能夠契合時代的演進。組織及團隊虛擬化，首

先可見交通往返的時間成本、辦公室設施及固定成本等皆大幅地降低；再者，成

員將有更多的彈性時間表達意見或完成任務。易言之，網路組織能克服時間、地

理之限制為其一大特色，無受限地運用各地之資源。成員可在世界任何一角參與

組織事務，亦能有效率地及時反映意見。此外，網路組織能快速因時制宜的轉換

且利用資源，緊握每次機會傳遞訊息，相較傳統組織更有競爭優勢。 

網路組織成員跳脫以往必須群聚才能解決問題的模式，也不需墨守既定組織

規範與制度，所以面對瞬息萬變的不確定需求，相較傳統組織的成員，更具機動

與彈性。同時，網路組織成員間的關係與契約，也不若傳統組織那般固若金湯，

組織成員可以隨時為了自身的需求，參與、離開，這樣的特性，使網路組織隨更

能面對時代的洪流。 

簡而言之，網際網路即為網路組織的充分條件。網路科技普及化，使得網路

組織悄悄地林立於虛擬世界中，這是不可抗拒及避免的趨勢。網路組織整合了組

織設計、資訊技術及人力資源三個層次，打破有形疆界，產生了一種沒有時空隔

閡的新概念，尤其透過網路科技把人們串連起來。這樣的現象把移民帶入全新虛

擬「視」界，用不同角度方式去看待移民組織。再者，針對網路組織，必須屏除

從前的團隊觀念與組織理論，因為新的生命來自於新的思維。在這股虛擬化的趨

勢洪流之中，如何快速有效掌握資訊、運用資訊，也是移民組織思考的方向。 

（二）網路在移民生活的普遍性 

人無法脫離群體而索居，自上古時代至今皆是如此，網路世界又是如何呢？

網路係一個嶄新的人際互動範疇。工作上，它為移民們創造更多元的機會。人際

關係上，它顛覆傳統溝通方式，創造一個全新的溝通管道，而且慢慢有取代傳統

聯絡網絡的趨勢。在本研究中將嘗試印證，網路促使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

型：從「人際網絡」到「網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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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移民相關文獻 

在移民的相關理論中，跨國主義是新興並備受關注的移民理論。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是 1990 年代後興起於西方學術界的研究理論，由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貝絲（Linda Basch）和布蘭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提出，

主要用來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移民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現象。

（潮龍起，2007）基本意涵為：移民形成與維繫的多重的聯結原籍地與定居

地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進程。他們把跨國主義界定為移民構建和維繫連接其出

生地和定居地，這個多重社會關係的過程。移民不能被看成是「拔根」的。許多

移民是跨國移民，他們深深紮根於他們的居住國，但又維持與母國的多重聯繫。

當今的移民最適合被理解為「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其主要涵義為：日常

生活依賴於跨越國界的多重性的和經常性的相互聯繫，其公民身分是在一個以上

的國家中構建的人（潮龍起，2007）。 

跨國主義中重視新的資訊通訊和交通運輸技術的高速發展，並認為全球化浪

潮是導致跨國主義發生的重要的社會背景。跨國主義認為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具

有重要意義，跨國移民的生活無疑最佳演繹，他們所建構的跨國空間不僅擺脫了

地理的物質束縛，也擺脫了國家的領土制約。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和跨國社會網絡（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的提出成為跨國主義研究

的重要的理論突破，而跨國實踐（ transnational practices）、跨國社會空間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跨國認同（transnational identity）是跨國主義的討

論重點。丁月牙（2012）指出，跨國主義探討的主題為：由人們或者機構所建立

和維持的跨越國界的網絡，以及通過該網絡而產生的各種互動和交換關係。它的

行為主體可以是移民、社區、民間組織或者政府和跨國公司，其內容是跨越國家

界限所建立起來的各種聯繫和活動，其範圍跨越了政治、文化、經濟和意識型態

等各領域，其發生具有一定的頻率、廣度、深度以及持續性等特徵。綜上所述，

跨國主義提供研究者一個新的思維，透過動態變化而複雜的現象表層去尋找潛藏

於深處的某些規律，並提醒研究者突破傳統的邏輯，尋求更為靈活的解釋。 

運用跨國主義闡釋海外華人的移民討論者，劉宏提出了一份宏觀的研究。在

十九世紀末的「海外華人」研究中，研究的核心不離民族國家以及領土性、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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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territoriality）。實質上，這是反映了這種民族國家視野和框架下的一種定向

思維，其所強調的是華人與政治上的國家疆界之間的不可分割性。劉宏（2002）

提出了「跨國華人」一詞，指稱為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地同出生

地聯繫起來，並維繫起多重關係的移民群體。這些群體中，一大部分人擁有王賡

武教授所稱的「可攜帶技能」（portable）—受西方教育、通英語、所從事的職業

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可能性。跨國華人的形成是當代全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

「沒有邊界的世界」的產物，而資訊與交通技術的發達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

他們的社會場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線為特徵。作為

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他們講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擁有

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手段。 

在跨國主義的研究中，少見較微觀、細緻的類型。劉宏的其中一份研究恰好

作為一個典型。劉宏（2013）認為，由全球華人社會和商業網絡組成的制度化軌

道已經形成，而新加坡處於全球性華人跨界網路復興的核心位置。劉宏（2013）

的研究〈跨國華人社會場域的動力與變遷：新加坡的個案分析〉中指出海外華人

與故鄉的多層互動，推動了跨國華人社會場域的形成和發展。1980 年代，在全

球化及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下，促使新加坡華人與僑鄉之間非正式制度化聯繫的

重建。以跨國實體的本質而言，該場域透過新聞通訊、網站，以及不同的文化與

慶典活動等，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祖籍地理念的創造和傳播。非地域性是華人新

移民社團的另一個特徵。又，移民的持續流轉，使得移民的社會網絡在一個以上

的社會中被不斷建構和重構。在此過程中，海外華人借力於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

跨國網路與故鄉建立起穩定的聯繫，推動著人員、觀念、商品和資本的跨國流動，

當然，「國家」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股力量不只影響社會及商業，更涵蓋

經濟、政治和文化互動，亦促成集體性的華人散居者之群體認同。然而，國家的

力量雖不可抹滅，但是，大力推動跨國華人社會的關鍵性制度機制卻是各種華人

社團。 

吳前進（2006）在〈「僑鄉」探詢：跨國主義的分析視角──李明歡教授《福

建僑鄉調查》述評〉中提出自身見解，交織僑鄉研究及跨國主義之紋理，其認為

「僑鄉」研究的跨國主義視角，透過逐一個案調查得以成型，並完整勾勒有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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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僑鄉的歷史真實。換言之，福建僑鄉的跨國主義解構，恰是認知中國僑鄉的有

效路徑之一，並為日後的中國僑鄉研究奠定步伐。 

劉燕玲（2015）在〈居住國、跨國和全球視角――美國華人身分認同研究的

文獻述評〉文中，從居住國、跨國、全球視角對美國華人身分認同研究的相關文

獻進行初步的歸納，並分析這三種視角的不足。研究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下，

居住國視角顯得過於狹隘，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意味。相較之下，

跨國視角是當今較為符合客觀事實的研究。不過，劉燕玲（2015）認為跨國主義

仍在發展階段，許多概念尚為模糊，故仍待研究學者們盡可能的展開實地調查，

使得跨國主義的移民理論更完善。 

論及流動性身分認同，Ong（1999）在其出版的《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提出了「彈性公民身分」（flexible citizenship）

的概念，探討華人移民的身分認同。由於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以及全球經濟趨

勢，華人移民時常隨著各種需要跨越各個國家，而身分認同亦隨居住環境被彈性

處理。不過，其所言之「彈性公民身分」通常是基於商業利益之上，並非解釋運

用於普遍移民。 

Pia Orrenius 與 Madeline Zavodny（2010）在《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2010 年度報告》中發表論文〈From Brawn to Brains: How Immigration Works     

for America〉。文中指出美國需要改革，提升受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合法移民至

美國的機會。研究者認為由於移民的快速增長和美國本土的人口增長緩慢，外國

出生的勞動力工作者在過去 15 年中快速增長，佔了美國將近一半勞動力來源。

然而，公眾的注意力僅僅集中在大量的低技術移民，卻忽略在同一時期中，數量

迅速攀升的高科技移民。這兩位經濟學家在論文中援引了經濟和人口數據，並指

出高科技業界領域中，移民傾向於進入正在擴張的領域尋找工作；而在這些領域

中，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才無法提供足夠的需求，所以高科技移民填補了人力缺

口。此外，Pia Orrenius 與 Madeline Zavodny（2010）也呼籲美國政府應正視移民

政策的適切性。就發放綠卡的政策實施面討論，企業主為高科技移民和其家屬申

請的綠卡，只占美國政府每年發給綠卡總數的 15%。整體而論，受過高等教育的

移民對美國國庫的貢獻，比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工作者對國庫的消耗更大。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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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移民適時填補了美國的科學、工程、通信科技、醫療保健行業等高科

技產業相關職缺，這些高科技移民帶來的創造力，為美國的高科技產業注入了活

力。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公

布的全球移民報告指出：為了滿足國家經濟增長需要，吸引高技術、高學歷勞動

力，又不對本國國民就業、社會資源形成壓力，很多國家限制了永久居民的數量，

增加了臨時簽證的比例（中國技術移民網，未標註日期）。以美國為例，1985 年，

美國發放的工作簽證僅 4.7 萬多份，但 2004 年已增加到 38.7 萬份，10 年增長了

7 倍多。與此同時，永久性居民的數量基本持平。美國近 20 年內為了保持競爭

優勢，調整了移民政策，增加了大量短期移民的數量，大批外來科技精英成為推

動美國科技進步的重要力量。外來移民大大加速了科學技術進步。根據美國科學

基金會 2006 年的評估，全美約有 35%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在外國出生（中國技

術移民網）。 

第三節 美國新近華人相關文獻 

針對 1965 年以後的美國華人移民研究，多聚焦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區

塊。筆者將針對前人的研究中，與本文主題連結性較強的高科技產業移民及矽谷

地區的華人活動作為主題，進行回顧並討論之。 

美國華人的起源，當屬十九世紀美國西岸的淘金潮為始，當時仍為契約勞工

的年代。朱平、潮龍起（2010）撰寫的〈早期美國華人移民原因新探〉中，從宏

觀、微觀及中觀層面分別進行早期美國華人移民因素探討。文中強調早期華人移

民美國的相關探究，常流於單一層面，時有失了偏頗之情形，因此本篇從上述三

層面全面進行分析。得到結論為，宏觀層面需運用推拉理論進行分析，中國內部

的經濟動盪及蕭條為推力，適逢美國在珠江三角洲提供工作機會及較高的待遇，

成為移民者的拉力；中觀層面提及網絡理論和累積效應，加上排華法造成僑鄉民

眾更緊密團結、克服萬難的跨越移民限制，使美國華人社區得以一定規模常存美

國社會之中。微觀層面則說道珠江三角洲能提供規避風險的地區及追求跨國利益

的最大化行為。因此，想深入瞭解早期美國華人移民因素，必須從各層面進行探

討，才能得到最完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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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歷史的洪流。隨著時代的演進，華人移民在不同時期的美國環境中，

也需以不同的視角看待。洪玉儒（2016）〈美國移民與族裔關係理論演進〉文中，

梳理美國社會從主流的英裔社會的同化觀、1960 年代民權運動興起所帶動有關

少數族裔與移民文化研究的「多元主義」，到 1980 年代後以族裔認同為特點，

提倡各族裔文化應處於地位平等，同為美國社會共同組成元素之一的「多元文化

主義」之間的轉變。1965 年《哈特-謝勒移民法案》（Hart-Celler Act），及 20 世

紀後半葉全球化（globalization），加速移民族群多樣化的現象。美國主流社會對

族裔與移民認知的轉變，從「熔爐論」、「文化多元論」轉型到更強調多元族裔平

等價值觀及族裔自我認同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熔爐論」、「多

元主義」與「多元文化論」等主張各自反應移民與族裔間關係及其對應的社會地

位升降間的微妙平衡。這樣演變的過程，不只顯示美國社會歷史發展架構中，移

民與少數族裔社會地位的提升，同時也呈現在不同時代因應不同的需求，對移民

與族裔的價值觀的質疑與肯定。 

關於華人移民在美國社會角色的轉變，亦是移民領域中深受探討的課題。陳

靜瑜（2006）撰寫的〈1965 年後美國華人社會菁英階層之研究〉頗具代表性，

宏觀的一覽華人移民階層的轉變。他提出華人移居美國已從「落葉歸根」轉變成

「落地生根」，移民素質也從農工階層轉換成專才階層，故該研究者針對階層的

轉換進行了深度探討。二十世紀的移民不若十九世紀的移民一般，對於祖國的一

切深烙在心，並相信「落葉歸根」靈魂才能真正得到安息。內文指出，華裔菁英

階層雖在美社會經濟地位已顯著提升，但仍難以進入政治、經濟及決策等核心部

門，權利分配中仍屬不平等。華人在 1850 年因加州淘金熱進到美國，後因 1882

的排華法案，移民被迫中斷，直到 1952 年才停止對華人移民的排斥。在 1965 之

後，新移民法修正，再度吸引高技能勞動者移入美國，滿足其經濟發展目的。並

於 1968 年實施新法令，使中國移民以平等的機會移居美國。也因此，模糊了傳

統認知的菁英階層，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傳統菁英群體」、「社區服務菁英群

體」、「混合群體」。美國菁英帶著原有的文化價值觀與族群的認同，融入美國社

會之中，找尋並實踐心中的各種成就，成為顯眼的少數族群，地位及形象皆已有

所提升，但要能躋身主流和上層，仍有一段漫漫長路。李巧雯（2005）的研究〈美

國華人新移民社會發展與適應之初探〉中，首先談到早期的華人移民多以華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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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形成聚落，彼此互通訊息並相互扶持。因為生活環境都侷限於華埠，因

而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步調十分緩慢。1965 年是關鍵的一年，美國修訂新移民

法，其原則為強調家庭團聚，並允許來自世界各國的專業技術人才赴美。是此，

大批赴美的華人移民多為具有專業技術的科技人才，此階段的華人移民素質有別

於戰前的華工。1965 年的移民法修正後，改變了美國華人的來源、組成和經濟

發展及生活等層面。以社會參與來說，新移民積極組織各種協會，嘗試提升美國

政治的能見度。外在目的是希望改善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移民的歧視與偏見，而

內在表現上則是從「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政治與經濟又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因此，經濟情勢的改變可歸因於政治態勢的轉變。以國際政治及美國政局

的角度切入，經過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移民的政策逐漸採取鬆綁

的走勢，降低移民條件的限制。正因為如此，1960 年代之後，美國在高科技產

業的起飛及興盛，有一大部分須歸功於這批華人移民創業的成果。從法律地位來

看，華人經濟與美國經濟是融為一體的。再者，美國華人經濟結構具有多元化的

特點。在個人的政治態度方面，新移民傾向從「對政治的漠視」轉變成「積極參

政」。在社會適應的部分，華裔的質量由一元化、兩極化（1980 年代至 1990 年

代）到進入「中間突破」階段（1990 年代後），主要與美國移民政策從 1965 年

代開放以來，讓華裔專業人士、商人及依親者赴美，結果亞裔移民成分變得複雜

化。然而，華人移民在美國社會仍有許多困難與挑戰。首先，「玻璃天花板」的

限制與「模範少數族裔」的誤解是華人移民難以抹滅的標籤。此外，華人新移民

家庭在美國環境中，也必須調和文化適應與衝擊。該研究者在這個主題上著重於

探討美國華人新移民的家庭範疇，以及華人新移民家庭如何適應美國的文化，以

及面臨內外在環境的衝擊與挑戰。在家庭適應的部分，該研究者認為華人移民第

二代的文化認同是很大的挑戰。 

洪玉儒（2007）〈加州蒙特利公園市華人政治參與及影響（1965-2006）〉提

到，1980 年代後，蒙特利公園市（Monterey Park）為美國華人新移民社區代表，

成為洛杉磯地區華人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中心。蒙市華人從政經驗為美國華

人社會重要資產，並提供美國近年方興未艾之各華人郊區都市借鑑與學習範本。

一改當年華人身上背負的：「經濟上的強者，政治上的侏儒。」隨著 1980 年代

後華人新移民人數的增長、「陳果仁事件」及華人政治組織的努力，促成華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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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參政團結。雖然當中曾遭遇「蒙市居民協會」等當地族裔力量對抗，但華裔群

體在衝突過程中妥協、成長與學習。蒙市華人群體即在此背景下，利用規模日漸

擴大之華人社區優勢，團結族裔力量，配合經濟活動推展，創造華人參政有利條

件。對美國華人社會而言，蒙市華人參政經驗為可貴資產，一方面不但促成「市

政服務雙語化政策」等便利華人住民政策，另一方面亦提供美國華裔乃至少數族

裔群體參政之借鑑。 

當前的美國臺灣移民，為仍待細細探究的領域。其中，朱柔若（2016）指出

矽谷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群聚的重鎮，也是當初籌建新竹科學園區之際取法的對

象。全球化的動力將臺灣高級知識人才經由留學的管道向美國推出，學有所成之

後成為高級技術移民，並被美國矽谷高科技產業延攬為工作人才。她以檢視美國

矽谷的臺灣高科技人才的回流與流失問題為主軸進行論述：首先從「人才流失」

到「人才流通」的論述路線的轉變，討論全球化與高級技術移民在美國的情況；

其次，檢討由全球化所帶動的高技術移民，在地適應成功與否與人脈網絡之間的

關連性；第三、以美國矽谷為焦點場域，檢視矽谷的華人與臺灣人社區與人脈網

絡；第四、檢視討論矽谷與臺灣科學園區人才流通的論述中，常被遺忘與忽視的

政府角色；最後檢討矽谷與臺灣之間人才流通能否延續的可能障礙。 

Maria WL Chee（2005）在〈Taiwa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omen 

and Kin Work〉探討於美國和臺灣之間的跨國家庭。該研究以全球化的政治經濟

學為基礎，討論了在家擔任家管工作的臺灣裔美國已婚婦女，在跨國移民家庭的

經歷。以宏觀的角度而言，環太平洋國家普遍都有這類問題。1965 之後，美國

需要從事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人才。移民開始陸續集中至加州集中。這些臺灣移

民不成比例地來自非工人階級，甚至成為跨國家庭。在大多數情況下，妻子和孩

子住在美國，而丈夫在臺灣工作以資助他們。也就是其中一方配偶與一個國家的

孩子住在移居國，而另一方配偶住在原鄉。妻子和孩子遷移到移居國時，丈夫仍

然在原鄉工作，並寄送匯款支援妻小的生活。該研究涉及微觀的部分，則是這些

人與親屬的互動。研究者分析了這些移民選擇跨國家庭的原因，並關注其對家管

婦女的影響。據受訪的妻子說，他們出於各種原因離開臺灣：兒童教育、臺灣國

家政治緊張局勢、來自中國的政治威脅、商業或就業機會、臺灣社會或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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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惡化等。然而，由於美國工作場所遇到各種不利因素，丈夫又返回臺灣工作。

對他們而言，移民是改善下一代社會經濟地位的一種策略。通常，妻子在這樣的

跨國家庭中投入的大部分心力，去維持家庭的功能。該研究證明瞭地方和全球的

強烈相互作用。此外，該研究亦認為，移民不是解放，而是為這些妻子增加了許

多負擔。 

Shenglin Chang（2005）的〈The Global Silicon Valley Home: Lives and 

Landscapes Within Taiwanese American Trans-Pacific Culture〉提到，1990 年代的

經濟繁榮導致了電子業的迅速崛起，也導致跨太平洋通勤文化的興起，成千上萬

的臺灣科技人才意識到他們可以透過建立一種生活方式，大大增加他們的就業機

會，這種生活方式允許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定期在兩個家庭之間通勤，一個在矽

谷，另一個在臺灣。透過網路時代的虛擬網絡，人們可以輕鬆自如的在網路上飛

越太平洋，與遙遠的家鄉聯繫。同時，這一代移民將自己同時視為由臺灣及美國

矽谷的住民，他們不斷跨越文化之間的界限。這種生活方式使他們所擁有的亞洲

和美國文化和身分能夠相互轉移，轉移的頻率則取決於他們複雜生活的變化。 

對於華人移民而言，媒體是一項重要的訊息管道。不論是融入美國社會，亦

或是與原居國互通有無，媒體都是極重要的媒介。對於美國華人社區而言，亦有

凝聚共識的效果。早期以平面媒體報紙為華文媒體大宗，近幾年網站、電子報等

日漸盛行。 

周敏與蔡國萱（2002）的研究〈美國華文媒體的發展及其對華人社區的影響〉

中則談到「華文媒體是華人移民社區內語言、文化、制度、社會經濟運作模式多

元化的一種反映，同時也是美國華人移民生活多重性的一種表現。」（周敏、蔡

國萱，2002，頁 83）該研究除了針對華文印刷媒體之外，亦對電子媒體進行討

論。該研究也提出華文媒體的出品以報刊為大宗，並歸納出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報

刊為《世界日報》、《星島日報》（美洲版）和《中國日報》；此外，華文印刷物亦

在城市內部的地方社區流通。研究者亦提出 1990 年後，電子媒體的興起衝撞了

傳統的華文印刷媒體，使華文媒體的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華語電視、電台、網站

平臺的蓬勃發展就是強而有力的證明。該研究者認為，華文媒體對於移民者的正

面影響遠大於負面影響。可謂之提供了一個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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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萍芳（2008）的研究〈華文媒體與美國洛杉磯臺灣移民社會初探〉中，以

洛杉磯地區的華人移民為研究對象，其指出僑報與海外華人文化有著極大程度的

關聯性，早期以溝通訊息為主，此外，對宣傳革命、伸張輿論力量、弘揚中華文

化等，也都具有促進的效果。後期的華文報刊走向，逐漸從過去以大量報導原居

國方面的訊息，轉為提供面向更廣闊的新聞，以滿足來自不同地區華人移民的需

求。該研究指出二十世紀上半葉與十九世紀相比，華文報刊最明顯的差別在於政

治色彩的濃厚與否。1950、1960 時期，多數美國華文報業在立場上多傾向支持

國民黨，強烈反共，並將臺灣視為中國的合法政權。1965 年新移民法頒布以後，

華人移民人數大幅增加，華文報紙的型態也開始轉變。1976 年，臺灣的王惕吾

先生在美國創辦了華文版《世界日報》，並不遵循美國原有華文報紙的傳統型態，

它的特色成為極具指標性的美國華文報刊。1980 年代末，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大

舉移入美國，中國移民所辦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對既有的臺灣移民所辦的

報刊造成很大的衝擊，亦促使報紙的種類以及政治立場更加多元。整體而言，1965

年以後的華文報紙為了面對生存與競爭的壓力，漸漸淡化政治色彩，報導內容多

朝向協助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方向。華文報刊一致的色彩是強調為當地華人服

務，並鼓勵華人關心美國政治。除了百家齊放的華文報刊外，免費報刊的興起也

令人關注。美國的華文免費報刊從 1970 年代興起並一直持續到現今，遍佈美國

各地。筆者認為，呂萍芳對美國華文報業做了一個完整的探究，包含不同報刊的

源流、不同時期的特色，並針對報紙對華人移民群體的功能進行闡述。然而，較

為可惜的是，研究者未針對華文媒體與洛杉磯地區移民群體的連結性與網絡進行

更深入的分析。若能更聚焦於洛杉磯地區的報刊發行量、報刊議題與洛杉磯地區

華人社會關聯性，應會更切合該研究的主題。 

何佳茵（2012）的研究〈美國華文報業對僑社的影響－以美國版《世界日報》

為例〉中提到：早期的華文報紙主要的功能以溝通訊息為主，華文媒體可說是華

人社會思想文化制度表現的形式之一，這點與呂萍芳的看法是一致的，皆強調溝

通訊息的重要性。該研究以《世界日報》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它是目前美國及海外

華人社區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版面數量最多、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研究

者希望從《世界日報》中探討華文報紙對華人社會的影響（該華人族群主要是針

對臺灣移民）；亦希冀深究《世界日報》在美國華人社會中的發展概況，以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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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華人社會何種訊息需求？華人又希望從華文媒體中獲得哪些方面的資訊？

《世界日報》可以稱為是臺灣《聯合報》的姐妹報。易言之，它是一份由臺灣移

民興辦的報紙。研究者也指出，臺灣移民是美國移民族群中較為特殊的群體。1980

年代以後，移民美國的臺灣大部分文化程度及教育程度較高、經濟實力也較其他

移民族群強，所以有足夠的財力與教育水準作後盾。隨著臺灣移民的增加，以臺

灣為基地的報業，紛紛在美國建立起跨國報業。該研究的結果指出，有華人的地

方就有華文報紙，這說明著海外華文報業的出現其實是伴著華人社會發展的需要

而產生的。對移民而言，在他們初到美國之時就像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對新的

語言並不熟悉，最能協助他們的，就是用母語所寫的華文報紙，華文報紙或媒體

可以幫助華人移民瞭解與適應新環境。從文化觀點來看，藉由閱讀中文報紙對在

美國或世界各地的華人而言，雖不在家鄉，卻天天可以得到來自於家鄉的消息，

以及在華埠內關於華人的新聞，華文報紙就像是傳遞中華文化的生命線，維繫著

家鄉與海外華人社會的文化情感，像是一個重要的媒介，源源不斷的傳遞中國文

化與訊息給海外華人。從《世界日報》的內容來看，不僅傳遞美國、臺灣、香港

及中國大陸各地的訊息給當地的移民，也反映出華人移民社會中政治、經濟、社

會與文化方面發展的各種面向。《世界日報》扮演著牽繫著家鄉與海外華人的文

化情感角色，使中華傳統的文化得以在海外繼續傳遞，也讓海外華人不會迷失自

己的認同價值。（何佳茵，2012，頁 26）筆者認為，何佳茵在該研究中對《世界

日報》有詳盡的介紹，涵蓋其創立過程、辦報精神、版面內容、發行模式等等，

凸顯出《世界日報》的獨特性與代表性。此外，亦針對《世界日報》對美國華人

移民的意義與影響層面進行討論，分列為政治方面、社會經濟方面、教育文化方

面，為一份具有完整架構的研究。 

前人的研究顯示，華人移民移居美國後，一大部分的人依靠宗教團體的幫助

學語言、找工作或者是建立新的社交圈。移民們人生地不熟，信仰團體在人們生

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沒有熟識的人，在教會，移民能找到「人」，逐步踏

出既有的框架，慢慢建立人際網絡。 

Carolyn Chen（2008）撰寫的《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中，探討了臺灣移民在美國的宗教議題。宗教往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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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美國具有重要意義。如同許多到美國的亞洲移民一樣，臺灣人移民後也信

仰基督教。這不僅僅是基督教化的過程，是「人們如何透過宗教成為美國人」的

故事。這些移民經歷如何透過宗教在美國創造新的人際網絡，也深深影響移民們

的自我意識。宗教最大的優勢在於，他能在日常生活中滿足移民的需求，也能透

過社區的普及性發揮功用。然而，研究者亦提到宗教與自由經濟中的「產品」不

同，宗教是共用意義和符號的系統。因此，它們只在特定背景和現實中獲得連貫

性。隨著臺灣人的生活更加穩定，人們尋求新的社區和信仰的動力可能會減少。 

李愛慧（2009a）撰寫的〈美國華人基督教會的族裔特性探析〉中指出，美

國的華人有一定數量選擇成為基督徒。不過，華人移民並未拋棄其族裔特性，而

創立了華人教會，用中文服務華人信徒，甚至開設免費的中文學校，教授中文與

傳統文化。華人教會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國傳統風俗，選擇地繼承了中華傳統價

值觀，特別是儒家道德倫理。華人基督教會帶有族裔特色的教育和文化活動有助

於維繫華人信眾的中華文化認同。易言之，這群華人基督教徒雖然背離傳統中華

文化中的宗教信仰體系，在未違背基督教義下，他們未拋棄自己的母語及傳統風

俗，反而依然重視中華傳統價值觀和人生哲學。 

李愛慧（2009b）的〈當代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構成〉中提及，長期以來，華

人移民的領域多關注於華僑、華人的移民史、經濟、政治、華文教育、世俗性華

人社團等方面的研究，而對華人在美國的宗教信仰點到即止。該研究者則著重於

梳理基督教在美國華人社會傳播的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從來源地、語言使用、

知識層次等方面對華人基督徒的構成進行分析。華人基督教會聚合了不同來源

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識階層的華人信眾，展現其包容性。華人基督徒經歷

了宗教信仰的轉變，在文化適應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有利於他們更好地融人美

國社會。當中，福州籍移民建立的教會為福州籍移民構築了一個自由交流的小天

地，降低移民身處陌生國土的孤立感和自卑感。福州籍移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較

低。在教會中，他們用福州話作為交流語言，並自由暢談，獲得了情感上的支持。 

董家驊（2016）在〈從移民理論與教會論探索美國華人教會的身分與實踐〉

文中運用 Mark Branson 的實踐神學方法為主要架構，探討美國華人教會在牧養

和接待在美中國青年之實踐。第一部分回顧社會社學家對美國教會和移民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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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發現在文革、經濟改革及一胎化生育政策影響下，移居帶來提升生活品質的

機會，而教會扮演著仲介角色，滿足了移民生活上的需要。第二部分則透過中國

社會和移民理論，理解在美的中國青年，因遠離父母，在異地重新尋找歸屬，因

此藉由同儕的相互引導與肯定來確立自身價值，因應各項挑戰。第三部分，教會

的反省最終目的為實踐並忠於基督。文末，該研究者提出建議給美國華人教會以

及臺灣教會，跨出種族及文化藩籬，接受上帝安排，順服引導和塑造的過程。 

國際移民作為一種歷史產物和社會現象，與全球經濟形勢、各國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狀況等有著緊密的關係。當今國際人口遷徙數量的增長是經濟全球化的直

接產物，國際移民對移居國和原鄉的經濟發展都會產生影響。雖然移民群體仍未

能直接解讀為各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是，各移民國的經濟發展亦不可低估

移民帶來的作用。 

李巧雯（2009）的研究〈美國臺灣移民的經濟發展析探〉中，以 1965 年新

移民法公布後的時代為背景，研究對象為在美國華人當中的美國臺灣移民，並針

對該族群在美國經濟領域上的產業發展情形，藉此分析其經濟特徵及影響。前人

的研究多聚焦在美國加州矽谷產業的演變、美國矽谷與兩岸三地的分工個案研

究、科技人才流動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美國和臺灣的創業投資經營模式。該研究

亦以經濟發展為主，其探討的主軸如下：第一，從本質來看臺灣移民的產業。臺

灣移民產業經營者利用海外華人擁有與臺灣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語言，借重海外華

商對當地投資環境的熟悉和龐大經濟勢力。第二，美國臺灣移民的經濟發展隸屬

於美國華人經濟圈範疇，必須從美國華人經濟領域中抽絲剝繭出來，但又不能免

於整體華人族群網絡的聯繫，更不能流於單一族裔模式的探討。若較細微的歸納

在美國的臺灣移民，則可發現當代的臺灣移民多以留學生為主，爾後在美國工

作，取得居留權或成為美國公民，多從事教學、醫師及工程師等具有專業性的工

作，亦有少數人創業。與資訊科技業有關的部分，李巧雯（2009）指出：1960 年

代以降，臺灣學生赴美國留學深造，許多人學習物理、工程或電腦科學。取得碩、

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工作，卻面臨公司升遷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因而決定離開公司，並自行創業。研究者認為，臺灣新移民前往美國求學後定居

海外的人不在少數，教育水準高，經濟活動也多元化發展。臺灣移民多以高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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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為最主要行業，從事教學與研究者亦為數不少，是美國華人經濟的代表群體

之一，經濟實力與影響力均不容小覷。透過在美國知名學府先後就學交織的同學

會網絡，和在矽谷與新竹累積的工作經驗與人脈關係，以及在創投業者和矽谷華

人社團組織的穿針引線下，使這些高科技華人掌握龐大的關鍵「社會資本」，支

撐他們的流動，並且扮演橋樑的角色，雙向交流製造技術、創新資訊與科技觀念。

從該研究中可以得知，如欲瞭解矽谷地區的臺灣移民發展，須先探討該移民群體

在美國的經濟市場中的定位。究其本質而言，臺灣高科技移民的潮流之所以會出

現就是因為美國經濟市場的需求，帶動人才流動，因而形成臺灣高科技移民群體

集聚在矽谷的現象。 

李世友、用思山（2010）的〈美國華人移民經濟發展的動因及影響探析〉中

提到：移民到美國的華人越來越多，這些華人擁有人才、金融、社會三大資本優

勢，促進華人移民經濟成長。經濟的產業不再侷限於傳統產業，新興企業不斷增

多。華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快，產生一批高科技產業钜子。此外，華裔經濟的

中心甚至由城市向鄉鎮延展。種種一切都使得華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

高， 甚至是跨足政壇。易言之，美國華人移民經濟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

中美經濟的交流與合作，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並促進中美文化交

流。 

周敏、林閩鋼（2004）的〈族裔資本與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轉型〉從社區人

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的內在關係和互動關係的視角予以分析，嘗試解釋

美國華人移民社區轉型議題。美國華人移民社區轉型源自於 1965 年，美國移民

法改革引發的華裔移民潮，經濟全球化是背後更有力的推手。新的移民情勢促進

了原有相對孤立的族裔經濟與外部經濟體系的對接，使新華人移民社區經濟踏上

新的旅程。許多華人新移民由於有較強的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化消極為主動，

積極建造新華人移民聚居區和族裔經濟，而流動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過程中，

亦有效地增強了社會資本。傳統唐人街的貧民窟形象因此被富有現代氣息的族裔

經濟和族裔文化特質所取代。社會資本不僅僅是結果，一種結構資源，蘊含於結

構本身，其更是一個發展和互動的過程。 

由此可見，國際移民與全球經濟形勢、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等有著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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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聯繫。人們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可能選擇移民到高經濟發展國家工作。在

高薪的吸引下，移民的誘因更加穩固。在移居國擁有穩定的工作之後，拓展移民

的生活圈，立業成家，於美國定居。經濟因素的影響不容小覷。 

移民的身分認同感和對國家的歸屬感一體兩面，兩者的基礎主要都是「生於

斯、長於斯」所經驗的日用倫常及文化累積。人類群居涵蓋許多凝聚因素，例如

血緣、習俗、宗教，這些因素同時形成了身分認同的界限，並又反過來增強凝聚。

作為第一代移民，身分有多重疊加，對原鄉的情感是無法割斷的線。身分認同問

題是全球化時代之後，各個移民國家普遍面對的問題。洪玉儒（2006）〈美國臺

灣移民政策的現狀（1980-2004）〉文中探討 80 年代後在美國的臺灣新移民。新

移民因具雄厚經濟實力與高知識水準，使其與過往之華僑不同，成為現今美國華

人移民中頗具影響力的群體。因此，僑委會亦將北美視為僑務推行的重點區域。

然而，美國臺灣移民周旋於臺灣與美國文化之間，適應與同化問題是最重要的課

題。這樣的問題卻因為僑務政策的影響複雜化。過度的推動僑務政策有可能成為

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障礙，明顯的反應新移民雙螺旋結構所面臨在適應與文化

認同上的困難，新移民群體在美國主流社會普遍認知的多元文化社會架構之下，

如何取得認同上的平衡點又不失原鄉文化的本質，將連帶影響新移民適應美國社

會的廣度與深度。 

綜上所述，遷移讓生命有如河流般長遠。遷移已是一種常態，人們為了求學、

工作遷移到他鄉，或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遷移到其他國家。網路世代的移民

們，他們被動或主動地遷移，在國際之間進行短期或長期的居住。面對世界的網

絡，未來移民的變動性更加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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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人類因對事物的好奇與不解，進而主動尋找問題的解答。這趟不斷探尋的旅

途就是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討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移民型態及移民

意向。 

研究是針對疑問，經由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藉以瞭解真相並產生知識的過

程。而研究的類型普遍分為二種：其一是量化研究，偏重龐大資料的統計，使廣

泛而普遍性的結果可以簡潔呈現。其二是質性研究，主要透過聚焦於案主或事

件，並用文字為描繪出事實，帶入情境、令人深刻體會問題所在，然後對所觀察

的現象加以反思，並從中產生知識。誠然的說，美國地區的臺灣移民研究目前仍

在蓬勃發展之階段，過往的文獻數量有限，且身處於科技爆炸的時代，移民者的

生活及決策可能受到影響而日新月異。這般的研究課題屬於「先驅型」研究，適

合採用質性及量化並用之研究方法。故，筆者以為，本研究所探討的題目無法用

單一的研究方法取得結論，是此，筆者採用質性及量化並用之研究方法，透過訪

談，並進一步進行問卷調查，收集及分析資料，以探究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現況。 

本章針對研究方法及歷程說明，共分為六節。分別為研究架構及流程、研究對

象、研究設計及實施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信度與效度及研究倫理，以下依

序論述之。  

本研究同時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以及問卷調查之量化分析來探究下列二

點： 

一、探究臺灣移民在美國的工作及生活，研究者將透過訪談瞭解，並初步建

立臺灣移民在美國的樣態。 

二、瞭解臺灣移民在美國的工作及生活面臨的情況，以及人際網絡、網路在

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透過問卷調查，並將所獲得的資料與前項訪談資料交

差比對作分析。 

本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及深度訪談法，嘗試建構新一代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

國的移民型態與移民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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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透過深度訪談法初步瞭解臺灣移民在美國的生活及工作的狀態，以及影

響這些狀態的各面向因素。深度訪談具備下列優點：第一，靈活。研究者根據研

究主題的需求提出相關問題，並透過受訪者的答覆獲得客觀的事實材料。再者，

深度訪談是研究者與受訪者雙向溝通的過程。這是一個具有彈性的過程，研究者

事先設計問題時，是根據一般情況和主觀想法而定，不一定周全。經由訪談流程，

可以依受訪者的反映對調查問題進行調整。第二，真實性高。深度訪談是研究者

與受訪者直接進行交流，可以透過研究者的努力及誠意讓對方消除顧慮，放鬆心

情，如此就提高了調查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此外，由於訪談流程節奏通常較

快，受訪者回答問題時無法進行長時間的思考，因此所獲得的回答往往是自發性

的反應，回答相對真實可靠。第三，較能深入問題或揭露核心。不論研究者與受

訪者直接訪談或透過電話、網路訪談，因為進行實際對話，都有解說及追問的機

會，由此可探討較為複雜的問題，可獲取新的、深層次的資訊。 

訪談方式上又分類為結構性訪談、非結構訪談及半結構訪談三種，本研究將

採行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訪問。半結構性訪談具有結構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的

優點，能夠避免結構性訪談較為生硬、難對問題深入的探討等缺點，亦可避免非

結構性訪談耗時耗力，難進行定量分析等侷限。半結構性訪談中，通常有和結構

性訪談一樣的嚴謹和標準化的題目，研究者對訪談結構有一定的控制，但給受訪

者較大的空間表達自身的想法和觀點，而研究者預定的訪談提綱可以根據訪談的

進程隨時彈性微調。 

接著，透過問卷調查對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生活進行較廣闊的理解，以及

探究臺灣移民在美國的移民型態。問卷調查的抽樣方式分為機率抽樣和非機率抽

樣。本研究屬於非機率抽樣，又稱為不等概率抽樣或非隨機抽樣，就是調查者根

據自身方便或主觀判斷抽取樣本的方法，並非嚴格按隨機抽樣原則來抽取樣本，

所以失去了大數定律的存在基礎，也就無法確定抽樣誤差，無法正確地說明樣本

的統計值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於總體。 

本研究使用網路問卷，也就是採用立意抽樣，又稱判斷抽樣，研究人員從總

體中選擇那些被判斷為最能代表總體的單位作樣本的抽樣方法。當研究者對自己

的研究領域十分熟悉，對研究總體比較瞭解時，採用這種抽樣方法，可獲代表性

 



25 

 

較高的樣本。這種抽樣方法多應用於總體小而內部差異大的情況，以及在總體邊

界無法確定，或因研究者的時間與人力、物力有限時。它的優點是簡單易行、成

本低、節省時間。但由於無法排除抽樣者的主觀性，無法控制和客觀地測量樣本

代表性，因此樣本不具有推論總體的性質。非概率抽樣多用於探索性研究和預備

性研究，以及總體邊界不清難於實施概率抽樣的研究。如果抽樣程式合適、蒐集

資料方法正確、獲得的資料與研究該領域的重要問題相關，則樣本調查不失其價值

（王文科，1986）。 

綜上所述，深度訪談法有較好的靈活性、真實性，且可運用於拓展較新穎的

研究議題。而問卷調查法簡單易行、成本低、節省時間，又在這群特定的研究對

象中，可以發揮瞭解研究目的的功能。筆者相信，透過這二種研究方式，能有效

的形塑本研究的探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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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流程 

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並參考前述文獻探討及資料，進而擬訂本研究的架

構。下圖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因為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故，於不確定哪些面

向為移民重要因素之前，先進行深度訪談。由於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有限，所描述

的經驗可能僅是特例。因此，筆者針對大部分受訪者都有提到的重要面向，輔以

問卷調查，讓整個研究更完整。 

 

圖 3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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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流程如下：確立研究目的為首要之務，此後蒐集相關文獻並進行回

顧。接著，分成兩部分同時進行：其一為確立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資料的整

理與討論。其二為問卷調查。兩項工作完成後，將訪談資料與問卷調查結果進行

比較與討論，並作出結論。         

 

確定研究背景與動機 

 

建立研究目的與範圍 

 

蒐集與整理相關文獻 

 

確立研究架構與方法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4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探討「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移民型態及移民意向」為題，結合

質性及量化的研究方法，對目前旅居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進行探究。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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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訪談，針對美國的臺灣移民們作前導性的瞭解。第二

部分為問卷調查，立基於訪談結果的著眼點上，以期更完整瞭解臺灣移民在美國

的生活、工作經驗及移民意向。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為訪談，採取立意取樣，也就是選擇特定、具代表性的人

及事件，從中獲取其他抽樣方法無法得到的訊息。由於時間及空間的受限，本類

研究的受訪者取得不易，目標收集有效訪談至少十位。美國的臺灣科技移民皆為

具有專技知識與技術，並擁有高學歷。是此，本研究在訪談的受訪對象上，皆為

目前居住於美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高科技人士，並且畢業或任職於美國理工

相關類科排名前 25 名的學府。該排名乃根據具有公信力的 U.S. News & World 

Report 發布，筆者將於第三節的質性資料收集與分析之研究流程圖中列出之學校

為近 5 年皆入選 U.S. News & World Report〈Best Engineering Schools〉排行榜的

學校。依據既往文獻指出，美國的臺灣移民歷程有固定模式。通常在臺灣擁有高

學歷的畢業生，有較高的可能性前往美國深造。在美國本地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之後，方能有較高的機率留在當地謀得工作。若畢業學校的排名在相關科系中較

亮眼，則自身在求職場上中也較具競爭力，且該系的校友亦能搭起人脈的橋樑。 

為了進一步瞭解臺灣人在美國的科技業生活適應及就業狀況，本研究的第二

部分為問卷調查。在受訪者的填答資格上，問卷調查對象須符合二條件：其一，

在美國居住滿一年。基於聯合國對於長期移民的定義，旅居者須持續居住於該地

滿一年，方可稱為長期移民。又因本研究著眼於網路世代，故不論填答問卷者，

或是訪談受訪者，皆為年齡四十歲以下的科技移民。（以 Don Tapscott 的理論為

依據，並計算至受訪年度）其二，目前（曾經）在美國科技相關產業工作；或，

目前（曾經）在美國擔任博士後研究員。若受訪者目前在美國有穩定的工作，或

是累積深厚的工作經驗，則可以期望受訪者與美國當地的連結更為深入；與此同

時，在當地的生活經驗亦隨旅居時間日益豐富，則其所提供的訪談資料會更具有

可信度。 

在研究對象基本資料的分析上，居住及工作地區必須先被清楚定義。由於美

國的臺灣移民早期多居住在西岸，又以加州為大宗。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網路

資訊的發達及方便性，科技業的聚落亦在西岸之外蓬勃發展。本研究的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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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待從不同區域的受訪者中，理解這兩個不同地理區域的移民者，對於移民生

活的想法異同。談到美國東岸與西岸的分界，自古以來便隨著美國疆域擴展、時

代的遷移而變化；一般多以密西西比河作為美國東西部的分界線。本研究的界定

亦採用這個區分法則，並參酌美國人口調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ensus）

定義的西部範圍1，包括下列十三個州：蒙大拿州、懷俄明州、愛達荷州、華盛

頓州、奧勒岡州、科羅拉多州、猶他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

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其餘則視為東岸。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統計表   

 訪談 占樣本比例 問卷調查 占樣本比例 

性別 
男性 12 14% 63 72% 

女性 2 2% 11 12% 

最高學歷 

學士 0 0% 2 3% 

碩士 8 9% 40 45% 

博士 6 7% 32 36% 

居住地 
東岸 7 8% 38 43% 

西岸 7 8% 36 41% 

旅居他國經驗 
是 8 9% 17 19% 

否 6 7% 57 65% 

臺灣工作經驗 
是 6 7% 36 41% 

否 8 9% 38 43% 

旅居美國年數 

5 年以下 7 8% 39 44% 

6-10 年 6 7% 25 29% 

10 年以上 1 1% 10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參考自美國資料中心，見 https://www.americancorner.org.tw/zh/states.html。 

 

https://www.americancorner.org.tw/zh/sta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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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由於具有自身的故事性及代表性，所提到之移民生活內容對於本研究

亦是紮根的基底。是此，逐一簡列受訪者有其必要性。 

基於研究倫理，以及顧及研究對象的個資及隱私權，研究對象的姓名均予化

名表示，並在表格中列出其最高學歷、旅居美國年數（至訪問年度）、居住地點、

是否曾有其他國家之旅居經驗、是否在臺灣工作過等基本資料。 

表 2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化名 性別 最高學歷 
旅居美國 

年數 

居住地點 
旅居他國 

經驗 

臺灣工作 

經驗 

小麥 男 博士 5 東岸 是 否 

J 男 碩士 7 西岸 是 否 

阿中 男 博士 6 西岸 否 是 

小禹 男 博士 8 西岸 是 否 

老王 男 碩士 4 西岸 否 是 

小哈 女 博士 12 東岸 否 否 

阿承 男 博士 3 西岸 是 是 

崔西 女 碩士 5 東岸 是 否 

番茄 男 碩士 3 東岸 是 是 

阿 B 男 碩士 3 西岸 是 否 

安安 男 碩士 7 東岸 否 是 

V 哥 男 碩士 7 西岸 是 否 

小泉 男 碩士 5 東岸 否 否 

小隆 男 博士 9 東岸 否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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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及實施程式  

本研究透過質性及量化的研究方式共同形塑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移民

型態及移民意向。本節將針對準備、實施、完成階段共三階段，茲分述之。 

一、研究準備階段 

（一）決定研究主題 

美國華人及美國之臺灣移民的研究在移民研究中較為少數，或是研究主題多

為美國 1980 年代的華人移民。然而，移民是源源不絕的，每一個不同時期的臺

灣移民都有屬於自己的原因及故事，因此，筆者認為這個世代的臺灣移民有深入

探討之可研究性。 

（二）蒐集文獻資料 

針對研究主題，蒐集關於美國的華人移民之相關文獻，並進行整理分析後，

對於研究主題有初步的瞭解，以利擬訂本研究之架構。 

（三）撰寫研究計畫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確定研究題目，針對題目選擇適合的研究對象，再者依

照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撰寫研究計畫。 

二、研究執行階段 

（一）質性資料 

1. 擬定訪談大綱 

筆者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故研究工具主要為研究者本身及

訪談大綱。因此，研究者之相關知識與經驗是本研究的重要關鍵。質性研究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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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者本身作為收集與分析資料的工具，本身是開放的、不預設立場的，也不

使用任何標準化、閉鎖性或高結構性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必須在實地工作中進行

資料蒐集，並在事後進行資料處理、分析、解釋等工作（鈕文英，2007）。 

此外，依據研究計畫，發展本研究的訪談大綱，並請專家學者針對訪談大綱作

審查，依專家學者所給予的意見，再進行修改，以完成正式的訪談大綱。 

研究者透過文獻資料的閱讀、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

文獻探討等相關資料，擬訂訪談大綱，為了使訪談內容達到一定的內容效度，需在

經專家審閱後，再依其意見加以修改成正式的訪談大綱，如表 3所示。 

表 3  

專家評估內容效度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依姓氏筆畫排序）。 

2. 進行訪談 

訪談流程分為四個步驟： 

(1) 根據研究目的確立受訪者群體。 

(2) 致信各校臺灣學生會，敘明筆者的研究目的，並透過學生會邀請符合資格的

受訪者。 

(3) 與受訪者初步連繫並建立通訊管道，向受訪者介紹本研究，並確認訪談時間

與方式。因受訪者目前居住於美國，因而約定使用網路平臺進行線上訪談。 

學者專家 職務 

林  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康敏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楊聰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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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訂定時間進行單獨訪談。本研究使用網路平臺進行線上個別訪談，也就是

一對一的單獨訪談。優點是研究者和受訪者直接接觸，可以得到可信度高的

資訊。單獨訪談有利於受訪者詳細並真實地表達看法，增加雙方的交流機會，

訪談內容較能深入。最後，本研究將整理訪談資料，並與問卷調查結果交叉

分析作討論。 

 

根據研究目的確立

受訪者群體 

1. 目前（或曾經）在美國科技相關產業工作。 

2. 目前（或曾經）在美國理工科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3. 預計進入美國科技產業工作之學生。 

  

寫信給各校臺灣同

學會邀請受訪者 

麻省理工學院 

史丹佛大學 

哈佛大學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康乃爾大學 

喬治亞理工學院 

普渡大學西拉法葉分校 

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普林斯頓大學 

賓州大學 

  

與受訪者聯繫並建

立信任關係 

      

  

正式訪談  

圖 5 質性資料收集與分析之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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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資料 

因為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故先進行深度訪談，釐清移民們重視的面向。由

於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有限，所描述的經驗可能僅是特例。因此，再輔以問卷調查，

讓整個研究更完整。筆者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4 日將問卷發布在各網路平臺，於

民國 107 年 1 月 18 日收回。總計收回 8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達 74 份。關於

問卷調查的發放，為求能爭取到最多的有效樣本。筆者將問卷分為幾個路徑上網

發放。第一，透過訪談者協助轉發。第二，張貼於網路平臺 Facebook 相關社團。

第三，寫信給美國華人科技產業團體相關社團，懇請轉發。其中，包含全球玉山

科 技 協 會 （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Networking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北美臺灣工程師協會南加州分會（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ing & Science Associ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南加玉山科技協

會（Southern California Monte J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美國洛

磯山中華科學暨工程學會（Rocky Mountain Chinese Socie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Association）、美國中國工程師學會南加州分會（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USA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第四，張貼於 PTT 的海外華人工作

版。 

問卷的設計分為五個大主軸：(1) 基本資料、(2) 生活適應、(3) 人際網絡、

(4) 就業狀況、(5) 移民意願及考量因素。這五大主軸各自代表不同的核心概念，

問卷設計可參考附錄，詳細的設計與題項說明如下。 

1. 基本資料 

這部分主要用於瞭解填答者的性別、年齡、學歷、在美國居住年數、語言溝

通能力、居住地、對生活品質的預期、工作經驗、旅居他國經驗。 

2. 生活適應 

提問為：「您對於美國生活的適應程度如何？」生活適應的細項分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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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醫療、交通、居住型態、文化氛圍。答項為「1. 非常不適應」、「2. 不適

應」、「3. 適應」、「4. 非常適應」，分別將適應程度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越適

應。 

3. 人際網絡 

人際網絡攸關到兩個層面。其一，移民者的彼此之間的生活關聯性。若移民

者自身感覺與在地社群連結愈深，情感層次越豐富，則可預期該移民者長期定居

的意願愈高。其二，人際網路亦為移民者取得良好工作之重要考量。美國的職場

中，極高比例的人獲得工作的方式是經由親朋好友的介紹，也就是所謂的「人際

網絡」。全球知名的職業網路社群《Linkedin》的相關報導曾提出了維持人際網

絡的九大方法。其中，「加入社群」及「加強現有人際關係」再再被提及。從搜

尋職缺、投遞履歷到面試，如果移民者的親友剛好在該間公司工作，對方除了能

提供更詳細的資訊，甚至還有機會舉薦給人資部門。因此，人脈對於個人職業發

展是極為重要的。在問卷中，以下列題組來測量： 

「您在美國的親人或熟識的朋友有多少？」 

「您現在在當地參加了幾個會舉辦聚會、與其他成員見面的組織？」及附帶

子題：「您在美國生活的期間，這類社團組織有沒有提供您下列幫助？」幫助又

細分為實際的資源及情感性的支持，而答項為「1. 完全沒有」、「2. 非常少」、「3. 

有一些」、「4. 非常多」，分別將幫助程度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幫助越多。 

「您現在加入了幾個海外華人的網路社團？」及附帶子題：「您在美國生活

的期間，這類網路社團有沒有提供您下列幫助？」幫助又細分為實際的資源及情

感性的支持，而答項為「1. 完全沒有」、「2. 非常少」、「3. 有一些」、「4. 非常多」，

分別將幫助程度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幫助越多。 

「平均來說，您多久和在臺灣的家人聯繫一次？」「平均來說，您多久和在

臺灣的朋友聯繫一次？」「您多久和伴侶聯繫一次？」聯繫的方式又細分為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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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網路通話、網路傳遞文字或語音訊息。上述三個問題的答項為「1. 每天」、

「2. 一週數次」、「3. 每月數次」、「4. 一個月不到一次」，分別將幫助程度重新

編碼，得分越高表示聯繫越多。 

「您的伴侶現在住在哪裡？」答項為「0. 目前沒有伴侶」、「1. 美國（住一

起或住附近）」、「2. 美國（遠距離）」、「3. 臺灣」、「4. 其他國家」。 

4. 就業狀況 

以下列問題來測量：「以下敘述，有多符合您目前在美國的工作？」探討的

面向又分為成就感、具有發展性、薪水優渥、工時合理、自主性高、工時具有彈

性、喜歡這份工作的職場氛圍。答項為「1. 完全不符合」、「2. 不太符合」、「3. 還

算符合」、「4. 非常符合」，分別將符合程度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 

「您認為下列因素對於臺灣科技移民在美國工作重不重要？」探討的面向又

分為答項為語言溝通能力、專業技術、在美國的實習經驗、人脈。答項為「1. 非

常不重要」、「2. 不重要」、「3. 重要」、「4. 非常重要」，分別將重要程度重新編

碼，得分越高表示越重要。 

5. 移民意願及考量因素 

提問如列：「如果可以的話，您希望未來能夠？」答項為「1. 在美國定居」、

「2. 回臺灣生活」、「3. 到其他國家生活」。附帶子題為「承上題，下列因素對您

的決定重不重要？」探討的面向分別：身分取得順利與否、經濟、文化適應（包

含語言）、家庭。答項為「1. 非常不重要」、「2. 不重要」、「3. 重要」、「4. 非常

重要」，分別將重要程度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越重要。 

 



37 

三、研究完成階段 

（一）資料歸納與分析 

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並將問卷調查資料歸類、編碼與初步分析，依研

究目的分析資料所代表的意義。 

（二）研究結論與建議 

依資料所分析出的結果，提出研究結論及建議，並完成研究報告之撰寫。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第一階段採用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將蒐集到的資料編碼、整理和

分析。透過對資料漸漸具體釐清後，再根據研究目的中所得到的原始資料進行系統

化，逐漸將資料縮小、集中呈現出來，最後在對資料進行有意義的解釋（陳向明，

2002）。筆者依據訪談大綱，訪談內容所獲得的資料大致分類為「移動到美國的

動機與過程」、「生活適應」、「人際網絡」、「網路對美國生活的影響」、「美國就業

狀況」、「去留選擇」這幾個部分。訪談後，首先要盡速將錄音內容轉譯成文字檔

逐字稿，若有疑問不確定的部分則須再與研究對象確認。謄寫完成後，還須與研

究對象作進一步校正及確認，以確保轉譯後的文字檔內容符合研究對象的意思。

爾後，將訪談內容進行初步分類與分析，從中挑出大部分受訪者都覺得重要的面

向，進一步設計問卷。 

問卷回收後，刪除不符合受訪條件的樣本。接著，將各個面向的問題加總、

計算不同組別的平均數進行比較，探究影響美國高科技移民去留意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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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對照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將質化訪談的內容，與量化分析的結果相互比對參照，描繪新一代美

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之型態，以及新一代高科技移民之移民意向。 

第五節 研究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因研究者本身即研究工具，個案研究的信實度易

受到研究者本身、情境、研究工具等各項因素影響研究結果。 

一、信度 

本研究採用三角檢定法以提升研究之信度。為避免誤解受訪者原意，研究者

以不同方式詢問同一受訪者相同的事件，藉此檢驗在不同時間點談到同一事件時

前後說法是否一致，並再交叉比對不同受訪者對同一事件的描述是否一致，以此

驗證受訪者談話之真實性與一致性。 

此外，從編擬訪談大綱時即與指導教授不時地請教討論，經多次審查、修改

後才依據大綱進行訪談，同時善加運用錄音設備、訪談記錄、研究者備忘筆記等

訪談 問卷調查 

移動到美國的動機與過程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生活適應 第二部分：生活適應 

人際網絡 

網路對美國生活的影響 
第三部分：人際網絡 

美國就業狀況 第四部份：就業狀況 

移民意願及考量因素 第五部分：移民意願及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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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工具，真實記錄訪談內容。在資料呈現時亦需直接引用逐字稿之內容，減少

研究者自身之推斷，以此提高本研究之可信度。 

二、效度  

研究者藉由以下方法提昇本研究的效度：  

首先，盡量減少觀察者效應：研究者盡量不去介入研究情境，並以簡易表格

的方式做為記錄。第二，研究資料的建立：留意收集資料的正確性、可靠性，隨

時做資料的檢核，以確保資料正確、可靠。接著，避免出現虛假的結論：正確詳

實的紀錄資料，不同時間所獲得的資料加以比對，並且交叉複核資料詮釋的有效

性，以消弭虛假的結論。最終，使用三角檢定法：針對資料來源的三角檢定法，

也就是藉由不同對象的晤談等收集資料的方式，加以交叉比對以檢核資料的正確

性。 

第六節 研究之倫理 

畢恆達（2001）認為，研究從來就不是客觀中立的，從選擇題目、接受贊助、

資料蒐集分析到寫作發表，都牽涉政治與倫理。認真考慮研究中的倫理道德問

題，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嚴謹地從事研究工作（陳向明，2004）。基於保護研究對

象的立場和為使研究對象能安心，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遵守以下研究倫理： 

（一）研究對象的同意及權利 

事前讓研究對象充分且確實的瞭解研究目的、訪談內容、訪談方式等研究相

關資訊；此外，在參與研究過程中所討論的某些問題若造成研究對象心理上感到

不舒服或困擾，可隨時向研究人員表示拒絕回答問題、退出當次的討論或退出整

個研究，整個研究期間皆以研究對象方便、接受為優先考量，期望與研究對象保

有相互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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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隱私權 

主動告知研究對象，任何資料皆以匿名處理，任何情況皆不會公開研究對象

身分，以保護其隱私。研究期間研究者需謹慎處理研究資料，會在研究完成後將

所做的記錄與資料刪除，讓研究對象得到充分的保護、確保資料不外洩。 

（三）資料的真實性 

這部份主要針對訪談資料。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後，讓研究對象重新檢

視逐字稿內容，確保內容貼近研究對象的想法與感受；此外，在研究過程中，研

究者會隨時警惕自己，在訪談時不能有誘答的情形，或是出現研究者自我斷定的

主觀想法；亦會將研究結果告知研究對象，使其充分瞭解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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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質性及量化的研究方式共同形塑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移民

型態及移民意向。移民型態探討了生活概況、工作情形、人際網絡三個面向。移

民意向則討論網路世代臺灣高科技移民的去留選擇及影響因素。是此，本章分成

四小節，分別是「現在美國科技移民的生活概況」、「工作樣態」、「社會支持」、「美

國高科技移民的去留意向及影響因素」。 

第一節 當前臺灣高科技移民的生活概況 

過往關於華人移民的文獻中，多以外在的社會局勢、經濟因素、國家法條等

較宏觀的角度來對解釋移民的現象。然而，正如《世界移民報告 2013——移民

福祉與發展》所提到的，運用與以往不同的視角探討移民生活對移民者個人的影

響，別具意義。因為移民的生活正是移民者本身所經歷的生命經驗。本節將從移

民者其自身對生活的評價，以及他們對收入、工作等方面的感受進行探討，以期

能理出有別既往文獻的視角。 

討論臺灣科技移民之議題，不得不先提及臺灣高科技產業相關學生赴美的留

學現象之普遍。成為赴美留學生，通常是科技移民的第一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會（NSF）曾在跨領域科學教育會議中提出與國家勞動力發展、國家安全問題以

及移民政策密切相關的四門學科，分別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簡稱 STEM。畢業於這四個學科的

移民者，亦為本研究主要的探討群體。 

然而，根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IIE）每年發表的「open doors」調查報告，

2017 年的報告中顯示：赴美讀書的臺灣學生約 2.1 萬人，名列第七名，居於中國、

印度、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加拿大、越南等國之後。相較於三十多年前，臺灣

留美人數幾乎都是全球第一，相差甚鉅。針對該份報告，由筆者自行整理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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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顯示，修習 STEM 相關科系的留學生比例大約占 23%。亦可從中推論，近

年臺灣赴美的留學生中，成為科技移民的潛在留學生比例大約是二成。 

表 5 

國際學生 STEM 領域統計表 

1 Pace of 

Origin 

TOTAL 

STUDENTS 

Engineering* Math/ 

Computer 

Science 

Physical/ 

Life 

Sciences 

STEM 

2 China 350,755     

3 India 186,267     

4 South 

Korea 

58,663 12.6 4.9 9.1 26.6 

5 Saudi 

Arabia 

52,611 8.9 5.8 10.0 24.7 

6 Canada 27,065 18.7 15.5 8.2 42.4 

7 Vietnam 22,438 14.5 5.4 9.3 29.2 

8 Taiwan 21,516 12.3 5.3 5.4 23.0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修改自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2017）。open doors 調查報告。

取自 http://www.opendoors.org/。 

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資料，三十多年前，曾是留學美國的高峰。究竟是那些

因素導致這樣的變化？除了美國對於國際學生的偏好、其他國家留學生的競爭之

外，是什麼因素影響臺灣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到美國留學、就業、移民的意願？現

在的美國高科技移民，在就業、生活適應等等各個面向樣態為何？哪些因素是影

響他們去留意願的重要考量？這是本篇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本節將先描述現今

美國高科技移民移民美國的動機，以及當前的生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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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美國的動機  

現今生活在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當初赴美留學、移民的原因與動機大致

有四：(1) 受到風氣影響；(2) 工作與經濟等務實考量；(3) 欲擴展視野，讓人生

有不同可能；(4) 本身具備跨國的移動經驗。以下將一一說明。 

（一）受到風氣影響 

一個人的行為與動機經常受到身邊環境與他人影響，從訪談資料中，可以感

受到他們身邊留美風氣之盛行。有趣的是，他們也提到自己曾經聽前輩或是家人

提起早一批科技移民赴美留學之風氣，而當時的留美風氣其實富含了濃濃的政治

氣息： 

我在念書的時候，我們同學出國的比例沒有到那麼高……我覺得差不多

民國六、七○年代，我老師那一輩最盛行，而且我的感覺是，那時候台

美斷交讓很多人覺得一定出國、移民。（小哈） 

我聽我媽媽那代在講，好像他們那代有念到台大的基本都出國了，那時

候政局不是很穩定，你會覺得我去美國應該機會會比較好吧，我媽媽是

民國 65年上大學，她大學畢業的時候差不多剛好中美斷交，那時候有

一波移民潮，他們覺得中美斷交了、臺灣要完蛋了、共產黨要打過來了，

當時有錢的就直接移民出去了，那你沒有那麼多錢的，有機會留學就去

了。（崔西）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亦有受訪者提到移民因素來自於當年臺灣高教資源的缺

乏： 

當初會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種話，我覺得一方

面是反映出臺灣高等教育資源的不足，最近的話，至少我在學校的時

候，反而覺得風氣沒這麼興盛，那時候可能系上有一百人，可能就只有

五、六個人出國念而已，念博士的又更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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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談論到出國風氣的流行，則近乎一半的受訪者都認為，國立臺灣大學的

留學風氣是最盛行的。受訪者的回應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呼應了文獻資料中記載的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個現象。且時至今日，相較於臺灣的

其他高等學府，這個現象仍然是較為明顯的： 

我自己覺得北部跟南部的學校差滿大的！以我粗淺的瞭解，台大比其他

學校出國的風氣都還要高，十個出國的人可能會有四個是台大的，其實

這樣講不太準，Top（指頂尖學校）裡面大概一半以上的學生是台大

的……比如說我同學以前在成大、後來到北部念書，也很多都出國了，

就是因為環境、風氣而受到影響，那在台大會比較盛行。（小麥） 

首先我大學是念清大的，我感覺起來台大的出國風氣會比清、交或成大

都來的盛。一般而言，臺北的小孩會比較有國際觀，清交的學生出來的

話，可能就很安份地去科技公司當工程師，當社會的中堅份子這樣，那

我覺得臺北的小孩或念台大的學生，一般而言會比較有想法。（阿中） 

我真的滿多同學在大三的時候就開始準備，就開始去補習、補託福什麼

的……我同學現在有一半在國外，特別是成績好的幾乎都在國外，到現

在都還是滿盛行的。（番茄） 

我覺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結果論耶！雖然說從我

的角度來看的話，的確沒有錯，出來的……我不能說是台大啦，但都是

台、清、交，台大特別多是真的，清大也很多。（阿 B） 

除了國立臺灣大學的出國留學風氣在國內較為突出之外，部分受訪者也具體

的描述了同儕之間的氛圍。風氣指的是風俗、習尚，也就是一種會潛移默化的氛

圍。就如同受訪者崔西提到的，所有留學的資訊都是相互流通的。在同儕或系所

關係越親近的情況下，「準備出國」這件事的感染力是非常強勁的。 

我們這屆五十個同學，出國的人差不多十個吧！沒有像以前那麼多，台

大也已經是算在臺灣出國風氣比較高的。我也是聽我清、交、成大的朋

友講，他們班出國的就真的少很多。像我們要出國，這就是一個會討論

的話題，會說我想要出國，那我現在就要開始做什麼準備，那資訊都是

很流通的，我們就會說你要出國，你就去爬留學版，要考 GRE。（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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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當兵，後來就決定出國，在我高中就想出國了。因為我高中有雙

語部，所以有認識一些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人，多少也會耳聞到在國外的

一些事情，單純就只是覺得能夠看看不同世界是一件好事，這是最初的

想法。（安安） 

出國讀書、生活是脫離舒適圈的選擇，是一條孤獨的道路，如果能碰到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同討論、一同準備，也是一種互相鼓勵堅持下去的動力。受訪者 V

哥訴說自己的經驗時提到，因為對金錢負擔及出國之後的生活感到疑慮，所以他

最初並沒有出國的打算。在認識同校電機系的朋友之後，對出國讀書的藍圖有了

憧憬，進而改變自己的決定。踏出了這一步，也給自己的人生帶來了新的方向。 

我以前的觀念就是出國滿貴的，我也不知道出國的意義是什麼？到我大

四的時候，認識另外一群朋友，他們就說其實出國讀書機會會變很多，

錢的事情的話，有很多學校會提供獎學金啊之類的，所以那時候我才想

說也許經濟不一定是問題，他們是一群台大電機的人，因為台大電機的

出國風氣很盛，認識那群朋友也滿特別的，我那時候才覺得出國好像有

滿多機會的，然後待遇、工作機會、去學英文啊……錢的話也不一定是

問題。（V哥） 

V 哥還談到，除了學校之間的風氣差異之外。同校之間，不同系所的出國風

氣存在明顯的差異。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的出國風氣會這麼盛行，跟該系所師長

定期的宣導、傳遞這些國外的資訊有關。顯然，這個風氣在該系之中如同源源不

絕的活水，當新的教師回國任教，就持續的把最新的訊息傳遞給莘莘學子，讓該

系的學生作為參考。受訪者小隆的說法正好印證了 V 哥的談話。他本身也是受

到教師分享與鼓勵而興起出國讀書的念頭。據他形容，「準備出國」這件事在系

上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可以想見該系出國風氣之盛。 

我覺得這很看科系，像台大電機系就是出國風氣超盛，就我在那邊遇到

很多，大概有一半都是台大電機吧……我覺得這跟教授也很有關係，很

多教授都是很年輕的、可能剛出國回來的，他們就會很鼓勵學生出國，

常常在課堂上面講到阿！幫學生辦一些出國的講座啊。（V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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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在大一的時候參加了系上辦的座談會，在國外留學的老師分享了

他們在國外生活的點滴，讓我開始嚮往到國外念書。開始注意留學申請

需要有哪些準備……我覺得在台大同學間確實是有這個風氣，而且是到

了大三之後變成一種很普通的事，尤其是在台大電機系。我猜有一部份

的是受到學長姐的影響，一部份是同學間有些美國籍的，他們本來就要

出國念書的。我身邊至少就認識超過五個美國籍的同學，一開始就要出

國念書的。（小隆） 

（二）工作與經濟等務實考量 

移民，是為了追求比當下更優質的生活。優質的生活可能充滿各種元素。然

而，如果用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來說，人類會逐漸由低層次

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走向較高層次的自尊自重、自我實現與超越

自我。每一個階段皆必須獲得滿足才能抵達下一個層次。生理需求即是人類平日

的食、衣、住、行，而這些事物都需要錢。因此，追求的生活水準的改善，經濟

條件是關鍵原因之一。 

優秀的人才通常被賦予「談」薪水的資格。是以，從事科技相關產業的人才，

薪水相對優渥，年薪大約都達十萬美元。從美國知名人資公司 Robert Half 發布

的「美國各大城市不同類別軟體工程師的薪資概況圖」就可以略知一二。這必然

是吸引科技移民定居美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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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美國各大城市不同類別軟體工程師的薪資概況圖 

資料來源：Robert Half. (2017). Tech Salaries Across The U.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oberthalf.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RHT_0917_IG_3840x2700_SG

2018-SalaryMap_USA_ENG.jpg 

許多位受訪者都對於經濟因素提出看法，大部分的說法都強調美國的薪資收

入明顯高出許多。受訪者 J 先說明自身及周遭朋友的經驗是：去美國念書之後，

就會留在美國工作。中間提出了臺灣的學習資源並不比外國差的看法，最後卻再

次說了臺灣薪水低的現象。受訪者番茄則是更具體的描述了經濟收入對移民自身

的重要性。穩定的收入、無虞的經濟，才能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大部份都出去念碩士，可能就在美國工作這樣……會往外走的話，我覺

得要看兩個東西，一個就是看臺灣有沒有那個學習環境，因為現在學習

資源是相對的容易取得，像一些網路線上課程也可以聽到某些國外教授

的教學，網路找資料也非常方便，所以我覺得教學資源這邊不再是這麼

大的限制，最大的限制是你要投入職場的時候，本地有沒有公司有這個

環境讓你去發揮，那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要去國外發展？那如果去國

 

https://www.roberthalf.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RHT_0917_IG_3840x2700_SG2018-SalaryMap_USA_ENG.jpg
https://www.roberthalf.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RHT_0917_IG_3840x2700_SG2018-SalaryMap_USA_E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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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找的話，比如說美國，就是先在那邊當學生的時候，就會給你一點時

間去找工作，那會相對容易，可能就是一個跳板吧！就專業技術來說，

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不見得比臺灣好，只是薪水低而已啊！（J） 

台大電機出去的話，比較容易申請到好學校，這個產業的話在國外也是

薪資還不錯。那時候我只想打籃球跟打電動而已，而且那時候我沒有很

想去美國，而且那時候你也不會想說以後未來的薪水怎麼樣，大學都覺

得我以後年薪如果有一百萬，我人生就幸福美滿了，買棟房子不就五、

六百萬的事，殊不知臺北好像不是這樣……其實可以理解啦！當你開始

注意到你的薪水、你想要的東西，再去作比較的時候，你就會有動力了！

（番茄） 

讓筆者訝異的是，將近一半的受訪者都提到經濟因素與出國意願的另一個角

度。本節的第一段提及出國風氣的轉變，影響著移民的行動是否能實踐。然而，

雖然大家預期在美國科技業謀職會帶來更好的生活，卻也有許多臺灣的科技業學

生、專業人士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選擇不出國。下列分述之。 

受訪者阿中都認為，出國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花費金錢的投資。如果自身或家

庭經濟條件不允許，則出國必然不會是選擇之一。 

退伍之後有想過要出國，但感覺還沒有那麼強烈，我覺得工作的時候感

覺又更堅定了這樣的想法……我印象中，大家的感覺是：臺灣學生有越

來越少的趨勢，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有可能是經濟……我覺得那個花費

確實是滿高的。（阿中） 

受訪者阿承認為臺灣的經濟情況直接影響兩個部分，第一：出國的比例。第

二：國內博士班招生情況。臺灣經濟好的情況下，高學歷的科技人才傾向畢業後

直接進入臺灣的科技業就業。相反的，臺灣經濟不好的情況下，高學歷的科技人

才畢業後則會考慮繼續升學或是出國讀書。 

就我來看，現在出國的比例真的是越來越少了。我們畢業的那一年是臺

灣景氣非常不好的時候，工作很難找，當下找不到工作的人當然就會繼

續念書，那時候就很多人會繼續念研究所，大家就覺得出國念好像還不

錯，就出國念，這是一個。經濟情況影響兩個東西，一個就是出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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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就是臺灣國內博士班能不能招得滿？這是一樣的道理，今天如

果經濟不好的話，（博士班）就很容易招得到人，經濟好的話就比較難

招得到，所以你可以把這當成是指標。（阿承） 

受訪者番茄和阿 B 則是區分出就讀碩士和博士的區別。在美國攻讀碩士大

多是自費，而攻讀博士則較有機會爭取到獎學金。是此，臺灣的科技人才如果錄

取碩士資格，需要斟酌的經濟情況較多。如果錄取了博士班，則在經濟負擔上較

為無虞。 

我聽說（出國風氣）是差不多耶，但整體臺灣留學生是在變少的，但台

大電機可能沒有差很多，我覺得是臺灣人的收入吧！大部分出國的 case

是很花錢，像是我們同學這樣子出國大部分是拿獎學金，這種就跟你家

庭有沒有錢沒有關係，但是有很大比例不是拿獎學金去的，是（自己）

花錢去的，譬如說你念碩士就很花錢阿！但你念博士，臺灣也沒有很多

人可以申請到好的學校的博士，可以拿獎學金，所以我覺得是臺灣人的

經濟能力。（番茄） 

跑來讀學位的沒有那麼多，我覺得錢其實……不能說錢不是問題，但是

我覺得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嚴重，我有個朋友在這邊讀 PhD，他後來

讀博士的原因就是因為……像比如說 Georgia Tech他的經費很多，所以

很多系你進來，只要是博士他都會給你獎學金，等於就是免費讀，所以

錢其實……以博士來講好了，真的不是一個問題。（阿 B） 

受訪者崔西則是用投資報酬率的角度切入，看待「選擇出國」的議題。崔西

認為，出國所學習到的經驗當然無法言喻，然而，如果只用數據化的方式去評斷

出國念書以及移民等行為，則會擔心投資報酬率不高，且有無法回本的可能。 

現在出國留學的投資報酬率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高了，純就你回來可以

賺的錢，當然像經驗這種無法量化的就另當別論，我很現實地來講，我

今天投資一筆錢、出國念書，我這學費、生活費撒下去，回臺灣對我的

薪水加乘並沒有很大。（崔西） 

V 哥剛出國讀書時期的故事是受訪者中最戲劇化的。V 哥因為經濟因素，曾

經考慮放棄出國讀書。後來因為同儕的鼓勵，仍然選擇出國讀書，並努力成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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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移民。受訪時的 V 哥已經成功了。然而，他回想往事，談到當時為了克服經

濟困境。上學的同時，還要兼職擔任司機，才能稍稍平衡學費及花費。 

主要也是經濟因素啦，我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讓我在美國讀書讀兩年，就

學費本來就很貴了，美國生活費又很貴，你還要租房子什麼的，我那時

候就想說，反正計畫是想辦法在一年讀完，這樣我生活費省一年，然後

我又有多一年的薪水……我那時候開始做了一個服務，滿有趣的，我那

時候買了車，我身邊的其他鄰居都沒有車，他們也是讀那間學校的，我

就開始提供校車服務，我就跟他們收錢，說我每天早上這個時間載你們

到學校、放學這個時間載你們回來，就有幾個固定的每天這樣載，這樣

我就不會睡過頭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賴床啊之類的，剛好這樣也

可以收錢。（V哥） 

（三）開拓視野，讓人生有不同可能 

曾有人形容：留學是一條辛苦的路；就像過了河的卒子，只能進，不能退。

如果從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句話，會發現一個有別於記往文獻記載的角落。移民的

過程通常是漫長的、辛苦的、跳脫既有框架的。那麼，這群人為何願意投入時間

及精力移民到美國呢？在過往的研究資料中，多著重於移民重視經濟，出國讀

書、出國工作，以冀求得到更好的經濟能力，改善現有的生活。不可否認，如同

前述，在筆者探詢這個課題的過程中，經濟因素確實仍然是主因之一。然而，筆

者亦從受訪者的言論中，發現了以往的研究較為忽略的一塊。這也是筆者在前幾

章再再談到世界移民調查報告中，提出新的移民研究的觀點，從柔性的角度去探

究移民者的心理及想法，畢竟移民的自身才是這整個研究的精隨。 

筆者從訪談中得到重要的資訊，數位受訪者都提到心靈層次的概念。受訪者

認為，移民這條路，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自身的心靈。在學習上、工作上、生活

上達到滿足。 

首先，這群移民在臺灣多畢業於知名學府，擁有亮麗的學歷及美好的前程。

選擇出國不僅僅是求得更好的生活，而是對自身學術要求、專業知識精進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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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受訪者小麥就談到，真的想要在該研究領域專精者、在學位上更提升者，其

實遠比想像的人少很多。只想要洗學歷的人，不會追求世界級的一等學府進行深

造，也不太會攻讀更高的學位。 

（你要想）出國你是要什麼？第一個你是要拿文憑還是只是要洗學歷？

或者是隨便念個學校？如果只是隨便念一個學校就很容易阿！但是如

果你是要拿到文憑，譬如我講單純就博士或研究領域相關的話，那其實

就少很多……（小麥） 

受訪者 J 的談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跟小麥一樣的觀點。但除此之外，J 更

加強調了研究對自己的重要性。國外的求學條件或是工作條件，可以提供長期旅

居的科技移民一個更優質，心無旁鶩的研究環境。這是吸引人的。 

像在臺灣的話，可能社會氛圍就是大家趕著出去賺錢，有這個壓力。所

以他們可能就先念碩士就去外面工作，而且產業可能也不需要這麼多博

士的人，可能碩士就夠了，甚至大學生就夠了，所以大家不一定要選擇

博士，我覺得這是供需上，從人才的培育到業界的要求，我覺得都有影

響。那像我在那邊就專心作研究，就不用修課了。（J） 

除了 J 之外，也有多位訪談者認同這一點。例如受訪者小哈已經移民美國多

年，他觀察到許多後輩在移民選擇上的考量，是否擁有工作舞臺絕對佔有一席之

地。此外，小哈也點出了臺灣科技人士在學術界謀職的困境：「臺灣畢業的博士

基本上也不容易在臺灣教書」。  

主要是臺灣的薪水很多年沒有漲，另外來說博士又更慘，因為臺灣那幾

年產生了很多很多的博士，但是他們幾乎都沒有可能在臺灣發展，所以

這幾年我就感覺大家到世界各地去……以前會出去主要是因為經濟因

素跟台美斷交，現在（出國）原因比較是博士畢業的人，沒有那麼多的

學校跟產業可以讓他們發展，臺灣畢業的博士基本上也不容易在臺灣教

書。（小哈） 

除了對於研究領域的投入，希望更上一層樓以外。許多受訪者更展示了對探

索生活的渴望，及自我實現的可能。那不僅限制於工作的部分，而是適合歸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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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及精神層面的渴望。期許自己突破既有的框架，走出新的一條路。 

從碩士時期就很想出國，就比較嚮往這種國外的經驗，那時候就只是想

先看看而已，覺得臺灣的產業、生活有點無趣，覺得在臺灣工作的環境

比較無趣，因為其實在臺灣，我們念電機這塊的出路滿絕對的、很容易

預測，像我這樣電機出來，你就能猜到他在哪工作。（小麥） 

從受訪者小麥的言論中，可以略知一二。小麥言及，在臺灣，讀電機的出路

很容易預測，一旦走出學校大門，接下來的人生也可以解讀是「註定好」的。會

選擇移民的群體，某部分的人並不希望人生就此侷限，反之，踏入移民的旅途，

也許可以創造人生的新頁。 

還有受訪者在聊自己的故事時，主動提到較為「主觀」、由移民者角度出發

的思維。他們同時提供一個看法：會選擇移民這個選項的人通常對自己的人生有

主見、有夢想。雖然，在訪談對話中，受訪者們沒有一一具象化，但可以從他們

的言談之中歸類，這群移民是人們所稱「有想法」、願意「自我挑戰」的群體。

移民這個動作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因素、工作因素，而是有一個區塊，由自己的主

觀意識去追求心中更理想的生活，並非僅是追求客觀上定義 「物質條件更優」

的生活。即使心中所追求的目標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去完成，這個群體的人們

也勇於嘗試。受訪者阿承和小禹同時都提到「想法」的重要性。受訪者安安則是

提到，他不想要年紀輕輕就知道未來人生的每一步會怎麼走，不喜歡跟其他人走

一樣的路。此外，受訪者安安則是認為早期移民和近期移民的出發點並不相同。

目前，臺灣的生活條件並不刻苦，而這群新的移民願意踏出舒適圈，想必內心有

追求的目標。 

會出國的人，他們通常不想要走跟大家一樣的路，這種人會比較堅持自

己的想法，因為比如說，他就已經到國外念書了，又回到臺灣企業去工

作，那不就跟他的同學一樣嗎？就是 want to be someone different from

以前的同學之類的。（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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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這個年代來說，出國就是兩個：一個就是家裡很有錢、非常不錯，

他希望小孩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出來，第二個就是自己想要……那種

中間、沒什麼自己想法的，通常就會返回臺灣，不然誰那麼無聊，大家

都在玩的時候，你在考什麼 GRE、托福！（小禹） 

我看到我同學們有幾個在台積電，我覺得我進了台積電，這輩子人生好

像就可預期了，我並不想要這麼早二十四歲就知道我未來每一步會怎麼

做，所以我想要多留一年看能不能到美國，我覺得還滿值得的，我不喜

歡走跟大家一樣的路，我喜歡解決問題，跟個性一定有關係。（安安） 

周遭出國的人大概 25%而已，在我們這一屆……最主要就是當年的臺灣

環境不好啊！沒什麼發展，其實現在臺灣生活過得還不錯，安安穩穩地

過。生活過得好之後，人就會不想要踏出舒適圈，因為說真的，你到美

國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確定性。你真的不知道你會不會拿到想要的 offer

（職缺），就是一種賭注，只是願不願意賭而已啊！（安安） 

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可以明確地感受到，部分選擇移民這條路的受

訪者透露出對於臺灣科技業職場的失望。筆者必須澄清，這些對話中提到的失望

之處並非指薪水等物質的條件，相反的，與前幾段論述一樣，他們強調的是一種

較為抽象的、心靈層面的，對於工作及職場的期待。換言之，也是對自己投入所

學的期望。如同受訪者老王提到：美國「機會比較多」，臺灣「能做的事情比較

少」。而受訪者小禹則是認為臺灣的現況在整體上無法跟世界競爭。訪談時，他

也說出自己在旅居到美國的過程中，遭受許多困難，這是家鄉臺灣的競爭力不夠

佳所導致。 

我覺得這風氣還是有，但沒有到非常盛行，還是很多人都返回臺灣，會

來美國的大部分應該都是跟我一樣，看到美國機會比較多、資源比較

多，臺灣就資源很少，能做的事情也比較少。（老王） 

那會選擇去美國，是因為我念的電機工程在美國是最強的。臺灣整個能

力很弱也沒辦法跟世界競爭，反正都是很無奈的……跟環境比較有關

連，每個學校在申請都會有些看不到的天花板吧！你就是註定了不能去

一些地方，會受到限制……申請的時候就有感受到、出國的時候也有。

（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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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身具備跨國移動的經驗 

跨國主義對於本研究的啟發頗深。早期，跨國主義主要聚焦於經濟層面的研

究，也就是跨國企業與金錢市場。爾後，跨國主義逐漸將研究範疇擴展至族群，

這意味著許多界線的消失，形成一種類似回圈的效應，動態地一再連結。此外，

現在是一個科技化的時代，透過溝通媒介的產生、科技的影響。電視、網路、旅

行等都是全球化重要的媒介，也跟跨國現象息息相關。本研究中，總計超過三成

的受訪者有跨國移動的經驗。若僅統計質性研究的樣本，則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

都有跨國移動的經驗。 

受訪者小禹的旅居經驗並不豐富，時間亦頗為短暫。然而，筆者仍將這段資

料整理在下列，是因為這趟短期的旅居經驗，促成他決定準備出國這個行動。可

見這段在北京的跨國經驗舉足輕重，也影響了小禹之後的人生方向。而受訪者阿

承則是因為過往在美國擔任交換生的經驗，以及在各世界各地參加跨國研討會的

收穫，讓阿承覺得到國外工作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大學念清華電機，其實大一、大二也沒有想要出國。動機大概是我大

二升大三的暑假去北京清華交流，就覺得別人的學生還滿認真的！一直

返回臺灣選擇會比較少，所以回來臺灣之後就準備申請出國。（小禹） 

（在美國讀書及參加跨國研討會）遇到的這些人真的就是跟你不一樣，

很有主見、很厲害的人，對未來很有想法，那時候我就覺得原來繼續作

researcher是可以遇到這些人的，所以後來我就把作 researcher變成一個

門票，可以遇到這些人的門票，後來才決定繼續走下去，甚至決定出國，

因為他們都在國外，所以這是最簡單遇到他們的方法。（阿承） 

受訪者 J、阿 B、V 哥都曾經有長期在他國讀書、生活的經驗。 

大四有去美國交換學生。在交通大學畢業後就直接去研究所，又在交大

待了兩年，第三年去歐洲讀雙學位，這比較特殊，是兩邊都會有文憑的，

歐洲那邊是去比利時待了一年。後來意外讀了博士，本來沒有打算讀，

才會去念雙碩士，後來第二個碩士念到一半，覺得好像讀博士也不錯，

就又回來念了。我博二又去美國交換了一年，念的都是同一個專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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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大學的時候就有來看過這所學校，之前東海大學、清大跟北科，

反正就有幾所學校跟 Georgia Tech合作，暑假的時候可以來看他們實驗

室在幹嘛，可能就一個多月吧，就有來 Georgia Tech 看一看，那個

program是只有跟 Georgia Tech合作，所以那時候只有看 Georgia Tech，

後來我還是有考慮一下密西根大學……後來我覺得我這個 program 比

較注重實作，我對實作比較有興趣，就選擇來這邊。（阿 B） 

我那時候在想說要出國，我就只有想到兩條路而言，一條就是來矽谷做

軟體工程師，臺灣很瘋矽谷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前端的地方，有

點想來，另外一個學校在中東，它是做綠色能源的，它提供全額獎學金。

我本來就有在想說：我對科技很有興趣嘛！然後我對環保、綠色能源這

塊也很有興趣，又因為來美國讀書很貴，要花很多錢，我沒有這種錢阿！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到中東去闖一下好了，去試試看。（V哥） 

小麥則是受訪者中，旅居經驗較為特別者。小麥除了在臺灣有讀書及工作的

資歷外，還在其他二個國家的跨國生活中，皆有就學及工作的經驗。小麥也很明

確的說明，他嚮往旅居各國的經驗。 

我那時候畢業後我就去中東的阿布達比念了兩年的書，那邊有個學校叫

Masdar理工學院，這個學校基本上是跟MIT有合作關係，我在那邊再

念了兩年……我畢業後留下，在那邊工作一年，然後我現在在 MIT 的

老闆就問我要不要過來？我就申請。從碩士時期就很想出國，就比較嚮

往這種國外的經驗。（小麥） 

二、生活適應  

現今人類處於全球化的時代，網路的普及與發達帶動訊息流通。俗話說：秀

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即使不住在美國的人們，也能透過網路及相關電子設備

瞭解美國的生活。在訪談及問卷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網路資訊的發達讓移民

能更快的預先瞭解當地生活，卻也有一些部分是移民們在融入當地生活時依然感

到挫折的區塊。既往的文獻資料，較著重於華人移民的經濟層面、華人團體的社

群組織、華人科技移民的貢獻，且多集中於 1980 年代的研究。相較起來，針對

新進「臺灣科技移民」在美國的生活，甚少有讓他們訴說自己移民故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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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試著討論這一個區塊，移民中較為柔軟的、甚少提及卻珍貴的資料。 

進行深度訪談時，受訪者們對於移民生活的食衣住行話題幾乎都侃侃而談，

滔滔不絕。與家鄉臺灣相似之處、與家鄉臺灣迴異之處，皆讓受訪者們回憶起來

津津樂道。 

（一）飲食 

這一個段落，筆者將嘗試串流臺灣移民在美國的日常飲食及交通出入。首

先，民以食為天，每一位受訪者對在美國的飲食都有不同的見解，有趣的現像是：

移民們皆對於美國東岸及西岸的飲食特色有所回應，顯示這兩個地區的飲食大相

逕庭。 

整體而言，受訪者們都表示西岸的食物類型中，亞洲食物種類比例多，故較

符合臺灣人的胃口，選擇較為多元化。有群眾就有市場，因此，這樣的飲食文化

來自於人口的比例。從受訪者小泉的談話中，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東岸與西岸的

差異。東岸極少餐廳專賣臺灣小吃，然而加州卻反之。他認為這是原於居住族群

的差異。東岸較少亞洲人居住，較多白人及黑人，是此，亞洲的飲食文化自然不

會是主流。 

我覺得最明顯的還是這邊（西岸）亞洲的東西多很多，像東岸就是亞洲

人比較少，甚至沒有一家餐廳是只賣臺灣的小吃，但加州這邊就會有。

主要就是人口的組成，這邊就很多亞洲人，東岸基本上不是白人就是黑

人，不然就是那種中東裔的，西岸就是墨西哥人跟亞洲人是大宗，很明

顯。（小泉） 

說到西岸的飲食特色，住在西岸的受訪者幾乎都欲罷不能。臺灣味的美食天

堂以加州為首，筆者在本段以受訪者小麥和安安的談話做為代表。小麥描述得十

分生動。他將北加州喻為「臺灣食物大本營」。至於 Los Angeles 則更豐富了，腦

海中浮現的臺灣小吃一應俱全，小麥直言這情景「讓人很開心」。受訪者安安對

比了東岸及西岸後，直指加州「很誇張、真的太誇張了。」他描述該區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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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具有臺灣味，還不輸給在家鄉臺灣品嘗的味道。 

麻州的學生餐廳太難吃了，但如果你去加州那邊的就還不錯，滿適合臺

灣人，因為那邊很多臺灣食物。加州有很多臺灣食物，我覺得這點非常

吸引我，什麼蚵仔煎、蚵仔麵線、珍珠奶茶……因為有很多華人，所以

吃的東西超多。像在 Apple旁邊，那邊就是北加臺灣食物大本營啊！我

以前下班也會開車去那邊買食物吃，可是美東就沒那麼好。要看你去

哪，如果你去鄉下地方，可能就真的只有美式食物可以吃。像在 LA（Los 

Angeles）的話，那跟在臺灣差不多，LA（Los Angeles）的華人太多了，

他食物很多樣化，你可以吃到挫冰……什麼的，像珍珠奶茶都是基本，

也有鼎泰豐、三媽臭臭鍋什麼的，你想得到的都吃得到，那邊食物又比

北加更厲害，更多臺式食物，這讓人很開心！（小麥） 

吃的……我們學校附近鎮上有三家珍珠奶茶店，Princeton很多華人，加

州又更多，很多臺灣食物口味不會輸臺灣。加州真的很誇張、真的太誇

張了！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燒臘是在加州。其實你要這樣算的話，物

價指數是三倍，但收入的話也是兩到三倍，算起來是一樣的啦！（安安） 

接著，談論到這群科技移民的飲食方式與型態。從各位受訪者的言論中，能

夠得出一個結論。對於移民們而言，自己煮是比較省錢的選擇。的確，超過半數

的受訪者都表明，自從旅居美國以後，飲食習慣也跟著改變。以前在臺灣甚少下

廚者，因為花費考量，轉而學習烹飪。然而，兩難的是，這些科技移民不論在留

學時期，或是工作時期皆十分忙碌。故即使口味不習慣、餐費偏高，他們在平日

或工作日時，依然會以外食為主。 

怎麼選擇要自己煮或是去外面吃飯，一方面是技能能力，另一方面就是

經濟問題，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那時還沒有這麼獨立，大部份都是跟

同學一起在外面吃，三餐都吃外面。再一次去美國是去加州矽谷那邊，

東西非常貴，晚餐當然就是自己煮，中午的話因為不太可能花時間自己

煮，會太花時間，中午就吃學校，晚上再回來自己煮。（J） 

我後來有獎學金，又因為只有一個人，所以我後來就都是外食，很多人

會自己煮，但是我就把時間拿來做其他的事。（小瑀） 

我是因為太忙了，不然很少時候……可能禮拜六或日才會自己煮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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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五晚上有可能，因為會想休息一下，但禮拜六、日都還是很忙，所

以很少煮飯，太花時間了，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買。（小麥） 

普林斯頓那邊吃的也算方便，但是當然不能跟臺灣比，當然是自己煮比

較省，要買的東西（食材）都買得到啦！（安安） 

關於外食的方便與花費就像矛盾之戰，在移民們有限的金錢額度下，時常在

心中形成拉鋸戰。其中，受訪者小麥的形容特別生動。他雖然讚嘆矽谷的生活，

卻也苦惱居高不下的物價。某次，他為了吃一頓臺式早餐，特地開車過橋，點了

三樣餐點，結帳金額竟然高達台幣六百五十元。著實嚇到他了。 

我覺得矽谷雖然有它美好的一面，它也有比較不好的一面，它的物價實

在太高了！我還記得我有一次去吃早餐，我開車南灣的另外一邊，要過

一個橋，我想去吃臺式的早餐，點了一杯豆漿、一個油條、一個飯糰，

吃完後大概六百五十元台幣，我那時候嚇到，但這就是南灣的物價。一

般在美國，吃一餐大概正常也要七、八塊美金，約台幣兩百五到三百元，

我是學生的話，我吃飯的預算就抓三百元，這是正常價錢，自己煮當然

可以省錢，但你去買食材也滿貴的，蔬菜就滿貴的。（小麥） 

有時，這些科技移民也會想辦法一餐二食，提高工作效率。受訪者老王及 V

哥都提到，由於美國的超市賣的熟食份量龐大，通常一餐食用不完。所以，他們

選擇買一餐後，分成二餐吃，除了不浪費工作時間，亦可達到省錢的效果。 

學校附近很方便，工作附近東西就比較少，但還是可以（生活），我覺

得滿容易就能進入狀況的，畢竟速食店很多、餐廳很多、學生也有學生

餐廳；中餐廳也很多，只是會比較貴一點，自己煮的話要看你多想要省

錢啊！自己煮是可以到非常省，你如果去買便宜的東西也不會太貴，我

是沒有很常煮，通常都買一些便宜的，美國量也很大，所以一餐可以分

兩餐吃。（老王） 

我那時候大概就是每天待在學校實驗室大概十六個小時以上，就是一直

讀書、寫 code、準備考試，又為了省錢，我那時後可能就是一早出門

就開車開到 Subway，就買他們十二吋的食物，把它切成兩半，一半午

餐、一半晚餐，自己煮的話太花時間了。（V哥） 

 



59 

（二）交通 

民生為移民生活之本，飲食為首，其二就是交通了。美國地大物博，與臺灣

之幅員相差甚遠。移民在平日出入的方式必然與在臺灣大相逕庭。在這個部分，

筆者歸納出一個重點。對於這些科技移民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分秒必爭。故，

擁有自己的車子有其必要性。然而，談論到買車的急迫性時，東岸與西岸卻略有

不同。這樣的差異主要來自於東岸與西岸的交通運輸方式不同。受訪者小麥、小

瑀、小泉、J 都提到在加州生活，擁有車子的重要性。 

整個加州應該都要靠車子吧！西岸都是這樣吧！沒有聽過西岸不需要

靠車子的，因為西岸沒有什麼大眾運輸，東岸的城市發展比較完整，所

以東岸的城市很多都有很好的大眾運輸，像波士頓跟紐約就很好，但其

他地區基本上就都是要靠車。（小麥） 

居住在西岸的受訪者們，從他們的言談之中可以感受到車子對西岸生活的必

要性。他們認為，西岸的大眾運輸較不發達，擁有一台車子，能解決出入的不便。

反之，東岸的大眾運輸發達，不須特別買車。 

我們那個學校在大城市隔壁，在費城，所以不需要車，公車或是地鐵就

好了，我們整個學校買車的人非常少，你就想像是在台大、師大讀書，

買車可能更麻煩，在加州的話就必須買車，在加州沒有車不行！現在住

的地方到公司，開高速公路大概十分鐘吧！所以我也不知道實際距離，

可能還是有十公里吧！（小泉） 

去美國的話，基本上都是走路或搭公車，因為都很近，就住學校裡面而

已；再去美國的話，就買二手車開車這樣，因為那時候是跟我老婆一起

去，人比較多，所以開車會比較方便。（J） 

東岸除了大眾運輸發達之外，人口密集的區域，租車業及火車亦相當普及。

受訪者安安描述，他在求學時期時常使用租車系統，不但方便又省時，是出門買

菜的最佳夥伴。除此之外，火車在東岸也很常見，是互通城市與城市間的選擇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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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其實非常地方便耶！開車十分鐘，其實東西南北都有商場、超

市啊！我個人是用租車的，他們現在美國有一個租車方案是以小時計

費，當然在學校的話跟學校合作，所以宿舍有一台、停車場有一台、另

外一個宿舍有一台，反正一個學校可能配個七台車，大概就是上午預

約，預約之後就可以去取車，基本上就是開車就走了，買完菜把車停到

原本的位置，美國很多地方都這樣，因為開車是滿必須的！也會搭火

車……我們學校就有火車站啊！到費城或是紐約都是一個半小時，州跟

州是不一樣的鐵路，但是 New Jersey 到 New York 剛好就是終點到起

點，所以就是在終點下車，同樣的到費城也是……我在普林斯頓就買車

了，存了三年的錢，算了一下買車可能比較划算，就買二手車，再把車

運過來。（安安） 

受訪者崔西的談話則顯見車子對移民生活的迫切性。他在工作前三天才拿到

車子，心情非常的焦急卻又無可奈何。不過，崔西也提到，部分車行可以代為服

務購車手續，減輕移民們在安頓生活瑣事上的負擔。 

我上班前三天才拿到車，但是沒辦法，我也不喜歡麻煩別人。之前學長

他們也有說，如果我剛來沒有車，可以跟他們一起上班，反正同一個社

區，現在很多車行所有都幫你弄好，你付了錢，等一下，他就幫你把一

切行政手續什麼牌照啊都弄好，你拿到車的時候什麼都弄好了，就可以

直接走了，當然是要有駕照才能買車，我那時候是已經有美國駕照了，

有一些州可以拿臺灣駕照去換。（崔西） 

至於受訪者 V 哥同時就學又擔任計程車的故事，在先前已經提及。從他的

經驗可以瞭解到，車子不但能便利自身的生活，還能幫移民們在移民生活之初，

累積金錢收入。 

那時候也是每天要逼自己很早起來，我那時候住在學校附近，走路可以

到，可是開車比較方便、比較快，我那時候為了讓自己每天早上七點半

到學校，我那時候開始做了一個服務，滿有趣的，我那時候買了車，我

身邊的其他鄰居都沒有車，他們也是讀那間學校的，我就開始提供校車

服務，我就跟他們收錢，說我每天早上這個時間載你們到學校、放學這

個時間載你們回來，就有幾個固定的每天這樣載，這樣我就不會睡過頭

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賴床啊之類的，剛好這樣也可以收錢，載他

們以後就每天早上一定要起來，每天早上七點起來，七點半到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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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晚上五、六點收東西回來，可能吃個晚餐再回學校做到十二點，回

家洗澡睡覺，隔天早上再這樣繼續，當然每天都要睡飽阿！不然根本撐

不久。（V哥） 

從他的故事也看出，即使時至今日，移民在融入當地的生活時，很是辛苦。

每一個為生活奮鬥的環節，都是歷史。但移民者有時也能發展出富有創意的方

式，讓自己融入其中，展現堅強的韌性。 

（三）居住情形 

與交通密切相關的，莫過於居住地區的選擇。移民選擇居住地區，去之前會

考量氣候、生活型態等因素選擇哪一州、哪一個城市讀書，到了當地也因各地情

況不同，同時考量交通與房價的花費，來決定居住地點。以下將分別詳述。部分

移民在選擇讀書或是居住的城市時，已經過一番考慮。考慮的因素很多，包含氣

候、房價、生活型態等。受訪者阿承就說，東岸不在他的考慮之內，因為氣候太

冷，出外運動不方便，與他所期待的生活型態不符合。受訪者安安則是回憶起讀

書時在普林斯頓的生活，比起在西岸生活更吸引人（工作的地點在西岸）。在訪

談的過程中，筆者可以深深地感覺到，他十分懷念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認為那個

小鎮雖然區域小，卻是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受訪者小隆也曾住在普林斯頓，他形

容這個小鎮「春夏秋冬都很美，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地方。」離開普林斯頓後，

才驚覺原來不是每個地方的春天都跟普林斯頓一樣漂亮。 

那一開始來就選西岸、東岸，因為我很喜歡運動，所以東岸一定不在我

的考慮，因為冬天太冷了，就沒辦法打網球，所以西岸就是比較考慮的

地方。（阿承） 

生活上適應都還可以，那是一個天氣很怡人、舒服的地方，（跟現在工

作的地方）生活環境滿不一樣的， Princeton就是一個小鎮啊！一個很

小很小的小鎮，但是得天獨厚。（安安） 

普林斯頓的生活相當不錯，生活便利但又沒有大都市的吵雜。春夏秋冬

都很美，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地方。我老婆也非常喜歡那邊，只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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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住宿費貴了些，然後交通很擁塞。我到紐約州工作之後嚇了一跳，原

來春天，不是每個地方都跟 Princeton一樣漂亮。（小隆） 

除了氣候之外，房價及房屋的地理位置是否便利亦是移民們考量的因素之

一。較為特別的是，某些移民認為求學時期，部分學校提供的福利頗佳，讓外國

學生可以抽宿舍。受訪者安安及小隆的描述皆提到相關的資訊。小隆還特別說

到，由於搬家是一件累人的事情，他曾在一年內搬了二次家，因此，本來考慮移

動到西岸工作生活，在累人的搬家及生活花費的雙重考量下，仍然決定留在東岸

居住。 

住宿是住學校宿舍，運氣很好，因為是抽籤，但我都有抽到。（安安） 

在 Princeton 的生活不會感覺到很競爭，因為他們算是很保護招進來的

學生，學校保障新生有宿舍，但是越高年級越難抽到，我運氣比較不好，

四年級就被踢出校外住了……我本來是想畢業去西岸，因為在東岸生活

太久了，但是西岸生活費更貴了，所以不是很想移動了。而且過去一年

多內搬了兩次家，現在工作環境還算喜歡，所以暫時不想動了。（小隆）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租房子時會盡量比價，找便宜的房子住。本段節錄受訪

者小麥及老王的言談作為代表。小麥表示，整體而言美國的房租不便宜。然而，

其中又有地區的差別。以紐約、波士頓、芝加哥這種等級的大都市，房價都很「誇

張」。至於比較偏向鄉村型式的德州，租金相對便宜許多。老王則是長住在西岸

的受訪者，他認為房子的數量很多，但是，「想要找到便宜又好康的就要自己花

時間。」科技業的移民通常忙於工作與研究，難以投資大量時間找房子。是以，

換過幾輪租屋處後，他選擇在公司附近與人合租房子。 

在麻州的話，房租也很貴，但是沒有那邊那個誇張，我現在房租大概兩、

三萬吧！美國大城市的房租都很誇張，像紐約、波士頓、芝加哥這種，

可如果你去南邊像德州，就很便宜，德州可能都跟臺北有得比了，比如

有聽過一萬台幣可以租到一個兩房的房子，所以美國很看地區，南加州

正常的房價可能洛杉磯往郊外一點，一萬初到一萬五都可以租到很好的

房子。（小麥） 

 



63 

學生的時候住學校附近，畢業之後就往公司的方向搬，南加的房子是滿

好找的，房子很多，可是想要找到便宜又好康的就要自己花時間，我太

懶了，沒有花很多時間找，我換過幾個地方，有些時候找到便宜的就住

了，我現在是國外的朋友公司在這附近，就跟我一起合租。（老王） 

去讀是讀 Computer Science的碩士，那個是兩年的 program，但我後來

一年把它讀完了，那時候讀書很累，主要也是經濟因素啦！我沒有那麼

多錢可以讓我在美國讀書讀兩年，就學費本來就很貴了，美國生活費又

很貴，你還要租房子什麼的，我那時候就想說，反正計畫是想辦法在一

年讀完，這樣我生活費省一年，然後我又有多一年的薪水，就是早一年

開始工作嘛，我那時候滿累的。（V哥） 

柴米油鹽醬醋茶，移民的生活樣樣都要花費。關於生活花費的支出，筆者認

為將關係到移民們最終的去留意向，這是移民選擇中不可小覷的區塊，這部分在

下一節也會進行詳細的討論。 

（四）文化適應 

本研究中有一個嶄新的發現，是前人的研究中較少著眼的──語言的影響

力。從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可以發現，在這些科技移民的生活中，語言比專業技術、

人脈等可能更具有深層的作用力。關於語言與移民意向的討論，筆者將留待下一

節進行探討。本段落將先著墨於移民在適應美國生活的過程中，語言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 

以移民的教育水準而言，這一群科技移民的語言水準、教育水準都遠高於其

他類型的移民。一個科技人才旅居美國前，必須先經過託福測驗、GRE 測驗。

抵達美國求學後，再受到一年至五年的高等教育，這當中幾乎全然使用英文。沉

浸在全英文的生活環境中，使用英文理當是遊刃有餘。本研究所訪問的科技移

民，好幾位卻在回頭思索過往時，認為英文是讓他們最感到吃力的一環。在深度

訪談的資料中，本段節錄受訪者小瑀及小泉的談話作為依據。小瑀的說法點出了

科技移民在語言上的挫折。他認為，若將臺灣的英文能力放在美國的語言水準中

相較，是很差的。在他的移民經驗中所看到的，會再度上課補強英文的族群，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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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洲人為主。從小瑀和小泉的訪談內容中，可以想見一個共識：加州的華人多，

以至於英文進步的幅度有限。住在西岸之外的人通常英文較佳。然而，專精的科

技工作上，需要流暢的英文。與同事之間的溝通，甚至是想要增進職場上的氣氛，

部分科技移民是感到吃力的！因為要用英文「聊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小瑀

更提到，語言是一個重要的「工具」，用進廢退，多說英文才能讓自己更順利融

入當地生活。小泉則是對語言不好會遭受歧視這件事提出看法。他覺得，應該更

精確的說是「語言歧視」，並非種族歧視。小泉形容「他們聽到你英文可能講得

比較痛苦，他們可能就會不耐煩。」在工作或生活中，同樣一件事情，要交付給

語言表現較差的人時，需要花二倍至三倍的時間，這一點是讓相對不擅長英文的

臺灣移民較為吃虧之處。 

說難聽一點就是臺灣自己英文很差，大家都是為了考試而學英文，其實

GRE某種程度上滿有用的，你在美國生活，那些很多單字都會用到啊！

其實那就是臺灣英文不好，因為在美國會去上那種英文課的，大部分都

是亞洲人，就是英文爛嘛！很少看到什麼印度、伊朗、歐洲（去上），

印度人的英語很流利，他們講得不錯你也聽不懂，因為他們口音很重，

就美國人的角度來講，可能亞洲人的英文比印度人還差這樣。在加州來

講，大部分你遇到亞洲人、華人機率很高，生活上，某種程度上來講，

英文就沒辦法進步那麼快，可是你工作上就是強迫你一定要講英文，久

而久之工作上不是問題。但是，生活上，比如說：喇賽啊、聊天的這種，

英語不一定會比較好。因為你平常都是用中文喇賽嘛！那語言這種東西

就是工具，你用多了就是會講，有些人英文講得比較好。我覺得那跟智

商沒有什麼關係，這跟你有沒有常常使用比較有關，我覺得這個是最大

的原因啦！那有些少部分有語言天才、語言白癡啊我們就不討論了，所

以你大部分去東岸、你去中西部岸那邊的人英文會比較好，因為那邊亞

洲人比較少。（小瑀） 

像有些小留學生還會特意不挑加州，因為他們覺得這邊中國人、英文會

學不好，但是我覺得還是看你怎麼像，因為像在東岸那種隱形的歧視會

比較嚴重，但是因為在加州，亞洲人就是主體，不會有人歧視你，因為

你就是很明顯是少數族群啊！就會被當稀有動物，那在東岸的生活圈滿

多（朋友）是中國人的，我覺得很多留學生應該多多少少第一年都是這

樣，我第二年是有比較多跟國際學生……像是韓國或是中東那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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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流，從實習開始之後就比較有機會跟美國人交流，我後來覺得他們

其實也不是特別歧視你，與其說是種族或國籍的歧視，不如說是語言的

歧視吧！他們聽到你英文可能講得比較痛苦，他們可能就會不耐煩，但

是如果你換一個亞洲面孔，但是是亞裔的美國人去跟他們講，他們可能

也不會這樣。你就想說可能一個外勞跟你講話，他中文可能講得不太

好，你會很明顯地比較沒有耐心，就他也不是故意的，但你語言就真的

講得不太好，同樣的事情他要花兩、三倍的時間來處理你。（小泉） 

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些是具備跨國移動經驗的科技人才。他們在訪談

的同時分享了自身在其他國家旅居的經驗，作為對比。受訪者小麥曾經

在中東求學與工作。在他看來，中東的旅居生活在語言上較為友善。因

為該學校及地區有非常多來自於歐生的學生，彼此的母語都不是英文。

就這一點而言，對於非英文母語的移居者融入當地生活較為有利。此

外，中東生活的時期，宗教亦深深影響著人們。非穆斯林的群體因為工

作之餘的娛樂節目相近，感情自然融洽。我要說的重點就是，那個學校

其實比美國好的地方在於他有很多歐洲的學生，還有很多那種母語不是

英文、只是第一外語才使用英文的，但他們英文其實都滿好的，可是他

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更包容第一外語使用英文的人，所以你英文不是很好

的人，一開始去就非常容易適應，就比美國好很多，因為美國基本上大

家英文水準很高，在那個地方就是英文水準稍微差一點、但是還是不

錯，那就很適合英文差的人先過去；第二點就是，它那邊因為有穆斯林

跟非穆斯林的隔閡，因為穆斯林不會喝酒，所以他們基本上課後就不太

會跟你去活動，所以非穆斯林的人就會非常團結，你就會很容易融入這

些歐美的人……就會認識到很多很好的朋友，而且變得交往很深、很熟

的朋友，在美國比較難，對比現在在美國的生活，就會有差異性。（小

麥） 

受訪者 J 曾經長駐歐洲。在他的觀察中，歐洲在移民生活上沒有美國宜居。

J 的看法與受訪者小瑀相近，認為英文是一個工具，在工作上必然需要用到的工

具。然而，移民生活並非僅有工作。工作之餘的日常也關係著移民是否能融入該

國。英文對於臺灣移民而言已非母語，為了適應歐洲的日常生活，可能還要試著

使用歐系語言溝通，對於 J 而言，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美國人可能會比歐洲人好相處一點！歐洲的話，一方面英語系國家沒那

麼多，當地人在一般生活中可能就不是講英文，可能是荷蘭語、法語這

類的，這方面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可是到美國就是講英文。其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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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文還是從專業出發，因為本來就是把英文當作一個工具，以這個為

出發點，所以說如果要跟人家聊天，日常生活的會話的話，不見得每個

方面都有辦法跟對方聊，我覺得要看主題，有些還是可以，有些不行。

（J） 

移民是一個遷徙的歷程。離開原生國家，前往新的國家定居。離開習慣的環

境，並試著融入新環境，這是一個挑戰。也許有些移民在過渡期非常順利，能成

功融入當地生活。然而，也有部分移民是沒辦法適應的，特別在於「文化」這樣

無形的意涵背後，交織著生活習慣與想法的差異。受訪者小泉的描述說出了部分

科技移民的心聲。他舉了一個例子：遇到生活上的問題時，討厭打電話詢問客服。

這樣的情形在好幾位受訪者的訪談中都曾提及。語言上與母語人士的落差，是移

民們是否能融入當地生活的關鍵之一。而小隆的談話亦印證了這一點。 

我覺得滿多不適應的耶，我在東岸，亞洲人還是比較少。我覺得很多生

活習慣還是不太一樣，例如說刷卡買東西，我們住的城市沒有像那種悠

遊卡，我覺得美國很多都要打電話，但是那時候就英文很差，我就很討

厭打電話，你在電話裡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聽不懂，就會一直講下去，

比較沒有辦法比手畫腳的我覺得比較困難，可是偏偏他們都要你打客

服，他們現場可能不會幫你處理，就叫你打客服電話，我那時候就感覺

能避的就避，沒有很重要的就算了，我覺得滿多的不適應是從語言不好

來講。（小泉） 

應該是語言、和低效率的服務業。語言不用說了一定很痛苦，但是每每

需要和客服聯絡的事一樣很痛苦。（小隆） 

即使移民融入新生活的過程充滿挑戰，然而，這群科技移民還是有著努不懈

的精神，不服輸的克服困難。這部分節錄三位受訪者的談話做為代表。首訪者小

瑀提到，適應這件事是一刀兩面，危機就是轉機，困境就是突破的好機會。雖然

他曾經感到十分挫折，但是他不放棄，在工作上跟表現優秀的人學習。誠如他所

言：「厲害的（人）就是比較願意花時間啊！」 

這種就是一刀兩面，你覺得有困難，就代表你可以去克服，那你覺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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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就代表你沒有什麼長進，其實都有啦！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覺得剛好我念博士班，又在 Stanford 這種學校，所以一開始去的時

候，我覺得（我）程度不好，考試啊、思考或各方面，我覺得就是臺灣

訓練出來的完全不行，你可以看到世界很多很厲害的人，那剛好就在那

個平臺上跟他們多學一點，那那個過程其實滿挫折的！但你撐過來了就

代表你學到滿多東西的……厲害的人跟哪一國人比較沒有關係，厲害的

（人）就是比較願意花時間啊！（小瑀） 

受訪者阿承描述移民的心境非常細膩。他說，他曾經在在 Google 上面打「如

何面對寂寞？」這其實是大部分受訪者都經歷過的心境。然而，阿承化被動為主

動，不讓自己陷入悲觀的情緒之中。他透過看電影轉移自己的心情，時日漸久，

他還透過看電影訓練聽力，甚至觀察鄰近的人們都在做些什麼？最後，阿承進步

到能夠一個人自在的在新城市生活著。 

獨立對我的定義是一個人也可以活得非常好、活得非常快樂，你可以把

事情做得很好，同時間你可以很快樂，我自己一個人可以把事情做好，

可是我不一定是快樂的，我是滿害怕寂寞的一個人，就不喜歡一個人，

在臺灣我幾乎沒有時間是一個人，社團一堆、學校有學弟妹，我永遠吃

飯都會是一堆人或幾個人一起吃，所以我 2013年剛來的時候，我最不

適應的就是（自己）一個人，我覺得一個人讓我好徬徨，我甚至直接在

Google 上面打「如何面對寂寞？」Google 得到的答案是你要做一些打

從心底喜歡的事情，一個人做你也會很開心的事情，先從那件事情開

始，慢慢地轉移注意力之類的，我那時候還不認識網球，籃球也沒辦法

一個人打，很 boring！那時候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看電影，美國這邊不

像臺灣會趕人，臺灣是一場完之後要清場，美國這邊不會趕人，工作當

然不會有問題，因為工作不會是一個人，但禮拜六會是一個人，所以我

就禮拜六早上去買一張電影票，坐在電影院裡面，從早坐到晚，我這樣

一天看下來大概看了五部吧！而且有時候你已經不是在看電影了，我只

是在練聽力，只是在觀察旁邊坐的人，或想一些研究的事情，我只是需

要一些事情轉移我的注意力，後來就進步到我會帶事情去咖啡廳做，有

時候你會跟別人 share 一個 table（同桌），如果有人我就會跟那個人聊

天，如果他要吃晚飯，那就一起去吃，後來就可以一個人了。（阿承） 

受訪者小隆回憶起為了融入生活而做的努力，他舉了剛到美國念書時的例

子。小隆特地跟著美國老闆做研究，如此一來，小隆才能脫離既有的亞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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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上，真切的、快速的、有效的感受並適應美國文化，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

式。 

在美國念書時，我特別選了一個美國人的老闆，除了時間彈性外，我不

希望出國又跟個有亞洲文化的老師做研究。然而雖然我們老師確實做風

比較美式，當然也不是每個美國老師都是這樣。但是我也可以感覺的出

來他對於美國學生，這邊說的是純美國教育下出來的學生，和留學生的

做法不太相同。這點差異其實也可以反過來說：美國學生和留學生度他

的態度不相同。舉例來說：留學生，特別是亞洲人。對老師都比較畢恭

畢敬，美國學生就會比較直接。留學生會比較看老師臉色，他不高興就

不再堅持了，但是美國學生會跟你吵。這點除了反應在研究上，也反應

在畢業的年限上。（小隆） 

談論到宗教對於移民的幫助程度，多數受訪者皆認為今非昔比，教會對移民

者的幫助不同往日。本研究中的多數訪談受訪者在移民的過程中，並沒有接受到

教會的實質幫忙。舊時代受限於網際網路不發達，透過教會，移民者可獲取日常

及人際上的資訊。然而，當今世界的科技與文明已不可同日而語，快速進步打破

了國界藩籬，網路滲透世界各地。世界各地角落的大小事，快速透明地呈現於世

人面前。若需要求學及求職的資訊，只需連上網路，即能知曉。 

這個要回顧到上一輩的時代，宗教對他們超級重要，那個時代資訊沒有

那麼發達、網路沒那麼發達，現在隨便都可以跟家人聯絡了，我要宗教

幹什麼？心靈上是有支撐的，所以不會需要宗教，可是他們那個年代沒

有阿！所以你會發現比較有年紀的老師，只要有在美國留學過的通常都

是基督徒，這就是原因，因為他們那個年代也沒有臺灣同學會、社群網

站也沒有 Skype或 Facetime啊！（阿承） 

一開始的時候還是有的，有去參加過一些基督教的聚會，就有一些阿姨

人很好，但她們也不是叫你去信教，只是她們的平臺就是宗教，那後來

就比較融入生活圈，就沒有去了，像臺灣的或一些華人團體會有特別的

人會去發佈消息，就類似臺灣 BBS，美國也有一些網站、email或一些

管道跟你講這些事情，你就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去。（小禹） 

從受訪者小泉、崔西的談話中可以歸納，加入教會的人通常本來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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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因故有上教堂的需求。如果自身非基督徒者，則不會尋求教會的幫助。 

我沒有參加宗教團體，我在研究所的時候也有聽說有教會的臺灣留學生

朋友，不過他們也是本來就是教徒，就只是在美國去找另外一個教會這

樣子而已，為了比較融入美國社會而加入教會的比較少，而且我感覺他

們可能是因為臺灣或中國留學生把他們拉進去這樣，就等於是因為你的

朋友叫你一起去，可能就各種因素，但是為了跟美國社會融入，不是一

個很主要的動機。（小泉） 

沒有耶！因為我自己是佛教的，我們家其實拜拜的道場在美東，離我很

遠，所以我也沒有去，我們家是佛光山的，佛光山其實世界各地很多支

院啊！因為我不去、也不會想要去教會，我覺得那個邏輯差太多了，我

沒有辦法接受，我從小就是接受佛教的世界觀。（崔西） 

針對教會對於臺灣科技移民的幫助，受訪者阿承、安安、J 表示，現今教會

能提供的主要是心靈或生活上的支援，而受訪者阿承、老王、阿Ｂ則認為教會中

所認識的人能提供臺灣移民閒暇的陪伴。 

我在離開臺灣的前幾個月，我一個老師有介紹我去基督教，所以我在臺

灣是有受洗的，那時候我很徬徨，我很天人交戰要不要出來，還在做一

個最後的猶豫……那我想說人生地不熟，也許可以有一些 connection 

（連結）還不錯，所以我就受洗了。一開始我來這邊真的都有去教會，

教會會很有家的感覺，那是完全沒錯的，會一起吃飯啊、禮拜五會一起

唱詩歌啊！可是後來我發現這邊有一個團體叫 BATES，全名叫做臺灣

留學生還是研究所什麼的同學會，我後來有加入這個團體，這個團體就

有網球隊啊、定時舉辦一些活動啊……我就只是選一個我在那邊比較快

樂的東西，那我覺得我在後者比較快樂，後來我就放棄去基督教那邊。

（阿承） 

普林斯頓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城鎮，它是一個小小的鎮，可是它的街上有

六間教堂，我有去教堂，可是我沒有加入他們的活動，我覺得這個問

題……對美國生活有沒有幫助，應該是問對個人心靈有沒有幫助吧？就

是你有一些心靈上的平安可以透過宗教來尋求。（安安） 

我覺得對我來說沒有，因為我畢竟沒有什麼宗教信仰。可是如果對基督

徒或天主教徒來說，我想應該是會有的，因為他們會上教會，那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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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比較可能有機會跟人家聊天或交換資訊，教會的人也會給你一些幫助

之類的，對於需要上教堂的人來說，我覺得那會是有幫助的。（J） 

我是有去教會，有受到什麼實質幫助嗎？我覺得最大的幫助就是教會的

那個同事推薦我去他們做飛機的公司，生活上的事情都還好，就有認識

幾個朋友，生活上的話，有時候會出去玩、會聊天啊！（老王） 

應該說我本來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每個禮拜都還是會去上教會，但說對

我的美國生活有幫助嗎？我覺得還好，我沒有用這一些 resources，我都

自己來或是有認識朋友。我工作的地方跟我上學都在同一個地方，所以

我不太需要重新適應生活。（阿 B） 

三、就業概況 

根據大紀元日報 2017 年 01 月 22 的報導2，美國的全球求職網站 Indeed.com 

2015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5 年往前推移五年的期程間，旅居美國的新移民，

與早期移民相比，更多從事科學、技術領域者。再者，從教育程度上來看，近年

來的新移民比早期移民受教育程度高，有更多人持有學士學位。Indeed 提供的這

份報告，與本移究之研究主體吻合。本研究的探討族群，正是近年旅居到美國的

高科技移民。可見，當今高科技移民亦是美國在移民相關研究中著眼探討的對象。 

人的每一天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工作是人類生活的主體之一。筆者以

為，移民生活的結構是否穩固？是否令移民滿意？工作狀態是關鍵之一。在這個

嶄新的時代，特別對於高科技移民而言，工作的型態、工作獲取的方式都可能影

響其對於移民生活的抉擇。而筆者亦假設，在這個科技化的時代，新的高科技移

民在工作的各個面向必然與舊時代的移民有所迴異。若移民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所

成就，將有助於穩定其旅居的意願。筆者認為，移民的工作樣態由工作滿意度及

獲得工作所需的條件交互作用而成。是此，本研究中，欲以這二個層面所涵蓋的

內容探討，下一節詳述之。 

                                                 

2 參考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1/n8731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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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樣態 

一、取得工作的條件 

本段落，筆者將針對移民於美國取得工作的條件進行討論。本研究所意指獲

得工作的條件包含幾個面向：語言、實習、專業技術、人脈。下列逐一討論之。

至於移民們所關注的「身分」由於影響範圍較廣，除了獲取工作外，更有可能是

臺灣高科技移民抉擇是否永久定居美國的因素，故「身分」因素將於第四節進行

討論。 

表 6 

取得工作的條件之重要程度 

 平均分數 

語言溝通能力 3.54 

專業技術 3.59 

實習經驗 2.99 

人脈 3.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本研究的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實習經驗對於獲得工作的重要程度最低，平

均分數僅 2.99。可以推測，實習經驗不是必要條件，但擁有實習經驗，可能更為

加分。專業技術和語言能力非常相近，並分居重要程度的一二名，平均分數分別

是 3.59 及 3.54。人脈的重要程度也不低，平均分數為 3.41。 

臺灣高科技移民赴美打拼，本身就是一個辛苦的歷程。從美國的學校進入美

國的職場，除了實務經驗之外，包含人脈、產業資訊的不足，以及職場文化認知

及企業文化調適等過程，都需要臺灣移民用更多的時間自我要求，才能快速趕上

職場團隊的腳步。如今，這群臺灣高科技移民們有著穩定的生活及工作，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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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努力的適應美國社會、文化差異、工作環境。 

討論移民獲得工作的條件之前，部分受訪者特別訴說了自己找工作時的辛苦

及困難。受訪者 V 哥為了在矽谷找到理想的工作，歷經四個月居無定所的生活，

輾轉借住各個朋友家。受訪者阿承形容，剛到工作地區時很「崩潰」、很「弱勢」，

找不到房子，因而睡了一個月朋友房間的地板。受訪者小泉失業了兩個半月，還

必須仰賴臺灣的家人接濟，方能生存下去。受訪者 V 哥則是在四個月的期程中，

面試了將近一百間公司，卻都被拒絕。從中可以得知，高科技移民雖然不乏求職

選擇，卻也未必一路順遂。移民們勤奮為生活的精神，令人動容。 

本來是想要早一點開始找工作，但我剛轉這個領域，我試著去面試，但

是他問我的問題，我都回答不出來，所以後來就放棄了。我真的開始找

工作是我畢業後，大概七月中以後，我一畢業我原本想要在印第安納州

找矽谷這邊的工作，後來覺得這樣很困難，因為印第安納州就很遠啊！

生活又比較安逸一點，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我留在印第安納的話，我沒

有辦法找到矽谷的工作，所以我一畢業後就搬到矽谷這邊來，然後才開

始找。我搬來的時候，因為還沒確定工作在哪？就先住朋友家，那時候

也是換來換去，換了好幾個朋友家住，找工作我花了四個月吧！到十一

月底才找到工作，就剛好看到誰誰誰可能要回臺灣兩、三個禮拜，我就

去住他的房子之類的。（V哥） 

我那一年其實是在 Berkeley 旁邊的一個國家實驗室。那時候來這邊遇

到幾件事情，八月來這邊很崩潰，很難找房子，學生都開學了，大家都

找好房子了，剛來這邊其實很弱勢，找不到房子，我那時候睡了一個月

我朋友房間的地板。（阿承） 

我在實習的地方待了兩個月，從八月初到九月底，美國好像滿多是五月

中就放假了，所以我等於是失業了兩個半月吧！就每天一直找工作，看

有沒有好消息，那時候還是繼續租房子，只能請家裡繼續匯錢，不然也

沒辦法。（小泉） 

我原本找工作的時候，我的目標是要找新創公司。我那時候覺得我實力

還不夠，新創公司壓力比較大，所以應該各方面可以學比較多。那四個

月大概面試了有一百間公司，但都被拒絕，因為他們都想要更有經驗的

人。（V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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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為當今世界工作場上最關鍵的能力之一。對於懂得英語，並具備高水準

英文能力的人，通常能在公司職位中擔任要角。科技業的工作常常需要部門之間

的相互合作，因此工作者的溝通技巧、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是否能順利工作的關

鍵。從本研究的訪談資料及調查數據中可以發現，能流利使用英語溝通的科技移

民擁有更活躍的思想，文化融入程度也較佳；這兩項是在國際化的工作環境中成

功，和在日新月異的世界裡，達到良好適應的必要條件。善用英語的移民能以靈

活的心態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文化融入程度則顯現在對美國文化、思

考、行為模式的接受度。 

受訪者小麥、崔西、V 哥、小泉、阿承對於語言之於工作的看法雷同。他們

都覺得：專業技術及工作內容能得心應手，對於這群科技移民不是問題。困難點

在於語言理解程度造成的溝通落差，因而對工作任務產生認知障礙。小麥提到，

在他的工作中，「花很多時間在跟人家溝通」、「溝通是很重要的」。崔西講述自身

的移民經驗時，則說到因為英語不流利，導致求職不順利的過往。不能善用英語

表達自己，會讓公司方覺得：「這個人根本就還沒準備好！」V 哥也認為溝通是

最辛苦的部分。即使這些科技移民相對於一般人，已經具備相當水準的英文能

力。然而，在職場上仍然面臨「很多東西可以好好講的東西，用英文就沒有辦法

好好講出來。」的情形。小泉覺得英文畢竟不是臺灣高科技移民的母語，在跟外

國人討論工作及求職時，耗時又無法精準表達題意。小泉說：「同一件事情，你

用中文講可能兩句就講完了，用英文大概講五分鐘還解決不了！」番茄則推測美

國的文化可能從教育就很強調溝通的重要。臺灣跟美國的工程師在溝通表達方面

是有落差的，美國工程師比較善於表達，又有語言優勢。 

我覺得工作內容沒有很難，只是工作就是花很多時間在跟人家溝通，溝

通是很重要的。（小麥） 

我第一個學期就有去校園徵才，那時候連話都講不清楚，很生澀又緊

張，HR（Human Resources）一臉就不想跟你講話，覺得你這個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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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還沒準備好。第二個學期稍微好一點，就開始發現現實的困難，準備

得比較多一點、話也比較會講。（崔西） 

辛苦的地方主要還是溝通吧！因為你畢竟跟每個人都要用英文溝通，所

以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好好講的東西，用英文就沒有辦法好好講出來。（V

哥） 

語言方面的問題，這不是我們的母語！例如說：我之前念書的時候要做

一個 project，我就挑中了一組跟美國人還有印度人一組的，就會發現我

們會沒什麼交集，或發現同一件事情，你用中文講可能兩句就講完了，

用英文大概講五分鐘還解決不了！他可能還搞不懂我在問什麼？我聽

了半天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終於聽懂，我才發現他根本沒有在回答我

的問題！我之前都是電話面試，他們都會挑一些很好問或很好表達的問

題，但不一定好回答啦！我覺得可能他們電話面試的時候都會很有耐心

地跟你講，但心中已經默默地把這個人給刷掉了。可能會想說：我連跟

你講這麼簡單的問題都要講這麼久，那你來我們公司工作還得了？ （小

泉） 

最辛苦的地方一個是語言。這邊的人比較會說謊，他可能其實沒做什麼

東西，也可以講得天花亂墜！扯一堆有的沒的，但沒什麼重點。我覺得

可能從他們的教育就很強調溝通這件事情。像我們以前在學校做

project，這通常不是一個人的 project，通常是兩、三個人，甚至三、四

個人，因為你以後工作不會是一個人完成的，你會需要跟其他人合作。

所以，你怎麼跟別人合作、怎麼表達，他們都很看重！臺灣跟美國的工

程師在溝通表達方面是有落差的，美國人真的比較會講，語言當然有

差。（番茄） 

受訪者阿承對於語言的體悟十分深刻。他表示，不論自己的英文在臺灣多麼

優秀。然而，一到了美國，在語速、用語、發音上皆難以適應。那時，他常常聽

不懂，就會做錯並拖累大家，他記得同事們跟他說：「你怎麼連這個都聽不懂？」

讓阿承當天挫折到哭了整個晚上。後來，阿承利用午餐時間、工作之餘的時間盡

力的觀察美國人的表達，終於在二個月之後成功改善語言帶來的工作困擾。 

因為我那時候加入的實驗室是一個純外國人的實驗室，當下很挫折就是

英文這件事情，你英文在國內再怎麼好，可是你到這邊一開始，第一個

就是會不適應他們講話的速度，一些用語還是什麼的，所以這個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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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臺灣教育很缺乏的，必須要想辦法有這個環境去學到真的可以用

的（英文）。你會發現在這邊生活用字不太難，高中背幾千單字根本早

就綽綽有餘，重點是發音，你知道發音，可是你的發音就是不對、別人

就是聽不懂，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的，還有聽力吧！因為你的發音是錯

的，你一直覺得是對的，所以別人講正確發音的時候，你也不知道他在

講什麼？這就是問題！我永遠記得我剛來兩個禮拜的時候，因為我們做

實驗都是英文溝通，那我常常聽不懂，就會做錯或拖累大家，我就記得

他們跟我講：「你怎麼連這個都聽不懂？」我聽到真是超傻眼，又找不

到房子，我記得我那天哭了整個晚上都沒睡覺。我朋友其實也很難幫

我，真的是要靠自己去適應。剛去的時候我覺得我聽不懂他們的話、也

沒辦法對談，那就算了！我就在自己 office吃，可是後來發現他們其實

常常利用那個時間討論一些實驗的東西，我如果沒有聽到就很格格不

入，後來我想說：就訓練聽力嘛！那因為吃飯的時間不是在工作，你如

果聽不懂，問他在講什麼？他會願意再講一次。我後來就午餐、晚餐都

會跟他們一起吃，後來連……你知道我很討厭喝酒，這邊都會有 Happy 

hour，什麼禮拜幾啤酒很便宜啊！他們就會去喝，我去跟著去，就好像

陪酒一樣，但就融入他們了。這就是第一步，我記得兩個月之後，當然

還是沒那麼熟練，但就已經可以正常工作了，至少工作沒問題，花了一

個月找到方法，花兩個月去調整，三個月就 pretty good…… I think。（阿

承） 

除了工作的溝通誤差外，語言對於融入職場環境影響亦頗深。受訪者阿中、

老王、阿承、番茄都對這個議題提出看法。正如本研究中「工作滿意度」的討論

項目內容中所言，職場文化及氣氛對於高科技從業人員非常重要。是此，能否用

英語順暢的「聊天」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阿中認為平時的談天中，由於不瞭解

美國文化的背景及知識，因而很難跟外國同事「聊下去」。老王亦認同語言是最

困難的一塊。因為成長背景不同，就算聽得懂外國同事說的每一個字。卻仍然無

法理解對方所說的笑話，因為那是「他們的文化」。受訪者阿承則覺得：「你如果

英文不好的話，誰會理你？」阿承強調，這是一種「從語言歧視」的現象。並非

僅發生於美國，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可能發生。相對而言，美國仍算是友善的了。 

工作的辛苦之處，我覺得就是都得要用英文來溝通，我覺得文化的差異

感覺也是滿大的！技術上的還好，如果你平常跟人家聊生活上的東西，

但是你並不瞭解他的那些背景、知識啊！其實也滿難聊下去的。（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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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難的是語言，我覺得那個隔閡一直還是在。我現在也還是會感受

到，因為你整個人的成長背景都不一樣，就算你聽得懂他說的每一個

字。譬如說：我們聊天在聊七龍珠，可能他們有美國自己的卡通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講個笑話，你聽不懂就是聽不懂，因為那是他們的文化。（老

王） 

語言的問題……你 social的能力，我舉例來講：學術的好了。學術的我

比較知道。其實華人要在美國當這種計畫主持人或教授是非常非常困難

的！幾乎是萬中選一之類的，你要克服你的語言。你如果英文不好的

話，誰會理你？在美國，他們就是覺得白人很厲害、很了不起，這人種

就不只是語言，這是整個亞洲、整個黃種人在面對的問題，在這邊絕對

是會有歧視的意味，你永遠可以感覺到歧視！不過其實這是比較級的，

看你要跟哪裡比？跟德國比當然是很多元，德國那邊上課 even 用英文

他都不想用了，他只用德語，你要怎麼融入他們？基本上從語言就開始

歧視你。那你說華人，其實華人社會歧視很多外國人！我有幫要到臺灣

工作的俄羅斯人辦過手續，我就覺得，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對外國人那

麼不 friendly？身分問題一些有的沒的，臺灣的公家機關英文又非常

爛、非常難跟他們溝通，所以比較起來，我覺得美國其實是最好的了，

只是 even 在最好的裡面還是會受到這些限制，因為你不是在你的母語

國家！（阿承） 

綜上所述，因應國際化的影響，資訊爆炸的時代，高效率的語言溝通將會提

升生產力，開創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英語的使用能力反映出移民的認知優勢及

適應能力，對於高科技移民在美國的工作、定居格外重要。 

美國職場人力資源調查機構 Glassdoor 在 2014 年針對美國企業實習生薪資

調查的數據結果，25 間高薪給付實習生的企業中，有 19 間是科技相關產業，可

以從中看出科技產業對於實習的重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蜂擁而至，那些在激

烈競爭中脫穎而出者，才可成功地在科技產業實習。不僅可獲得豐厚的薪水，更

重要的是，獲得寶貴工作經驗、熟悉真實工作環境，以及擴充自己的人脈，為日

後求職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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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美國企業實習生薪資調查 

參考來源：Glassdoor. (2014). 25 Highest Paying Companies for Inters. Retrived from 

https://www.glassdoor.com/index.htm 

受訪者小麥和老王對於實習的看法相近，二位皆認為實習即是正式工作的縮

影。小麥對於這個區塊描述的頗為詳盡。美國的實習制度有二大特色，企業的出

發點為行銷公司，促使企業能招收更優秀的科技人才。學生所面臨的則是一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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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競爭，誰能從中勝出？便意味著此人的職業生涯開啟了新的一扇門。小麥亦

提到，實習生的實領薪水雖然不高，但以平均比例而言，仍符合工時該有的回饋。

故，為什麼不去？受訪者老王表示自身的工作經驗中，實習跟正式雇員的內容近

乎相同。對於企業來說，實習生和正式員工都是讓公司往前進的一份子。 

在美國是這樣，美國的實習制度滿特別的，美國對實習的看法就是他把

你當成一個正式僱員。他有兩個用途，第一個 Marketing，去行銷他的

公司，他需要招領到優秀人才，所以他非常希望優秀人才可以留下來，

他從你實習的三個月左右來看你這個人的表現，他覺得你很好，就會盡

全力把你留下來，第二個就是他要讓他實習的 opportunity 非常難進，

當然不是每個公司都這樣，但美國大部份公司的實習其實都不是很好

上。但美國的學生從大三、大四開始就會狂找實習，所以每個人至少都

會實習到一到兩次，有些甚至實習三次以上，這是一種風氣。在美國實

習，你一個月的薪水就是正職除以十二個月，那為什麼不去？對學生來

說當然非常地有吸引力，像如果你去 Google 實習的話，稅前金額大概

二十七萬台幣吧！（小麥） 

對我來說，實習跟現在工作的內容是幾乎一樣的。我做的東西一直有

換，但他們並沒有根據我的身分派不同的工作，即便有也很輕微，可能

工作量輕一點之類的，我從實習到正職，基本上公司是在往前走，每個

人都是有什麼事就做什麼事，盡量讓公司往前走。（老王） 

受訪者小瑀提出的觀點較接近「互利互惠」的模式。就小瑀的實習經驗來說，

他認為實習是一種降低風險的選擇。藉由實習工作，體驗該公司的文化。比起盲

目地投入全職職位，更能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對於企業，則希望吸引名校的畢

業生，並從試用期觀察該員是否勝任公司所賦予的任務。 

美國的實習比較像是給你去體驗不同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在工作上能貢

獻多少，只要你能認識到這間公司、有認同感，對方也覺得不錯，但這

個是有基礎的，基本上你一定是從不錯的學校來，才有機會給你這個面

試，因為它希望吸引到好學校畢業的學生，第二個呢！它其實是一個試

用期，就算你是很不錯的學校的學生，但你不一定喜歡這個公司的文

化，那就藉由這個實習，大家互相瞭解一下，因為是互相選擇嘛！所以

有些人做完之後就選擇不回這個公司、有些人就回公司，比起盲目地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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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個全職工作，這個做法風險低很多，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做得很好，

那你以後想回來那當然不錯，但是你做一做覺得這個公司挺無聊的，也

不用浪費時間，三個月過完就掰掰，你以後也不會回來找這個公司，公

司也知道你不太適合，就這麼簡單。（小瑀） 

從受訪者阿中、小泉、阿 B 的談話中可以得知，實習機會十分競爭，而某

些學校支持並鼓勵學生前往業界實習，甚至設定為課堂報告或是畢業門檻。 

我有去 Sandisk實習……那我們學校的實習是一學分，實習完了要寫報

告，我那時候實習了將近三個月。（阿中） 

我是碩士畢業才去實習的，中間那年有投，但是沒有找到。有人說找實

習可能比找正職還要難，因為很競爭。（小泉） 

我有考慮，但沒有去，因為沒有時間。我才讀一年，大部分不收這樣的

實習，而且實習大部分很早就要開始找了，實習大概在前一年的十一月

就要找到了。我那時候才進到這個領域沒多久，所以我不可能通過實習

的面試。（V哥） 

實習 obviously 錢比較少，其實比較像是為了學校做報告去做一些東

西，因為它其實是 part of學校畢業的門檻。（阿 B） 

更多受訪者認為，實習直接衝擊著正式求職的錄取機會。受訪者小隆因為沒

有參加實習，因而導致自身求職的困難度。此外，小隆認為實習可以拓展人脈，

有助於求職。受訪者番茄、阿 B 皆認同實習等同豐富自身的工作經歷，對於求

職更為加分。受訪者番茄提到「履歷上什麼工作經驗都沒有，要去找到一份正職

的工作，會很難找。」受訪者阿 B 則提出，實習的薪水非首重之務，而是在求

職時，面試官極有可能針對該員的實習內容多作探詢，進而試探該求職者是否適

任。 

有實習差很多，通常可以增加人脈，容易找工作。而且實習薪水比學生

高，可以多賺點生活費。我們實驗室的美國人有些有去，但是我沒有，

所以增加了找工作困難度。（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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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去實習，但是我滿多同學會去實習的。你如果念三個學期的話，

就可以多出一個暑假，暑假就可以去實習，因為找到一個實習的機會比

找到一份正職是來得容易的。當你最後要找正職的時候，有實習的經驗

會有優勢。因為沒有工作過，那念完一年畢業，你履歷上什麼工作經驗

都沒有，要去找到一份正職的工作，會很難找。（番茄） 

實習有沒有錢都不會很在意，有實習的話會對找工作有幫助啊！那個時

候我還在找，一面實習一面找（工作），他們會問很多我實習的過程。

不過有正職（經驗）的，我覺得還是會打趴實習，在臺灣的也算。有工

作經驗感覺加分。（阿 B） 

最後，受訪者小瑀提供一個關於實習面試的有趣現象。美國的科技產業十分

看重實習，對於實習生亦相當尊重。若該企業認為該員是具有潛力的實習生，企

業體會提供住宿及交通費補貼，讓該員順利前往公司實習。美國科技產業對於求

才之重視，不言自明。 

我是畢業前一個暑假有去做過實習，所以那時候找工作就比較容易。通

常博士班不會要求你去實習，但通常都會去實習一下、跟業界接軌一

下，實習也要投履歷，美國就是從小到大就是不斷地投履歷……我去了

好幾個地方實習，我去過歐洲，我做了大概三個實習，有在歐洲住了三

個月。第一間是在美國的公司，第二間在歐洲，第三間也在美國。薪水

以那個時候來講也還不錯。基本上你每天的工作時間大概兩個小時而已

吧！如果你是外州來的，通常好一點的公司就是住宿幫你出、給你車，

然後給你很多錢這樣，就很爽就對了，所以你就知道臺灣的公司多摳

了。（小瑀） 

身處科技化、資訊爆炸的時代，實習對企業及高科技移民而言是雙贏策略。

對企業來說，實習生的薪酬相對較低，也可以提早找到有潛力與衝勁的年輕人。

對科技移民而言，可以利用假期或是課餘時間實習，除了增加工作資歷外，亦能

夠學習實務經驗。 

具備專業技術是職涯初階段的重要功課。然而，專業技術對於高科技移民來

說，是否成為求職的限制呢？這是筆者在本段落要探討的主題。本研究多數的受

訪者及問卷調查的樣本資料皆肯定專業技術的重要性。但是，專業技術在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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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求職、工作歷程所扮演的角色，值得細細討論。 

對於這個議題，本研究中的訪談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同意。受訪者小瑀認為

臺灣高科技在美國就是外勞。工程學科對於美國人而言較為辛苦，故美國從國外

引進高級勞工。而臺灣這群具備高知識水準、專業技術的移民正好符合美國市場

需求。他舉例，在臺灣學習工程的人，進到美國就業市場，通常也是投入工程相

關職業。 

技術限制？對，我完全認同，基本上我們就是外勞，就像臺灣請外勞去

工地打工，就是因為我們缺工地的人。那像美國也是一樣，因為他們工

程是一個比較辛苦的學位，那出來以後做的事情也比較辛苦，所以他就

引進外國的學生，尤其是亞洲，那我為什麼能來美國，是因為我剛好在

臺灣念的是工程，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小瑀） 

大部分的訪談受訪者並不同意專業技術會限制求職及工作。他們覺得投身科

技業，「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為重要。首先，受訪者小麥、老王、小隆、V 哥、J

認為美國的科技產業重視「能力」。小麥覺得，「技術限制」這樣的思維通常是囿

於臺灣教育者的思考模式。彷彿「學了什麼，就該做什麼！」然而，對於美國的

科技業而言，絕對性不高，他們覺得很多技能是可以再培養的，主要是要看該位

工程師的潛力，Google 跟 Facebook 尤為最佳例子，這兩個企業收了許多非本科

出身的工程師。受訪者老王說明自己的經驗，在他的公司，所以一個人要做很多

不同的事。因此，老王在工作後，重新學了很多東西。他認為在學校學的知識技

術目的在於培養準工師們有更宏觀的看法，非限制工作出路。受訪者小隆說得很

直白。許多大公司不重視工程師們之前的主修，而是看中該員畢業於優質的學

校，相信該員具備良好的學習能力！給予任務，就會主動去學、去完成。受訪者

安安認為，讀到高等教育培養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及自我學習的能力，進入公

司後，如果遇到問題，要怎麼解決？這是工程師能力的展現，工程師必須問人、

學、搞清楚。受訪者 V 哥則舉了自身的例子，他轉換了幾次領域，然而，有心

學習就能充實自己，讓自己勝任科技產業瞬息萬變的工作生態。受訪者小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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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投身學術研究之外的職位，原則上不會受限，以他自身為例，他的工作介於

設計與生產線之間，工程師們必須嘗試衡量並解決兩者的衝突，想辦法克服是能

力的展現。受訪者 J 則提出，科技業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產業，從學校習得的技能

通常無法使用一輩子，能從優質學校畢業的人，理當推論其能力出色，故，公司

能不能夠賦予他培養其他技能的空間很重要，通常，美國的科技產業給員工的空

間很大。對新進以及現有員工持續提供教育訓練，這些訓練代表對員工作出顯著

投資，能增進員工的信任感及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續訓練代表員工會不

斷面臨新挑戰，因此能持續發展新技能。 

那是在臺灣，我覺得亞洲的學生比較容易被框限在：學了什麼，就該做

什麼！或，你學的不是這樣東西，你就競爭不了別人。在美國不是，美

國很奇怪，像在 Google 很多人他可能不會 coding，他就上網去學

coding、自我精進，比如說 Google 它很多工程師其實是材料工程、機

械，可是還是收他們，為什麼？因為他覺得這個人很聰明，將來可以用

到他，因為 coding 只是一個技術、一個 tool 而已，主要是要看他的潛

力，有超多軟體工程師不少是這樣的，比如像我同學他們可能說，那誰

誰誰念化工的他怎麼去 Google 了？技術面很重要，但你要看你做什麼

工作，假如你今天做的是研發、非常理論或具有研究特性（工作）的話，

那當然不可能隨便找一個，你需要有經驗的人；如果是需要比較創意導

向的話、它的入門門檻沒那麼高，他們就會傾向找那種有熱情的人……

美國的絕對性不高，他們覺得很多技能是可以再培養的，當然工程師學

的技術是非常 specialized，非常特殊在他的領域上，但不代表他想去做

別的事情卻不行，我覺得 Google跟 Facebook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也

是收了很多本來就不是做這件事情的人。（小麥） 

因為小公司，所以一個人要做很多不同的事。工作後重新學了很多東

西。其實你修的一般課，都只是在提供你更多的方向與資訊，不一定會

用到，只是讓你有個宏觀的看法。我是機械的，我一個同事是航太太空

系的，還有一個是大媽，天曉得她是什麼系？……我覺得這講法滿奇怪

的（技術限制），我是不會覺得有受限制的感覺，因為這就是我想要學

的東西，而且念機械系其實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只要是會動的東西都可

以……我覺得機械系是你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除非你不想做機械。

我記得我碩士的時候不需要特別專修什麼領域的，但我碩士的時候修滿

多流體力學的，飛機需要用到不少。（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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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個台大機械的學生，他可能是學流體力學的，但因為台積電賺錢，

他想進去。他進去很可能是做設備工程師，可能和他學的流體力學、熱

力學完全沒關係。很多大公司根本不管你之前學什麼，你是好學校畢

業，就相信你學習能力好！丟個 Project 給你，你會很主動去學去做，

他們就 OK！（小隆） 

技術限制……我倒是不是很同意！博士班培養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包

括自我學習的能力，你有一個問題要怎麼解決？今天出現一個問題，我

不會跑這模擬，怎麼辦？我要去問人、自己去學、搞清楚。（安安） 

我大學讀的是台大機械系的，我在中東讀的是工業工程系，我來美國後

才是讀資工……這沒有什麼說被限制，而是你是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你

才會去學這個領域。（V哥） 

我覺得你如果是選很專精的研究所專業，那當然是會比較受限。但是，

如果你想要做研究所之外的事情，比較沒有百分之百技術類的，不會受

限那麼多，像我個人現在的工作就是百分之五十技術、百分之五十比較

偏向溝通方面的。我們等於是在設計跟生產的中間，有時候設計會有一

些不合理的要求，有時候是生產一定要達到的事情，我們就要去衡量說

哪一邊是比較妥協的，要想辦法去克服。（小泉） 

一方面是他的起點，就是他是從事什麼專業？公司需要的話，就會收他

進去，但這只是第一部份；再來是他的過程，比如說他在工作上，他能

不能得到成長？他的技能能不能以這個為起點開始擴充？或是說他不

需要直接轉換，但他可以越來越廣或找到自己的方向、慢慢去培養那方

面的技能，這就要看公司有沒有給他這樣的彈性？有些有、有些沒有。

有的話，他自己會有新的技能，那他有新的技能就有更多選擇，不管是

深度或廣度吧！……基本上科技業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產業，很難說從離

開學校的這組技能就能夠混一輩子，這是非常困難的，基本上不太可

能，我覺得能從不錯的學校畢業的人，他能力基本上都不是問題，要看

他的公司或職位能不能夠賦予他這個機會，就他們有沒有其他空間或時

間去培養其他技能之類的。有些職缺要接觸到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說很

多職缺，你要把它整個東西全部學完可能要兩、三年，甚至更多，有很

多東西要學，能夠自己運用的時間，還是美國會比較多。如果是技術面

沒那麼高的職缺，能學習或成長的可能就沒有那麼多，那有些職缺他需

要非常多的技能，一個新人進去之後，他會受到很多的栽培，有很多空

間可以成長，我覺得對剛出社會的人，職缺內裡面的事是比較重要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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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訪者阿中、番茄、小哈認為因應業界需求導向，科技業人才自然而

然會學習新的技術，是此，專業技術不會受到限制。阿中說到，灣區最熱門的是

軟體業，許多人為了求職，主動自學或修習程式課程，最後都轉換跑道並找到相

關工作。番茄認為當前軟體業待遇高，許多科技移民甚至是到了美國後，才開始

學習寫程式。因此，學習是可以改變的，學校中所學的技術未必直接與工作任務

劃上等號。受訪者小哈覺得，只要工作與工作之間有部分關聯，則有機會嘗試不

一樣的領域。 

我們這邊灣區最熱門的行業就是寫 code，所以關於技術限制……其實

不管你一開始念的是什麼科系，他們可能 master 還沒念完，就會通通

跑去修寫程式的課，最後找工作就是找這方面的，我覺得很多人都跑去

換跑道了。（阿中） 

很多人是在來美國之後才開始學寫程式，這種人很多，最後也找到寫程

式的工作。CS（Computer Science）是一個很特別的 case（例子），因為

它的薪水在幾年前開始突然變得太好了！所以太多人是為了薪水的關

係而換領域。（番茄） 

我覺得應該也是看人、看情況。普遍的情況來說，大部分的人會轉換，

譬如說博士畢業要找博士後的時候，他可能會做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東

西，相關但有點不一樣。不過以工作來說，譬如說找教職或什麼的話，

因為他是基於你原來背景的履歷，大多數還是要有一點點相關的，或者

是你要轉換也是逐漸的……可是說實在的，即使是在學校，不管做博後

或是做老師，其實都還是有機會做不一樣的東西，也是看人、看機緣，

不是一定的。（小哈）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受訪者阿承任職於機構的實驗室。他針對學術研究性質

的科技移民角度，解釋這個議題。在美國，擔任博士後工作時，通常會希望研究

者換領域，因為學術研究不希望該員一直做相同領域的議題。相較起來，臺灣的

研究環境較受限，沒有創新力。 

研究領域的話，你要換研究領域的時間點其實只有幾個，像我那種純玩

票性質，2013 年來這邊當訪問學者的，那種沒有壓力。另外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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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後的時候，博士後的時候會希望你換領域，因為我們做研究其實

不希望你一直做同一個領域的東西，同一個領域的東西你就會了，那有

什麼好做的？像臺灣是一個非常差的研究環境，比較沒有創新力、做的

就是一些小題目。（阿承） 

綜上所述，學校教的只是基本技能，許多人是進入美國科技產業後，才開始

學到該職位的專門知識。職場新手要瞭解的是，專業技能固然重要，卻並不代表

競爭力的全部。帶著走的能力、充滿無限可能的潛力，比學校中既定的知識更為

重要。 

臺灣的求職模式通常以投遞履歷為主。美國的求職方式，亦有投遞履歷的管

道，網路求職平臺選擇多元。此外，各大院校通常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邀請企

業前往招才。學校中往往設立指導撰寫履歷的機構，提供學生就業資源。受訪者

小瑀及番茄對學校的就業博覽會都給予肯定的評價。崔西則覺得，學校提供的資

源確實有幫助，然而，幫助是有限的。指導履歷的老師畢竟非業界人士，通常只

能根據經驗法則給予方向。受訪者小泉則是本研究的樣本中，少數透過求職網站

謀職成功的移民。他認為自己能「海投」成功的關鍵在於漂亮的履歷。由此可見，

學校提供的履歷教學資源有其重要性。 

我們學校其實（求職）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業博覽會一年有三次，有

分不同的類型，也有資源。有教你寫履歷的老師，你也可以跟寫履歷的

老師討論，反正基本上你想得到的方式都可能，英文不好就有人跟你講

英文，硬體設施……你缺什麼，學校就給你什麼，我覺得（學校提供的

資源）在就業上面是滿不錯的。（小瑀） 

（就業博覽會）它是一個學期一次，我們學校是辦在一個類似禮堂的地

方，每個公司會派人來，可能會派 HR（Human Resources）或技術人員、

工程師。他們會有一個小攤位，一方面是來宣傳，你有這個機會可以更

瞭解這個公司，另外一個方面是你可以把你的履歷或資料留給他們，他

們會再找人。（番茄） 

我的履歷那時候有請學校的人幫我看，可是他們又不是在業界工作的

人，他們只是幫我看個格式跟英文那種。他們有一些經驗法則就是你大

 



86 

概要怎麼寫，那改出來的就是文句是通順的、大致格式都可以的，應該

每個學校都有這種 Career center（就業輔導中心）的資源。（崔西） 

用類似美國的 104網站找的，它叫 Indeed，它算是滿大的（人力銀行）。

我是亂丟的，就是他們所謂的海投。我的實習是在這個網站找到的，這

兩份工作我都在 PTT上找到的，我覺得我的履歷可能會讓別人有興趣，

就可能塞很多關鍵字進去，就針對它工作的內容稍微修正，就我大概有

三個版本的履歷，可能因為我學校也還可以，我其實有點膨風啦！（小

泉） 

談到人脈對於美國科技產業求職的重要性，正如風傳媒《臺灣工程師的矽谷

故事》報導系列中，〈靠人脈找工作，光靠「友情」夠不夠？〉所提到的：臺灣

高科技移民想在美國找到正職工作，除了仰賴自己的學科以外，最重要的是想辦

法深入同學、學長姊、學弟妹的人脈，讓那些已經在科技產業任職的臺灣朋友們

幫忙內推，增加成功機率。若這些朋友在公司中的影響力卓越，便能提升求職者

的曝光度，在競爭的美國留學生生存戰中領先群倫。本研究中的訪談受訪者紛紛

表示，內推確實是一個有效率、成功率高的求職方式。受訪者阿中、小瑀、老王

都是經由內推而成功的案例。同時，他們認同人脈就是在美國科技業求職最大的

優勢。受訪者小泉雖然經由內推求職未果，但是他覺得：如果沒有那次內推，他

應該是連拒絕信都拿不到。受訪者小隆則提出，經由內推能拿到較好的面試機

會，因為公司已經對求職者有基礎地認識。 

我聽說內推很有用，我想應該是吧！像我實習的時候，我有機會面試的

那個中國籍的女主管，也算是教授的推薦。雖然我沒有在那個女主管下

面工作，但是她也幫我推薦給那個臺灣人，所以這樣其實也算是內推

吧！所以其實我感覺找工作最重要的還是人脈。（阿中） 

就業博覽會基本上是給一些碩士、大學生去找的。那其實你博士班找工

作大部分都不會去就業博覽會了，除非要找跟你領域不相關的工作才會

去就業博覽會。博士生通常就是你同實驗室畢業的學長姐的公司，或者

是博士期間做過實習的公司，或是老闆幫你推薦的。我覺得大部分都是

內推，你是一個老闆，你要去找一個來路不明的人，還是有幾個朋友跟

你講說這個人不錯，這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不只是在美國，只是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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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競爭更激烈，因為美國這邊是世界的舞臺，那你（如果）沒有關係，

基本上就很困難。因為你隨便開一個履歷都是幾千個人投，那你臺灣就

是那樣子，在這邊你是跟全世界競爭，所以你總是要比人家有一些優

勢，那你認識其他人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優勢。（小瑀）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內推？我是教會的朋友幫我介

紹，他是說他有跟人事部的人提，我就把我的履歷寄到人事部，就約面

試。就內推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不過公司在找新人的時候，其實都會

找以前工作過的人，問他們有沒有興趣來這裡工作。（老王） 

我那時候在費城的時候，有請我親戚的朋友幫我在 Google 幫我內推。

很明顯就是 Google不想要我這麼菜的人，因為 Google如果要找機械類

的人都是要很有經驗的。它本來就不是一個機械公司，所以它想要做一

些嘗試性的 project 的時候，會希望找最有經驗的人來。但是我覺得如

果沒有那個內推，我應該是連拒絕信都拿不到的，其實他們根本連鳥都

不會鳥你，所以也還算是有吧！（小泉） 

我去 Intel 面試他們還多提供一天住宿讓我熟悉環境。在美國面試是很

受禮遇的，但前提是你得拿的到面試！我覺得這是內推的差別，他已經

知道你的背景了，不需要花他們的時間跟我們電話面試。（小隆） 

美國的科技產業傾向透過人脈關係徵才，海選履歷較為式微的主因是，對於

企業而言，與傳統的履歷表相較，人脈關係更為可靠、更為準確。透過內推的管

道，對於潛在的人選能有較精確的判斷以及深入的掌握。受訪者 J 的說法清楚地

呈現美國與臺灣科技業徵才的差別。受訪者番茄、小麥及安安認為，內推是一種

篩選機制，讓企業能更快速搜索到公司需要的人才。 

通常都會覺得內推比較容易，不只是在科技業，我覺得美國他們比較注

重人脈，他會比較希望你是人家推薦你來的，因為一方面他可能也比較

值得信任，而不是說網路上填填申請表、放了成績單，你就要相信這個

人，我想內推有他的道理在，我要找工作的時候，我就知道有內推這個

東西了，但臺灣大部份……特別是男生，第一份工作通常不是內推，尤

其是科技業，大部分都是替代役，除非特別想要出國工作，不然研發替

代役就夠了，一方面是比如說學校或一些背景什麼的，足以讓我用研發

替代役找到夠好的公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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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公司一定都有網站可以投履歷，但是通常你直接投是石沉大海。因

為美國就業市場跟臺灣不太一樣的是他們太多人了！所以，他今天如果

要十個人的話，他可能會有十萬封的人去應徵，申請者也不是只有投一

家，他們可能投一千家公司。如果他要找人，他會從比較有篩選過的場

合裡挑，比如像內推，至少是你有一個人介紹，所以他們總是會優先考

慮那邊來的人。（番茄） 

它也不是你推薦人它就會給你上，也要通過重重面試，如果這些面試他

都通過的話，那就代表這個人本來就很 qualify（符合資格），公司會因

為你很棒，預期與你相關聯的人也會很棒。但一樣的，如果你很廢，他

也會預期你周遭的人很廢，但其實不太會，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來自很好

的學校。比如說你本來就是 Stanford或 Berkeley，那你隨便推薦一個也

會是這些學校的，那本來就很優秀，所以公司都非常歡迎的，我之前也

幫我同學推薦去我實習的公司做正職，我就直接跟人資談，實際上應該

也不是推薦，只能說是引薦吧!這都很正常，應該算是人際網絡吧！（小

麥） 

科技業非常重視內推，我個人是覺得內推的話，你的履歷被看到的機率

高很多啊！你的履歷直接送到 manager（主管）去，那外部投的話就是

海投啊！大公司每天收到多少封的履歷？那你要怎麼去過濾掉那些履

歷？我去年投的履歷到現在很多都還沒給我消息啊！。（安安） 

承接前一段落，筆者以為，透過人脈進行的內推又可以解釋為多方互惠互利

的過程。推薦者為公司舉薦優秀適切的人才，公司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精準審視這

群科技人才，而求職者能盡可能地謀得工作。是此，受訪者阿 B、V 哥、小麥都

提到，推薦成功者，公司還會發放推薦獎金。 

很多公司會想讓員工多推一些人吧！就像我朋友在 Huntington，進一個

人好像就給他兩千美金。（阿 B） 

因為大家都會這樣，而且推薦對員工也是好事啊！如果員工推薦的人有

上的話，有進到公司的話，那個員工是可以拿到很多獎金的，像在

Google，我如果成功推薦一個話，我就可以拿到四千塊，就等於是你幫

公司找到一個好人才。（V哥） 

美國基本上也很在意內推，它的原則就是你推薦人，有時候還會給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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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麥） 

傳統臺灣就業思維中，透過關係找工作，似乎不是正當的管道。事實上，人

脈關係彷彿求職者與工作之間的一道橋樑，如果沒有了這道橋樑，即便你有再好

的能力也於事無補。相反的，如果沒有優秀的工作能力，就算有再多的橋樑，一

樣會無功而返。建立人脈是為了接觸更多的人，創造更多的機會。受訪者崔西、

V 哥、阿 B 一開始覺得內推帶有裙帶關係、走後門的感覺，後來，他們體認到

內推的功能是讓求職者的履歷早一點被看到、增加曝光率。 

拿到工作是學長介紹的。我真正到最後走投無路是第三個學期，也有面

試但都沒有下文。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我會找不到工作！我很晚很晚

才聯絡我學長，很戒慎恐懼，因為平常根本就沒有聯絡。那是一個大我

一屆的學長，我知道這個人、在學校之後會打招呼、也知道他在美國，

但沒有很熟，我們都在紐約州……一直到十一月，覺得不行了！才很不

好意思地請學長幫忙介紹一下工作。我一開始覺得很裙帶的感覺，但是

後來就覺得還好，因為所謂的內推，也只是讓你的履歷早一點被看到而

已，只是增加曝光率。可能主管本來不會看到，但我學長拿給他，加上

我學長之前推薦進來的人都滿好的，他推薦的人，主管就會多看幾眼。

（崔西） 

我來美國後找工作其實都是臺灣人幫忙，應該不只科技業，美國百分之

八十的工作應該都是內推來的，一定是這樣！我覺得臺灣應該也要是這

樣才對！那概念就是公司會有網站，可是你在公司網站上投履歷的話，

根本就沒有人會看得到你！因為你可能一天就收到一千封，他們根本看

不到你的履歷。所以你要有內推，HR（Human Resources）才能看到你

的資料，才跟你聯絡、面試。我去 Google 也是有人幫我內推，在美國

能找到工作，基本是一定是靠內推的，我覺得這是不同文化啦！臺灣的

話，我就會覺得內推是一個走後門的概念，我也幫很多人推薦過，在美

國是很盛行的啦！（V哥） 

我覺得以公司的角度來講是還不錯，因為很多公司會覺得內推進來的，

比較願意留下來，也會比較能夠信任，就有點像有一個人幫你打包票這

樣。內推進去好像品質會比較好，留的機率也比較高，。但就以丟工作

的人來講，一開始會覺得好像是在攀關係或什麼的，但是後來就覺得還

好，因為整個 culture就是這樣。（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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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研究中討論人際網絡與社會支持小節中所得到的資訊，人際網絡原則

上是從移民自身的親友關係往外延伸。人脈關係可以分成以下二種類型： 

第一，個人網絡：家人與朋友。 

第二，社會網絡：熟識的人。例如：同事或是主管；以及同學會、校友會等

組織中的友人。 

憑藉著人親土親的關係，臺灣高科技移民為彼此人脈網絡中最主要的枝幹。

如果移民自身在美國的親友數量不夠多，則端看其參加之校友會或是同鄉會的組

織是否夠強盛，這也會影響到移民人脈的推移。受訪者小麥直言：「在加州，臺

灣圈子很大，所以一定是走臺灣圈子這條路。」受訪者阿承則是以學術研究的團

隊合作舉例說明。透過人際網絡，能促成跨國實驗室的合作案，對於科技研究的

創新大有助益。受訪者小隆在求職的過程中，因為人脈不夠多而頗為不順利，因

此他的感觸特別深刻。他曾認為，如果自己能在校友會更強大的學校求學，則謀

職的歷程可能更加順利。 

臺灣人很少靠中國人吧！大部分都是靠臺灣人自己的圈子，在加州，臺

灣圈子很大，所以一定是走臺灣圈子這條路。（小麥） 

講到工作的話，你有這些人際網絡，像我在這間實驗室的臺灣人朋友，

他們之後留在美國這邊工作，就是一個類似合作的對象。像我們這種學

術單位比較注重的就是合作，那跟華人合作一定是最直接又簡單的，至

少溝通上比較方便。再來就是，你在這邊遇到的人，你之後回臺灣也會

有 connection（聯繫），你就算不待在美國，他還在美國的話，你跟美

國就還是有 connection（連結），那如果他回來臺灣就是 somebody（知

名人物）了，就更有一些幫助，會比較好做事情。（阿承） 

我五年級下學期開始準備履歷，在該暑假開始投。在我投履歷時，我天

真的以為，我的學歷應該很好找工作吧！結果現實是我用外部網站、 人

力資源網站投的到十月都沒有消息。我大約八月覺得不妙，開始請已經

在工作的同學幫我投，但是因為我的人脈不夠，所以沒什麼面試機會。

第一個面試竟然是台積電來美國招募！後來陸續接到兩個電話面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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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都是我有同學幫我丟的。其他一概沒消息。沒錯！不內推幾乎沒機

會。規模也有差！當我進公司之後發現一堆同事都是 Penn State 

University畢業的，都是內推加校友規模。我進公司後發現，還有像 Ohio 

state University 學校規模也是幾萬人的，那位同事也拿了好多面試的機

會，都是找校友內推的，我才深深覺得校友、學校規模的重要。我當時

就跟我老婆說：唉！如果念 Stanford就好了。最後拿到 IBM的 offer（職

缺）也是我實驗室畢業的校友內推的。我去 Intel 面試他們還多提供一

天住宿讓我熟悉環境。在美國面試是很受禮遇的，但前提是你得拿的到

面試！我覺得這是內推的差別，他已經知道你的背景了，不需要花他們

的時間跟我們電話面試。（小隆） 

「人脈」重要的是建立長久的互惠關係，而非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在臺

灣，很多人把人脈當作是人情的概念。然而，筆者以為，美國科技的內推傾向以

專業能力為重的人脈模式：「以牌換牌，互補有無」。當專業知識紮實，朋友之間

開始介紹其他朋友互相認識或是合作，讓人脈會有機成長。日積月累，科技移民

會大量認識該領域，或是相近領域中的專業人士。透過每次聚會中的討論與談

天，讓自己逐漸在群體中增加存在感，發揮影響力。工作中合作的機會也會慢慢

上門。這一切建立在自身手上有足夠的「牌」跟對方交換的假設上。易言之，科

技移民的技能或是專業要能為人所需才行。這是一個資源交換的過程，如果高科

技移民本身沒有技術實力，則人脈的幫助無法發揮實質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如

同前面幾個段落所述，部分臺灣高科技移民的情形為：專業知識出色，英語的口

語與文字表達卻不夠流暢。這類型的移民雖然擁有好牌，卻不知道如何運用。如

果希望透過人脈求職，表達能力與溝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 

二、工作滿意度 

這一個段落，筆者將嘗試還原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對於工作滿意度的情

形。本研究所意指的工作滿意度包含幾個面向：薪資待遇、升遷、工時休假、自

主性與成就感、職場氛圍。下列分項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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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資 

心理學家赫茲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雙因數理論」（Dichotomy）探

討的工作中的「人性」。人有兩種需求，一是滿足生存本能的需求，是以人們必

須賺錢免於飢寒；另一種則涉及心靈層面，人們需要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其研究

發現，生存本能的需求被滿足，如：薪資，僅能保證員工「不對工作不滿意」；

心靈層面的需求被滿足，如：升遷及成就感，卻可以讓員工對工作滿意。本段落

將討論「薪資」這個在工作中被歸類為生存本能的角色。就「雙因數理論」

（Dichotomy）而言，薪資足夠，可使員工「不對工作不滿意」。如果薪資不甚理

想，則會讓員工對該份工作「不滿意」。 

對於臺灣高科技移民而言，美國科技業的薪資待遇普遍理想。本研究中的訪

談對象告知筆者，薪資的實際金額在美國屬於隱私，故不便提供實際金額數字。

是以，筆者在本研究中的訪談及問卷調查中，皆不直接提及調查樣本的薪資所

得，而是讓受訪者主觀表明是否滿意薪資。 

受訪者阿 B 從自身居住的城市提出看法，其薪資跟支出相抵之餘：「金錢上

會比較好」。亦即薪資扣掉支出後仍然能維持良好的生活水準。受訪者安安則認

為理工科系的待遇從就學時期即頗佳，博士時期就領有薪水，且每年調漲。受訪

者 V 哥坦率直白的說「這些工程師其實應該都算是矽谷收入前 10%的人」。他自

豪的表明，這一群年輕的新移民，也許才三十歲，卻可以說是矽谷收入頂尖的群

體。 

我覺得金錢上會比較好。比如說我在這的話，它不是最大的城市，它前

五大而已，相對生活的支出會比較少，所以很多紐約的會搬下來，就比

較容易存錢。跟臺灣比的話，相對存很快吧！（阿 B） 

理工的話，其實博士班是有薪水的！跟獎學金不一樣，它叫 Research 

Assistantship！就是薪水這樣，會一年一年漲。（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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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工程師其實應該都算是矽谷收入前 10%的人，雖然我們才這個

年紀而已，才快三十、三十幾歲這樣，但是我們收入已經算是整個矽谷

裡面很 top階層（指收入）的人了。（V哥） 

受訪者小隆提到與臺灣科技業與美國科技業薪資待遇的差別之處。通常，臺

灣科技業傾向分紅，分紅可能比底薪高。相對的，美國的科技業則是底薪較高，

分紅較少。是此，受訪者認為努力工作的人與不努力工作的人收到的報酬相同，

這是一件令人無奈的事情。 

美國公司分紅少，底薪高，所以如果沒有分紅，很努力跟和混的人拿到

的一樣多。除非有裁員，不然混的人你也拿他沒辦法。（小隆）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受訪者都提到美國的科技業，薪水是浮動的。能獲得多

少薪水，要用「談」的。這與臺灣迥然不同。本段節錄受訪者番茄和阿 B 的談

話做為代表，並參酌普渡大學研究生學生會在「2018 Purdue ILTC 工作實習分享

會」所提供的資料。阿 B 提到，通常在錄取的面談時，就會進行「談薪資」的

動作。網站及部分平臺上亦有匿名的工資行情可查詢，以利求職者進行面談。他

亦分享了自己的朋友因為「開價太高」，而沒獲得工作的經驗。此外，番茄認為

「談薪資」是依據自身的工作經驗而獲得不同報酬的歷程。能力越高，則愈有談

薪資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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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在台工作文化與美國工作文化比較 

資料來源：Purdue ILTC（2018）。工作實習分享會簡報。取自 Purdue ILTC 成員。 

薪水可以談，比較沒有公定價。他們對薪水覺得是比較個人的事情，不

像在臺灣這麼透明。你在臺灣問同學（薪水）多少錢？他們就會跟你講

一個數字，可是在美國，你問另外一個人薪水多少，這是一個非常不禮

貌的問題，所以你只能網路上大概查一個範圍，然後可以談，特別是有

工作經驗的話！沒有工作經驗或是大公司就沒得談，除非你是很厲害的

人。（番茄） 

他們要錄取你的時候，就會跟你談薪水，以薪水來講的話，他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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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terview（面試）會問說你希望大概拿多少。我有朋友沒有拿到我這

工作，我覺得是他開價開太高了，（工資行情）可以查得到，只要有人

上去分享，你可以查得到面試內容、起薪跟 bonus（分紅），待遇是怎

麼樣的。他是匿名分享。（阿 B） 

綜上所述，欲在求職時獲得更優的待遇，除了必須先表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具有良好的專業技術外，通常一個人是否「presentable」（體面），往往在決定錄

取時，扮演關鍵力量。 

（二）升遷機會 

討論升遷制度之前，必須先初步瞭解美國科技業公司的體制。透過受訪者的

說明，筆者發現，美國的科技業制度呈現兩極化，主要以公司年齡作為分別，老

字號的科技公司傾向較為嚴謹的科層體制。新創公司或是成軍年資較淺的科技公

司，其體制較為扁平。受訪者小麥曾任職過的 TESLA 是成立不到二十年的年輕

公司，亦為當前美國最大的電動汽車產業公司，該公司的編制及體制較為扁平。

受訪者老王所屬的公司雖然具備清楚的層級制度，然而，就層級的數量而言，該

公司仍屬於傾向扁平式的體制。 

美國不太喜歡搞階級制度這種東西，美國比較喜歡平行式的管理，可是

只有菁英公司才能這樣，這些都算是菁英公司吧！裡面都是知識水準高

的人，所以它可以做這些事情。（小麥） 

公司算是一個一個階層上去的吧！可是我們階層也沒幾階，像我是基層

員工，我們這組有一個小主管，我們的小主管上去就是總工程師，總工

程師就只有一個人，全公司的小主管加起來大概有 10 個或不到 10 個

吧！總工程師上面其實還有一個 project manager，算是計畫負責人，再

上去就是 CEO了。（老王） 

相反的，受訪者小瑀、崔西、阿 B、阿中任職於美國成立年代較為久遠的科

技公司，他們認為這樣的體制較具備架構，同時也較為複雜，亦可解讀為較不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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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sk 那時候也是將近快一萬人的公司，也算是有點階級化啦！就是

有制度，有制度就是不彈性。（小瑀） 

公司的體制比較階層。譬如說我往上算階層的話，我們部門主管就是我

第三層主管了，我們廠分成三塊，再上去那個主管是第四層，廠長是第

五層，廠長再上去總裁是第六層，我是覺得我們部門主管有點太多了。

最接近我們的小主管一個人是帶十個人，這還好，可是小主管一直到部

門主管中間還有一層，就會變得很複雜，因為我們整個部門是在同一個

大空間。（崔西） 

我們公司很多層，因為它是傳統的美國公司，會有很多主管，但至少我

的 team 雖然是有這個架構，但是他們人都滿好的，所以不會有太多那

種感覺，但是我想公司很大，還是難免會比較像亞洲，但文化不太一樣

啦！（阿 B） 

我覺得公司裡面也還是一層一層的體制這樣，但是我感覺主管級的好像

有點太多了！像 manager（管理階層）他們分 manager 1、manager 2，

就我感覺分層分得滿多的。（阿中） 

除了公司制度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員工的升遷，臺灣移民在美國科技業的體制

下，是否能順利晉升，是本段要探討的主題。再提及「雙因數理論」（Dichotomy）

中所發表的激勵因素；暢通的升遷管道能讓員工得到心靈層面的滿足，並滿意該

份工作。綜觀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筆者以為臺灣移民在美國科技業的升遷情形

可以分為三種。下列詳述之。 

首先，臺灣人的升遷不易，可歸咎於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包含兩個主軸：語

言與溝通能力。受訪者番茄表示，美國員工是 native speaker（母語人士），「就是

比較會講」，可見溝通在升遷優先順序上為備受看重的能力。受訪者小隆認為臺

灣人在美國的科技業有天花板效應，主因為語言能力。語言不夠好，很難有好的

溝通，亦比較難「油條」一點！即使擁有極佳的專業知識，若無法很明確的、很

圓滑的表達出想法或與別人討論，就很難爬得高。受訪者小麥更直言：「人家幹

嘛要 promote你？你都不太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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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人家美國人就是 native speaker（母語人士），就是比較會講，有時

候你要往上升的時候，這也是他們會看重的一個能力！如果你是說聰明

程度的話，那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看個人差異，主要是表達跟溝通能力

有差！畢竟那邊也是一個美國人比較多的公司。我猜啦！他們可能潛意

識裡面也會覺得應該讓白人來領導這樣，或是性別上也會有影響，但我

還沒辦法這麼深入地看仔細。（番茄） 

我覺得有天花板，我猜主要是語言。我們公司大部份高層也還是白人。

語言不夠好，很難有好的溝通，也比較難油條一點！所以比較難往上

升。因為能升到上面的人多少都待在公司很久了，所以其實他們都認

識。可是如果你知識再好，沒辦法很明確的表達出想法或與別人討論，

沒辦法用很圓滑的語言和他人溝通，就很難爬得高。（小隆） 

我也不是很確定這件事情，但我覺得文化上一定有差，ABC 絕對會好

很多，人家幹嘛要 promote你？你都不太講話了！（小麥） 

再者，臺灣人的升遷不易，可歸咎於個性。「個性決定命運」適用於解釋這

一段訪談資料。受訪者小麥的部分看法與大多數受訪者相近，技術專業是必備，

卻不是脫穎而出的關鍵。其部門有八個華人，卻都不是擔任管理職，小麥認同臺

灣移民在該公司確實存在天花板效應。他認為東亞移民在個性上皆有點「悶」！

缺乏領袖氣質。傾向於將自己放在執行者的角色，並非管理人的角色。受訪者 J

說到，在他的觀察中，天花板效應要到位階極高的程度才會顯現。然而，他亦提

及亞洲人的工作風格會影響自身的晉升機會。受訪者小隆表示帶有亞洲文化的同

事，傾向讓自己的角色愈淡越好。彷彿愈突出，越被上面注意就會越慘的感覺。

因而在注重表現的美國文化中難以晉升。受訪者小瑀的觀點則認為，美國科技業

是金字塔的頂端，集優秀人才於大成。且隨著時代洪流的演進，來自世界各國的

科技人才湧入美國，故臺灣人要在公司中成為主管必須實力非常堅強。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個性跟文化。在美國，如果你要讓人家注意到

你，你才有辦法做到主管或者升遷，主管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主管不

是把任務交代下去就可以了，他要找對隊員，會很在意你怎麼去跟人家

溝通、你怎麼去鼓舞你的成員、怎麼解決問題？不是只要會專業技術就

可以，當然你要有很強的基礎背景才能當主管沒錯，可是很多程度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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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中國人、臺灣人、日本人、韓國人應該都有相同的問題，就是有

點悶吧！我覺得，只會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盡全力把工作、任務完成，

可是你就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我聽到這邊一些華人抱怨滿多的，像

你說的天花板效應是其中之一，講我們的 team好了，我們 team大概有

七、八個華人，沒有一個是主管級的，最高就只有資深工程師而已，大

家就常常討論這件事情，我就跟他們說他們要多跟其他人作有關連的互

動，要展現出所謂的領袖氣質吧！很多人都會說他們把工作做得很好，

那他其實就是個技術這樣，他把事情做得很好、很好，他永遠就只會把

這件事情做得很好、他就只會做這件事情，他就沒辦法平行去瞭解其他

人在幹嘛。你要做主管你就得知道你的同事在幹嘛？你要看更大的格

局，譬如說你今天被交待一個任務，那你只是把這件事情做好，可是你

沒有想到為什麼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好，因為你把這件事情做好，你可以

影響到後面很多人，後面可能有十個人在等你做這件事情，你沒有做好

的話，你就會卡到十個人，那你就要瞭解到為什麼會因為你這件事情卡

到他們，你就會瞭解到他們的工作，像你現在做 manager man（主管），

manager的工作就是要排除障礙、讓整個研發線、帶大家順利往前走，

那你如果只會把自己事情做好的話，你就永遠沒辦法有這種管理的經

驗。（小麥） 

我覺得在加州的話，個人因素會大於種族因素。因為在加州，其實亞裔

或華裔非常多，大家是看習慣了，你自己工作上的風格或個性問題影響

（升遷）會比較大，如果說真的有種族問題的話，我覺得可能要到真的

很高階的才會有什麼所謂的玻璃天花板效應。（J） 

那些帶有亞洲文化的同事，我的感覺是：他們喜歡自己角色越淡越好。

好像越突出，越被上面注意就會越慘的感覺。但是美國文化的人喜歡表

現，即使不知道答案也要提出意見討論，老闆喜歡大家多發言。（小隆） 

升遷？早期來講，這種科技公司的高層是臺灣人，但也不能說那時候比

較好升遷，那時候競爭沒這麼激烈。那時候大陸、韓國、印度人不在，

就只有臺灣人，當然就比較好，那現在你也不能說很難升，因為臺灣很

多人也沒有出國，這本來就是一個金字塔，進來這個塔底的人少，升上

去的人就少。就我的觀察而言，我覺得臺灣來美國的人比較極端，要嘛

就是能力比較一般，算是命還不錯、誤打誤撞就來了，另外呢！我覺得

有那種真的很厲害的，自己爬得很快，那個也有。（小瑀） 

第三，部分受訪者認為，臺灣人的升遷不易可歸咎於族群差異。若該公司是

典型的美國公司，白人員工為大宗，則臺灣人升遷的機率低。相對的，如由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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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創建的公司，則臺灣人升遷的機率較大。受訪者阿 B 直接了當的說「畢竟

還是白人的世界」。在他的公司，管理階層多為白人，他認為這是必然面對的狀

況，並非種族歧視，而是源於文化差異。類似看法的尚有移民超過十年的小哈。

小哈對於升遷的看法有二個層面。其一，他認同臺灣人在升遷上是困難的。小哈

舉了猶太人與印度鄰居的經驗印證此看法。其二，小哈並不認為臺灣移民會遇到

天花板效應。在他的觀察中，相較於保守國家，美國是一個由移民文化建構的國

家，眾多人以移民的身分成功，所以他不覺得美國有天花板效應。受者訪阿中任

職的公司非典型美國企業，臺灣人、中國人、印度人都曾任管理職。是以，他認

為公司中的白人比例較少，有利於增加臺灣人升遷機會。 

畢竟還是白人的世界，大部分的公司還是會，但是在西岸可能會好一

點，因為亞洲人比較多吧！管理階層都是白人，可是一方面這公司也很

多白人啊！但整體來說，（臺灣人）在這升遷到某個地方應該會很難升，

我不能真的說是種族歧視，文化上……因為他們會更瞭解這個文化，在

各方面會比較有機會。（阿 B）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跟我以前的老闆聊。他是猶太人，他就聊到說，有人

說華人是東方的猶太人，因為這一點實在是滿相似的，都一樣重視教

育，而且都一樣很會賺錢……像以我目前的情況，我上面的主管他是加

拿大人，他再上面是猶太人，他再上面的那個，我懷疑他可能也是猶太

人，但是我不是很確定，猶太人在美國基本上是掌握了絕大多數高層的

資源，尤其是智慧財產相關的，我確定 Facebook 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他是猶太人。我跟我兒子同學的媽媽聊天，她是印度人，我

們就聊起來了，我一聽到她在柏克萊已經做了十二年……我對這件事情

印象很深刻，因為有一陣子美國學校的 funding（經費）、那個給計畫的

錢不是很好。所以，我那時候跟她聊到這些東西，她就說：在美國啊！

升遷都很辛苦，因為她是印度人，跟我們（亞洲人）一樣。在美國，因

為我們是外國人，我們不瞭解這樣的文化，升遷就會很不容易啊什麼

的！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她是他們中心的主任，等到聽到我鄰居在講的時

候，我才發現。可是我覺得很有趣，她跟我說升遷很困難！但我想說她

都已經做到主任了，所以，她覺得很困難應該是她覺得繼續往上升很不

容易，她已經相當優秀了，她可能就覺得她有天花板效應。可能每個人

的想法也不一樣，因為像我自己在看我的未來，我不會特別覺得，我會

因為天花板效應而被阻隔。應該說，我覺得你在一個公司裡面，你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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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重點就是你要瞭解那個文化，那我可以理解一個外國人到美國來，

他可能會對它的文化不是那麼熟悉。可是，我覺得這一個文化並沒有刻

意阻擋外國人，就是這個文化本來並沒有打算做這件事情。可是，相較

來說，你如果不瞭解，你就的確會比較不容易升上去！一個願意花時間

適應環境的人，他適應的很好，他對這個文化的瞭解更透徹，而且他以

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他可以去切入、去瞭解這個文化，我完全看不出來，

他為什麼會不能夠比較優秀？而且是以美國來說。如果說你是以別的國

家，比如說：日本、德國那些比較保守一點的國家，可能外國人會擺明

瞭有劣勢。可是，我覺得美國沒有這種問題，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文化

的國家，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人是以移民的身分成功，所以我不會特別覺

得美國有天花板效應。（小哈） 

我在裡面有看到華人的處長，我剛剛講我上面的 manager是臺灣人，但

是裡面第一批像副總那種 Level的是中國人，我記得董事長是印度人，

所以這方面應該還是有機會升遷吧？可能是因為這間公司的白人比例

相對地算少。（阿中） 

即使本研究的部分受訪者認為，美國的科技職場對於種族及性別等近乎客觀

公平，然而，依然不可片面下結論。「泰迪熊效應」為一個值得參考的現象。「泰

迪熊效應」是管理學提出的名詞，意指長相溫和，如泰迪熊一般的人，更容易成

為領導階層。據近年 Livingston & Pearce（2009）研究指出，頂尖公司的管理階

層人員，多數具備「泰迪熊娃娃臉」。這些成為管理人員的共同特質為：熱情、

單純、值得信賴。這類研究也被運用在討論白人領導階層，以及非白人領導階層

之差異。換言之，娃娃臉是一種解除武裝機制，透過減弱非白人群體在美國社會

中之刻板印象，並促進該群體成為領導的可能性。筆者以為，臺灣人在美國職場

的處境、少數成為領導階層的臺灣人，或是天花板現象的存在，亦堪以泰迪熊效

應作為解釋。 

（三）工時 

「工時」讓多數質性訪談的受訪者都很有感觸。受訪者在這個部分所提供的

訪談資料近乎一致認為，美國科技業在工時上相對令人滿意。尤其是曾經在臺灣

有工作經驗的移民，更能感受到臺灣與美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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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麥、小泉、小哈都提到，公司的工時是很彈性的，不論是出勤時間，

或是出勤日程，大部分的情況可以由這些高科技移民自行彈性調整。此外，受訪

者小泉、崔西、番茄、阿 B 都談到，部分公司是不打卡的；當然，這跟責任制

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工作方面的話，就一樣是責任制，但工作時間是彈性的。你可以決定你

要什麼時候上下班、彈性的工作時間，那是很基本的。（小麥） 

工作日程也算彈性，我那時候好像是每個禮拜來工作二十個，還是三十

個小時。就每個人時間不太一樣，上、下班不會打卡的，他沒有很管你

固定上、下班的時間。（小泉） 

我們公司本身（工時）是很彈性的！但我在想不同的產業應該不一樣，

像是我知道在軟體業寫程式的，他們的工作就更彈性，因為他們只是寫

程式的話，可以在家裡工作。而且，我有同事就是每天固定早上六點就

上班，下午三、四點就走，也有同事九、十、十一二點來，他就待到晚

上。因為我是做研發，所以我們的工作時間就很彈性，你想要什麼時間

做就做，完全責任制就對了。（小哈） 

我是表定一到五上班。早上七點半有部門的交接會議。那因為我們不發

加班費，所以我們不打卡。（崔西） 

我們公司表定是八點上班、五點下班。一週工作四十小時。我的話，最

近有點懶惰，所以我都八點半到九點才到公司，下班有時候四點多就走

了，就看你那天的事情多不多，完全不用打卡。（番茄） 

我實習的時候需要打卡，我現在工作不用打卡，我大概都九點進去、六

點下班。其實很多人都會提早下班，就是你事情做完或你有事要走，就

可以直接閃。（阿 B） 

除了工時彈性之外，不加班也是美國科技公司的特色之一。老王說：「你加

班加一個小時就算多了吧！」崔西則是提到「因為沒有加班費，所以老闆也不會

鼓勵你加班。」加班如果變成常態，則有可能導致主管逐漸用加班時數評斷員工

是否勤奮與敬業，據此考核績效，使得加班走向正常化，成為組織中令員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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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的文化。當然，美國的科技業並非完全不加班，而是「他們會比較鼓勵 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並重）。」從崔西舉出的例子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美國科

技業的風氣，資深的工程師告訴崔西，二十四小時的產線，永遠都會有新的問題

湧出來，必須由自己去畫那條下班的線，沒有那條線，就會無止盡地做下去，就

會沒有生活！由此可看出，美國對於工作及生活平衡的重視。而受訪者老王、崔

西、番茄、阿 B 同時都提到在家工作或是遠端工作這個樣態，亦可解讀為美國

科技業工作自由度較大的展現之一。 

優點是上下班滿穩定的，不太加班。九點到四點是每個人都要在，算是

半硬性規定，其他就是你一天要八個小時，就看我那天幾點進公司，就

滿八小時就走。加班風氣的話，美國加班是很少，你加班加一個小時就

算多了吧！除非必要不會加班，在家上班不會報上班時間，算是用遠端

操控，把工作帶回我家電腦做，其實我們公司檔案都還是機密，基本上

是不行（帶出公司做）。（老王） 

我們這邊因為沒有加班費，所以老闆也不會鼓勵你加班，但反正你事情

要做完！美國人還是會加班什麼的！但他們會比較鼓勵 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並重）。我們產線是二十四小時在跑的，像有些很

認真的，就會連週末都在盯著看。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跟一個很資深的人

聊，他說進這個產業要自己畫一條線，我能夠接受我做工作做到多少？

因為事情永遠做不完，你產線又是二十四小時在跑，永遠馬上都會有新

的問題出來，你要自己去畫那條線說我就做到這樣了，沒有那條線你就

會無止盡地做下去，就會沒有 life（生活）！我剛來的時候就很菜，想

說大家都還沒走，我不能走。然後，我主管就跟我說：你剛來，趕快回

家吧！以後要留還有得留，現在這個主管他是一個爸爸，爸爸們都是這

樣，那種有小孩的都會很早來公司，七點就來了，五點就準時走，回家

還是會看 email。（崔西） 

有個比較不一樣的是，我晚上回家會工作……可以說在美國工作的自由

度比較大。（番茄） 

這就是我比較喜歡我這個 team 的地方，最近又可以用遠端在家工作。

（阿 B） 

論及工時長短，在臺灣具備工作經驗的移民則體悟特別深刻。臺灣的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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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講求員工的工作成效，並隱含著工時越長，越顯工作認真的意涵。普遍而言，

美國的科技業則不以工時看待員工的工作績效。首先，從小哈的言談中，可以看

出臺灣職員在得知長官會在節慶如往常上班的第一反應是「我也要來上班。」雖

然最後發現老闆因為是猶太民族，不過聖誕節，才到實驗室工作。回想起來，依

然令小哈印象深刻。在這個觀點上，阿承的談話呼應了這個現象。阿承說：「在

臺灣，大家基本上都在比晚的，很少十二點以前回去！」他認為臺灣員工的奴性

較重，即使工時已經超乎預期範圍，仍然自我吸收。同時，他認為臺灣的工作風

氣相較於美國不夠專注，方導致工時較長。然而，受訪者番茄卻持相反意見。番

茄認同臺灣工時太長的現象，且，他提到「台積電的文化就是使命必達！」但是，

他認為美國科技業工時不長的原因來自於美國的工作風氣較為「懶惰」，跟受訪

者阿承所認為的較為專注頗有落差。但從其他受訪者提供的 work life balance（工

作與生活並重）觀點看待這個情形，則可以解讀為美國的科技業對於工作時程不

這麼緊繃。美國的風氣重視生活，不希望職場成為生活中的全部。如同受訪者阿

中所言：「他們還是會比較希望正常上下班。」 

工作時間的話，臺灣工時普遍是很長。另外請假來說的話，我在臺灣的

時候，記得有一次我跟我指導老師在那邊聊，我那時候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我基本上沒有一天請過假，我連大年初一、除夕我都在實驗室……

在臺灣的話普遍是這個樣子，可是我到 Harvey 的時候，我老闆是滿鼓

勵我們認真工作，可是一般來說，我們同事也不會做這麼久。另外一個

故事是：我是 2006年十一月中我才到 Harvey做博後，然後接下來馬上

就是十二月了，有一天我老闆就跑來跟我聊天，我老闆就跟我說：「我

會來上班喔！」身為一個華人，我聽到我老闆說「我會來上班」，我的

第一個反應是：所以我也要來上班囉？所以我就來上班了，可是整個

Christmas 一共只有我們兩個來上班。而且，我後來才注意到另外一件

事情，那就是我的老闆是猶太人，猶太人是不過耶誕節的，所以他每年

的 Christmas都會來上班，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小哈） 

在臺灣，大家基本上都在比晚的，很少十二點以前回去！大部分都在實

驗室……可是來這邊之後會發現，如果你的 group是美國人，因為他們

都有家庭，他們也有自己工作後的消遣，所以基本上五、六點他們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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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啤酒就回家了！可是你會覺得這樣他們怎麼做得完事情？其實美國

人工作是非常專心的，不像臺灣人會開一個 Facebook啊、看 gmail啊、

找旁邊同學聊一下天啊、或是用 Youtube看一下，臺灣人是這樣，工作

時間拉得很長，當然我們會把工作做完，因為我們就是奴性比較重，可

是美國人他們就很 focus（專注），只要開始工作就是工作，不會再做其

他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工作做完，我有受到他們影響。（阿承）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是怎樣？但台積電的文化就是使命必達！在美國的

話可能就看人，平均而言是比較懶惰的，因為他們也不太願意加班，所

以做同樣的事情，在臺灣你可能一個人兩、三天就能搞好，這邊有時候

可以弄到兩、三個禮拜。（番茄） 

就很制式的九點上班、六點下班，跟上學的時候差很多，因為工作的時

候很規律，上學的時候就很不規律……在臺灣普遍的工時很長，在美國

只有很少數的企業可能會需要很長的工時，他們還是會比較希望正常上

下班。（阿中） 

受訪者小哈移民美國多年。他提到，除了工時以外，美國科技職場亦十分注

重放假。這令當年初來乍到的小哈非常吃驚，他說：「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

這種事情！」因為「在臺灣都是鼓勵不放假。」以他的公司為例，主管會主動提

醒員工放假。若員工沒如期放假，則該筆預算將會失效。從這個角度看來，美國

科技業重視員工是否適度休息，調整生活腳步，而並非全力將重心放在工作。 

就我現在的公司，我每年有幾個禮拜的假，然後在系統裡面就會有你假

的數目，所以你每年就是固定會累積多少假什麼的。而且，甚至我們的

大主管就會跟我們說：大家時間到了，記得要放假喔！為什麼呢？因為

你如果不放假，公司有一部份的耗材的預算，公司會先扣一部分是你要

讓人家放假，因為主要是中間有任何人離職的話，公司要把這部分的錢

讓那個人帶走。你沒有請的那些假，公司會折現付給你，就如果你任何

原因離職的話。所以，這一年如果大家都沒有請假的話，就會有一部分

的錢會被一直扣著，沒有辦法拿來用，所以我們主管還特別聊說，大家

有假要趕快放喔！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我就覺得：哇！

因為在臺灣，我聽到的都是鼓勵不放假，而且你要是整年都沒有放，他

的假就收回去了。（小哈） 

即使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美國的工時合情合理，然而，卻也有近乎半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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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到責任制的存在。本段節錄二位受訪者的發言作為代表。V 哥認為，在

家工作或是彈性工時主要盛行於美國，尤其盛行於矽谷。即使工時自由，仍不可

忽略其背後意涵為責任制。受訪者安安更進一步的指出：只要不是開會的時間，

都可以休息。沒有固定工時的另一面，即：沒有固定休息時間。因為，美國科技

業注重責任制。責任制通常運用在專業人士，因為本身的特殊性質，而不受到固

定上下班時間限制，亦不需打卡記錄出勤時間。筆者以為，責任制是公司對於這

些科技人才責任感的要求。聘僱一位科技從業人員，看中的是其長才，故不以工

作時程限制其所長，而是以任務的完成度為主要考量，以及期望交付任務的科技

人才都能對於自身工作積極主動，達到增能及保持效率的作用。 

工時沒有硬性規定，你不去也沒關係。我覺得主要是因為這邊是美國，

尤其是因為矽谷，這邊很流行在家工作這件事情。它們就會說：禮拜三

基本上就不用到公司，就在家工作。我們也不用打卡，就是責任制。（V

哥） 

七點到公司，六點下班回家繼續工作，十點睡覺，半導體產業沒有休息

啊！（指沒有固定休息時間）我是配電腦、手機，就是要讓你回去能夠

工作。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啊！只要不是開會都可以休息啊！是責任

制，但是你工作量大到你也沒辦法很彈性，這份工作有趣啦！只是工作

量真的太大了一點。（安安） 

「彈性」、「不加班」、「責任制」可以說是這一個段落的關鍵字。不過，工時

較短不代表工作壓力較輕，這是必須清楚劃分的。如同上方所述，投身美國科技

業的移民，雖然享有自由運用時間的權利，其個人及團隊所承擔的工作任務及壓

力亦然存在，因為責任制講求完成任務為導向。是此，這群高科技移民必須將自

己的工作狀態保持在水準之上，並力求增能，方能在人才濟濟的美國科技業中佔

有一席之地。 

（四）工作自主性 

除了以上各段落的論述之外，成就感與自主性亦為影響這群高科技移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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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太的因素。整體而言，受訪者大多認為美國科技業的工作環境具有自主性。以

小麥及 V 哥為代表。小麥喜歡美國的工作環境，即使美國跟臺灣的工程師所做

的工作相似，然而，美國的工作環境自由度大大提升。當工作上的自主性、趣味

提高，能從工作中獲得的滿足感也就提升；滿足感一旦提升，工作的表現就愈佳。

V 哥強調，美國非常注重 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並重），故工程師們多數

會自主規劃工作進度，並調整生活步調。它們公司善用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機制，讓員工能自主的完成自定的目標。仰賴自我管理和分權化的決策

制度，賦予員工高度處理權和自主權，能促進這群具有專業技術的高科技移民對

工作的熱忱。 

我們公司那時候是在矽谷，矽谷的文化我很喜歡，跟臺灣的感覺不太一

樣。首先，美國的工作環境比臺灣有趣，工作內容也許大家都差不多，

一模一樣的工作內容，在美國的工作環境就非常自由。（小麥） 

優點大概就是美國這邊是真的很 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並重），

大家都沒事就請個假出去玩啊！同事都滿有自主性的……工作自由度

空間滿大的！比如說：我跟你講我要做這個 project，但這個 project 裡

面要怎麼進行啊、怎麼設計阿！全部你自己決定。Google 有一個管理

員工跟管理公司管理器的方法，叫做 OKR，叫作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意思就是說每一季或每年度都會訂一個自己接下來這段時間的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譬如我要訂我的目標是什麼，為了

達成我的目標，就我有什麼真的可以衡量出來的量尺、能夠完成目標的

東西。所以，基本上在 Google 的管理方式就是：不是別人叫你做什麼

事，你就去做什麼事，而是你就想辦法在你接下來的三個月完成這個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V哥） 

相較於上個世代的移民，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更強調瞭解「做這件事背後

的理由」，因為他們希望自己可以為這個組織、這間公司帶來價值，並達成自我

實現，進而擁有成就感。美國科技產業有幾項特點，讓這群高科技移民有自我挑

戰的機會。 

其一，美國是一個蘊含移民文化的國家，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人才與先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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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這個世界舞臺匯集。讓高科技移民們能實現自我挑戰的目標。受訪者阿承表

示在美國科技業「接收到的就是最新的資訊」，且「同事都是很厲害的人」，讓阿

承在短短四個月中，卻學到了很多以前在臺灣想都沒想過的事情。受訪者 V 哥

的看法與阿承相近，因為聚集了高科技產業的菁英，故他稱矽谷為「全世界工作

競爭最激烈的地方」，跟在臺灣科技產業會遇到的人們有落差。工作經驗較為豐

富的小麥給美國科技產業正面的評價。從言談之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小麥對於自

己任職的公司的投入與熱愛。小麥解釋，就待遇言而，軟體業目前仍最為吸引人，

然而，美國的許多傳統產業公司亦跨足科技產業，設計並研發最新穎的產品，工

作內容有前景又有趣，另許多高科技人才嚮往投身志業。 

美國工作的優點就是多元化，這邊有很多不同國家來的人跟技術，相對

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講，這邊又是進步比較快的國家，所以你在科技業第

一個接收到的就是最新的資訊。最重要的是，你的同事都是很厲害的

人，我來這邊唯一的感覺……像我剛開始到的四個月，我覺得我學到了

很多很多我以前在臺灣想都不敢想、沒想過的事情。他們從小（的教育）

就是解決問題，從最基礎的地方下手，對事物的好奇心非常巨大，好奇

心才是根本，有好奇心才會想去解決迷惑，找到方法進而去解決問題！

（阿承） 

在矽谷，我覺得它應該是全世界工作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因為人才都到

這裡了，所以能夠在矽谷這邊繼續待下來的人，應該都算是滿菁英的！

就我覺得我來這邊後認識的朋友都很菁英、聰明，身邊有很多大 project

在做。這邊真的是一個跟地球上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地方，基本上能在

這個地方待下來的人都有被篩選過了啦！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接觸到的

人就跟其他地方……像是在臺灣接觸到的人就不太會一樣。（V哥） 

我覺得跟美國的工作經驗比較的話，我對美國的滿正面的！因為我在臺

灣也工作過，也是做工程師相關工作。臺灣的產業非常的認真、很勤奮、

實事求是，換個角度講，他們就沒有辦法有長遠的視野。臺灣本來就是

有限制──市場小，這沒有辦法，你只能撿全球化剩下的東西，這沒辦

法！我沒有要批評的意思，但在權衡之下，在美國可以感覺生活跟工作

平衡、去工作又很開心。在美國的話，我是在加州的 TESLA，就是最

近來臺灣上市的那家車商，我不是要老王賣瓜，但 TESLA目前在美國

算是非常火紅的一家公司。在美國的話，基本上還是做軟體最紅，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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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還是最好的，像 Google、Facebook、Twitter 或 Linkedin 這幾家公

司都非常的火紅，還有 Microsoft 這樣，美國學生的第一志願應該還是

去這些公司，因為這些公司薪水很好。那我剛講的像 TESLA，TESLA

本身是個製造業，製造業的薪水還是比不上軟體業，它需要很多軟體業

的 support，它也有很多軟體工程師，像它有自動駕駛的科技啊！它叫

Autopilot，它可以自己開這樣，我覺得 TESLA 公司滿不錯的，我自己

在待的時候也滿喜歡他們的產品。（小麥） 

其二，美國這個富含移民元素的國家，在科技產業中，尤其展現了多元的文

化。讓臺灣的高科技移民開拓自己的視野及事業，受訪者崔西說「這是我在臺灣

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他認為這樣的組成讓自己的心也更加開闊。 

還有一個優點，我覺得是我公司的優點吧！我這個公司是一個很多元的

文化，這是我在臺灣根本不可能遇到的！每天一起工作的有印度人、中

國人、美國人、歐洲人、韓國人，互動起來會覺得心態變得比較開放吧！

（崔西） 

此外，受訪者小哈移居美國多年，他觀察到的現象為：美國注重人才的專業，

盡量降低因為外型、性別、年紀造成的刻板印象及晉用差別。而受訪者番茄也認

同這個說法。對此，小哈舉了朋友前後於美國任職、上海求職的例子為證。當然，

美國並非完全不存在歧視的樣態。然而，小哈認為美國政府的法律會想辦法讓這

件事情和緩一些。 

在美國工作的優點？我就會特別想要強調，尤其是譬如說我在加州工

作，加州是很嚴重的，他要想辦法確定你絕對不會去歧視任何人！它法

律規定得很嚴謹。我後來是在網路上看的，在臺灣的工作是問你薪水、

年紀、性別，甚至你要附照片，在美國這些是不允許的！你的 CV

（Curriculum vitae）上是不可以放你的性別、年紀、工作、照片，你是

不可以的！你甚至如果不小心放了，它會有權利因為這樣子而不看你的

CV（Curriculum vitae），你的 CV（Curriculum vitae）會造成這樣的問

題。講到說我懷孕的時候去面試，他們不可以問我有沒有懷孕！那時候

我就特別去查這件事情，我本來想說我要不要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想要

知道，因為萬一我今天去面試，我沒有拿到工作，可是我讓他們知道我

懷孕了，我有可能去告他們歧視我懷孕，而不給我工作，跟臺灣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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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講到年紀，我有朋友現在在上海工作，他太太跟他，他們兩個

本來在美國，他太太在這邊工作了很多很多年，她先生拿到了上海的工

作，她就跟著他過去，大概四十歲上下，他太太找不到工作，我們就在

聊，她先生就說，因為上海那邊的就業市場非常地年輕，他們只聘二十

幾歲的人，所以四十幾歲的人，他們不可能聘用她，然後他們剛剛好有

綠卡，太太跟著先生過去兩年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太太最近已經回到美

國來工作了，而且她回到美國是一個禮拜內就找到工作了，因為她的資

歷是非常地漂亮，她找工作是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她不是說找那種很

特別的工作，她就是找一個一般的實驗室都會需要的工作。但我剛剛說

美國普遍都沒有，事實上也不是完全沒有，我最近在看一些文章，加州

那邊「軟體業」就很嚴重，軟體業不喜歡聘老人，他們就喜歡聘年輕

人……美國的規定是不可以用年紀來歧視，可是當然到哪裡，大家都喜

歡聘年輕人，事實上我們公司也一樣，因為當公司覺得這個人的

productivity（生產力）不是很夠的時候，它就會鼓勵人家退休或想辦法

就讓人家退休了，到哪裡都人之常情，可是美國政府的法律的問題，它

就會想辦法讓這件事情和緩一點。（小哈） 

有個差別是，你在美國，特別是你找第一份工作，你的履歷上面一定會

放上你大學、研究所、PhD所有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GPA（Grade 

Point Average）是他們篩選人滿重要的一個憑據。但是，他們絕對不會

放照片，跟薪水這東西一樣，美國認為是很 personal的東西，所以他們

不太問。美國甚至你主動放照片，那你一定不會錄取，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可能會因為長得好不好看，會不會有歧視，這東西是很敏感的議題。

（番茄） 

（五）職場氛圍 

美國心理協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11 年曾經對職場相處及

氣氛進行研究3，該研究發現：同事的支持可反映個人融入工作情境的程度。相

似的，美國網路人脈平臺 Alumnify 執行長 Agrawal（2016）曾在《Entrepreneur》

雜誌網站上分享關於公司留住優秀人才的方式，其中一項為「Add fun to the 

mix」。職場是否為員工帶來快樂相當重要，對優秀人才而言尤其如此。在有形的

物體上，打造令員工感到舒適的辦公室。讓員工們在辛勤工作後，可以看見美麗

                                                 

3 參考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7/14/n4200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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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舒緩疲累的身心。無形的情感中，長官多付出關心，使部屬感到溫暖，

能有效促進工作效率。職場氣氛是工作滿意度裡中極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超越

薪水。當然，人們儘量爭取最大薪資保證自己的生活，或者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

然而，好的工作夥伴對於工作狀態的影響，不容忽視。 

受訪者小麥表示，美國的辦公間大部分是 open 的、自由自在的，世界知名

企業的 CEO 很可能就坐在自己的身邊，像平日朋友一樣互動著。這讓公司氣氛

顯得活力及年輕。受訪者老王則說：老闆跟員工的關係友好親近，所以工作環境

感覺上很輕鬆。 

美國企業文化有個好處，它非常喜歡開玩笑，我滿喜歡的！給我的感覺

是不只是去工作，除了去工作之外還有享受你去認識工作上的同事，下

班後一起出去啊！但在臺灣，我的感覺是整個工作是死氣沉沉的，大家

就是想要把這件事完成、回家，（回家後）就不想再想這件事了，可是

在美國……可能因為 TESLA是個比較新的公司，就很有活力，這公司

相對年輕，裡面都年輕人，所以大家在裡面就非常的自由自在。我們的

辦公間都是 open（開放）的、沒有什麼隔間，基本上沒有什麼公司會

有隔間，像 Elon Musk 這個 CEO，他跟大家的位置就只有一排假樹而

已，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在幹嘛？他也可以看到我們在幹嘛！像我朋友在

Facebook，他吃飯的時候就碰到 Zac Profiles、或你去 Google你就遇到

Larry Page，這些人就像世界的明星，但他們在那邊（公司）就非常的

平易近人。（小麥） 

這家公司還滿好的（工作環境）！工作氣氛還不錯，同事互動還滿好的。

美國人就很愛聊天，所以工作環境很輕鬆，美國老闆跟員工是滿近的，

會打屁聊天。（老王） 

曾於臺灣工作的受訪者，則提供自身對工作氣氛比較的看法。受訪者番茄認

為兩地之間的工作氛圍相差頗大。在美國擔任工程師，可以明顯感覺得到人跟人

是比較尊重的。相較於在台積電時期時常被罵，美國同事之間的相處風格，讓人

覺得這是一個被尊重的職場！對比之下，臺灣的工作方式為：基層員工就應該唯

命是從。受訪者小麥則定位這是文化氣息上的落差。在美國科技業工作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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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這份工作的熱忱，相對而言，小麥的同學都已經進入臺灣科技業職場，

卻極少聽到他們分享工作上很開心的例子。 

臺灣跟美國分組的方式還滿像的，只是相處模式差滿多的。這邊老闆也

不太會罵你，對你很有禮貌，感覺得到人跟人是比較尊重的。工作的

style，你會覺得這是一個被尊重的職場！臺灣的話，你如果做得不好，

他可能會用比較兇的方式罵你，我剛進台積電的時候很常被罵。在職場

上我覺得滿多地方（跟臺灣）不一樣……比如說工作模式，像是在臺灣，

你會感覺到有階級制度。像他們管人的方式，在臺灣是老闆說什麼，你

就唯命是從。在美國，像我的老闆，他就真的不太管你，反而是我們 team

裡面會有個什麼 leader之類的，他來說我們要做什麼？我們老闆就是來

關心一下。（番茄） 

感覺大家都對工作很有熱情，但我以前在成大的同學現在都在工作了，

他們不會講他們工作很開心，這是一個管理上面，或者說文化氣息上的

落差，亞洲人比較不喜歡開玩笑。像我那時候去實習，帶我的就是一個

老闆，我跟我老闆就超要好，就常常走過去跟他講一些不入流的話，還

會念他「你在幹嘛？」、「你在搞什麼東西？」這樣。（小麥） 

受訪者阿 B、V 哥、安安、崔西的說法呼應了番茄的看法，皆提到可以直接

跟上司對談的概念。V 哥強調，上司的角色在團隊中是不明顯的，大家是一個平

行的狀態。安安覺得美國的科技職場是一個很對等的地方，對事件不同意，請直

接表達意見，直來直往，甚至直接跟上司辯論。這也是他最喜歡美國的地方。崔

西則是認為只要言之有理，老闆會支持員工的看法。 

我跟我直屬老闆完全可以直接對談，他人超好的！他是個白人。我覺得

我們公司的主管是還不錯，但會像我們這麼 relax 的應該沒有那麼多，

我是正好進來的時候，它們文化也漸漸在改啦！年輕一輩的想要學年輕

的公司，主管不需要那麼有架子啊、穿衣服不需要每次都那麼 formal

（正式）啊！（阿 B） 

我老闆就是我右邊的人，就是講老闆其實……我覺得在 Google，老闆

這個角色沒有很明顯啊！因為大家就是一個 team，大家就是一起做事，

大家是一個很平行的狀態，階層不算是那麼明顯，Google 算是滿扁平

的。（V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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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一個很對等的地方，可以（跟老闆）辯論啊！我們也都直接叫老

闆名字啊！他們的想法就是：你不說話，代表你同意。你不同意，你就

要說話。這也是我最喜歡美國的地方，直來直往嘛！何必要嘴上說：對，

你說的都是。心裡幹譙得要命，何必要這樣呢？在美國生活（工作）最

大的優點就是這個。（安安） 

我也不知道是個性還是國籍差異？因為我前後的三個老闆都是不同個

性跟國籍，這三個老闆都還滿好溝通的！你只有有理，他不會硬要你幹

嘛，都還算是滿支持底下的人。（崔西） 

受訪者小哈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當時的老闆以人好出名，在社交上善於跟

其他人互動，因此，小哈形容他當時過得很開心，甚至沒有想要另外找工作。 

我老闆也是以人好出名的，就是大家都覺得他人很好，就是 Harvey 要

審終身職生的時候，他們會送一百封信出去，請大家評這個人好或不

好？我老闆很得意地回來說，一般來說，一定會有人說他不好，只是比

例高低而已。可是我老闆就很得意地說，那一百封沒有人說他不好，等

於我老闆基本是很好的人，很好相處，他是一個社交系統非常好的人，

在他的實驗室也是一樣的情況，我覺得日子過得很開心，沒有另外找工

作這樣。（小哈） 

很彈性，只要不要太誇張即可。我覺得這有一部份是所謂 IBM 文化，

不見得 Intel 等其他比較有紀律的公司會這樣。我們公司現在是個混合

體，有 IBM Globalfoundries AMD Charted電子的文化。其中 IBM和AMD

比較美式，就是時間彈性，老闆不會粗言罵人，但是風氣就是比較

relaxing。（小隆） 

受訪者阿承工作的職場性質為科學研究機構，依照他的觀察，工作氣氛的關

鍵是老闆。如果是美國老闆，不需要畢恭畢敬，原則上可以稱呼對方的名字，並

直接溝通事情。然而，阿承強調氣氛良好不代表可以降低工作的效率，在美國，

老闆會直接關注員工個人的工作績效。此外，阿承再提到比較有趣的狀況：於美

國的華人老闆團隊之下工作。阿承認為這類型的上司，會具有美國開放文化的特

色，並且又有人親土親的感覺，因為文化背景相同，所以平時較易有共通話題，

無形中即拉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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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就是老闆，那像如果是美國老闆，基本上就不需要太畢恭畢敬，可

以直接叫他名字，都是可以直接去跟他溝通他要的東西，可是美國老闆

就會很直接去看你的工作表現，很重視你的績效。美國人是這樣，你如

果不跟他講一些你的 concern（顧慮）的話，他也不會跟你提，可是你

跟他講，他就會很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亞洲老闆的話，基本的尊師重

道一定就會有，亞洲人就是從小受孔孟思想影響……可是在這邊的亞洲

人通常能夠當到 PI（計畫主持人）、做到這種教授的，通常都會受這邊

文化有一定的影響，因為他平常要跟別人 social，所以他不會像在臺灣

華人那麼的尊師重道，不會一定要叫「老師」、「您」阿！這邊就可以直

接叫他名字，可是基本的尊敬還是要有。那華人老師的話，你就可以多

一些空間去跟他講為什麼你做不到？他會比較有人情味，因為文化背景

也一樣，所以去吃飯或平常走在路上跟他聊天，都會有話題跟他講，無

形中就可以拉近距離。你跟美國老師 always 就是只能聊實驗的事情，

再加上你又沒什麼進度、沒什麼可以聊的時候，就會一陣尷尬！（阿承） 

綜合由本段落受訪者的說法，美國科技業的工作氣氛普遍讓人感到愉快、受

到尊重。然而，快樂的工作氣氛不等於「不須認真工作做」，而是只要言之有理，

針對工作與研究的本質溝通，上司與基層員工之間的溝通是友善且有效的。 

（六）影響工作滿意度之因素之綜合分析 

透過質化訪談，大致可以瞭解美國的高科技移民的就業狀況、工作情形，以

及所感受到的台美差異。本研究更進一步透過問卷調查，希望了哪些因素會影響

這些高科技移民工作滿意度。如第二章所述，問卷設計中，筆者詢問了受訪者對

於其當前工作在「成就感」、「發展性」、「薪水」、「工時」、「自主性」、「工時彈性

程度」、「職場氛圍」幾個面向中的滿意程度。測量分數分別自 1 分到 4 分，越高

表示對該面向越滿意。筆者將這些題項的分數取平均，作為工作滿意度的指標。 

筆者比較不同群體之間的工作滿意度分數（詳見表 7），發現一些有趣的現

象。首先，「在臺灣曾有工作經驗」與「在臺灣沒有工作經驗」這兩群不同的人，

其工作滿意度確實有差異。「曾有工作經驗」者滿意程度較高，為 4.18。「沒有工

作經驗」者滿意程度較低，為 3.85。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相仿的情況下，曾經

有工作經驗的人比較容易獲得較好的工作，這可能是導致曾有工作經驗者工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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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較佳的原因。但從訪談資料裡面，筆者發現另一種可能，是因為曾有工作經

驗的人，對自己嚮往的工作情形較有概念，在找工作時會依自我意願進行初步篩

選，如受訪者番茄的說法： 

我覺得我在工作完之後，找工作變得很挑剔，像一開始工作，研究所剛

畢業，因為你從來沒有工作過，也不知道什麼工作在做什麼事情，也不

知道哪個部門他們 detail是什麼，你也只能挑公司，覺得聽起來還不錯，

就去了再學。我第二次在美國找工作的時候，就有一些想法，我知道有

一些部門是我不想做、我不會喜歡的。（番茄） 

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其工作滿意度也有不同。居住在美國東岸的人，對工

作的滿意程度僅有 3.83，反觀居住於西岸者的工作滿意程度則有 4.14，比東岸的

人高出不少。根據上述質性訪談的受訪者的描述，科技業非常注重內推，職場氛

圍對這些高科技移民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我們可以想像，在華人相對

集中的西岸，高科技移民比較容易透過人脈等因素找到工作。透過人脈或內推而

找到工作，除了表示通常該職缺的工作條件不錯，致使朋友們互相推介之外，經

常也表示個人進入該企業之前，對於該公司內部的人事有一定的認識管道，因此

對於工作條件及職場氛圍的事先篩選或提前適應，都會比無熟人推介的情況好。

這也反映了移民互相幫忙、資訊流通，對於外地生活重要性。 

筆者也分析了英語能力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如前述一位受訪者說的：語言

能力可能影響一個人的在公司內部與人的溝通，進而有更好的升遷機會並提高薪

資收入，語言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這點在量化資料分析當中，分析結

果並不明確。受訪者中並沒有英語溝通非常困難的人，畢竟在出國留學前，基本

的英語考試已經先做一定程度的篩選。量化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英語能力達一

定程度以上之後，對於工作滿意度來說可能不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畢竟「能夠

溝通」和能夠融入在地文化，可能還是有所差距。可是英語能力若造成溝通阻礙，

對於工作滿意度有相當明顯的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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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歷的部分，筆者發現，碩士（含）以下者滿意程度較高，為 4.12，擁

有博士學歷的滿意程度則較低，為 3.90。這部分可能的解釋是，攻讀博士學位的

時間、心力等各種成本相當高，若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業界的工作條件不比碩士學

歷高出一定程度，難免會有落差感。參照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民國 98 年出

版的《移民之路》可以提供一些訊息：學歷對工作的影響呈倒增長態勢。有正式

學歷且學有專精者找工作雖然容易；例如：學士生與研究生；然而，博士相對較

難。各級學歷起薪不同，企業大致均有職缺限制，通常不會雇一個博士員工，卻

支付其碩士的薪水，須等到博士的工作有空缺，才能雇具博士學位的新人。此外，

擁有博士學歷者其職業發展經常也與碩士學歷者不同，是否是職業差異導致不同

的工作滿意度，目前的資料尚無法佐證，還需未來進一步研究。 

表 7 

不同群體之工作滿意度比較表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經驗 
有工作經驗 36 4.18 0.59 

無工作經驗 38 3.85 0.65 

居住地點 
東岸 31 3.83 0.61 

西岸 43 4.14 0.63 

英語溝通能力 
稍有困難／還算順暢 48 4.02 0.60 

完全沒問題 26 4.01 0.71 

最高學歷 
碩士（含）以下 37 4.12 0.56 

博士 37 3.90 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社會支持 

過往的美國華人移民相關文獻中，皆提到人脈資本是華人移民網絡中極重要

的一環。人脈，源自於社會資本和網絡的概念。華語有句俗諺道：「在家靠父母，

出門靠朋友。」其中，擁有良好教育背景、高知識水準的高科技移民更是徹底貫

徹了這句話。他們以語言、文化和專業為基礎，建立人際網絡，並藉由這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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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資源。臺灣高科技移民正是典型的充分利用此網路之代表者。美國的科技臺

灣移民都是擁有高學歷及專業技術的人員，他們活躍於美國科技業的社群。然

而，能成功生存於異地他鄉，並非僅依靠著個人的語文、學歷和專業技能。本節

將討論臺灣科技移民受到的社會支持，與其工作及對外來的去留是否具備高度相

關，而人際網路又在此中扮演何等角色。本小節中，將嘗試以工具性支持

（Instrumental Support）以及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的層面，討論這些

由人際網絡交織成的組織或社群，對移民者的影響。討論內容分成二個部分，分

別是「親友所提供的支援」、「社團組織提供的社會支持」。 

一、親友所提供的支援 

從本研究的質性訪談中可看出親友的支援對於移民者而言的重要性，而其

中，又以親人（特別是配偶）為首。受訪者阿中描述了移居美國的生活，並表示

因為有老婆一同在美國生活，心裡才不覺得痛苦。小隆也說到，因為和老婆一起

出國，所以撐得下去。 

因為一方面已經結婚了，所以家人會（生活）佔很大的一部分。（J） 

因為我是跟我老婆一起來，所以吃的部分就是她煮，吃的部分我覺得還

滿好過的，她一開始過來不是來念書，她後來也在這邊念書了。舉例來

講，她一開始還沒有念書的話，我們生活品質就會很好，因為她有空煮

飯、做家事之類的，不過她開始念書之後，那就會變成兩個人都會很辛

苦，因為她的課業也滿重的，她要花很多時間念書，所以我就得要幫忙

分擔家務這樣……因為有老婆在，所以不會覺得很痛苦。（阿中） 

因為和老婆一起出國，所以撐得下去。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獨立的人，需

要有伴。帶老婆來美國一直都是我的計劃，如果沒一開始就一起出國，

我也會趕快把她接出國。如果她沒來，我應該畢業就會回臺灣了。但有

小孩之後要忙的事很多，就慢慢覺得還好了。（小隆） 

除了親人之外，朋友也能提供移民者支持力量。不過，多數的受訪者表示，

擁有相同文化、成長背景的臺灣人，才是支持的來源。討論朋友對移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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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先從訪談受訪者中初步瞭解美國科技公司中，臺灣人或華人的比例。整體

而言，臺灣人相對於美國企業的總人口數中，普遍比例不高。唯獨科技產業中的

半導體產業較為特別。從受訪者崔西、番茄、小瑀的談話內容中可以得知。臺灣

的半導體產業表現亮眼，是此，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也較傾向晉用臺灣工程師。 

（臺灣人比例）很高耶！我覺得以臺灣本身在世界佔的人口來講，算很

多。跟產業類型有關，臺灣在半導體方面滿突出的，像我們廠又是新廠，

我們廠 2010 年才蓋好，當時一定是到處挖人，從三星、Intel、台積電

挖人。有臺灣的人進來之後，會慢慢有不同的臺灣人進來，我們公司在

新加坡也有廠，那邊也有臺灣人會過來，像我是我學長推薦進來，我是

他台大學妹，像這樣子一直帶進來，所以臺灣人就變得很多。（崔西） 

我們部門沒有臺灣人。公司有一些臺灣人，我們那個廠大概五千人，臺

灣人大概有五十人吧！大陸人大概有個四、五倍吧！但最多還是美國

人。（番茄） 

我們部門全部都是華人，我剛進去只有三個人，老闆加我，加另外一個

同事，都是華人，我走的時候變到十個人，十個人裡面大概五個華人。

基本上，做半導體的領域很少部門是沒有華人的，是一定有華人，只是

多還是少而已。（小瑀） 

除了半導體產業之外，其餘訪談受訪者皆表示臺灣人比例不高。在華人比例

高的公司中，通常是中國人的人數較占優勢。 

算滿多的吧！整個 Google 總部大概有兩百個臺灣人，當然中國人就更

多。（V哥） 

整個團隊可能有大概二十個人左右，有一半的人是會講中文的，大概四

個臺灣人、其他中國人，老闆算是香港人，但基本上不講中文，也可能

是因為這樣，所以華人數會比較多。（J） 

公司臺灣人很少，我有遇到三個臺灣人，公司總人數大概有四、五百人

吧！中國人大概有一百人，基本上我的 Team裡面幾乎都是中國人。（小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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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闆是臺灣人，還有一個女工程師也是臺灣人，部門大概十個人左

右，臺灣人的話，加我總共三個，但是如果你用整間公司來看，比例就

沒有那麼高，但我覺得華人比例還滿高的，臺灣人比例可能是華人比例

以下的一點點吧！因為本來中國人就比較多。（阿中） 

此外，極少數受訪者任職的公司走向為傳統的美國企業，故臺灣人及華人的

比例較低，老王為其中的代表。受訪者小哈則提出臺灣人比例或是華人比例的高

低跟主管有正相關。他舉例美國的華人老師的實驗室，通常華人的比例就會非常

高，因為同鄉之間一定會相互提攜。 

華人比例沒有特別多，大概十個左右吧！我們公司大概有七十幾個人，

道地臺灣人大概只有我一個。還有一個是從小就移民美國了，算是美國

人，而且裡面的華人很多都是移民，都算美國人。（老王） 

公司的華人數，我在猜可能也將近百分之十五。像我現在的主管他是加

拿大人，所以我就有注意到我們同事幾乎通通都是外國人，像介紹我這

份工作的他是日本人，我們這一級就有另外一個就是美國人。我現在在

加州，我聽說加州的華人比例好像有到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公司的話，

外國人比例相當高，我們自己部門的華人就我，還有另外一個同事是大

陸人，可是我們旁邊那個部門的華人比例就很高。我在猜是因為他們之

前有一個主管是華人，所以他就剛好通通都聘華人，跟主管一定是有關

係。你可以看在美國的華人老師的實驗室，你看到華人的比例就會非常

高……因為你一定會想辦法幫你同鄉的。（小哈） 

有句俗諺這樣說：「美不美故鄉土，親不親故鄉人。」當移民者身處異鄉，

即使不認識對方，但來自同一塊土地，有著相同空間、時間經歷，談話當中捕捉

共有的時空回憶，懷鄉之情油然而生。「我懂你！」、「自己人！」的氛圍在原鄉

人間蔓延開來。多位受訪者也提及，同是故鄉人會讓彼此在工作上有更緊密的關

係，像是 J、崔西、番茄都表示，自己的工作及生活都受到移民前輩們的照顧，

受訪者小瑀更表示，有機會也會優先提攜同鄉人。 

會啊！一定有幫助！比如人家跟你講一篇考古題，你就知道要考什麼，

生活上當然有，就是一種朋友嘛！前輩攜後輩的概念，就是希望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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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傳承下去。學生跟學生一起，工作的就一起，工作的人很難跟學生

玩在一起，生活型態不太一樣，但附近的或入學時間比較近的，大家就

會玩在一起。那我自己如果真的很忙的話就沒辦法，如果有餘力的話，

也會盡我所能（幫助學弟妹）。（小瑀） 

生活、讀書上的問題基本上都要事先詢問，算是需要全方面的協助。（J） 

（臺灣朋友）我覺得找工作一定大耶……工作之後，因為一開始工作一

定是相對比較難找，有認識的人會差很多！生活圈的話，我來的時候已

經認識我學長了，所以我不需要靠同鄉會，或其他去認識新的人。我會

去同學會、同鄉會的活動、會去認識新的人，可是就算沒有認識這些人，

對我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正式的組織對我來說是沒有差的！但

是學長帶給我的人際網絡是有差的，我來的時候我學長就會到處帶我去

介紹這是我學妹，很快就會認識很多人，工作上。（崔西） 

就是你很多事情可以問，而且，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優勢是：我們比較晚

出國，所以我們更多人可以問。我有一個室友跟我一起去，我跟他滿有

緣分，我們是大學同學，我們一起念台大電機，一起打系籃。所以我們

也會很熟，都很像，一起在台大念完研究所，一起去新竹當研發替代役

三年，我覺得那時候我可以很快三個月把英文考完，跟他很有關係，因

為他幫我滿多的，而且我們還剛好申請上同一所學校，所以那時候我們

決定要念康乃爾的時候就一起找房子了！（番茄） 

小隆和崔西兩位受訪者也都提到，在異鄉生活，特別是剛到美國時，透過跟

朋友的談心，可以撫平心中感到孤單的情緒。 

對，主要是有朋友聊聊，剛來美國的時候這挺重要的，因為很容易覺得

孤單。（小隆） 

我的生活圈有一群……大部分是臺灣人，一、兩個中國人，我們都是不

同部門。我那批進去的人……因為我進去是四月，那不是一個畢業的時

間，跟我一起進去的都是美國人，又都是 technician（技術員），比較難

玩在一起。（崔西） 

本研究的問卷分析結果也呼應上面這些受訪者所述，如表 8 所呈現的，

即便在美國人為大多數的環境下，這些臺灣的高科技移民，所熟識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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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臺灣人為最大宗，甚至有超過兩成以上的人，在美國當地有超過二十名

以上的臺灣朋友，明顯高出於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人。 

表 8   

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在當地熟識的朋友人數 

 臺灣 中國 美國 其他國家 

完全沒有 2 

(2.7%) 

10 

(13.51%) 

14 

(18.92%) 

17 

(22.97%) 

1 至 5 人 21 

(28.38%) 

30 

(40.54%) 

37 

(50.00%) 

26 

(35.14%) 

6 至 10 人 20 

(27.03%) 

19 

(25.68%) 

12 

(16.22%) 

15 

(20.27%) 

11 至 20 人 13 

(17.57%) 

6 

(8.11%) 

7 

(9.46%) 

11 

(14.86%) 

超過 20 人 18 

(24.32%) 

9 

(12.16%) 

4 

(5.41%) 

5  

(6.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依國別）。 

從這些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人脈在高科技移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包

含了工具性支持（提供資訊、諮詢及經驗分享）及情感性支持（談心）。我們可

以發現親人在身邊支援的重要。 

此外，對於臺灣高科技移民而言，「朋友」是比組織還要親密的概念。俗話

說「遠親不如近鄰」，大部分訪談受訪者表示，相較於組織，身邊的朋友更能及

時提供協助，透過每次共同面對挑戰、解決問題，建立了比組織還親密的關係。 

二、 社團組織提供的社會支持 

（一）社團組織的功能 

移民生活在異地，團體組織是協助移融入的管道之一。故，討論由移民組成

及參與的組織或社群是必要之務。甫抵異鄉的移民者，食衣住行都得重新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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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組織的各類支持與資訊交流，不至使其大小事皆孤軍奮戰。論及組織提供的

工具性支持，從訪談資料得知，學生會是常給予移民者支援的組織。支援內容小

至三餐選擇、住宿安排，大至護照申請、尋找工作等等，有了前輩們的協助，移

民者能在異地無縫接軌，避免失誤碰撞，佔去求學或求職的時間。 

受訪者小麥、J、阿承提及，學長姐會分享自身在當地的日常處遇，提醒該

注意的事項。 

我那時候來之前，很多資訊都要狂問在 MIT 的學長姐，我覺得這點差

很多，像從選宿舍到護照申請簽證相關的事情，因為他們都走過了，他

們就會提醒你該注意什麼事情。（小麥） 

我覺得像學生會存在的話，主要都是學期初或學年度開始，就是大家相

見歡、認識一下，大家就會私底下自己去交換資訊，因為畢竟每個人的

需求或他知道的東西都不太一樣……同學會彼此之間聯絡的話，後來有

交換 Facebook後，就是用 Facebook聯繫，那再早期一點的話，可能就

是 BBS吧！現在溝通就主要是以 Facebook為主。（J） 

一定會有幫助！大家都是不同科系的人，不同科系的人遇到的問題一定

都不一樣，大家來到美國這個環境的原因也都不一樣，有些人是來短期

留學、念博士班、來訪問、實習，太多狀況了！那你聽過更多在這邊的

狀況之後，你就不會更不知所措。（阿承） 

受訪者阿承、番茄、阿Ｂ、安安、小泉、J、V 哥則說到，學生回及學長姐

最大的幫助就是拓展人際網絡、找工作，幫助移民者快速擘劃異地求職生活。 

一定會有幫助，大家都是不同科系的人，不同科系的人遇到的問題一定

都不一樣，大家來到美國這個環境的原因也都不一樣，有些人是來短期

留學、念博士班、來訪問、實習，太多狀況了，那你聽過更多在這邊的

狀況之後，你就不會更不知所措，再來就是講到工作的話，你有這些人

際網絡，像我在這間實驗室的臺灣人朋友，他們之後留在美國這邊工

作，就是一個類似合作的對象，像我們這種學術單位比較注重的就是合

作，那跟華人合作一定是最直接又簡單的，至少溝通上比較方便，再來

就是，你在這邊遇到的人，你之後回臺灣也會有 connection（連結），

你就算不待在美國，他還在美國的話，你跟美國就還是有 connection（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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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那如果他回來臺灣就是 somebody（知名人物）了，就更有一些幫

助，會比較好做事情。（阿承） 

學生會對我找工作幫助不大，我的情況會稍微比較不一樣是因為我是在

裡面年紀比較偏大，而且又工作過了，比較沒有那麼徬徨。如果說你是

剛去的小朋友，他們就真的很需要學生會，他們有時候會找一些已經工

作的學長姐回來分享怎麼找工作，像我下學期也要回去分享。（番茄） 

就真的有需要可以問學長姐吧！他們也可以幫你內推，他們有說，但我

本身對美國比較熟，就還好，我申請學校主要就是寫信跟自己上網看資

訊，還是會問一下學長姐啦，像 Michigan 我有學姐在那邊，就有問一

下感覺怎麼樣之類的，剛來我有透過臺灣同學會的接送、買菜。（阿 B） 

有啊（幫助），介紹工作啊、分享生活經驗啊！以前會看 PTT，現在就

比較少了，剛要來美國的時候會看留學版。（安安） 

我不是幹部，同學會有提供接機、介紹校園啊！但我覺得那些都是你認

識人之後，他們私底下會幫你，比較有系統性的……也算是會拓展留學

生的人脈。（小泉） 

這樣子的連繫在美國可能會更有幫助一點，其實這個形式都滿像的，因

為大家可能都某個專業、有一定的關連，比如說同學、臺灣人的身分，

這樣的聯繫就會讓大家聚在一起，那就會交換資訊，最有幫助的話，比

如說面試經驗的分享，或是說公司缺人，這個就非常重要，這個就是人

脈網絡的一部分吧！真的很專業的、每天在公司做的專業知識其實不太

會彼此分享，比較多的都是談公司或產業界的一些現象或變化，或一個

什麼新的事情這樣，那如果是當地的學長姐的話，就是交換學校的事

情，如果是已經在工作的人，就是講面試、求職啊之類的事情。（J） 

老實說你在美國，你如果沒有刻意去跟外國人接觸的話，大部分的時間

可能還是跟臺灣人接觸，就一群臺灣人、有一個 Facebook社團就這樣，

因為你需要這些前輩的幫忙……我來美國後找工作其實都是臺灣人幫

忙，我找工作的時候就是都住朋友家嘛！就都是臺灣人，就是超級大的

幫助啊！（V哥） 

討論組織的情感性支持，海外組織通常能在萬千人海中串起同鄉的移民者，

聯繫原鄉人的情感。每逢佳節倍思親，故組織會在華人的三大節日「春節、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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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辦理出遊、聚餐、迎新送舊等活動，讓移民者身處異鄉也能享受故鄉味、

家鄉情。受訪者幾乎都有提到三節的聚餐是每年必辦的活動。另外，迎新送舊也

幫助移民者甚多，通常會安排接機、介紹校園、基礎生活知識分享、採買物品等

活動。許多臺灣高科技移民因隻身前往異鄉，所以對於組織主動提供支援，特別

有感，即使這些聚餐、迎新活動都非必要，但有了前輩們的幫忙，需要克服的挑

戰大為減少，加速適應新環境，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們其實叫做MIT ROCSA，因為MIT的學生都超忙，沒有人有時間去

辦活動，所以我們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來的時候不要有壓力，所以我們

是自詡走溫馨路線的團體。所以大家來就是聊天、吃東西，就這樣，我

們會有一些活動，比如說中秋節，我們很少戶外活動，通常都是找一個

大的研習廳，叫外燴然後在那裏吃飯，買一些臺灣食物啊、珍珠奶茶之

類的給大家吃，會固定辦的節日就是中秋節、新年、端午節，那我們雙

十國慶的時候也會去遊行，我們會去升中華民國國旗，在波士頓，那裏

可以升中華民國旗，華州是對臺灣非常友善的州，不是所有州都可以升

臺灣國旗。我們在 MIT 辦的活動，大的活動的話大概會有六、七十人

參加，小的活動大概二、三十人吧！（小麥） 

臺灣同學會他們有製作一個新生手冊，每年都會稍微 update 一下，我

覺得那一本對於剛來到這邊的人來說，還算是很有幫助！那我們也有提

供接機服務，我以前有接過一個學弟，就會從教你拿學生證開始、開銀

行、買車都會有一些建議，我覺得還滿好的；像新生一開始進來的話，

就會有中秋節烤肉，會有新生的迎新之類的，那可能一年的結束會有送

舊之類的。（阿中） 

臺灣學生會每年過年、中秋節跟端午節都會辦聚會。聯繫方面的話，我

剛來美國的時候 Facebook 還沒有很盛行，所以那時候就是用 email 或

是有一些學生網站會公布事情，但現在的學生會，我看他們好像都是用

Facebook。（小禹） 

中秋、新年、端午通常都會聚餐，有一些簡單的活動，那像在波士頓常

常有一些學術性的活動，大家自己聊在做什麼研究，接機服務的話，現

在網路上都會有，你上同學會的網站都可以去登記你是什麼學生，誰、

什麼名字、什麼時候要去，你填了你的名字、接機的時間，就會有人安

排去接。你如果寫是女生，又放很漂亮的照片，大家就會搶著去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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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就聽 Stanford的學長在聊，他就說你如果寫你是女生就會很多

人搶著接，或者是有學長去接。科技業通常都是男生，女生少很多。我

在哈佛，我有點忘記，但我當初的確有朋友來接，那是我在臺灣就知道

他是 Harvey，剛好 Harvey也有辦新生說明會，可能是那時候就認識這

位同學，然後他人也很好，他是很熱心的那種，我們那時候前後幾年，

他可能幫過一、二十個人看房子、接機什麼的，他自己其實沒有車，可

是東岸很方便，所以他那時候是租車來接我們的。（小哈） 

我那時候念了一年半，所以有多一學期就去當（臺灣學生會）幹部了，

一開始來的時候，人生地不熟，就會有一些很基礎的生活知識分享，主

要是這部分。接機會排，這算是規定吧！如果說學長、姐人好，願意帶

你去買菜什麼的，那就是額外的，必備活動就是迎新送舊跟兩節，就是

大家聚餐。繳一次會費就終身會員，我們都外燴，我們哪有時間自己弄？

學生會要永續經營也是很困難，駐美辦事處會撥款給我們，或我們要跟

他申請，說我們要辦活動，因為我不是財務，但他們就說那邊一年可以

申請到大概多少、學校那邊也可以申請到多少；一般來講，剛來的時候

什麼人都不認識，這個（臺灣同學會）是最親切的，你會先從這個開始，

那也跟當年度的幹部迎新的活動辦得好不好有關係，不好玩的話幹嘛

去？（崔西） 

同學會會辦一些活動，譬如說一開始你沒有認識人，就會辦一些迎新

啊、介紹一些校園環境讓你熟悉、選課、附近有什麼好玩的、食衣住行，

也有接機，三節聚會通常也會啊！通常會有一個 Facebook社團。（番茄） 

在臺灣有新生說明會，一開始也會帶新的人去買菜，一開始主要會照顧

特別多……主要聯絡管道是 Facebook 社團，就他們找到我的那個，生

活相關資訊比較多。（阿 B） 

交友圈一開始當然就是從臺灣同學會開始，臺灣同學會接機、帶你去銀

行開戶、告訴你怎麼去考駕照之類的。就九月聚餐歡迎新生、十二月辦

個聖誕活動、過年辦個每個人帶一道菜的活動、六月學年結束的時候辦

個期末聚餐之類的。（安安） 

對我比較大的幫助就是那時候剛來的時候載我去買菜啊、一些留學生活

的建議，畢竟剛來到美國，很多事情都不熟悉，後來比較忙，但偶爾還

是會聚一聚啊！像除夕啊、中秋節啊之類的，還是會吃個飯。（V哥） 

組織的多元性能提供臺灣高科技移民資訊的來源管道相對更豐富。移民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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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組織，除了同學會以外，還有同鄉會，或者政府在異鄉設置的「文化經貿

辦事處」也是強力的後盾。綜合阿中、小哈、阿承、阿 B、番茄的訪談可得知，

同鄉會的前輩對待年輕一輩移民者，大多像長輩照顧晚輩，定期辦理聚餐活動，

適時給予金援。受訪者崔西提及，在辦活動時，由同學會出人，同鄉會出錢，是

長久以來的互助模式。除此之外，移民者初入異地，若要諮詢求學及求職相關事

項，仍以同學會為主。同學會較能給予及時且需要的協助，例如小哈受訪中表示，

很感謝哈佛學生會及波士頓臺灣生技聯誼會給予的協助，總能提供生活及工作間

的各種訊息。不論各組織能提供的支援及資源為何，「出外靠朋友」是人人皆知

的法則，多一位朋友則多一分照顧，透過多元組織，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對移民

者絕對是利多之事。     

同鄉會跟同學會不一樣，如果說在美國，就會比較多那種老一點的臺灣

移民，但是也不太會去參加那種活動，因為年紀差太多，一般都會在波

士頓有一個「文化經貿辦事處」的波士頓教育組，也就是教育部派來的

support 海外學生的組織，他們非常地熱心，我覺得臺灣官方在海外對

臺灣人的 support 都非常好，我自己也有感受到，美國辦事處這邊也對

我們很照顧，我覺得臺灣外交人員都滿熱心、優秀的。（小麥） 

我之前是臺灣同學會的幹部，我也有參加同鄉會，他們節慶也會辦活

動，但我就沒有去，但有認識一些人吧！我有認識一些長輩那一些的，

所以很偶爾會跟他們去一下（宗親會）的活動，但是沒有真的在幫忙或

加入，比較有聯繫的就基本上是臺灣同學會，因為年紀一樣、比較好玩。

（阿 B） 

同鄉聯絡總是會有各種消息。在幾個社團間，我也都會遇到學長姊要介

紹工作給我。也有遇到學弟妹在問工作。哈佛同學會傳遞很多訊息，媒

介駐波士頓代表處和學生之間。各種生活訊息，便宜門票都有，偶爾有

槍擊案等等也都會透過這樣的電子郵件傳遞。（小哈） 

臺灣人團體有很多阿！像華人什麼……就有一些比較政治性的，他們會

資助學生團體，就會有學生會員；那因為這邊是灣區，所以像什麼矽谷

登山社啊這種的超多，學生的時候會有學生會，工作之後你比較注重的

就是休閒，因為在灣區這邊工作的臺灣人假日是非常無聊的，你沒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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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去，你跟美國同事 social也不是那麼熟，當然只能跟臺灣人在一起啦，

什麼網球隊、攝影社之類的。（阿承） 

必須說明的是，從受訪者的言論中可以得知，部分同鄉會帶有濃厚的政治色

彩，且年齡層較高。然而，新近的移民年齡層通常較為年輕，對於政治的投入程

度相對低。是此，網路世代的科技移民對於同鄉會雖然保持著開放的態度，但情

感的依賴相對較低。 

我們這邊其實有兩個同鄉會，一個藍的、一個綠的……你要動員人，畢

竟還是政治動員人是比較容易的……我待過的地方沒有（分裂成兩

邊），但我聽我爸說那時候是有的。他去念書的時候有收到兩份同學會

的資料，一份是中華同學會（藍），一份是臺灣同學會（綠），當時的政

治走向就是藍的是正確的，而且我爸出國的時候應該還沒解嚴，我爸畢

業那年才解嚴的，他們（綠的臺灣同學會）不是一個地上組織，當時應

該是地下的。我們這個地區的臺灣同學會跟同鄉會關係還滿緊密的，他

們有認識一些同鄉會的伯伯，如果我們這邊需要動員的時候，同學會出

人、同鄉會出錢，他們有一個默契的合作方式吧！（崔西） 

有參加同學會，同鄉會我最近加入了，但是我從來沒去過，會加入只是

因為我公司有一位同事，他老闆算是老一點的，是我們當地的同鄉會，

就認識了，問我要不要加入，我猜只是去吃吃飯而已，會費只要十塊

錢……但是我知道他們好像其實有一些政黨，我參加的那個沒有很大，

但是我覺得他們不會直接跟你談論一些政治的東西，因為年輕人對政治

好像也沒有那麼熱衷。（番茄） 

我那時主要是參加哈佛同學會，還有臺灣學者聯誼會。波士頓地區的臺

灣同鄉會也很活絡……因為政治因素，一個會分成兩個會。我自己也有

感覺到臺灣留學生有很嚴重的斷層，去同鄉會的同學都是爸爸、媽媽那

一輩的。你可能有聽過，再早一點留學的，很多都只會講台語，他們只

講台語，也只跟小孩講台語，當然後來有晚一批是政府培養出來留學

的，那一批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你可能有聽說過，早期同學會之間會有

這樣子的情況，就是政治立場不一樣……所以我到 Harvey 的那一年，

其實有兩個服務臺灣同學的同學會，那一年兩個會都沒有活動，就是有

點政治影響的關係，隔年兩個會都自動再選了新會長，可是隔年的會長

就比較熱絡，所以就開始都有一些活動， 當然後來大家沒有那麼介意、

沒有那麼鮮明的政治立場，大部份的人也不是非得一定要怎樣不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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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知識份子會對歷史的來龍去脈有一定的瞭解，可是通常也不會有這麼

強烈的反應，最有趣的應該是到了第三還是第四年的時候，有一邊的會

長還兼任另外一邊的副會長，因為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嘛！而且說實在

的，留學生哪來那麼多時間搞活動？而且為什麼要搞兩份活動呢？就是

在那一任前後，大家很認真地在促成合併這件事情。（小哈） 

像臺灣同鄉會或宗親會這種的，你在參加臺灣同學會的時候，你也會受

到邀請，所以我以前還在臺灣同學會的時候也有去過幾次他們辦的活

動……之前他們有弄一個網站，那 Facebook 也有，主要還是透過

Facebook為主，叫作 Stanford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另外我覺

得宗親會或同鄉會的這種參加者，感覺年紀都還滿大的，我感覺可能都

五十以上了吧？我那時候參加的時候，感覺年輕人好像比較少一點，政

治的傾向我覺得也可能會有，因為那時候柯文哲來的時候，的確是有一

些人支持，我那時候有去，那時候他還沒當臺北市長，他來這邊募款。

（阿中） 

總上所述，移民者們，為了一圓自己夢想或者家人萬千期待，離鄉背井，遠

赴一萬多公里以外的異地。親友或是臺灣人組織的成員，不僅是他鄉故知，更是

生命共同體，在語言、文化全然不同的城市中共同打拼。有了彼此的互助，才能

彼此理解脫離舒適圈後，從零開始的無助，胼手胝足、相依相偎朝著共同夢想邁

進、實踐。因此，即使移民後遭遇許多生活中的挑戰與不便，但在異地有了親友

的陪伴與支持，再苦再難，都有了前進的動力。 

（二）網路的功能 

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屬於網路世代，對於參加網路組織較為踴躍，整體的數

量皆高於實體組織。這可能源自於現在是網路活躍的世代，網路組織的方便性跟

參與的門檻都較低，也提升了移民們加入的意願。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從前，報紙是這句話的實踐者。從相關研究的文

獻回顧中可以肯定報紙對臺灣移民帶來的幫助。然而，現今人生活於網路科技化

的時代，與先前學者研究的結果不同之處，在於網路世代的移民已不再靠報紙獲

取美國生活圈、臺灣生活圈的資訊。目前，華文報紙仍然普遍出現於華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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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皆表示沒有看華文報紙的習慣，反倒偶爾會看電子日

報。受訪者小瑀、安安、阿 B 覺得，那是「老人家」、「老一輩」才有的習慣。

小哈則是從留學生買菜的頻率推算，忙碌的科技移民們會看到報紙的頻率極低。 

應該沒有人會看，現在網路這麼發達，華人報紙是比較老人會看的，算

常見，只是你不會去看，像你去華人超市或很多有中文的店裡面都有。

有時候我會看看臺灣的 Yahoo新聞，我其實最常看的是蘋果日報，因為

我手機上有蘋果日報的 App，就會直接跳新聞出來……現在基本上就是

你刷 Facebook，有看到什麼新聞報導就看。（小瑀） 

只要是華人超市都有《世界日報》，我們這輩的不太會去看，看 Yahoo

新聞啊！（安安） 

沒有，看的資訊都是透過網路，但是我在這裡的老一輩的朋友都會看，

家裡都會有，《華人日報》、《世界日報》都有，好像超市會有吧？應該

也可以訂吧！我猜。我其實比較少主動看臺灣的新聞，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有訂蘋果日報的 App，它會跳新聞出來，但我通常都不會點進去看，

因為都很垃圾，很大的事件就會注意到。（阿 B） 

你如果去買菜幹嘛的，到處都會發什麼世界日報那種，到處都有，所以

有時候去買菜的時候會拿來看，可是說實在的，留學生大概都一、兩個

禮拜才買菜一次。那兩個禮拜才去一次中國超市，也不一定每次都會拿

報紙，所以報紙看得很少。（小哈） 

受訪者番茄、J、阿承、小麥、小泉、V 哥、崔西則認為臉書是最方便的管

道。從臉書上，就能清楚的與臺灣新聞接軌。此外，雅虎新聞及 Line 官方帳號

也是選擇之一。 

沒有耶！但我有時候去中國超市的時候，會在結帳旁邊看到一疊《世界

日報》，沒有怎麼關心（臺灣的消息），可能就是 Facebook 上面，看看

朋友最近在討論什麼？（番茄） 

通常臉書上是一大部分，可是比較細節的部分的話，我也會看一下新聞

這樣，通常是文字新聞，我看文字新聞比較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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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臺灣的消息，Facebook是一定會看的，還有 Yahoo新聞。（阿承） 

我覺得華人報紙好像沒什麼人在閱讀。如果要知道臺灣發生什麼事，就

是看 PTT 的八卦版或 Facebook 上有人會 Po 新聞，還是會滿認真關心

臺灣的東西。（小麥） 

報紙很少耶，因為我本來就不讀報紙，我會在臉書上看臺灣新聞，但那

種大華超市啊、或亞洲超市一定會有。獲得臺灣訊息就是看臉書吧！因

為臉書上就有蘋果的新聞會跳出來，所以我覺得臉書就看不完了。（小

泉） 

要得知臺灣的消息就是從 Facebook 上面啊！我沒有在看電視，所以也

不看新聞，就看 Facebook 的新聞啊、大家討論的議題啊！我追臺灣新

聞應該比很多臺灣朋友追還快，因為主要是出國後，語言跟其他人不一

樣，尤其剛出國後會有一段時間是滿孤單的，因為就跟很多朋友就斷了

聯繫，就會一直刷 Facebook 看別人情況，後來也是因此才開始追一些

社會議題，因為有些事情是在新聞不會出現的，可是會再 Facebook 有

人討論起來……主要是 Facebook讓我對比較多社會議題開始關心。（V

哥） 

Facebook 現在是我認識臺灣的一個管道，其實我也有加一些 Line 的官

方粉絲團，像什麼臺北市政府、7-11，一定要關心一下臺灣現在流行什

麼。（崔西） 

除了臉書盛行之外，BBS 也是科技移民時常拜訪的網站。其中，PTT 是一

個資訊流量極大的平臺。裡面有各式各樣、從臺灣到全世界的新聞，近乎無所不

知。透過阿中和老王的談話，可以知道移民們對 BBS 論壇的依賴。 

有時候會看 DISP BBS，就是整理過的 PTT的文章，這應該是 PTT的文

章經過大數據整理，比較多鄉民推文的文章會跳出來，好像還有一個

App叫做「鄉民晚報」的，那是學長推薦給我的，或是可以直接看蘋果

日報的 App，我這邊也沒有資源可以看印出來的報紙。（阿中） 

就是 PTT、臉書、CNN，通常要看什麼新聞的話，八卦版都會有，有

興趣就會自己去 Google。曾經有下載過蘋果日報的 App。（老王） 

雖然報紙相對式微，然而，華文報紙仍有其功用。以本研究受訪者 J 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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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他所說的與文獻相符，華文報紙仍然是一個深度瞭解、融入當地的媒介。 

有時候新聞會看中文新聞，可是報紙的話不會特別去看，因為網路資訊

已經很發達了。可是如果你要瞭解那個地方的話，還是需要報紙，因為

通常網路媒體不會很深入，報紙通常深度會比較深，而且是針對很當地

的事情，另外一個好處是你吸收資訊比較快，因為看中文通常還是比較

快。（J） 

網路世界無法取代現實的人際關係，但卻是現實人際關係擴張來源的重要補

給站。網路空間的興起透露著：當網際網絡聯結了電腦的同時，也聯結了使用電

腦的人們，是此，電腦網路就旋身變成了社會網路。在網路虛擬世界日益擴大的

時代，移民們可以與幾萬公里外的人聯繫。透過網路，似乎可以擁有無限的可能。

高科技移民們和遠方的親友聯繫時，網路就是最好的工具。本研究的問卷調查

中，與臺灣親友的聯繫頻率計算方式，亦以網路聯繫為基底。（詳見問卷） 

受訪者 J 所說的，可以代表網路對於移民們在情感聯繫與交流上，最重要的

功能：「網路對我來說，第一個就是比較方便，第二個就是比較沒有距離感，因

為基本上想見到誰，電話一打通都看得到。」網路除了方便以外，最具體的就是

削弱了距離感，使移民與親友之間更加貼近。從受訪者 J、小瑀、小麥、番茄的

談話中可以得知：Facebook、Line、Facetime 是最熱門的管道。「網路很重要啊！

全部資訊都是從網路來的。」番茄的一句話更是體現網路對移民生活的幫助。 

網路對我來說，第一個就是比較方便，第二個就是比較沒有距離感，因

為基本上想見到誰，電話一打通都看得到。通訊軟體的話，我覺得看個

人慣用，像我家裡長輩是比較喜歡用 Line、朋友之間大部份是

Facebook、甚至還有 instagram。跟家人視訊的話，反而會用 Facetime。

朋友的話，通常單人對單人的話，通常都是用 Facebook對話比較多。（J） 

與家人之間是用 Skype，現在是用 Facetime，每個禮拜會約一個時間講

一下，我爸媽是因為我出國才開始學習（使用軟體）。跟臺灣或美國朋

友都是看 Facebook，美國的臺灣圈是會用 Facebook啦！（小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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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跟親友聯繫方面的話，跟家人聯絡用 Line 或 Facetime，跟伴

侶連絡都是用 Facetime，朋友之間的話就是用 What’s App的群組。跟

美國認識的朋友是用 Text messaging，短訊滿多人用的，用短訊、What’s 

App、Facebook，美國用 text的文化好像滿流行的。（小麥） 

網路很重要啊！全部資訊都是從網路來的。跟家人用 Line 或用 Skype

視訊，視訊的話可能一個禮拜一次而已，但有時候會傳個訊息。跟伴侶

每天或兩天講一次電話，在美國就是直接打電話，有時候收訊不好就是

Line 或 Skype。跟朋友不是用 Facebook 就是用 Line，臺灣人之間會用

Line，美國人好像沒有在用 Line，大陸人都用Wechat。（番茄） 

跟家人用 IMessage、Facetime這樣，他們本來就會用視訊，因為我從高

中就跑來跑去，所以他們很習慣（使用）。跟朋友都是用 IMessage 跟

Facebook。（阿 B） 

受訪者小隆、安安、老王、小泉則表示：父母或親人是由於自己旅居美國，

才特地學習並熟稔網路通訊軟體。透過這些網路通訊管道，家人才能瞭解自己在

異鄉的生活。如同老王所說：網路不可或缺！小隆更是天天和家人視訊，可見網

路對移民生活的必要性。 

和家人天天 Skype視訊，和臺灣朋友用 Line。爸爸媽媽出國前一開始是

買了網路電話 （Skype電話機），所以他們不用會開電腦就可以接了。

但是後來慢慢的會用電腦視訊，就沒在用電話機了。網路讓家人可以找

的到我們，後來我們有 Smart phone，不用在家他們也可以找的到我們。

（小隆） 

最主要就是我爸就被迫用 Line 才能瞭解我們在幹嘛啊！會定期視訊；

跟伴侶之間，用一些簡訊、App啊！（安安） 

網路不可或缺吧？跟家人就是用 Line，因為以前在臺灣就大部份人都用

Line，偶爾會跟家人視訊，大概一兩個禮拜一次。在我出國以後才開始

學習用視訊的，算是特地學的。跟伴侶之間就是用 Line 跟臉書，視訊

就用 Skype，聯絡頻率就幾乎每天。跟臺灣的朋友使用臉書聯絡；美國

朋友的話管道就很多，有 Google Hangouts，滿方便的，因為它是免費

的啊！有一個軟體叫 Slack，他的性質算是工作聊天軟體吧！他可以讓

你一群人一起說話，可以交換主意、交換檔檔案。（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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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之間會用 Skype跟 Line聯絡，會用聲音的（打電話），但影像的

（視訊）就比較少，Line是他們本來就會用，我爸媽本來是只有工作才

會用 Skype，後來是因為我出國才比較常用，但是後來有點慢慢被 Line

取代了，可能對他們來說比較方便吧！伴侶的話也是用 Line 吧！每天

都會視訊。（小泉） 

V 哥提到了部分網路通訊軟體的特性：不需要帳號，只要有網址就可以加入

對話。簡便的入場模式，讓使用者提高使用意願，也提升使用的頻率。 

網路當然是有啊！我爸媽會跟我視訊阿！現在都用 Line 啊！主要是這

幾年科技進步吧！我出國前是四年前，那時候 Line 根本就沒什麼人在

用，現在這幾年就不一樣啦！跟臺灣的朋友之間也是 Facebook，也會

用 Line跟以前同學聯絡。以前會用 Skype，現在都用 Facebook跟 Google 

Hangouts，也不需要帳號，只要有網址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對話，大部分

可能就是用 Facebook啊！Facebook的 Video Chat也可以啊！（V哥） 

關於無形的情感交流，當屬受訪者阿承及小哈描述的最為生動。阿承說：「等

於是跟家人的聯繫、依靠。以前要靠宗教，現在只要靠網路就能跟家人聯繫、有

心靈上的寄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小哈則是「完全不能想像沒有網路的世

界」。剛出國那幾年，心靈上很孤單。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視訊打開，即使

只是掛著，只要聽得到爸爸、媽媽在聊天，就只是開著，開到晚上睡前，也好。 

等於是跟家人的聯繫、依靠，以前要靠宗教，現在只要靠網路就能跟家

人聯繫、有心靈上的寄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是跟家人的部份。我

跟我媽、家人就是用 Line，大概四年前學會用的吧！現在比較忙，可能

一個禮拜或三天用 Line 視訊一次。有一個東西叫 Telegram，這其實也

是從美國開始的，他也是一個類似可以溝通的軟體，有些朋友就會用這

個，我現在臺灣很多朋友也會用這個跟我聯絡，它的功能沒有這麼多，

我們就是喜歡它單純的功能，就是留言而已，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軟

體。跟伴侶的話也是用 Facetime，基本上用 Apple的我一定 prefer（偏

好）用 Facetime，因為有時候早上六、七點要視訊，你根本不會想要開

電腦，就只想躺在被窩，所以當然還是手機最方便；跟同事就是用

Google，Google現在也是可以留訊息的，跟MSN一樣。（阿承） 

完全不能想像沒有網路的世界，我跟我爸媽不會一直講話，就掛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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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我出國前就有跟他們講說要怎麼用，也可能因為我弟弟、妹

妹也還在，會教他們怎麼用，現在視訊都還很容易……以前我一下班，

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視訊打開，因為剛開始那幾年真的很痛苦，心

靈上很孤單，你開著書或你在炒菜，你聽得到爸爸、媽媽他們在聊天，

就只是開著，聽他們在幹嘛？開到晚上睡前，就這樣而已。他們想跟我

講話的時候也可以馬上跟我講。我跟我現在老公也基本上是這樣，他開

了，他就會忙他自己的事情，有時候他會跟我說他學校今天發生什麼事

情，我就會說我今天公司發生什麼事情、小孩發生什麼事情，但是我有

時候會有小朋友的同學來玩，就會開著，我覺得這就是我習慣的方式，

而且我們開視訊的時間就很長，他那邊跟我差三個小時，有時候我一到

家，我就把視訊開了，他就一直知道我們在幹嘛，開到我們洗完澡去睡

覺。（小哈） 

網際網路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溝通媒介與活動場域，帶給人們許多新的生

活經驗與文明發展的可能性。透過網路作為溝通的媒介，由於其能承載各種媒體

的能力，使得網路媒介本身在人際溝通與傳播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大增，而運

用網路作為活動的場域，不但是實體生活世界的延伸，也造就了虛擬生活世界的

各種可能。除了與親友情感的聯繫上，許多移民者表示，美國的科技業在工作的

實體場域與虛擬場域亦都有網路的影子。從小隆、小麥、J、小瑀、V 哥、阿 B

的談話中可以得知，科技業的各項通訊軟體五花八門，選擇多元。網路通訊軟體

已是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媒介。 

公司有互相溝通的軟體，所以回家工作還是需要網路可以和其他人聯繫

與遠端工作。（小隆） 

以前上班跟同事之間交待事情，會用一種很酷的協力廠商開發的通訊平

臺，有點像 MSN 那種，Microsoft 有開發一種給工作用的「Link」，介

於 Skype跟MSN之間的，這種類似的網路軟體跟平臺實在太多了。（小

麥） 

他們開會的方式可能是寄 email 或視訊會議，每個人慣用的方式不一

樣，有些人就喜歡用 email、有的人就是用視訊講，我在那邊的老闆就

算是 Stanford的老師，我做什麼事情要跟他回報。（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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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同事溝通的話，我們公司現在就是用Wechat，我們公司都不發 email

的，我們公司現在都直接微信，這個是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比較不是那種

很高機密的東西，很多都是 Business， Businesss你用微信講就可以了。

（小瑀） 

跟公司同事之間我們就是用 Google Hangouts溝通，雖然都坐在一起，

但你有時候還是有一些東西要傳啊！或遇到什麼突發狀況。（V哥） 

我們公司是用 Skype Business，它的介面跟 MSN有點類似，但基本上

是 Skype，都跟整個公司系統是連在一起的，你可以查公司裡面的人，

你可以查他名字就找到他，溝通就用這個或 email吧，算是也是內部的

email吧！叫 Outlook，如果比較沒有什麼正事就是用 Skype，我之前在

DHR實習的時候就是用 Linkedin吧！（阿 B） 

然而，在眾多的網路工具中，美國科技業最盛行的仍然是電子信箱傳信。從

J、阿中、老王、安安、小哈、番茄、阿承的對話中能夠歸納出此點。受訪者小

瑀的意見明確的說明瞭電子信箱的優點：「email 有點距離感又不會太唐突，又

兼顧效率。」筆者認為電子信箱有幾項特點，能在眾多通訊軟體中廣為受用。在

即時性要求不高的情況下，具有傳真及書信的效果。即時性的要求下，又具有簡

訊的效果。同時，其可以大量傳播信息，亦能夠攜帶檔案，具有快遞的效果。此

外，電子信箱的溝通為文字型態，對於英文口語溝通不夠流利者十分友善，能經

過思考後再下筆。 

正常美國人是用 email溝通，我覺得 email是比較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因為有時候你打電話太突然，那如果等到見面以後再討論，美國這麼

大，有些人不一定見得到面，那如果用通訊軟體，某種程度上很像是去

打擾別人，因為 email有點距離感又不會太唐突，又兼顧效率。（小瑀） 

那在國外的話，絕大多數是 email，一方面因為有時候你要夾帶一些文

件之類的，他們會把 email當作一個比較公用的平臺，特別是對於公事

來說，我想實驗室有什麼問題的話，通常都是 email居多。那他們有些

是跟別的學校合作，那這樣子要開會的話，比如說電話會議，那就是用

BlueJeans 吧！其實那就是有點類似 Skype 的東西，因為那個就是純粹

為了遠距離的語音這樣子。在臺灣還沒有遇過這樣的，因為一方面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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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合作對象比較近，可能就大家約個地方一起開會這樣，那有時候在

美國的話，對方學校很遠，甚至跟其他州的學校，所以你需要這樣子的

平臺去分享資訊。（J） 

在實驗室如果要找誰的話，可能就直接寫 email 吧！我覺得在美國，

email 還算滿頻繁使用的，可能就寫信給對方，約個時間直接面對面討

論事情。（阿中） 

我們公司是買了一個通訊軟體，算是一個小軟體吧！叫作 Brosix，是

企業用的，功能還滿陽春的，公司的考量可能都是保密、安全，email

也很常用啊！機密的也會講啊！就機密到處飛，email 在美國很常見。

（老王） 

跟同事之間聯絡會用 email或傳訊息的程式，都綁在一起。（安安） 

FACEBOOK它是哈佛創的，所以我剛到哈佛沒有太久，就會有很多人

問我要不要用 FACEBOOK？我是很晚才開始用，最一開始的時候我們

都是用 email 或是用手機，email 可能還是最普遍。那像我跟高中、大

學朋友都是用臉書聯絡，臉書還是比較主要的聯絡方式，或者是用

email，哈佛的臺灣同學會有一個 email 的 list，你看我已經離開哈佛好

幾年了，可是他們那個信都還是會寄給我，波士頓那邊的話，有時候駐

外代表處會寄一些資料，我覺得還滿有用的，我也沒有特別想要砍掉，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駐外代表處有什麼活動。（小哈） 

公司之間有自己的系統，我們是用Google的伺服器，所以我們是用gmail

（溝通），或用一個 Google message， email可能一天上百封，不是說

每封信都要很仔細地看，也不會寫得很長。（番茄） 

其實電話還是最簡單的方式，那為什麼用 email？因為我們口說跟聽力

比較爛啊！所以你會比較喜歡用 email， email 會幫你整理思緒、忠實

把你要表達的資訊反映給人家，所以是因為這樣華人在這邊比較喜歡用

email，是比較簡單的方式，但不一定是常用的方式。（阿承） 

網際網路的崛起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一個重要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事

件。由網際網路興盛所引發的數位化革命，正以極其迅捷的速度廣泛影響著人們

的社會生活，並全方位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面貌。除了情感上、工作上的需求外，

生活上的大小事，網路亦可以發揮極大的功效。從受訪者小麥和小哈的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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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早期網路不盛行時，想與他人聯繫是何等不便。小麥提到，在沒有網路

的時代，甚至必須寫家書才能與家人溝通。小哈則是因為沒有網路，只能用電話

與他人聯絡。然而，電話卡又貴又不方便，讓當時窮困的他非常苦惱。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好太多了，早期都很多要寫家書、或者打電

話啊！現在有 Facetime、Line，我媽隨便就可以敲我、丟訊息給我之類

的，超級方便。（小麥） 

我剛到美國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在臺灣的時候接電話不用錢，打電

話比較貴，因為臺灣的費用完全是由打電話那方出。可是美國這邊是平

分的，我一開始不知道，我一開始想說反正我沒有在打，只是接電話的

話我就儲值一點點就好了，美國電話都超級貴，我就儲值十塊美金而

已，然後不到三天，我就沒辦法講電話了。而且因為剛來的時候我很窮，

想說買預付卡比較便宜，預付卡就會一隻號碼很多人在換著用，所以找

之前那個人的也會打這隻電話，我又剛到，然後你又會不知道哪一隻電

話打給你是真的要找你的人，所以幾天之內十塊錢就用完了。（小哈） 

網路提供的資訊是無遠弗屆的，部分移民在申請到美國讀書時，就仰賴網路

查詢相關資訊，並提供有效的協助。小麥說明自身經驗時就提到，他與老闆曾經

透過網路進行跨海面試。除此之外，移民們在求職，或是瞭解移民申辦歷程時，

亦透過網路找尋可靠的資料。小哈、崔西、小泉、小隆、番茄都認同這個敘述。 

我當初在申請美國學校的時候，寫 email當然是很基本的，也有跟老師

用視訊面試，美國學校給我 Offer（職缺）之前，他有先找我 interview

（面試）。我覺得 PTT留學版也滿多資訊的，但是也有去上大陸的網站，

有個叫做「天涯論壇」還是什麼「一畝三分地」，他們的資源也很多，

他們也常常看一個網站，專門看人家回報有沒有錄取學校的東西，看有

沒有哪些學校放榜了。（小麥） 

像是我先生的話就是看 PTT，現在的話就是看臉書，不過 PTT 是滿重

要的資訊來源，一直到現在都是，而且像 PTT 移民版的資訊比律師還

專業很多，大家都知道移民版上的那幾位比律師還專業，因為移民法一

直在改、一直在變，有時候律師還滿兩光的。PTT的 Immigration跟 VISA

版，很多東西上去問，他上面得到的資訊是最正確的，因為大家每天都

會一直看，所以就算有人回答錯誤的答案也會有人馬上糾正他。（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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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_job版看人家找工作什麼的，找到工作開始弄 VISA啊什麼的。

就是每天一定要宅啊、一定要使用。（崔西） 

也會看留學版跟 Oversea_Job版。（小泉） 

PTT 留學版！非常重要！（小隆） 

出國前使用 PTT 的頻率很高啊！就是留學版，其實有一個順序，從留

學到出去工作阿！一開始看的版是託福、GRE 版，研究怎麼準備，這

兩個版看完之後你就會開始看留學版，裡面就會講怎麼申請學校，當你

開始念書之後，有人就會開始看海外工作版，研究怎麼找工作，那個版

看完、開始工作之後，你就會開始看 VISA 版、研究 H1B 或綠卡，各

種簽證的東西，還會看移民版，你簽證的版它可能只會討論到 H1B，

你開始在看什麼公民版或綠卡什麼東西，就要去看移民版了。（番茄） 

隨著網際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高度普及，科技知識也成為消費者的必備。從

買衣服到電器產品，一切都變得更容易，只需要到網路去搜尋然而進行價格比

較，幾乎所有先進國家與全球品牌都在網路頁面中，「點擊」幾下，物品就會自

動宅配到家裡。網路購物如此興盛的主因，除了節省消費者的時間外，也節省廠

商與商家的成本；而售後服務的客服也能在網路上進行溝通。受訪者阿中和小泉

的說法印證了此點。 

網路很方便吧！例如買東西都可以用 App買。（阿中） 

網路對我來說是方便的！我覺得就是像很多它可能叫我打客服解決的

問題，我後來發現這個網路上可以找到線上客服，或線上的表格就可以

解決問題，我就會用網路解決，它不用講話，它就是用打字的，打字你

就好像在寫文章一樣，就比較沒有聽不懂的問題，例如說你要申請一張

信用卡，其實你可以打電話去申請，你也可以網路申請，對我來說當然

是網路比較簡單啊！（小泉） 

（三）網路組織的重要性 

「網路無國界」，移民們利用網際網路認識並連繫朋友，以致人際脈絡更廣

闊、更宏觀。也有人因為網路獲得工作，邁向人生的新旅程。電腦與網路是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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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代移民們成長的元素之一，現今，人們主要使用即時通訊、社交網站、電

子郵件作為溝通的工具。在未來，網路本身的草根性聯結與自由性特質，更與移

民的生活密不可分。綜上所述，網際網絡作爲現代社會的普遍技術範式，引導著

社會的再結構化，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基本形態。網路世代移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

新時代，可以稱之爲資訊時代，或者更準確地稱之爲網路時代。從表 9 可以得知，

網路世代臺灣高科技移民多參加網路組織，甚至約三成的人沒有參加實體組織，

而有將近四成的人，參加了五個以上的網路組織。 

表 9 

參加組織數量表 

數量 實體組織 網路組織 

0 23 (31.08%) 5 (5.41%) 

1 21 (28.38%) 10 (13.51%) 

2 14 (18.92%) 12 (16.22%) 

3 9 (12.16%) 14 (18.92%) 

4 3 (4.05%) 5 (6.76%) 

5 個以上 7 (5.41%) 29 (39.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0 

各類組織提供的支持 

 實體組織 網路組織 

參與社團組織的數量 2.57 (6.79) 3.85 (2.84) 

工具性支持 2.32 (0.99) 2.54 (0.88) 

情感性支持 2.55 (1.05) 2.90 (0.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括號內為標準差。 

人際關係建立憑藉溝通。溝通分為兩種：一種是「信息溝通」，如討論、書

信、電話等；另一種是「感情溝通」，如：問候、祝福。資訊溝通是載體，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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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人們的感情，感情溝通隱藏於資訊溝通之中，來往於人際之間。兩者相輔相成。

實體組織及網路組織都具備上述二種功能。有趣的是，網路組織不論在參加的數

量、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都超越實體組織（詳見表 10）。這顯示實體組織和

網路組織對於移民者而言，雖然在各方面都有實質的幫助，但就依賴度而言，略

輸網路組織一籌。然而，俗話說：見面三分情。筆者以為，實體組織提供了移民

們相互見面的場地及機會，在公共關係活動中存在感情移入現象，透過一次次成

功的活動，從而影響成員，達到成員情感上更為團結之效。相較之下，網路組織

的特性則是能發揮「即時資訊溝通」的功能。現今國際化、科技化的時代，網路

資訊分秒翻新，成員們都能享有資源共用的即時感。移民們在網路組織中能快速

獲取、查詢生活及工作所需要的資料，故它的情感性支持及工具性支持皆較強。 

總之，組織為移民們互相協作結合而成的團體。不論是實體組織或是網路組

織，都不能忽視群體感情的巨大作用。無論是言傳，還是媒傳，社會感情總是包

含其中，對人際關係起紐帶作用。 

第四節 移民的去留意向及影響因素 

一、美國高科技移民的去留意向 

美國移民中，既往多是拉丁美洲裔。但是，根據美國知名人力派遣公司

INDEED 的調查，近年移居美國的新移民群體中，只有三分之一來自拉丁美洲，

更多的新移民來自亞洲。百分之四十五出生於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近

年來美國的移民結構發生變化，從以前低教育人口轉向具有更高教育者，並且比

早期移民更有可能從事高度專業技術工作。然而，這些移民在美國生活及工作數

年後，是否就此定居在美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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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移民意向調查 

 問卷樣本  訪談樣本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定居美國 46 62.16% 5 35.71% 51 48.94% 

返回臺灣 21 28.38% 6 42.86% 27 35.62% 

其他國家 7 9.46% 3 21.43% 10 15.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本研究的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出，傾向留在美國者約 48.94%，返回臺灣者

約 35.62%，前往其他國家者約 15.44%。希望定居美國者將近五成，換句話說，

也有將近五成的高科技移民不打算長久居住在美國。從這樣的數據中，可以看出

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的意願與前一代的高科技移民有所不同。受訪者小瑀的表態

切中這一批移民的心聲：「我還沒有真正決定，只是說我就有選擇的權利！」擁

有選擇權，是這一群臺灣高科技移民在乎的權益。即使擁有美國身分，他們也未

必就此定居在美國。 

我在美國拿到美國身分，基本上我就是多個選擇，以後我喜歡去住哪邊

就去住哪邊，但是我還沒有真正決定，只是說我就有選擇的權利！（小

瑀） 

受訪者老王和阿 B 傾向留在美國，但是言辭之間非常保留。在當今全球化

的時代，移民不能被看成是拔根的。許多移民是跨國移民，他們可能深耕於他們

的居住國，但又維持與家鄉的多重聯繫。原則上，仍是呼應小瑀所談的「擁有選

擇權」，自己掌握未來去向，不被大環境所決定。 

短期內會待在美國。那學到一定的知識、有一定的經驗之後，就不知道

了。沒想過去其他國家，頂多回臺灣或留在美國，至少會想先拿到美國

綠卡，還不知道要不要繼續留在美國？不確定想不想當美國公民？就再

看看吧！（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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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說一定要在美國，就走一步算一步，先工作幾年再說。我不會說

一定要回到臺灣，但如果在亞洲，比如說在香港，不排斥到第三個國家，

不太考慮歐洲，但是會覺得短期在那工作幾年應該滿好玩的，但不會是

終點站，終點站可能是美國或往亞洲走。（阿 B） 

受訪者小麥和阿中是有意定居美國的代表。小麥認為，現今的美國越來越多

華人，帶給他跟家一般的感覺。而阿中的說法則傾向現實面，雖然他希望能定居

美國，然而，他只想擁有綠卡。成為公民與否？尚待思量。畢竟，公民所擔負的

責任與綠卡仍有差別。 

長期來說的話，我還是想留在美國，你可以在這裡拿到公民、有華人社

群，像 LA（Los Angeles）很多地方都有華人啊！我覺得根本跟家沒兩

樣。（小麥） 

應該說我想在這邊長久待下去，但是到底要不要變成公民？不是很確

定。因為如果當公民要繳的稅比較多，那就拿綠卡就好。因為我並不關

心美國政治，所以能不能投票好像也不關我的事。暫時沒有去其他國

家，或回臺灣的想法。（阿中） 

受訪者阿承、安安、小泉、小隆是決定返回臺灣的代表。阿承和安安的看法

雷同，他們認為旅居美國多年是為了學習世界頂尖的技術與新知，提升自我價

值，並非想要就此定居。而小泉和小隆則是掛念臺灣的家人，返回臺灣的意願沒

有改變過。 

美國一定不會是我的終點站，一個是畢竟這邊不是你的家，它 always

就是中繼站。如果到時候有正式工作的話就不是拿 J1簽證，就是拿 H1B

那種，以後想做的就兩種吧！一種是在學校的這種單位，或是國家實驗

室的單位，就是研究員這樣，另外一種在企業的話，就考慮大公司像 IBM

或 Intel 他們那種附設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單位，那為什麼這裡只會是

中繼站？就像我剛剛講的，人在世界上就是想要改變一些東西，不然死

了就沒人記得你了，那如果你想要改變一些東西，你想幫不是國家的人

改變，還是幫你自己國家改變？當然是後者，加上以前社團的體驗、看

到那些人的經驗，我會覺得那是我比較想做的，所以這裡永遠只會是中

繼站吧！（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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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 care公民身分，我還是想要回臺灣啊！基本上就是能學越多越好，

把自己的價值提高啊！算是近期的規劃，短期還是會想要待在美國，但

暫時沒有想要拿美國的公民身分，這不是我的目標，我還是想要回臺

灣，拿綠卡我不是很 care，可是我們公司強迫我們申請，不會想要創業，

不是我的個性，可能會臺灣工作。（安安） 

如果可以的話，會想拿到綠卡然後回臺灣。我覺得老年待在美國不一定

比較好吧！醫療各種方面啊！還有你的親友都不在身邊，不過我覺得主

要是因為美國不是一個很適合老年居住的社會，老年是一定會回臺灣，

但如果可以的話，工作十到十五年回臺灣，但是至少先拿到綠卡吧！最

終還是會想要回臺灣，我覺得去第三個國家沒什麼必要，要嘛就在臺

灣、要嘛就在美國。（小泉） 

只是現在留的比當初預期的久。美國會是我們的中繼站。因為掛念爸

媽、小孩教育、isolated（孤立的）的美國社交圈、外國人的限制，和

許多人可能不太一樣，我們有打算回臺灣。大概預計再三四年回去臺

灣。小孩是在美國出生，所以是美國公民。大學之後給她自由選擇(在

美國或是在臺灣)，但是我會建議研究所再出去。這樣經濟負擔會小一

點。（小隆） 

受訪者番茄和 V 哥則是有意前往其他國家的代表。他們覺得，如果能有更

多元的選擇，更新穎的工作機會，何不嘗試看看呢？ 

有考慮到其他國家去，但沒有積極地在找，因為我覺得就是多一個選擇

啊！像是大陸也許有更好的機會，我沒有考慮那麼遠，我只能說這一、

兩年會在美國，快的話說不定我兩年後就回臺灣。我有考慮去中國工

作，因為那邊是現在成長最快速的地方，當然一切還是會跟薪水有很大

的關係，如果你拿得出臺灣的兩、三倍薪水，難道你不去嗎？（番茄） 

我在臺灣沒有想過生活在美國這件事情，我那時候想的就是我要來矽谷

工作，其它就沒有想。未來規劃？還不知道，很難說吧！我只有想說在

舊金山、在灣區總部這邊待個一、兩年，因為Google在全球有很多Office

嘛！再換到其他的辦公室去，什麼紐約啊、西雅圖、芝加哥，或是東京、

德國之類的，會想要去其他國家看看阿！有可能會回臺灣，但至少不是

這幾年。（V哥） 

隨著科技的精進與數位化的迅速普及，造成移民型態的轉移。世界各國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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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寄與厚望，期待能夠帶動生產製造，甚至是經濟的成長。網路相關的技

術，包括知識自動化、物聯網及雲端技術等前景可期。新工作型態的出現，高度

自動化將取代許多既有工作，但也增加許多知識工作者，對於 STEM 人才的需

求持續增加，這些網路世代的科技人才符合當前科技業需要具備創意、解決問題

及社會智慧人才等條件。從外在條件看來，身為世界龍頭的美國當仁不讓，世界

各國的科技菁英人才，不斷的往美國移動。對於新移民來說，未來的技術和科學

領域很可能持續需要人才，吸引著人才移民美國，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學歷的人。 

從移民者的角度來看，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生長在一個充滿科技的世代，

他們偏好主動探索，在訊息的接收上注重即時性、互動性、多元性。他們可以生

活在虛擬和現實之間，喜歡集體行動或共同參與，但也喜歡展現自我。他們偏好

自訂步調、有彈性的生活。隨著科技的發展，地球村已是目前世界的生活型態，

人口的遷移十分頻繁，資訊大量刺激與流動，讓移民在移動間的選擇更加有可能

成真。更快速的人員移動，加上科技的助力，播放家鄉電視節目的有線頻道、廉

價的電話費及影音通訊等，也減緩了移民吸納當地語言、價值及認同的速度，連

帶削弱移民定居美國的意願。易言之，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動向更為彈性，並

非只有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選擇。 

二、影響美國高科技移民去留的因素 

對於許多選擇到美國留學或是遊學的學生來說，美國是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大多離鄉背井的學生或是移民也都懷有「美國夢」。然而，隨著時空推移，網路

世代的臺灣高科技移民在去留的抉擇上與從前的高科技移民不同。本研究的調查

數據中，高達九成的樣本都認為美國的生活品質比較好，然後，在決定去留時，

卻僅有約五成的移民傾向定居美國。這一來一往中的落差，確實有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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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美國高科技移民對臺美生活品質之看法 

 人數 百分比 

美國比較好 67 90.57% 

臺灣比較好 7 9.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 

影響美國高科技移民移民意願因素的重要性 

 平均分數 標準差 

身分取得 3.27 0.97 

經濟因素 3.46 0.62 

文化適應 3.20 0.79 

家庭考量 3.42 0.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本研究的調查數據，在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影響他們是否移民美國的四個

因素（身分取得與否、經濟考量、文化適應、家庭考量）的重要程度。如表 13

所示，在四個考量因素中，移民們首重經濟因素，重要程度的平均分數為 3.45。

家庭居次，平均分數為 3.42。身分取得順利與否及文化適應的重要程度相當接

近，分別為 3.27 及 3.20。關於這一群科技移民的考量因素，詳見本節分析。 

（一）身分取得 

留學生在美國完成學業以後，首先要解決的是身分問題。這群就讀科學相關

學系的臺灣移民在畢業之後，有一年的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資格。

如果學生在畢業後六十天內仍未申請到 OPT，那麼必須離開美國。拿到 OPT 簽

證後，尋求一份工作，再由僱主主導將 F-1 學生身分轉為 H-1B 受僱身分。持有

H-1B 簽證後，申請人可以邊工作，邊申請綠卡。普遍週期長達六至七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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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 工作簽證的通過率每年不到一半。對於臺灣高科技移民而言，又須與其他

國家的移民共同競爭名額。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對移民來說是一個辛苦的

歷程。即使在申辦中的移民，能由僱主贊助申請綠卡，也要有漫長的等待週期。 

首先，移居美國多年的小哈舉了新加坡的例子作為前引，並說明美國與新加

坡類似，大舉徵才，卻又將福利與限制劃分清楚。在美國要生存，必須先謀職。

然而，「沒有身分，其它基本上就是免談！」 

新加坡這幾年做得非常好，就是它從國外找人才，我有跟一些在新加坡

的外國人聊天，他就說他們會很清楚地感覺到新加坡把整件事情變得很

清楚得就是──只有新加坡的國民有這些福利。就像我有一個朋友最近

去那邊工作，他說你到哪裡去買票，它的票價的規定就是：你如果是新

加坡公民，你的票價是什麼？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你的票價是什麼？你

如果是觀光客，你的票價是什麼？就它把這些事情變得這麼清楚，其它

工作上面就更不用說了。申請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也不是太困難，可

是你如果沒有申請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話，那你的升遷就很確定了（跟當

地人有落差）。講到這點，美國是一樣的情況，美國另外一點是你要找

工作，你沒有身分就會很困難，沒有身分就不容易找到工作，這幾年又

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念 CS（Computer Science）的外國的人才很多，可

是你如果沒有身分的話，這幾年 H1B超難抽。H1B是一個工作的簽證，

這簽證每年有限制一定的 quota（名額），這幾年因為景氣很好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很多工作，可是相對來說，這些人抽不到簽證就沒辦法工

作，這件事情就是很清楚，所以人家都說：你想要在美國工作，最重要

的事情是身分！沒有身分，其它基本上就是免談！（小哈） 

多數受訪者提到，站在公司的立場，雇用外國人的成本比雇用本國人更高。

這即是外國學生在求職時最大的困難點。受訪者阿 B 觀察到：它們公司的外國

人頗多，卻都是已有身分者。受訪者安安提出，什麼美國要請國際學生呢？一個

會讓支出變高、不確定性也變高的雇員，這造成國際學生很大的限制。甚至，美

國企業傾向雇用具有工作經驗者，因此博士班畢業生不一定好求職。受訪者老王

和阿承的談話呼應了安安的看法。阿承說：「除非你真的能力強到足以分別說：

你跟美國人是不一樣的！」老王則說到，許多公司在一開始甚至明訂不幫外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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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申請身分的規則，能避免則避免，盡量以招收美國身分的畢業生為主。小瑀舉

出自身的經驗作為佐證，他當時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主動拉長工時，賣命工作。

後來，小瑀成功獲得身分，在新的公司證明自己的價值。再次證明，如同先前提

及的討論內容，有工作價值的人，任何事情都可以「談」。 

應該說 UPS 只 hire有綠卡或公民的人，有沒有身分找工作會差很多，

可能也看領域吧！至少以工業工程來講，來我們 career fair（就業博覽

會）的公司，像比如說五十家好了，只有十幾家上面是寫可以幫你申請，

剩下的人就懶得去這樣，因為就聊了半天，公司就是沒有要幫你申請，

以機會來講就差很多。有身分的人會比較便宜，沒有身分的人在找工

作、公司要 hire你的時候要花一筆錢去幫你弄 VISA什麼有的沒的。而

且，你還要有一個單位是專門弄這個的，或你至少要給別人去弄這個，

反正就是一筆支出，很多公司會懶得去做這件事。老實說，我覺得我們

公司很多外國人，但大部分都是有身分的。（阿 B） 

最大的問題是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找工作的困難程度，因為其實美國工

作並不好找，我也是投了幾十家履歷啊！我們要長期留在美國工作的

話，像我說的 OPT，你勢必要在三年的期間拿到工作簽證。可是工作

簽證要抽籤、公司要補助，抽籤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機率會抽中，

不補助的公司你就沒辦法去，這是第一個。那如果三年之後抽不到就是

第二個，基於這種考量，為什麼美國要請國際學生呢？你的支出變高、

不確定性也變高，這個是對國際學生很大的限制，以前就這樣阿！這是

保護美國人工作，我能夠體會，而且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們需要有經驗

的人，很少會開缺給博士班畢業的人，博士班畢業不一定好求職。（安

安） 

身分的部分的話，公司是有說要幫我開始弄（綠卡），但還沒開始弄。

對外宣稱沒有，在招人的時候，基本上會寫沒有，我是因為其他原因加

入公司，他們也希望把你留下來，就會幫忙，不然我覺得公司其實基本

能避免就避免吧！你到美國念書的話，基本上所有科系都是，就是你念

完後可以工作一年，它叫作 OPT，如果你是念某幾個特殊系的話，像

機械系、電機、電腦、資工系這種，有一個 program叫做 STEM，可以

幫你延長你的學生簽證，再多留兩年，畢業之後可以再上三年的班，這

三年不用再另外申請，可是三年結束就要回臺灣之類的，那你就要想辦

法在這三年內拿到綠卡或 H1B，公司當初是說直接幫我申請綠卡，我

就不需要再抽。（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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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是很容易被受到限制的！因為臺灣人在這邊工作有簽證的問

題。一個臺灣人跟一個美國人在這邊工作的時候，我是公司，我當然想

hire美國人比較多，因為比較不用付那麼多錢。臺灣人在你的公司工作

的話，你必須多付錢，因為有簽證的問題，甚至之後幫他申請綠卡，那

些都是公司必須額外去做的事情，除非你真的能力強到足以分別說：你

跟美國人是不一樣的！那當然公司會很願意去做。（阿承） 

假如大家都很厲害，你就只能做比較多、花比較多時間，你才有辦法表

現比別人好，所以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比別人還要努力，每天做到很

晚，可能就早八、九點去公司，晚上吃個飯再回去繼續工作到十一、二

點。後來就在這公司待了大概七、八個月，不走的原因也是因為在等綠

卡，你要在公司有價值，它才會幫你申請綠卡。以綠卡這件事情，我其

實走的時候，我在 Sandisk還沒有拿到綠卡就走了，我那時候是在等，

但我沒有等到我就走了，後來這家公司……中國公司理論上應該是更吝

嗇，但是這家公司其實在這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忙，二話不說馬上就幫我

繼續申請綠卡，而且我很幸運的是我轉過去一個月之後就拿到了，每個

人故事不一樣，大部分的人是在公司等綠卡，大概百分之八十？那我這

種情況可能是百分之三。其實中國公司基本上是不給你辦綠卡的，可以

這麼理解，但是因為我是那個老闆叫我一定要過去，既然他要我過來，

那我當然就有更多籌碼可以談，那這個身分的事他就一定要幫我解決。

（小瑀） 

除了由公司幫忙申請綠卡，在美國移民法裡，「傑出人才」是在科學、藝術、

教育、商業、或體育五大領域中具有特殊才能、取得很高成就、並享有國家級或

國際性聲譽，而且其成果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廣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它屬於

職業移民第一類優先（EB-1）下的第一類。美國政府透過傑出人才移民積極吸

引天下優秀人才。申請傑出人才綠卡有三個優勢：首先，不需要先有雇主提供工

作，不需永久性工作的承諾，只要能證明申請者進入美國，會繼續在該專業領域

工作。通常這類申請者都會透過律師協助處理。第二，不用申請勞工認證，這就

省去了冗長的申請程式和許多時間。第三，不用等待簽證名額。本研究中的受訪

者阿中即是以這款移民申辦方式進行。小瑀也曾經考慮走傑出人才申請綠卡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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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其實平均每年會回臺灣一次，今年就沒有回去，因為最近在申請

綠卡，有另外一種途徑是向美國證明你過去的成就、對於美國這個國家

會有貢獻，就自己花錢請律師、寫一些文件、找一些人幫你寫推薦信。

如果是很多博士後的話，就會走這種途徑，我有聽過很多念生醫的都會

這麼做，因為我們學生念完之後會從 H1B變成 OPT，那 OPT可以工作

二十九個月，那在這幾個月內，你要抽到工作簽證，H簽證一次可以工

作三年可以續一次，總共六年，中間你不能換工作，很麻煩。所以我那

時候在實習，就有印度學長跟我講可以這樣去申請，就不用受限於換工

作這樣，也是那個學長跟我講，我才開始想這件事。（阿中） 

我的身分是直接從學生身分到綠卡，我沒有拿 H1B，你念博士總是會

有一些好處跟壞處，以我的情況來講，我自己是可以申請綠卡的，只是

我要自己花一萬塊美金，我不願意啊！你要符合一些條件，律師認證過

可以申請的，只是那個律師費我要自己出，所以我才會跟公司說：那你

還是幫我出好了！這個情況也是比較少見的。（小瑀） 

受訪者小麥和崔西則提出，即使身分問題造就臺灣科技移民受限。然而，仍

然許多公司看重科技人才，對於幫雇員獲取身分一事，主動盡力協助完成。 

美國現在對工作這件事情非常敏感，這是一個選舉的很大的題材，因為

移民問題是美國一個很大的矛盾，他們認為外國人搶走他們的工作，美

國已經是世界上在移民政策上非常包容的國家了。但比早期來說，已經

嚴格很多了，主要來源不是只是政策，還有一個就是太多中國跟印度的

移民人潮，尤其是中國人開始移民後，已經把名額都搶破了，他名額都

沒有變，但來的人太多了，以來美國念書的話，你念工程相關的話，你

一般都會保障三年的工作簽證，三年內就要開始轉正式工作簽證。一般

我們拿到學生簽證時，他有一個東西叫作 OPT，它會給你一年加兩年

的延期，也就是說你一畢業後，你會有一年的合法簽證，你可以去找你

想做的工作，要跟你專業有相關的，找到工作後，你可以在你第一年簽

證快結束的時候，去申請延期兩年，每年四月的時候，你可以開始進行

正式開始工作的簽證的抽籤，它叫作 H1B，OPT 只是給學生一個工作

機會，中文叫作「選擇性的實務訓練」，所以你就可以使用 OPT去工作，

那很多人來美國念兩年碩士，如果他不是念工程或科技相關，他通常就

只有一年的簽證，他第一年就要申請抽 H1B的籤，H1B就是正式的非

移民工作簽證，那個非常難抽，那個抽中的機率是三分之一，每年大概

有八萬個名額，有約二十四萬到三十萬的人會去抽，很可怕，大部分都

抽不到，大部分抽不到的情況就是回臺灣……那如果你真的沒有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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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矽谷很多公司它會直接幫你辦綠卡，所以你要找到公司願意幫你辦，

像 Google 這種公司他們沒在怕的，他們專業辦綠卡的，每年不知道辦

幾百、幾千個，基本上拿到綠卡後就跟公民差不多，就只是不能投票而

已。（小麥） 

到工作之前，我覺得 VISA都很單純。到真的工作以後，開始會有很多

不同的選項，像我拿的還是學生簽，我還沒有抽到工作簽，我想要直接

跳去辦綠卡，要怎麼弄之類的就要查，或我今天剛好抽到簽證了，我家

人要過來要怎麼辦？那就要去查，在你還是學生的時候，狀況都很單

純，就是拿學生的檔去辦學生的簽證這樣……我還在等今年的簽證，四

月一日開始政府會陸續公布。我們公司是委託律師辦，所以我們自己不

知道，要透過律師。我們公司會幫忙辦綠卡，我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但

非常多非美國籍的。我們公司明文的政策是：你只要拿到正式的 H1B，

半年之內你的小主管同意、部門主管願意蓋章，付了錢，你就可以開始

辦，這是我們公司的政策，我也有聽過我朋友他早我一年開始工作，反

正他去年就開始辦綠卡了，因為他抽了兩次工作簽都沒有抽到，他老闆

就直接幫他辦，這也是看公司。（崔西） 

受訪者小泉提及了美國移民政策上的一個特點。科技產業中，有關於美國的

國土安全部分，僅限於具有美國身分的人員求職。限制的主要對象涵蓋了研究

生、研究員、拿臨時簽證在美國科技公司工作的員工等。臺灣高科技人才中，就

讀「敏感科技」相關學系的人不在少數，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影響。 

但是在美國就是……像身分的限制啊！拿到美國簽證之後好像一個

circle（循環）是三年，再延長三年，就是六年。如果這兩次公司沒有

幫你辦綠卡，好像還是得回來。因為我覺得我們臺灣學生能力上，工程

方面是滿強的。你會發現工學院都是外國人在念，就一般的美國人滿笨

的，如果是就能能力來說是沒有弱勢，但是就身分跟語言上的限制會比

較大。所以在美國應該是比較難一點，像機械產業，大部分的航太業、

汽車業或是國防產業，它會直接跟你在工作的敘述上說：只限定於美國

公民跟永久居民，就是綠卡，它不希望外國人去碰它的敏感科技。（小

泉） 

更多受訪者具體的描述了，臺灣科技移民關於身分因素的心路歷程。受訪者

安安表明，博士畢業生在求職上未必比碩士出色，故博士生通常是在學最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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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投履歷。小泉則是描述了求職者內心的掙扎，必須設下停損點。否則就是

像小泉一樣，為了延續在美國的生活，謀求著不夠理想的工作。V 哥認為身分是

一件麻煩的事情：「很多人沒抽到就再撐一年，再繼續想辦法跟美國的身分、簽

證問題搏鬥。」小隆對身分問題體悟很深，他說：「有沒有美國籍，在一開始就

決定了很多事，包括申請學校在內。」隨著在美國生活越久，他越是感覺到這個

差異，更種下了想回臺灣的想法。找工作的時候，又再度體驗到了美國籍、綠卡

與外國人的巨大差別。這個差別是很現實的！ 

我們來美國拿的是學生簽證，學生簽證要在美國工作必須要申請一個特

別的身分叫 OPT，那如果你申請 OPT，開始三個月之後沒有工作，你

就要離境了，所以我們當然是博士最後一年就開始投履歷。（安安） 

找工作的話，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受限於身分問題，因為沒有綠

卡或是公民的話，唯一的例外是軟體工程師啦！因為現在美國很需要軟

體工程師，像臺灣的留學生就分 CS（Computer Science）跟非 CS

（Computer Science）的，非 CS（Computer Science）的通常工作就比

較不好找。像例如說你的大學學歷是在臺灣，可是你有綠卡或是公民，

他可能會比我還好找，大部分的人來這邊讀書應該都是想要來這邊找到

工作，但這個就是看你的決心跟你最後的停損點在哪裡？像我有些同

學，我舉兩個例子好了，我有一個同學，我們畢業後有三個月找工作的

時間，有些人設的停損點就是畢業後三個月內找不到就回臺灣，我同學

就是這樣。第二種的就是就算政府規定的三個月過了，但他可能因為認

識老師，就在實驗室再磨一陣子，看找不找得到，他可能再給自己兩、

三個月，再找不到，可能也回去了，在實驗室幫忙，他就是研究助理，

有一點錢，但就是工讀生的薪水這樣，只是夠生活而已。或是像我這樣

的例子，就是不是理想的工作，但是就是反正先做做看。（小泉） 

我們都不是當地人，身分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我的話是還好，因為我

是 engineer，來美國工作要先有一個 OPT，OPT這東西它就是在理工科

可以用三年。理工科的話，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擔心，因為你在美國要有

工作的話要抽 H1B，申請綠卡的話還是要一、兩年，你要公司幫你申

請的話就更困難，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所以大部分人還是會先去

吃 H1B。我還沒抽到，但我也沒有很在意就是了！因為我目前也是想

說先待個幾年看看就好……很多人沒抽到就再撐一年，再繼續想辦法跟

美國的身分、簽證問題搏鬥，我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很煎熬。（V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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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申請學校前我就已經有一個感受，只是這個感受到了美國之後更

強烈：有沒有美國籍在一開始就決定了很多事，包括申請學校在內。光

以申請學校來說，同樣在台大念書，有美國籍的同學遠比我們容易申請

到好學校和獎學金，這點不只是個人感覺，我還聽過有 Princeton 學校

的老師說過，申請的時候就是美國人申請書放一邊，外國人放一邊，然

後挑一定比例的人進來。這件事情跟你的英文好不好不太有關，但是跟

你的國籍有強烈關係，不過想一想也很合理，美國的大學當然想多收一

點美國的學生囉！不過隨著在美國生活越久我就越感覺這個差異，也種

下了我和老婆最後還是想回臺灣的想法。最後一年在找工作的時候，我

又再度體驗到了美國籍、綠卡與外國人的巨大差別。這個差別是很現實

的，比申請學校的時候還要現實。美國籍的同學的選擇比我們多太多

了：他們有很多國家實驗室可以去，有很多 Porject 只能收美國籍的畢

業生，他們不用跟我們競爭工作簽證，不用花大筆公司的錢去申請簽證

綠卡。因此找工作的時候往往會讓我覺得，在別人的國家討生活真是辛

苦呀！畢業遇到金融海嘯後期，美國企業只找美國籍與綠卡者。（小隆） 

番茄則是很理性的分析拿身分與否的考量。他認為，如果想要在美國工作六

上以上，則勢必拚盡全力申請綠卡。如果能提早申請到綠卡，則生活的心理壓力

減緩許多。成為公民的話，福利自然不在話下。 

綠卡的考量是：如果你會工作超過六年的話，你的選擇就只剩下綠卡，

不然六年你就要走了，所以拿綠卡是保險的選擇。公民的話就會有多的

好處，從 H1B跳綠卡的好處是你可以合法居留，你拿 H1B的時候，如

果你想要換工作，必須要對方願意接你的 H1B，不能說就自己辭職、

拿兩個月來找，他只有三十天，你三十天失業就會被趕走，那如果你有

綠卡的話，你就算不工作，也可以待在美國，所以很多人拿到綠卡就辭

職了，就開始找工作或去玩，他就沒有那個壓力，這是綠卡唯一的好處。

公民的話有公民的權利，你退休之後可以領社會福利金，就算你在海

外，那個其實還滿多的，我猜一個月應該有個五到十萬吧？領到死。（番

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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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與生活品質 

表 14 

不同移民意向者工作滿意度及薪資滿意度之比較 

 工作滿意度 薪資滿意度 

定居美國  4.13 (0.66) 3.26 (0.95) 

返回臺灣 3.88 (0.44) 3.05 (0.74) 

其他國家 3.66 (0.80) 2.86 (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括號內為標準差。 

移民類型中，比例最高的移民類型是經濟型移民，到另一國家去追求就業機

會或是改善生活水準。臺灣高科技移民亦屬此類。這類經濟型移民可能是暫時

性，但也不乏最終成為永久居留的移民。從本研究的問卷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出，

經濟因素確實影響頗大。從訪談受訪者中，筆者嘗試整理經濟因素對移民而言，

其包含的層面與代表意義性。 

從本研究的調查資料表 14 可以看出，欲移民美國者在工作滿意度（4.13）

上比想要返回臺灣（3.88）或移居他國（3.66）的人高出不少，筆者特別也檢視

了最接近經濟考量的指標──薪資的滿意度，發現想要移民美國者的薪資滿意度

（3.26）也比另外兩組（3.05 及 2.86）高出許多。 

第一，經濟層面關係著移民們的生活品質。生活品質的指的是生活好壞程度

的衡量。生活品質與客觀意義上的生活水準有關，但也有所區別。簡而言之，一

定程度的生活水準較高生活品質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除了保持基本的

物質生活水準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品質也取決於人們是否能夠獲得快樂、幸

福，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對社會與環境的認同有著密切關係。 

移民的第一個關注的是生活 CP 值（性價比）的相較結果。下列簡述移民者

對於經濟層面的正面評價。受訪者們幾乎全數提到美國科技業的薪資較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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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瑀更直言：「很驚奇的就是臺灣薪水很低。」以收入來說，臺灣的物價相

對太高了。他也認為在美國很適合當高級技術勞工。福利、薪水都比較好。V 哥

的說法也很直白，他說，身為一個美國科技業的工程師：「我們這個年紀，我覺

得有點過得太優渥了！」V 哥甚至跟朋友聊到，為什麼矽谷的生活方式是這樣？

意指生活富裕，言語之中盡顯豪氣。受訪者阿中表示，以雙薪家庭的收入而言，

美國的生活環境會比較好。阿 B 則是覺得，相較臺灣及美國，美國的平均工時

較短，生活有品質。最後，小瑀還特別提到，美國的房價相對臺灣，較為低廉。

若要定居，房子在美國是可以考慮的投資。 

薪水比較高，雖然花費高，但整體下來你能存到的錢還是比較多！（番

茄） 

美國東西都很貴，很驚奇的就是臺灣薪水很低。美國很多東西都比臺灣

便宜，美國薪水高大家都知道，但是美國很多東西很便宜。譬如說他們

車子就很便宜，平均一台在臺灣要賣一百萬的車，他們那邊只賣五、六

十萬，反正你後來就會瞭解臺灣為什麼賣這麼貴，就是臺灣政府有一些

關稅的做法，擋住進口車為了要保護國產車，知道這些背後的原因就會

覺得很無奈，反正你就會覺得臺灣是一個很亂的地方、滿封閉的。這邊

有比臺灣更差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應該比爛的，應該比好的，所以我自

己的感覺是我出國以後，看臺灣的新聞會覺得滿亂的，環境造成的競爭

力很低，因為臺灣大部分都還滿廢的……在美國很適合領人家薪水、當

勞工。一方面福利、薪水都比較好，因為美國的老闆必須要遵守並保護

員工的法律。在臺灣呢！是政府站在老闆那邊，所以他可以剝削勞工。

相對起來，我覺得以工程師來說，在臺灣做 CP值（性價比）比較低。

（小瑀） 

你不會因為工作的關係壓縮到你私人的時間，大家都會放假，像我十二

月要放一個大假，我要回臺灣一個月，臺灣應該很難有機會放一個月。

我們這個年紀，我覺得有點過得太優渥了！有時候我跟朋友聊到，為什

麼矽谷的生活方式是這樣？就是我們週末不知道幹嘛？那我們去酒莊

品酒吧？就一群人開著車去酒莊喝一些酒，覺得還不錯就買一箱回家，

我講的是在矽谷，因為矽谷就是一個比較郊區、地比較大、有錢人很多

的地方。（V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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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的話，我覺得薪水絕對是比較高的，再來是生活環境吧！這邊比較

不像臺灣那麼地擁擠，房價跟薪資的比例……這邊算是很貴，但是我想

應該還是容易一點吧！而且如果一個家庭是雙薪的話，可能負擔會比較

小，我覺得這邊的生活環境會比較好，而且這邊比較沒有核汙染的問

題，那吃東西的話，在臺灣你可能連食用油什麼的都要擔心，這邊吃臺

灣小吃也算是方便，我讀了一年書才買車，就會開車去買。（阿中） 

結果後來我有拿到台積電 offer（職缺）。薪水和本土博士一樣，只是簽

約金高一點。所以我就決定先在國外賺點工作經驗再說了。我也想要先

看看美國的工作文化是什麼。（小隆） 

生活品質！因為臺灣公司就很喜歡加班加到讓人很想吐血，也要看產

業，因為我知道亞馬遜、科技業有時候就真的會加班加到滿晚的，就跟

臺灣一樣。但那樣的公司，我覺得在美國是少數，臺灣的話可能就很多。

（阿 B） 

我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就開始買房子了，其實我很早就想開始買房子

了，只是當學生的時候沒有錢，從投資的角度來看，加州這邊的房子很

便宜、一定會漲，也不是說要定下來，就是投資、自住兩相宜。（小瑀） 

同樣的，以經濟 CP 值（性價比）的概念看待定居美國這個問題，移民者的

負面評價主要是稅收繁重。以小麥和小瑀、番茄的談話作為代表。小麥提及稅收

和物價的負擔龐大。即使科技業的工程師收入頗高，然而，在矽谷收入低於三百

萬台幣的人，算是平均以下。小瑀認為：真的很有錢人的臺灣人未必希望擁有美

國籍，因為稅很重。番茄則是因為獲得 H1B 這層保障要多繳百分之七的稅收，

寧可不要抽到身分。阿承則舉出了自身及朋友觀察的現象：美國的貧富差距比臺

灣嚴重，即使是年薪三百萬台幣的工程師也很難無後顧之憂的負擔家庭。 

稅後可能沒那麼多，因為美國稅滿重的，扣完可能剩十幾萬吧！然後你

要繳房租，房租滿貴的，我當初租一個小房間，我就付了台幣四萬多，

我覺得房租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在 Silicon，房租是一個大家都詬病很

嚴重的事，但也很合理，因為大家都那麼有錢，在矽谷收入低於三百萬

台幣的人，算是 average以下了。（小麥） 

如果你沒有要在美國待很久的話，畢業之後會先拿到 OPT，OPT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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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繳 7%的稅。所以自從我拿到 H1B之後，我就要多繳 7%的稅，我純

粹是收入考量。因為我太早拿到 offer（職缺）了，一月就拿到了，H1B

是三月抽，來得及趕上三月送件，那時候 HR（Human Resources）就叫

我抽，我問說可不可以不抽？他說不行、一定要抽！我那時候還想說：

說不定我不會抽到。因為如果你有美國碩士以上學歷的話，你抽到的機

會會比較高，今年大概是七成吧！如果沒有的話，就大概三成，那時候

我還沒有碩士學歷，可是我抽到了……但大部分的人會想要抽到。（番

茄） 

現在人不會那麼急於想定居美國，就是因為臺灣的生活越來越好。如果

會有這種想離開又不敢離開，或想留下來又不敢留下來，就是因為兩邊

都有好處，那你想要兼得兩邊的好處。以前臺灣跟美國沒什麼好比，你

留在美國比較好，那你幹嘛要回去？如果真的很有錢的（臺灣人）根本

不會想要美國身分，因為那繳稅是繳很重的。（小瑀） 

這邊的 homeless（街友）是超級、超級多，這代表貧富差距，這非常好

想像，在灣區這個地方，even 你是一個正常的工程師也很難養一個家

庭。舉例來講，灣區工程師一年是三百萬台幣，可是你租家庭式的房子

一個月光房租就要六、七萬，可能還要貴一點，算十萬好了，這樣一年

就一百二十萬，等於一年你賺的錢一半就沒有了。那邊就是收入高、消

費也高，尤其是在加州，我剛講那三百萬是沒有扣稅的，你扣完稅其實

只有兩百四十萬，接下來就是你所有家人的開銷，如果只有你跟老婆還

好，大人還好，但有小孩的話，一個是看病，另一個是幼兒園、托兒所

什麼的，那個完全負擔不起！所以基本上我在這邊的朋友就算結婚了，

也完全沒有想過要在這邊生小孩，至少是剛工作的時候還沒有想過，因

為負擔太大了，今天如果那個人連基本的房子都租不起的話，不要想買

啦！這邊很難買……所以這是美國給我最大的不一樣的印象，就是我一

直以為自由的國度大家都可以生活得不錯， but it’s not，那為什麼加州

這種情況會很明顯？因為加州這麼天氣太好了、不會下雪，所以

homeless（街友）不會凍死，所以你在東岸會看到比較少 homeless（街

友），這一點臺灣是做得比較好啦！臺灣雖然貧富差距大，但至少我看

不到那麼多。（阿承） 

第二，經濟層面關係著移民們的工作前景。綜合社會發展的新興需求、大環

境時勢的變遷各個層面來看，網路工程與軟體開發産業的蓬勃，使該産業需要大

量人才。此外，工程領域包括軟體工程師、電子商務工程師、機械工程師等，亦

關係著科技業的人才流動。受訪者老王、阿 B 和小麥都表明美國的市場機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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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多很多，小麥更直言「檔次差太多」。番茄認為臺灣的科技產業蕭條與否，

很大程度上影響高科技移民的去留意願。 

因為美國飛機市場機會多太多了。美國的工作機會滿多元的，選擇很

多，比較容易找到你想要做的，而且我覺得美國對一般上班族整個待遇

跟觀念都比較好。（老王） 

像比如在我這做科技業，會存得滿快的。在美國找工作應該機會比較多

吧！至少從我的主修，市場大很多。機會上會有差。（阿 B） 

會有目標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覺得全世界應該沒有其他工作機會可以

比得上美國吧！我覺得那整個檔次差太多了，如果去過 Silicon Valley

的話，就會發現差很多。（小麥） 

我是想回來的啦！但是要看產業啦！如果三年之後台積電變很慘的

話，我可能就回不來了。（番茄） 

受訪者阿承則認為，科技業需要重視研究及研發的創新性。研究需要投入大

量的資金與時間，然而，臺灣對研究的包容性是非常差的。臺灣政府對科技研究

的走向是產業合作，關於經費的案子都必須有產出，導致在研究這方面容易捉襟

見肘。美國相對之下，對科技的研究發展給予高度包容，這也是美國走在科技業

尖端的原因之一。 

坦白講，如果今天我沒有家人在臺灣，我不會想要回到臺灣去。這是滿

感傷的一件事情，臺灣讓我們回去的唯一的原因變成家人了！我覺得臺

灣缺乏的是對研究的包容性，因為現在臺灣政府走向是所有的東西都要

產業合作，臺灣政府現在可以動用的錢很少，在研究這方面當然就會捉

襟見肘，那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他就會希望我給你錢，你做的研究是可

以給我們錢或是可以給臺灣產值的，所以現在所有的研究都希望是那種

跟產業有結合的，跟產業有結合講白話一點就是短視近利，產業有結合

的東西就是現在可以賺錢的東西，能賺錢的就是沒有任何嚴謹的東西，

那已經是產品了，所以臺灣現在對研究的包容性是非常差的。你說你要

做一些十年之後會有錢、很 Hot的東西，沒有人要理你，你一年的研究

經費不到兩百萬，能夠做什麼？第二點是臺灣現在因為錢少，要怎麼決

定給誰錢？就會有個問題，要怎麼打分數？就是論文的篇數，篇數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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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重要，通常只有小題目可以很快地發表出論文，沒有論文就沒有

錢。第三個原因就是臺灣太多這種所謂的「大老」，所以所有那些年輕

的老師──剛從國外回來的、有崇高理想的、有新想法的老師就會被他

們逼著去做那些小題目，如果你不做那些小題目，那些大老就不挺你。

美國很注重潛力問題……他們就要嘗試新的東西，譬如美國這邊就會想

說做一些核融合，或是其他的生化能什麼的東西，這就是不一樣，可是

像核融合這種基礎研究，你可以十年都不會有結果，當你有結果的時

候，你的國家就不得了！（阿承） 

即使美國的就業市場大，仍有不盡理想之處。受訪者小泉目前任職於美國的

臺灣公司。當然，這是因為他對在美國生活仍有期待，所以進行一種自我的妥協。

云云科技業求職者中，確實不乏此類移民。受訪者阿 B 則提到，移民的身分沒

有保障，在工作中是一個隱憂。又，美國的科技業講求績效，績效不佳，隨時有

被解職之可能。相較之下，臺灣科技業較為照顧員工，這可能是移民們願意回臺

灣工作的因素之一。 

我那時候出來的時候就知道工作不好找，但沒想到真的只能到臺灣公司

這樣，就我想應該不會有人留學的目標就是：我要進和碩、鴻海工作，

算是有落差吧！但也不至於到沒有找到工作啦！就是一個妥協，生活就

沒什麼落差，主要是工作的理想程度上有落差。（小泉） 

身分的問題，我覺得比較相對沒有保障，然後美國的市場相對殘酷一點

吧！我們簽約都是簽你隨時要離職，或它要 fire你都是可以的。有的人

也是喜歡這樣，你有機會就可以跳到別的公司去，整個 culture是這樣，

臺灣比較不是這樣。臺灣比較傳統、比較照顧員工。（阿 B） 

（三）生活與文化適應 

從本研究的調查資料表 15 可以得知，希望能夠定居美國的人，無論在哪一

個面向上的適應程度皆比另外兩組人好，整體生活適應分數也較高，可見能否適

應美國的生活與文化，是移民意向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由於臺灣的醫療品質

非常優良，故從表 15 中可以得知，「醫療」是兩組類型相差最接近的部分。易言

之，臺灣優良的醫療水準，無形中成為移民會到臺灣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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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同移民意向者在美國的生活適應 

 食物 氣候 醫療 交通 
居住 

型態 

文化 

氛圍 
 

整體 

生活 

定居美國  
3.24 

(0.57) 

3.46 

(0.62) 

2.30 

(0.87) 

3.28 

(0.75) 

3.54 

(0.55) 

3.28 

(0.54) 

 3.18 

(0.45) 

返回臺灣 
2.86  

(0.65) 

3.24 

(0.70) 

2.29 

(0.78) 

2.76 

(0.83) 

2.67 

(0.67) 

2.38 

(0.67) 

 2.70 

(0.40) 

其他國家 
2.86 

(1.07) 

3.57 

(0.53) 

2.29 

(1.25) 

2.86 

(1.07) 

2.57 

(0.49) 

2.71 

(0.49) 

 2.81 

(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括號內為標準差。 

當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進行持續不斷的直接接觸時，一方或雙方的原文化類

型所產生的變化即為文化適應。語言、價值觀、行為偏好，無一不是文化的表達。

所以，當高科技移民進入美國國土，使用英語溝通、價值觀轉變等，都是文化適

應的表現。適應是一個長遠的過程。當中，也會經過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指一個人身處不同國家的文化，或不一樣的環境中經歷的困惑、焦慮。從一開始

的新鮮，接著逐漸體認新舊文化的不同之處，進而產生焦慮。隨著各種困難帶來

的挫敗感，新文化的興奮感消失殆盡。一段時間之後，移民開始重新關注基本的

生活，並且日常生活變得「正常」起來，並慢慢地尋找解決文化困難的方法。經

歷了低潮一般的掙紮期，移民逐漸接受了新環境或新的思維方式。同時，語言的

進步，人際關係的加強，也會讓受到文化衝擊的移民恢復自信。然而，文化適應

不良的移民，則可能選擇離開。 

生活型態是一個人生活的方式。這包括了社會關係模式、消費模式、娛樂模

式和穿著模式等。生活型態通常反映了一個人的態度、價值觀或世界觀。一個人

擁有某種「生活型態」，這意味著他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從許多組行為當中

選擇出其中之一。移民們對於生活型態的感受是很直觀的，受訪者阿中、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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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承都覺得美國生活與它們所預期的有落差。阿中及老王同時都提到：美國好「無

聊」。夜生活及休閒生活能進行的活動並不多。而老王和阿承則共同提及美國西

岸的遊民頗多，治安不如想像中良好。阿承還特別提到飲食文化的差異。出生及

成長都在臺灣，所以有個「臺灣胃」。若要長期吃西方食物，實在難以接受。小

瑀適應美國生活甚為順利，但是，他也認為要自己完全融入美國人的生活圈，那

是有困難的！所以，他選擇落腳在加州，至少是華人為多數的地區。 

我覺得還是有落差吧！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不太習慣的地方，就是美國晚

上有時候會有點無聊，在臺灣你可以去逛夜市啊幹嘛的。可以打發時

間，在美國的話，可能就看影集吧！雖然在城市是很方便，可是我們也

不會去夜店什麼的，會很無聊，如果你真的很融入美國文化的話，據我

所知，像是我老婆的大舅跟大舅媽，他們是住在 Milpitas，他們就很喜

歡看籃球、NBA 這些，所以他們晚上就在看球賽，但是我們也不太看

球賽。（阿中） 

我覺得美國好無聊喔！因為我住洛杉磯，洛杉磯很大，不便宜，但沒有

北加州那麼貴。假日沒什麼地方能去，你去哪都要開車開很遠，去爬山

更無聊，通常就是打電動，不然就是找朋友偶爾會跟公司同事打球，日

常休閒生活比想像中無聊。去之前應該是覺得假日容易隨便走出來晃

晃，因為像我是在臺北縣、臺北市長大，所以到處都可以晃啊！都有很

多吃的、喝的、好看的，什麼西門町、師大附中、台大附近，像美國市

中心就又醜、又臭、又無聊、又幫派，治安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像我念

的學校每年都有死人啊！我念的時候就有人走在路上被其他人打死之

類的，所以晚上一出門就等著被要錢。（老王） 

2013 年已經在這邊待過一年了，所以基本上就都知道這邊生活是什麼

樣子，當然東岸跟西岸是 totally different。人的文化什麼的都是不一樣

的。第一次出來的話，對美國的想像就是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度，大家都

很好、很繁榮、很強盛，彼此不會歧視對方，因為我知道他們好像歧視

的話會吃官司的。可是當我來到這邊的時候，發現美國其實不是一個很

好的國家。就拿 Berkeley 當例子好了，我拿西岸當例子是因為西岸這

種現象比較明顯，當你傍晚五、六點走回家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店都關

了，你都會看到一些無家可歸的人。（阿承） 

加州繁榮是繁榮，可是你知道他們這邊的超市都是外國人吃的東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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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我今天要做個麻婆豆腐，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在他們超市買得到，所

以我要去一個叫什麼大華超市，那個超市就賣所有你在臺灣、大陸看得

到的東西。我剛來的時候就會跟自己講，你要融入一個地方就要融入全

部，所以吃的東西我也嘗試去習慣，就是義大利麵、burger什麼的，吃

久了真的還是會膩！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很多時間都自己煮……比如

說我會滷雞腿，滷的話都是放八角去滷蛋啊！這種雞腿買得到，或像是

滷肉、碎肉在美國超市也買得到，你可以叫他幫你切，它可能不會有切

好的，但你可以叫他幫你絞。（阿承） 

我覺得我現在回臺灣會很不習慣，我已經在美國有習慣生活的方式了，

但你要我跟美國人搞在一起，我覺得也很不容易！因為我生活在加州，

比較方便，對華人也比較友善，離臺灣也很近，都很方便，天氣也很好，

沒有什麼很不滿意的地方。所以反而是有時候回臺灣會覺得太擠啊！各

種紛紛擾擾。飲食習慣上沒有什麼改變，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臺灣的，我

在那邊還是常常買臺灣便當、臺灣小吃啊！這邊選擇比較多，所以我覺

得滿適合的。（小瑀） 

美國是一個文化大熔爐，複雜的文化背景下，移民會面對很多自我懷疑、文

化衝擊。身為高科技移民，工作機會多，在美國平平穩穩地過一生，不會太困難。

然而，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不如前一代高科技移民，只有落葉歸根的選擇。他

們更加看中自我內心的聲音，那是無形的價值觀，可能在抉擇之中，發現自身更

傾向臺灣的故鄉文化。受訪者小哈旅居美國多年，他回想過往，覺得自己在這一

路上轉變許多。雖然從事科技業的移民均為理工科系，做事通常注重科學調理。

小哈卻在移民的歷程上，發現「科學的背後有太多不完全是科學能掌握的事」。

受訪者阿承在旅居美國的過程中，發現臺灣才是「根」，如果學習有成，他還是

傾向回到臺灣，貢獻給臺灣他的專業學識與技術。受訪者阿中住在西岸，他認為

美國西岸的文化因為華人移民多的關係，已經出現華人特有的競爭文化。生活壓

力不可等閒視之。 

我還記得第一年和臺灣同學們吃飯，我覺得他們和我差好多。但這麼多

年下來，我或許早成為我當年眼中不一樣的人。來美國，純粹是大家說

要做好的學術一定要到美國。但在哈佛的經驗，的確和我想像地很不一

樣。科學的背後有太多不完全是科學能掌握的事，但很幸運還能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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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哈） 

因為畢竟覺得臺灣那個地方才是家，我覺得有些地方是需要改變的，那

如果要花力氣改變東西，我寧願改變我的家，我不要改變美國這邊的東

西。（阿承） 

我覺得全部的人才都聚集在這邊，所以全部的人都滿聰明的，很競爭。

這邊也不那麼適合小孩子的地方在於，加州這邊太多亞洲人，把亞洲的

風氣給帶過來，小孩從小就是去被競賽這樣，但是這邊跟亞洲不太一樣

的地方是：這邊你要去學很多很多的才藝，或是做科研幹嘛的！你的履

歷才會好看、才可以申請大學之類的，就是已經不只是念書這件事情，

你還有各方面要去擔心。據我所知，我已經聽過好多個高中生去臥軌自

殺的案例了，所以都會有志工要去輪流看鐵路上安不安全，這邊的同儕

壓力也滿大的，這都是亞洲人帶過來的。不管是印度人或華人，都難免

會這樣，應該說如果爸媽沒這麼優秀的，但是你看到同事這樣子栽培小

孩的話，可能自然而然就會受到影響。但如果未來有小孩的話，應該也

不會想移到其他州，因為加州已經是華人很多的地方，去其他州感覺會

很慘，因為我老婆的小阿姨是在東灣，她就會給女兒學畫畫、跳舞什麼

的，都是有去參加比賽得獎的那種，好像還要開畫展、做什麼之類的，

她的畫還會出現在雜誌上，姑姑跟姑丈就是每天都在開車接送小孩，那

個小男生的話，去年就是給他玩樂高，但是他們玩的樂高是你要寫程

式，有點像你要弄一個機器人完成某些任務的那種，我聽了都覺得很傻

眼，大概小六、國一這個年紀吧！現在是栽培小孩子要考數學奧林匹亞

之類的，已經在準備了，就覺得小孩子好累的感覺，但爸媽也很累啦！

（阿中） 

語言反映了一種文化的實質和價值觀，最能顯示文化間的差異。所謂「語言

是文化的基礎，又是文化的結晶」。故，文化會影響語言的結構和內涵。語言的

差異，部分是由於文化進展才開始產生的。另一方面，語言又能反過來影響著文

化的發展。故，語言和文化的關係是相互連動。溝通靠的不僅是語言，而是對文

化的理解。能跟別人溝通，是因為理解對方的文化，就像聊政治，聊漫畫一樣。

如果跟對方的文化沒有交集，那就算大家語言相通，也難以聊到核心。語言承載

的是一個文化和時代的靈魂，它只是同時具有溝通工具的作用，卻並不只是溝通

工具。以小泉和小瑀的談話做為代表，他們都認為語言直接影響移民的工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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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工作選擇又影響了生存方式，並間接促成移民去留的抉擇。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與其在美國做一些不太理想的工作，還不如回臺灣發

展比較多，我也有滿多同學是這樣，那因為我們身分或語言的問題，老

實說可能就只能做美國人不想做的工作，或是說像我就找那種是臺灣的

公司。（小泉） 

我後來為什麼願意去亞洲的公司，我覺得畢竟還是講一樣的語言。（小

瑀） 

（四）家庭考量與社會支持 

表 16 

伴侶對於移民意向之影響 

 伴侶居住地區  
總和 

 沒伴侶 美國同居 美國遠距 臺灣 其他國家  

定居 

美國  

8 

(42.11%) 

31 

(75.61%) 

5 

(50%) 

1 

(33.33%) 

1 

(100%) 

 46 

(62.16%) 

返回 

臺灣 

7  

(36.84%) 

9 

(21.95%) 

3 

(30%) 

2 

(66.67%) 

0 

(0%) 

 21 

(28.38%) 

其他 

國家 

4 

(21.05%) 

1 

(2.44%) 

2 

(20%) 

0 

(0%) 

0 

(0%) 

 7 

(9.46%) 

總和 
19 

(100%) 

41 

(100%) 

10 

(100%) 

3 

(100%) 

1 

(100%) 

 7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本研究的調查資料表 16 可以得知，伴侶是否同在美國是影響移民意向的

重要因素，有伴侶在美國且同居者有七成以上希望能夠移居美國，在美國但居住

在不同地方者，也有一半的人希望能夠移居美國。 

從本研究的調查資料表 17 可以得知，比較不同移民意向者所參加的實體社

團數量及網路社團數量，可以發現，無論是實體社團還是網路社團，想要定居美

國者參加的數量在三組人當中都是最多的。參加較多組織，認識的人、接觸到的

潛在資源都較多，會提升移民意願。同時，也可能代表受訪者較能融入當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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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組織，適應較佳，亦會增加移民意願。 

表 17 

不同移民意向者參加社團數量及感受到的社會支持之比較 

 參加實體組織 參加網路組織 工具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定居美國  
3.26 

(8.38) 

4.57 

(3.15) 

2.52 

(0.82) 

2.64 

(0.87) 

返回臺灣 
1.57 

(2.62) 

2.86 

(1.71) 

2.36 

(0.79) 

2.14 

(0.82) 

其他國家 
1 

(0.82) 

2.14 

(1.68) 

2.07 

(0.84) 

1.86 

(0.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括號內為標準差。 

從本研究的量化調查中清楚地呈現移民意向不同的受訪者，在參與的組織數

量上有顯著的落差。預計長遠留在美國的受訪者，參與的組織數量最多，平均為

7.83 個。傾向回臺灣的受訪者，參與的組織之平均數量為 4.43 個。欲前往其他

國家發展的受訪者，其參與的組織平均數量僅 3.14 個。筆者在本研究調查中，

將組織細分為實體組織及網路組織，作進一步的細究探討。從實體組織的參與度

而言，預計長遠留在美國的受訪者平均參與了 3.26 個實體組織，數量最多。傾

向回臺灣的受訪者平均參與了 1.57 個實體組織，數量明顯低於前者。而欲前往

其他國家發展的受訪者平均參與了 1 個實體組織，數量最低。若從網路組織的面

向討論，預計長遠留在美國的受訪者平均參與了 4.57 個網路組織。傾向回臺灣

的受訪者平均參與了 2.86 個網路組織，居次。而欲前往其他國家發展的受訪者

平均參與了 2.14 個網路組織，數量最低。由此可見，參與組織的數量跟高科技

移民的去留有正相關，當中的催化因數，即是組織帶來的各種支持。 

筆者進一步計算不同移民意向的受訪者從社團組織（實體及網路兩個來源，

加總後取平均）所得到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分別加總，進行比較。從結果

也發現到受訪者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與移民意向之間的關聯，想要定居美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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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受到的工具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都比另外兩組人來得高。顯示旅美的臺灣移

民所接受到的社會支持可能不只來自於在美國當地的朋友，更來自於太平洋彼端

的臺灣。初到異鄉的移民，面對全然陌生的國家制度與社會文化，所面臨的每一

件事物與程式，都可能是嶄新的經驗與考驗。在舉目無親的新世界裡，對原鄉的

情感思念自然不在話下。對原鄉臺灣的情感投射可以指任何群體的空間經驗，不

見得是一個具體存在的空間，也可能透過許多不同的媒介展現。身處這網路普及

的時代，網路就是反映對原鄉情感歸屬的方式之一。透過與臺灣親友的聯繫，能

滿足移民對原鄉的思念，更能從中得到社會支持。 

臺灣移民移入美國時，脫離了原本的原生家庭與社會網絡，加上語言隔閡的

環境下，可能是移民在決策去留時的癥結點之一。從本研究的訪談中可以看出，

家人與原生家庭是移民們最重要的牽掛。以受訪者阿承的談話作為代表，他描述

喪失至親之痛，自己卻遠在一萬公里外，那種椎心之痛。以致於他決定，將來的

方向是回臺灣定居。而小哈目前與丈夫皆定居美國，但是兩人分隔東西岸。在小

哈心中，家庭是最重要的。是此，即使他已擁有美國身分，並有亮麗的事業表現，

他將來仍會以另一半的所在地為依歸。安安的情形與小哈近似。 

他們從來不會贊同我做任何事情，他們沒有管過我什麼的，其實應該算

滿支持的啦！如果那樣叫支持的話，就是尊重我的選擇，所以那時候反

而是我自己……因為前一次、2013 年在這邊的時候，因為外婆生病，

可是在這邊沒辦法，原本想說回去看她，結果來不及她就走了，所以那

時候自己第一次知道自己在異鄉回不去的感覺，我那時候要再出來的時

候，是有 concern（顧慮）的！覺得離家太遠了！我想做的事情是不是

返回臺灣也可以做呢？經歷過很多這種天人交戰，後來我是想說，我想

做的東西在臺灣短時間內是做不到的，所以後來還是決定出來，可是跟

自己講說，出來可以，可以在這邊待、三四年，可以在這邊找到第一份

工作，我給自己的期限大概是七、八年一定要回去吧！（阿承） 

會希望留在美國，也會希望在美國退休，唯一的擔憂就是我父母，希望

我將來多花點時間陪他們、或接他們過來之類的。（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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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之處就是離家比較遠。（小瑀） 

如果在美國當然會想去西岸，但是父母、家人大部分是在臺灣，所以再

看看啦！以臺灣人來講的話，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離家人、朋友遠吧！很

多人到最後還是會想回臺灣，就想工作個五年、十年，就回臺灣，因為

家人、父母都在那，會擔心，我聽到很多是這樣，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阿 B） 

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跟家人太遠了！他們也會為了我出國學怎麼視

訊，有時候會想念臺灣，可是你沒辦法做什麼事。（安安） 

我的未來有很大一部分得看我先生要去哪裡？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工

作，希望能做愈久愈好，如果非得離開，希望還能做很相似的工作。（小

哈） 

我找工作有鎖定要找西岸的科技產業，因為我女朋友在西岸。（安安） 

接家人到美國一同生活，是選項之一。然而，要讓原本就在臺灣生活一

輩子的家人改變並適應新環境，想必不容易。 

當然有人會考慮把家人接過去，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要看你的家庭環

境，有些人他家裡本來就是會英文、生活得很好，那當然是可以接過去，

那如果爸媽不會英文，他們已經生活到五、六十歲了，你還要把他們接

過來嗎？我覺得這樣太自私了。（阿承） 

你當然可以在這邊建立家庭，可是你就要接受你小孩以後永遠不會講中

文、完全忘記中華文化，這個我應該是沒辦法接受啦！你一年帶他回臺

灣一次，他沒辦法跟你爸媽做基本的 communication，這種我是真的沒

辦法接受！我覺得家人跟愛的人是我最愛的考量。（阿承） 

家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家人是精神支柱。崔西的一段話，說明家人對於生

活的重要性。故，家人與家庭會是移民在定居決策的重要考量。 

心理上的話，通常是工作不順的時候就會覺得我在這邊一個人，因為畢

竟生活圈還是以同事為主，有些東西還是不能講，只能自己在房間裡面

想一想就算了。畢竟還是整個抽離社交網，我又是一個社交網比較密集

的人，整個拔掉要重新放到美國的時候，落差會比較大一點，跟離家很

遠還是有關係，會跟家人講一定是真的很不好才會講，那很少。（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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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此外，在全球化的跨國經濟發展下，人們看到了跨國性移動的出現，越來越

多的移民選擇跨越疆界，去尋找更高的工資，或者更佳的就業機會。這種現象在

自由民主的國家之間尤其明顯，例如：美國。而部分的臺灣高科技移民也有此現

象。只要世界各地存在經濟發展程度差異，平均國民所得有相當落差，社會福利

制度良窳不同，經濟景氣的差別，都可能會造成持續不斷的人口移動現象。從本

研究的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到，曾旅居他國的受訪者，具有移動經驗的受訪者，返

回臺灣的意願是最低的。甚至高達百分之十七的人傾向前往其他國家。相對的，

未曾有旅居他國經驗的人傾向回臺灣的比例高出甚多，高達百分之三十。（詳見

表 18）可以推論，具有移動經驗的移民，在選擇定居國家時，心態較為開放。 

表 18 

旅居經驗與移民意向調查 

 曾旅居他國 未曾旅居他國 

定居美國   64.71% 61.40% 

返回臺灣 17.65% 31.58% 

其他國家 17.65% 7.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美國的醫療費用很貴，不像臺灣有健保給付制度。一般人無法當場自費，有

的是沒有錢、有的是沒有信用卡。由於美國的醫療費用十分昂貴，看醫生的方式

亦不方便，並且必須自先自行購買保險。是此，部分移民在生病時，會返回臺灣

醫病。長遠來看，人的身體漸漸老去，對於移民而言，醫療的制度見不健全，也

是可能納入去留考量的因素之一。 

我那時候其實是念了一年半，因為我膝蓋受傷，就暑假回臺灣開刀，我

後來沒有認真地去查那個數字（在美國開刀的費用），因為我一想到如

果我在美國開刀，那我一定行動不方便，我也沒辦法自己照顧自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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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聽一些也是十字韌帶受傷的朋友說，因為我那時候是在鄉下念書，我

美國同學跟我說：你千千萬萬不要在我們學校這邊的醫院開刀。他說小

醫院經驗比較不足，你如果不是成本考量的話，不建議在鄉下開，最少

都要去城市裡面開刀，設備什麼的也會比較好，我在美國的生活圈就是

在鄉下，我去城市的話就沒有 support（支援），我開完刀要怎麼弄？就

回臺灣（開刀）了，後期的復健就回美國做，我在學校的復健中心，學

校的物理治療就在運動中心裡面。（崔西） 

離鄉背景到美國，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故事。移民是一個跳脫舒適圈的行

動。即便是順利取得身分及工作者，也有著不為人知的辛苦過程。這群高科技移

民都在不斷的改變中，尋求更加與這個國家接軌的方式。然而，社會認知、世界

觀和價值觀，都是在受基礎教育的過程中養成的，移民們或許能夠利用堅韌不拔

的奮鬥精神在美國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也不能避免在實際條件下，工

作中的辛勞及適應上的差異，種種都是網路世代移民在決定最終去留的考慮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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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移民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國際社會已開始從新的視

角來審視移民問題，探究移民現象，並擴大遷徙的積極作用，以發展適應全球化

發展的需要和實現各國利益的共贏，推動經濟全球化朝共利共榮的方向發展。各

國之間在資訊時代的利益競爭，實質上是科技人才之間的競爭。高科技人才的引

入，增強美國經濟的創新精神和競爭力。隨著時代的演進，美國的臺灣移民在型

態上已與第一代高科技移民不盡相同，他們屬於「網路世代」。筆者希望從移民

自身的主觀意識出發，探究網路對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型及其社會適應、網

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網路世代的移民意向。以下分「當前臺灣高科技移民

的生活概況」、「工作樣態」、「社會支持」、「移民的去留意向及影響因素」的層面

歸納之。 

第一節 當前臺灣高科技移民的生活概況 

網路世代的臺灣高科技移民，最初赴美留學、移民的原因與動機經本研究歸

納的結果大致為四。首先是「風氣」：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透過同儕相互鼓勵

及系所師長傳遞的第一手留學資訊，「準備出國」成了潛移默化的氛圍，移民者

們無不心生嚮往。再者為「工作與經濟等務實考量」：多數國人移民基於追求更

優質的生活，也多堅信穩定的收入、無虞的經濟，才能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因此，

雖說臺灣的學習資源並不比外國差，但美國的薪資收入明顯高出許多，確實影響

高科技移民定居美國的意願。第三為「擴展視野」：受訪者認為，移民豐富了心

靈，對自身學術要求、專業知識精進皆昇華至更高層次。滿足了生活的渴望，突

破自我框架，進而自我實現。最後則是「具備跨國移動先備經驗」：移民者在學

生時期即有交換學生或者持續參加跨國研討會的經驗，無論旅居他國時間長短，

皆對國外生活有了基礎的認知，因此，移民後的未知酌減，相對也會提升高科技

移民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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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移民的歷程轉變，臺灣高科技移民因生命旅途改變帶來的適應挑戰，衍

生出來的各種衝擊影響，有可能延續影響其定居意願，故有嚴肅看待的必要。 

在生活適應的層面，整體而言，「飲食」部分，西岸食物的亞洲食物種類比

例多，較符合臺灣人的胃口，選擇較為多元化。因外食花費甚鉅，高科技移民會

想辦法一餐二食，提高工作效率，或者轉而學習烹飪．改變飲食習慣。「交通」

方式與臺灣大相逕庭，西岸大眾運輸較不發達，擁有自家車可以解決日常移動不

便。反之，東岸賴於發達的大眾運輸，不須特別買車。與交通密切相關的，莫過

於居住地區的選擇。包含氣候、房價、生活型態皆在考量之內。宜居氣候、租金

便宜與否皆關係到移民們最終的去留意向。此外，談論到宗教對於移民的幫助程

度，多數受訪者皆認為今非昔比，不同往日。本研究中的多數訪談受訪者在移民

的過程中，教會能提供的求學及求職的資訊，只需網路即能瞬時解惑。現今教會

能提供的主要是心靈或生活上的支援以及閒暇的陪伴。 

本研究歸納出一個結論，「語言」相較於專業技術、人脈等，可能更具有深

層的作用力。很大一部分的科技移民在專精的科技工作，以及與同事之間的聊

天，皆遭遇語言上的挫折，部分科技移民是感到吃力的！臺灣的英文教育以讀寫

為主，即使是高知識份子，具有專業英文能力，日常生活的英文用語卻相對欠缺，

買菜、辦事一知半解，更別說需要就醫或遇上購物糾紛等，陷入雞同鴨講之境。

在生活圈中，也很難與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深入交流。語言蘊含著文化。語言溝通

不流利，則文化鴻溝難以彌合。文化是生活適應中最困難的一環，文化在成長過

程，日積月累內化成自身的一部份，不管是飲食、習慣等等，即使換了環境還是

不易改變。幸而，科技移民著們有著努不懈的精神為了融入生活而做各項努力。

練習英文聽力、跟著美國老闆做研究，盡力跳脫既有亞洲文化。真切的、快速的、

有效的感受並適應美國文化，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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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樣態 

人的每一天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工作是人類生活的主體之一。在這個

科技化的時代，新的高科技移民在工作的各個面向必然與舊時代的移民有所迴

異。若移民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所成就，將有助於穩定其旅居的意願。筆者認為，

移民的工作樣態由獲得工作所需的條件及工作滿意度交互作用而成。 

就取得工作的條件而論，語言無庸置疑為當今世界工作場上最關鍵的能力之

一。具備高水準英文能力的人，通常能在公司職位中擔任要角。因其能流利地使

用英語溝通，整合部門間的合作需要。身處科技化、資訊爆炸的時代，「實習」

對企業及高科技移民而言是雙贏策略。企業能提早發掘有潛力與衝勁的年輕人，

實習生亦能體驗公司文化。甚至有美國科技產業十分看重實習，主動提供住宿及

交通費給有潛力的實習生。此外，大部分的受訪者雖然重視專業技術，卻不同意

專業技術會限制其工作。在美國，投身科技業，「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為重要。

相較臺灣的求職模式通常以投遞履歷為主，美國更強調「人脈」對於科技產業求

職的重要性。美國科技業認為，與傳統的履歷表相較，人脈關係更為可靠、更為

準確。透過內推的管道，對於潛在的人選能有較精確的判斷以及深入的掌握。 

論及工作滿意度，正所謂：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不可否認，「薪資」及「工

時」為高科技移民者的先驅條件。對於臺灣高科技移民而言，美國科技業的薪資

待遇普遍理想，工時卻不似臺灣普遍存在超時情形，「工作自主性」更是滿足感

提升的重要來源。要強調的是，工時較短不代表工作壓力較輕，這是必須清楚劃

分的。工程師們多數會自主規劃工作進度，仰賴自我管理和分權化的決策制度，

賦予員工高度處理權和自主權，「彈性」、「不加班」、「責任制」、「在家工作」雖

然代表享有自由運用時間的權利，其個人及團隊所承擔的工作任務及壓力亦然存

在，因為責任制講求完成任務為導向。是此，這群高科技移民必須將自己的工作

狀態保持在水準之上，並力求增能，方能在人才濟濟的美國科技業中佔有一席之

 



171 

地。同樣強調「責任制」的前提下，美國「薪資」、「工時」及「工作自主性」都

更讓高科技移民滿意，尤其是曾經在臺灣有工作經驗的移民，更能感受到臺灣與

美國的差異。 

再者，臺灣人因文化及個性使然，安於層級制度，深怕受到關注，升遷機會

侷限，與注重表現的美國文化反差甚大。美國注重人才的專業，盡量降低因為外

型、性別、年紀造成的刻板印象及晉用差別。也有受訪者提到，公司內部白人比

例多寡也會影響著升遷機會，若是白人比例低，臺灣人的升遷機會則高。 

此外，「職場氛圍」也是工作滿意度裡中極重要的因素。曾經在臺灣有工作

經驗的移民者提到，美國職場重溝通，是一個很對等的地方，甚至直接跟上司辯

論。對比之下，臺灣過份重視科層，下屬難有機會暢所欲言。然而，快樂的工作

氣氛不等於「不須認真工作做」，而是只要言之有理，針對工作與研究的本質溝

通，上司與基層員工之間的溝通是友善且有效的。 

第三節 社會支持 

從本研究量化調查及質性訪談的結果皆得證，親友的數量會直接關係到其所

能提供給移民者在工具性，以及情感性支持的程度，進而連動影響移民者是否有

意願長期定居在美國。親友是移民者的生活重心，尤其預計定居美國的移民們，

因為即將在新的國度落地生根，心理上更需要家人的支援。越密集的聯繫，則代

表著親密程度越高，情感上的依賴更深。除了親人之外，朋友是提供移民者的另

一種支持力量。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大部分訪談受訪者表示，相較於組織，

身邊的朋友更能及時提供協助，透過每次共同面對挑戰、解決問題，建立了比組

織還親密的關係。 

如果移民到了一個新的國家，像是把自己連根拔起重新移植，人際網絡可以

說是支撐植栽的支架，透過參加華人組織，幫助自己在美國生活圈中站穩腳步。

甫抵異鄉的移民者，透過組織的各類支持與資訊交流，使得移民者能在異地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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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避免失誤碰撞，佔去求學或求職的時間。從本研究的量化調查中清楚地呈

現移民意向不同的受訪者，在參與的「實體」與「網路」組織數量上有顯著的落

差。預計長遠留在美國的受訪者，參與此二種組織數量皆最多。由此可見，移民

參加組織的數量有助於鞏固其在美國的生活。實體組織與網路組織的交錯，活化

了移民者們間的人際關係，使得新移民者能在孤身困境中找到生存之道。 

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對於參加網路組織較為踴躍，整體的數量皆高於實體組

織。網路組織的動態與成員彈性為其特色，強調資訊連動的迅速，相較傳統組織

的成員，更具機動性與彈性。網路組織整合了組織設計、資訊技術及人力資源三

個層次，打破有形疆界，產生了一種沒有時空隔閡的新概念，透過網路科技把人

們串連起來。這樣的現象把移民帶入全新虛擬「視」界，用不同角度方式去看待

移民組織。在這股虛擬化的趨勢洪流之中，如何快速有效掌握資訊、運用資訊，

也是移民組織思考的方向。 

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得知，組織為移民們互相協作結合而成的團體。不論是實

體組織或是網路組織，都不能忽視群體感情的巨大作用，以及對人際關係起紐帶

作用。    

此外，必須特別提及網路在移民生活的普遍性。網路係一個嶄新的人際互動

範疇。工作上，它為移民們創造更多元的機會。人際關係上，它顛覆傳統溝通方

式，創造一個全新的溝通管道，並逐漸取代傳統網絡的趨勢。這與本研究最初的

假設符合：網路促使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型：從「人際網絡」到「網際網絡」。

由網際網絡興盛所引發的數位化革命，正以極其迅捷的速度廣泛影響著人們的社

會生活，並全方位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面貌。其提供的資訊無遠弗屆，隨著網際

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高度普及，科技知識也成為消費者的必備，除了情感上、工

作上的需求外，生活上的大小事，網路亦可以發揮極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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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移民的去留意向及影響因素 

人類不會漫無目的的發生遷移，而是會去選擇他們認為有機會生存的地方遷

移。隨著資訊時代繼續發展，人口跨國流動的態勢將趨於常態。從本研究的調查

資料中可以看出，希望定居美國者將近五成，易言之，將近五成的高科技移民不

打算長久居住在美國。從這樣的數據中，可以看出網路世代高科技移民的意願與

從前的高科技移民有所不同。受訪者表示即使擁有美國身分，他們也未必就此定

居在美國。現今高科技移民生長在一個充滿科技的世代，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

動向更為彈性，並非只有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選擇。 

論及影響臺灣高科技移民去留的因素：第一，美國給予高科技人才的福利、

薪水相對優質。第二，美國科技業的工作前景較蓬勃，市場機會仍多。這是移民

傾向留在美國定居的因素。然而，家人與原生家庭則是移民們最重要的牽掛，決

定著移民者的深根之地。其中，「身分」及「文化適應」的重要程度皆不可小覷，

多數受訪者表示取得身分的歷程及變數太多，且身處與亞洲文化大相逕庭的美國

文化之中，常使移民者面對很多自我懷疑、文化衝擊，往往在無形的價值觀中，

選擇回到臺灣，貢獻專業。除了上述因素，醫療、社會認知、價值觀等，皆在受

基礎教育的過程中養成，種種都影響著網路世代移民最終去向的抉擇。 

綜上各節之論述，筆者對於本研究於文末進行全盤性的總結。 

本研究主要借重跨國主義之精神進行研究討論。對於跨國主義的闡釋分為諸

多類別，或從離散的視角切入，又或從全球化的視角切入。跨國主義的初始多用

於宏觀的經濟研究、國家認同研究等，然而，本研究試圖將跨國主義置於移民者

主體上，解釋其移民生活及移民行為的意向。將本研究的結果與跨國主義相互對

話，可以歸納出一些重點。 

首先，網路世代的美國的臺灣高科技移民是全球化的產物之一。全球化與科

技發展息息相關。循著科技發展的脈絡下，移民的移動在速度上與數量上都比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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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頻繁，形式上也與從前的移民不盡相同。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可以得知，移民

行為不僅是空泛的說詞，而是在生活基層中，草根地、持續地進行著。從跨國主

義看待移民行為，這意味許多國家界線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移民行為的動態連

結。對於網路世代的移民而言，科技帶來網路的普及，這個族群十分善用電子產

品，透過新穎的訊息傳播媒介的產生，讓人與人的互動更流暢，社群軟體、網站，

甚至電子新聞等，都是全球化重要的媒介。在本研究的主體――網路世代的科技

移民之中，更是展現的淋漓盡致。 

再者，浩瀚的跨國主義研究中，「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的解釋較

符合本研究之移民群體的展現。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s）是彈性公民研究的焦

點之一。然而，文化邏輯並不能完全解釋為移民者的主觀意願，而是受到各種層

面的影響，包含國家政策、市場和家庭等，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中已相互呼應。跨

國網絡的形成，使得國家的疆界似乎遠沒有從前那樣重要，對於網路世代的移民

而言，充滿著流動性、非固定性、甚至是跨區域的體現。這亦為本研究得到的推

論之一：網路世代的移民意向更為彈性。與從前的科技移民不同的是：在美國落

地生根已非唯一選擇。或許美國的經濟條件較優、美國的科技市場較大，但那並

未能直接地導向移民的終點。這一群新世代的移民們與從前的科技移民雖同為社

會菁英，然而，時空的背景不可同日而語。網路的普及、資訊的迅速流動，加上

擁有高學歷及高收入，足以帶給網路世代的科技移民在各種疆域間游走自如的可

能性。亦因為這類移民群體的獨特性，方能有本研究的成果。 

最後，跨國主義中所提及的彈性公民，從本研究的討論範圍而言，較適合解

讀成精神上或文化上的認同。正如內文中所得出的結論，文化對於網路世代的科

技移民而言非常重要。雖然那是無形的，卻是深根的，細微至對生活、家庭的思

維，都會影響移民在美國的適應情形。從這群移民得到的社會支持也能夠很清楚

的看到，這些高科技移民雖然擁有卓越的經濟資本，卻不一定能融入以美國人為

群體的生活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根基有所差異。對比之下，臺灣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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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網絡連結更顯重要。從臺灣人的社群網絡中得到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

持不可或缺。互助互利，讓這群科技移民的生活及工作更美好。 

就本研究的論述結果，歸納二個結論。其一，臺灣高科技移民型態的轉型：

從「人際網絡」到「網際網絡」。其二，網路世代的高科技移民意向更彈性。隨

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移民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世界早已步入國際地球村的型

態，高科技移民的生活選擇勢必更加多元化，在時間的洪流中，持續的與國際接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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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訪談大綱 

1. 請談談您從臺灣到美國求學的歷程。 

2.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您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呢？ 

3. 請談談您在美國的工作經驗。 

4. 您認為臺灣人在美國的職場上是否容易遇到升遷限制？ 

5. 您覺得在美國就業的優點是什麼呢？辛苦之處是什麼呢？ 

6. 您認為宗教團體對您在美國的生活有幫助嗎？ 

7. 請問您是否參與任何華人團體或臺灣人團體？ 

8. 您認為華文報刊與網路對您在美國的生活有幫助嗎？原因為何？  

9. 您認為目前在美國的生活，與您之前在臺灣時的預想有差別嗎？ 

10. 目前，您將美國看作是生命歷程的中繼站或是終點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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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問卷 

您好， 

這份問卷是為了暸解臺灣人在美國的科技業生活適應及就業狀況，每項題目

都沒有標準答案，請您依據您自身的經驗和感覺填答即可。本問卷完全匿名，所

得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分析，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謝謝您！ 

 

【調查對象】 

1. 在美國居住滿一年 

2. 目前（或曾經）在美國從事科技相關產業工作（包含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余玉婷 敬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共五部分】 

1. 性別：(1) 男性  (2) 女性 

2. 年齡（請填數字） 

3-1. 大學就讀的學校及系所【填寫格式：學校／系所】（例如：MIT／電機系，

若無則填「無」即可） 

3-2. 碩士就讀的學校及系所【填寫格式：學校／系所】（例如：MIT／電機系，

若無則填「無」即可） 

3-3. 博士就讀的學校及系所【填寫格式：學校／系所】（例如：MIT／電機系，

若無則填「無」即可） 

4. 您已經在美國居住幾年？（請填數字） 

5. 整體而言，您認為您在美國當地的英文溝通能力如何？ 

（1）溝通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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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稍有困難 

（3）溝通還算順暢 

（4）溝通完全沒問題 

6. 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州？（請填縮寫，例：IN） 

7. 在考量所得及物價水平後，您認為您在美國工作和在臺灣工作，哪一地的生

活品質較好？ 

（1）美國好很多 

（2）美國好一點 

（3）臺灣好一點 

（4）臺灣好很多 

8. 請問您到美國生活之前，是否曾有工作經驗？（含研發替代役） 

（1）是 

（2）否 

9. 請問您到美國生活之前，是否曾旅居其他國家？ 

（1）是 

（2）否 

 

第二部分：生活適應【共五部分】 

10. 在下列面向上，您對於美國生活的適應程度如何？ 

（1）非常不適應（2）不適應（3）適應（4）非常適應 

a. 食物     

b. 氣候     

c. 醫療     

d. 交通     

e. 居住型態     

f. 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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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際網絡【共五部分】 

11. 您在美國的親人或熟識的朋友有多少？ 

（1）完全沒有 （2）1-5 人 （3）6-10 人 （4）11-20 人 （5）超過 20 人 

a. 親人      

b. 熟識的臺灣朋友      

c. 熟識的中國朋友      

d. 熟識的美國朋友      

e. 熟識的其他國家朋友（指除了美、中、台以外）      

12-1. 您現在在當地參加了幾個會舉辦聚會、與其他成員見面的組織？【請填數

字】 

12-2. 承上題，您在美國生活的期間，這類社團組織有沒有提供您下列幫助？ 

（1）完全沒有 （2）非常少 （3）有一些 （4）非常多 

a. 實際的資源或幫忙     

b. 情感性的支持     

13-1. 您現在加入了幾個海外華人的網路社團？【請填數字】（包含 FACEBOOK

社團、LINE 群組、或其他平台上的網路社群） 

13-2. 承上題，您在美國生活的期間，這類網路社團有沒有提供您下列幫助？ 

（1）完全沒有 （2）非常少 （3）有一些 （4）非常多 

a. 實際的資源或幫忙     

b. 情感性的支持     

14-1. 平均來說，您多久和在臺灣的家人聯繫一次？（任何網路通訊軟體皆可，

例如：FACEBOOK、LINE 等） 

（1）每天 （2）一週數次 （3）每月數次 （4）一個月不到一次 

a. 網路視訊     

b. 網路通話     

c. 網路傳遞文字、語音訊息（群組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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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平均來說，您多久和在臺灣的朋友聯繫一次？（任何網路通訊軟體皆可，

例如：FACEBOOK、LINE 等） 

（1）每天 （2）一週數次 （3）每月數次 （4）一個月不到一次 

a. 網路視訊     

b. 網路通話     

c. 網路傳遞文字、語音訊息（群組亦可）     

15-1. 您的伴侶現在住在哪裡？ 

（0）目前沒有伴侶 

（1）美國（住一起或住附近） 

（2）美國（遠距離） 

（3）臺灣 

（4）其他國家 

14-1.您多久和伴侶聯繫一次？（任何網路通訊軟體皆可，例如：FACEBOOK、

LINE 等） 

（0）目前沒有伴侶 （1）每天 （2）一週數次 （3）每月數次

 （4）一個月不到一次 

a. 網路視訊      

b. 網路通話      

c. 網路傳遞文字、語音訊息（群組亦可）      

 

第四部份：就業狀況【共五部分】 

16. 以下敘述，有多符合您目前在美國的工作？（若您現在沒有工作，請依據您

最後一份工作填答） 

   （1）完全不符合 （2）不太符合 （3）還算符合 （4）非常符合 

a. 讓我有成就感     

b. 具有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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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薪水優渥     

d. 工時合理     

e. 自主性高     

f. 工時具有彈性     

g. 我喜歡這份工作的職場氛圍     

17. 一般來說，您認為下列因素對於臺灣科技移民在美國工作重不重要？ 

（1）非常不重要 （2）不重要 （3）重要 （4）非常重要 

a. 語言溝通能力     

b. 專業技術     

c. 在美國的實習經驗     

d. 人脈     

 

第五部分：移民意願及考量因素【共五部分】 

18-1. 如果可以的話，您希望未來能夠？ 

（1）在美國定居 

（2）回臺灣生活 

（3）到其他國家生活 

18-2. 承上題，下列因素對您的決定重不重要？ 

   （1）非常不重要 （2）不重要 （3）重要 （4）非常重要 

a. 身分取得順利與否     

b. 經濟     

c. 文化適應（包含語言）     

d. 家庭     

18-3. 承上題，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您移民的意願？請說明。

【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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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基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3 85.14 

女 11 14.86 

教育程度 大學 2 2.70 

碩士 35 47.30 

博士 37 50.00 

居住地區 東部 29 39.19 

中西部 45 60.81 

台美兩地生活品質 美國好很多 30 40.54 

美國好一點 37 50.00 

臺灣好一點 7 9.46 

臺灣好很多 0 00.00 

到美國前是否有工

作經驗 

是 36 48.65 

否 38 51.35 

到美國前是否曾旅

居其他國家 

是 17 22.97 

否 57 77.03 

伴侶住在哪裡 沒伴侶 19 25.68 

 美國（住一起或附近） 41 55.41 

 美國（遠距離） 10 13.51 

 臺灣 3 4.05 

 其他國家 1 1.35 

移民意向 美國 46 62.16 

 臺灣 21 28.38 

 其他國家 7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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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影響移民意向之描述性統計 

本附錄包含：基本資料、生活適應程度、在美熟識親友人數、實體組織提供

的支持、網路組織提供的支持、工作滿意度、取得工作的條件之重要程度、影響

移民意向因素等上述各項之描述性統計。 

基本資料 平均數 標準差 全距 

年齡 32.15 4.56 24-44 

在美居住年數 6.34 4.54 1-19 

英文溝通能力 3.30 0.57 2-4 

生活適應程度 

食物 3.09 0.67 1-4 

氣候 3.41 0.64 1-4 

醫療 2.30 0.87 1-4 

交通 3.09 0.83 1-4 

居住型態 3.20 0.79 1-4 

文化氛圍 2.97 0.70 1-4 

在美熟識親友人數 

親人 1.73 0.75 1-4 

臺灣朋友 3.32 1.21 1-5 

中國朋友 2.65 1.19 1-5 

美國朋友 2.32 1.06 1-5 

其他國家朋友 2.47 1.20 1-5 

參加實體組織數量 2.57 6.79 0-50 

實體組織提供的支持 

情感性 2.32 0.99 1-4 

工具性 2.55 1.05 1-4 

參加海外華人網路社團數量 3.85 2.84 0-15 

網路組織提供的支持 

情感性 2.54 0.88 1-4 

工具性 2.30 0.93 1-4 

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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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就感 3.16 0.70 1-4 

工作發展性 3.23 0.80 1-4 

工作薪水優渥 3.16 0.91 1-4 

工時合理 3.46 0.74 1-4 

工作自主性高 3.47 0.65 1-4 

工時具有彈性 3.58 0.55 2-4 

喜歡職場氛圍 3.16 0.70 2-4 

取得工作的條件之重要程度 

語言溝通能力 3.54 0.58 2-4 

專業技術 3.59 0.55 2-4 

在美實習經驗 2.99 0.87 1-4 

人脈 3.41 0.66 1-4 

影響移民意向因素的重要性 

身分取得 3.27 0.97 1-4 

經濟 3.46 0.62 1-4 

文化適應 3.20 0.79 1-4 

家庭 3.42 0.7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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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與親友聯繫頻率之描述性統計 

 親人 朋友 伴侶（N=55，19 人沒伴侶） 

網路視訊 網路通話 網路訊息 網路視訊 網路通話 網路訊息 網路視訊 網路通話 網路訊息 

每天 2  (2.70) 2  (2.70) 15 (20.27) 1  (1.35) 1  (1.35) 17 (22.97) 34 (45.95) 41 (25.68) 49 (66.22) 

一週數次 13 (17.57) 21 (28.38) 42 (52.76) 0  (0.00) 2  (2.70) 22 (29.73) 5  (6.76) 8 (10.81) 5  (6.76) 

每月數次 34 (45.95) 39 (52.70) 12 (16.22) 7  (9.46) 12 (16.22) 22 (29.73) 4  (5.41) 4  (5.41) 0  (0.00) 

一週不到一次 25 (33.78) 12 (16.22) 5  (5.76) 66 (89.19) 59 (79.73) 13 (17.57) 12 (16.22) 2  (2.70) 1  (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