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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移民女性與第三度空間：花蓮縱谷地區婚姻
移民雙重視界的日常生活實踐
賴淑娟∗

摘要
自 1980 年代初期起，台灣「外籍新娘」的議題開始引起注意，學術
界最早以世界體系的結構觀點分析台灣男性與東南亞女性通婚的現象，這
樣的觀點強調全球結構性不平等，以及核心／邊陲／半邊陲之間宰制與被
宰制的關係。爾後，相關的經驗研究大多延續這樣的觀察視角，專注於外
籍配偶與子女在教育、語言與各種適應的問題，將婚姻移民視為不平等結
構下的受害者，進而形成受害者化的觀察模式，以致較缺乏從能動性的角
度看待婚姻移民女性。婚姻移民現象雖是全球社經結構不平等的產物，但
也不能忽視其決定「出走」這個「選擇」的自主性或自我指導的能力。近
年雖有出版強調移民主體性的研究，但較少觸及移民婦女在公、私領域之
間流動的生命經驗，也較缺乏討論自主能力如何施展於社會權力空間，及
其跨國性的雙重視界與權力關係的辯證。有鑑於此，本文擬從反省族群關
係二元對立傳統的權力結構，借用「第三空間」的觀點，省思花蓮壽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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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婚姻移民女性在權力結構中的位置，探討婚姻移民女性在間隙的空間
中，如何透過跨國性的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於公、
私領域之間，運用各種資本，如同打游擊戰術般，善用日常生活儀式、社
會網絡資源、因時制宜的變通與協商，一步步地於嘗試錯誤中，迂迴地取
勝，從私領域到公領域，轉換其社會位置，脫離倚賴關係。
關鍵字：第三空間、日常生活實踐、婚姻移民女性、跨國認同、雙重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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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s Marriage Immigrants and the Third
Spac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in Double
Consciousness for Southeast Asia Marriage
Immigrants in Hualien Rift Valley area
Shu-Chuan LAI

Abstract
The issue of “foreign bride” in Taiwan has been noticed in the beginning
of 1980s.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system was applied in academia arena to
understood the marriage between Taiwanese men and Southeast Asian women.
This perspective emphasized structural inequality at global level and dominated
relationship among core, semi- sphere and sphere in the world system. Later on
the sequen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daptive problems foreign
spouses and their children confront in host society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system. As a result, the marriage immigrants were
regarded as victims under the unequal system by victimization models instead
of an agency. Although the phenomenon of marriage migrat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stratification, the immigrants’ autonomy and a capac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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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irected when choosing to exodus can not be overlooked. Recently, there
are publications appearing which emphasize the agency of female immigrants.
However, the topics rarely refer to the life experi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e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of double
consciousness. By reflecting dual power structure of ethnic relations, this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marriage immigrants in Hualien
Shoufong develop the third space to engage 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nd
gradually break away dependent relations. They cros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by making good use of transnational cul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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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s. As being in guerrilla war, instead of a well planned strategy,
they taking a trick or tactic in utilizing everyday rituals, network of relations,
structures of expectation and negotiation to make the micro-subversion and
mobility in social position possible.

Keywords: the third spac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arriage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identity, doubl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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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識
移民是一個地區或社會重要發展的歷程，從十六世紀到十九世紀移民
的歷史——尤其是經濟性移民——來看，大量歐洲人口前往新大陸開疆拓
土，或後期工業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接續前往工業先進國家尋找工作機會，
移民的主體多以男性為主，而女性多以家屬身分伴隨男性結合移動，因而
被視為是隨行者，是附屬於男性移民的依賴者（Castles and Miller 2008;
Stalker 2002; Thapan 2008）
。1970 年代以後，女性遷徙的特性與身分逐漸
轉變為自主性移民（autonomous migration），女性不再只是被動與次等的
角色，而是擁有個人意志的勞動者，這當中包含了家務勞工、娛樂從業者、
非法工作、配偶移民或技術工等（Piper and Yamanaka 2008）。根據聯合國
2002 年的國際移民報告，自 1960 年代以來，女性已占總移民人口數的
46.6%，到了 2000 年則高達 48.8%；若以地區性來看，東南亞移民潮當中
的女性比例則超過二分之一，且女性移民人口的絕對數值與百分比一直在
持續增加，顯見國際移民女性化（femi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的現象愈趨明顯（Boyd 2006; Zlotnik 2003）。尤其在全球化與全球分工的
浪潮下，核心／邊陲區域社經結構的差異，形成了核心地區再生產勞動力
的危機，因而邊陲地區家務勞工與跨國婚姻填補核心地區生育、照顧與家
務等勞動力的短缺，開創了女性移民再生產勞動國際分工（the international
TAO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的版圖（邱琡雯 2005a；Parrenas 2001）
。
當代女性移民中的家務勞工與跨國婚姻移民，解決了核心地區不同階
層的再生產危機。其中，家務勞工是為補充中產階級家庭照顧勞動力的缺
乏；做為一個受雇者，其工作類型與內容在制度上是有規範的，其私領域
或親密關係尚可保有個人界線。而婚姻移民1則是公、私領域全然的移置，
並開放、連結於另一個社會與家庭，其所擔負的不只是生育與家務勞動，
當其丈夫處於失業狀態時，必得同時肩負生產與再生產的雙重勞動，以補
1

本文所指的「婚姻移民」等同下文「新移民婦女」、
「新移民女性」與「外籍配偶」，與家務勞
工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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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弱勢階級再生產的不足，而陷於族群、國家、性別、階級多重的結構限
制（王宏仁 2001；邱琡雯 2005c）
。目前台灣婚姻移民人數高達 40 萬人，
早期（1980 年初）因為南部農村印尼籍配偶的出現，使得「外籍新娘」的
現象開始引起注意，但媒體所報導的大多建立在貶抑第三世界的價值觀，
例如愛滋病與其他疾病的傳染、人口品質下降等（林開忠、張雅婷 2003）
。
嗣後，關於外籍配偶的研究議題便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早期大部分的研
究較專注於外籍配偶與子女的教育、語言與心智能力發展、學習輔導及各
種適應的議題，且這些研究的視角往往受限於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models）的觀察模式（Rosario 2008: 91）
，預設婚姻移民本身在移民過程是
宰制／被宰制結構中的受害者（姜涵淋 2006；葉郁菁 2009；廖玉婕
2006；蘇芳儀 2006）
，較缺乏從能動性的角度看待婚姻移民女性（林開忠、
王宏仁 2006）。
Ogbu 與 Simons（1998）以文化生態理論的觀點認為，移民是屬於自
願性的少數族群，相對於原住民或歐美被迫遷徙的黑人，移民更多了一份
不違反其意志的自主性，以及對移民社會的正面期待，因此，他們秉持旅
者的心態準備向移民社會學習新的事物，對於不平等的對待具有較強的抗
壓性。Rosario（2008: 91）亦強調，婚姻移民現象雖是全球社經結構不平
等的產物，但也不能忽視其決定「出走」這個「選擇」的自主性，亦即於
面對文化壓力與結構不平等時，表明自主行動的能力或自我指導的能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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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for self-directed）。當移民面對有限的訊息或不確定性的壓力時，
同時也不斷地重新形塑其個人的生命傳記，因此，能動者對壓力創意性的
回應陳明了比受害者化模式更廣闊的個人自由度。在受訪的新移民婦女
中，談到當初為何決定來台灣時，得到的回答可能有「想出國去玩，看看
不一樣」、「覺得／聽說很好」、「很多朋友講：『一起來！一起來！』我就
跟著來了」等各種理由，在在都隱含著一種向未知世界開放的期待與準
備。有一次筆者問：
「妳不會覺得很冒險嗎？」姊妹回答：
「我沒有覺得這
個冒險，因為我覺得我很堅強……。」筆者又說：
「那妳很有勇氣咧……。」
她說：「就是賭下去啊……哈哈……把青春賭下去。」一種賭的心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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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會有輸贏，並產生回應的作法與各種選擇。因此，在看見新移民女性
於結構下受壓迫的處境，亦不能忽略其做為一個移民主體的能動性。
關於女性移民的主體性，西方已累積了不少研究（Palriwala and Uberoi
2008; Thapan 2005）
，台灣也於近年來開始出現東南亞婚姻移民日常生活抵
抗與能動性的研究，然綜觀這些研究，其觀察的大多是在私領域（王翊涵
2010；沈倖如、王宏仁 2003；林開忠 2006；張亭婷、張翰璧 2008；馮
涵棣、梁綺涵 2008），較缺乏從私領域到公領域之間突破與開展的觀察。
在思考移民女性化的現象時，女性主義觀點強調，並非將女人當成一個人
口範疇，而是以性別關係為著眼點分析女性的移民處境（藍佩嘉 2007；
Thapan 2008）。東南亞跨國婚姻在制度上的明顯功能是滿足私領域的需
要，例如傳宗接代、養育兒女、照顧失能的長輩親屬，以及家務勞動等，
這也正反映女性移民在此過程中「家庭主婦化」的效果（Mies 1986），亦
即在父權文化、殖民國家與資本主義全球分工交相運作下，將私領域打造
為婚姻移民女性實現其生命歷程的社會空間。然而，女性發展私領域化的
結果，往往容易形成單一化與禁錮的生命情境，這也是女性主義長期反省
的主題。自十八世紀末，Mary Wolstonecraft（1972/2006）即於《女權辯護》
中，將家庭比喻為鍍金的鳥籠，成為省思女性被侷限於私領域的先聲。這
個問題一直到 1960 年代時，Betty Friedan（2000/1983: 33-55）更具體地提
出，家庭主婦因家務的瑣碎化與低成就感，身心陷入不滿足、憂鬱與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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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狀態，長期下來，成為一種隱藏、無法言說的問題，進而主張做為一個
完整的人，女性應跨足公、私領域，使個人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Friedan
2000）。對東南亞婚姻移民而言，為人妻、為人母固然是主要的角色，卻
也是使父權文化隱身在國家政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正當性中，逆反女性解
放的趨勢，其將國際階層化中底層的移民女性侷限在私領域，甚至行動受
監控。但做為一個移民主體與整全的個體，於接待社會再度學習、進入勞
動市場及拓展社會關係，例如社區人際資源的互動、友誼團體或消費休閒
的人際往來等，實是生命歷程所不可或缺的。然而，先前強調移民主體性
的研究較少觸及移民女性在公、私領域之間流動的生命經驗，這其中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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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敗的反思、小小的夢想、不氣餒的理想，以及於其中所施展的生存戰術
（tactic）。此外，這些研究對於主體性的觀察也較為側重行動者意志的自
主性，較缺乏討論自主能力如何施展於社會權力空間，及其跨國性的雙重
視界與權力關係的辯證。
筆者在與新移民婦女的互動過程中，常聽到她們說：「來到台灣生活
過得好不好，就看個人的『運氣』……看個人的『命』！」這意味著，跨
國婚姻的選擇，就像是一個賭注，幸福與否，就看妳嫁到哪裡、老公好不
好、公公婆婆好不好；所謂的「運氣」就是她們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
家及父權體制下隨意被安排的結果。但筆者在分享其生命故事的過程中，
不禁懷疑這真的是運氣嗎？還是運氣的背後其實隱藏一個社會編織的過
程，在這個過程中，女性移民做為一個能動者，回應結構壓力時所做的種
種詮釋與考量、人際間的連結、直接或間接的行動抉擇，即成為個人於公、
私領域之間所施展的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也是個
人與制度結構間游擊戰似的微顛覆（micro-subversive）
（Ward 2008）
。這種
小規模與個人式的協商，不同於集體性組織的合作與對體制的衝撞，尤其
處於偏遠地區，整日忙碌於照顧與工作的移民女性們，因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而不易集結成自主性團體時，日常生活的實踐顯得更為重要。當移民者
在看似被壓制的權力關係中，找到回應與反制的模糊空間時，生活過得好
不好，就不全然是靠「運氣」
；相反地，施為者在日常生活的實踐過程中，
TAO

於權力的夾縫中使用的戰術與小策略，也極具影響力。除此之外，移民者
於物理空間雖然是身處在接待社會，但並非與母國經驗完全斷絕，她們「回
繫於過去」
（back-linking with past）的事實，使其同時往返於過去與未來、
母國與接待社會的記憶與經驗，或者說其實是同時居住於兩個世界（Du
Bois 1995; Thapan 2008）
，這種雙重視界或流動的文化認同，也能強化日常
生活實踐的可能性。
本文將從反省族群關係二元對立傳統的權力結構，借用「第三空間」
的觀點（Bhabha 1994）
，省思花蓮壽豐地區婚姻移民女性如何在權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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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間隙空間，並透過跨國性雙重視界的日常生活實踐，於公、私領
域之間，運用各種資本，嘗試轉移其社會位置，脫離倚賴關係。

二、從受壓迫者到日常生活的實踐
（一）台灣婚姻移民觀點的轉移
1980年代初期，台灣「外籍新娘」2的議題漸漸引起注意，這種國際通
婚並非零星偶然的現象，而是全球國際階層不平等結構下的產物。夏曉鵑
（2009）最早以世界體系的結構觀點分析台灣男性與東南亞女性通婚的現
象，並稱之為商品化跨國婚姻。這樣的觀點在當時婚姻移民這個現象還未
被普遍注意時，提供了一個鉅觀且具啟發性的解析，其論述的重點認為，
核心地區婚姻市場失利的低技術男性以資本換取邊陲地區廉價的女性生
產與再生產勞動力，使得邊陲地區過剩的女性勞動力得以輸出，以所得的
資本做為母國原始資本累積的基礎，這種國際階層落差、男女雙方各取所
需的結構性契合，提供了商品化跨國婚姻運作的基礎，此雖為當事人志願
性的婚姻選擇，卻有結構上不得不的驅力。世界體系理論隱含全球結構性
不平等、核心與邊陲之間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Wallerstein 1979），甚且
這種不平等，從鉅觀結構層次滲透、深化至人的思維與認知體系，具體化
TAO

為不平等的人際關係。因此，外籍配偶遭逢主流社會的刻板印象、夫家的
不信任與父權心態的控制等，成為不平等結構下的受壓迫者（夏曉鵑
2001）。基本上，夏曉鵑的分析觀點引導著我們如何觀看與認識台灣近代
新移民女性，早期學術界相關研究也大多延續這樣的觀察視角，林開忠與
王宏仁（2006）在《移民研究的知識社會學考察》中發現，以外籍新娘（配
2

台灣早期稱呼東南亞女性婚姻移民為「外籍新娘」，這個詞語隱含對東南亞地區女性的刻板印
象與汙名化，也代表著台灣似乎一直把她們當作是剛進門的新娘，而非定居台灣的一份子。婦
女新知基金會於 2003 年舉行「不要叫我外籍新娘」記者會，並舉辦「請叫我－－－」的徵文
活動，讓這些新移民女性表達出自己，並選出她們最喜愛的名稱。最後活動結果顯示，「新移
民女性」獲得最高票，從此便用「新移民女性」來稱呼她們（夏曉鵑 2005）。參見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14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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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為主題的期刊論文中，有將近50%的研究專注於外籍配偶與子女的教
育、語言與心智能力發展及各種適應的議題，婚姻移民本身在移民過程常
被視為是宰制／被宰制結構中的受壓迫者。
既是受壓迫者，基於社會正義的要求，如何讓婚姻移民在融入台灣社
會過程中建立充權的機制，即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1995年，夏曉鵑與「美
濃愛鄉協進會」工作夥伴成立「外籍新娘識字班」，其目的之一為透過識
字班加強新移民婦女基本的溝通能力，其二則為避免識字教育淪為同化的
工具，因此，課程以批判的教育哲學為基礎，運用「民眾劇場」的方式，
使新移民婦女們能打破「沉默文化」，進行意識覺醒，形成自主的行動者
與組織（林津如、王介言、吳紹文 2008；夏曉鵑 2002，2005），進而希
望透過這樣的實踐行動使結構性的限制得以舒緩，使行動與結構產生一種
動態的辯證關係。然而，這種覺醒行動如何普遍化呢？當識字班透過國小
補校、成教班、社區、民間團體、宗教組織、中央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推展
於全國時，因教育目標與內容不一，達到覺醒與自主的成效各異，雖然至
少培育了技術與實用的基本能力，但解放反思的能力卻未必能夠達到，且
主事者與教育人員還是抱持同化的態度（邱琡雯 2005b；周映寧 2008）。
因此，新移民婦女於台灣的處境是否難以脫離被壓迫者的位置？除了結構
下的視野，是否有其他的視角來理解東南亞婚姻移民的現象？或者說，除
了意識的覺醒、思想的解放一途，新移民婦女會不會有其他圖生存的方
TAO

式？其選擇成為移民者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在接待社會如何展現呢？
近年來，關於新移民女性日常生活的研究開始陸續出現，逐漸展露出
她們生活的策略性與能動性。例如做月子時，面對家鄉與在地不同食補之
選擇，在個人口味與婆婆意志之間的順服、抵抗與協商（張亭婷、張翰璧
2008）；在互動上與婆婆之間權力關係的較量（沈倖如、王宏仁 2003）；
或者在夫家教育幼兒時，雖然母國語言與文化不被歡迎，但在與孩子相處
的私密空間，母親可藉由母語及與孩子親暱的互動方式，傳遞母文化中長
幼有序的禮儀和相互疼惜的情感（馮涵棣、梁綺涵 2008）。這些研究呈顯

82

婚姻移民女性與第三度空間：花蓮縱谷地區婚姻移民雙重視界的日常生活實踐

出新移民女性於日常生活中，遊走於母國與接待社會文化邊界標誌與認同
的協商，移民者雖為受壓迫者，卻能看見其能動性，儘管面臨結構的壓力，
但於夾縫中仍能保有自己的主張。
然而，上述這些研究大多侷限於私領域的議題，即使有少數涉及公領
域，例如經營東南亞風味餐飲的討論（王志弘 2008；邱琡雯 2007），整
體而言，這些研究對於能動性的詮釋仍較著眼於行動者意志的自主性
（Ogbu and Simons 1998）或自我指導的能力（Rosario 2008）
，而忽略行動
者的自主能力如何施展於社會權力空間？在壓迫與被壓迫二元對立的權
力關係中，是否有其他可能施展反制或顛覆的空間？其母國文化在接待社
會被掩蓋的同時，如何成為一種圖生存的資源，使得跨國性及雙重視界的
位置反成為移民婦女施展主體性的資本？關於台灣婚姻移民女性從早期
世界體系的觀點到遷徙者主體性的提出，這些先前研究引發我們進一步反
思壓迫／受壓迫二元對立之權力觀點的侷限性，以及權力夾縫中第三度空
間（the third space）的可能性、跨國雙重視界的遊移與日常生活實踐微顛
覆的效果。

（二）族群關係權力結構的省思
上述關於婚姻移民研究觀察視野的轉移，可能是因為新移民婦女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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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有一段時日，延續夠長的移民歷程與生命經驗，同時也累積達一定
數量的相關研究，加上此現象近年來備受關注，使研究者有機會藉由反省
先前研究，並拓展更寬廣的理解層面。這也涉及接待社會如何看待移民？
他們是誰？與接待社會的關係是什麼？也就是說，族群關係的想像會影響
對新移民看見的面向與詮釋。以下就族群關係理論的幾個典範進行反思，
特別是針對族群關係權力結構二元對立的傳統，思考第三空間及居間
（in-between）的可能性，在此空間中，宰制與被宰制的結構被消解（Young
1995），使得行動者在結構壓力中的能動性成為可能，從而展開日常生活
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Certeau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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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在接觸不同族群時，由於當時進化論
的科學思維，認為有色人種與西方人有生理上本質性的不同，將其視為落
後、未開化的族群，因而認定其相應的能力、人格特質與文化亦有所不同。
然而，後來 Franz Boas 以科學研究的技術為立論基礎，主張生理遺傳與人
格、性情及智力等特質沒有系統性的關聯，族群的差異不在於生理條件，
乃在於文化，文化既是人類社會的產物，即有變化與學習的可能性（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再者，隨著民族主義興起與移民的浪潮，在民族國家
建構的工程與文化政治統一性的架構下（Hobsbawm 1997）
，人們相信不同
族群之間，透過接觸、競爭、衝突、適應與融合的循環過程，終究會在自
由開放的社會中，平等和諧地相處，這是同化理論樂觀的想法。不過，歷
史經驗與理論的樂觀期待卻產生極大的落差，二十世紀中期殖民地區或西
歐、北美國家內部，族群間政經資源的不平等、偏見、歧視與文化壓抑等
問題，導致族群的衝突與抗爭，這些社會歷史經驗均強力地震撼著同化論
的神話及其背後強勢的族群中心主義（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
在二十世紀中期少數族群與移民爭取認同和母文化肯認的熱潮中，人
們重新思考何謂族群？不同族群既然無法被同化，是否各族群具有其不變
的特殊性？根據原生論的觀點，族群認同與其成員出生時，生活脈絡既存
的相關元素3及初始經驗有密切關聯（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因此，
肯認其原生文化特殊性是重新看待族群的態度。在這樣的環境下，族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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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了一個慶祝多元文化的轉向，肯認每一個族群的自主性及彼此沒有位
階區別之文化多樣性（Husband 2002; Lash and Featherstone 2009）。然而，
多元文化主義在 1980 及 1990 年代亦面臨多方的批評，除了來自歐美堅持
單一認同之保守勢力的反對外，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多元文化主義仍遭逢理
論與實踐的落差，那只是「做為一種修辭」浪漫的正名而已，雖然歌頌差
異卻忽略平等。例如美國在慶祝多元文化的同時，族群間仍存在社會階級

3

Harold Isaacs 在 Idols of the Tribe 一書中認為，至少有八種元素構成個人基本族群認同，包括身
體特徵（大小、形狀、膚色）、個人或家族名稱、出生既有的語言、源流與歷史、國籍或連結
的團體、宗教、文化與出生地（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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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鴻溝，黑人從初現代的奴隸，到後現代的底層階級，其不利的位置仍難
以改變。尤其，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下，為維護民族國家公民權利及國家資
本主義發展的目標，其他族群在複雜的排除過程中被消音，徒剩形式空洞
化的多元文化，
「多」的彰顯卻是為了建立最後的「一」（趙剛 2009）。

（三）
「間隙」的能動性與日常生活實踐
從社會達爾文、同化論及多元文化論的觀點而言，其困境仍是預設二
元對立的權力結構，權力完全為主流社會所占有，少數族群只是以「差異」
之名被平面式地肯認，但在立體的權力關係中，還是完全被限制於受壓迫
者的位置。Bhabha（1994）認為，在二元對立的權力架構下，不是有權者
全面的壓制，就是無權者全面的反抗，其中並沒有協商的空間；這是犯下
歷史與理論的簡約謬誤。他認為，在統治的結構下，並非全然沒有協商的
空間，不論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權力結構上是多麼的不平衡，在權威關係
的場域中，總是有某種模糊與矛盾的狀態，成為不同文化居間地帶與發聲
的第三度空間，透過不斷地交流、協商與轉譯，可做為受壓迫者採取策略
或增權的途徑。Bhabh 認為，在居間地帶的抵抗策略，創造出一種滑入他
者的相同性，透過混雜和轉換，介入支配者的曖昧空間，並且在這個不穩
定的間隙內，發現殖民者的弱點，使權力關係變得模稜兩可，也讓權力協
商成為可能。這種協商不是同化或合謀，而是有助於避免社會對抗的二元
TAO

對立，所產生的一種表述的「間隙」能動性。因此，不同文化之間的邊界
（borderline）、居間的文化、自我與他者模糊的地帶，即是產生新文化的
中心地帶，這個居間地帶具有時空性的社會空間，可展開一個不斷協商、
成為（becoming）的過程，極具創造性的意義（生安鋒 2005；Bhabha 1994;
Huddart 2006）。
Bhabha 的觀點指出，在統治的結構下，一個協商的空間使得結構中的
社會行動者有展開能動性的可能；然而，能動性展開的途徑如何形成？
Bhabha 第三空間的觀點固然是針對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亦可引申於對權
力結構的省思：跨國婚姻是全球分工不平等結構，具體化為不平等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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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結果，新移民女性的處境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殖民者，然而，世界體
系階層化的社經結構、國家機器、父權文化、民族主義及消費文化，卻同
時形成一個非人格的體系化統治系統。Certeau（1988）以日常生活實踐之
觀點指出，處於權力邊緣地帶的大眾與有利的訊息資源是有距離的，當面
對生活世界體系化所帶來的壓力，無法挑戰，想逃脫卻又無法離開（they
escape it without leaving it）
，也無法正面迎戰時，他們往往會在日常生活的
實踐中，以間接、「以小博大」或「以不變應萬變」之片段、即興的游擊
戰術來「對抗」
，可稱為是日常生活裡的微顛覆（micro-subversive）
（Ward
2008）
。
日常生活的實踐有多種途徑，通常是見機行事，連續性地在各個事件
發生時，在恰當的時候轉化為機會，因此，不易有長時期或明確目標理性
的規劃，4而是嘗試錯誤，邊做修正，憑經驗「摸索」走出來的迂迴路線
（trajectories）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可能是善用日常生活儀式（utilization
of everyday rituals）
、社會網絡資源（network of relations）或期待所帶來的
視界（structures of expectation），也可能是就地取材、因時制宜的變通
（making do-bricolage）與協商（negotiation）
。這些都牽涉細微、即興與錯
綜複雜的實做，類似生活中的小技巧（taking a trick）或游擊戰術，並且類
似於生存心態（habitus）的外在實踐；在不同條件中，機動地調整關乎資
本的運用能力，嘗試轉移其社會空間的位置（Ward 2008: 9）
。總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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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實踐是一種做事情（doing things）、運作的方式（ways of
operating）
，看來似乎是細碎、不起眼、慣例的事項，這或許難以產生巨大
的力量來搖動結構的困境，但就個人在結構壓力中圖生存的角度而言，也
產生了生活中微政治的成效（葉啟政 2004：474-478；Certeau 1988）
。
婚姻移民的現象固然是建立在世界體系不平等的經濟架構，然而，當
她們來到接待社會後，就完全被限制在受壓迫者的位置嗎？新移民女性的
4

Certeau（1988）認為，日常生活實踐較像是一種戰術（tactics）而非大格局的戰略，此與有一
個欲明確達到的目標，在特定空間與時間內，運用科學、政治及經濟理性來規劃，以面對壓制
的權力實體的策略（strategy）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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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領域較難形成一個集體的意識或實體組織的連結，況且她們面對的壓
力並非是一個政權的集合體，而是一個全面的系統，包含資本主義全球化
的體系、國家治理、父權體制、家庭、勞動市場與消費社會所交錯的日常
生活。在移出與移入社會之間，在族群、階級與性別交錯的權力結構下，
是否有有別於二元對立的間隙空間，使新移民女性得以施展求生存的戰
術？除了描述婚姻移民被壓迫的處境，是否有另一視野可以看見婚姻移民
在結構的限制當中，找到一個第三空間，運用個人零星的日常戰術，使生
活實踐得以開展？

（四）族群與雙重視界
再者，對婚姻移民女性而言，日常生活的實踐有其特定的族群脈絡，
她們來到接待社會，並非與母國經驗完全斷絕，而是於母國與接受社會之
間跨界、來回流動，在順服與堅持的雙重過程與龐大的系統進行協商。這
種跨界的經驗，類似於黑人學者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995）
所提出的雙重意識（double conscioucness）：
透過他者的眼睛來看自我……一種兩面性：美國人與黑人共存的
兩個靈魂、兩種思維、兩種掙扎同時存在一個黑色的身軀，他獨
自地、頑強地持守自己不化為碎片……他渴望……雙重自我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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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個較好且真實的自我，……在這個成形的過程中，並不是舊
我的消失……他只是單純地使一個人可以同時是黑人與美國人成
為可能，在他的面前，機會的門不會（無情地）向他緊閉著。
（Du
Bois 1995）
Du Bois（1995）在二十世紀初期5以雙重意識描述黑人在充滿歧視的
環境中，總要透過白人的眼光來看自己的身心狀態。Dennis（2003）進一
5

雙重意識的概念最早出現在 1897 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所刊登〈黑人的奮鬥〉
（Strivings of the Negro People）一文中；後來重新收錄在 Du Bois 所著的論文集《黑人的靈魂》
（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書中，篇名為〈我們的奮鬥精神〉
（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
。參
見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ble_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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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闡釋雙重意識的意涵，認為黑人雖然面對艱困的族群關係，但他們已經
建立一種白人與黑人世界共存的視界、具有雙重視野的內在世界，而向種
族主義的環境挑戰，透過正反合的辯證，使受壓迫的自我能達到統合的處
境。這種正反合的過程，正如 Bhabha（1994）所言，被殖民者一方面透過
模仿宰制者，圖求表面的生存，另一方面則不將真實身分隱藏，運用「雙
重視界」在「模糊拷貝」主流文化時，產生學得像又不大像的間隙空間，
這種似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狀態，雖然極具模糊和矛盾性，卻也是
發現殖民者弱點，鬆動權力關係的機會，並可進一步產生一個新的、超越
了非此即彼、二元對立的關係。婚姻移民在階級、族群與性別相對弱勢的
處境中，一方面需要學習融入接待社會，技巧性地運用稀有的資源，生活
於主流社會意義網絡中；另一方面則保有母文化的參考系統，聯繫於母體
文化的臍帶；這種雙重視界的遊移，同時使主流文化與家鄉的語言、情感
及記憶飲食，在適當的時機轉化成為文化資本與生命的能量。
總之，當聆聽新移民女性描述剛來台灣時語言不通，有口難言，飲食
不適，忍受飢餓，夫家不信任，無法自由行動，或照顧老小的羈絆，無法
工作等，這些都使她們夜夜以淚洗臉。然而，經過幾年以後，她們往往能
神采奕奕地談論著孩子的學習、工作上的成就感、公婆的接納與協助，以
及回母國探望的喜悅。本研究認為，這樣的歷程不只是她們運氣好，也不
只是對接待社會的適應，更是反映在侷限的條件下，婚姻移民女性所進行
TAO

日常生活第三空間的小抵抗，雖不是全面的對決與集體性對結構的反抗，
卻更像是游擊戰中致勝戰術的施展與雙重視界的遊移。

三、研究方法
（一）觀察場域與資料來源
依據 2008 年 6 月底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料顯示，全台外籍及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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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共 406,036 位，花蓮縣 7,306 位，以縣內人口比來看，外籍配偶占全
縣人口之比率為 2.13%，居全國第三位。在東南亞外籍配偶中，以越南籍
最多，其次為印尼籍、泰國與柬埔寨；其分布以北區吉安鄉、花蓮市最高，
其次是南、中區玉里鎮、富里鄉、鳳林鎮及壽豐鄉等地，這些地區的住民
大多為客家、閩南家庭，以及部分原住民家庭。本研究的主要場域為花蓮
縱谷地區的婚姻移民女性，以壽豐鄉為主，輔以鳳林、瑞穗與富里的觀察
為參照比較。資料蒐集的進行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以筆者參與的「教育
部顧問室新興議題及專業教育改革中程綱要計畫——新移民與多元文化
計畫」為基礎，在 2009 年及 2010 年 9 月至 12 月開設的兩門課程中帶著
學生於田野場域瞭解花蓮縱谷地區外籍配偶的生活概況。這兩門課程先後
有大學部與研究所同學以花蓮中、南部三個外配中心據點（富里、鳳林、
豐田）為觀察場域，從「生活圈」的概念瞭解婚姻移民生活的社區、慣常
活動的空間、人際往來、勞動狀況與服務資源的使用。訪談對象包括社區
工作者、開設店家的新移民婦女（約四家），以及她們不定期且非正式的
小群聚會（例如星期六下午固定的聚會、某姊妹的生日或回國前的聚會）。
第二個部分與壽豐鄉 A 社區有較密切的互動。研究者及三位研究生與
社區合作，在社區安排的課程中擔任工作人員，課程招生對象是以壽豐鄉
各村新移民女性為主，一班約 10～15 人，藉由課程與學員拉近距離，並
像朋友般地在生活上有互動，從較深入的參與觀察中，瞭解新移民女性彼
TAO

此間的往來、家人的互動，以及處理生活事件所隱含的意義。另外，則運
用社區協會提供 130 名壽豐區匿名的外籍配偶訪視與統計資料，此資料提
供了本鄉外配背景、家庭結構與工作生活狀況較全面性的圖像。根據 2010
年 7 月花蓮縣壽豐鄉新移民女性的資料統計，有將近半數（48%，53 位）
來自越南，三分之一（32%，29 位）來自印尼，十分之一（10%，11 位）
來自柬埔寨；其中 54%有身分證，來台時間最長的為 18 年，人數較多是
集中於 1999～2004 年，總體平均來台時間為 10～11 年，孩子為四、五年
級的學童。其夫家職業以零工或技術工人（如板模、水泥、水電工；17%）、
販售（如賣蔬菜、水果、點心或早餐：8%）及服務業（如婚姻人力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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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者的背景資料
姓名

母國

結婚
年齡

來台
時間

目前
年齡

教育
程度

目前
婚姻

阿榕

北越

29＊

9

35

高中

婚居

阿麗

南越

24

10 年

34

高中

婚居

2

小冬

南越

22

16 年

38

高中

離婚

1

21

10 年

32

國中

離婚

1

21

7年

28

國中

婚居

1

阿玲
阿美

柬埔
寨
柬埔
寨

孩子
個數
1

目前
工作
先生
餐廳
開小
吃店
開小
吃店
開美
容院
受雇
鐵工

身分
證
有
有
有
有
無

小秋

南越

17

8年

25

高中
肄業

離婚

2

受雇
民宿

有

小春

印尼

19

9年

28

國中

婚居

2

受雇
安養
院

有

先生
工作
火鍋
店
水泥
工
無工
作
無工
作
鐵工
無固
定工
作
無固
定工
作

＊阿榕 26 歲時先來台灣工作，29 歲結婚。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計程車司機、道士、民宿；5%）為主；另外，特殊境遇的家庭（如無工作
者，包括跑路入監 6%、殘障 2%與死亡 2%）占 10%；只有極少數的管理
階層或公務員（2%）。
第三部分則是與壽豐鄉七位婚姻移民女性面對面的深入訪談，七位受
訪者於台灣都至少定居七年以上，年齡介於 25～38 歲，她們都曾從私領
域向外跨越，經驗日久他鄉是故鄉的歷程。但也因年齡、來台時間長短、
TAO

婚姻狀況、夫家背景，再加上面對生活難題，回應圖生存之戰術的使用，
而呈顯不同生命軌跡。她們目前的生活狀況，整理如表一並分述如下。
1. 阿榕與阿麗：目前家庭、工作雙軌穩當順勢，夫家能信任，且有公
婆的支持並協助照顧小孩，使其時間心力能放在工作上。
2. 小冬、阿玲與小秋：先生一直無工作，相處有爭執，經過多番掙扎
努力，決定離婚，致力於創業或工作；小冬獨力扶養小孩，阿玲與
小秋的小孩則由公婆照顧，假日時與孩子相聚。
3. 阿美與小春：與先生關係不佳或疏離，因而專注於工作。但與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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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仍維繫生活上的互動與家庭連帶。
來自東南亞婚姻移民女性的生命經驗有著結構上的普同性與差異
性，就普同性而言，她們都是來自於世界體系中的邊陲地區，由於全球階
層化的不平等滲透至日常生活，使她們易於遭逢婚姻、勞動與人際互動的
邊緣處境。另一方面，這些受訪者來自不同的國家（越南、柬埔寨、印尼），
其母國的文化、性別分工或勞動經驗都可能影響她們日後於接待國有不同
的能動性與生活實踐。本文算是對東部婚姻移民女性的初步研究，因此，
先就其普同性的經驗反思其尋索第三度空間的生活實踐。另外，因其母國
經驗的差異而帶來能動性之多寡或效果的差異，則有待下一個研究進一步
的釐清。

（二）研究觀點與觀察面向
本研究以婚姻移民女性適應歷程為讀本，分析她們在台灣的日常生活
實踐，這當中有母國與接待社會之間雙重視界象徵資本與生活戰術的運
用、社會空間的突圍、混雜文化的利器。當婚姻移民女性在一個個嘗試錯
誤與小贏所帶來的希望中，其認知系統、認同、情感、互動關係也經過轉
化，並與這個土地的關係產生愈緊密的連結。
就社會空間而言，婚姻移民女性來到台灣，就其移民身分的功能性而
TAO

言，家庭是其開始的空間，以妻子、媳婦與母親的角色展開她的新世界。
然而，初來乍到之時，不熟識的家人與陌生的親密關係，加上對遠方故鄉
的思念，因而較無安定感；等到孩子出生之後，有了一個從己身而出的同
伴與歸屬，生活奮鬥有了目標，心境也較之安定（王翊涵 2010）
。隨著時
日的延伸、人際關係的擴展、責任的多元化，更重要的是，從私領域進入
公領域的空間，諸如國家、社區、勞動市場、消費場域，友誼團體等，在
此多元空間展開的同時，婚姻移民女性開始進行各項資本（經濟資本、社
會資本或文化資本）與戰術的運用，她們不再侷限於婚姻移民身分的功
能，而能在有限的條件下，做為一個社會行動者施展其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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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界的日常生活實踐
（一）私領域的突圍
在商品化跨國婚姻的不平等關係中，家庭主婦化（housewifization）的
功能傾向將婚姻移民女性侷限在私領域（Mies 1986）
，加上夫家父權保護
心態與對婚姻的不信任，繼而產生戴綠帽、逃妻和變壞等疑慮與恐懼，形
成對新移民婦女行動的控制。此於訪談中仍時有所聞。移民初到新的環
境，其經濟獨立、資訊取得與人際網絡的建立是自主生存的重要條件，但
這卻是夫家怯於見到的。受訪者阿麗以切身感受之情談到姊妹們被拘禁於
家中的經驗：
我朋友有的老公不給她去上課，免費也不能去啊！他們有一個觀
念就是怕她外面學壞，其實不是……你多給她去外面讀書，她頭
腦會自己好好的想，時常關她在家裡關死死的，不讓她去外面，
以後好像那個爆炸一樣，真的啊！……那個老公時常管妳那麼緊。
這種「爆炸」經驗的描述，正反映被拘禁於私領域，思維、情感及靈魂都
被消音的極度反抗。而「逃妻恐懼症」正是建立在對新移民女性刻板印象
的預設，其控制的手法往往造成「自我實現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的效果，「媳婦不要綁得太緊，要對她好一點，她走一步，她會想，你對
TAO

我很好，我不會走，永遠不會；你對她愈嚴格，她就愈那個，她綁不住啊！
她會說，你對我這樣啊，我要走了……」
，阿麗一直強調「她會想」
，即是
說出自主空間的尊重反而能贏得媳婦對家的忠誠，若是一味地控制監視，
反而成為新移民女性離家的壓力來源。大部分受訪的新移民女性早期都有
被懷疑、不信任、暗中觀察的經驗，她們雖然知道，表面上卻裝作不知道，
在可行的範圍內活動，以取得夫家的信任，「證明」她們不會輕易跑掉，
一直到語言能力增加或環境更熟悉時，才適時地提出想去工作或與朋友聊
天的要求。例如阿麗在婚姻早期，夫家對她亦有戒心，經過多次、多方地
用比喻的方式與家人協商，讓他們體會她的處境：「我的頭腦也會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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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他們講，不要綁我們很緊啊！綁我們很緊。像一個小孩子也是，你不
要抱他那麼緊，他會愈動，你放鬆一點，他自己會想……」
。
而小冬則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的例子，夫家以不信任與監督心態處
處箝制她的行動：
我婆婆她比較很那個，……那時候我嫁給他，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我會永遠跟著他，我從來都沒有（離婚）那種想法，但是他們都
不相信喔！怕我哪一天跑掉。我平常不可能一個人出門，一定都
有家人跟著才能出門，所以都不想出門。我已經很用心在對待他
們，她講什麼我都做。……我的護照啊、證件都拿起來我都不知
道，也拿我的身分證，你看這樣，所以我說好像坐牢一樣！
面對坐牢般的生活，小冬以長期抗戰、遵守家庭日常生活儀式的方
式，使夫家無從置喙，突破權威堅持的極限。等到孩子開始上學後，她以
完成階段性的養育責任為籌碼，奮力爭取外出工作的許可。在爭取過程
中，她盡力做到夫家苛刻的要求，履行傳統媳婦準備三餐與張羅拜拜所需
祭品的責任：
反正不管，我婆婆說：「妳要上班，中午還是要煮飯」，怎麼辦？
我說，我會跟老闆娘商量，中午給我半個小時，煮好了，再回來
工作。……他媽媽很會拜拜，唉喲～什麼都拜，家裡有拜拜什麼
TAO

的，我就反正安排時間啊，早上五點起來弄好好給她，六、七點
就去上班。
小冬在奔波與疲憊中，一度失望至極，有輕生念頭，但親情與故鄉的
召喚給她力量：
以前很辛苦，我感覺活在世界上沒什麼意義，都要聽人家的，活
得那麼累，乾脆去死，……就想說媽媽生我出來，養我那麼大，
我要死也要回去越南死，不要在這裡死，就這樣想，就努力工作。
現在就為女兒而已，生她出來，就要帶她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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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冬就這麼在小吃店工作，一點一滴地存錢，而在幾年後，她真的離婚，
帶著女兒離開了這個家。
除了新移民女性自身於家庭內委婉地協商或隱忍強力爭取，家庭以外
的助力則勝算參半，若是來自母國姊妹們提供的協助，可能會造成反效
果，因為夫家對一般婚姻移民女性有刻板印象，怕妻子或媳婦被帶壞。阿
麗談到曾經應一新來姊妹之要求，帶她去找工作，賺一點零用，卻換來其
婆婆的責罵：「我不知道她媽媽不肯，後來我一到門口就給她（婆婆）罵
說：
『有飯吃就好了！……不要帶她去做壞事』
，我說做什麼壞事，我很生
氣啊，那我是壞人嗎？」。而另一方面，社區資網絡的協助、公權力適時
地介入，以裡應外合的方式則可能打通夫家的阻礙。鳳林鎮某一社區發展
協會理事長談及接觸婚姻移民女性時運用的技巧：
有的夫家認為（婚姻好像）是錢買的，就把她當作外勞在用，所
以我們要去接觸外籍配偶公公婆婆的時候，都是我太太在樓上打
電話，我太太假裝是衛生所的人，
（電話）才可以接得到她媳婦那
裡去，既然是衛生所的，她們就出來上課。
理事長妻子亦分享公權力適時介入的效用：
她老公剛開始沒有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心情不好就打她一巴掌，
然後她很生氣就打電話到家暴中心，後來她公公就跑來我家罵我
TAO

們，他說：
「你教我們媳婦是怎麼教的，我兒子只不過打她一巴掌，
為什麼要打到上面去（指家暴中心）。」他們就覺得有一點害怕，
又很兇！來我們家凶，……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妳女兒如果今天
被人家打一巴掌咧！」他就說：「我們從那邊娶啊……怎樣怎
樣……」
後來經過協會幹部的觀念溝通，那對公婆已經覺得慢慢地接受了媳婦，也
覺得媳婦進步很多，還全家出遊度假，這位新移民女性也變得樂觀多了。
因為私領域的限制而無法出去上課、工作或與朋友交誼的原因，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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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夫家的控制，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照顧孩子的責任。根據王宏仁（2001）
的研究，越南籍新移民女性平均結婚 16 個月後就生第一胎，結婚後過半
年就懷孕，生育與照顧則形成女性本身內化連結於私領域的重要因素。因
此，公部門資源挹注的社區臨時托育、家人協助或母國移民婦女間的相互
支持，是私領域突圍的重要助力，而公婆協助是最主要的資源。根據壽豐
鄉外籍配偶訪視與統計資料顯示，至少有 45%與公婆同住，在受訪者當
中，不論夫妻關係是密切或疏離，有極高比例（約 83%）均與公婆保持生
活的連結，公婆也願意協助照顧孩童，甚至離婚了仍是如此，例如小秋與
先生離婚了，卻仍住在夫家並且付先生房租，為的是要與公婆彼此分擔照
顧孩子的責任；這與漢人家庭文化有密切的關聯，因為選擇跨國婚姻其中
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傳宗接代，公婆通常會很樂意協助照顧小孩，尤其
是這個家庭需要新移民女性生產勞動的經濟貢獻時，更是如此；隔代連結
成了新移民女性向公領域開展的後盾。
受訪的新移民女性們突破私領域的關卡，有的較順利，只要經過協商
即可；有的則得經過一番征戰，表面遵守日常生活儀式，直到夫家無從置
喙，或完成階段性的傳宗接代任務時，方能在恰當的時機堅持出外工作，
跳脫家人監督、控制的枷鎖；有的則透過社區或公權力巧妙地介入，使其
成為夫家掌控與外面世界之間的緩衝器。此外，在漢人家族文化中，家長
威權雖限制外籍媳婦的行動，然而，由於子嗣傳衍的文化趨力，夫家的長
TAO

輩大多仍重視孫輩的生活安適，因此，家長權威可能與疼惜兒孫的隔代連
結相互消長，與媳婦維持照顧上的分工關係，或讓媳婦能無後顧之憂地進
入勞動市場。

（二）雙重視界的遊移
婚姻移民來到接待社會，尤其是在定居初期，即面臨新環境符號識
別、閱讀情境意義與互動的功課，因此，語言、識字與文化的學習成了圖
生存的關鍵資本。公部門或民間外籍配偶相關組織雖然開設識字班或生活
適應輔導班，但有些新移民婦女因夫家限制、忙於孩子、家務或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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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處偏僻，而無法上課，因此，她們只能以既有的人際互動空間與有限的
文化資源做最大的利用。家庭是新移民女性生活的主要場域，因此，公婆
及丈夫是其學習語言的重要對象，例如阿蓮的先生在台北做水電，她剛來
台灣時是住在台北，她與先生都是說國語，後來老二出生時，需要婆婆做
月子，她才回花蓮鄉下與公婆一起住；剛開始時，她無法與說閩南語的婆
婆溝通，因公公會說國語，所以就成了她與婆婆之間的翻譯者；透過這樣
迂迴的方式，現在阿蓮國語及閩南語雙通，甚至說國語時會夾帶著閩南語
口音，形成揉雜的語言：
「ㄚ呢」
，
「把它（指蟑螂）踏死（閩南語）
」
；
「不
通ㄚㄋㄟ（不要這樣）……他會悶啊（問）」。她說因為與公婆同住，「自
然」就學會，這「自然」是在家庭的封閉關係與強迫互動的學習成果，但
所幸家人關係良好，因而得以成就較佳的效果與溫情：「我公婆從來沒有
說不好聽的話，我跟婆婆有緣，她的名字有蓮，阿嬤的名字也有蓮，我的
名字也是蓮。」除上述家庭成員的互動外，新移民女性也會透過喜歡的電
視節目、報紙與簡訊或唱卡拉 OK 累積識字數與辨識使用的語境，阿麗談
到：「我沒有去上（學）了，有時候上班做生意嘛，沒有時間。可是我也
會看報紙，講話啊，有一些我會問啦，……唱歌就是邊唱邊認字，對我自
己也很好啊！」有的則是利用在識字班所學的，再去教孩子，增加其邊際
效益；有的於工作空檔中練習寫國字或透過和工作夥伴交談時，修正用詞
發音；有的則是在一大串的國字旁加註母語記號；她們都是在生活中隨時
TAO

保持學習的狀態，零星地累積體現化的文化資本。6這種化零為整的學習方
式，救是一種日常生活實做，是連續性地在各個事件發生時，轉化為機會，
雖不易有長時間的規劃，看來似乎是瑣碎、片段、慣例的事（Certeau 1988）
，
6

文化資本是在一場域中所擁有之知識、技術、教育或態度，在交換的系統中，可轉化成有利的
社會關係與聲譽，形成象徵資本，在權力關係中藉以提高社會位置。文化資本又包含三個層面，
即體現化的（embodied）、客觀化的（objectified）及制度化的（institutionalized）。其中，體
現化的文化資本意指家庭或傳統之內一種長時間、社會化過程所養成的能力、特質、思維或生
活方式，尤其是語言，即是從環境中習得溝通與自我表達的能力；客觀化的文化資本指的是與
文化有關的具體物品，例如繪畫、雕刻等藝術品，其象徵的價值也可轉換成金錢資本；制度化
的文化資本則是指涉制度所認可的能力，例如學歷證明或與各種專業技術有關的證照，這種資
本與勞動市場的晉升有直接關聯（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對於婚姻移民女性而言，體
現化與及制度化的文化資本與現實生活較為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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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是在生活現場根據實際需求產生的高度經濟的原則，可說是為完成實
用 功 能 的 產 物 （ the product of practices that can fulfill their practical
functions）
（Bourdieu 1995: 86-87）
。
花蓮縱谷地區中的新移民家庭大多是客家、閩南與少數原住民族群，
因此，處於當地的外籍配偶姐妹除了中文之外，通常還要學習夫家以及社
區其他族群的語言，因此，在生活中操練出多元語言的能力。根據壽豐鄉
外籍配偶之訪視與統計資料顯示，有 44%的外籍配偶至少具備母國、中
文、夫家或社區其他族群等四種語言，7這讓習慣於閩、客語言的花蓮鄉間
頓時因為越語、印語、英語、菲律賓語及泰語的摻入而熱鬧了起來。婚姻
移民女性們所具有的多元語言的能力，不僅奠定其與家人溝通協商的文化
資本，也藉由與社區居民、組織的接觸，間接累積、轉化為與外界連結的
社會資本。例如阿青的孩子還小，先生也不喜歡她出去工作，因此她在家
從事修改衣服的工作，後來，她因為參與社區銷售從台北募集來的二手貨
活動，而認識許多衣服的品牌，也吸引了需要修改衣服的客戶。此外，有
的婚姻移民女性因為與鄰居有溝通來往而建立起友誼關係，鄰居則會協助
調解與公婆的糾紛或提供工作的訊息。婚姻移民揉雜多元的語言似乎是不
夠「標準」，但當她們「模仿」主流社會，採納其文化習俗時，往往不是
簡單的再生產，而是在「模糊拷貝」
、
「幾乎相同但又不太一樣」這種不穩
定且高度混雜的間隙內，形成「發聲的第三空間」，使得與夫家不平衡的
TAO

權力關係被這個不斷交流、協商與轉譯的空間所中介，而變為模稜兩可，
產生鬆動的可能性。
文化資本的價值會隨著場域的不同而有所差異，移民在接待社會生活
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文化資本的考量。隨著東南亞歷經殖民的過程，深植
對殖民國文化的想像及現代化的追求（李美賢 2008）
，因此，婚姻的選擇
不僅是一種向上流動的策略，也是一種對現代化的追求。有一天，幾位婚

7

15%的婚姻移民女性具備至少母國、中文、夫家及社區其他族群等四種語言，29%的婚姻移民
女性則具備母國、中文及夫家三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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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移民女性談到為何會選擇嫁到台灣的話題，小秋說，她有一位姊姊先嫁
來台灣，因姊姊的引介，國中畢業就嫁到台灣來：「哈哈……那時想說來
可以坐飛機，可以看姐姐這樣子而已啊……然後可以到外國去這樣……我
喜歡美國！」小秋的姊姊搭腔說：
美軍以前到我們國家來（那時候都認為說美國很有錢、很有價值
這樣子）
，那時候，我還希望嫁到美國去，但是我已經 20 幾歲了，
我們那邊超過 30 歲就比較不好結婚啦，老人家也會覺得不趕快嫁
出去，很像在醃那個瓜瓜，我沒有機會去美國……到台灣也很好
啊！
另一位印尼來的小春急著補充說：「我不是耶，我想嫁到香港。」因為向
現代化看齊的心態，來到台灣後，生活消費的方式也產生了改變。縱然母
文化的圖像仍在腦海，在雙重視界間徘徊的同時，從名字的書寫、服飾穿
著或身材的維持，仍是選擇主流社會的標準，也象徵著自我認同向移民社
會靠攏，帶著可見的認同標誌，親嚐掌控自己身體的自由。在消費文化中，
透過化妝、流行、運動與節食，身體代表可以隨時轉化的客體（Featherstone
2000）
。
訪談者：你的全名叫什麼？
TAO

阿麗：阮秋麗……以前有多一個字，阮氏秋麗，我們那邊女孩子
都有（氏這個字）
，我辦身分證時改掉了……因為我覺得台
灣這邊叫三個字比較好聽。
阿麗：我以前在娘家比較胖喔，我有變啊，我現在 48 公斤，你們
台灣人很苗條耶，要學你們，太胖怕老公會嫌我咧！
小秋：那邊（越南）的觀念就是胖胖是很好啦……，我姑姑還問
我說，妳這邊很苦嗎？為什麼很瘦，我說：
「不是，我自己
減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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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妳看不出來是越南人，就好像台灣人。
秋娥：來這邊學習的啦，以前在那邊（越南）穿的衣服人家看得
出來，但是我來這邊學你們穿衣服，時髦一點啊，就看不
出來啦……哈哈很多我們那個同鄉，戴斗笠在那邊，看得
出來啊……。
筆者：妳以前是怎麼穿？
阿麗：就穿那個衣服脖子都緊緊的，用那布做的……看起來是像
中國旗袍……在我們那裡很少人穿露出來的，有看到就是
外國人、觀光客，歌星比較會學外國人。
訪談者：喔……所以妳剛來就發現穿的衣服跟人家不太一樣？
阿麗：當然啊！看的出來啊……以前我帶很多衣服過來，後來我
通通寄回去給他們穿了，我都穿這邊的衣服！我去找那種
也是名牌的衣服，也是特價的、打折的……。
新移民女性在語言與消費生活方面，雖然趨向接待社會文化的認同，
這除了是對現代的追求外，另一方面也是在移民權力消長過程中不得不的
選擇。然而，母國文化是否從此就消音、沉默呢？馮涵棣與梁綺涵（2008）
的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家庭的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大部分的家庭並不鼓勵
TAO

使用母國語言與文化，但有些母親卻是在中文字彙裡或私密的互動中蘊含
越南文化的教導，進行隱藏式的母文化實踐。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對大部
分家庭而言，外籍配偶使用母語是一項禁忌，孩子本身也覺得母親的語言
很奇怪，不願意學習；但是，有的還是能利用零星的時間與空檔教導孩子
簡單的母語、唱兒歌，尤其是對長輩的稱謂與問候是必須學習的，這反映
出婚姻移民女性雖遠離家鄉，但孩子與母國親情的維繫、原初語言符碼蘊
含之生命經驗的傳遞，是她們最起碼的堅持。
另外，林開忠（2006）的研究也指出，飲食具有身體與文化實踐的雙
重性，外籍配偶與同鄉姐妹聚在一起品嚐母國食物，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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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標誌，因為我們吃什麼（what we eat）即反映出我們是誰（who we are）
。
Stayman 與 Deshpande（1989）則進一步從情境性族群的觀點，討論食物與
族群感的關係，他們認為，味覺與記憶的堆疊不只是一種穩定的認同狀
態，而是會隨著周遭情境改變的瞬間心理狀態，環境互動與食物類型都會
影響我們如何感覺（how we feel）
，因此，當新移民女性們一起品嚐家鄉味
時，群聚的情境、分享喜怒哀樂的語言聲響、食物的味道與家鄉經驗會交
融而成自發性的自我感（spontaneous self-concept）
（Stayman and Deshpande
1989: 369）。筆者認為，情境性的族群感或自發性的自我感能夠更有效地
詮釋移民遊移於多元族群的處境。對大部分移民女性而言，生活在夫家就
是要像夫家的人（台灣人、客家人、閩南人……）
，也感覺就是夫家的人，
因此，母國食物在三餐中未必能上桌；但出了家庭空間，與同鄉聚在一起
時，這些食物卻成了生命認同的符號與社會資本的媒介。阿麗開的越南小
吃店即是越南姊妹定期聚會的地點，她們一起烹飪，一起享受母國的食
物，一起唱母國歌曲的卡拉 OK，滿足姊妹們的情感需求，慰藉困頓的心
情與鄉愁：
我們有很多同鄉在這邊，給她們有一個方便的……想吃我們的魚
露啊、蝦醬啊、咖啡啊，想吃我們故鄉的東西！有的難過……不
知道怎麼辦，就瘦巴巴的，來這邊吃東西又不習慣，我想說我可
以賣這個東西，可以賺錢又可以照顧自己的朋友、同鄉……這樣
TAO

比較有伴。……之前我開卡拉 OK 是那個台灣的，那她們就說：
「妳
怎麼不開越南的」，我就說：「好！我來想辦法」……我就去開越
南歌給她們唱，時常她們無聊就來這邊唱歌……那個同鄉，她心
情不好啊，就來唱幾首歌……心情就忘記了。
這種母文化的小群聚集，在壽豐鄉除了阿麗的小吃店，還有阿玉的水
果攤，那是打零工的越南姊妹們下班回家前駐足聊天、分享食物的地方。
有的是在某位姊妹家中定期的聚會，例如有一群來自印尼的姊妹們，每週
六下午，大約會有 4～5 人聚在小莉家，一起品味家鄉的食物，她們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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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香料和胡椒調製而成的辣醬，沾著自製的魚丸與水煮馬鈴薯，在這個
過程中，大人與小孩均透過食物與家鄉產生意識與情感的連結，九歲的祥
祥說他自己喜歡中辣，喜歡媽媽的家鄉口味。當外籍配偶姐妹聚集在廚房
門口時，小孩子也在院子裡玩成一塊兒，小莉說：「大家的小孩從出生就
在一起，所以感情好！」在場有一位小朋友說：「我有八個兄弟姊妹!」表
情顯得很快樂！他說的八個兄弟姊妹，其實就是這些從小一起玩到大的同
伴。新移民女性以家鄉食物做為短暫聚集與集體照顧幼兒的黏合劑，在每
週幾個小時的聚食閒談中，母國的飲食、語言不似在夫家中被掩蓋著，而
是成為另一個活出自我的媒介，並且在女性私有的空間中，與下一代共處
於記憶中的家鄉，實踐與傳承母文化。
對移民而言，文化資本是於接待社會找到中社會位置的重要起點，新
移民女性在模仿、學習進入全新的文化符碼過程中，除了於公領域的識字
班，更是在私領域空間有限的資源中，運用多元迂迴、化零為整、實用功
能的學習方式學會國語、閩南語、客語，甚至原住民語言；並且也在日常
生活消費的方式中，納進了流行文化與現代感的品味與元素。另一方面，
婚姻移民女性也並非完全擁抱主流社會文化，而是在雙重視界遊移的過程
中，運用跨國性的文化資源，開創第三空間，這不僅使她們漸漸立足於接
待社會，也能使她們在夾縫的空間中維繫母國的文化實踐與傳承，不致於
完全與先前生命經驗斷絕，得到一種「熟悉」、「自在」能量的滋養。
TAO

（三）勞動市場的進軍
從結構功能的角度而言，東南亞婚姻移民於台灣有兩個明顯的功能，
首先是填補家庭再生產勞動的需要，若夫家經濟能力不足時，往往也得進
入勞動市場工作（王宏仁 2001）
。另外，新移民女性本身大多希望有經濟
獨立的能力，以協助娘家或自己過較具自主性的生活，因此，脫離私領域
的侷限，進入職場成為她們普遍的願望。然而，因為台灣重大工程、企業
或工廠已有外勞的替代，加上外籍配偶於母國的學歷並不被認可，因此，
若能出去工作的，大部分只能從事無福利保障、臨時或家庭代工的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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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根據 2010 年壽豐地區外籍配偶訪視與統計資料顯示，約 47%有工
作，其中 37%從事臨時、非正式的工作（小吃店、民宿、度假村、農會），
她們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或文憑主義的原則下，想進入正式工作領域，必
得經過文憑、資歷及語言能力的篩選系統，對新移民女性而言，這是較難
克服的；若要增加收入或脫離打零工的範圍，她們通常會透過考技術證照
或從事小型創業，以提高勞動的產值。來自印尼的小春是外籍配偶中少數
從事正式、享有退休金制度的工作，她以拉長戰線的作法，在五年的過程
中，先後長短時間不一地受雇於幾家餐廳，從中評估自己的強項與弱點，
以既有的長處代替缺乏的條件，截長補短，反覆斟酌，逐漸確立從事餐飲
的志向，一旦確立後，全力以赴地考取相關證照，備齊所需交通工具與執
照，最後穩定地受雇於當地療養院餐飲部：
我是覺得以餐飲為主……對啊！像我就是不認識字，比較困難，
只能做餐飲，我去考丙級證照啊……還有廚師證，那時候我都自
己去問，我騎摩托車去上課咧……每個禮拜都去。因為我想說（一
定）要考到啊……每天晚上看書……一千題耶……（剛開始）一
個字都看不懂……連國語一句話都不會。
近來漸增的是從事小型創業，這種工作型態的選擇與其原生社會有著
性別分工的親近性，以越南姊妹為例，越南立國歷史戰爭不斷，男性負任
TAO

出征，女性成為家戶主要勞動者，直至越戰後，農村仍有 80%的生產者是
女性，小商品貿易與家庭事業亦為女性所支配（龔宜君 2008）
。來到台灣
的外籍配偶就著母國性別分工的慣習，選擇較容易駕馭的工作，善於發揮
既有長處，找到一個勞動市場生存的利基空間。根據 2010 年壽豐地區外
籍配偶訪視與統計資料顯示，有八位從事創業，其中，有五位是與先生一
起經營，三位則是獨立創業。其創業動機除了增加收入，或因為可以兼顧
到孩子，有的是領悟到受雇時長時低薪的剝削與約束，例如小冬談到創業
雖然很辛苦，但是「辛苦是我們自己啦」（辛苦的成果歸自己，而不是受
雇的老闆）
；而阿麗來台灣之前，曾跟著親戚做生意，結婚之後來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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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 年之久受雇於不同地方，但心裡一直企盼者有一天還是要自己做生
意，她說：
「因為這樣比較自由，要出國不用請假，也比較方便」
。新移民
女性在創業之初都不是有清楚藍圖、長期性的計畫，大多是從不斷地嘗試
錯誤中，於恰當的時機，掌握當下的機會，憑經驗而一步一步地「摸索」
走出來的，例如三位都是在類似性質的行業中有持續受雇的經驗，從受雇
中習得技術，累積人脈，經朋友的經驗分享、鼓勵或提供協助，而進入創
業的生涯。例如小冬的特性是在受雇過程的穩定度與耐力：
喔～台灣的人比較不能吃苦啊，做生意很辛苦，很累啊，以前我
一直在做（受雇於小吃店），習慣了。給人家請 10 年左右，都是
跟吃的有關，有自助餐、麵店、小吃等等，喜歡在一個地方待很
久，不喜歡換來換去，每一個地方幾乎都至少三年，我不會說這
邊做沒有幾天就換地方。
相反地，阿麗在 10 年受雇過程中的特性則是很有焦點地學技術，以轉換
工作成為累積經驗與社會資源的方式：
做生意（開小吃店）要有經驗。什麼配什麼，不是隨便啊，不是
說要開就開，我在外面常換工作，也是有人會講話，沒關係，我
管你講話，我就是跟你做一陣子，學技術啦……。
除了於受雇中逐步累積經驗與技術，新移民女性會運用就地取材、因
TAO

時制宜的變通方式去找到一個利基點來經營，也就是認識自己的能力所
在，同時也願意承認並忽略自己的弱點，例如他們似乎看清難以用文憑學
歷進入勞動市場的競爭，但願意用時間專心經營某一項無須文憑的專業技
術，因此，經營美髮沙龍的阿玲強調技術、證照與高品質服務的重要性：
這是技術的東西，學就可以了，我沒讀很多書。我會用自己的方
式記起來，很多台灣人讀了很久都拿不到（證書）
。技術的東西不
用念很多書，是國際的，到哪裡都可以用。主要是經驗跟時間學
習……。
（證照）八年前就拿到了，開店用的，不拿不行。我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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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做到最好，不喜歡隨便做一做。
創業重要的條件是資金與訊息，這些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人際關係
的社會資本有密切關聯。根據許雅惠（2009）的研究，新移民女性透過同
鄉網絡的強連結，獲得情緒的共感與支持，得以維持基本的認同與生存；
但若要在主流社會向上流動，透過與台灣本地婦女間的信任與互助，強化
就業網絡中的弱連結（weak tie），擴展垂直與異質性的人際網絡，則更形
重要。受訪中，獨立創業的新移民女性也透過弱連結得到資金或訊息上的
協助，例如阿玲自己創業前，在家庭式的美髮店工作，即深獲信任與支持：
我在台灣其實有很多貴人幫我，以前我在壽豐工作的時候啊，那
些阿嬤都很喜歡我，還會給我小費，老闆娘用（提供服務）就沒
有小費，她們都很幫助我，老闆娘也幫我很多。開這間店也有很
多朋友幫我，還借錢給我，很謝謝他們。
在創業後，營業成績一直不錯：「客人都是朋友介紹的，現在漸漸有知名
度，很多客人都是從別的地方來，要先電話預約。」另外小春、小冬則是
朋友提供關鍵性的訊息而決定自己開店或獲得一份正式的工作：
（開店的本錢）是之前工作 10 幾年存下來的。XX 街自助餐那個
老闆娘跟我講的，這間店要頂讓。
TAO

這個工作是人家介紹的，以前我們的老闆是台北人啊……。
在向勞動市場進軍過程中，接待社會的文化資本，諸如語言、證照都
是很重要的。而母國文化在勞動市場也可轉化為經濟誘因，例如經營具東
南亞風味的平價餐飲店，尤其於今日異國風味成為一種時尚的消費社會，
這種小吃店雖不是高級餐廳，但一般人都喜歡嘗試異國料理，跨文化品嚐
的習慣已漸漸延伸至一般民眾。阿麗、小冬獨資經營小吃店，阿榕則是與
先生一同經營火鍋店，剛開始都是以當地台灣顧客的訴求為主，過了一段
時日，發現鄰近來自東南亞的姊妹有日常雜貨或飲食的需求，因此，在店
裡的一角總是會擺設來自母國的食材（蝦醬、魚露、春捲皮），成為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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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攤，或菜單上有河粉、越南春捲與陽春麵並列，兼具服務台灣顧客與
母國姊妹的雙重功能（王志弘 2008；邱琡雯 2007）。台灣異國風味的餐
飲大多承自殖民或西方國家影響，例如日式、韓式、法式或德式餐廳，屬
於較高價的消費（鄭陸霖 2004）
，而新興的平價東南亞風味小吃店，其重
要意義是帶動台灣異國飲食的平民化與日常化；就移民的需求而言，這種
小吃店成為移民於接待社會的緩衝器，有助於減緩文化適應過程的壓力。
在此脈絡下，婚姻移民的母文化成為一種兩面性的有趣現象，於私領域的
夫家是禁忌，在公領域卻是一種異國情調的文化資本。受訪的婚姻移民女
性們在公、私領域之間，母國文化資本運用的靈活性，也是因時制宜、善
於變通的戰術。
除了將母國飲食文化轉化成經濟資本，母國的宗教信仰則延續其庇佑
與保護的精神力量，以協助、維持姊妹們創業的動力。例如在玉里鎮上一
家越南小吃店後方的桌上擺放著財神爺和土地公，老闆娘說，越南很多人
是這樣拜的；而在壽豐地區另一位越南老闆也曾說，自己的店裡要拜土地
公。另一家泰國餐飲店不僅具有台泰混合菜單，從牆上簡單的裝置也顯現
出泰國信仰的源流；阿芬店裡的牆上設有佛龕，擺放了三種泰國招財的神
像，前面也放了簡單的供品（紅茶、可樂），也掛泰國領袖畫像吊飾，阿
芬說，這是泰國生意人拜的；另外，店的正門楣則掛了一個八卦，她先生
說，因為店的大門正對著對面的房角，為了避邪，於是安置了一個八卦在
TAO

門楣，泰國與台灣本地兩種不同祭祀文化，共存於店內。
在創業過程中，我們也觀察到夫妻權力關係的協商，阿麗是家庭經濟
的管理者，先生的收入及店裡的支出收入都是她在處理，儲蓄戶頭也是登
記夫妻兩人的名字。小冬與阿玲也表示，在金錢的管理上較有自主性：
以前都是婆婆管，家裡所有大小事都是，公公不管事，現在（我）
都是自己管自己。
錢都是自己賺的，錢除了自己用之外，也給家裡用，但我不會跟
他們（夫家）伸手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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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冬與阿芬在小吃店裡都是主廚，她們會指導，甚至強力要求男朋友或先
生如何做，男性通常以配合的態度在一旁備料及收拾餐桌，其中夫妻間的
關係因為女性經濟資本的提升而有所調整，同時也增加了家中的決策權，
例如回國的決定，
「以前三年回去一次，現在想回去就回去」
。阿玲甚至將
母親從柬埔寨接來一起住。
新移民女性剛開始來到台灣時，大多先進入低階、短暫、不受福利保
障的工作，然而，她們在似乎劣勢的位置中，以母國先前的工作經驗與擅
長的能力為基礎，在轉換不同雇主、持續受雇的經驗中，習得技術，累積
人脈，以正面的穩定性、耐力及因時制宜的變通戰術，進行微型創業或取
得有福利制度保障的工作。同時，在當今異國料理風行的多元消費時代，
她們在家庭內可能被消音的東南亞文化被巧妙地轉化成經濟資本，開闢了
一個平價異國風味餐飲的市場；而母國的信仰仍延續著，成為辛苦轉戰於
勞動市場的精神力量，隨著勞動市場戰場的開闢，確實也提升了影響家庭
中的權力位置。

五、結論
本文的研究問題起始於外籍配偶們對生活感嘆的「運氣」說或「命」
TAO

的信念，所引發的對移民處境的反思，筆者嘗試檢視婚姻移民女性在看似
被結構擺布的景況中，做為一個能動者，於回應日常生活壓力時所運用的
微顛覆戰術。當新移民女性選擇嫁到台灣時，從此展開她們於地理、國家、
文化與性別之社會空間的跨界之旅。國際商品化婚姻固然是全球分工與父
權體制下的產物，移民女性在結構的壓力下，雖處於多重弱勢的地位，但
透過集體覺醒與接待社會種種反思與政策的修改，這或許是一個鬆動結構
的途徑。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不可忽略移民者的能動性及其於日常生
活裡微顛覆的力量，權力的協商未必是集體性的平反，而是在日常小規模
的互動中找到模糊的間隙空間，進行協商轉譯，如同打游擊戰術，善用日

106

婚姻移民女性與第三度空間：花蓮縱谷地區婚姻移民雙重視界的日常生活實踐

常生活儀式、社會網絡資源、就地取材、因時制宜的變通與協商，一步步
地於嘗試錯誤中迂迴地取勝，從私領域到公領域，隨著時空的延伸，更自
在地參與、連結於社區、勞動市場、消費場域及友誼團體，於多元空間展
開的同時，轉換其社會位置。
婚姻移民跨國性的生活實踐，提供一個替代同化模型的觀點，轉化我
們對移民融入接待社會的理解。所謂「離散」經驗，並非侷限於因戰爭而
帶來的流離、創傷與永久性的出走，她們同時跨立於兩個世界，過去與現
在；同時連結、承諾（許）於兩個或多個地方或國家，雖然身處接待社會，
但在其視界卻是多元的「想像的世界」
（imagined world）
。新移民的日常生
活實踐也是開啟接待社會成員多元世界的窗口，藉由飲食、語言、人際網
絡的信任或勞動力的相互支援，豐富了接待社會的文化與勞動活力，因
此，面對新移民議題時，除了政策面、結構面的考量，另一重要面向是反
思接待社會成員與新移民之間日常生活的互動，其價值觀、態度、相互理
解、信任與合作關係種種的選擇，進而形成一種生活政治，使新移民與接
待社會成員達到雙贏的關係，而非零合的競爭或控制。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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