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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 
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 
 

田晶瑩 *、王宏仁 **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國內婚姻移民研究上重要但卻少人研究的議題：為何台灣男

子要跨海結婚？我們以台─越的婚姻關係為例來指出，一般論點認為出國

結婚的台灣男子社經地位較低，在台婚姻市場屈居弱勢，因而轉向海外

娶「越南新娘」，但常忽略了性別的文化因素：傳統男尊女卑的觀念。

我們的研究發現，「台灣新郎」認為男性必須作為家庭經濟的提供者，

越南女性應該是「依賴、不能自主、物質需求低」的妻子，如此才可以

彰顯其經濟貢獻的價值。同樣受到此文化經驗影響的家人、朋友，對於

「理想妻子」也有特定的認知與想像，尤其是這些社會網絡中的「顯著

的他人」的意見，影響力更甚，不僅在跨國婚姻形成前對「台灣新郎」

的決定有重大影響，在跨國婚姻建立後，夫妻間的關係也會受到影響。

除此之外，婚姻仲介業者營造越南女性的傳統與順從形象，巧妙迎合了

「台灣新郎」所需求的「傳統婦德想像」，將越南新娘呈現為如同三、

四十年前的傳統女性。最後，台灣社會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想像，以及

遠高於越南的所得、生活水準，讓這群台灣男性站在優勢的位置上去想

像「依賴的」越南女性。這樣的結構性制度支持了「男性氣魄」的要

求，也支持了台灣男性持續向外尋婚的動力。 

 
關鍵字：男性氣魄、跨國婚姻、台灣、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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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Email：hzwang@ncnu.edu.tw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06 年 2 月 1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06 年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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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 neglected issue in present-day research on cross-border 

marriages in Taiwan, i.e., why Taiwanese men seek to marry overseas women. A 

common explanation has been their disadvantaged social-economic status which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find a partner in the domestic marriage market. However, 

such an explanation subjects to criticism as it ignores the cultural factors which have 

motivated Taiwanese men to look overseas in their search for a partner. In Taiwan’s 

male-dominated culture, the man is expected to be the provider of the necessities of 

daily life of the family, whilst the woman is expected to be merely a dependent wife.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n this male-dominated social-cultural context have the 

same expectations as to what constitutes the ‘ideal wife’, and s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man who plans to marry in this manner. They influence the potential groom’s decision 

when seeking marriage with a foreign wife（from Viet Nam, or elsewhere）and also 

exert influence upon the ensuing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after the marriage. In 

addition, the Viet Namese woman is represented as traditional Taiwanese woman in 

the 1950s by profit-oriented matchmaking agencies, so as to attract the potential 

bridegroom. Uneq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also had the 

effect to influence Taiwanese men to imagine that a similar hierarchy exists both in 

Viet Nam as in Taiwan, and so would then become the same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arrival of the Viet Nam bride. All such social relationships as these have motivated 

Taiwanese men to seek for the “ideal wife” from Viet Nam, which, in turn, reproduces 

the masculinity culture in Taiwan. 

 

Keywords：masculinity, cross-border marriages, Taiwan, 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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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以及警政署的內政統計通報指出，2004 年底，我

國結婚登記人數為 131,453 對，中外聯姻 1對數占總結婚對數 15.47％（以

中外聯姻，不含大陸及港澳人士計），換言之，每 6.5 對夫妻就有一對是

中外聯姻；如含大陸及港澳人士計，則為 23.82％，即每 4 對有一對是跨

國婚姻（如表一所示）。 

這樣高比例的跨國通婚，已經成為研究台灣的重要議題，查詢過去幾

年碩士論文題目中包含「外籍配偶」或「外籍新娘」，撰寫人數從 2001

年的八本，到 2002 年的 13 本，2003 年的 23 本與 2004 年的 36 本。不過

在這總數達 80 本的論文中，除了一本之外（鐘重發 2003），其他所有的

研究對象都是新移民女性或與其相關的子女、家庭研究，這也表示了目

前我們對於高達二十幾萬跨海娶親的台灣男性所知甚少。這些台灣男性

為何要「花錢」、「花力氣」克服語言、文化隔閡，與外國女子結婚呢？

對於此問題，過去的研究多半是附帶的，缺乏一套完整的論述，因此本

文希望彌補此方面研究之不足。 

本研究的田野資料，主要是在彰化地區集得，分別於 2004 年 7 月~8

月、11 月進行，以深度訪談及參與觀察的方式來獲得最貼近事實的真

相。主要受訪者居住於鹿港、福興、芳苑等地區。13 位受訪者年齡介於

28 到 55 歲之間，平均年齡為 37.7 歲，訪談當時平均結婚年數為四年

多；職業別以自營商為主，勞工為次之。 

二、文獻回顧：為何要跨海娶親？ 

為何要跨海結婚，大部分的受訪台灣男性回答「在台灣難以娶到太 

                                                 
1 本文中所提之中外聯姻皆不包含大陸及港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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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結婚登記人數 

年別* 
我國總結婚登

記數（對） 
外籍配偶 
人數** 

大陸及港澳地

區配偶人數 
外籍與大陸配偶

所佔比率% 

2001 170,515 19,405 27,342 27.19 
2002 172,655 20,107 29,545 28.44 
2003 171,483 19,643 34,426 31.38 
2004 131,453 20,338 10,972 23.82 

較上年增減 
（%或百分點） 

-23.34 3.54 -68.13 -7.56*** 

 
說明：* 2001-2003 年為按結婚日期統計數，2004 年為按結婚登記日期統計數 

** 外籍配偶不含大陸及港澳人士 
*** 係為增減百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通報，民國 94 年第五週 http：//www.moi.gov.tw/stat/week/list.htm 
         （2005.3.04） 

太」，但為什麼會有困難呢？最常聽到的是從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來解

釋。例如張貴英（1996）提到，隨著 1994 年的南向政策，台資的外流，

台灣男子娶「外籍新娘」的趨勢也逐漸升高，許多以工、農、漁業等為

職業的鄉村男性因為社經地位的弱勢困境，間接使他們在台灣婚姻市場

中難以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而紛至東南亞地區尋找配偶。夏曉鵑

（2000：341）則把此弱勢男性的經濟社會地位放到世界經濟體系下來分

析，她認為台灣男性轉而向外尋求東南亞籍女性作為結婚對象的原因，

是由於資本國際化與勞力自由化表現在半邊陲國家，造成了大量工廠關

閉，與大量勞工被迫解雇。同時，核心及半邊陲國家引進大量外籍移

工，取代本國低技術及非技術方面相對較昂貴的勞動力，使原從事於該

生產階層的勞動力，更難在勞動市場上得到生存機會。這群人的低社經

地位讓他們難以在台灣找到婚姻對象，因而轉向海外發展。 

但鄭雅雯的研究則指出，雖然「台灣新郎」大多位於農村或者是漁村

或在是老舊的社區內，多半從事勞務工作、經營小型家庭代工廠、市場

小販、或在工廠工作，但他們家庭經濟並非是相當低下、更不至於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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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因為仲介費用龐大，若是經濟相當困窘的家庭是難以負擔得起的

（2000：50）。蕭昭娟的研究也提到，這群「台灣新郎」在整個台灣社會

經體系中並非最底層的一群，她的受訪者說：「要去外國娶某，還要有錢

的才能去」（2000：27）。此外，跨國婚姻形成不易，尤在語言不通，對

東南亞地區的不熟悉的情況下，如沒有仲介，很難獨力完成這複雜的跨

國婚姻手續（王宏仁、張書銘 2003），仲介費用並不便宜，為何經濟能力

弱勢者有能力支付相當龐大的費用呢？我們的訪談的資料也顯示，這些

台灣男性多半有資產以及穩定的收入，除娶親時所支付的龐雜費用外，

往往也會在之後的日子定期或不定期地匯錢給岳家，或是為岳家蓋棟磚

造房屋，亦或是幫岳家還債，這顯然不是經濟弱勢者或是失業者所能達

成，且近來亦有公務人員和工程師等在此行列。由此可知，台灣男性的

經濟弱勢，或者全球/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並無法完全解釋為何台灣男

性要跨海娶親。 

我們不否認社會經濟地位在婚配市場的重要性，就如蔡明璋的研究指

出，整體台灣男子的婚姻地位在過去三十年逐漸弱化，主要是因為國內

女性勞動參與率的提高，使得男性在擇偶上出現有弱化現象（1996：132

－133），而他的研究正也告訴我們一件事：婚姻市場是「相對的」，也就

是必須放在男女兩性關係來看，而非從單一性別的背景來觀察。 

國外的一些婚姻移民研究，已經透露出部分我們論點的訊息。在 Thai

針對移民美國的越南男性，為何要跨海回越迎娶越南女性的研究中指

出，由於這些越南男性在美國大多是低薪的勞動者，薪水收入不高、從

事的職業則多半是藍領工作，社經地位相對於美國人、甚至美國女性

低，致使他們難以在美尋得婚姻，而選擇回越成婚。然而移民美國的越

南男性回越迎娶越南女性的原因，除了社經條件的因素外，更重要的是

對於這些深受傳統亞洲以及儒家思想浸濡的男性而言，西方國家的女性

一點也不具備傳統美德。有趣的是，遠嫁美國的這些越南女性則多半擁

有高學歷，甚至在國內有著不錯的收入，然而她們的優點也成了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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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嫁不出去」的原因，因為她們比起越南國內的男性有著更高的教

育、階級，因此遠嫁美國成為完成終身大事的契機。雖然男方在美的社

經地位不高，但在美越兩國的全球經濟差異下，對女方而言仍存在向上

流動的希望（Thai 2005：145－165）。 

事實上這個現象不僅只在亞洲社會脈絡下發生，Constable的研究也有

類似的發現，他指出這些「通信結婚（correspondence marriage）2」的美

國男性多半有過不愉快的婚姻經驗，他們說美國女性太過女性主義、太

職場導向、而且太獨立了，以致於無法成為好妻子；他們深受亞洲女性

所吸引，渴望能擁有這樣具傳統家庭觀念的伴侶（2005：166－186）。這

樣的現象與台灣情形類似，都與文化性的「男性氣魄」3（masculinity）有

關係，「新郎」並非經濟地位弱勢而出國娶親，而是有更深層性別文化的

趨力。我們認為，當目前的女性無法符合傳統性別文化的想像時，一些

男性期望透過跨國婚姻來實現此想像，從而再製出「男性氣魄」的性別

文化。 

Bourdieu（2001）的性別支配理論指出，男女性別秩序的支配是透過

男性氣魄（masculinity）和女子氣質（femininity）的實行，帶著二元、對

立、帶有尊╱卑階層的衝突關係進行再製。是個人知覺與評斷世界的認

知基礎，也是行動策略的準則（黃淑玲 2003：76）。在此二元對立的價值

建構劃分下，男╱女的特質非左即右，若有男性表現的特徵是偏向女性

氣質的一邊，便會被貼上「娘娘腔（sissy）」的標籤，而若女性展現其女

性特質時（如依賴），則會相對地彰顯男性特質的穩固（如獨立），使得

男性得以固守其典型的男性特質。然而男性氣魄或是女性氣質都不是與

生俱來或自然有別的，而是一連串社會化的結果（Mead 著，宋踐等譯

1990）。男性在其社會化的歷程中，不論家庭、學校、或軍隊，都不斷強

                                                 
2 Constable 不願稱之為郵購婚姻，因為他們的認識、交往過程與筆友交往無異，可謂之以結婚

為前提的跨國筆友交往。 
3 「男性氣魄」乃為表達 masculinity 而使用，這是為了避免使用「男子氣概」（masculinity)」所

隱含的英雄式意涵，以及「男子性」之艱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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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行為應符合「男性氣魄」的思想，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在不同的社

會脈絡下，一個男人可由不同的方式去成就、獲取他的男性氣魄，因而

有不同的面貌呈現。 

Clatterbaugh（1990）將目前美國關於男性氣魄的觀點區分為八種，

跟本文相關的論點，則是「道德保守主義」的男性氣魄，抱持此觀點的

男性，扮演著養家活口的角色，他們雖然也協助家務、照顧小孩，但那

並非其首選，他們需要能「印証男性氣魄」的工作才使他們覺得對社會

有貢獻（Clatterbaugh 著，劉建台、林宗德譯 2003：45），這與台灣傳統

的性別概念接近。Pingol 也指出，傳統的「男性氣魄」特徵，是深植在經

濟和性的支配地位上（2001：224）。在家庭的場域裡，男性支配角色的

「權威（authority）」與女性被支配角色的「順從（submission）」，彰顯了

家庭中男性的「男性氣魄」與女性的「傳統美德」。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一

直想推行強化傳統家庭組織：男人外出賺錢養家、女人操持家務，至多

做一些家庭手工。男人必須擔負養家責任、外出冒險犯難，才像個男人

（Clatterbaugh 著，劉建台、林宗德譯 2003：59）。男人外出工作養家成

為深具家庭經濟重要性的使命，而女性則相對地淹沒在做不完的家事

中，成為從屬地位。此外，生育孩子通常被認為是婚姻對女性的要求，

且對多數人來說，也是女人生存價值的判斷依據（Basow 著，劉秀娟、

林明寬譯 1996：436）。Pingol 的研究中也指出，男性氣魄的展現，是與

身為一個男人是否是好的家庭經濟提供者、強健的性伴侶、及負責任的

父親角色高度相關（2001：223）。這樣的角色價值也一樣存在部份台灣

家庭當中，根據社會變遷調查資料的分析發現，台灣男性比女性更認同

「男人的責任是賺錢、女人的責任是照顧家庭和家人」（男性：55.65％贊

同，11.77％無意見，32.58％反對；女性 45.89％贊同，10.01％無意見，

44.09％反對。以 F-檢定，男女兩性對此看法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差異）。女

性的性別角色是生育、相夫教子（照顧配偶、子女）、主內（包辦家

事）、事奉「公婆」等照顧角色。而「妻子」、「母親」、「媳婦」角色的達



      
   

 
 
 
 
 

10  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 
  
 
 
 

 

成度，成為傳統對一個女性是否有「傳統美德」的衡量尺度。不只男性

這樣為評量女性，在傳統文化涵養下，不少女性也是這樣期待「女性」。 

不過每個時代的男性氣魄重點會隨著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的轉換，而

重新被修正、挑戰與建構（黃淑玲 2003：85）。在傳統父權的文化下，台

灣男性仍持續地建構屬於自己的男性特質，Stets（1995）透過社會心理學

的論點分析指出，近年來的社會結構較過去更大幅度且迅速地改變，這

種社會快速轉變所造成的壓力，形成對自我命運缺乏掌控能力的不安，

丈夫因此可能轉而透過對其配偶的控制，來維持自我的意識與認定（轉

引自陳玉華等 2000：8）。在父權社會裡，男性最感到焦慮的就是需要對

女性身體進行規訓和管制，唯恐妻子有被其他男人播種的機會（李金徽

1999）。但我們不認為男性氣魄的再生產，可以單純透過男性對於妻子的

掌控就可達成，外在的社會環境、社會關係也在支持男性氣魄的再生產

機制。後面我們將會就此論點加以闡述。 

近年來女性因教育機會、薪資收入、女性意識變化等因素，而在地位

上有所提升，但在傳統文化涵養下，男性地位仍舊被期望高於女性。

Greenhalgh（1985）發現，在台灣傳統家庭的性別角色分工規範下，縱使

女性亦承擔了提供家庭經濟的工作，她在家庭中的權力地位卻似乎沒有

獲得明顯的提昇。不少研究中也指出，雖然國內女性教育、經濟能力有

所提高，而使其在家庭中的權力地位逐漸提升，但仍未達兩性平權的程

度（王行 1997；陳玉華等 2000；許潔雯 2002）。莫藜藜、王行（1996）

的研究也指出，雖然受訪的男性們或多或少會參與家務，但傳統男主

外、女主內的性別角色依舊主導其對家務分工的看法。雖然女性在社會

中的經濟地位提高了，在觀念上，男女也認為家庭勞務需要兩性平等分

工（如表二所示，超過 50％的受訪者認為男性應該分擔更多的家事和照

顧小孩的責任），但實際上，在傳統所界定的「女性工作」範圍中，依舊

少有男性的參與，性別分工狀態仍然清晰的表現在各個領域。從表三中

我們便可發現，家務勞動項目中除「簡單修理東西」主要由男性負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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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男女對男性家務參與意見百分比（2002 年） 

男人應該分擔更多的家事 男 女 男女綜合 
非常不同意 1.84% 1.02% 1.43% 
不同意 

23.27%
21.43%

27.46%
26.44%

25.39% 
23.96%

無意見 22.93% 20.00% 21.45% 
同意 50.46% 43.95% 47.18%
非常同意 

53.80%
3.34% 

52.54%
8.59% 

53.17% 
5.99%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男人應該分擔更多照顧小孩的責任 男 女 男女綜合 
非常不同意 1.41% 0.80% 1.10% 
不同意 

19.56%
18.15%

22.07%
21.27%

20.83% 
19.73%

無意見 21.19% 18.77% 19.97% 
同意 55.39% 50.40% 52.86%
非常同意 

59.25%
3.86% 

59.16%
8.76% 

59.21% 
6.35%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自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台灣地區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2），http：//srda.sinica.edu.tw/
（2006/2/14）。 

（傳統性別分工概念下，修理東西乃屬於男性的工作範疇），多數家務仍

是由女性負責操持，尤其洗衣、煮飯由女性負責的比例更是高達七成。

這種意識與行為間的差距，顯示台灣許多的男性還是無法脫離男性氣魄

的性別文化觀，也因此當核心或半邊陲國家中男性的優越位置被權力地

位日漸提昇的女性所追趕上時，與邊陲國家女性的跨國婚姻提供了他們

另一個管道去尋求、實踐父權意識。當部分人認為現代台灣女性不再具

備一位妻子該有的傳統美德「順從丈夫」、找不到「一位順從的妻子」而

來彰顯其男性氣魄時、而當這樣的期望或許可能在另外一群女性身上獲

得滿足時，國外一群可能的婚配女性假如被建構成（或真實地）具有

「傳統美德」時，也就成為吸引著這群台灣男性的對象，進而啟動了跨

海娶親的連串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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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男女在家務勞動上的分工狀況（2002 年） 

 男 女 一起或一樣多 其他人 未答或拒答 總計 
洗衣服 6.69% 71.57% 15.12% 5.35% 1.26% 100% 

簡單修理東西 69.92% 7.56% 9.29% 12.44% 0.79% 100% 
照顧生病成員 5.51% 34.33% 49.61% 5.43% 5.12% 100% 

買菜 6.85% 65.91% 16.61% 8.43% 2.20% 100% 
家內清潔 6.22% 58.43% 26.61% 7.56% 1.18% 100% 
煮飯做菜 4.80% 70.31% 13.31% 9.37% 2.20% 100% 
買日用品 7.87% 49.45% 34.57% 6.54% 1.57% 100% 
平均 15.41% 51.08% 23.59% 7.87% 2.05% 100% 

資料來源：同表二 

三、本文的研究架構：男性氣魄/傳統女德的再製 

上面我們談過，男性氣魄與傳統女德的生產，不單單是個人經歷社會

化的結果，也不會只有透過夫妻兩人的關係來展現，男性外在的社會經

濟環境，都會影響此兩性關係的再製過程。跨海結婚，是這種男性氣魄

再生產的一個重要機制，透過與外籍女子結婚，他可以在家庭內、社會

中、意識上而鞏固此種父權的文化（參見圖一）。 

娶親不是個人行為，而是個人與家族的共同決策，他們會作出什麼樣

的決策、想娶回什麼樣的媳婦，則深受其所處之社會網絡的文化經驗所

影響。在台灣社會中還有一些人對婦德存在想像，認為理想妻子應是順

從丈夫，孝順公婆並承擔起家務的女性，這從「三支雨傘標」的廣告歷

久不衰就可看出（好太太、好媽媽、好婆婆）。假如娶妻者及他們周遭親

友存有這樣的婦德想像，希望迎娶具「傳統美德的妻子、媳婦與媽媽」，

顯然現代台灣女性很少會是他們心中的理想妻子。 

此外，仲介不斷製造「越南新娘」是來自貧窮、落後的化外之地，如

同三、四十年前的台灣女性，柔順乖巧的形象，使得處在傳統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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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男性氣魄/傳統美德的再生產過程圖 

下的人們去「想像」她們都是傳統、淳樸、單純、甚至愚笨的人，「越南

新娘」被形塑成台灣五、六零年代的傳統媳婦。藍佩嘉（2005）對於台

灣外勞仲介的研究顯示，為了區隔不同的市場，應付不同的市場變化，

因此創造出不同的「他者形象」，例如印尼女傭是「聽話但愚笨」，菲律

賓女傭是「聰明但不聽話」。在新娘仲介的「他者創造」上，也看到一樣

的情形。 

然而上述對妻子的想像與期許，現實上卻難以在台灣女性的身上獲得

實現，隨著女性教育程度逐年增高，勞動市場參與率也在提升，女性擁

有經濟自主權、自我意識變化、社會地位也大幅提升，新時代女性儼然

而生。但在觀念依舊是父權、夫權、男尊女卑思想的人們眼中，則認為

目前自我意識抬頭的台灣女性已不再具傳統美德。這種性別關係的轉

資產、收入、

帝國之眼 

理想的妻子=傳統美德的女性 

=越南新娘 

朋友 

仲介 

家人 

婦
德
想
像
、
觀
念

台
灣
新
郎 

權力(authority)

順從(submission)

男
性
氣
魄

傳
統
美
德

越
南
新
娘 

台灣社會 

社會網絡的文化經

相互成就 

支
持



      
   

 
 
 
 
 

14  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 
  
 
 
 

 

變，與傳統父權觀念認定男性必須優於女性相衝突，再加以「下娶上

嫁」的婚姻坡度傳統，致使部分仍在舊社會脈絡下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

飽受失望。在陳麗玉的研究訪談對象中，七個受訪者就有三個表示，娶

東南亞女子的原因是—「自卑」，因為「男人必需優於女人」的價值觀，

讓他們自覺學歷和經濟能力的不足，因而沒有追求台灣女性的勇氣

（2001：13）。婚姻坡度觀念使得部分男性在台灣的婚姻市場裡難以尋得

婚配，轉而透過半邊陲與邊陲國家社會經濟的差異去落實。 

在跨國婚姻建立後，上述婚姻家庭及所屬社會網絡對妻子的想像與期

許，便被套用在「越南新娘」的身上，成為一種形塑的力量，趨使她去

作為一位具有傳統美德的妻子，三從四德被期許為她應有的表現。此一

傳統性別關係的實現，則強化了台灣男性的「男性氣魄」：透過「越南新

娘」對丈夫的順從、以及丈夫對她的權力支配雙向關係，不僅成就了男

性的「男性氣魄」，也同時形塑了妻子的「傳統美德女性」形象。 

此外，家庭中權力的大小受到夫妻兩人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程度、兩人

教育程度差距、社會地位、文化規範等所影響（Nyman 2002），在跨國婚

姻家庭的經濟掌控上，丈夫是該婚姻家庭的經濟提供者，對於家庭中的

決策佔支配地位，此外對妻子娘家的經濟援助，更再再地加深這個「權

力—順從」的結構。 

除透過「台灣新郎」的物質資源（收入、資產），社會關係（他的親

友）也一樣在支持此男性氣魄的再生產機制：處在與「台灣新郎」同一

社會網絡下的親友，有著類似的文化價值，對於「媳婦」角色的認知亦

相仿，「越南新娘」在台灣除沒有娘家的支持外，尚需面對婚姻家庭的成

員、親友套諸於身的價值觀和婦德想像，被再教育成具有傳統美德的妻

子，吻合舊社會脈絡下丈夫與妻子該有的權力角色關係。同時，台灣社

會以「低劣他者」的眼光來面對越南女性時，也會創造台灣男性本身的

優越感。如 Broinowski（1992）以及 Chow（1991）所提，西方普遍地將

亞洲女性化，以最男性的觀點來看待亞洲（轉引自 Singh and Gree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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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而相仿地，台灣也以相似的優越姿態來看待越南，認知自己為較

「優越」的人種、為自己假定了一個更有力的立場。因此在種族、性別

雙重弱勢下的「越南新娘」，同時也成就了「台灣新郎」的「男性氣

魄」。 

對「越南新娘」的權力支配和其婦德想像，透過上述各個面向來加以

鞏固，形成難以瓦解的「權力—順從」結構，這樣的「權力—順從」反

過來又強化了台灣社會網絡對「越南新娘」的婦德想像，形成一種文化

經驗，加深了「理想妻子=具傳統美德的女性=越南新娘」的聯結，於是

台灣社會所認定的「男性氣魄」再次被確認、鞏固、再生產。以上的概

念，可以由圖一來表示。 

四、社會網絡的文化經驗與跨國尋婚 

我們知道一個決策過程不會是單一個人的決策，同樣的，娶親的決策

不是真空中產生的一個個人決定。在台灣男性決定跨出國門抵達越南

「相親」前，他所處之社會網絡的文化經驗已經告訴他許多對於「娶

親」此事的意見了，最重要的參考意見，來自於他身處的家庭，以及周

遭的親朋好友。而家庭、朋友的意見，不外就是傳統華人的家族觀念； 

此外，婚姻仲介亦是他們對跨國婚姻的資訊來源之一，商品化的仲介

所建構的「他者形象」深深地影響了跨國尋婚的決策。下面我們先來看

這些台灣男性如何看待自己娶越南女子之事。 

（一）新郎的自白 

每問到這些「台灣新郎」為何要娶「外籍新娘」，答案總不外乎：台

灣女性眼高於頂、台灣女性要求的太高，自己條件不好所以娶不到老

婆…等。58 歲再婚的的 H 先生表示前妻是很不顧家的女人，不但讓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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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寒，還連帶使整個大家庭都受到影響。關於再婚，他說道： 

「以我這樣的年紀要娶一個台灣的老婆，她會挑三撿四、會說你

有沒有房子、車子、現金，那像我做這種生意，她不可能會願意

和我一起待在這裡。」 

事實上 H 先生有錢有車有房子，還經營三家麵店、一個夜市攤位，但是

他不認為會有台灣女性願意與他一同在夜市擺攤，娶「越南新娘」她不

會也不能挑剔，來到台灣就是得幫他作生意。相對於台灣女性的「難

搞」，他甚至認為對待越南老婆： 

「要給她安全感、要好好對待她，每個月要固定給她一點安家

費，這樣這個太太就跑不掉了，光用對娶台灣太太一半的心來對

待越南太太好就很夠了。」 

另外一位自營化妝品工廠的 S 先生則已結婚八年，當年的他經商失

敗，且年屆二十八歲，最後決定選擇跨國婚姻，他說： 

「其實現在台灣男人的心裡面都會覺得台灣老婆不好養，而現在

的台灣女人也不用男人養，所以就想說娶一個外國的比較好

養。」 

這樣子的心態也正如同 W 先生的做法，當時正值 30 歲的 W，遇到

經商失敗，以及老家奶奶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同時父親又連續動二次

手術，因此他選擇與交往中的女友分手而搬回老家另娶越南女子為妻，

因為： 

「台灣的夫妻的物質生活水準的需求和異國婚姻是不一樣的，所

以還是要把問題簡單化。…自己一個月賺三萬塊，扣除一些開支

之後，要憑什麼娶台灣女性。而且人都會比較，男人也一樣，有

時像說他只有車子，沒有房子或是存款，自己就會自卑而去娶外

國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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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位新郎的論述中，都提到了「經濟因素」，但是這種經濟因素

並非是「沒錢娶台灣老婆」，而是「沒錢 養不起台灣老婆 必須娶外國

老婆」的邏輯。但什麼叫做「養不起」呢？在這些台灣男性的想法中，

「男人當家」是最基本的，假如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就該找一個「好

養的」，只要「付出」一半的心力即可，不要找不能跟著「我」吃苦的當

老婆。換言之，家庭的經營，夫妻關係的維繫，是男性的工作，女性在

其論述中，只能扮演被動的角色，等著男性來「養」、來代言。「越南新

娘」在此「經濟因素」的論述裡，被描述成「依賴、不能自主、物質需

求低」，而且女性在家庭的照顧工作不被視為具有經濟價值與貢獻，也因

此男性的經濟貢獻才有了價值，也同時來證明女性是需要被照顧、被

「養」的。 

更重要的是對於「越南女性」的認知，認為由於越南與台灣有相近

的文化背景，因此越南女性會認為男人是一家之主，就如同三、四十年

前的台灣，而越南女性也就和過去的台灣女性一樣傳統、顧家，以丈

夫、家庭為生活中心。Z 今年 39 歲，是位工程小包商，家庭環境看來與

一般人無異的他笑著說娶不到老婆，而當再進一步深談時他表示： 

「她們（指越南新娘）是比較傳統，因為她們那邊還是農業社

會，就像我母親、或是你母親、那個過去的時代背景一樣，傳

統、顧家。…那像我們這種鄉下地方，你說要娶一個都市女人適

合嗎？台灣女人哪還有什麼家庭主婦，都要請菲傭什麼的來

做…。」 

以上的資料讓我們看到，台灣男性自己本身就認定男人就該在外打

拼、賺錢養家，而操持家務、侍奉公婆則是女人份內的事，這點出了

「台灣新郎」在經濟因素之外的文化需求，而非僅僅只是因為「沒錢」

或「養不起老婆」這種經濟性論點。 

（二）親友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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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娶妻」並非只是新郎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家庭的大事，

娶親的繁複過程，婚禮的公開儀式，都在昭告眾親朋好友「我們家庭即

將有新的成員」。門當戶對的說法，清楚說明娶親是門內的家，戶內的人

所共同決定的。而當迎娶新娘入門後，需要去適應的不單是夫妻兩人，

還包括一起生活的所有家人。因此，家人如何看待娶「外籍新娘」的事

情，是台灣男性去迎娶「越南新娘」的重要參考想法。  

在訪談中，常聽到父母為了避免兒子無家、無子嗣，因此會去找婚姻

仲介，鼓勵兒子前往東南亞挑選合適的對象結婚。跨國娶親，家人的態

度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家人的堅持或壓力，常常讓台灣男性半推半就的

出國「相親」。如直到 40 歲都還未婚的 B 表示，在前往越南之前，其實

是有一個因相親而交往不錯的女孩子，然而女方家長嫌棄他的經濟條件

兩人因而作罷，他感觸很深地說，台灣真的是笑貧不笑賤，他也不想娶

妻了。B 說： 

「其實我本身是真的不想娶，但是我母親每次講到這個就很憂

心，眼淚一直流，她就說那你去越南看看，那時剛好有個朋友要

去娶，就一起去看看。」 

鄭雅雯的研究中，亦有相同的現象，她曾指出，台灣的男性是因為有

社會「文化的推力」，他的一個受訪者說：「其實我本來並不想結婚，不

過父母親就是認為說，覺得沒結婚就不完全啦，那是他們一個很大的責

任跟心願；因為『老ㄟ』一直要我娶，沒法度啊，所以就去國外娶」（鄭

雅雯 2000：50-51）。家人的支持或催促，不單是因為兒子能夠成婚、傳

宗接代，還加上透過社會網絡所獲得的資訊，被視為「具傳統美德」的

「越南新娘」吻合了他們的希求，因此才會「推」兒子出國尋婚。今年

37 歲的 A 從事蚵仔販賣的工作，因為拗不過家人的意見而跨海娶妻，他

形容其父母： 

「他們都會去打聽比較，鄉下地方的生活就是這樣，然後他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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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後，覺得越南新娘真的很不錯，所以他們就很積極。」 

這裡可以看到，台灣男性並非是「積極主動」，上網、看電視、看報紙或

親自去找仲介來找對象，反而是整個家族對於「不孝有三，無後為大」

的傳統意識型態，不斷去推動台灣男性必須去完成家族所賦予的任務。

也因此，家人對於「娶哪種太太」的意見，就非常重要了。 

社會文化的觀念，當然不只作用在家人，周遭的親朋好友也一樣受到

此特定文化思考的影響，對於「妻子」有特定的認知與想像。假如有某

些顯著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是在交往的圈子中，那麼他們的想法影

響力可能更大，特別是已經迎娶「外籍配偶」的人，以「現身說法」的

姿態出現，再度強化原先既有的性別想像。 

例如 W 的友人 D，他描述他的前妻是位大學畢業、有自己想法的女

人，但由於前妻兩度因為玩股票將家產輸光，讓他對於高學歷、有自主

性的台灣女性敬謝不敏。才剛與第二任妻子（中國籍）結婚兩個月他，

形容他的老婆如何符合傳統美德： 

「只要我工作完回家，我太太就會端一盆溫水來幫我洗腳，這有

哪個台灣女人做得到？…不管是娶哪國（指中國或是東南亞國

家）都一樣，她們因為來自的國家比較窮，所以不會要求這個要

求那個，而且很會照顧我們（指先生們），不像台灣女人，一天

到晚在講男女平等，做個家事都不肯，哪還會服侍我們？」 

當進一步請他解釋「傳統美德」時，他表示： 

「就是勤簡、樸實、順從啊，像現在的台灣女人哪有可能？隨便

一件衣服都要花你好幾千塊，還一直要什麼男女平等，像她們

（指外籍新娘）才會尊敬老公。」 

已經建立起跨國婚姻的朋友的意見，對於這些「台灣新郎」有莫大的影

響，一方面是交友圈中已有人這麼做，使他們不懼於他人的眼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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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是有活例在眼前，減低了跨海婚姻在心中的不確定性。Z 先生就提

到： 

「當初就娶不到老婆啊，隔壁朋友就介紹我去娶，因為他也是娶

越南的，我看他娶了之後也很是不錯，所以就想說去娶一娶好

了。」 

R 先生也說： 

「我朋友也是娶越南太太，看他們也很不錯，我自己打算結婚時

就去找他，說要他也幫我介紹一個，是也不一定會成功，我老婆

和我朋友的老婆是認識的，那時就問她說有人想過去看，問她要

不要給看，看完兩方都同意才結婚的。」 

「台灣新郎」本身受到其社會網絡中顯著的他人的影響，而後又成為其

他人的顯著的他人，如受訪者 U 就是這樣的「顯著的他者」，結婚三年多

的 U 是位花農，工作務實、家中有不少不動產，但有輕微的小兒麻痺，

而 U 妻則是十分具有「傳統美德」的女性，不但將家務、小孩打理得很

好，更外出工作存一點錢，有時寄回越南、有時則幫小孩買奶粉用，在

左右鄰居的眼中，是位不可多得的好媳婦。U 未婚的友人也提到說： 

「我也超過三十歲了，在這裡又沒有女孩子肯嫁，嫁了也不會要

住在這裡的；你看 U 他們這樣生活反而更好，太太又乖，還生了

一個這麼可愛的女兒，所以我也決定要娶越南太太了，我會請 U

太太幫我介紹…。」 

婚姻不僅僅是男女雙方兩個人的事，也是雙方兩個原生家庭與親族間

的聯繫尋互動，而會影響到個人和家庭其後的的社會網絡。在婚姻關係

中，社會網絡的成員不只提供意見的參酌，也常扮演情感上支持者的角

色（Osman 2004：136）。這裡可以看到，不論這些「台灣新郎」一開始

是否打算跨海娶親，他們都會受到交友圈（甚或是同鄉）的經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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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跨國的性別想像乘上眼前的活例証時，迎娶「越南新娘」就成了最佳

的選擇。 

（三）仲介的形象塑造 

在這些台灣男性的周遭，有許多抱持性別刻板印象（ gender 

stereotype）的家人與朋友，不斷在塑造一個理想的「傳統美德婦女」形

象，也進而去「正常化」（normalize）台灣男性對於性別關係的想像。在

此性別刻板印象下，以營利為基礎的婚姻仲介公司，透過此種性別刻板

印象，以行銷的手法來包裝「越南女子」，成為賣點。 

在訪談中，這些「台灣新郎」多半表示自己的婚姻是朋友或是親戚介

紹的，而付出的金錢純屬「媒人禮」，並表示這就像是過去的相親結婚一

樣，也不認為這是買賣的婚姻。經營蚵仔批發的 W 在娶妻後，透過妻

子，自己也開始經營越南婚姻仲介的生意。這種「以妻為貴」，進而進入

婚姻仲介的現象很普遍，不少受訪者的「媒人」也都是這樣。例如被爺

爺、奶奶逼婚的 A 說： 

「我們是透過朋友介紹，他自己也是娶越南太太，然後就開始也

幫別人介紹這樣。」 

而將娶「越南新娘」定為人生規劃之一的 R 說： 

「我是朋友介紹的，他也是娶越南太太。」 

但是這裡所謂的「朋友」，多半是認識不久、不太往來的。當再進一步詳

問相親及結婚的細節時，卻會發現，這不折不扣地就是婚姻仲介業者的

標準流程。他們口中所說的朋友是這樣： 

A：「我去娶她一共花了三十萬，包含來回三次的機票錢、住、和

媒人的錢，一共是三十萬，…剛開始選到她的時候，她說什麼我

也聽不懂，我說的她當然也聽不懂，旁邊都還要帶一個翻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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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去也都是一對一對一起去，比方說有五對出遊，就差不多有

二個解說員在裡面。」 

這樣矛盾的說法，說明「台灣新郎」並不願意承認自己是去交易一段婚

姻。雖然這結親的過程是以姻婚儀式來進行，但其商品化的特質架構了

姻婚家庭內的社會關係。 

仲介業者一方面不斷塑造「越南新娘」的柔順形象，提出越南為母系

社會的謬論，強調越南女性的刻苦耐勞，勤勞乖巧，對家庭的貢獻遠遠

超過台灣及其他國家的新娘；並且另一方面重申台灣社會的開發程度，

台灣女性眼高於頂的說詞，來加深重視傳統美德的一群對娶「越南新

娘」的認許。如： 

台灣教育普及、經濟發達、資訊開放、導致一般台灣女性學歷、

眼光、擇偶條件相對提高！長相、身高、收入、房產、家庭長輩

人數等都是台灣女性決定婚姻考慮因素！也因此造成單身男士越

來越多。台灣與越南經濟水平差異大，使台灣男性可以花較少費

用挑選自己滿意、年輕、漂亮的新娘！…且越南屬於母系社會，

在傳統道德影響下，女孩須負起家庭生計之重責大任，其持家、

相夫、教子的能力及對侍奉孝順公婆美德視為當然。也因此越南

新娘對家庭及先生的忠誠度，是最為國人所稱讚。（情緣越南新

娘婚姻網 2004.12.18）越南對外開放時間短，人民單純、忠厚、

善良、女子以夫為貴、服從度配合度高，頗有早期台灣女性之傳

統美德。…而台灣女子交往期間及婚後的花費往往不勝負荷，女

權高漲男仕喪失家庭主導權，淪為二等國民的人大有人在，最後

往往離婚收場；喜好物質享受，眼高手低，能吃苦耐勞的有幾

人。（紅鸞百合 2004.12.18） 

在婚後也開始從事婚姻仲介的工作的 W 說： 

「我們的經驗是，如果這個越南女孩的娘家越鄉下、家裡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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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那她的思想、行為就越接近我們母親那一代，那樣傳統的女

性。但是如果她是來自比較城市或是複雜一點的環境，或是她的

父母觀念不好的，過來台灣就很容易只想挖錢。」 

仲介對這些越南女性的描述與塑造，深刻地表達出台灣社會所期望的

「女人」是一個什麼樣的角色「您所娶的一定會是個顧家、任勞任怨的

好越南老婆」（越南新娘 2005.4.15）。透過對台灣女性已失去「傳統美

德」的說法，一方面強化了「具傳統美德」的越南女性是十分可取

（娶）的，另一方面，也加深了舊男性思想的正當性。 

從上面「台灣新郎」本身、其家人、朋友，以及仲介等各方說法，我

們可以發現台灣人所追尋的理想「妻子」，是具有三從四德的傳統女性。

我們將此一理想與現實中的台灣女性相較，高學歷、經濟自主等特徵卻

成了台灣女性的「缺點」，而在前述的婦德想像觀感下，此一傳統女性的

形像，則與「越南新娘」劃上等號。「不是我們要去娶外國的，實在是現

在台灣的女人太沒有傳統的美德了。」某位受訪的男性這麼說。當人們

在論述 A 事物多美好時，必定要有個負面參考點，以彰顯 A 事物存在的

價值。「具有傳統美德的越南女性」的參考點，就是「不具美德」的台灣

女性。 

陳麗玉的研究曾經提到：「台灣人要的媳婦，不是台灣女人也不是外

國女人，而是傳統女人」（2001：52）。在訪談的日常談話中，我們常聽

到「台灣新郎」說台灣女性缺乏「傳統美德」的，具有自我意識的台灣

女性已失去「傳統美德—順從」。在受訪過程中，一向很強調「三從四

德」的 Z 這麼說： 

「因為現在台灣的女人太強了，觀念和以前差多了，農業時代的

女人有三從四德的觀念，現在的女人哪來的三從四德！」 

「三從四德」，古早社會女性所被要求的「美德」，套用在現代女性身上

已經顯得有些奇異不合時宜了，沒想到當跨國婚姻成為可能的時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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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美德」被再度高高舉起，用以證明是台灣女性的「缺點」，而且透

過迎娶越南女性，再度複製原本存在的刻板性別文化。對於具傳統美德

的現任妻子十分滿意的 D 則這麼說： 

「知識高、學歷高的女孩子，反而是讓你管不住。…她們（外籍

新娘）比較落後，落後的話，就還比較有傳統的美德，現在台灣

的女孩子要找有傳統美德真的很難，她們不是都說不用靠男孩

子，要自己賺錢，因為靠男人就不自由。」 

現代社會所珍視的價值，例如高教育程度、獨立自主、兩性平等，在

這群男性與其周遭親戚朋友眼光中，變成了負面的特質。「傳統─現代」

被並置、比較、評比，衡量的標準是「傳統美德」，但這種測量，目的不

在比較「台灣─越南」女性的優劣，也不是用來比較「傳統─現代」的女

性優劣，而是用來比較台灣「男性─女性」的相對優劣位置。女性所具有

的「現代性」，成為男性無法掌控的危險因子，「知識高、學歷高的女孩

子，反而是讓你管不住」，如此的女性，讓男性的「男性氣魄」無法彰

顯，因此應該被排除在可能的婚姻對象之外。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女性」，這句話道出長

久以來社會對女性的期待，她的成就來自於犧牲自己換取丈夫的成功，

而不是她自己的成功。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妻子的順從與否

是「台灣新郎」選擇婚配的重要因素。他們所企求的是一位三從四德的

妻子，而這樣的尋求透過「他者印象」、透過「仲介的描繪」在「越南新

娘」身上獲得結果。在此一脈絡下，「台灣新郎」並非只是由於社經地位

相對其他男性低落而出國結婚，而更是因著想像找尋具傳統美德的妻子

而主動去選擇一段跨國婚姻。 

五、家庭內權力關係與「男性氣魄」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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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國姻婚建立後，「台灣新郎」及其社會網絡勢將「具傳統美德的

媳婦=越南新娘」的想法帶入婚姻當中，把此一期待的框架直接套在「越

南新娘」身上，期望將她變成一位台灣傳統的媳婦—順從的妻子。越南

妻子順從的另一面，即是丈夫的男性氣魄。此外，「越南新娘」由於語

言、文化的隔閡，再加上夫家刻意的約束，使其難以拓展社會關係或是

獲得社會網絡資源，缺乏社會資本； 4另一方面其經濟資本的匱乏，以及

台灣人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想像，使其夫妻間的「權力－順從」結構加

劇，在此，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以及國家發展程度差異所轉化的象徵資

本都對「台灣新郎」有利，賦予其男性氣魄的正當性，也再製了「越南

新娘」的婦德，並吻合「他者」的想像。 

（一）台灣男性所展示的「氣魄」 

當這些「越南新娘」來到台灣，由於語言 5和社會價值的不同，使得

她們無法即刻地建立在地關係，加上夫家擔心「新娘跑掉、被帶壞」而

對其交友、對外聯繫活動的限制，缺乏社會網絡資源，使她們的生活就

綁在小小的家庭空間裡，事事需仰賴丈夫或是夫家，在此窘境下，常常

不得不低頭。 

與 W 妻是在生活適應班認識的，她總是帶著可愛的女兒去上課，也

由於幫忙照顧她的小孩而熟識起來，她在班上是位健談的女性，和她在

家中那種拘謹的感覺全然不同。在課程結束後，每次造訪 W 家，W 妻總

是洗衣、掃地、煮飯、坐在門口抱著小孩，感覺日復一日很空虛的樣

子。當問及 W 是否願讓妻子外出工作時，他表示： 

                                                 
4 Pierre Bourdieu 將資本分為四種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而前三種

形態的資本皆可轉注成為象徵資本（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9)。在此將此概念引入跨

國婚姻的場域中。 
5 根據王宏仁（2001）在越南當地的田野調查，雖然當地有不少華裔的女性，不過嫁來台灣的

新娘仍有四分之三是越南人。仲介業者均表示，之所以不願意介紹華人女性，是因為其語言可

以與台灣先生溝通，就會在金錢與物質上多做要求，對客戶不好交代；另一方面也會壓縮利

潤，因為當事雙方可以言語溝通，所以在商品的買賣過程中，商品擁有者（賣方）可能就會跳

脫中間的商人，直接與買主接洽，進而損害了中間商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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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自己，我是很隨性的人，只要她本性不要變就好了。」 

然而一次私下與 W 妻聊天，妻子表示除了做家事也不知道要做什麼了，

所以就只好一直做家事，當問及 W 的妻子是否想要外出工作時，她回以

尷尬的笑容，說： 

「我也很想出去工作啊，可是他們不會給我出去的。因為我公公

比較愛面子，怕人家知道（知道她是越南人），所以我就不出去

了，不然他們會不高興。」 

W 妻放棄外出工作，是順從、也是無奈，她深知夫家的想法，身為家庭

中「媳婦」的角色，她努力去符合大家對她的期待。此外，婚姻讓人稱

羨的花農 U 也曾表示： 

「不要把她們（外籍新娘）當做外國人，難道外國人就不是人

嗎？她不會的我們要教她，她會的我們可以學。」 

另一方面，當他形容對太太絕不吝嗇時說： 

「當初她來的時候，我就有告訴她，只要她幫我生一個小孩，我

就幫她娘家蓋一棟磚造的房子。」 

像這樣以為妻子的娘家改建作為利益交換的作法，卻是不會用在台灣女

性身上的。在訪談的過程中，大多數的「台灣新郎」對於「外籍新娘」

都能表達出體諒的心情，然而在真正的作法上，卻又是另外一回事。傳

統文化下的男權思想讓他們根深蒂固的認知身為一個「媳婦」的角色，

就應該為家庭做這些事情—家務、生產、照顧小孩、侍奉公婆，並且最

重要的，順從丈夫。 

在林芳玫（1996）的研究中，受訪者明白的指出「女人太強了先生就

會不好受」，這從影視戲劇中觀眾所喜愛的女性角色可以窺見，這些受喜

愛的女性角色有如下特色：一方面符合女性角色的社會規範（賢妻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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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但同時又聰明能幹，在不威脅既有社會制度的前提之下，以母親╱

妻子身分個人的才華，促進家人生活的福趾（1996：192）。就如同 U 談

自己的妻子： 

「像我太太，因為她想賺錢，我就讓她去我叔叔那邊擠牛奶，一

天 800 元，現在連孩子的奶粉都是她在買的，我另外還會給她一

些錢，她想寄回家我就幫她寄，大家就都覺得她很乖，又上班又

帶小孩。」 

U 妻就如同林芳玫研究中受喜愛的女性角色一般，一方面符合賢妻良母

的形象，把家裡打理的很好，同時又聰明能幹，工作賺錢除了寄回娘家

外，還支付小孩的奶粉錢。不只 U 對她很滿意，連親友鄰居都表示她很

賢慧、很有傳統美德，並開始要求 U 當介紹人。他們所稱讚的並不是 U

妻本人，而是 U 能有這樣一位理想的妻子，其妻的傳統美德，被視為是

U 男性氣魄的成就。 

然而相當矛盾的是：這些「台灣新郎」一方面以保護者的姿態自居，

強調自己的「男性氣魄」，另一方面卻又是十分沒有信心，彷彿有「逃妻

恐懼症」。他們對老婆的態度大多很約束，在訪談中，當問到願不願意讓

妻子去上生活適應班或是識字班時，一向自詡疼老婆的花農 U 說： 

「我不會給她去的，讓她們那麼多人聚在一起不好，裡面一定有

一個二個是會自己買機票的，要是教其他人怎麼離開台灣怎麼

辦，…要寄錢我會幫她寄，她也要上班沒有空去上課…。」 

不讓她們學會寄錢、買機票，讓她們必需仰賴老公；而妻子的交友狀

況，做先生的也會介入，以確保「安全」。在母親哭求下完成跨國婚姻的

B，則是如此描述他「教育」妻子的過程： 

「她的朋友都會來家裡玩，我就偷偷觀察一下，晚上上樓就會問

她說今天什麼事妳覺得如何，我覺得如何如何，…畢竟台灣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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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生活還是不太一樣，而且她們到這裡來是花花世界，像大染

缸。」 

而有些「台灣新郎」的做法則是會過濾交友，甚至連買東西的自由也沒

有，深怕老婆會被帶壞或是跑掉的 M 則說： 

「家裡的東西幾乎都是我在買，不然就是我帶她去買的…。我不

是說很無情的人，都不讓她交朋友，但是我要先幫她過濾…如果

是在外面會亂來的那種女人絕對不行。」 

這些「台灣新郎」多半表示台灣社會充滿危險，妻子還未了解，所以

要從旁協助，這是真的關心她才會有的行為。他們常常以「保護」之名

來行限制之實，這「保護」的背後，隱含的是台灣男人的「逃妻」或

「綠帽」恐懼症，因為擔心妻子與外界的接觸多了以後，免不了相互比

較，或是交換資訊，逃脫的能力也會增加，所以這些「台灣新郎」多半

不願讓太太與外界有太多的接觸。這種做法，其實是不願讓「越南新

娘」獲得獨立能力，而後再藉著保護之名，來加以監控（沈倖如、王宏

仁 2003）。 

這也可以從他們表示選擇娶「越南新娘」的原因裡得到証實，以 55

歲高齡再婚的 H 很清楚地分析表示： 

「如果你娶中國的女孩子，她字看得懂、語言也可以通，她來台

就不需要靠你，所以去哪裡都可以，所以這方面就比較有問題

（指跑掉）。那越南的她看不懂、語言也不懂，在不論娶中國還

是越南，兩方面都沒有感情基礎的情況下，就是要讓她在看不懂

聽不懂的情況下只能依賴你，她也就跑不掉。」 

由於逃妻的恐懼，他們認為「中國新娘」因語言溝通沒有障礙，有獨

立生存的能力，也就是「跑掉」的機會比較大，因此多半不選擇同說華

文的「中國新娘」，或者是越南華人；並且在迎娶「越南新娘」後，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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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意讓妻子與外界有過多的往來或是學習獨立謀生，以避免她擁有

「逃跑」的能力，使她不得不依附、順從丈夫，再透過女性端的依附、

順從，彰顯其男性端的獨立、可靠等男性氣質。 

對妻子的控制以保護來美化，這種以保護為名，而行控制之實的行

為，反而突顯了他們「男性氣魄」的矛盾。在台灣社會關係中無法獲得

肯定，對自己缺乏自信，而透過對妻子以保護為名的管控、權力，以及

妻子對他們的順從、依賴，來突顯他們在家庭中的地位，進而彰顯他們

的「男性氣魄」，並且同時再生產了社會的男性氣魄。6 

（二）權力—順從結構的強化 

對於「越南新娘」的印象牽涉到人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和其人民的印

象。相對於台灣的經濟、科技發展程度，越南的國家形象在台灣人心中

是貧窮、落後的。透過這層優勢，即使「台灣新郎」在台灣的社會中，

是屬於比較中下的階層，但是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相較於「越南新

娘」而言仍是較優渥的（王宏仁 2001：115）。 

在鍾重發的研究中，其受訪者也提到，他在那些女孩期盼自己可以雀

屏中選的殷切眼光下，頓時發現自已竟然可以讓一個貧苦的女孩子脫離

困境，認為自己是救世主的英雄氣概，油然而生（2003：117）。這群在台

灣社會中一向被視為社會經濟地位弱勢的男性，得到了他們所想要的優

越感，相對於來自被認定為貧窮、落後國家的越南女子，他們是要「先

進」得多了，特別是這些遠嫁台灣的越南女性又多半來自越南的鄉下地

                                                 
6 有評審問，這樣的男性氣魄背後是否隱藏著某種程度的自卑和不安全感，此矛盾性質是否形

塑了一特殊的社會網絡與次文化，而與大社會之間產生某種程度的脫節或區隔? 我們認為，這

確實是一特殊的社會網絡與次文化，但其男性氣魄所附帶的矛盾並非是成因，而是產物。這些

男性不願娶「不傳統且需附出更多心力」的台灣女性，相對的，台灣女性也不願嫁給這群「太

過傳統又不願付出更多心力」的男性，在此他們已形成一特殊群體，娶越南女性是他們的解決

之道。但這個方法卻有著矛盾點，雖然在跨國婚姻中他們以傳統的兩性關係來互動、能得到期

望的男性氣魄，卻也由於對本身不自信、以及利益交換般的跨國婚姻建立過程，令他們擔心害

怕老婆逃跑、回越不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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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鄉公所工作的 R 很直接的表示： 

「這邊（台灣）再怎麼不濟還是比那邊（越南）好太多了。」 

龔宜君對台灣跨國資本建構的研究中顯示，台商傾向透過有利於自己

的經濟邏輯來詮釋，將越南建構成「母系社會」，「女性認命養家、男人

懶惰喝咖啡」是台商普遍對越南社會的形容（2004）。在跨國婚姻論述

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作法，如 U 提到，越南的男性多半好吃懶

做，成天蹲在路邊不事生產，而且越南相當貧困，和台灣不能相比擬，

越南女孩嫁給他們反而不幸。雖然有一點輕微的小兒麻痺，然而 U 談起

越南男性或是越南岳家的事時，他顯的很自豪： 

「我每半年會寄 500 美金給他（丈人），這樣就很夠了，他們要

割稻子割十年才有呢!…他們越南人沒有儲蓄的習慣，有多少花

多少，沒有那些錢也一樣花…他們不懂什麼叫存錢，也沒有想到

萬一身體不適要急用怎麼辦。」 

在這跨國的婚姻關係裡，「台灣新郎」或許在台灣是屬於社會經濟地

位較為弱勢的一群，但就整個世界體系而言，相對於邊陲國家的越南，

屬於半邊陲國家的台灣男性仍是具有相對優勢。在此跨國婚姻中，「越南

新娘」不僅有性別上的弱勢，還因台灣人心中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想

像，而有國籍上的弱勢。相對於「越南新娘」，「台灣新郎」的優越感支

持了他們的「男性氣魄」。 

對婚姻家庭的經濟貢獻程度往往影響個人在家中的權力地位，也可以

說，經濟權力就等於家庭支配權力。當女性的經濟貢獻度愈高，便擁有

愈高的自主權，婚姻中的權力與關係也就愈平等，相對的，當妻子的薪

水低於丈夫、甚至於沒有收入時，就保障了丈夫的地位（Basow 著，劉

秀娟、林明寬譯 1996）。在傳統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及婚姻關係

中，男性擁有較高的權力及地位，這除了與父權社會有關外，也和家庭

分工下，女性多半留在家中負責家務以及照顧小孩，經濟依賴男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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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女性進入勞動市場改變自己在家中經濟地位，對家庭中權力關係的影

響包括兩方面。首先在個人層面而言，強調的是接待社會中的勞動參

與，是促成女性移民意識與權力關係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在家庭

層面，經濟上對家族具體貢獻的提升、對自身和家族成員統御力的提

升、家庭內發言權及決定權的參與、甚至對父權制或婚姻制構成某種威

脅等都是影響指標。但受訪的這些「越南新娘」，由於對婚姻家庭少有金

錢上的貢獻，她們或者純粹在家負責家務勞動、或者協助家中的工作

（如：幫忙開蚵、在自家工廠工作…等）故沒有收入；縱有少數外出工

作，收入也會存起來匯回越南幫助娘家的經濟，因此在家庭中與丈夫的

權力地位落差更甚。 

Blumberg與Coleman（1989）認為經濟能力乃是左右婚姻關係中夫婦

權力最主要的因素，換言之，若女性愈能控制經濟所得，則愈能左右家

庭經濟、生育，以及其他各項決定。在我們的社會價值中，也認為如果

該家庭的經濟來源是由女性負責，那麼男方必定有問題，甚至是「沒有

用」的。因此，在這樣的價值評斷以及傳統男性就該擔負養家責任的思

想脈絡下，少有丈夫願意讓妻子成為家庭的經濟提供者。我們時常可以

看到這些丈夫並不願意妻子外出工作，若有也只是打個小零工，而錢也

多半是要寄回娘家的。故對婚姻家庭金錢上經濟少有貢獻的「越南新

娘」在婚姻家庭中的權力地位自是難以提升。7 

妻子的婦德是「台灣新郎」之所以選擇跨國婚姻的重要因素之一，他

們普遍地認知「越南新娘」是具有傳統美德的女性，不像台灣女性的重

物質條件，她們很肯為家庭奉獻心力，這些印象和台灣社會對於「媳

                                                 
7 有評審問，是否新移民女性就無能動性？因為本文主要討探討台灣男子為何要與越南女子結

婚，故未能就越南妻子的能動性加以討論。不過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女方並非是完全

被馴化的，而是「人在屋簷下，不得不低頭」的情況，多半隨著她們結婚時間久了，並漸漸擁

有部分社會或是經濟資本時（生兒子、拿到身份証、有固定工作收入、有自己的交友網絡)才比

較有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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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角色的期許，讓他們認真的考慮跨國婚姻的可能性。雖然這群「台

灣新郎」常說自己是在台灣娶不到老婆，但事實上是在台灣找不到他們

可「取」的老婆 8。 

這裡我們看到，對婦德的想像被帶入婚姻家庭中，形成「權力－順

從」的結構，而又藉由國家優勢、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等來強化，增強

了此一結構的穩定性。這是一個認知影響實行，實行形成結構，結構左

右認知的循環，此一結構固化了家庭中的「權力-順從」關係，非但再教

育「越南新娘」成為符合三從四德的妻子，也透由妻子的順從增強「台

灣新郎」的男性氣魄，並同時証實該社會網絡對於「越南新娘」的婦德

想像為真。 

六、結論：延續與再製傳統的「男性氣魄」文化 

一般認為，「台灣新郎」選擇跨海迎娶「越南新娘」，是因為他們處於

低社經地位，在台灣婚姻市場屈居弱勢，但台灣的兩性文化在跨國婚姻

所扮演的角色卻常被研究者忽略。「台灣新郎」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不

應該指他們相對於其他男性的經濟弱勢，而是相對於台灣女性的地位弱

化，導致這群男性在婚姻市場地位的變化。台灣社會對於男性氣魄的要

求、對傳統女德的想像，讓此群人跨海追尋具有「傳統婦德」的女性。

社會雖然已經大幅度變遷，但傳統的性別概念仍緊緊框制住兩性關係，

在父權思想的人們眼中，目前的台灣女性是已失去「傳統美德—順從」

的一群、也是不可娶的一群。透過跨國婚姻，傳統兩性關係的想像可以

實現，並且再生產出台灣的「男性氣魄」。 

                                                 
8 在外籍移工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情況，范裕康指出類似泰國人體力佳的「自然事實」，其實

只是「仲介行銷」與「雇主經驗」相互疊合、強化的「社會建構」，於是成就了「純樸」、「老

實」、「吃苦而對勞」、「主僕觀念深」等民族性格描述（2005：4）。隨著這樣的惡性循環，形成

固化的刻板印象。此一印象在我們的社會中透過實行，變成一種慣習（habitus），而後成為結構

的一部分，並影響、局限在此一社會中的我們如何去看待、處理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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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這樣的跨國婚姻只是延續與複製舊有的性別文化而已。本文提出

「權力--順從」結構中的傳統性別觀念的複製，其中隱含了兩性對於現代

社會兩性關係的不認同，台灣社會在性別角色上雖然有所鬆動，但在跨

國婚姻中台灣男性所欲再製的是三、四十年前的傳統性別觀念，而在當

前的時空背景下，已經不可能純粹複製以前的性別關係，只能說是他們

本身的期待、崇尚。 

我們的研究發現，傳統「男人當家」的想法對「台灣新郎」而言是理

所當然的，他們認為男性必須作為家庭經濟的提供者，在其「經濟」理

由論述裡，越南女性應該是「依賴、不能自主、物質需求低」的妻子，

也因此更可以彰顯其經濟貢獻的價值。同樣受到此文化經驗影響的家

人、朋友，對於「理想妻子」也有特定的認知與想像，尤其是這些社會

網絡中的「顯著的他人」的意見，影響力更甚，不僅在跨國婚姻形成前

對「台灣新郎」的決定有重大影響，在跨國婚姻建立後，夫妻間的關係

也會受到影響。除此之外，婚姻仲介業者營造越南女性的傳統與順從形

象，巧妙迎合了「台灣新郎」所需求的「傳統婦德想像」，將越南新娘呈

現為如同三、四十年前的傳統女性。最後，台灣社會對於第三世界國家

的想像，以及遠高於越南的所得、生活水準，讓這群台灣男性站在優勢

的位置上去想像「依賴的」越南女性。 

綜言之，跨海迎娶「越南新娘」，不但是為尋找婚配之道，還是台灣

部分男性強化其「男性氣魄」之道。透過丈夫對妻子的權力支配、妻子

對他的順從這樣的雙向關係，同時形塑丈夫的「男性氣魄」與妻子的

「傳統女德」。上述的各種結構性因素鞏固了台灣男性與越南女性之間的

「權力—順從」關係，在此同時，它也反過來堆疊眾人對「越南新娘」

的婦德想像，形成一種文化經驗，加深「理想妻子=具傳統美德的女性=

越南新娘」的聯結，成為再生產當前台灣社會「男性氣魄」文化的重要

機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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