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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面對跨國婚姻衝突的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社會結構

下，如何在不同的婚姻階段與父權家庭結構討價還價，在有限的選擇

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透過訪談16位越南籍女性配偶與3位男性

配偶，我們發現，台越兩國性別文化的差異，表現在跨國婚姻夫妻對

彼此性別角色期待的落差，導致家庭內部與夫妻的衝突。受暴的新移

民越南女性積極爭取外出工作，結果雖然讓新移民女性漸獲充權，卻

可能導致夫妻雙方的衝突更為升高、暴力加劇，甚至婚姻的破裂。我

們發現，對於這群女性來說，外出工作並不只是經濟理由，她們透過

就業的機會，逐步地增進個人資源，並改變與夫家互動方式與權力關

係。研究同時發現，兩個台灣特殊的社會結構因素：家庭暴力防治法

與中小企業為主的市場結構，有利於這群女性外出工作，最後成為能

走出婚姻暴力的主要力量。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Vietnamese migrant women in Taiwan find a way 
out of Taiwanese patriarchal family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marital stages with 
their own limited resources. We argue that getting a job outside family is a 
reason caus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also the catalyst to initiate a dynamic 
process of negotiating the patriarchy family system, and probably result in 
leaving unhappy marriage and pursuing an independent life of their own.

With in-depth interview of sixteen Vietnamese migrant women and three 
of their husbands, it shows that getting a job is not only motivated by 
economic reas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o gain resources to negotiate 
patriarchy family in this dynamic process. The gender roles expectation gap 
between Taiwanese husband and Vietnamese wife often results in conflict view 
of getting a job,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domestic affairs. In Taiwan, two 
structural factors, i.e.,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Law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tructures, facilitate these migrant women to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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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aints set by their patriarchy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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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婚姻移民女性的一個重要課題：從離開家鄉到語言

不通的台灣、面對新的媳婦、媽媽身份、公民身份的不確定、老公的

綠帽恐懼症、甚至家暴威脅，到出外工作賺錢、勇敢選擇自己的未來

人生，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他們有如此的人生轉折呢？他們永遠只是

台灣人或媒體眼中的可憐被害者嗎？還是在台灣這樣的社會結構下，

他們不斷與父權家庭結構討價還價，在有限的選擇中，找到自己生命

的出路？外出工作與婚姻衝突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首先，我們要強調，結婚來台的越南女性，並非全部都是在家暴

的陰影下，或因人口販運而來，根據王宏仁在1999年的調查，至少有

90％的受訪者表示對她們的婚姻感到滿意（2001），因此我們並沒有任

何意圖來推論，所有跨國婚姻都是悲慘或受騙的。然而過去媒體以偏

蓋全的報導，往往導致社會大眾對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婚移女性產生污

名和偏見，也對跨國婚姻產生許多錯誤的想像（Desyllas 2007）。在我們

所訪談的這群女性，都表示嫁到台灣來是她們自己的決定，而非被家

人所逼，或被仲介矇騙的結果。也有少數甚至說自己是在父母反對

下，偷偷進行的結果，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原生家庭的家計，因為她們

認為這是在盡孝道。顯然，她們決定遠嫁來台，並非如台灣媒體報導

所形容的，是一群軟弱無力的受害者，或者認為她們是以嫁來台灣為

「手段」，來達到其「經濟」的目的。這些媒體或某些論點，可能只是一

種階級與種族的偏見，並不能正確地描繪這群女性的想法或行為。我

們認為，越南女性配偶們的生命歷程是鑲嵌在20歲前的越南成長經

驗，與20歲後嫁來台灣的生活交織而成。因此，忽略了她們所處與經

歷的兩地之不同性別文化與社會結構，將無法深刻地理解她們。因

此，本研究強調，我們需從越南女性配偶移民前、後的生活經驗，與

兩地社會結構的差異切入，探討當越南女性配偶面對婚姻衝突、甚至

遭受家暴時，如何在台灣特殊的社會結構下做出回應。

過去國外有許多文獻探討移民婦女與工作、工作婦女與家庭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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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關係、家暴與移民婦女等不同面向的議題，但國內卻少有人探討受

暴移民婦女出外工作後，與父權家庭、婚姻關係所造成的影響。本文

將分析，越南移民婦女從來台開始，到她們面對婚姻衝突，外出工作

並決定與夫家決裂，這一連串的過程，越南女性配偶與其夫家之間的

關係，產生何種動態的變化？我們認為，面對家暴，越南女性移民會

主動尋求可能的生存策略，例如，以出外工作做為逃避婚姻衝突的方

法，也因而走入了台灣社會，進而與在地社會網絡產生連結，造成自

我增能的結果，回過頭來也影響了她們的婚姻與家庭的發展。當「出外

工作」此行動開始時，不僅越南女性配偶開始轉變自己，也開始轉變她

們與家庭的關係，她們變得更加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但同時夫家也施

加更大的壓力在她們身上，在此動態過程中，因為台灣國家法令的介

入與台灣的經濟結構關係，使得她們得以走出家庭，外出工作並得以

在台灣社會獨立站起。

我們將看到，來台的越南女性配偶，從一開始被限定在家庭內的

妻子與媳婦角色，到生育子女後的母親角色，轉變到積極尋找外出工

作，並成為經濟市場中的有償勞動者，在這樣的過程裡，她們開始覺

醒和展現自主性，並且自我增能，改變夫家家庭內的性別與權力關

係，甚至某種程度上顛覆了父權家庭結構的再生產的機制，展現其在

日常生活中的主體性。因此，外出工作成了她們扭轉個人婚姻不幸，

與尋找生命出路的一種積極策略，成為個人主體性的具體展現。

一、文獻回顧

（一）性別文化與性別角色期待

針對台越性別文化差異，王宏仁認為，假如比較台灣與越南兩個

社會，其實越南的性別文化是比台灣更平等的。傳統上，越南女性可

以繼承財產（漢人社會是不行的）、可以祭拜祖先（漢人社會只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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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來祭拜）、父母親與女兒同住的現象並非不尋常，特別是受漢化影

響較低的南部社會。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約50％，低於越南女性的

78％甚多1 。加上社會主義強調的男女平等思想、越戰時期必須動員女

性參與勞動，因此越南女性的地位都有相當程度的提升，國家提供的

全民幼兒托育、免費基礎教育，都幫助越南女性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出

來而進入勞動市場（Barbieri and Belanger 2009）。

因此，當越南女性因婚移而來到台灣進入夫家後，首先需面對的

是自己與夫家各自擁有的性別文化與角色期待的差異，如果雙方之間

差異過大，婚姻可能產生的衝突便已經埋下伏筆。當大家庭繁重家務

施加在她們一人身上，再加上婚姻衝突甚至暴力對待時，她們會想辦

法逃離，而並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只是軟弱無力和被動消極的個

體。她們會積極地尋求對策，來逃避不愉快的婚姻關係與暴力對待，

而我們發現，在台灣特有的社會結構下，外出工作是逃脫父權施加繁

重的家務包袱的策略之一。但是她們能否順利外出工作，則受限於夫

妻雙方對性別角色期待的差異，與其在婚姻不同階段中所擁有的資源

與權力的互動關係而決定。若外出工作的安排讓夫家感到不滿，越南

女性移民會挑戰夫家的性別角色期待，往往造成雙方衝突的升高。

「性別角色理論」認為，男主外女主內與男尊女卑的傳統父權意識

型態，會決定夫妻的家庭權力關係與家務分工模式。換言之，男性是

養家角色，負責外出賺錢，女性是照顧角色，在家操持家務，因此如

果越持有性別平權觀念的雙方，家務分工或賺錢養家的責任分配就會

越平均（Greenstein 1991, Coltrane 2000）。在我們的研究中也強調這樣的

性別文化差異，台灣丈夫與越南太太來自不同的性別文化結構，結構

性差異導致他們對於配偶在家庭內性別角色的扮演有不同的想像，並

引起衝突與暴力的發生。

1 王宏仁，「越南社會文化學習網」〈越南移工與原鄉性別文化〉，http://blog.yam.com/
hongzen63/article/8053472（取用日期1/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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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移女性與外出工作

至於有關移民婦女在婚姻關係中的權力，有許多關於夫妻權力關

係與婚姻衝突的移民研究都與本文息息相關，但既有的研究大多都是

指涉「同族群」的夫妻一起搬遷到國外後，權力關係消長的相關研究。

例如，對於亞洲移民婦女與工作的關係，Espiritu做了相當詳細的回

顧，與本文最相關的是他對於女性工資勞動者，與其家庭內性別關係

的討論。他認為亞洲移民家庭，在移民過程中找工作，女性相對於移

民男性來說比較容易，也因此兩者之間在家庭中性別關係會因經濟資

源擁有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並進而挑戰了亞洲男性的父權權威（1999：

640）。但在此同時，Espiritu仍認為，這些女性工資勞動者出外工作的

結果，雖提高了其在經濟面向的資源，但並未能挑戰父權結構，她們

的工作只是為了提高家庭所得，並盡其家庭義務（媽媽與太太角色）罷

了，所以他認為外出工作的女性，仍在維繫傳統的家庭體系（1999：

642）。

Menjivar（2002）與Zentgraf（2002）的研究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

女性外出工作後，正向的方面是提昇了其經濟地位，但也可能導致其

在家中的處境更為艱難。換言之，一方面她有維繫家庭生計的經濟重

擔，另一方面又有維繫父權家庭結構男尊女卑的文化壓力。換言之，

以上作者並不認為移民婦女外出工作，就會挑戰家庭中的父權結構。

不過Ong（1996）的研究也描述全家移民到美國後的柬埔寨婦女，會在

認識了結構的優勢後，利用美國家暴法的保護，來改變丈夫的酗酒行

為，而她們也會因為在美國的經濟結構下，比較有出外工作的機會並

獲得自己的經濟收入，並因此改變了夫妻在家庭內的權力關係。因

此，Ong認為，柬埔寨夫妻移民到加州後，因為社會條件、福利制

度、工作關係，導致家庭內部關係與性別關係的改變。我們研究的越

南女性移民是與她們自己不同族群的台灣男性結婚，而且獨自一人婚

移到台灣來定居，因此，跟以上的研究並不完全一樣。我們發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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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越南女性也會援引台灣的家暴法來保護自己，但是台灣的丈夫

則會利用越南女性移民不完整的公民權來抵制越南女性移民的不順從

和出走。

另外，關於已婚婦女外出工作的動機，常常被認為不外乎是物質

或精神的兩方面。前者意味著需要婦女的這份經濟收入，以維持或補

充家庭生計，後者所指的則為當代女性追求自我實現與現代性的表

現。我們發現，越南配偶對於外出工作，則是兼具經濟與獨立自主的

需求，特別是在遭受婚暴後，外出工作成了她們重要的生存策略之

一，但往往也導致了留在家中面對婚暴的加劇，或逃家後的婚姻破裂

之結果。婦女外出工作究竟會為家庭內的性別關係帶來何種變化，研

究者有不同見解，有些認為婦女外出工作有自己獨立的收入後，會帶

來家庭內比較平等的性別關係，有些則認為並不一定。例如，職業婦

女往往在公司下班後，還有家裡的「第二班」（second shift），仍是主要

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者（Hochschild, 1989），因此，婦女外出工作就不能

簡化為女性地位的抬頭，或夫妻權力關係的改變。在我們的受訪新移

民女性身上，我們看到的比較接近Hochschild的描述，縱使她們外出工

作，仍然需承受夫家對她們身為女性傳統角色之要求，尤其當她們外

出工作而減少了家務勞動或不能盡照顧家人的責任時，常常導致夫家

的不滿。換言之，她們的外出工作並沒有因此能減低繁重的家務勞

動，在兩份工作的雙重的壓力下，筋疲力盡但仍得不到夫家的認同，

越南女性移民的不滿也會因而升高，因此，婚姻關係並不一定能因此

得到改善，家暴有時反而更為升高。

以「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來看，該理論認為夫妻雙方擁

有資源的多寡，會影響其家庭權利與分工模式關係。換言之，擁有較

多資源的一方，其家庭中的權力地位也較高，若太太沒有經濟收入或

收入較低，則處於相對弱勢，因此必須服從丈夫。例如，太太只好以

家務勞動的付出，以照顧的角色來換取自己在家庭中經濟依賴與地位



009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

的保障（林津如2007，Blood and Wolfe 1960, 2000）。然而，這樣的說法

缺少本研究所強調的動態觀點，沒能看到夫妻間的權力關係與資源的

擁有，在不同婚姻階段會有不同的動態變化。初嫁到台灣的越南配

偶，與居住了三、五年後的她們，其所擁有的資源將有所不同，也影

響其性別關係與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因此，夫妻權力關係並不會是

一成不變的。例如，我們發現，越南女性配偶來台初期的頭一、兩

年，因為個人與結構的限制很難外出工作，因此，她們並沒有積極反

抗家暴的能動性。不過，過了幾年之後，她們大多數都會積極地找機

會外出工作賺錢，這時她們的自我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會因此而有

所轉變。

（三）動態婚姻關係

作者強調，本研究所著重的是要分析受暴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不

同婚姻階段中，所呈現的個人與家庭內權力關係的複雜動態變化，而

這樣的動態過程，我們發現，也是過去的文獻比較忽略的分析面向。

換言之，我們的研究強調為何這群受暴的新移民女性能夠逐漸走出家

庭暴力，其中外出工作又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外出工作後產生的

自我增能與自主性的提升，在不同婚姻階段中，如何影響她們與夫家

的關係。如同本文作者所強調的動態觀點，唐先梅（1997）的研究也採

「階段性」影響的說法，來分析「家庭週期」如何影響台灣的家務分工，

她指出結構、理念與權力三個層面對台灣家務分工有階段性的影響，

而結構性因素（如階級、家庭週期與就業情況）對家務分工的影響最為

直接，這一點與我們所強調的夫妻資源變化的「動態觀點」是相當一致

的。

由於我們的受訪者多數為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之新移民婦女，她們

很容易被刻畫為被動無知的可憐受害者，然而，在我們的研究卻發現

了她們不同的面貌，在弱勢形象的背後，她們也會積極地尋求個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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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後的出路，她們不是如同媒體和大眾所刻板化下的單面向婦女，而

是會透過結構與個人不斷的互動而逐漸產生其自主性的女性主體。關

於貧窮與社經地位女性的自主性方面，過去已經有很多的研究，共同

的結論是移民女性自身的能動性，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下才能施

展。在動態衝突關係的分析過程中，受訪的越南配偶會不斷地透過與

夫家的協商來處理面對的婚姻衝突。

（四）父權協商下的權能動性施展

關於「父權家庭」的定義與「協商父權」，根據D. Kandiyoti（1988）

認為「男性支配」是父權的主要特徵，然而父權卻不只有一種形式。女

性會在不同型式的父權關係中，產生出不同的協商模式。Kandiyoti進

一步區分所謂兩類型的父權，一為「非洲下撒哈拉模式」，另一則為屬

於「亞洲的典型父權結構」（classic patriarchy）。在亞洲的父權模式中，

年輕的媳婦不只要服侍丈夫，負責生出兒子，更要看夫家長輩的臉

色，而婆婆往往是家庭中主要擁有權力者。另外，Wolf（1972）提出

「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指出亞洲婦女會期待自己透過生

出兒子、與因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加其在家庭內的地位與權力，所

謂多年媳婦熬成婆的觀念。因此受限於父權結構，女性會無意識地協

助鞏固亞洲父權的穩定。不過她也承認，亞洲婦女最後仍然不會只對

尋求在家中的權力地位的提昇而感到滿足，而會對父權體制的壓迫有

所反對，這也意味著亞洲女性仍有性別意識覺醒後個人主體的展現的

可能性（Wolf 1974），這樣的說法也與本文作者強調的新移民婦女在動

態的歷史過程中而逐漸增能的觀點相當一致。

另外，Gallagher（2007）研究中東回教國家敘利亞居住於大馬世革

古都的低收入婦女，描述這些婦女如何與父權家庭中的父親、兄長、

丈夫甚至男性親人協商，而取得外出工作的機會、自我賦權的例子。

她們在既有的回教世界保守的穆斯蘭性別文化框架下，一方面遵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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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依賴男性」（gender dependency schemas）與男主外、「女主內」

（domesticity）性別道德規範，一方面利用家庭需要婦女外出工作以補充

家計的狀況，透過國家整體經濟政策的協助下，展現她們自主性，積

極爭取家庭外的工作機會，最後，不但擁有了自己的經濟收入，並能

建立她們在家庭以外的人際網絡，除了提昇家庭的整體經濟，也改變

了夫妻間權力關係，如果不幸離婚，這些有工作和自己的收入的婦

女，也有自己獨立性能走出不幸的婚姻。這個例子與我們的受訪者相

當類似，都是利用外出工作賺取自己的經濟收入來獲得賦權增進自主

性的個案。

因此，我們強調，縱使是下階層教育程度與經濟地位不高的婦

女，也有其在父權結構中發揮能動性，突破困境的可能，我們的這群

受訪移民女性也不例外。因此，我們認為類似Espiritu或Zentgraf的說

法有幾個問題：（1）假如因為工作收入的差異，使得家庭內男性的權威

受到挑戰，為何這不能被解釋為是一種女性在挑戰父權家庭體系的日

常生活政治，卻反而認為這些工資勞動女性是在維持一個父權的家庭

體系呢？（2）過去的相關研究都是同族群的夫妻全家一起移民到歐

美，因此夫妻之間並沒有文化背景差異的問題，但假如妻子是來自於

與夫家性別文化並不完全相同的社會（例如台灣夫家與越南太太對女性

外出工作的看法不同），那麼此時就可能會出現妻子挑戰夫家觀點，而

不只是接受或複製接受國的文化。換言之，過去的研究除了Ong

（1996），Menjívar（2000, 2002）的研究外，都沒有考慮移民者的原生社

會文化所帶來的影響，而這也是本文想要做出的一個貢獻：越南社會

的性別文化對於台灣父權家庭體系的衝撞。（3）移民女性出外工作，跟

家庭內部性別關係的變化，是個動態的社會過程，會因為不同的婚姻

階段、不同的社會環境變化，而有不同的協商過程，但是這樣的動態

變化過程，在目前相關的文獻都沒有看到。因此，本研究從婚移女性

所經歷婚姻不同階段之歷程，來探討跨國婚姻家庭內關係的動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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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是靜態簡單的認定其因果關係，例如夫妻兩人資源擁有的多

寡，就自動地會挑戰父權家庭結構。

關於移民婦女究竟能夠透過何種方式獲得賦權增能，除了個人增

能（王宏仁、沈倖如，2003），社區支持也是另一提升其自主性的途

徑。有一些研究從社會運動團體的角度（Abraham 1995；夏曉鵑 

2006），或者從社會互助團體的方式（Kibria, 1990）來討論社會支持如何

幫助移民。研究指出，當新移民女性遭遇婚姻衝突時，往往會傾向先

從自己相同族群的社會網絡中求助，因此建議移民福利政策應該設計

將移民聚集的社區，做為協助新移民女性的主要基地，以同族群的個

人或團體為中心的服務方式，較為適合這群新移民受暴婦女的所需

（Nah 1993; Preisser 1999, Rhee 1995）。另外，移民家庭會因為移民圈子

的聚集，而產生社區的凝聚力，當家暴發生時，社群壓力會抑止家暴

的再發生。但是某些文化卻相反地縱容家庭暴力（包含身體與心理的形

式）的存在，女性反而會被要求需遵守好媽媽和好太太的形象，以維持

丈夫的男子氣概（Midlarsky, Venkataramani-Kothari and Plante, 2006: 

293）。

相對於以上的研究，我們的受訪者多數不是有時間能夠去參與社

會團體或社會運動者的女性，因為她們是一方面承受著家務負擔，一

方面想辦法外出工作，但又不受夫家支持，甚至遭受暴力對待的一

群。她們的家庭多數有經濟上的壓力，與婚姻美滿，且有時間能夠去

參加識字班與參與民間社團者，是相當不同的一群婚移女性。因此，

她們能夠獲得的增能，反而比較是從參與台灣的勞動市場，從經濟獨

立與社會網絡的建立開始，而台灣家暴法立法十多年後所形成的社會

共識，使得許多台灣人會協助受暴移民婦女舉發家暴，這是對受暴移

民婦女有利的結構條件，這些協助者多為工作中的雇主、同事或鄰

居，而不是社會團體。

因此本文與以上的研究最大差別在於：（1）我們的案例，是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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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族群的台越跨國婚姻，因此，這裡台灣的男性並沒有所謂移民社區

團體的壓力，夫家往往反而是助長暴力文化的場域。而越南的性別文

化跟台灣有所不同，因此越南女性並不一定會願意遵守夫家所持的台

灣性別文化對她們的要求；（2）以前的這些研究很少探討，當沒有社會

團體支援，或無社會壓力能抑制施暴的丈夫時，這些婦女如何走出夫

家的控制？是否有其他可能的社會機制，能支持她們走出家門？我們

認為，外出工作為另一個可能的因素，使得她們能夠脫離夫家的父權

壓迫，雖然其結果也可能導致婚姻的破裂。（3）過去的這些研究很少探

討一個對抗父權的動態過程，就如前面我們所說的，大部分研究都是

一個自變項與應變項的直線關係，例如討論社群的壓力有助於走出家

暴，但卻沒看到，在這個走出家暴的過程是動態複雜的，在某個階

段，可能因為外力的介入，例如社區、政府部門或相關NGO團體的介

入協助新移民女性，反而使得家暴更加嚴重，甚而加速婚姻的破裂。

因此，本文作者們強調，針對台越跨國婚姻衝突的現象，放在不同越

南女性配偶所處的不同婚姻階段的動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視

角。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從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間，總共訪談了16位曾前往某

縣市社會局家暴中心求助的越南婚移女性，我們也有機會訪談了其中3

位越南女性配偶的丈夫。此外，除了家暴中心的訪談外，我們也多次

到越南女性配偶的工作場所與家中做觀察與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個半

小時至兩個小時，有時超過兩小時。有少數受訪者我們進行兩次以上

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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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受訪越南配偶基本資料  

編號 假名 身份證 2 家暴保護令 來台後經歷之工作 家庭居住型態 子女狀況

1 阿美 申請中 有 越南咖啡店服務生 與婆婆同住
兩女（3歲、
2歲）

2 阿瑤 申請中 申請中
傳統市場豬肉攤、

小吃店
與婆婆同住 一子（3歲）

3 阿閑 未申請 有 美髮
與丈夫前妻之

子女同住
無小孩

4 阿芸 未申請 未申請 早餐店 與婆婆同住 一子（3歲）

5 阿柯 有 有 越南小吃店
與公婆與小叔

同住

兩子（8歲、
5歲）

6 阿華 申請中 未申請 早餐店
與婆婆與小叔

同住
一子（5歲）

7 阿鑾 申請中 有 早餐店、油漆工
與 公 婆 與 小

叔、小姑同住
一女（6歲）

8 阿香 申請中 申請中 電子廠
與婆婆小姑同

住
一女（2歲）

9 阿銀 申請中 有 賣檳榔
與公婆與小叔

的子女同住
一女（6歲）

10 阿巧 有 未申請 越南河粉店
與丈夫、子女

同住

一子一女（8
歲、5歲）

11 阿瑜 未申請 未申請 電子廠 與婆婆同住
一女一子（5
歲、2歲）

12 阿嬌 未申請 未申請 賣檳榔、小吃店 與婆婆同住
兩子（9歲、
6歲）

13 阿菁 有 未申請 火鍋店 與婆婆同住
一女一子（5
歲、3歲）

14 阿翠 未申請 申請中 賣鹹酥雞、包便當 與婆婆同住
一子一女（4
歲、3歲）

15 阿莊 未申請 有 摺衣服、包檳榔 與婆婆同住 一子（1歲）

16 阿雅 未申請 申請中 越南河粉店 與婆婆同住
兩子（4歲、
3歲）

16位受訪越南女性配偶除了一位來自北越，並且是因在台擔任監

護工時，自由戀愛而認識台灣老公外，其餘都是從南越透過婚姻仲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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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而結婚來台。結婚來台時間平均為5.3年，最長的為10年、最

短的為2年。她們年齡從22至33歲，平均年齡為25歲。教育程度多為

6年以下，只有兩位超過6年。丈夫的教育程度平均約為9年。其中有

兩位越南女性配偶已經拿到身份證，其他目前多持定居證，4位正在申

請身份證，1位正等待核發。有6位從不知道關於身份證申請的問題，

有1位不想申請台灣的身份證，因為她並不想放棄越南國籍。

16位受訪越南女性配偶中，有14人與公婆同住，其中有7人不只

與公婆，也和小姑、小叔或先生的兒子、媳婦等同住。她們也幾乎都

有親戚或朋友先後因結婚來台。16位受訪者中，有9人至少生育一個

兒子，或者1兒1女，其他6人只有1個或2個女兒。只有一個沒有小

孩，這是因為丈夫為第二次婚姻，年長受訪者34歲，該受訪者曾懷孕

一次，但因先生不要小孩而墮胎。

根據越南女性配偶的描述，其丈夫失業者有5人，工作收入不穩

定的有6人，丈夫酗酒者有7人，吸毒者1人。所有訪談的過程皆取得

受訪者同意之後進行錄音與錄影，並在訪談過程向受訪者說明，該訪

談內容完全保密，只供研究分析需要時所用。

我們必須說明，本研究的主要重點並不在討論與評估家暴發生的

原因，或夫妻之間的是非對錯。這些受訪者並非全部是嚴重的家暴個

案，大部分的越南女性配偶曾經前往警察局求助，並轉介到社會局進

行個案會談，有些取得家暴保護令，有些則否。這些受訪的越南女性

配偶與其丈夫的共同的特色是，兩造對婚姻的衝突問題皆有相互指責

的現象，從我們所訪談的3位台灣丈夫發現，他們對於引起婚姻衝突

的說法，常與太太有非常不同的觀點。例如，一位持有保護令的越南

婦女，其丈夫也同時申請保護令，丈夫以此證明只是夫妻吵架，而且

雙方之間都有動手。當社工員與越南女性配偶的夫家進行接觸時，夫

家往往也會對社工員抱怨並申訴越南女性配偶的問題，並表示他們自

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共同生活的當中，觀念的衝突和期待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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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導致衝突，然而最後求助的多為越南女性配偶，而非這些台灣丈

夫，因為多數的丈夫會以暴力回應越南女性配偶的不順從，但這並不

表示丈夫同意她的太太是婚暴的受害者。換言之，夫妻之間的是非對

錯，在比對雙方的說法時，常有極大的出入，然而「仲裁」並不是本文

作者想要做的工作。

底下我們將先說明台越婚姻的背景，以及雙方的文化觀點差異，

接著討論越南女性因婚姻移民來台後，在不同的時間點，因為不同的

社會結構環境下，而與夫家關係所產生的動態變化。

三、台灣—越南跨國婚姻的社會背景

台灣—越南的跨國婚姻，約從1990年代中開始，蓬勃發展時期是

1996到2003年之間，一直到2007年底，已經有超過十萬名越南女性與

台灣男性結婚。對於為何台灣男性要向外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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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透過婚

姻媒合業者，轉向海外娶「越南新娘」（王宏仁 2001）。但除外在的社經

條件、國際政經不平等的因素外，另一常被忽略的是性別文化因素：

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田晶瑩、王宏仁（2006）的研究發現，在出國娶

妻的台灣男性心中，認為順從是妻子應有的表現，因此透過跨國婚姻

中能獲取與妻子的「權力—順從」關係，使他們的男性氣魄

（masculinity）得以受肯定、得到強化。這種性別文化影響而來的跨國婚

姻，在Thai（2008）的研究中也提及，美國的越南裔男子會回去越南娶

妻，也是期待有傳統美德的越南女子。台灣的家庭結構，基本上是一

個父系子嗣家族體系，家庭中的關係以「親子」關係最為重要，「媳婦」

的功能要奉待公婆，延續男性香火。有研究者這麼說：男人的一生中

有三件「大事」（great events）：出生、結婚和死亡，但女人的一生卻只

有 一 件「最 重 要 的 事」（greatest event）即 為「她 的 婚 禮」（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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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42）。而親子軸的關係所指的，並非親子間的親密關係，而是以

「孝道」為主所組成的規範。媳婦嫁入夫家，要先學會的不是侍奉她的

丈夫，而是看婆婆的臉色（Wolf，1972）。在一般社會的觀念，嫁出去

的女兒便是潑出去的水，娘家最好不要過問女兒在夫家的狀況，以免

被說是「壞親戚」，也因此一位嫁入夫家的女性，便必須不斷與這套父

權家庭內的眾多權力關係協商，以求得自己在複雜家庭關係內能妥適

地生存。

利翠珊（1999）對台灣家庭的研究發現，媳婦面對父權家庭壓迫

時，大致有兩種選擇「自我說服而認命」及「不認命卻無可奈何」。當能

力與資源均不足以對抗龐大的父權家族時，台灣女性會轉而調整自己

的心態，接受父系的價值觀。後者則是就算不願屈服與父系文化，但

選擇仍相當困難，因為周圍的環境並不允許。或許這是一般台灣女

性、或嫁來台灣的越南媳婦的處境，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我們

會發現，反而結婚來台的越南女性，由於來自不同的性別文化，因此

也在日常生活中，她會不知不覺地不斷挑戰、改寫，甚至無意識地破

壞這套父權家庭的再生產機制。

至於為何越南女性希望與台灣男性結婚，一般的論點是認為「全球

上嫁下娶」的觀念（global hypergamy），也就是第三世界比較貧窮的國家

人民，希望跟第一世界比較富裕的國家人民結婚。但是與外國人結婚

的動機相當複雜，絕對不能簡化為單一的經濟因素，就如Constable

（2005）說的：「這個概念是拿來提問題，而不是一個答案。」因此越南

女性與台灣男性結婚的動機，雖然希望能找到工作賺錢寄回家是一

個，但不能簡化為單一的「賺錢」動機，因為背後其實還有更為複雜的

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了她們追求工作機會，以尋求自主，甚至脫離家暴

處境的可能性與複雜因素。

在我們受訪的越南女性常常會說，我是為了我的爸爸或媽媽而嫁

來台灣的，這顯示了在她們的想法中，女兒為了父母而犧牲自己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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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是一種可貴的表現。也因此他們來台後，的確也表現出希望很快

可以開始工作賺錢，以便回饋娘家。這樣的行為，可能是儒家文化影

響下的一種家庭經濟策略，透過在台灣的婚姻、工作，改善原生家庭

的經濟。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女性出外工作在越南本來就是一項歷

史悠遠的傳統，特別是農民階層的女性，都必須參與所有的農耕。而

在南部越南，女性經商的歷史也很悠久，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南部阮

朝依靠對外經貿維繫政權，當時已經有紀錄許多女性騎著馬到處經銷

商品（Owen and Chandler 2005：106-116）。越南人普遍也認為女性比較

擅長於經商，因此市場的買賣幾乎都是女性在做，不管是蔬菜攤還是

肉販。目前越南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78％，而台灣卻只有48％，這

都顯示越南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是一件非常普遍的現象。換言之，越南

與台灣社會對待女性外出工作看法是有差異的。相對來說，越南比台

灣整體社會對於女性外出工作支持的程度較高（Barbieri and Belanger 

2009），這也使得越南女性帶著越南的性別文化來到台灣，並期待能外

出工作，但卻無法受到台灣夫家的認同。越南女性不能瞭解，為何台

灣老公會對太太外出工作如此的不安，而台灣丈夫也不能理解，越南

女性為何要堅持外出工作，跟他們原來對越南女性的想像，認為她們

應該比台灣婦女更傳統、更保守，是更理想的好媳婦、好太太和好媽

媽的想法，產生很大的期待落差。

越南女性在儒家文化孝道的影響下，以及原來具有的工作傳統，

來到台灣後，希望盡快進入勞動市場工作，並且寄錢回越南，其實並

不足為奇，只是台灣丈夫不能理解。況且，在台灣傳統的父系社會文

化中，女兒未出嫁前的收入，幫助原生家庭是合理的，但是婚後工作

的所得，如果還拿回娘家，往往會被認為是背叛和對夫家的不忠誠。

因此，許多出嫁後孝順的女兒為了幫助原生家庭父母，常常需透過攢

私房錢的方式，偷偷地拿錢回家，很少人能光明正大或甚至認為理所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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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來台的越南女性配偶面對中文能力的限制，生育與照顧責任，

使得她們外出工作的渴望必須暫時被壓抑。她們馬上碰到的第一個問

題是語言障礙，由於多數來台的越南配偶並非華人，因此在學習中文

上（不管是國語或台語），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換言之，剛來台灣

的第一年，當中文尚未純熟時，她們很難在外面找到工作。但是，當

第一年過後，可以操尚不流利的語言時，這時她們大概也都已經懷孕

了。目前台灣的幼兒照顧體系私有化程度很高，越南移民女性不太可

能將小孩子送給褓姆照顧，然後自己出外工作。因為送給保母全天的

照顧，在都市中一個月大概要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左右，移民女性的

所得，可能還不足以支付這樣的費用，若加上家中還有老人家需要照

顧，又有家務工作的需求，她們想要獲得夫家支持而外出工作的機會

更是不可能。台灣兒童與老人照顧福利體系的不足，成為新移民女性

外出工作的結構性障礙之一。除了經濟計算之外，夫家的強烈反對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使移民女性可以掙得約兩萬元的工資來找人照顧

小孩，但在台灣傳統父系文化下，照顧家庭才是第一要務，就如一位

受訪丈夫說的：「她要出去工作可以啦，但必須先把小孩子照顧好。下

午孩子放學前，就必須去接孩子回家，煮飯給小孩吃。」

越南女性配偶如何克服種種障礙與阻撓，以爭取外出工作的機

會，會動態地影響她們與夫家的互動，而最後走出婚姻衝突，其掙扎

的過程也與外出工作後，越南女性配偶個人的改變，與和夫家的互

動，充滿了複雜的連帶關係。底下，我們將根據我們訪問的16位越南

配偶與3位丈夫的資料，跟田野中的觀察，來討論越南女性配偶如何

與台灣夫家的父權體系協商。我們發現，夫家對於越南女性的家庭角

色扮演，往往並不滿意；同樣的，越南女性對嫁來台灣後的生活方

式，也常常感到期待落空與失望。在雙方的衝突與協商過程中，女性

不斷挑戰父權的壓迫，並且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援引不同的力量來增強

自己的能力，甚至最後獨立而離開這個父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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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她們這樣的生命歷程劃分為三階段，每個階段越南女性配

偶本身皆有不同的轉化，而夫家也有不同的因應策略，來企圖維持其

父權優勢。我們強調唯有透過動態過程的分析，我們才不會將所有的

女性移民者「可憐化、弱勢化」，而忘了她們本身具有的能動性。然

而，我們也強調，她們的能動性，仍然在諸多的結構性因素交錯地框

限或協助的角力之下，才得以展現。

（一）第一階段：在父權家庭中生活

越南女性配偶為什麼積極地想要外出工作？大部分越南女性配偶

（包含處於滿意婚姻狀態中的太太）表示，希望等孩子能送到托兒所或

上小學後，自己就能外出工作。透過田野觀察，在國小校園聊天過的

幾位家庭美滿的越南女性配偶，她們多透露出這樣的訊息。3 因此，女

性想要工作，絕對不能只從經濟層面來分析，縱使是有強烈經濟需求

的家庭，婦女就業也不能簡化為只有經濟的理由。她們想出去工作的

心態，是跟他移來台前的想像與期待，以及來台後受限於整個社會結

構限制下的生活機會都有關。

我們發現，越南女性配偶縱使很想外出工作賺錢，她們還是必須

經歷來台灣無法外出工作階段。除了語言和融入社會的程度問題外，

在這個階段夫家對她們的期待是希望她們好好地扮演為人妻母與媳婦

的角色。相對地，如果夫家能夠滿足越南女性配偶在此階段對婚姻的

期待，她們多半會扮演好被期待的角色。越南女性配偶的期待又是什

麼呢？受訪者表達她們跟多數的女人一樣，希望婚姻幸福家庭和諧，

3 作者之一跟這些家庭美滿的越南女性配偶的相遇是黃昏時在國小校園散步相遇時的

簡短聊天，她們多半是帶著2、3歲以下的孩子，這時她們還未能將孩子送進入公私
立的托兒機構前，她們的夫家很難同意她們雇用保母外出工作，因為其托兒的費用

太高。但是若是孩子4歲之後，便可以進入公立托兒機構，目前新移民女性的身份讓
她們的孩子可以優先進入公立小學的附設幼稚園受托。因此，她們多半在等待這樣

的機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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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受到愛與尊重。然而，一位越南女性配偶阿民，就談到她來到台

灣對婚姻失望的理由，是因為他的丈夫在越南相親時，曾經承諾婚後

會定期寄錢回越南娘家，但是後來丈夫並沒有實現諾言，這讓她覺得

有受騙的感覺。這樣類似的處境在訪談中一直不斷地出現，因此，這

群新移民女性受限的自主性，只能在非常壓迫的結構限制下，尋求未

來可能的出路。

1. 繁重家務與生子壓力

剛來到台灣才一個月就懷孕的阿美，需要獨自負擔沈重的家務，

因為一次與丈夫的爭執，導致雙方動手而鬧到法院，阿美的婆婆一直

要兒子與阿美離婚，希望將其送回越南。當阿美的姊夫前來幫阿美處

理婚姻紛爭時，他問阿美的婆婆，「親家母，你們究竟是在娶媳婦還是

娶外勞？」阿美的婆婆理直氣壯地說：「一半一半啦」！這樣的回答，

生動描述了這些新到的女性移民在家裡扮演的角色。在媳婦角色上，

他們必須生小孩（而且最好要生兒子），孝順公婆，服侍丈夫。根據王

宏仁（2001）的調查，越南女性來台灣平均六個月就懷孕了，在第二年

生下第一胎的寶寶。從生命歷程來看，剛到台灣還需要適應新生活的

越南女性配偶，馬上生孩子而成為一個新手媽媽，加上缺乏娘家與社

會支持系統，這對越南女性配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身心壓力來源。不

僅如此，調查中也顯示，73％的受訪者回答「照顧或陪伴小孩」是她們

單獨一人的工作，只有9.1％回答是夫妻兩人共同照顧。生產後，夫家

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幾乎全部推給媽媽，阿華就遇到這樣的問題。她

說：「小孩子哭，他就怪我不會把小孩照顧好，只要孩子哭就罵我，就

開始要吵架要打架。」另一位受訪者說，當孩子哭鬧時，老公就生氣的

把她和孩子趕到樓梯間，不給他們在房間睡，並且抱怨說「真是吵死

了。」除了小孩外，他們還要照顧家中生病的成員，例如中風的公公。

阿美抱怨說：「我跟我姊姊不一樣啦，我在家就忙那個我中風的公公，

他起來就躺在床裡面，我嫁來台灣第一個禮拜的期間，就只在幫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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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公公阿，然後就在家煮飯啊。」

那麼這群太太被當成「外勞」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阿民說：「他

們家裏很亂，我剛第一次進去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是進錯家。就是家

裏好像沒有人打掃，很亂又爛，東西什麼都沒有整理，然後又很多灰

塵，就很髒，髒髒舊舊的。我過來的第一天，早上起來就幫他們整

理，從一樓到四樓。煮飯都沒辦法煮，就是爛，爛到那個地步，就是

整理的話，還要花兩天的時間。」而這些都是以愛為名的無償勞動。就

如另一位受訪者說：「家事都是我一個人打掃，一個月，我公公一個月

會拿一千塊給我。我還大肚子，一個月一千塊，要幹嘛，那時候我想

要買什麼都沒錢。」另一位越南女性配偶阿香跟丈夫、公婆與小姑和小

叔共10個人，全部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阿香被期待得要負擔所有的

家務，包含煮飯、洗衣和打掃。她跟小姑說：「你大件的衣服我可以幫

你洗，但是內衣褲那種小件的，你自己洗一洗好嗎？」但是，這也沒得

到夫家人的允許，所有的家務都是她一個人的責任，除了她自己以

外，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麼問題。

2. 受控制的身體與心理

除了繁重的家務與照顧夫家成員的責任，另外一個壓力，來自於

夫家對於越南女性配偶行動的限制，而原因往往出自於丈夫的不安全

感。例如年輕的阿閑，來台的第一年幾乎形同被禁足，連中午吃飯都

是得要由老公買回來給她吃，「我不能出去，他不在的時候，我都自己

在四樓看電視，然後他說他會買回來給我吃。」（研究者：那如果肚子

餓怎麼辦？）「那也是要忍耐啊，除非打電話給他們，請他們買給我

吃。他不讓我出去啊，我自己出去的時候，他知道，他會跟我生氣，

他會說，喔，你出去跟人家、見面，然後跟男朋友⋯⋯」「我就是一直

在家，上廁所呀，睡覺，看電視呀，那個就連陽台的門也不能打開，

偷偷打開可以，他知道了會生氣，因為我打開他看到時，會說我看男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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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是因為姊姊先嫁來台灣，才由姊夫介紹嫁來的，但沒想到，

她的命運卻和姊姊完全不同。比較起她自己和姊姊的命運最大的差

別，阿美認為是行動的不自由。阿美說：「姊姊嫁來台灣沒有很多錢，

問題是在家裡很快樂啊，有自由啊，姊姊要去哪裡就去哪裡啊，姊夫

不管啊，不會管她。然後，我跟我姊姊不一樣，我嫁來給我老公，然

後就在家照顧那個公公啊，因為那個婆婆要我在家煮飯啊，在家整理

東西就對了，沒有出去，我婆婆沒有給我見朋友，我交越南的朋友她

不喜歡，（我）就在家那個洗碗啊！」有一次阿美因為去逛夜市時，忘

了戴錶不知道時間而比較晚回家，結果婆婆禁止她進門，任她怎麼按

電鈴和敲門，婆婆就是不開門讓她進來。後來開門讓兩個孫女進去，

然後繼續把她關在門外。陪同她來家暴中心求助的鄰長老伯伯說：「隔

壁賣水果的鄰居就建議她跪在外面，向婆婆道歉，但跪了兩個鐘頭也

不讓她進去，即使她的鄰居陪在旁邊也不讓她進去。⋯⋯口憐啊！這

個太口憐了！」

3. 婚姻衝突與家庭暴力

家暴通常在越南女性配偶剛來台灣的第一、二年就發生了。阿雅

形容：「我老公他晚上也不回來。有時候半夜兩、三點才回來，他回來

也是跟我吵，然後我在這邊哭，懷孕三個多月了他也打我，我大肚子

的時候他也打我（這時受訪者哭泣⋯⋯）。公公婆婆也知道，也都沒幫

我什麼。」第一次家暴的經驗，多在越南女性配偶懷孕時，或孩子剛出

生不久。這與越南女性配偶初為人母，丈夫初為人父的壓力多少有

關。阿娟就說到：「我剛來啊，我才20歲不到啊，我也沒生過小孩，

不知道怎麼帶小孩，沒有人幫我啊，我家人又不在這裡，孩子哭，我

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很累啊，我老公也不幫忙，還打我。」

此外，還有性騷擾的問題。阿華有一個已經高齡70歲的公公，每

當家裡只剩她和公公兩人時，公公就會開口要阿華跟她去房間「休息」

一下。阿華回應他說，那你要去問妳的兒子是否同意我這樣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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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還是對她上下其手，不僅是身體的侵犯，還有言語的騷擾。有次

阿華生病了，想要去看醫生，公公就跟她說，「不要出去啦，叫個男人

來給你『打一針』（雙關語，指性交）就好了！」

與小姑不睦、婆媳不和、被丈夫用三字經或粗話咒罵、甚至毆打

等等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往往讓她們很想逃離這個不快樂的家。這也

是她們積極尋求外出工作的機會的原因，除了想要擁有自己的收入

外，她們並不想繼續留在關係惡劣的環境，這是和經濟一樣重要的因

素，單純從經濟角度的理由，並不能完全地解釋這群越南女性配偶積

極地、甚至不顧夫家的反對，公開或偷偷地外出工作的原因。

在台居留的身份，是另一個讓受暴新移民女性不得不屈服於夫家

的壓迫，而無法出外工作的另一重要原因。過去的研究都已經指出

（Nayaran 1995; Erez 2000），公民權的取得與否，會深深影響移民者在

家庭與社會的地位。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結婚來台女性的居留簽證

是一次核准一年，每年可以繼續延簽一次。因為這些女性來台的事由

是「依親」，也就是必須有婚姻的事實繼續存在，政府才會繼續給予延

簽，而且規定必須要有先生的簽名才能夠來辦理。這樣的規定，使得

夫妻的權力關係出現傾斜，也讓夫家要控制新移民女性外出時多了一

個工具。

在這一階段，剛嫁來台的越南女性配偶，因尚無能力外出工作，

這時的形象是比較符合夫家期待的性別角色。換言之，是一個乖巧、

順服與依附丈夫的太太，凡事受婆婆指揮的媳婦，盡力照顧孩子的媽

媽，她符合父權文化的夫家對越南女性配偶之期待。加上語言不通、

公民身份限制、缺乏家庭外的社會網絡，因此這階段的這群越南女性

配偶，並沒有積極反抗夫家壓迫的條件與能力，她們能做的，就是暫

時的忍耐，並且積極地尋找可能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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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父權壓迫下的外出工作

研究者發現，這群越南女性配偶積極地想外出工作，絕對不只是

單一經濟因素，在父權家庭長期的壓迫下，繁重的家務無償勞動、老

公的施虐、尋求經濟與精神上的自主，種種因素交雜混合而導致越南

女性移民的外出工作動機與行動。

相對於台灣老公，他們的優勢在於年輕，工作動機與學習能力

強。她們與越南娘家親友的關係網絡遙遠，因此面對婚姻不美滿，比

較沒有來自原生家庭的壓力，並較容易在社會中匿名獨立生活，這也

使得她們在面對婚暴時，如果勞動市場有工作機會，她們比較能選擇

在外獨立工作生活。在這個外出工作的階段，越南女性配偶逐漸增進

其在台灣生活的能力，但此時，夫家也開始覺得她們「變壞了」。在這

個階段，許多越南女性配偶嚐到了外出工作的好處，那就是獨立的空

間、自由的時間，與經濟上的自主。因此，她們會更積極地尋找更多

更好的工作機會，以滿足自己的需求，然而但這可能又導致了更多的

家庭衝突。例如，在外工作因而結交了更多的朋友，經常導致丈夫懷

疑她們的交友狀況越來越複雜複雜，甚至懷疑她們可能有其他的男

人⋯⋯等等。我們發現，越南女性配偶逐漸在這個階段增強了許多能

力，也逐漸產生了對抗夫家不合理壓迫的力量。她們對於初來至今，

一直背負著的繁重家務，逐漸有了不同的想法，並開始產生反抗的行

動。就如一位婆婆曾問說：「阿瑤，以前妳剛來時什麼（家事）都做，

為什麼現在都不願意做了？」

阿瑤剛嫁來台灣的兩年，除了需在家中盡力地扮演一個好媳婦、

太太和媽媽角色以外，也是家族中年輕有用的勞動人口，因此她被安

排到小叔經營的傳統市場豬肉攤幫忙，而照顧兩歲兒子的工作，就暫

時由婆婆來做。每天清晨四點不到，阿瑤就得起床，先跟著小叔去屠

宰場切貨，然後再到肉攤鋪貨，展開她忙碌的一天。受訪時，她抱怨

說，由於她得負責拔豬毛的工作，長期下來，視力受到很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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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直要工作到下午兩、三點，才能回到家裡休息，但是回到家

後，又馬上要從婆婆手中接下孩子的照顧責任，還得打掃洗衣做晚

餐。她說；「孩子還小、又很吵，家事又多，我回到家根本還是沒辦法

休息」。一天接近十幾個小時的工作，平均一個月小叔才給他兩、三千

元台幣，而且是不定期的給，往往是等到阿瑤開口說沒錢給小孩買奶

粉時，才會不情不願地給她。阿瑤感覺到自己的錢實在是不夠用，便

想盡辦法利用時間偷偷地在外面打工。例如，她會利用機會把孩子放

給婆婆帶，從家裡溜出來，到住家附近的自助餐店去幫忙，做些包便

當、洗碗等臨時鐘點工以賺外快。阿瑤開始意識到，她是有能力可以

自己出去賺錢，而不一定要在小叔那裡工作，拿他們的那一點點錢。

外出工作後的越南女性配偶，她們在家庭內外的地位開始翻轉，

但同時家庭關係卻也更加衝突，因為夫家往往不希望她們出去外面工

作，而希望她們留在家裡負責無償的家務勞動。因為夫家發現，越南

女性配偶出去工作，不但家務沒人做，而且外出工作後媳婦顯得過於

獨立自主，而且難以控制。她們與夫家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出現了變

化，一方面是她們並不想繼續維持在家庭中任勞任怨家事照顧一肩

挑，金錢和自由都受控制的生活方式，而夫家對於她們的改變也感到

失望。因此，此時期可以說是衝突最激烈的階段，許多的家庭衝突與

暴力在這個階段會加劇，這與過去研究發現一樣：「出外工作賺錢並不

見得會改變家庭內暴力的情況，因為移民婦女就業後，不是就脫離了

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性別意識型態與結構限制」（Menjivar and Salcido 

2002：908）。換言之，在台灣的性別文化結構下，夫家與越南女性配

偶對彼此性別角色期待的不一致，導致了家庭暴力衝突的加劇，是這

個婚姻階段的重要特色。

1. 女性配偶外出工作後的轉變

這群越南移民女性出外工作後，最明顯的改變在於三方面：語言

能力的提升、社會網絡的擴展，與經濟地位的自主。這樣的變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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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與夫家的權力關係開始變化，夫家的權威，在日常的生活中開始

受到挑戰，也因此為了維持男性的 /夫家的「面子」，夫家這方開始使用

更為激烈的方式，積極地想要維持其原有的優勢。對越南女性配偶施

暴的人，不一定只有越南女性配偶的丈夫，例如阿香的大姑仍然住在

家裡，阿香說：「我大姑很胖、很懶啦，整天在家什麼都不做，什麼事

都叫我做。早上也不讓我睡，六點鐘就叫我起來煮飯。那時候我老公

還在台北工作，週末才回來，有一次我大姑打我，她抓我的頭髮去撞

冰箱，趕我出去，說不要讓我住家裡。我說我是我老公娶回來的，不

是我自己要來的。鄰居看到叫我去告警察，但是我怕我婆婆丟臉才沒

去告。」許多越南女性配偶都說，當老公打她們時，夫家的人都在一

旁，好的是不理不睬，更糟的是加入咒罵或施暴的行列，讓她們覺得

孤立無援，阿瑤就說：「我老公打我時，我婆婆還在一旁說『拍乎死、

拍乎死』（打死她的意思）」。關於暴力的發生，過去關於家暴的研究也

指出「文化上對暴力行為的認可」（cultural approval of violence）是影響男

性以肢體暴力對待太太的重要因素（Kanter and Straus, 1987），在我們的

研究中也看到受訪越南女性移民說，並不只有丈夫打她，部分夫家的

人也加入家暴的行列。因此，台灣的性別文化如何導致越南女性移民

的受暴，而不僅是施暴丈夫個人的暴力行為才值得注意。

台灣老公或婆婆等夫家的人，常會抱怨這些越南女性配偶外出工

作後「學壞了」，這是因為台灣的雇主或鄰居、朋友，或同為越南來的

姊妹，常常協助或「教」越南女性配偶舉發家暴。16位受訪者配幾乎都

有跟他一樣嫁來台灣的姊妹或親友，除了這些原生的越南社會關係網

絡，他們在台灣也會逐漸會發展出她們更為深厚的社會關係。例如19

歲就嫁來台灣的阿閑，就清楚的說到雇主對她的幫助有多大。由於阿

閑的老公是第二次婚姻，家裡已經有兒子、媳婦和孫子同住，因此他

並不希望阿閑有孩子。整天被關在家裡，又沒小孩的阿閑，感覺日子

過的非常無聊，連老公的青年孫子都會欺負她。但是老公又不放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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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比他年輕37歲的阿閑外出工作，最後，熬不過阿閑的懇求，為她在

住家附近找到一家美髮店的工作。但是，做不到幾個月，老公懷疑她

在外面可能有男人，有時連看到阿閑幫男客人洗頭，他都會吃醋而家

暴。阿閑就這樣因為丈夫的干擾，而不斷地換工作。阿閑為了多賺一

點錢時常加班，往往一天工作高達12小時，晚歸讓老公更懷加疑她在

外面亂來。工作勞累的阿閑和老公的關係越來越惡劣，丈夫的暴力相

向也越來越嚴重。後來，阿閑的老闆娘看阿閑的處境實在可憐，便教

她如何偷偷地在郵局開戶，不要讓老公知道，並把薪水直接拿給她存

起來，於是阿閑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點積蓄。她說：「我在我老闆娘那

裡工作，覺得心情很快樂，然後我跟我老公怎麼樣，我會跟她說，跟

她聊天心情會比較好一點，我覺得我老闆娘對我很好，很照顧我啊！

然後我跟客人聊天，感覺心情也會比較放鬆，比較開朗一點，不然一

個人在家裡，很悶、很無聊，又沒錢啊！」

此階段對於越南女性配偶爭取獨立自主的另一個力量在經濟逐漸

獨立。她們透過出外打工等機會，逐漸認識台灣勞動市場的運作，發

現外出工作有許多的好處。而台灣性別化的勞動市場與父權文化結

構，往往使得她們比失業在家的老公，更容易找到工作，例如：鐘點

清潔工、美髮院洗頭小妹，餐廳端盤子、包便當、洗碗、外送工作，

家庭手工，包檳榔⋯⋯等等，這是一些台灣男性比較不會去做的工

作，相反地這些越南女性配偶都樂意從事。因此，面對不滿意的婚

姻，外出工作成為一個逃避不良婚姻生活與複雜家庭關係的一個策

略。

當然，越南女性移民出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也有可能是夫家經濟

出現困難，有少數的夫家也需要越南女性配偶外出工作的這份薪水，

以幫助家用。這時候，婆婆相對地會比較願意擔負照顧孫子的責任。

在我們的16位受訪受暴越南女性配偶中，失業的丈夫高達6位。其

中，也有5位是收入不穩定的體力工或臨時工，收入不足或不穩定的



029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

狀況，讓越南女性配偶感到十分沒有經濟的安全感，尤其她們認為孩

子的未來，需要用到很多錢。此時的越南女性配偶會盡量打工賺一些

夫家無法掌控的收入，讓自己能有一筆「私房錢」，以便讓自己安心。

雖然她們提到外出工作的理由多為：為了家裡、為了小孩，但是我們

還是可以發現，自主掌控自己的收入與回饋娘家所需的金錢，也是她

們外出工作的重要理由之一。許多因為婚姻而來台的越南女性配偶會

說，透過結婚來幫助原生家庭的生計，是她們結婚來台的很重要主要

決定因素，她們會說：「這就是當初我嫁來台灣的目的！」問到阿芳，

你們當初在越南相親時，妳喜歡你老公嗎？阿芳毫不考慮、斬釘截鐵

的對我們說：「不喜歡」。再問她說，那為什麼要跟他結婚，她說：「因

為那時候是想說，可以過來台灣就好了，我是想說要過來台灣賺錢這

樣。」「賺錢」意味著外出工作，而不是無償的家務勞動。特別是在家

的勞務如果夫家都不給可以滿足她們自主支配的金錢的話，這與許多

越南女性配偶嫁來台灣的期待是有所衝突的。

有些先生或公婆認為這些越南女性「愛錢」，一直要寄錢回娘家。

正如阿雅說：「我先生對我有什麼不滿，他不直接跟我說，他跟我婆婆

說，再讓我婆婆來罵我。有時老公會說，你嫁給我，我們就要同心，

要聽婆婆的話，不要只想著要把錢寄回去越南給你父母。」然而新移民

女性認為自己所賺的錢，是自己的收入，應該要能夠寄回給娘家幫助

父母。這樣的爭執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原因之一，乃在於家庭內部對

於金錢收入分配的爭執。對已經有能力外出工作和逐漸增強其自主性

的越南女性配偶，越來越不能滿足夫家對於她的金錢分配與控制的權

力。在訪談中，我們聽到許多越南女性配偶抱怨繁重的家務得不到應

該得到的報酬，丈夫並沒有把錢拿給她們作為家用，或不願分擔孩子

的奶粉錢、褓姆費與孩子的學費等等。而丈夫的說法是，妳有出去工

作，不是有錢嗎，為什麼還要跟我要？多數的越南女性配偶在外工作

後，老公或婆家便以她們已經有自己的收入，而不再給她們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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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錢，有的還進一步要求她們要自行負擔孩子的費用。對於她們寄錢

回到越南娘家，更是不能認同。

根據越南學者的研究指出，由九龍江平原嫁到台灣的越南女性，

90％以上的人都有寄錢回越南，並因而改善了原生家庭的經濟（Chien 

and Quang, 2003）。而本研究發現，這些越南女性往往是在婚暴的過程

中發現，她們的丈夫已經無心或無力承擔家庭生計或沒有給她「應得

的」金錢，她們才轉而積極地尋找外出工作的機會。因此新移民女性外

出工作的強烈動機，不只是經濟理由，而是含有維持家計、幫助越南

原生家庭與自我增能的多重目的。

2. 夫家強化控制的手段

太太外出工作後，夫家強化控制的手段主要有幾種形式，其中最

典型的是：加強監視、跟蹤與限制行動、或者更嚴重的暴力對待。另

外也會以法律來對付受暴在外工作、尤其是離家在外不歸的配偶。有

的丈夫會到太太的工作場所鬧事，威脅雇主不得繼續雇用越南女性移

民。最常見的是以不同意繼續延簽居留證或離婚來要脅，當孩子還留

在夫家，離家獨自在外工作的越南女性移民，最大的恐懼來自擔憂自

己看不到孩子，而丈夫也往往以此為手段來威脅她們。有的丈夫趁越

南女性移民尚未領到身份證前，趕緊訴請離婚，也有丈夫則在太太舉

發家暴時，也同時向法院控訴太太施暴，形成家暴訴訟的法律攻防

戰。此階段，強化精神與心理甚至身體的暴力虐待，成了丈夫的反應

與回擊越南女性配偶的手段，也是男性喪失面子後，為維護男子氣概

（masculinities）的最直接表現。與第一階段相較，身體的暴力相向往往

更激烈更頻繁地發生。

對於阿娟出外工作這方面，老公希望她在家就好，但是阿娟認為

要多賺些錢比較安心，而且她抱怨老公不照顧小孩，不看小孩功課。

為了工作的事，最近幾個月，老公對她的暴力更加嚴重，阿娟受不

了，便去警察局報案，社工員幫她申請保護令，當先生知道後，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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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趕出了家門。阿娟搬走後，就繼續在越南小吃店幫忙，晚上住在

小吃店樓上。我們問阿娟，先生是不是對她有什麼不滿，阿娟說，老

公懷疑她在外的工作有「做黑的」（指色情按摩）。阿瑤也是另一個典型

案例，當阿瑤開始出外找到工作時，她的老公也開始找他麻煩。阿瑤

說：「我很想出去外面工作，但是每一次工作，我都沒辦法安心去做。

他不是找我麻煩的話，就是下班回來後，一直找工作給我做，例如洗

澡時候，就一直吵我，連讓我把泡沫沖掉的時間都沒有；或者把已經

整理好的東西，通通從抽屜裡翻出來，丟在地上，然後對我說『你是太

閒了，你喜歡出去工作，那我就給你做個夠啊！』」她的老公也會到工

作的地方吵，使得雇主不敢再雇用她們：「前一陣子我又在家裡附近，

趁著有機會，就出去外面工作。我做那裏也只做兩個月，他又去那裏

吵，吵的我老闆不敢請我。」

即使是為了家庭收入而出外工作，夫家也會說他們在外面交男朋

友，以便反對他們出外工作。例如，每天工作15個小時的阿華，從早

上五點半出門賣早點到上午九點多回家，休息一下後，馬上再到另一

家服飾店工作到下午一點，再到麵店賣麵到晚上，中間麵店比較不忙

時，去另外一個地方兼差（幫忙打掃家裡或公司）兩個小時。這樣的工

作前一、兩年一切都還好，到了第三年，夫家開始有意見。主要是丈

夫懷疑她在外面有男朋友，常常到工作的地方鬧。婆婆也常在言語間

試探她，說有男人打電話到家裡來找她，問她那個男人是誰？老公經

常去查她的手機裡面，有沒有什麼男人的留話或簡訊。又例如，阿瑤

她說：「我不懂為什麼老公懷疑我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上

班回來，他看我的手機，他就跟我講說，他看到手機有人傳簡訊給

妳。」「他拿手機給每個人看，每個人都說它是廣告在賣什麼的啊，但

他一直講說我的男朋友傳簡訊，我說，我根本看不懂中文啊！」

此外，夫家也利用每年的居留證延簽來威脅她。阿瑤說：「他每次

都拿證件的事情來控制我，比如說，居留證好像快到期了，他就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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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才給你去延。『恁父就是不給你辦啦，怎樣！』一些很不好聽

的話。像我自己辦身份證，他也是拿身份證恐嚇我說『恁父跟你離婚，

怎樣，你兒子就沒辦法看到你。』」我們發現，新移民女性跟夫家的關

係，可能就是忍氣吞聲大約三年，到了第四年時，他們就可以開始申

請身份證。他們許多人不知道去辦理申請時，並不需要先生的簽名與

陪同，因此一直到別人告知，才知道此項規定。取得身份證最大的好

處是，即使離婚，也不需要離開台灣，因為他們已經是台灣的公民

了。

當越偶更有自主性時，夫家甚至要求要離婚。例如阿美有一次出

外工作發生車禍受傷，跑去住在姊夫家，但她先生知道也都不理她，

甚至那個時候婆婆打電話給阿美的姊夫，但被阿美自己接到，他跟阿

美說：「好啦，你老公已經不愛你了，小孩子也不想你了，跟他離婚

啦！給你一點點錢，回去越南生活啦！⋯⋯好不好，明天叫你老公來

帶你去離婚。⋯⋯假如不離婚的話，我們就告你。」阿巧的例子也很離

奇，他來台灣後，被老公毆打到流產兩次，甚至連老公的酒友也曾加

入打她的行列。受不了老公對她跟兒子的家暴，阿巧2005的過年時，

帶著兒子回越南，然後3月時，她獨自一人回台，把孩子留在越南託

父母照顧，當時因害怕老公繼續施暴，回台後她沒有回到夫家，結果

老公去法院訴請離婚，說她不履行同居義務，法院在沒有相對人的情

況下，也判準了此項離婚，然而因阿巧當時並沒住在夫家，也沒有收

到出庭通知，因此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離婚。同年8月，他託人把

已屆學齡的兒子從越南帶回來台灣準備入小學就讀。當時，不知道老

公已經將她離掉的阿巧，為了兒子又再度回去跟老公同住，不久又生

了一個女兒。但是，是當她去為小孩子報戶口時，戶政人員才跟他

說，她老公早把她離婚掉了，夫妻已經離婚了，所以小孩不能入戶

口。她說：「小孩出生了，我也不知道孩子不能入戶口啊，然後去辦孩

子入戶口時，人家說不可以，我們己經離婚了。」2007年10月，阿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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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外面開了一家小吃店，但是丈夫不但不同意，還去店裡鬧。她

說「他去店裡砸店啊，那每一個客人進去都對人家不客氣，那我受不

了，那他又罵我說，我要孩子的監護權，現在他不是要我，現在要孩

子的監護權，要全部給他，不給他，他要把我的大腿砍掉，找人家打

我。」

然而，年輕貌美又能幹的阿巧在我們進行第二次訪談時，她已與

另一名男性結婚，並生下了一個兒子，正在做月子的她，不斷詢問並

期待我們協助她跟前夫爭取女兒的監護權。目前阿巧要探視兩個孩

子，前夫都不同意，前夫以不讓阿巧探視兩個小孩做為對阿巧的懲

罰。雖然阿巧依法可以要求探視親生子女，但是阿巧不斷地強調，她

如果依法強烈要求，怕老公會報復在孩子身上，所以她認為手段一定

要緩和，才不會激怒她的前夫，造成對孩子的不利。

夫家的反擊方式剛好也證明，越南女性配偶外出工作後自身也發

生轉變，因為工作後的越南女性配偶，表現的確不如從前在家時的順

服，她們往往更為自主，因為這時的她們，已經不是剛來台灣前一、

兩年前的順服女人。此階段的越南女性變化，主要展現在外出工作，

語言的能力提高，社會關係建立，有自己可以掌控的收入。跟過去文

獻上的討論也類似，也就是移民婦女出外工作後，家庭內部的權力關

係並沒有太大改變（Menjivar and Salcido 2002；Zentgraf，2002），換言

之，夫妻雙方資源多寡在此階段並不是關鍵因素，夫家的父權意識型

態以及經濟、行動漸漸獨立自主的女性，才是產生衝突的關鍵因素。

越南新移民女性因為越來越熟悉台灣的社會環境，也因此開始有

求助的管道，除了一般的社會網絡外，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台灣家

暴法 4 的實施。她們在台灣生活的過程，是一個逐漸增能的過程，丈

4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於1998因為婦女運動團體的推動受到政府的正視而立法。根
據家暴法第二條：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換言

之，包含精神上的侵害亦屬法律處理的範圍。因此，本研究受訪者常出現精神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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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面對她們的轉變，若不能接納與相互調整關係，要維持越南女性配

偶剛來時的控制手段，則變成一種不可能的任務。

（三）第三階段：我已經準備好了—我要離婚、自己工作養小孩

走出家暴，外出努力工作，希望能自己養小孩是這階段的特徵。

來台已經六年的阿芳，跟大部分受暴越南女性配偶的經驗非常類似，

來台第一年就懷孕，懷孕時就開始受丈夫的暴力虐待。六年來，從剛

開始默默忍受，到漸漸懂得收集驗傷單，舉發丈夫對她的暴力。阿芳

受訪時還與丈夫、小孩同住，社工員告訴阿芳一些相關的權益與風險

問題：「妳現在還住在家裡，若申請保護令，老公一定會知道，所以妳

一定要小心，在家時要保護自己和小孩，我怕若激怒你老公，可能妳

會被打得更厲害，這點妳一定要小心！」 5 這時阿芳嚴肅地說：「這個

我不怕，我已經準備很久了，我準備好了，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我要

離婚。我要留在台灣，自己工作賺錢養小孩。」

第三階段是一個突破性的階段，由於不願繼續忍受原來的夫妻與

家庭關係，在自身條件逐漸允許之後，便毅然地的從家庭出走。她們

共同的特色是因著外出工作的機會，而逐漸壯大自己。這包含了語言

是否屬於暴力對待的爭執，通常丈夫認為只是說話大聲，而太太覺得是暴力虐待。

因此必須透過法庭法官的裁決，才能決定是否核發保護令。根據家暴法第八條，政

府應一、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專線服務。二、提供被害人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協

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三、提供或轉介被害人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

律服務、就學服務、住宅輔導，並以階段性、支持性及多元性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

服務。四、提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短、中、長期庇護安置。根據第十條，被害

人得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受暴越南女性配偶取得保護令時，可得

以留住台灣，丈夫無法以不履行同居義務要求離婚或遣送妻子回越南。另外，本研

究的對象亦有雙方互控家暴者，亦即越南女性配偶與婆婆或丈夫同時控告對方施

暴。因此，對於很多台灣丈夫認為越南女性配偶使用舉發家暴取得保護令做為離家

或外遇的保護傘，其實不並公允。當雙方有爭執或打架動手時，夫家也會使用家暴

法申請保護令，甚至訴求離婚達到遣送越南女性配偶離開台灣的目的。

5 這樣的情況，跟Menjivar（2000）的研究一樣，當在美國的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婦女
從一些社區團體獲得家暴相關資訊時，她們的老公通常很不喜歡這樣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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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人際網絡與社會互動的增強和經濟的自主。她們從被動無助，

到積極尋求協助、走出婚暴的歷程，正顯示了外出工作的重要性，而

這些並不是透過正式的姊妹團體來取得狀況改變。一些社會的外在結

構支持他們走出父權家庭，但他們是否最後能真正地離開夫家，最後

重要的考量仍是孩子與居留權的取得問題。

1. 有助於離開夫家的結構因素

越南配偶是否能夠脫離夫家控制，除了自己的主動性，重要的還

有社會結構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就是家暴法的施行，以

及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受到家暴的越南女性配偶，常常因為鄰居或雇主的教導，而瞭解

在台灣丈夫打太太是違法的。很多人會教她們，要先去醫院驗傷，收

集被打的證據，「收集三張驗傷單」的說法，連街坊鄰居都會告訴她們

（雖然目前台灣的法令已經取消這個規定）。這與台灣於1998年通過的

「家庭暴力防制法」有很密切的關連，也是台灣與越南社會結構差異所

在。法律保障下，受暴的越南女性配偶與本國婦女有一樣的地位，也

能得到公權力的介入，這讓她們更勇於選擇離開施暴的丈夫。阿瑜

說：「在越南打老婆不算什麼，但我知道，在這裡不可以啊，警察會管

的啊。這是我老闆娘告訴我的，她叫我可以去警察局告我先生啊！」

國家的介入，援引家暴法核發保護令的動作，發揮了保護效果。

例如社工在家暴發生時，會為她們安排短期的庇護中心，以便越南女

性配偶能暫時離開施虐的丈夫。而離開庇護中心後，社工也會幫忙她

們在外租屋，甚至替越南女性配偶媒合新的工作，以躲避夫夫的騷

擾。有了保護令，受暴越南女性配偶即使仍在原地方工作，也不怕再

被丈夫騷擾。例如，阿銀施暴的丈夫去她的工作場所的檳榔攤大鬧，

雇主便報警把丈夫抓進牢裡待了一夜，後來這位丈夫再也不敢去鬧

了。

家暴發生後，中介者多為社會局與NGO團體的女性社工員，他們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二期　2011年6月036

協助越南女性配偶舉發與通報後的諮詢和輔導，協助她們就業，並改

善促進其經濟自主獨立。政府的介入並不能保證受暴越南女性配偶會

再度回到家中，或改變其於家庭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有時在政府或

NGO的介入後，夫妻甚至可能加速離婚，例如阿閑。有的越南女性配

偶則會積極地尋求離婚或分居，以獨立進入勞動市場工作，進行法律

的訴訟或積極爭取身份證，以便保障其不依附於丈夫與家庭的「獨立公

民權」。

除了國家政策介入有利於這群越南女性離開夫家外，他們若離開

夫家在外謀生，也需要有經濟基礎。一些移民研究指出，到美國的女

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更容易找到工作，特別是在家庭勞務或照顧的工作

上（Espiritu 1999; Menjivar and Salcido 2002:907），而在台灣，這些越南

移民女性也一樣容易找到工作，他們找到的多半是服務飲食業或者嚴

重缺乏勞動力的製造業（參考表一所列的工作）。台灣經濟結構是中小

企業為主，97%的家數是中小企業，雇用了77%的就業人口（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2008），要自己開店或聘僱工人都很容易，這樣的經濟結構

提供了很多工作機會人力資本不高的越南女性配偶。台灣自從1990年

代開始就經歷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也因此進口高達33萬的移工（Lan 

2006），這些工作都是台灣人不願意做的所謂3D（demanding辛苦的，

dangerous危險的，dirty骯髒的）工作，也因此只要這些越南女性移民願

意，要找到這一類型的工作都不是問題。

雖然，越南女性配偶的工作類型常是處於台灣勞動力市場的底層

與補充性角色的，但是對從越南來的她們來說，就如阿芳說的，台灣

有相較於越南更多的工作機會：「在台灣只要你肯努力，不怕會餓死，

所以我說我不希望回去，能留在台灣工作，這樣我才能看著我的孩子

長大。回越南不習慣了啦，也沒像這裡有這麼好的工作機會，更會讓

那裡的父母沒面子」。在此階段，他們會更積極地在各種不同的工作機

會之間穿梭，工時會變長，可能兼更多個工作，但更希望積極尋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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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固定與收入穩定的工作。與第二階段相比較，這些越南女性配偶展

現更為自主的行動，他們會根據不同狀況來選擇離開或留在家裡。

2. 孩子，我無法離開你

上面說到，有利於離開夫家的因素是家暴法與經濟結構，但哪些

因素是不利於離開夫家的因素呢？有研究指出，移民女性因為一直處

在同一個社群裡，而因為原來社群的性別文化壓力，使得他們無法離

開家暴的丈夫（Supriya 1996）。但是來台的越南女性，他們並非與同族

群的越南男性結婚，台灣也沒有類似越南人的社群，因此沒有這樣的

社區壓力。況且他們也沒有越南娘家社會的壓力要求他們必須顧及家

庭的面子，使得他們反而可以輕易離開丈夫。換言之，他們可以在越

南爸媽面前扮演「快樂家庭」的形象，但實際上卻可以自己處理與丈夫

的關係，而不需擔心離婚會帶來太多原生家庭面子問題的壓力，這即

為學者提出的越南女性配偶在台灣社會有所謂「脫鑲嵌」的處境（Wang 

2007）。

我們觀察到，不利於離開夫家的因素，主要是自己撫養的子女。

來台已經三年多的阿翠跟老公差了25歲。目前她已經帶著兩歲多的女

兒離開夫家，在外獨自居住一年多了。阿翠目前將女兒早上送去托兒

所，下課後自己帶。為了多賺一點錢，還在下午兩點下班後，繼續去

幫人做打掃的工作，也做些拿回家做的家庭手工。這樣，一個月她總

共賺得大約兩萬五千元。她說，雖不充裕，但也足夠自己和孩子的花

費了。

大部分人的情形沒那麼幸運。來台9年的阿娟已經持有身份證，

有兩個男孩分別為8歲和5歲，雖然離開老公的家，但他無法把兩個兒

子帶出來。現在的阿娟並不想離婚，因為她怕離婚對小孩不好，但是

要她勉強跟先生住在一起，她說：「住在一起常常這樣鬧，也不是辦

法！」她和老公也曾談過離婚的事，但是老公堅持要擁有兩個孩子的監

護權，並且一年只能讓阿娟探望孩子一次。阿娟忿忿不平的說：「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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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一年讓我看孩子一次，我就覺得他很過份啊！」

阿香生了孩子九個月後就外出工作了，是在一家電子工廠做插版

子的工作，孩子由婆婆來幫她帶，這是因為老公長期失業在家，所以

婆婆也認為阿香必須出去工作。老公失業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對阿香

施暴，有一次阿香因丈夫的暴力相向憤而離家出走，住到朋友家去，

但這中間，她還是每隔一、兩天就回家去看看婆婆為她照顧的女兒。

就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阿香的老公去法院告阿香不履行同居義務，

要把阿香離婚並遣送回越南。阿香本來想同意老公的要求離婚回越

南，並希望能帶著女兒一起回去，但老公並不同意把女兒給阿香。為

了不離開女兒，阿香只好繼續留在夫家，問她如何能夠忍受施暴的丈

夫，阿香說：「每次他找麻煩，就『惦惦地』（指安靜不出聲）不要理他

就好了」。阿香還是繼續在外面工作，也努力照老公的意思再度回到家

裡扮演太太、媳婦和媽媽的角色，雖然她並不想繼續和老公生活在一

起，但是為了不要和孩子分開，她還是繼續維持現況，並思考下一步

路該如何走。

通報家暴之後，取得保護令的越南女性配偶，通常得以離開夫家

而不怕被丈夫告不履行同居義務，而需被遣返回越南。然而，目前大

部分的受暴越南女性配偶離家時，多數並沒有把孩子帶出來，與孩子

分離是這些越南女性配偶最大的不捨。然而我們也聽到部分越南女性

配偶對於是否把該孩子帶離開家，有她們自己的理性考量。例如，有

一位越南女性配偶阿巧就說，她衡量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後覺得，如

果孩子留在夫家會有比較好的經濟環境，夫家也會好好照顧他的孩子

的話，她會傾向把孩子留在夫家，而自己離開。她的說法是：「暫時離

開他們沒有關係，他們終究是我的孩子，我只希望他們能好好的長

大，現在我還沒有能力，等我有能力再接他們出來也不遲。」

移民女性自身的能動性，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下才能施展，

就如Ong（1996）所描述的移民美國柬埔寨女性一樣，他們會利用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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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實施，來企圖改變丈夫的酗酒行為，而出外工作也改變夫妻之間

的權力關係。這樣的女性在媒體上常被描述成可憐無助的女性，而柬

埔寨男性則被說成不負責任的亞洲男人，類似的看法也一樣出現在台

灣的媒體，但是這完全忽略了移民女性可資利用的有利結構因素以改

變其生活，特別是在熟悉台灣的環境之後所採用的一些策略。當然，

我們也看到另外不利於離開夫家的結構因素，也就是子女的問題。

四、結論

本研究呈現理論上的意涵，首先，以「相對資源論」來說，我們發

現，相對資源論的確幫助我們瞭解夫妻「個人資源」在發生婚姻衝突時

的重要性，然而，資源的擁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若我們修正其為

「動態消長」的相對資源論，則更能解釋本研究的新移民女性，為何她

們最後能夠走出家暴，獨立在台灣生活的動態發展過程，因為在婚姻

的不同階段，新移民女性會擁有不同的資源，做為與夫家協商的籌

碼，也導致她們在不同婚姻階段的自主性展現。

作者認為，以唐先梅（1997）的「結構、理念與權力」的分析架構，

我們能夠部分地解釋本研究所凸顯的現象，並以下列表格來做說明。

表二：台灣丈夫VS越南太太的理念、權力與結構地位的差異

理念 權力 結構地位

台灣丈夫 傳統保守 企圖維持優勢 移民法來限制太太

越南太太 勇於冒險追求自主獨立 逐漸提升並希望被平等對待 以家暴法來向外求助

另外，我們也看到，在台灣的家庭中，家庭內的權力關係不僅受

夫妻雙方在不同婚姻階段中各自擁有資源的多寡，與各自的性別文化

所影響，家庭的其他成員往往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影響夫妻關

係。本研究受訪的16個台越跨國婚姻家庭，居住型態幾乎都以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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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越南女性配偶與公婆和小姑、小叔或其他夫家親人同住者為多

數。因此，除了丈夫以外，其他家庭成員，甚至社區鄰里的影響，必

須同時受到重視。

然而，由於我們的研究對象並不是同樣來自台灣社會結構下的夫

妻，因此對於越南婚移女性，我們需考量台越夫妻雙方各來自不同的

性別文化，跨海結婚來台的新移民越南女性，她們並不是如我們所想

像的，是「一個人」來到台灣，她們是帶了越南文化而來台，並透過時

間逐漸地在台灣生根茁壯，她們會發展出自己在台灣的社會網絡，甚

至形成族裔社群與族裔經濟，例如我們也有部分受訪者是在越南小吃

店找到的，這也證明了跨國婚姻的影響，不僅是夫妻雙方的婚姻生活

而已，更重構整個台灣社會的社區關係與族群關係，在跨國婚姻所形

成的結構影響下，跨國的婚姻結構與家庭關係，甚至家暴的發生，成

為本研究的特徵，婚姻關係中理念與權力的差異與互動，也在跨國婚

姻家暴個案中，逐漸凸顯其特色。

我們再以下面的表格來說明，夫妻對雙方性別角色的期待的落

差，與各自援引的方法，來做為回應婚姻暴力時的協商與對抗手段。

表三：台越性別角色期待的想像與落差

台灣丈夫VS
越南太太

丈夫對太太的想像與期待 日常生活中太太真實的表現

性別角色 被動、順從、性純潔保守
勇於冒險、有主見、希望被家

人、社會尊重和平等對待

家庭角色
專心在家的好媳婦、好媽媽、好

太太
兼顧在外工作與母親角色

社會角色
不要結交家庭外的朋友、降低社

會參與

積極參與越南社群，適應台灣社

會

經濟角色 依賴丈夫與夫家 積極外出工作與追求經濟獨立

與越南娘家關係
對娘家有限的經濟協助，效忠夫

家

跨海維繫娘家關係（金錢匯回越

南、邀請娘家親人來台）



041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

台越跨國婚姻的婚前期待跟婚後實際生活出現的落差，導致台越

夫妻有許多的衝突甚至家暴發生，在此衝突與協商過程中，越南女性

不斷挑戰父權的壓迫，並且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援引不同的力量來增強

自己的能力，甚至最後獨立而離開這個父權家庭。我們將此生命歷程

劃分為三階段，每個階段越南女性配偶會有不同轉化，夫家也有不同

的因應策略來維持其父權優勢。

第一階段是她們來台的第一、二年時間，大部分生活在父權的家

庭中，有著繁重的家務與生子壓力，其身體與心理常常遭受到夫家的

控制，家庭衝突甚至是暴力也開始發生。此時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常常

必須表現出符合父權文化的夫家對她們的期待。加上本身語言不通、

公民身份限制、缺乏家庭外的社會網絡，因此這階段的這群越南女性

配偶，並沒有積極反抗夫家壓迫的條件與能力。

進入第二階段時，這些新移民女性開始有了工作，出外工作的動

機是多重的，可能是幫助娘家，或者丈夫失業，或者想要拓展人際網

絡，不管如何，出外工作後，她們的語言能力開始明顯提升、社會網

絡擴展迅速，經濟地位也更加自主，而不需完全仰賴夫家。這些受訪

女性積極地想外出工作的背景原因首先要被看見：包含了結婚前的想

像，結婚後夫家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例如：夫家對待差、婚姻不美

滿，經濟匱乏，越南原生家庭的期待，越南女性移民想做孝順的女

兒，但這些期待都會與父權的夫家期待與要求產生衝突，若加上夫家

有家暴情形，那麼越南女性移民就會希望走入勞動市場，追求物質與

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出外工作後，又會造成丈夫的「綠帽疑雲」恐懼，

因此想以移民法為武器來控制越南女性移民。越南女性移民則使用家

暴法來保護自己，形成文中所描述的夫妻之間的各種權力鬥爭手段。

這是一個冗長的過程，甚至到了夫妻都因家暴舉發而離婚後，都還可

能為了孩子的監護權官司，繼續不斷地纏鬥，企圖得到自己所期待婚

姻的「結果」。例如，離婚後太太若還沒有取得台灣身份證，在沒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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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份的狀況下，丈夫會想辦法讓太太在居留期滿後回越南，以取得

孩子的獨立監護權，而太太則會積極爭取孩子的共同監護，以便讓自

己能留在台灣，看著孩子長大。

越南女性移民外出工作後的轉變也開始挑戰了原來她與夫家的權

力關係，夫家的權威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挑戰，為了維持男性的 /夫家的

「面子」，夫家會使用更為激烈的方式來維持其原有的優勢，但是這樣

的手段經常無法順利成功。

當新移民女性開始將其家庭內部衝突公開化，尋求政府機關的介

入時，她們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也就是做好要離開夫家的準備，雖

然最後的結果不一定必然以離婚收場，也有可能在保護令的狀況下暫

時分居。她們能夠如此肯定地追尋自己的新生活，與台灣的兩個社會

結構因素有關：家暴法的施行與中小企業的經濟結構。前者讓她們得

以離開婚暴並且留在台灣，後者讓她們可以順利找到經濟基礎，而不

需仰賴夫家生活。不過是否離開夫家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小孩子，若是

無法帶小孩離開夫家，她們就必須仔細考量這個情感因素與夫妻關係

是否要繼續維持下去。

因此，此文得到的三個主要理論意涵是：（1）越南女性配偶對外出

工作的想法，從渴望期待進而逐步地付諸行動，並不只是經濟理由，

她們透過就業的機會，增進了個人資源，並改變與夫家互動方式與權

力關係。（2）台越兩國性別文化的差異，跨國婚姻夫妻對彼此性別角色

期待的落差，是這群新移民女性難以離開家庭出外工作的原因。（3）在

台灣特殊的社會結構下，家庭暴力防治法與中小企業為主的市場結

構，是讓這群越南女性能透過外出工作，走出婚姻衝突的主要結構力

量。我們以夫妻權力的動態發展在婚姻不同階段的消長來總結夫妻雙

方在婚姻不同階段權力消長的過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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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貢獻在於：（1）反對過去研究簡化新移民女性婚姻來台

僅是經濟理由。過去許多研究都認為上嫁下娶是一種經濟交換，第三

世界女性到比較富裕的國家是資本主義不平等發展擠壓的結果，因此

脫離貧困的方法是上嫁（夏曉鵑，2000），但其實跨國婚姻的動機是錯

綜複雜的，Constable（2005）也認為這樣的經濟觀點不足以適切地解釋

目前大量跨國移民的現象。（2）本文採取動態觀點，指出其來台後在不

同階段與夫家、台灣社會的複雜互動關係。資源論的觀點強調夫妻雙

方資源多寡影響到家庭內部的權力平衡（Blood and Wolfe 2000），但缺

乏一個動態過程的理解，雖然婦女可能因為出外工作而有更多的經濟

資源，但這樣的經濟資源是否能夠轉化為女性家庭內部的權力來源，

仍須視不同的結構條件而定。正如本文所指出，新移民女性在不同的

時間向度上，因為不同的外在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使得他們所擁有的

經濟資源，在轉化為家庭內部的權力來源時，會有不同的結果。另

外，我們也不認為如Espiritu（1999）或Menjivar（2002）所說，經濟資源

圖一：台越夫妻權力關係之變化

婚姻時間長短

台灣丈夫

越南太太

個
人
權
力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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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不能挑戰父權的家庭結構，本文強調，我們必須將個案放在不

同的時間點跟結構脈絡下去看此變化。（3）我們強調原生母國的社會文

化結構（女性習慣於出外工作）對於夫妻雙方期望的影響，以及因之而

來的衝突。在跨國文化衝突的研究上，Espiritu（1999）或Zentgraf

（2002）認為外出工作不會挑戰傳統父權家庭想法，但我們研究發現跟

Ong（1996）的一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會有不同的文化期待，因

而移民家庭內部開始產生不同程度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在日常生活

中會一點一滴地去挑戰家庭內部父權文化跟實作；四、相對於目前許

多有關「識字班」、「同鄉會」、「姊妹會」等的移民組織研究（何思函，

2008；夏曉鵑，2006），我們認為新移民女性的自我增能，不一定要透

過外在組織力量才能達到，新移民女性一樣可以在有利的台灣社會結

構下，自我施展其能動性，進而自我增能，而外出工作是其中的重要

策略之一。

被媒體刻板化其可憐形象的受暴新移民女性，在我們的研究中，

呈現出多元面貌與轉變的可能性。其生命歷程的三階段，從弱至強的

自主性，從在家到出外的勞動者角色變化，個人從越南到台灣的移

動，逐漸使其個人脫離母國社會的文化結構，逐漸鑲嵌進入台灣社會

的過程，從受限於家庭中的角色，到成為獨自自主的工作婦女

（working women），其豐富的生命歷程，交錯於跨國婚姻衝突關係中的

不同面向。她們的移民與婚姻經驗，跟工作歷程交錯，讓我們看到她

們如何透過工作來改變其命運，外出工作對她們來說是一個增能的過

程，因此傳統的說法認為她們只是愛錢，只是為了回饋娘家而嫁來台

灣「撈錢」，或者描繪她們只是受到婚暴之下的可憐犧牲者，都太過於

片面，也不能真正地看到與理解她們在來台後，不同生命階段的自我

轉變與自主性的展現。

最後，雖然我們也瞭解，這些越南女性配偶有的雖能離開父權家

庭結構，並進入台灣的勞力市場尋求自給自足，然而，其所進入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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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毫無疑問地，卻仍然可能是一個充滿父權意識型態，而且仍然充

滿著壓迫關係的市場與社會結構，因此，我們並不浪漫地認為，她們

脫離衝突的家庭後，就能全然地解除了施加在她們身上的各種壓迫。

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讓我們瞭解，脫離了父權家庭而進入勞動市場後的

這群越南女性配偶，未來可能會經歷另外什麼問題？例如，她們如何

對抗歧視或不合理的勞動體制，如何處理思念孩子與履行母職角色的

問題，可能面臨繼續糾纏不休的丈夫或夫家等等。從我們的訪談與觀

察，這些越南女性配偶的丈夫，有的正積極地想再度踏上另一條跨國

婚姻的道路，尋求他心目中更為「理想的」太太，有些則仍因為太太的

離去，面臨家務與育兒的重擔問題，企圖思索策略繼續回應與反擊婚

姻的失敗。這些被越南女性配偶遺棄或遺棄配偶的台灣丈夫，其生命

歷程，也是另一個值得深入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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