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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 theory)觀點
，以移民婦女為研究主體，訪問了移居澳洲的25位華裔移民女性及
移居台灣的17位跨國婚姻移民，探討女性移民在性別、階級、種族
與文化等個人與社會結構多重交織下之就業經驗，移居後的生活與
角色調適，日常生活中如何協商照顧與工作，及移居後的性別主體
與社會關係。

澳洲部份，主要是以華裔移民婦女為主。受訪者都是第一代移民
，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和馬來亞，大都是以技術或投資移民身分
申請(丈夫或自己)，6位是透過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大都具有大專
或以上教育背景，移居前從事全職工作、經濟穩定，屬於中產階級
。由於語言障礙、勞動與教育制度規定、又缺乏非正式資源，移居
後都經歷長期失業，角色頓時成為照顧者。受到家族跨境遷移及移
民身分影響，馬來亞與香港華裔移民受訪者，無論就業或生活調適
轉銜較順利，來自中國與台灣華裔移民受訪者普遍面臨調適困難
，尤其是來自中國華裔移民受訪者，這些調適經驗也與家族跨境遷
移經驗有關。「再教育」成為華裔移民婦女受訪者自我培力轉入就
業市場、融入主流社會的契機；雙薪家庭及與澳洲人結婚的受訪者
，在家庭關係中經驗到較多個人主體與性別平權的互動關係，相較
於缺乏非正式資源的受訪者，傳統性別分工角色反而更被彰顯。

台灣部份，跨國婚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泰國、越南、緬甸、柬埔
寨、內蒙古，受訪者大都是高中/教育背景，有大學教育背景有利於
移居台灣後的就業。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較少失業，交
織在傳統產業轉型到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結構，反而讓受訪者有機會
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找到就業機會。為了兼顧子女照顧，多重兼職
十分普遍，文化底蘊也成為創業基礎，而資訊科技社會透過網路行
銷更是創業手法。移居台灣後就業機會增多，工作經驗轉化自我主
體，但台灣性別文化是另一種家庭關係的壓迫。

中文關鍵詞： 女性主義交織理論、兼顧照顧與工作、華裔移民女性、跨國婚姻移
民、向下流動

英 文 摘 要 ：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that aims to compa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who under the
constraint and oppress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draws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and 1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women
who live in Taiwan. This paper use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an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women in Taiwan undergoing the experiences of gender, race,
class, and culture oppression dur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how these experiences of career development lead to
different gender role practice.



All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participants ar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mainly from Taiwan, Hong-Kong,
China and Malaysia. They migrated to Australia as skilled
or investment immigrants or with their families. Of these
25 participants, 20 obtained their bachelor or postgraduate
degree in their home country or in Australia. All of them
had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full employed.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re highly educated but lose their career
and become unpaid caregiver right after migration. Language
is a barrier for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but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system (i.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cannot be at home alone) an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e. need a re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workplace for labor market entry) are critical.
Additionally, a lack of personal supports from families
also influences their possibilities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In addition to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investm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Even they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maintain their long-distance marital
relation, return migration is still not a choice for the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saving-face cultur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turn migration.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from China, they often refer to the saving-face
culture, but others are not. All participants men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gender rol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respect for
the privacy of others. The longer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less accept to Chinese culture. Australian welfar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non-return migration.

英文關鍵詞：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cross-border migration,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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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 女性主義交織理論、兼顧照顧與工作、華裔移民女性、跨國婚姻移民、 

        向下流動  

 

本研究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 theory)觀點，以移民婦女為研究主體，訪

問了移居澳洲的 25位華裔移民女性及移居台灣的 17位跨國婚姻移民，探討女性移民在性別、

階級、種族與文化等個人與社會結構多重交織下之就業經驗，移居後的生活與角色調適，日

常生活中如何協商照顧與工作，及移居後的性別主體與社會關係。 

 

澳洲部份，主要是以華裔移民婦女為主。受訪者都是第一代移民，來自台灣、香港、中

國和馬來亞，大都是以技術或投資移民身分申請(丈夫或自己)，6位是透過跨國婚姻移民；受

訪者大都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背景，移居前從事全職工作、經濟穩定，屬於中產階級。由於

語言障礙、勞動與教育制度規定、又缺乏非正式資源，移居後都經歷長期失業，角色頓時成

為照顧者。受到家族跨境遷移及移民身分影響，馬來亞與香港華裔移民受訪者，無論就業或

生活調適轉銜較順利，來自中國與台灣華裔移民受訪者普遍面臨調適困難，尤其是來自中國

華裔移民受訪者，這些調適經驗也與家族跨境遷移經驗有關。「再教育」成為華裔移民婦女

受訪者自我培力轉入就業市場、融入主流社會的契機；雙薪家庭及與澳洲人結婚的受訪者，

在家庭關係中經驗到較多個人主體與性別平權的互動關係，相較於缺乏非正式資源的受訪者，

傳統性別分工角色反而更被彰顯。 

 

台灣部份，跨國婚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內蒙古，受訪者

大都是高中/教育背景，有大學教育背景有利於移居台灣後的就業。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

受訪者較少失業，交織在傳統產業轉型到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結構，反而讓受訪者有機會在正

式與非正式之間找到就業機會。為了兼顧子女照顧，多重兼職十分普遍，文化底蘊也成為創

業基礎，而資訊科技社會透過網路行銷更是創業手法。移居台灣後就業機會增多，工作經驗

轉化自我主體，但台灣性別文化是另一種家庭關係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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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cross-border migration,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Abstract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that aims to compa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who under the constraint and 

oppress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draws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and 1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women who live 

in Taiwan. This paper use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an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women in Taiwan undergoing the 

experiences of gender, race, class, and culture oppression dur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how 

these experiences of career development lead to different gender role practice.  

All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participants ar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mainly from 

Taiwan, Hong-Kong, China and Malaysia. They migrated to Australia as skilled or investment 

immigrants or with their families. Of these 25 participants, 20 obtained their bachelor or 

postgraduate degree in their home country or in Australia. All of them had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full employed.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re highly educated but lose their career and 

become unpaid caregiver right after migration. Language is a barrier for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but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system (i.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cannot be at home 

alone) an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e. need a re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workplace for labor 

market entry) are critical. Additionally, a lack of personal supports from families also influences 

their possibilities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In addition to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investm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Even 

they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maintain their long-distance marital 

relation, return migration is still not a choice for the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saving-face cultur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turn 

migration.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from China, they often refer to the saving-face culture, but 

others are not. All participants men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gender rol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respect for the privacy of others. The longer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less accept to Chinese culture. Australian welfar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non-retur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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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二十世紀末興起的全球跨境遷移，主要以女性為移民主體，被稱之為「遷移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過去十多年來，國內學者對於移民女性議題的討論，偏重於移入

而非移出，早期聚焦於生活適應、文化融入、身分認同、婚姻暴力或照顧等議題，晚近偏重

於就業/創業、性別角色或家庭權力運作議題(蕭昭娟，2000；夏曉鵑，2002；沈倖如、王宏仁，

2003；潘淑滿，2004；翁慧雯，2004；許雅惠，2009；王翊涵，2011；唐文慧、王宏仁，2011；

趙彥寧，2010；潘淑滿、楊榮宗，2013；林億玫、潘淑滿，2016)。關於移出議題探究並不多，

僅見於姜蘭虹等人對臺灣移出至澳洲和加拿大等地華裔移民女性之日常生活經驗與社會網絡

互動(Chiang & Rebecca, 2015; Chiang, 2006；楊智翔、姜蘭虹、廖珮君，2005；顏佩如，2009)。

少數國外學者探討華裔移民議題，但大都聚焦在生活適應、文化認同、婚姻暴力、就業與照

顧經驗議題(Man, 2004; Chiang, 2005; Ho, 2006; Chiang & Yang, 2008; Yang, Wu, Huang, Lien & 

Lee, 2014 )。研究顯示，受到移居國個人與社會結構多重不利影響，形成對移民女性生活多重

壓迫經驗，不過這些研究較少探討多重社會類屬如何交織影響移民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關

係。 

性別研究仍舊關注女性在父權主義與資本主義下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但較常忽

略多重身份與社會類屬形成的多重壓迫。後結構女性主義(poststructural feminism)主張社會類

屬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所處情境或位置轉變而改變，因此對於女性生活經驗的探討必須深入

剖析「差異認同」與「差異政治」。Dorthe Staunces (2003)將性別與社會類屬的交織，稱之為

「做交織性」(doing of intersectionality)；多重類屬交織下的女性生活經驗，與父權社會或資

本主義社會下的女性生活經驗不同，涉及更複雜的權力分配、壓迫(oppression)和不平等

(inequality)。當我們探討跨境遷移議題時，除了關注「性別」的主體經驗，也不能忽視女性

因為社會位置(如種族、族群、文化、階級等)改變導致自我主體的改變。Castles & Miller(2003)

指出跨境遷移絕非僅是空間移轉(spatial migration)，更交織在移出和移入兩地的個人、文化與

結構多重主體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因此，本研究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觀點，探討全球跨境遷移中移民女性在移居國時，面對性別、種族/族群、文

化、階級、家族主義等多重社會類屬交織下的生活經驗與主體實踐。 

移民女性主體實踐並非處於「有」、「無」對立情境，而是在「獨立」(independence)與「互

賴/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光譜中移動。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關注個體的主體實

踐與獨立自主；相較之下，華裔社會重視「集體主義」，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互賴/相互依

存」，在以「父子軸」為中心的家庭中，強調「男尊女卑」，女性必需順從長輩與丈夫。當華

裔移民女性帶著原生文化的主體經驗進入歐美社會，或是非華裔移民因為跨國婚姻關係進入

華人社會時，形成文化交會下的主體經驗，這樣的主體認同與實踐經驗必然與原來的主體經

驗是不同的(Greenfield & Cooking, 2014)。因此，在跨境遷移脈絡下，移民女性的社會認同並

非是被動接收，而是在一種持續多重交互影響過程形成多重的壓迫或機會(Shields, 2008)。換

句話說，跨境遷移帶來的絕非只是空間移轉或傾斜式文化認同而已，而是擺盪在原生國與移

居國兩種文化共構獨特的文化認同與主體經驗。Aihwa Ong(1999)田野研究發現，跨國移民女

性在移居國普遍「依附本土、且欠缺流動性」(localized and immobile)；而 Guida Ma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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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裔移民女性的研究也發現香港移民女性移居加拿大後未必享有角色「解放」或經驗到

「較少壓迫」生活；Ho和 Chiang(2016)則以澳洲華裔移民女性為研究對象，發現高學歷的華

裔移民女性就業限制多，但會選擇不同方式融入當地生活創造新的生活經驗展現自主。這些

學者呼籲，需進一步透過深度訪談檢視跨國移民家庭日常生活經驗如何兼顧子女照顧與就業，

方能理解移民家庭的性別社會關係運作。 

在〈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一書中，令狐萍(2015)描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美國華裔

移民女性生活與就業經驗的遞變，發現 1980 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崛起，1990 年代台灣經濟發

展與政治不確定性，1997 年後香港回歸中國政治不確定性，讓來自中、港、台不少具有高教

育程度、專業背景、和經濟能力的華人「中產階級」家庭移民美國、加拿大或澳洲，展現和

早期移民迥然不同生活樣貌。傳統華裔移民習慣群聚，形成住商合一的「唐人街」(China 

Town)(學術圈稱之為「飛地市場」，ethnic enclaves or enclave markets)；二十世紀末興起的跨

境遷移，傾向住商分離，「唐人街」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的「文化社區」(community culture)。

「唐人街」逐漸轉型為以中文學校、華語教會和華人社區組織為核心的特殊社區，只有在周

末業餘文化活動中才形成聚集現象，由文化凝聚社群情感，聚集並非為了經貿而是弘揚文化，

標幟華裔族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令狐萍進一步發現，1980年代後期移居美國的華裔

移民女性大都擁有大專/學教育程度或專業技術，但是因為缺乏非正式資源，又受到華人社會

「男尊女卑」性別意識影響，在兼顧家庭照顧考量下，加上英語不流利，限縮工作類型，導

致華裔移民女性普遍有低就業或低成就現象。換言之，華裔移民女性日常生活經驗不僅受到

移居國政經結構與移民制度影響，同時也受到母國性別文化規範影響。不只在北美洲，在澳

洲，受限於主客觀因素，華裔移民女性就業情況並不理想，許多人無法繼續原來的專業或取

得較佳薪資工作，有些人會延續母國經商經驗，只是縮小規模，由家庭成員共同經營自營事

業(self-employment)或在族裔事業體工作(ethnic business)(楊智翔、姜蘭虹、廖珮君，2005)。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本研究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探討跨境遷移中，以移民女性為研究對象，運用深度訪談

法，訪問了 25 位來自台灣、香港、中國與馬來亞移居澳洲的第一代華裔移民女性，及 17 位

來自中國、內蒙古與東南亞透過跨國婚姻關係移居臺灣的婦女，探討移民婦女在缺乏原生國

的非正式支持系統下，又交織在種族、階級、族群、文化等多重身份壓迫下，如何達成兼顧

照顧與工作需求，協商進入勞動市場過程之策略，又展現甚麼樣的性別社會關係運作？移民

女性的主體，交織在性別、種族、文化、階級等多重身分下，其就業與創業經驗，又展現甚

麼樣的性別社會含意涵?尤其是一向被視為具有較多社會人力資本的高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

的華裔移民或婚姻移民女性，如何突破個人、社會文化、與(勞動與移民)結構限制，從就業

與創業經驗中發展自我主體？其就業或創業經驗為何？對不具有高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等社

會人力資本的華裔移民或婚姻移民女性，又如何突破個人、社會文化、與(勞動與移民)結構

限制，從就業與創業經驗中發展自我主體？其就業或創業經驗為何？ 

本研究嘗試在全球跨境遷移脈絡下，融入女性主義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 theory)的觀

點，以澳洲華裔移民女性與台灣婚姻移民女性為主體，探討移民女性交織在性別、種族、階

級、文化等認同下，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家庭與社會關係、照顧與就業經驗、就業與創業經驗

中，移民女性在經驗到多重不利與多重壓迫下，如何突圍建構自我主體。進而探討在澳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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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兩種不同經濟與勞動結構下，具有及不具有高教育程度與專業背景的澳洲華裔移民與台

灣婚姻移民女性創業之經驗，創業過程與非正式與正式資源(如政策與措施)的互動關係，及

其對主體建構之隱喻與性別社會關係的影響；藉此，反思當代女性主義理論運用於跨境遷移

中移民女性經驗詮釋的適切性，融入華裔移民女性之經驗，拓展女性主義對於跨境遷移中移

民議題詮釋之多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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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女性主義交織理論：跨境遷移與性別社會關係 

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基進女性主義者，第一波女性主義都是以詮釋女性在父權

及資本主義社會下受到的壓迫經驗，對於女人生活經驗的分析，都是架構在「男/女」=「權

力/壓迫」二分，對於女人生活經驗及其主體建構隱含著共通性的普同主義。1970年代第二波

女性主義提出「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s)口號，強調社會無處不政治，女人的

生活經驗是社會政治的縮影，提出「姊妹情誼」(sisterhood)號召全球女性力量的連結與結盟。

1980 年代後，第二波女性主義質疑來自歐美國家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提倡普同主義

(universalism)的適切性，批判第二波女性主義忽略了非白人、身心障礙者、第三世界國家女

人，面對的社會結構壓迫經驗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不同的社會事實，提出”which women’s 

experience?”質疑，反對女人生命經驗具有普同性主張，強調女人的社會位置是多重的，除了

身為女人的社會位置外，在特定社會脈絡中所屬類屬(或團體)也會影響女人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女性面對的社會結構壓迫，並非單一、而是多重，無法由單一社會類屬詮釋或描述

女人的處境與生活經驗，因此提出「交織政治」(intersectionality/transversal politics)觀點。 

何謂「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交織」(intersection)一詞，意指交會或十字路口，

黑人女性主義以此譬喻黑人女性面對的多重壓迫(Crenshaw, 2001，引自林津如，2011)。強調

將不同社會類屬互動關係理論化，主張「性別」並非單一類屬，必須擺置在父權與資本主義

下剖析性別與其他社會類屬如何互動，交織影響女人日常生活經驗。傳統女性主義也主張對

女性壓迫經驗的關注，卻只是從「性別」向度介入，「女性主義交織理論」強調女性身分與其

他社會/文化身分的重疊性，多重身分交織多重壓迫，所以女性的壓迫經驗是交織在種族、階

級、文化等身分下形成的多重壓迫形貌(陳昭如，2013)。女性主義交織理論的起點是性別，

卻不自限於性別經驗，融入種族、階級、文化等身分形塑的壓迫關係(馬宗潔，2011)。因此，

當我們探討移民女性生活經驗時，除了性別，也必須將種族、階級、文化軸線置入了解多重

身分交織的壓迫經驗；換句話說，在跨境遷移中，女性不只是性別身分，同時也是階級、種

族、文化身分，這些身分相互依賴，形成交織互動關係(Valentine, 2007；Shields, 2008；林津

如，2011)。 

交織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交織性強調多重結構壓迫下的女性主體經驗，這樣的主體經驗

不只跨社會類屬間具有差異，同類屬交織也形成差異。女性主義交織理論不只關心女人在多

重社會類屬交織下的社會認同，核心概念更聚焦在多重社會類屬下權力(power)、壓迫

(oppression)、與不平等(inequality)，與「反壓迫觀點」關注焦點具有共通性。基本上，女性

主義交織理論拒絕以二分法，將社會類屬區分為「有」或「沒有」權力，強調女人是各種身

分類屬之一，女人的自我認同往往是交織在多重類屬身分中複雜的認同，而社會認同與社會

位置往往是流動、不穩定的。Yuval-Davis(2006)以「交織/縱橫政治」(intersectionality/transversal 

politics)一詞，取代過去所主張的「性別認同政治」(sexual identity politics)，強調女性的生活

經驗除了受到性別類屬影響，更受到其他社會類屬的結構因素交織影響。國外研究指出，大

多數華裔女性皆具有高教育程度，受到華人社會性別意識影響，復受到在澳洲移民與勞動制

度影響，導致在原生國具有職場優勢的華裔移民女性，移居後卻成為所有移民族裔中就業率

最低的族群(Chow, 1999; Espiritu, 1999; 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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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 Valentine (2007) 在〈Theorizing and researching intersectionality: A challenge for 

feminist geography〉一文中，運用六個實例說明多重社會類屬交織下女性遭受不平等與壓迫

經驗。在單親母親(lone mother)實例中，我們看到單親母親不只是受到身為女性類屬影響，因

為兼顧子女照顧(childcare)角色與責任，必須放棄原本專業技術能力或全職職業，退而求其次

選擇較不具專業、薪資較低及部份工時工作，點出具高教育程度的單親母親，也可能是具專

業技術能力的中產階級女性，然而「單親母親」的角色，卻讓女性在職場上面臨多重不利處

境。Staunces(2003)將社會類屬交織女人生活經驗稱之為「做類屬」(doing categories)，在「做

類屬」中，女人擁有的社會位置是流動、不穩定的，隨著情境或身分改變而改變。 

不過 Uma Narayan (1998)擔憂第三波女性主義過度強調文化相對性(cultural relativism)，

反而忽略同一文化內部差異及文化與文化間的差異。舉例來說：旅居澳洲華裔移民女性，同

樣面對就業市場與公民身分對社會福利資源使用的限制，但是看得懂英文或與華人社群互動

較多的華裔移民女性，對於社會資源的連結與使用，可能高於那些較弱勢且真正需要的華裔

移民女性。女性主義交織理論讓我們看到在全球跨境遷移下，女性的生命經驗在跨境空間移

轉過程，各種社會類屬與身分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質變與量變，移民女性除了需面對外在結

構壓迫外，也可能形成內部壓迫關係。Narayan 認為，在全球化脈絡下對於跨境遷移議題討論，

都必須納入多重身分形塑的壓迫關係，方能理解移民的生活經驗(引自 George & Smith, 

2014)。 

 

第二節  移民女性主體建構：兼顧照顧與工作、就業與創業 

壹、兼顧照顧與工作 

在全球資本主義架構下，我們看到的女性與勞動市場的關係，但是女性在家務勞動與照

顧經驗仍舊被忽略，尤其是移民女性在移居國的家庭經驗或社會關係  (Ehrenreich & 

Hochschild 2003; Castle & Miller 2003; Braziel 2008)。當我們探討全球跨境遷移下移民女性經

驗，絕不能只是關心「誰」在移動，更應關心女性在空間移動過程，鑲崁在多重社會類屬權

力結構交織下的角色與關係協商(許惠貞，2011)。在本研究中我們揚棄過去以男性 vs.女性、

家庭 vs.勞動的二元論，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觀點，從移民女性生活經驗切入，探討在跨境

遷移中移民女性在面對種族、階級與文化多重壓迫下，如何協商照顧角色與工作經驗，這些

經驗展現何種移民女性主體及對性別社會關係的影響為何。 

婦女就業與家庭照顧議題始終是歐美社會性別研究重點，受到儒家文化「男尊女卑」性

別意識影響，國內對於相關議題討論較忽略(Kröger & Yeandle, 2013)。根據 2006年＜台灣婦

女生活狀況調查＞顯示，15-64 歲婦女有工作者 53.3%，沒有工作者 46.7%；沒有工作者中，

42.5%是因為照顧小孩、老人或病人與料理家事。女性因為家務勞動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參與勞

動市場的比率，並未隨著人口與家庭結構等變遷趨勢而減少， 2011 年的＜台灣婦女生活狀

況調查＞顯示，有工作者 49.4%，沒有工作者 50.6%；沒有工作者中，45.0%是因為照顧小孩、

照顧老人或病人與料理家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家中有 12 歲以下兒童的受訪婦女，

平均每天花費 6.4 小時照顧子女；若有 65 歲以上失能長輩，則平均每天花費 6.0 小時照顧長

輩(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換句話說，女性不只是家中幼童照顧主力，也是家中失能者

或長輩照顧者(王舒芸、王品，2014；呂寶靜、陳景寧，1997；胡幼慧，1993；Chou et al., 2007)。 

1970年代後，愈來愈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但仍難撼動女性在家務勞動與照顧角色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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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尤其是移民女性在移居國因為缺乏非正式資源的支持，往往在兼顧照顧與工作方面承受

更多壓力。研究發現，女性對於照顧與工作兼顧策略運用，因階級與族群有異，通常勞工階

級、經濟弱勢或單親母親較少運用雇用照顧(paid care)資源，中產階級或專業移民家庭較傾向

運用公共資源(如政府子女托育照顧服務)(Remennick, 2001；Liamputtong, 2006)。第一代移民

女性因為缺乏文化和社會資本(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s)，面對照顧與工作壓力時傾向放棄工

作選擇照顧子女(Wall & Jose, 2004)。即便選擇就業，也無法擺脫照顧壓力。Kim et al. (2006)

訪問 22位韓國移民全職婦女，這些受訪者皆外出工作，薪資所得也用來改善家庭生活品質，

但未外出工作的丈夫，仍很少參與家務勞動與子女照顧；Data et al.(2006)在倫敦的研究亦發

現，相較於本籍人士，移民女性對於兼顧照顧與工作策略之運用較多元。 

 

貳、移民女性的就業 

女性主義主張經濟獨立自主與女性主體有關，女性透過就業達到經濟自主降低對男性的

依賴，才有機會發展自我主體經驗(Dominelli, 2002)。國外研究皆指出移民女性的勞動參與或

就業，始終無法與本籍女性相比，無論是勞動參與率、就業或薪資所得，經常都是移居國最

低(Espiritu, 1999；De Jong & Madamba, 2001; Man, 2004)。研究更指出，雖然華裔移民女性是

移居美國、加拿大或澳洲移民族裔中，具有較高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的群體，卻因為缺乏非

正式資源，又受到華人「男尊女卑」性別意識與家族主義影響，加上缺乏彈性不友善的勞動

環境與移民規範限制下，大都只能留在家中照顧小孩，或為了兼顧子女照顧而選擇非專業技

術工作，不充分就業或失業情況普遍，形成人力資源浪費。 

雖然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教育背景，不似華裔移民女性高，「內政部統計資料」

(2015)顯示，來自中國港澳或東南亞國家具有大專/學教育程度的婚姻移民的比率逐年上升，

2014 年移居台灣婚姻移民中具有高教育程度者約佔 27.3%，每四人中約一人具有大專/學以上

教育程度。在中國與港澳婚姻移民中高教育程度佔 31.8%，在東南亞婚姻移民中佔 14%；由

此可知，台灣跨國婚姻移民的教育背景也在改變中。我們不能忽略這些具有高等教育程度或

專業技術背景的華裔移民女性或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女性的人力資源，在澳洲或在台灣參

與勞動市場的經驗，日常生活中如何透過就業達到主體建構。 

探討華裔移民女性或台灣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就業經驗，很難避免照顧(caring)議題的討

論，因為照顧是根深蒂固的扣連女性，被視為是女人的工作。Drew et al.(1998)指出，女性的

照顧，其實是父權社會「男人養家、女人持家」(male breadwinner/female housewife)性別分工

模式下的「性別契約」(gender contracts)。「性別契約」明顯受到社會文化影響，而現代福利

國家企圖透過賦稅、兒童照顧、福利服務和性別平等的就業政策，打破這種「性別契約」，朝

向從個人角度、而非家庭角色，看待每個人的勞動參與，稱之為「平等契約」 (equality 

contract)(引自 Crompton, 2006)。在以「父子軸」為中心的華人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階序

影響日常生活家庭角色扮演，當華裔家庭移居美國、加拿大或澳洲後，因為缺乏非正式支持

系統，即便擁有高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的女性，只能選擇犧牲自己職涯追求，在家中照顧子

女或擔負家務勞動，導致職業向下流動現象(Ho, 2006)。能否擁有較多的非正式資源提供照顧

協助，關乎移民女性在移居國的就業經驗；例如：Kang & Phillip(2015)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ACS)2009~2011 調查資料分析，來自東亞與南亞國家的移民女性的照顧與工作經驗，

發現語言並非影響就業關鍵，非正式支持系統才是影響關鍵；雖然華裔移民女性擁有語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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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優勢，卻傾向於留在家中照顧小孩、男性外出工作。Ho(2006)運用深度訪談法訪問

了 40位來自香港和中國的華裔移民女性，這些受訪者都有高教育背景或專業技術，但是移居

澳洲後後並未帶來更多自我主體發展的機會，因為缺乏非正式資源，日常生活角色扮演只能

侷限於照顧與家務勞動，導致職業向下流動現象。同樣的，Chiang, Nora & Yang(2008)探討移

居澳洲的台灣年輕世代，由於擁有高教育程度，雖然讓她們適應較好，卻也面對無法找到合

適工作的困境。 

根據 2003年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資料顯示，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女性

勞參率 39.5%、失業率 17.6%，而中國籍婚姻移民女性勞參率 28.2%、失業率 14.8%；無論是

東南亞籍或中國籍婚姻移民女性的就業率皆低於本籍女性(46.9%)，但失業率明顯高於本籍女

性(4.1%)(王燦槐、林艾蓉，2009)。當時主要是受到《就業服務法》第 51 條和移民居留身分

對於新移民女性就業的限制，當 2008年放寬限制未取得身分證婚姻移民不再需要提出工作申

請就有合法工作權後，在第二波調查資料中，婚姻移民女性勞參率提升 54.4%，略高於本籍

女性(49.1%)；但是婚姻移民女性大都從事非技術和體力工作(40.6%)，其次為服務業與銷售業

(30.5%)，且薪資普遍不高(張朝琴，2012；蔡文如，2011)。在第三波(2013 年)調查資料顯示，

婚姻移民從事行業中，以製造業占最高(32.7%)，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22.8%)、批發零售業

(11.3%)、農林漁牧業(8.5%)；在未就業的婚姻移民女性中，主要是因為「料理家務」而未參

與勞動市場的比率最高(典通，2014)。 

無論是內政部的調查研究或以該項調查資料為基礎的幾篇論文，皆未探討日常生活經驗

中婚姻移民女性的照顧與就業的互動關係。國內相關議題之研究不多，少數幾篇皆是以訪談

資料收集方式為主，探討婚姻移民女性的工作與照顧兼顧。沈倖如(2003)研究發現，受到個

人因素與結構因素影響，也受到「男尊女卑」與「男主外、女主內」性別文化影響，婚姻移

民女性承受社會污名，加上夫家不信任對行動限制多。Yang & Schoonheim(2010)和潘淑滿、

楊榮宗(2013)的研究也發現，來自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面對夫家對於傳宗接代的期待，日常

生活皆以照顧子女、侍奉長輩為主，除非需要，否則夫家大都無法接受外出工作，限制了婚

姻移民女性與外界接觸機會，加深了對丈夫與夫家的依賴。許雅惠(2009)運用深度訪談，訪

問 23位越南和印尼移民女性的就業經驗，發現婚姻移民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卻帶來擴大社

會網絡與更多社會與經濟資本的培力效應。 

Kaplan & Chacko(2015)指出跨境遷移不只是空間移動而已，也帶來多元文化的衝擊。在

移居國，當移民欠缺資源而形成就業困境時，跨境協商經常成為使用策略。同樣的現象也展

現在趙彥寧(2010)對閩北中國女性母職實踐研究中，和潘淑滿與楊榮宗(2013)探討東南亞單親

移民母親的工作與照顧兼顧經驗。因此，本研究主張無論是對移居澳洲的華裔移民女性或台

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就業經驗及就業與自我主體互動關係的探討，必須要放置在家戶和

華人社會文化脈絡討論，方能看到當移民女性在面對外部主流社會的歧視、移民政策與勞動

結構限制下，又得面對華人家庭對於性別角色規範與家族主義等多重壓迫下，透過協商照顧

與工作經驗，爭取個人主體建構的堅持。 

 

参、移民女性的微型創業 

從上述研究，我們看到移民女性的就業普遍面對無法兼顧照顧的困境，因而所需成本不

高、機動性大、勞動結構限制少，又可以解決移民女性兼顧照顧困境的微型創業，就成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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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性參與勞動的另類選擇。Van Tubergen(2005)指出，移民女性的創業動機並非因為在移居

國遭遇的就業困境，而應溯及原生國生活經驗，所以對於移民女性的創業經驗，應從原生國

(origin)、移居國(destination)和安定(setting)三種脈絡分析。Budig(2006)結合了「工作及家庭衝

突理論」(a work and family conflict theory)和「職涯成就理論」(careerist theory)解釋女性創業

動機。前者著重於女性因需肩負家庭照顧，被期待投入更多時間於家務勞動和子女照顧，導

致面臨較多職場限制，所以具彈性的微型創業成為選擇；後者強調並不是所有女性都會面臨

工作與家庭衝突，創業不是家庭妥協結果，而是增進個人資源與提升社會地位。Das(2000)認

為女性創業動機可以分為三類：1. 「機會型」：無明確目標而是因興趣或延續家族事業；2. 「被

迫型」：因配偶死亡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頓等生活所迫；及 3. 「創造型」：創業證明自己有能

力面對挑戰或找尋自我主體價值。 

Strier(2010)運用深度訪談法，探討居住耶路撒冷30位從事微型創業猶太婦女的創業經驗，

由於受訪者皆為單親母親，為了兼顧照顧，大都選擇餐飲、美髮、美容和推銷化妝品。同樣

現象也展現在 Marlow(2006)在英國的單親母親創業經驗中，擔心業務影響政府補助，只好選

擇教授騎馬、按摩或擔任保母。國內幾篇碩士論文探討婚姻移民創業經驗，這些研究皆指出，

移民女性選擇創業主要是為了分擔經濟重擔，但是創業類型都需要考慮照顧需，從事微型創

業過程原生國的文化資本扮演重要角色(賴淑娟，2011；蘇建翰，2012；鍾蕎憶，2012)。這

些研究皆指出，隨著創業增加收入，不僅可以改善家庭經濟，也提升了移民在夫家地位，有

機會參與家庭決策，對生活更多掌控，原來的不平等關係產生能動性(agency)(Mayoux, 1998；

林慧芬，2010；林億玫、潘淑滿，2016)。 

無論國內外研究皆很少討論，具有高等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的移民女性創業經驗。到底

移民女性的社會人力資本與微型創業的關聯為何？國外學者指出，當人力資本愈豐富，專業

性愈不可取代，或薪資酬勞較高時，創業意願通常不高(Davidsson & Honig, 2003；Lin, 2002)。

下列幾項研究卻呈現矛盾現象。Le(2000)的研究發現，澳洲移民中通常教育程度愈高從事微

型創業機率愈低；而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可能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選擇創業(Dawson et al., 2009)。

但是 Kanas 等學者(2011)經由大數據分析發現，荷蘭移民教育程度與微型創業成反比；Van 

Tubergen(2005)分析歐美國家資料發現，移民教育程度愈高投入創業愈高。 

雖然國內有多篇碩士論文探討婚姻移民女性從事微型創業的經驗，但是受訪者大都不具

有高教育程度背景，隨著愈來愈多具有大專/學教育程度婚姻移民女性跨境遷移進入台灣社會，

且移居澳洲的華裔移民女性也是以具有高等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為主，那麼我們更關心：當

這些具高等教育程度或專業背景的華裔移民女性或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女性移居澳洲或台灣後，

在面對個人、家庭、社會制度與結構多重限制下，導致就業困難之際，而選擇從事微型創業

的經驗。 

國外研究顯示，社會與經濟資本與移民的創業有關(Dawson & Henley, 2009; Kanas et al., 

2011; Dawson et al., 2009; Bogan & Darity, 2008)。Still & Walker(2006)以問卷調查 517位澳洲

移民女性創業經驗，創業資金大都來自個人積蓄或親友，較少使用政府創業輔導資源或服務。

同樣的經驗也展現在國內研究報告中(賴淑娟，2011；鍾蕎憶，2012)。創業過程的跨境協商

頗為普遍，而原生國生活經驗與文化底蘊成為重要文化資本(Bowey & Easton, 2007；Lin, 2002)。

Yetim(2008)在土耳其的研究發現，移民女性比土耳其女性擁有較多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

是啟動投入微型創業關鍵。同樣的現象也展現在 Bogan & Darity(2008)對於美國非洲移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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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Collins & Low(2010)的研究探討移居澳洲族裔移民女性從事微型創業現象發現，台灣

和韓國移民女性從事微型創業人數高於其他族裔移民和澳洲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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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探討跨境遷移對於移民女性的主體經驗與性別社會關係的運作，了解兩地移

民女性在面對個人與社會結構多重限制下，如何突圍、並翻轉在移居國的不利地位。研究者

主要是運用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收集。自 2017 年 8月至 2018年 10月，研究團隊分別在澳洲

墨爾本及台灣各縣市進行田野訪談工作。澳洲墨爾本部分，由研究主持人與協同研究員前往

進行訪談資料收集；台灣部分，則分別由研究團隊成員進行訪談資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滾雪球方式，先透過移民機構、從事移民服務者、或社區網絡邀請，

受邀者必須符合條件且願意接受訪問。受邀參與本研究受訪者，需符合三項條件：已婚、有

子女照顧或長輩照顧需求、且目前或曾經就業或創業。研究者分別在台灣訪問 17位跨國婚姻

移民婦女及澳洲訪問 25 位華裔移民婦女，共 42 位。 

 

第二節  資料收集步驟 

壹、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之設計，主要是根據本研究問題與目的，並參酌相關理論與國內外文獻。訪談

重點聚焦於移民女性的工作與創業經驗，日常生活如何兼照顧與工作，角色協商及參與勞動

市場的主體經驗。訪談大綱包括六項議題(請參考附錄 1)： 

 

1. 請問您移居 Melbourne 或臺灣後的生活經驗與就業經驗？ 

2. 從事微型創業或創業發想或就業的經驗為何？您如何與家人協商創業或就業？ 

3. 請問您認為跨境資源與在地從事創業/微型創業或就業過程扮演何種功能？  

4. 在您就業或創業後家務的性別分工與家庭權力是否產生改變，影響為何? 

5. 就業或創業經驗對您個人的主體意義為何？ 

6. 創業或創業與在地同鄉網絡或社群的互動關係為何？ 

 

貳、資料收集過程 

(一)澳洲 

  以居住在維多利亞洲墨爾本地區之華裔移民女性為研究對象。為兼顧受訪者的多樣性，透

過多元管道(包括：機構、教會、宗教團體、私人網絡)邀請潛在受訪者，也盡量邀請來自亞

洲地區不同國家華裔移民(包括：中國、臺灣、香港、馬來西亞、越南及其他國家)。研究者

利用寒暑假期間，自 2017 年 8月至 2018年 10月，三度前往墨爾本(Box Hill & Shepparton)

進行田野訪談資料收集，每次停留約兩周左右。出發前，會與前ㄧ年合作華裔移民服務機構

的主任、督導或工作人員及居住該地友人聯絡，協助邀請受訪者。部份受訪者出發前已確定，

部分受訪者則於田野資料收集期間協商與確認。訪談開始時，先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訪

談重點、訪談採全程錄音、並說明受訪者參與權益。三波移地訪問，共訪問了 25位華裔移民

女性，這 25位華裔移民分別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台灣。 

有些受訪者從事全職，有些兼職或自營，訪談時間以配合受訪者時間為主，有些在周間，

有些在下班後或假日進行訪談。Box Hill 地區的訪問，以交通便利 Box Hill station 咖啡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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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McDonnald，有些前往受訪者住家附近速食店或家中，有些前往受訪者在 city自營商店；

Shepparton 的訪問則分別在當地廣播電台錄音間、或研究者民宿寄宿家庭的農場(澳洲受訪者

基本資料，請參考表 3.2.1)。 

 

表 3.2.1 澳洲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編號 國籍 
移民 

類別 

教育 

程度 

婚姻

狀況 

子女

數量 
生活概況 

A01 中國 投資 大專 結婚 1 
丈夫為申請人，回中國工作，在澳洲經

營體育用品店。 

A02 中國 投資 大學 結婚 1 丈夫為申請人。 

A03 中國 投資 大學 離婚 1 移民為申請人。 

A04 臺灣 技術 碩士 離婚 2 
丈夫為東歐移民。 

家暴離婚，目前獨居。 

A05 臺灣 
技術 

(本人) 
碩士 結婚 1 

夫妻皆為臺灣留學生，回台後再回來

AU讀書。 

A06 臺灣 
技術 

(TAFE) 
大學 結婚 2 

丈夫為申請人，先念書，取得 TAFE 畢

業證書(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等於臺灣的職業學校)再申

請移民。 

A07 中國 跨國婚姻 大學 結婚 4 丈夫為伊朗移民，開洗衣店。 

A08 臺灣 投資 高中 結婚 3 
丈夫是申請人，回臺灣工作，在澳洲經

營接待家庭。 

A09 
馬來

亞 
技術 高中 結婚 3 丈夫為申請人，馬來亞華僑。 

A11 中國 技術 大學 離婚 0 丈夫為申請人，目前單身。 

A12 中國 
留學生轉 

技術 
研究所 結婚 1 

留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轉技術移民，

父母也陸續移居 AU。 

A13 中國 
留學生轉

技術 
大學 結婚 0 

中學來澳洲留學，算是中國第一代留學

生，畢業後留在澳洲工作，並取得公民

身份。 

A14 臺灣 跨國婚姻 高中 結婚 2 
丈夫是二代臺灣移民，丈夫是廚師，婚

前擔任護士。 

A15 臺灣 
留學生轉

技術 
碩士 未婚 0 

(小)留學生，畢業後留在澳洲工作，擔

任鋼琴老師。 

A16 香港 技術 碩士 已婚 1 
丈夫是申請人，在澳洲取得學位後擔任

counselor工作。 

A17 香港 
留學生轉

技術 
大學 已婚 2 

留學生，畢業後留在澳洲工作，從事房

地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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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香港 
技術 

(本人) 
大學 已婚 1 

從事美容工作，後入神學院，擔任傳道

人。 

A19 
馬來

亞 

技術 

(本人) 
大學 已婚 2 從事 Service delivery，擔任 manager。 

A20 中國 
留學生轉

技術 
碩士 已婚 2 

留學法國與澳洲後，與台灣華裔移民二

代結婚，因為 IT 專業背景，而獲得郵

局 Business analysis 工作。 

A21 

馬來

亞轉

新加

坡 

技術 

(本人) 
大學 已婚 1 

因為 IT 專業背景而移民澳洲後從事

Data analysis 工作。 

A22 香港 技術 大學 已婚 1 

丈夫為申請人，在香港擔任社工，移居

後亦從事 Community service worker 工

作。 

A23 香港 
技術 

(本人) 
高中 已婚 2 

擔任診所的行政秘書多年，移居澳洲

後，順利應徵診所工作，始終擔任 Clinic 

receptionist 工作。 

A24 
馬來

亞 

技術 

 
碩士 已婚 2 

丈夫為申請人，移居澳洲後失業多年，

再進入學校讀書取得證照與學歷，目前

在民間團體擔任 social worker。 

A25 中國 跨國婚姻 大學 已婚 2 

丈夫為澳洲人，前往中國旅遊認識，結

婚後居祝在小城鎮，主要以同時兼任多

項工作為主，包括：大賣場、高中中文

老師、電台播報員等)  

A26 臺灣 

Working 

holiday轉

跨國婚姻 

高中 已婚 2 

丈夫為澳洲人，working holiday 時認

識，後結婚，目前在 Shopping mall 手

機店擔任 saleswoman 。 

註：為保護研究對象之權益及隱私，研究資料皆以去名化、保密、及編碼方式處理，將研究

對象以「A01」等方 式編碼呈現於研究中。 

 

(二) 臺灣 

為兼顧受訪者多樣性，透過多元管道(包括：新住民家庭服務、婦女福利、單親家庭、NGOs、

私人網絡)邀請，除了中國之外，也盡量邀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居住不同縣市移民參與。研

究者先與多元管道的工作人員或朋友連絡，說明研究目的與訪談重點後，協助邀請符合研究

指標，並願意接受訪問的移民，再由研究團隊以電話、Email 或 Line 聯絡與說明研究目的，

並 e-mail 或 line訪談大綱與知情同意書讓受訪者預先了解參與研究過程之歷程與權益保障後，

約定訪談地點與時間。自 2017年 8月至 2018年 10月止，分別在臺灣北、中與南地區進行訪

談資料收集。開始前，先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重點、訪談過程採全程錄音、並說明

參與權益等。共訪問 17 位移民女性(台灣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請參考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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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灣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編

號 
國籍 

移民 

類別 

教育 

程度 

婚姻

狀況 

子

女

數

量 

生活概況 

T01 泰國 跨國婚姻 二專 離婚 2 

受暴，先生有精神問題，初期以清潔打

掃工作為主，後來從事賣場工作，最近

幾年在夜市經營小吃攤。 

T02 中國 跨國婚姻 大專 離婚 2 
目前在醫院看護仲介公司工作，擔任督

導/協調者。 

T03 越南 
移工轉 

跨國婚姻 
 離婚 3 

在越南有一段婚姻，2 女兒。剛開始在

夜市攤位打工。婚暴離婚。 

1 個小孩與臺灣前夫生，2 個小孩與越

南前夫生。 

T04 泰國 跨國婚姻 國小 結婚 1 

家中務農，15 歲到城市開始當建材銷

售。來台後，學中、日文，間斷式工作。

原做家庭代工、後做通譯、日前在夜市

開泰式小吃攤，及轉行團購。 

T05 
緬甸

華僑 
跨國婚姻 

讀華校高

中 
結婚 2 

生兩女兒。先生是植物人，10多年後往

生。 

T06 越南 跨國婚姻  結婚 2 
從事多項工作，目前開美甲店。育有一

子一女。 

T07 越南 跨國婚姻  結婚 2 育一子一女，工作，先生照顧子女。 

T08 
內蒙

古 
跨國婚姻 大學 結婚 3 

目前做中國民族風首飾，直播銷售。與

公婆同住，照顧吃住。 

T09 印尼 
移工轉跨

國婚姻 
高中 結婚 3 

先生前妻生 3個小孩，大兒子有肌肉萎

縮。 

移工(家庭看護工：照顧先生的媽媽和

大兒子)轉移民身份。 

T10 越南 
移工轉跨

國婚姻 
大學 結婚 2 

在越南大學畢業後來台擔任手機工廠

品管 3年，後返回越南從事仲介業，兼

做翻譯書籍工作。因結婚再次來台，從

事筆譯及口譯兼職工作，目前擔任科大

越南專班課程翻譯。 

T11 中國 跨國婚姻 大學 結婚 2 育一子一女，大兒子 8歲。公公中風。 

T12 
柬埔

寨 
跨國婚姻  結婚 2 

育有一子一女。剛來台在家從事手工

業，後來大都在餐廳、早餐店等兼職工

作，目前自己開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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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 中國 跨國婚姻 高中 結婚 1 育一女。曾創業開美容院 2年。 

T14 中國 跨國婚姻 高中 離婚 1 
育一女。婚暴離婚。目前主要從事農業

相關工作，果乾網路行銷為副業。 

T15 中國 跨國婚姻 小學 離婚 1 

獨居，目前開麵店。 

與前男友生一女，現已成年。與前夫未

生子。 

T16 中國 跨國婚姻 高職 離婚 1 

育一女。家暴離婚。來台早期沒工作證

曾當黑工(清潔打掃、夜市賣東西)，目

前從事 2份打掃兼職工作。 

T17 中國 跨國婚姻 高職 離婚 2 

家暴離婚。目前在安親班做打掃煮點心

的全職工作，也考慮加入副業(手做食

品)。 

註：為保護研究對象之權益及隱私，研究資料皆以去名化、保密、及編碼方式處理，將研究

對象以「T01」等方式編碼呈現於研究中。 

 

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 1.5~2小時，全程錄音；若受訪者不同意錄音，徵得同意後改以

速寫紀錄。由於澳洲受訪者皆為華裔移民，訪問以國語為主，夾雜英語或台語；台灣受訪者

皆已在台灣居住多年，訪問以國語或台語為主。為彌補受訪者因參與訪談的時間損失，訪談

結束後，回饋現金 800~1000 元。視訪談資料收集概況，決定是否透過 e-mail、面對面或電訪

補訪。 

 

第三節  資料分析 

研究助理將訪談錄音檔轉譯為文本逐字稿，部份受訪者希望能確認文本逐字稿轉譯正確

與否，則會交由受訪者確認。本研究運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TA)進行資料分析。

所謂「主題分析法」是運用系統步驟觀察情境脈絡、文化或互動關係訊息的分析方式，從看

見、聽見訊息，梳理感覺，讓概念顯現。主題分析強調對社會現象理解必須扎根於行動者本

身主體意義，進行主題分析時需關注詮釋一致性、適切性及主觀解釋 (引自 Fereday & 

Muir-Cochrane, 2006:81)。進行分析時，以研究問題與目的為主軸，反覆閱讀文本，找出主軸

概念，透過比較、對照與歸納過程發展主軸概念架構；再透過與研究經驗、理論和文獻對話

展現主軸概念，最後再以主題呈現詮釋。 

田野訪談資料收集過程，研究團隊不定期討論與分享訪談心得。為增進文本資料分析的

信度與效度，研究者採取多角檢定方式，由助理交互檢視文本逐字稿轉譯的正確性，再由研

究主持人與協同研究者進行文本資料分析，並確認概念一致性。對於概念差異較大部分，反

覆閱讀文本，並形成對現象詮釋的共識。 

 

第四節  研究倫理與權力 

田野訪談資料收集工作前，送審並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一般審查

核可(編號：201705HS024，通過日期為 2017 年 8 月 3 日，證明書請參考附錄 2)，後因擴增

研究參與者數量，進行變更送審並通過(編號：201705HS024，通過日期為 2018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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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請參考附錄 3)。 

 

壹、知情同意 

針對研究對象設計書面「知情同意書」(請參考附錄 4)。知情同意書內容包含訪問目的、

訪問方法與流程、預期效果及利益、受訪者權益及隱私權及研究團隊相關聯繫方式，獲得受

訪者同意後，研究者及受訪者雙方簽署知情同意書並各自保存一份。 

 

貳、匿名與隱私 

田野訪談資料收集過程，涉及個人生活隱私、感受、想法與評價，避免受訪者身份曝光，

未來在發表的文章中受訪者稱呼將以匿名處理，引用資料時也將反覆確認，避免可能被辨識

的資訊暴露。由於研究關係，受訪者願意分享自己生活經驗與內在感受，研究者必須適時提

醒受訪者有權決定分享程度，且研究者也必須避免因為好奇而探問與研究問題無關之事。若

在訪談過程受訪者談到傷心處情緒低落或激動，研究者透過傾聽給予情緒支持，或甚於訪談

後提供相關資訊。在研究結束，且論文改寫期刊論文或專書發表後，在合理年限內(約 3 年)

將訪談錄音檔案、逐字稿和受訪者資訊銷毀。 

 

参、互惠 

在研究經費許可下，每位參與深度訪談受訪者，提供 800~1,000元(或等值澳幣)現金或禮

卷回饋。 

 

肆、身分與詮釋權力 

研究者必須覺察到自己的身分與角色，可能在田野研究資料收集過程，與受訪者或參與

者形成權力差異，或因為對於 Melbourne 社會文化不熟悉或對臺灣社會文化過度熟悉，導致

缺乏文化敏感度或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盲點。因此，在開始進行田野資料收集前，透過閱讀

文獻與接觸，增加研究團隊成員對於 Melbourne 華裔移民家庭和臺灣跨國婚姻移民家庭的接

觸與文化敏感度，避免因刻板印象影響資料收集。資料收集過程，研究團隊成員盡量以開放

態度與受訪者互動，避免影響資料蒐集得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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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步發現與討論 

第一節  澳洲華裔移民 

壹、跨境遷移：就業不在是抉擇關鍵 

令狐萍(2015)〈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一書指出早期移居美國與澳洲華裔移民，幾

乎都是以男性養家者為主，「就業」是促成跨國遷移關鍵，待就業所得收入穩定後再透過家庭

團聚達到全家移民。我們將這類型的華裔移民視為是傳統移民，明顯與受到全球化衝擊的華

裔移民現象不同。2000年以前移居歐美澳的華裔移民，主要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和東南亞

國家，早期主要是來自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國家，2000年以後來自中國華裔移民快速成長。

台灣是在 1980年代經濟轉型，199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但同時面臨中國快速崛起後的政

治壓力，香港也是受到 1997 年回歸中國影響，來自外部政治壓力影響，讓不少來自台灣和香

港的「中產階級」家庭選擇移居海外，這些家庭原本就業與所得收入情況良好，是對政治環

境有些疑慮而選擇移民。中國則是在 1980年代後期經濟開放，2000年以後成為經濟大國，

許多「中產階級」家庭考量「生活品質」與「子女教育」而選擇移居海外。本研究 25位移居

澳洲的華裔移民受訪者，無論來自台灣、香港、中國或馬來亞，都是第一代移民，大都是以

「技術」或「投資」移民身分申請，有些技術移民是先進修後續留澳洲工作；除此之外，有

4 位受訪者是屬於跨國婚姻，透過依親移民。除了移民類型不同之外，我們也看到無論何種

類型，都是以全家移民為主，反倒是有些「投資」移民家庭，在確定投資後，主要申請人會

返回母國。25位受訪者中，除了申請澳洲進修者之外，大多數受訪者移民澳洲之前，都已具

高學歷且從事全職工作，這也與早期華裔移民不同。 

雖然澳洲被定位為「移民型」國家，早期對移民並不友善。白澳政策明顯排華，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後，才重視多元文化的必要，1990年代後期開始實施多元文化政策，逐漸轉型為移

民型國家。參與本研究的 25位受訪者都是在 1990 年代以後移民澳洲，無論來自台灣、香港、

中國或馬來亞，主要是追求較好「生活品質」與「子女教育」，與研究澳洲華裔移民的研究結

果相似 (Chiang & Hsu, 2005; Chiang & Yang, 2008)。進一步追問，受訪者大都只能從物質環

境勾勒「生活品質」與「子女教育」的概念(如：綠意盎然、空氣好、交通便利、人文氣息濃、

人際壓力小，或小孩上學壓力較小、可以自由發揮)。深入了解移民動機，考量卻略不同，這

些考量必須擺置在社會文化脈絡下才能理解，甚至追溯「家族跨境遷移歷史」與「面子文化」

的傳統框架。 

來自台灣與香港受訪者選擇移民澳洲時，較多是受到外部政治因素影響，來自馬來西亞

受訪者較常受到內部政治因素影響，來自中國受訪者對於政治因素影響表達較為隱晦，較常

提到人際關係與競爭壓力是移民抉擇關鍵。台灣移民較早移入澳洲，1980 年代經濟轉型與

1990 年代經濟奇蹟，創造許多「中產階級」，遭逢解嚴後在國際社會地位不確定性，有些中

產階級家庭開始以「投資」身分移民(如 A08)。1996 年總統直選而中國對外島射飛彈恫嚇行

動，更導致內部恐慌形成第二波移民潮。香港居民在九七回歸中國前後，社會集體焦慮而引

發巨大移民潮(如 A16)，天安門鎮壓行動引發對中國政權的疑慮形成第二波移民潮 (如 A18 & 

A23)。A16回憶對九七回歸害怕，所以在 1994年以「技術」移民身分申請移民澳洲，A23則

是在六四天安門之後申請移居澳洲。 

我1994年來，技術移民加上家人團聚，我大伯在這裡，所以兩方面都有，技術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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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家屬團聚(訪員：甚麼情況下，會想要移民澳洲？)因為害怕1997大陸收回香港

嘛，所以就移民過來!(A16) 

…過了六四，加拿大幾乎都不再接受任何人申請，紐西蘭也不要profession移民，Australia

比較需要這種人才…那個時候我是做那個(醫院診所)行政秘書…我的先生是在hotel上班

的，大的酒店上班，做human resource…personnel and training…澳洲需要這種人才…(A23) 

 

1990年代中國崛起，對周遭國家形成巨大壓力，也影響台灣與香港人出走。來自馬來亞

受訪者則是受到內部政治壓力影響，由於馬來亞政府相關政策不利華人，社會充滿排華情緒，

馬來亞華人大都經商，因為不易進入政府部門或從政。本研究中 4位馬來亞受訪者都是馬來

亞華裔二代或三代，家族對跨境遷移原本就不陌生，「逐水草而居」的心念興起「再」移民行

動，訪問過程很少談及「落地生根」，對於跨境遷移就好像呼吸空氣一樣的自然。舉例來說：

A21大學畢業後到新加坡工作，來回馬來亞與新加坡後移居澳洲；A24大學畢業後先到新加

坡工作，婚後隨著丈夫的研究工作而移居日本，多年後再移居到澳洲，目前丈夫前往中國工

作，自己對於是否移居中國並不排斥。 

 

Barth(1964)根據自己對二十世紀中期後華裔移民移居動機與經驗的觀察而提出「旅居性

理論」(Sojourner theory)，認為華裔移民動機普遍與其他國家不同，大都未打算定居或成為長

期居民，只是以旅居異鄉心情經營異國生活經驗，希望告老返鄉，Barth 認為這種旅居性心理

嚴重妨礙華裔移民在移居國的適應與融入(引自令狐萍，2015: p.36)。不過，Barth的觀察無法

在本研究中獲得支持，主要是忽略不同世代華裔家族遷移經驗對，也忽略全球化脈絡下多文

化認同的發展趨勢。如果僅將「告老返鄉」視為光譜，馬來亞與中國位居光譜兩端；由於馬

來亞受訪者家族大都是早期華裔移民，遷移鑲嵌在家族生活記憶中，香港受訪者也有著相似

經驗，訪談過程來自馬來亞與香港受訪者，對於跨境遷移不確定性較少流露焦慮，倒是來自

中國受訪者幾乎是家族第一代移民，移居澳洲決定多少帶著「光宗耀祖」成分，在家族中或

鄰里間往往是大事，若移居在澳洲生活適應不良或工作不順，「面子文化」成為左右關鍵。來

自馬來亞的 A21提及面對跨境遷移生活不確定時能坦然接納，是因為「到處都有華人」，所

以「到處都是家」的感覺。 

向來都知道澳洲找不到工，很難找到工。(訪員：我覺得你好像不會害怕這些不同的

culture shock，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能力？)應該不會怎麼有吧…到處都有華人，華

人比較多的地方就是家的感覺吧(訪問者：華人較多地方會讓你比較自在一點嗎？)

都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都可以看到華人嘛 (A21) 

 

A24也是來自馬來亞，決定離開馬來亞是因為馬來亞政府排華，壓抑華人升遷機會，加

上薪資水平遠低於新加坡，地利之便，新加坡成為首選。她表示「看哪裡有機會就去那裡，

不會特別害怕」，對於移動是以「逐水草而居」的心情面對。 

(訪員：我訪問那麼久，看到很多來自中國對於不斷變動是有anxiety的，我發現馬來

亞與香港人沒那麼高的anxiety？)我想還好吧！我們的祖宗都是從中國，移民就在我

們的家族歷史…馬來亞因為政治環境，馬來亞華僑如果跟土族比起來，我們的機會

沒有像他們那麼好…比方說進大學，我那個年代進國立大學都有一個quota…畢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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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找工作，那時候就很多都在馬來亞找工作，可是馬來亞薪水都比新加坡低…

我很多朋友都到新加坡，再加上新加坡有獎學金，比較吸引一些人才過去…對我們

來說到新加坡工作不是很特別東西，就算是另一個國家也是很近…我們那一代就看

哪裡有機會就去那裡，不會特別害怕(A24) 

 

相較於來自台灣、香港或中國受訪者，馬來亞受訪者都是以「專業技術」身分 (如 IT)

申請移民澳洲(A09, A19, A21 & A24)。由於馬來亞是多語國家，有英語和華語學校，所以馬

來亞公民英語能力普遍略勝於其他受訪者，大都在移入澳洲前或移居後短期間找到工作(如

A19, A21)。有著 IT背景的 A19帶著兩個兒子移居澳洲，順利找到全職工作，幾年後也升到

管理階級，為兼顧兩子照顧需要，無論是租屋與就讀學校都選擇在公司附近。 

我自己是技術移民…帶了兩個孩子過來…full-time上班…現在是service delivery 

manager，都是在電腦行業，我的技術移民也是靠我的電腦行業工作經驗…帶著兩個

小孩子，所以盡量找住的地區離學校跟辦公室比較近，學校離辦公室和學校都只有

五分鐘…(A19) 

做 IT 的，也是做 data analyst…(訪員：很多移民來到澳洲找工作都會有困難，但

是妳找工作很順？)很順，我一來都很順，應該是 IT 背景，因為這裡 IT蠻缺人的，

我申請 PR 也是以 IT 的 skill 來申請(A21) 

 

來自中國受訪者較少提及政治因素，皆表示考量「生活品質」或「子女教育」，大都以「投

資」身分申請移民 (A01, A02, A03)，少數以「技術」申請移民，A07 與 A25則是透過跨國

婚姻依親移民。不過來自中國的受訪者，若是以「技術」申請移民，大都是在澳洲取得高等

學位後留在澳洲工作(A12, A13, A20)後再提出變換申請。若以「投資」身分申請，丈夫是主

要申請者，移居後「買」了生意後，由受訪者經營生意及陪子女，丈夫返回中國賺錢養家，

待申請定居後才結束生意。有些華裔移民家庭研究者(Chiang, 2016；楊智翔、姜蘭虹、廖珮

君，2005)指出，「太空人家庭」(astronant household)在華裔移民家庭頗為普遍，形成實質「單

親媽媽」現象。受訪者表示，因為想提升生活品質、降低子女升學壓力、及逃離人際壓力才

移民，但是移民後，却面對文化差異、語言溝通障礙、及社會體制落差，如果生意經營不順

利，孩子發展也不如預期，夫妻分隔兩地，容易形成夫妻與親子問題(A01, A02)。 

…有時候我也思考這個過程中，有些教育方式是不是真正適合兒子…我這邊就經營

的那麼辛苦，但是他也不是我想要的那種結果…來到這邊因為我也那麼辛苦也有情

緒，回去也不想吭聲…文化差異呀，有很多那種觀念啦，她就是覺得不太容易跟人

家交心(A02) 

(訪員：分隔兩地會讓你不踏實嗎?)…開始沒有，慢慢就覺得溝通上沒有以前溝通那

麼好了...以前不會為了別人的事情去爭，就後來會為了別人的事情去爭，我就覺得

原來分隔幾年溝通上是會有問題的…我覺得是那個溝通少…生活經驗不一樣…就沒

有以前那麼融洽，我明白為什麼說異地容易出問題...其實原來就覺得慢慢適應，希

望在這邊找一點事業，然後老公會過來，其實後來發覺不是那麼容易，我老公已經

在那邊有基礎(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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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境主體：多重身分交織下的差異政治 

參與本研究的 25位受訪者，透過跨(國)境遷移在異文化、移民身分及其他社會類屬等個

人與結構交織下，形塑自我的主體認同，這樣的主體認同絕非只是從 A地轉換到 B地，因為

空間移轉產生的主體認同改變而已，而是摻雜著移出與移入兩地，來自個人、文化與結構下

形塑多重主體認同的「差異認同」 (Castle & Miller, 2003)。本研究中，我們運用交織理論探

討華裔移民女性的生活經驗與主體認同，透過訪談過程深入剖析跨境遷移中的個人、文化與

結構如何影響華裔移民女性的生活經驗，進而交錯影響其主體認同。 

在 Barth(1964)「旅居性理論」中，強調雖然華裔移民旅居異鄉，總是惦記著「落葉歸根」，

對原鄉習俗與文化不忘，導致無法融入移居國生活而覺得疏離。在我們的受訪者中，除少數

來自中國受訪者，幾乎沒有「落葉歸根」或「告老還鄉」打算，也很少堅持傳統節慶、文化

儀式或生活型態，倒是對於兩地文化差異有更多反思，常自問：「我想過甚麼樣的生活?」務

實多於傳承文化使命。我們並非否定 Barth的理論，而是時空背景讓 Barth 的理論詮釋產生侷

限。這種差異可能來自 Barth 的「旅居性理論」是根據 1960年代前華裔移民生活經驗觀察而

提出的觀點，在 1960年代前的華裔移民主要以留學移民為主，「留學」幾乎是移民者第一次

出國，在航空資訊不發達年代，返鄉不容易，只能透過文化儀式緬懷。我們的受訪者幾乎都

是 1990年代以後移居澳洲的第一代移民，有些受訪者並非直接從原生國移民澳洲，有些受訪

者移民澳洲後多次進出最後才選擇留在澳洲。我們看到全球資訊科技與航空便利，不僅縮短

國界與時空距離，同時也讓移民有機會在不同文化之間多次「進」「出」，這些生活經驗交織

的主體認同，已然不是早期的二分或混合的主體認同，而是交織在個人、文化與結構的多重

主體認同。 

來自馬來亞的 A24大學畢業後前往新加坡工作幾年，婚後，隨丈夫旅居日本多年，因丈

夫研究工作轉換而移居澳洲，丈夫再因工作而轉網中國，她與兩個小孩則留在澳洲，訪問過

程表示，等小孩畢業，若她可以在中國找到工作也會移民中國。來自中國的 A20高中畢業後

前往法國留學，返回中國後，又到澳洲進修，丈夫是來自台灣二代移民，婚後，留在澳洲，

但也多次返回中國與台灣，而有機會比較兩地華人生活與價值觀的差異。這兩例子說明許多

移民從母國移居澳洲並非直線，抵達澳洲前已經成載其他文化生活經驗，是帶著多重文化視

角與生活經驗融入澳洲。 

本研究中有 6位受訪者(A04, A12, A13, A15, A17, A20)是澳洲「留學生」或「小留學生」，

畢業後續留澳洲工作，因工作或婚姻而曾移出澳洲，移入華人較多國家(如香港或新加坡)，

來自華裔背景卻無法融入華人社會，在那裏無法產生「歸屬感」，幾番周折回到澳洲後，才理

解到自己是屬於澳洲。舉例來說：A13來自中國，小留學生，大學畢業後澳洲經濟不景氣，

大多數人失業，轉到新加坡工作，後來與來自香港丈夫結婚，婚後一起回到香港。她說，在

新加坡時，因為澳洲口音導致當地人排斥她，回到香港，同文同種又會說廣東話，卻始終無

法認同香港，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屬於澳洲，決定返回澳洲。 

…這就是你所說的歸屬感。我來澳洲時很陌生，因為不是移民來，學了七年再去新

加坡工作，新加坡有很多同學，那陣子讀完書都找不到工作，結果都去新加坡…週

末不愁沒有節目，要不是加班、就是看電影，但是沒有歸屬感…是新加坡邊緣人…

我們是新加坡邊緣人。在香港交通很方便，語言沒障礙，歸屬感這東西看不見卻感

受得到。沒有歸屬感就是沒有歸屬感。那邊也有親戚…從新加坡回來就覺得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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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澳大利亞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新加坡…實在不喜歡香港生活…最不能接受的

是很 stereotype…整個社會就是覺得在那個階段就應該是這樣子的…人多競爭強

(A13) 

 

A20因為有多重文化生活經驗，又嫁給台灣二代移民，她說自己的「歸屬感」是在生活

經驗中，反覆在「自我」與「文化」對話中形成。她在移居澳洲前，曾在法國讀大學，回到

中國後，再到澳洲讀碩士，婚後留在澳洲，因為 IT背景找到不錯工作機會在公家機構上班。

在中國-歐洲-澳洲-台灣的生活經驗，讓自己不斷思考這些文化差異與自我的互動關係。訪問

過程，她分享自己的觀察，澳洲社會強調個人價值，華人社會重視教育與文憑，但是教育過

程卻充滿羞辱，對個人自信打擊很深，所以華人普遍缺乏自信、較易貶抑自己。 

我對自己有很大問題，從工作裡面才發現我們華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我很多同事都

沒有大學文憑…可是中國的教育不是那種自信教育，我不知道自己能力在哪裡？我

對自己的評估很低。工作以後發現，這個工作真的太簡單了…除了英文挑戰外，我

的邏輯思維還有一些東西都超過工作對我的期待。因為我們受教育程度很高，工作

並不難…原來教育裡面好像對人自信心打擊很大，我們同學也有討論，就是在中國

這一代比較近乎羞辱式教育…我在工作裡面有很多義大利與希臘裔移民，他們的教

育也跟我們差不多，他們的爸媽都會打他們(A20) 

 

A11來自中國，有高學歷且從心理諮詢工作，移居澳洲後，適應不良、又找不到工作，

強烈失落，怕返鄉「沒面子」，輾轉多年才找到自我價值，且對澳洲產生歸屬感。提及那段

期間的生活：「所有生活都改變了，那時候很痛苦，覺得自己啥都失去了都沒有了。最吃力的

時候是連馬來西亞禮品店做店員別人都不要我!」曾經去餐館打工、學美髮、做馬殺雞，為養

活自己，一周工作七天，「受盡委屈」。多年後逐漸覺察到澳洲社會對個人主體的重視，不

在重視「面子」或像過去一樣「為他人而活」，開始簡單生活，平常心看待一切，不再為不

確定焦慮，受訪時以「反璞歸真」描述澳洲人的生活價值，相信在澳洲，只要肯努力都會有

機會。 

我接受現在的生活。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但不擔憂。在國內工作是好的，但從來就

沒有停止過擔憂，不知道擔憂什麼，一天到晚都在擔憂。好像外界逼著我走；在這

裡，是自己主動的，只要肯努力養活自己沒問題。在國內，有很多慾望，在這裡沒

有，努力養活自己，開開心心的。在國內攀比慾望，要比別人強、不服輸，一定要

比別人好，各種慾望。在這兒不會關注別人。如果在國內是這樣子，不逼死別人，

外人也會把我逼死。為什麼是這樣子？可能是文化吧!我認為是文化惹的禍。社會給

人虛的東西，讓自己無形壓力特別多。接觸這裡我才感覺到很羨慕他們這種反璞歸

真發自內心的自信，對自己的認可，對自己的接納，我好像從來沒有這樣子(A11) 

 

A12觀察到澳洲文化有種「不需在意別人」的輕鬆自在，這對於強調集體主義的華人社

會，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華裔移民更是充滿吸引力。訪談過程，有多位來自中國的受訪者多次

提及中國社會人際關係巨大壓力，人比人的「面子」文化，更是讓人喘不過氣來。A12來自

中國，是獨生女，在澳洲取得 accounting碩士學位後，留在澳洲工作，與同樣來自中國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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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結婚，婚後育有一女，是標準雙薪家庭。女兒照顧主要是娘家父母提供協助，父親是醫生，

退休後也移民澳洲。她的同事大都是澳洲人，從工作經驗中發現澳洲社會，人際空間較大，

互動壓力小，每個人都可以關起門來過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在意別人，這是最吸引她留在澳

洲的原因。 

在這兒每家關起門來過自己日子，不會去評論別人家是怎麼樣的，我們家的事我跟老公

協調好了，別人怎麼說我不管。他們的父母也不跟孩子一起住，也不會干涉這些東西，

所以別人怎麼說無所謂，不像我們文化就是很在意別人怎麼看我們家庭，我覺得這一點

真的很好很自由，不需要太介意別人的說法，別人也不會隨便評論你…我覺得這個非常

吸引我，不太需要太在意周圍親戚朋友眼光 (A12) 

 

除了曾經在多重文化移動的生活經驗或留學澳洲取得學位後留下來經驗外，本研究有6

位受訪者是透過跨國婚姻關係移居澳洲，3位來自台灣、3位來自中國。來自台灣的受訪者中

有1位(A04)的丈夫是東歐二代移民，兩人是大學同學；有1位(A26)是working holiday時認識丈

夫，丈夫是澳洲本地人；有1位(A14)從事護理工作多年，透過親友介紹與來自台灣二代移民

丈夫結婚後移民。來自中國的受訪者中，有2位的丈夫是前往中國旅遊時認識，A07的丈夫是

伊朗二代移民，而A25的丈夫是澳洲本地；A20則是在澳洲讀書時認識丈夫，丈夫是台灣二代

移民。這6位受訪者對於跨文化的主體認同更非線性，受訪者本身就是文化載體，不只是交織

在母國與澳洲雙重文化，同時也交織在丈夫家族的原生社會文化價值中，多重文化交錯形塑

多重主體認同。 

 

A07的丈夫是伊朗二代移民，在中國時原是經濟獨立個體，移居澳洲後，協助自營公司，

導致經濟必須依附丈夫。雖然丈夫與朋友投資油漆公司與洗衣店，卻不積極經營，更熱衷政

治活動，始終忙碌卻無法存錢，賺了錢也是投入社會運動中。丈夫認為不需要重視物質生活，

精神層次更重要；可是華人重視「存款」，要有「自己的房子」。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

對受訪者產生很大衝擊，受訪者始終覺得「生活沒保障」，對自己從經濟獨立成為依附者感

到強烈失落，加上對「做月子」認知與作法不同，丈夫認為沒必要「坐月子」，但受訪者始

終認為「坐月子」對女人極為重要，兩種文化價值拉扯，加上缺乏幫手，不僅沒有「坐月子」、

更因為照顧而導致產後憂鬱，成為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 

   …這十年過得非常不容易...文化、生活習慣…他是一個很大男子主義。他是回教

徒，但沒有回教徒習慣，他吃豬肉，他不要求我改姓或改信回教，他甚至跟我說，

妳去信基督教…主要是我自己不能適應…就是想像和現實完全不一樣…我們面

臨的經濟壓力比以前大，我們沒有房子，沒有存款，沒有任何東西。對一個中國

女性來講，沒有自己的房子好像生活沒有保障，很難過，因為我無力掙錢…在這

裡我就是沒有工作，壓力非常大…兩個孩子都沒有坐月子，我老公不相信坐月子，

這個你要寫上，就是外國人不相信坐月子…兩個孩子沒有坐月子，然後我到現在

我心裡還是很難受，因為我不僅沒有坐月子，我要照顧家，我老公那時候工作六

天，然後我兩個孩子都是我一手帶大，我要做飯、整理家裡，非常非常辛苦… 

(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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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跨境就業：個人與結構共構下的工作經驗 

一、工作經驗 

華裔移民是澳洲第三大移民群，也是亞裔人數最多族群。國外研究都指出，華裔移民婦

女是移民中，教育程度最高、卻是失業率最高的族群。本研究發現華裔移民女性移居澳洲後，

受到英語溝通能力、子女照顧、人力資本、勞動結構、社會福利和移民制度等個人與結構音

素影響，除了「投資」移民需依規定經營生意，「技術」移民需於申請後幾年就業，方能取得

永久居留身分外，對於其他移民類型之就業並無特別規定。故，除上述兩種類型與畢業後留

在澳洲工作受訪者之外，其餘受訪者移居澳洲後很難馬上就業。有些受訪者透過「再/繼續教

育」取得證書或文憑後才找到工作(A16, A19, A24)，有些則是從事非正式工作(A05, A07, A08, 

A09, A11)。除了 3位未育有子女外，其餘受訪者都屬於育齡階段，移民澳洲時子女大都在學

齡前或學齡階段，由於缺乏非正式支持資源，普遍面臨「子女照顧」壓力，如何兼顧子女照

顧與工作息息相關。 

 

(一)  轉銜無障礙 

25位受訪者中，除「投資」移民(A01, A02, A03, A08)及 5位留學畢業後留在澳洲的受訪

者(A04, A06,A13, A14, A17 )，以「技術」身分申請共 4位(A18, A19, A21, A23)，分別來自馬

來亞與香港。來自馬來亞 2位受訪者(A19, A21)都是大學畢業、具有 IT 背景，移居前已找到

工作；A19獨自帶著兩個青春期兒子移居澳洲，因為 IT背景順利找到全職工作，受訪時擔任

經理。 

帶了兩個孩子過來，上班full-time，現在是service delivery manager，我都是在電腦行

業，我的技術移民就是靠我的電腦行業經驗，帶著兩個小孩子，那盡量找住的地區

離學校跟辦公室比較近，離辦公室和學校都只有五分鐘，一個十歲、一個六歲 (A19) 

 

同樣來自馬來亞的A21，大學畢業後前往新加坡工作，丈夫則在深圳工作，以技術申請

移民澳洲通過多年後，剛好女兒考上一所澳洲算是很好高中，便決定帶著女兒移民澳洲。青

春期女兒可以自我照顧，不需要特別照顧，對於居住安排，未免通勤壓力，特別在工作地點

與學校相距不遠處買了小型公寓。 

 

來自香港的 2 位受訪者是以診所行政秘書與美容技術申請移民，移居沒多久後就找到與

自己原本工作有關的工作。A23 說自己是看到六四天安門鎮壓行動後決定移民，原想移民加

拿大或紐西蘭，當時這兩國家已不再接受技術移民申請，為改善「生活品質」及「小孩教育」

改申請澳洲。移居澳洲不久，順利在診所找到行政秘書工作，老闆來自馬來亞並非華人。 

…過了那個六四，加拿大幾乎都不再接受任何人申請，已經滿了…紐西蘭也不要

profession移民，我們考慮到Australia比較方便，他們還需要這種人才…那個時候我

是做行政秘書…我先生是在hotel裡面上班的，大酒店做human resource…personal and 

training…澳洲需要這種人才…(A23) 

 

 雖然 A14具有護理背景，移民前也從事護士工作，且擔任護理長多年，原本以為移民澳

洲後應可以順利找到工作，沒想到如此困難。澳洲認可台灣護士證照，卻需要通過英語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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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居初期幾乎都是在準備職業英語及參加短期訓練課程，兩年多後才通過考試才到醫院工

作，剛開始選擇較缺護理人力小夜班。 

…我們在台灣先辦結婚，結完婚後半年我懷孕了後才移民過來…台灣的護士執照澳

洲是認證的，還是要經過很多關卡，懷孕時候就是先補習英文，以後準備職業英語

考試，通過後再參加大學的護理人員訓練，給oversea的nurse的progrm…整個過程約

2-3年(A14) 

 

早期澳洲留學生要申請移民相當簡便，只要居住 2 年以上就可以申請。本研究有 5 位受

訪者是小留學生(A13, A15, A17)或大學畢業後前往澳洲留學取得碩士學位(A04,A12)；畢業後

留在當地工作，大都從事到與所學相關工作。這些透過留學再移民的受訪者並未有適應不良，

進入就業市場也未出現語言或職場文化障礙。A13表示申請到澳洲讀高中時叔叔已移民澳洲，

因為年紀小，對新環境充滿好奇、也未對故鄉特別眷戀，並未出現適應問題。會年紀輕輕就

留學，主要是父親是廣東人，在父親故鄉沿海地區海外移民風氣頗為興盛。 

讀中學時候來的…因為這裡有親戚。我有興趣在不同地方學習…才10幾歲喔，自己

適應得很快，很小嘛，很長一段時間不是很明白一個人移民到陌生地方會多困難… 

(A13) 

 

來自台灣的Ａ15 也是小留學生，從小學鋼琴，認為澳洲音樂國際聲譽很好，家人送她出

國留學，在澳洲取得大學後，前往紐西蘭取得音樂碩士，再返回澳洲工作。讀書時期，透過

鋼琴家教賺取學費，取得碩士學位後也順利找到兩家音樂學校擔任鋼琴教師工作。 

我在這邊念書的時候就開始打工，後來開始在音樂學校教琴，發現還滿喜歡的 (A15) 

 

(二)  先培力再工作 

澳洲社會對「教育」與「工作」的看法和華人社會大不同。華人社會重文憑、輕技職，

認為高教是翻轉社會地位方式，對於技術性工作普遍鄙視。澳洲產業結構與受訪者的原生國

較不同，偏農牧、觀光、服務與生活技能，對水電工、木工、理髮、美容、護理師、廚師、

兒童照顧等技術人力需求高，但是華裔中產階級大都不是這些技術背景。從勞動市場供需法

則來看，澳洲就業市場可能提供華裔移民婦女就業機會原本就不多，加上語言障礙和澳洲就

業市場對於「推薦信」的要求，讓華裔移民婦女很難找到適合工作。有幾位透過跨國婚姻或

丈夫以技術移民身分申請的受訪者，移居澳洲後花了多年方能適應，待熟悉澳洲文化並了解

到澳洲社會對於人才類型需求後，有些會選擇再進入教育體系取得學位或證書，「再」進入就

業市場的策略。 

 

25 位受訪者中有 20 位具有大專教育程度，移居前大都從事全職工作，除了小留學生或

在澳洲取得高等學位後留在澳洲工作、「投資」移民、或受訪者本身是「技術」移民，大都因

為英語不夠流利、對在地法規不熟悉、無法取得當地老闆推薦函，加上缺乏非正式支持資源

協助子女照顧，而歷經長期失業。A24 大學畢業後曾到新加坡工作多年，婚後隨丈夫移居日

本再移居澳洲。移居澳洲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直到參加社區婦女團體認識在地華裔婦女，方

了解澳洲社會普遍需要兒童照顧人才，進入學校取得 child care certificate 後擔任 child care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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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後因 child care薪水不如 social work，所以又選擇回到學校取得 social work 碩士學位後轉

任社工，形容自己失業多年後找到全職工作，領第一份薪水時的心情，覺得自己「經濟獨立」

不需要再依賴丈夫了。 

我剛拿到第一份childcare工作時是跳起來的，高興得跳起來，因為妳想看我找了這

麼多年的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去讀書，讀了這麼多年，希望不要靠我先生，希望

自己能有一些工作，可是不容易找，就去做了些義工之類的，當我拿到第一份

childcare薪水的時候，我是跳起來… (A24) 

 

來自香港 A16 移居澳洲後也曾多年失業，最後選擇進入教育體系取得 counseling 碩士學

位後才找到諮商工作。25 位華裔移民受訪者中僅有 A06從未就業，因為丈夫失業又覺得台灣

社會有些亂，透過仲介評估並申請澳洲需要的技術人才課程進修(如廚師)，丈夫畢業後以「技

術」移民身分申請移民。丈夫找到工作後母子才到澳洲團聚，缺乏非正式照顧資源，子女年

齡又小，讓 A06只能呆在家中。A09在馬來亞時是職業婦女，丈夫以「技術」移民申請，找

到工作安頓好後，她和三位女兒才到澳洲團聚。由於女兒都在國小/中階段，選擇學校離家比

較遠些，每天耗費時間接送，讓她無法外出工作，逐漸的摸索出連結澳洲當地和馬來亞公司

合作從事輪胎回收後提煉油的生意。 

 

受訪者移居澳洲後的就業不僅是受到個人條件與勞動結構因素影響，澳洲教育體制更明

顯左右受訪者能否進入就業市場的關鍵。除了 3 位受訪者未育有子女外，其餘受訪者移居澳

洲時都有學齡前或學齡子女，有 9 位受訪者育有 1 名子女，10 位育有 2 名子女，3 位育有 3

名以上子女。這些受訪者在原生國時大都仰賴家人協助，有些則雇用保姆或家事工協助子女

照顧與家務勞動，加上台灣、香港、中國或馬來亞「外食」相當普遍，因此兼顧照顧與工作

並不那麼困難。移居澳洲後缺乏非正式支持資源，雇用保姆或家事工最低薪資高，加上澳洲

的小學屬於 quarter制，一年有四學期，每隔一段期間小學就放假兩周，長假在聖誕節與新年，

若缺乏支持系統，幾乎無法從事全職工作。面對一年有四學期，每隔八周左右就放兩周假期，

又規定不能讓 12 歲以下小孩獨留家中，幾乎讓來自香港的 A22 動彈不得，位了兼顧子女照

顧需要，約有 15年期間幾乎都是從事時間較有彈性的兼職銷售員，「很難找全職工作，每隔

一陣子要為照顧小孩請假一段時間」。 

那幾年只是做一點點義工，沒有做工作。這裡一年四個學期，中間都有兩個星期放

假很難找工作，而且你要接送，不容易安排。 Seller做了15年…是兼職工，不像香

港都是全職為主…這兩週很難請假…香港現在很多是全日制度，就是三點半下課…

香港就是請傭人。(A22) 

 

有些受訪者是先評估澳洲需要的技術人力，申請相關專業學校與系所，畢業後留在澳洲

工作(A05 & A06)，這種「三階段」移民方式在華裔社群頗為普遍，這類型受訪者也較少經驗

失業。舉例來說：A12 曾在中國讀碩士一年，評估 accounting 比較容易在澳洲找工作，就申

請出國留學。 

這個accounting屬於比較容易的專業(訪問者：所以當初出國讀書時就有思考過要藉由讀

書移民嗎？) 對，我當時是有這個想法的…我是獨生女，現在已經移民過來了(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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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業經驗 

根據楊智翔、姜蘭虹、廖珮君(2005)的觀察，華裔移民移居澳洲後，大都會從事延續母

國經商經驗，只是規模略微縮小，主要由家人共同經營。本研究 25位受訪者中，移居澳洲後

創業者並不多，僅 4位「投資」移民(A02, A02, A03, A08)依移民法規定必須經營一定額度事

業、並雇用當地員工，於一段期間後方可申請永久居留。這 4 位受訪者其實都非創業，而是

「買」現成生意，大都選擇投資服務業為主(如運動器材連鎖店、咖啡店等)。A01的丈夫是投

資申請人，不喜歡中國職場上「公關交際」(如陪客戶喝酒、唱歌、馬殺雞等)文化，選擇移

民澳洲。移居澳洲後，考量投資何種生意時發現澳洲做生意的資訊與管道十分透明，不同於

中國，為了簡化，所以「買」了戶外用品連鎖店，認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總公司配貨與

督導比較容易達到移民規定。 

賣戶外用品，比如說:鞋子阿、camping的東西、睡袋、衣服。主要是員工，本身這

個店什麼都沒變，只是我加進來了，老闆換了。連鎖店他雖然賣給你了，但他不會

放手，讓你去做的，因為他也怕你把他弄砸了，母公司還是會有督導員很多很多(A01) 

 

A02與A03(同樣來自中國)也都是以「投資」移民身分申請，最後都選擇了連鎖咖啡店。

A02移民前在政府單位工作，對中國政府政策沒信心，「…國內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最大

問題就是人太多，政府為了照顧很多人情況下，必然就有時候政策變來變去，因為中國有很

多變動不穩定，覺得政治不穩定，社會很多事情都不穩定。」移民澳洲後開始接觸華人同鄉

會，透過同鄉幫忙找到連鎖咖啡廳，考量咖啡廳位於華人區車站內，每天都可以看到華人臉

孔，可以相互請教與幫忙，且站內人流多、較安全。 

碰到困難時能夠找華人幫忙，比較容易溝通。華人區生意已經習慣華人面孔，而且

原來那個老闆也是華人。我會選在shopping center裡面呢，因為我小孩10歲，就怕安

全問題，你在外面店涉及安全問題，shopping center裡面對於我是相對安全， 

這邊讀書也比較方便(A02) 

 

A03曾經考量經營酒店、咖啡店、蔬果店、烤麵包店、烤雞店等，經過評估後，認為有

些行業(如烤雞或蔬果店)沒面子，有些行業易受景氣影響(如麵包店)，最後決定經營咖啡連鎖

店。 

…我們被要求總投資額要達到25萬澳幣以上，包括房產…當時覺得買房子最安全，

一方面有地方住，從中國人角度來說，投資房產是不會吃虧的…當時也看了好多生

意，各種生意。對我們來說，移民要求經營生意滿兩年，每年營業額要達到一定數

值，要雇用只少2個當地人…擔心達不到，想想就買一個已經達到要求的，這樣就比

較快一點…當時最不想的就是咖啡店，因為不懂得咖啡文化，最終選是選咖啡店。

經濟好的時候，一天喝三杯咖啡…咖啡店比較穩定…麵包店需要兩個人合作，因為

我們有小朋友嘛，爸爸不可能早上起來烤麵包，我一個人忙不過來……蔬菜店、烤

雞店，又覺得很沒面子…選來選去，正好看到賣這家連鎖咖啡店，考慮到是連鎖店，

總公司會有一些支持，就如果我們哪裡做的不好什麼的，那總公司可能會給一定的

支持啊，就是去教你怎麼做…覺得風險可能會相對小一點…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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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投資門路?主要是「看報紙和透過朋友介紹，報紙上有很多賣生意」(A01)。但

是經營過程遭遇諸多困難，例如戶外用品店員工都是澳洲人，經營後開始經歷到與員工溝通

問題(A01)；連鎖咖啡廳也同樣挫折：「我站在旁邊幫不了忙，都聽不懂，然後收錢又動作很

慢，但是這些都是比較旺的位置，要手腳很快的，我沒有經驗。我只能在後面收拾一下洗洗

碗。然後，缺什麼東西叫我去買，叫我去搬…」(A02)。A03承接的店老闆是印度籍，員工也

是印度人，語言溝通的困難之外，工作態度也不同，只好慢慢替換為華裔員工，「華裔職員

較聽話」。初期對於數目、英文、原料、蛋糕作法，都不懂，讓受訪者傷透腦筋，開始學做

蛋糕，每天卻剩下很多，都必須送人，更因為不熟悉英文名詞，常訂錯原料，導致庫存原料

很多。 

接店時候，店裡有員工的…員工全留下來了，一個都沒走，自己再招一兩個員工，

慢慢替換…店裡員工全都是印度人，我們慢慢換…華裔小孩比較聽話…英文逼著學

出來的…很痛苦，剛開始的那幾個月真的很痛苦…咖啡還好，但是裡頭有cake，還

有鹹的東西，像吃午餐啊，然後各種瑪芬，還有各種配料…全都是自己做的…那個

瑪芬當天賣不完就要扔掉，第二天再做新的，每天好多瑪芬吃不完…吃不完的瑪芬

左鄰右舍去送，給鄰居還有給朋友送…那些蛋糕、cake、派…剛開始最痛苦的還是

語言不行…因為倉庫裡那些東西有一半東西都不知道是什麼。好多配料…之前不知

道訂錯了東西堆了一大堆…前半年比較痛苦，過了半年以後等於是熬日子(A03) 

 

職場文化更讓兩人挫折。在澳洲，投資人和經理人角色不同，投資人不涉經營，經營屬

於經理責任；在中國投資人就是老闆，老闆最大。職場文化差異導致A01經常與經理衝突，

仲介會不時提醒不要與工作人員起衝突，否則移民局官員來訪時，可能不利於移民身分申請。 

其實最大挑戰是「語言」，還有「文化」，語言跟店員的溝通肯定是有問題的，我

們不可能很深入的溝通，還有文化。我覺得我是老闆，員工應該聽我的，可是他們

不是這樣子的，他的經理覺得「我是經理，我想怎麼排班就怎麼排班」。有時候我

想調整，他會不高興。經理人，他負責管理，掌握更大的責任做這樣的事，你只是

出錢出資老闆，他把你當成一個投資人，沒有把你當成一個老闆 (A01) 

 

A01 和 A02 取得永久居留身分後，馬上賣掉生意，專心子女照顧未進入就業市場。A03

婚暴後離婚，獨自帶著女兒從事餐點咖啡店的兼職工作，也曾返回技職學校學服裝設計，後

來「買」了農場後，遠離都市搬到農村居住，透過放牧與兼做直銷水果等非正式就業維持生

活開銷。 

 

四位投資移民中有一位來自台灣(A08)，算是比較早期的投資移民，當時並未要求經營生

意，但坐吃山空，所以丈夫安頓好母子後，就返回台灣工作，直到結束台灣生意後再返回澳

洲。正巧台灣海外遊學風氣盛，開始從事接待家庭工作，丈夫接送，A08 負責內務。年齡漸

長，近幾年因為 working holiday風氣盛，加上兒子獨立成家後，將空房轉租給 working holiday

華人，生活較無牽掛。 

 

A05 是技術移民，但是結合專業背景逐漸摸索出獨特創業經驗。A05 和丈夫是申請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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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經營專業學校就讀，留學期間因緣接受台灣旅遊節目邀請擔任翻譯，開啟從事 Blog旅遊

行業，透過臉書行銷一日旅遊，走高級路線，客戶群以海外華人為主。原本以夫妻以內外配

合方式運作，隨著生意愈來愈好而擴大經營，雇用員工經營一日旅遊行業。 

當初就是覺得這邊是老人退休地方，不會想要在這裡長久，年輕時一股衝勁想回去

臺灣上班，上班後朝九晚五加班，很沒生活品質！…那那時候問移民律師，因為我

是唸飯店管理，我先生是唸商，移民律師討論結果就是我做主申請人，唸了1年很順

利申請移民…一個因緣巧合的是，臺灣電視公司旅遊節目要來這邊出外景，需要一

個人翻譯…因緣巧合製作人就建議說「我們要找這樣的人，在世界各地我們都是上

網去找，那你如果還找不到方向，你可以試試看做這個旅遊工作」，所以我先生就

開始寫，因為那個時候是流行blog，所以他就寫了一些部落格，大概3、4個月就有

臺灣客人找上我們，就開始做這個旅遊工作…生意都穩定成長，客源是從網路上來，

都是自助旅行人 (A05) 

 

來自中國的A07的丈夫是伊朗二代移民，丈夫在澳洲原本就投資多家油漆公司和洗

衣店，丈夫熱心社會運動，無心經營，受訪者移民澳洲後就接手幫忙。來自香港的A18

從事美容與美容用品直銷工作，在家工作，白天孩子上學，在家中或前往顧客家中做臉，

客戶群主要以華裔婦女為主，工作時間彈性，可以兼顧子女照顧需求。 

我兒子讀prep是9點到3點，放下他，我就回來10點鐘開始做美容，在家裡做美容，

我幫人家做，在家裡(訪問者：現在做臉顧客還是華人嗎？有澳洲人嗎？)有，但是

很難做，他們的皮很薄，用力不行，他們不喜歡油油的。我上門跟他做，每次做三

百塊，做兩個半小時，臉和身體，不出門的。我不太喜歡做他們，因為這邊那個稅

收很厲害，所以我不想做太多，剛剛好就可以了，七千塊嘛，一人七千塊，不要做

太多，多了七千塊要報稅(A18) 

 

除了美容工作外，也經銷new skin產品，這些工作都不太需要英語溝通，服務對象也以華

裔婦女為主。詢問受訪者是否因為語言溝通造成障礙或困擾，她說：「沒有太大的困擾，有

些人知道我不說英文，會找一個人在旁邊翻譯」(A18)。 

 

三、職場文化 

本研究 25位受訪者中有 5位移居前後從事工作相似，並不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職場挫折。

舉例來說：來自馬來亞的 A19與 A21都是以 AI技術申請移民且移居後都從事 AI工作，來自

台灣的 A14與來自香港的 A22都是從事助人類型專業工作(前者為護理、後者為社工)，而 A23

則是從事醫療院所的行政秘書工作，她們都提及「職場文化」迥然不同，明顯影響人際關係、

同儕評價、和專業自信。她們口中的「職場文化」，主要是指對於「團隊合作」的態度與對

於「公私界線」的區隔。 

 

眾所皆知，華人與澳洲文化最大差異在於，華人社會屬集體主義，外部力量影響個人評

價；澳洲社會屬於個人主義，重視個人內在價值與個人主體。強調集體主義的社會反映在職

場上就是服從權威、不重溝通、個人意見不要太多、只要埋頭苦幹就是好員工、且公私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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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反應在職場上卻強調團隊合作、重視溝通、重視個人價值與權益、且公

私分明。A22在香港從事多年社會工作，移居澳洲後進入社會工作領域，卻發現職場文化不

同，香港不重視團隊合作，只要個人努力工作，晚上或周末加班都是正常的事，平日必須遵

守職場倫理與階級權威；可是澳洲卻重視團隊合作，強調工作與休閒平衡，下班時間到就結

束工作，非常重視社工權利。這讓不習慣團隊合作及溝通表達意見的A22吃了許多苦頭。 

我做community service 比較多 teamwork ，以前在香港比較比較少…他們文化真得

不一樣，他們比較重視 life balance ，同事之間較多點時間郊遊、喝咖啡…現在比較

多跟別人合作及溝通！…工作文化…工作時間真得不一樣。在香港很少準時下班…

如果你老闆很晚才離開…你就會有壓力。這裡就很普遍，準時走沒關係，香港就真

得有關係…有很多3點就要接小孩放學，一定要走…每一個人都知道的。3點鐘不見

了就是去接小孩…這裡就比較平等、比較歡迎大家溝通。香港可能我以前做政府嘛，

階級觀念比較重！…這裡會希望你跟他定時回報，也希望知道工作情況，要不要給

一些 support ，就是大家有多一點的溝通交流，跟香港文化不一樣(A22) 

 

A14同樣經歷到職場文化差異讓自己受挫的經驗。在台灣從事護理工作時，只要拼命工

作埋頭苦幹就會受到上司肯定，可是到了澳洲，除了語言障礙外，因為不習慣團隊工作，導

致人際關係緊張與無力感，甚至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 

…職場工作，像我今天上完10個小時的班，蠻累的，在台灣的話，同樣10個小時，

在這裡我要變成一倍半的努力…職場上挫折感大…我所有會用的英文只有在職場上

才用，其他的時間並沒有用…上班人家會覺得說欸你就乖乖的，可是文化上面很不

同，在台灣你是台灣牛精神，很努力很拼命去做，人家就覺得你是一個好護士。這

邊不是，你如果做什麼事情沒有用你的腦筋，沒有去跟人家溝通，為什麼你這樣做

背後的原因，你沒辦法去跟人家講，人家會覺得你是很笨的…比較慢的時候那就覺

得你的語言不是那麼好的時候，就會認為說你是一個比較笨的人這樣子…情緒會很

強，從台灣優良護士到這裡變成一個笨蛋護士，落差真的太大 (A14) 

 

A25從中國移居澳洲後，雖澳洲籍丈夫居住在農村鎮，該區少有華人、語言隔閡、又缺

乏非正式支持，白天丈夫上班後一人在家讓她產生強烈疏離。丈夫幫她找到「送報紙」工作，

讓她有機會透過送報認識社區及與人接觸。熟悉環境後，應徵賣場工作，丈夫下班後，由丈

夫協助照顧子女，她到賣場上晚班。隨著澳洲華裔移民快速增加，學校開始提供華語課程，

受訪者受雇擔任講師，周六也到當地廣播電台錄製華語廣播節目。這些工作經驗逐漸覺察到

職場文化差異，她看到澳洲社會對於人權與生命的重視遠超過對物質的重視，迥異於中國社

會職場文化對於人權的忽視。 

出去交流的時候更自信，part-time也好、不管什麼工作，你要知道怎麼做…這方面

培訓和生活是很相同的，就些工作經驗會多一些替別人著想，同時也不要太涉及別

人隱私(訪問者：這裡跟你在國內的文化是不一樣的嗎？)…很不一樣…比方說偷盜

會覺得全世界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這種大公司給你的理念是，這只是一個物品，

這只是一件東西，沒有必要去冒險阻止這個人…我們有很多培訓就是，沒有一件事

情是值得你去犧牲生命或犧牲長期健康去做的(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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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跨境性別角色協商：子女照顧與家庭關係 

華人社會普遍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強調「男尊女卑」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

角色，雖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或婚後進入就業市場率提升，男性參與家務勞動與子女照顧比

率仍不高。換句話說，女性經濟獨立不代表免除家務勞動或子女照顧，只是有較多機會透過

外包照顧或家務勞動降低壓力，而非正式支持系統在子女照顧協助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然

而，移居澳洲後，不僅中斷非正式支持系統，也無法進入就業市場，面對雙重不利，讓受訪

者往往只能退回全職母親與家務勞動角色。 

 

本研究中只有 3位受訪者未育有子女，其餘 22 位移居澳洲時都有學齡前或學齡子女。有

幾位留學後留在澳洲工作受訪者，透過連結父母旅居澳洲方式提供子女照顧協助，以舒緩日

常生活照顧壓力(A12)；2位嫁給澳洲本地人受訪者中，有 1位與丈夫協商共同分擔子女照顧

與家務勞動責任(A25)，另 1位則是澳洲籍婆婆提供部分照顧協助(A26)；2位嫁給第二代受訪

者，都是由同住公婆提供協助(A14, A20)。其餘受訪者幾乎都是獨自承擔子女照顧與家務勞動

責任，移居澳洲後，子女照顧責任與家務勞動反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負擔。 

 

本研究 4位「投資」移民受訪者中，有 3位的丈夫安頓好母子生活，買了「生意」後，

立即回到故鄉(A01, A02, A08)，成為不折不扣的「太空人家庭」，受訪者只能內外兼顧，努力

平衡生意與子女照顧。取得永久居留身分後，大都退出職場未再就業，成為不折不扣家務勞

動提供者與子女照顧者，僅 A03成為單親媽媽後，努力在工作與照顧中取得平衡。 

我們這個類別叫「163」，有很多人做不下去就走了，也有一些人放棄了不想做了，

像我們這種情況大多都是女的在這，男的回去賺錢，變成留守女士很多，我們這個

群體就是這樣特徵，也會產生一些家庭問題，有人就不做了就回去了(A01) 

 

A01原本是職業婦女，雙薪家庭，所有家務外包，幾乎都在外用餐；移居澳洲後，角色

起了很大變化，不僅要經營生意，也需要兼顧子女照顧；即便結束生意後，不僅專注子女照

顧，且獨立包辦所有家務勞動。由於丈夫在中國經商賺錢，受訪者與子女留在澳洲，缺乏非

正式支持資源的結果，「男主外、女主內」，成為性別分工的寫照。不免對自我價值產生質

疑，後來加入基督教，從基督教義對家庭的界定讓她順從，不在懷疑自己的價值。 

以前家務基本上不怎麼做，現在就是什麼都得做。我覺得這個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轉

換過來了，那我不上班嘛，就是當然要做家務啦！很自然，是信仰的原因，再加上

信仰也是告訴我們就是要以家庭為重嘛，要順服先生，所以我覺得沒有太大衝擊…

很不容易，我覺得工作的目的是為了生活，實際上這些163過來的經濟條件都很好，

不需要去工作，再加上語言的問題，最大的目的有時候是陪孩子，吸引華人移民得

很大的重要因素，教育的環境，很多家長就覺得中國那邊的壓力太大，你小孩寫作

業要寫到12點多…(A01) 

 

雖然 A03的丈夫同住，卻因為大男人作風，不願照顧女兒或協助家務，為了維持生意取

得永久居留身分，A03 只好將女兒送回中國，由母親提供照顧協助；後來取得永久身分之後，

賣掉生意，將女兒接回來，卻發生婚姻暴力後選擇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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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時間過完，拿到身分後才關掉咖啡店…太辛苦了...如果說我們兩個英文都OK又沒

有矛盾配合的好，那個店經營下去還是賺錢的…問題就在那時小孩已經給我媽媽帶回中

國了，我一個人經營店面，所有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做，生意賣掉後就給OO找學校… (A03) 

 

由於投資移民的家庭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條件，透過「工作」達到「賺錢」並非移

民目的，大都在結束生意後選擇回歸家庭。另一個原因，也是投資移民家庭本身較容易成為

「太空人」家庭，分居兩地不利於親子關係發展與夫妻關係經營，大都在取得永久居留身分

後，結束生意選擇回歸家庭。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生意賣掉呢?第一，我不需要靠這個錢吃飯，我老公能養得活我。

第二，前面幾年太忙了，我要多點時間放在家庭方面，就回去陪老公、這邊陪兒子，

自己再去讀一下書…在國內，成不成功會比較看重你的有沒有權勢、地位、金錢這

方面，但是我覺得在國外的成不成功，可能會看重你能不能按照你的意願去生活、

有沒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國內有些人是比較兩面的，他在外面也許很春風得意，

但是安靜下來可能內心會失落…我就覺得我明白自己需要什麼。我們還是經常在兩

種觀念衝突，不自覺自己衝突的時候又再糾正自己(笑)…剛開始會跟人家解釋，但

是慢慢愈來愈不想說了，就自己，比如說像我小孩他現在面臨者找自己的事業，找

自己的女朋友，反正我就跟我兒子說…(A02) 

 

「投資」移民受訪者具有較高選擇權，做「生意」是為了取得永久居留權，結束「生意」

是為了留給自己和家人較多時間。然而，隨著丈夫(「技術」移民申請者)移民移居後幾乎都

無法進入就業市場，只能在家照顧子女與家務勞動，有幾位受訪者的丈夫很少參與子女照顧

或家務勞動(A04, A06, A24)，有幾位丈夫則是部份參與(A09)。但是A24的丈夫後來失業，由

她獨立養家，和丈夫的角色翻轉，由丈夫扮演子女照顧和家務勞動角色，自己專心工作賺錢，

她認為主要是受到澳洲社會文化影響，性別角色較平等，所以丈夫轉換角色並未發生適應問

題。 

…在這邊就比較平等，因為澳洲生活跟日本不一樣，因為澳洲這邊是平等，所以我

先生其實也幫我接送，也有做家務…(A24) 

 

談及角色轉換對自我的衝擊，A01受到基督教義影響，順從教義，對於角色認知務實的

接納並遵守，所以沒有太大掙扎。 

以前不怎麼做家務，現在就是什麼都得做。他們了來以後，有個大房子，家事比較

多，我們兩個都沒事做，自然而然的就轉換過來了，我不上班嘛，當然就要做家務，

很自然…信仰原因，要我們以家庭為重嘛，順服先生，所以沒有沒有太大衝擊 (A01) 

 

2位馬來亞受訪者(A19, A21)以「技術」移民身分移居澳洲，因為小孩已青春期階段，較

獨立，所以只在工作、學校、與居住環境做些安排，平日家務勞動也是自己負擔。多位受訪

者都深刻體驗到從職業婦女掉落為家庭主婦的強烈失落感，讓自己願意包容角色失落最大的

動力，除了生活環境以外，還可以「逃避」家族壓力。 

只能這樣子，我不可能去工作，因為先生要我把小孩帶好就好了…所以好像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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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這樣的事實!在這邊我也知道不好找工作，語言方面也不是特別好，所以好像只

有慢慢的接受這樣的事實…還有一點為什麼我願意調整，主要是這邊環境我很喜歡，

這邊環境我雖然說比較冷清一點，甚麼都沒有…但是這整個環境來講，我願意待下

來，願意慢慢調整自己…這邊綠樹草地很多，我喜歡這樣子…像這樣子，都是看到

都是綠草、藍天，在臺灣看到的都是房子，所以其實我到這邊來，能夠支持我這樣

走下去，不用每天跟公婆相處，他們人很好，但還是有壓力，非常不自在的，所以

到這邊我覺得少了那個壓力，少了那麼大的壓力，好像就自由了(A06) 

 

透過跨國婚姻而移民的受訪者較多元，大部分移居澳洲後都有就業，受到丈夫家庭文化

對於性別角色與照顧的期待，形成很大的差異。6位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中，有 2位與澳洲

人結婚(A25, A26)，在家務分工上明顯較多協商與合作；2位與澳洲二代華裔移民結婚的受訪

者(A14, A20)，主要是同住的公婆或母親提供子女照顧協助與部分家務協助；另 2位與澳洲二

代伊朗與東歐裔移民結婚的受訪者(A04, A07)，受訪者仍是子女照顧與家務勞動主要提供者。 

 

A25是丈夫旅遊中國時認識而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平日夫妻輪流照顧子女，當丈

夫上班時就由 A25照顧小孩，而 A25上班時則由丈夫照顧小孩。由於受訪者的工作大都是兼

職，上班時段會搭配丈夫工作時間，A25上班時，丈夫不僅會照顧小孩，也會煮飯做家事。

A26的先上是開卡車，不是很固定上班時間。A26在超市手機行兼職，當需要外出工作時，

平日由婆婆提供照顧協助，假日則由丈夫負責照顧年幼子女，丈夫也會做些家事。 

工作時間先生就是交替，他下班我上班。BW我做的是afternoon-shift，就是下午上班…

現在的工作狀態就是我的星期三在這裡錄一個小時的中文節目，星期三的時候我就

把他們帶到這裡來，他們可以在那裡玩，有玩具…有一個多元文化的節目，每週有

一個小時，有中文節目…有很多這些輔助的配套的，真的我覺得澳洲孩是一個比較

傾向於對移民很支持的國家呢！…這裡有一個華人會，這個華人會也是有政府

founding (A25) 

 

A25認為自己對於小孩的教育受到澳洲文化影響，和丈夫一樣都非常重視小孩的獨立自

主，認為華人社會過度對小孩重視、卻忽略小孩主體培育。日常生活中，不管小孩年紀多小，

有些家裡規則都必須遵守。 

(訪問者：「那你們在教育小孩子會有不一樣嗎？」…我們都是在同一個level，所以

家庭緊密感更好，比以前好很多。以前不願意做這件事情就不去做，有了小孩後會

覺得你說話方式要改一下，不會說我們不要談了摔門就走了…雖然只是一個小孩子，

他也有他的權力，家裡有一個自主權，比如說吃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範圍，就是你不

知道他吃什麼，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吃對吧…他來決定吃不吃，我來決定什麼時

候吃，他來決定他吃多少…因為他也有權利…沒有特別大不一致…如果你要喝牛奶

或是妹妹要喝牛奶，你自己去幫他倒，這樣兩升你是可以操作可以的，如果說是牛

奶撒了，你自己拿毛巾去擦乾淨，你告訴我那個毛巾髒了就可以了，這是他能力所

能及的，這個是他要做的…比方說我們家有地毯的房間對不對，很清楚的，不可以

在有地毯上房間吃東西，反正食物就是不可以進入地毯的…妹妹就不是拿了東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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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進去，我們就要去把妹妹抓回來，不管多小，一定是從小就開始教育的，妹妹會

比較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就衝進去了，把他抓出來，你要告訴他一遍再一遍，

直到習慣為止(A25) 

 

長輩同住可以提供子女照顧協助，降低日常生活中兼顧工作與照顧的壓力。但是兩代之

間的價值觀差異往往也是導致人際衝突來源，當關係出現矛盾時，就必須有些抉擇，若無法

抉擇，就只能在居住空間上調整。A20是獨生女，父親往生後，無法迴避「孝道」責任。雖

然母親同住可以提供子女照顧協助，降低兼顧工作與照顧的壓力，但是南轅北轍的價值觀卻

是親子關係緊張來源，只能 

我媽媽就跟我一起住…60幾歲，他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思維跟台灣公婆那一代思維

有蠻大差異，我父母比較受苦，對生活態度就跟我這一代差很多…剛剛來的時候很

希望跟她住一起，現在非常不希望跟他住在一起，在澳洲文化環境下，我覺得我很

需要我媽的幫助，因為小孩三點鐘就放學了...至少有人幫忙，我可以上full-time，但

是我不想跟他住在一起…很多事情不能溝通…我覺得住在一起就是矛盾很多，因為

這邊注重自己家庭，跟原生家庭不一樣…但是能夠出來工作的公婆或家庭支持很重

要，幾乎我知道的同事都是這樣。關係不好真的影響整個家庭…她已經在這裡定居

了，已經拿到移民身份了…因為我在澳洲生活久了，出去工作環境都是外國人，這

種工作壓力和思維都改變了…最大不一樣就是我覺得是在文化上的掙脫，像我們以

前在中國處理事情可能就覺得說要怎麼去處理，那到這邊來了之後就不是那種一模

一樣的處理方式，有些是一樣的，就是原理是一樣的，但是在很多技巧上是不一樣

的 (A20) 

 

透過留學而留在澳洲工作的A12，婚後是雙薪家庭，夫妻都來自中國，留學多年也學習

婚姻關係中共同分擔家務與子女照顧責任的概念。沒有小孩前，協調較容易；有了小孩後，

又缺乏非正式支持資源，只好往工時協商，還好澳洲的工作是採彈性工時方式。在不特別犧

牲任何一方生涯發展前提下，夫妻雙方始終維持雙薪家庭，如此堅持，主要是商學背景的實

踐，另外也有家庭經濟壓力。曾協商父母跨境提供子女照顧協助，父母的卻在家務勞動提供

許多協助，但是受到語言限制，又不會開車，在子女照顧協助上，尤其教育協助上，能夠提

供的幫忙並不多。 

我跟我先生是在墨大認識的，他讀IT，當時就是很多要嘛就是會計要嘛就是IT像這

來說比較容易移民的…進入婚姻家庭，一開始過的挺開心的，家務也不多！每天就

上上班，沒有孩子所以也可以在事業上拼一下，加加班阿！下班晚一點都可能。有

了小孩後，一個家庭有了孩子總是要有一個人做出稍微大一點的犧牲，通常來說在

咱們的文化裡面就是女性…在中國其實對女性有好處的，在中國很多都是祖父祖母、

爺爺奶奶幫你帶孩子，在國內生活壓力比較大，半職工作或靈活工作時間錢都不太

多的…我們是結婚四年後就有孩子，然後我們孩子兩歲前我爸爸媽媽就在這幫了一

下，那時候還沒完全退休說要回去繼續做，然後我媽媽就跟他回去了，回去後，就

我們兩個人帶，我們公司還不錯，就說你有孩子，你可以早一點上班，早一點下班

接孩子，我的公司也離家相對來說近一點…第一就是要付房貸，有財務上考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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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我覺得自己讀了很多年書，如何讓我做看看也可以…我父母不開車，在這

邊不開車，比如說接送上學都不太方便。再說他們也不太說英語的，所以說他們來

呢就是對家務有很大幫助，但是接送孩子，帶著孩子學東西、陪寫作業，還是我們

自己做的(A12) 

 

移居澳洲後大多數受訪者逐漸受到澳洲社會文化影響，較少受到外部社會評價的禁錮，

也少了相互比較與面子文化的壓力，逐漸回歸到反省要成為甚麼樣的人與要過甚麼樣的生

活。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生意賣掉呢?第一，我不需要靠這個錢吃飯，我老公能養得活我；

第二，前幾年太忙，我要多點時間放在家庭方面，就回去陪老公、這邊陪兒子，然

後我自己再去讀一下書。我要活得好一點、舒心一點，賺再多錢，什麼名利也不一

定活得很開心，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你想要什麼?...在國內，成不成功比較看重你

的有沒有權勢、地位、金錢；在國外，成不成功可能會看重你能不能按照你的意願

生活、有沒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國內，有些人比較兩面，在外面很春風得意，但

安靜下來內心會失落…我就覺得我會明白我自己需要的是什麼(A02) 

  

A06經歷一段很長適應不良與角色失落期。初到澳洲時和先生的外國老師同住，語言及

文化差異，讓她很難適應；加上從職業婦女，又缺乏支持系統，讓她掉入家庭主婦的無奈，

又沒有交通工具，幾乎是生活在與社會孤立的環境中。但是澳洲的生活環境讓她選擇不回台

灣，主要是在澳洲生活可以少掉許多家族壓力，更可以感受到自由自在的個人主體經驗。 

慢慢習慣，只能這樣子，我不可能去工作，因為我先生要我把小孩帶好就好了…所

以好像也只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啦!而且在這邊我也知道，我不好找工作，你帶著孩子、

不帶著孩子，語言方面也不是特別好，所以我好像只有慢慢的接受這樣的事實，而

且最主要，還有一點為什麼我還可以慢慢，我願意這樣子調整，主要是這邊環境我

很喜歡，這邊環境我雖然說比較冷清一點啦!什麼都沒有這樣的感覺，光是幾年前沒

有像現在這麼熱鬧…但是這整個環境來講，我願意待下來，也願意慢慢調整自己，

所以環境我很喜歡，很喜歡這裡…這邊綠，這邊樹很多、草地很多，我喜歡這樣子，…

像這樣子，都是看到都是綠草、藍天，在臺灣看到的都是房子，所以其實我到這邊

來，能夠支持我這樣走下去，其實環境還...我不用在每天...其實每天跟公婆相處，其

實他們人很好，他們人很好，但說真的還是有壓力在的，我是非常不自在的，所以

到這邊，我覺得少了那個壓力，我其實那個壓力非常大，少了那麼大的壓力，好像

就自由的那種感覺(A06) 

 

同樣的，來自台灣的A26也覺察到台灣社會人際互動壓力大，反而澳洲社會競爭壓力較

小。 

澳洲工作機會就是說只要你願意做，都可以找到工作…台灣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壓抑

的國家…不管你的職業收入、學歷，我覺得澳洲好像比較不會介意這種東西，只要

你願意做其實都ok…沒有人會覺得你薪資賺得很少，你好像就不好這樣子…在台北

的話，你不認識的人，第一次見面問你，一定是問你學歷或你做什麼、你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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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腳步很快或是比較心很重…這是一個無形壓力(A26) 

 

第二節  台灣跨國婚姻移民 

壹、 跨境就業：教育是社會流動的資本嗎? 

上述對澳洲華裔移民就業經驗分析，華裔移民受訪者的就業經驗明顯與其移民申請身分

及其個人擁有人力資本有關。華裔移民受訪者大都來自中產階級，受訪者大都具高教背景，「教

育程度」對於受訪者就業經驗的影響並不明顯，是否具備澳洲所需「專業技術」及「英語溝

通能力」，才是影響能否在專業技術領域就業關鍵。小孩大都隨同移居，而非正式資源中斷後

較難提供協助，加上教育制度規定與雇用照顧人力成本高，受訪者的角色幾乎立即轉化為主

要照顧者與家務勞動提供者，移民澳洲頓時從職業婦女轉為家庭主婦，如何調適角色是最大

課題。 

相較之下，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大都不是來自中產階級，也非透過「投資」

或「技術」移民身分移居台灣，大都是工作認識或透過親友、仲介介紹，以團聚或依親身分

移居台灣。隨夫居，所以對居住城市大都沒有太多選擇幾乎，加上大多數人移居前擁有的專

業技能很難複製，復又面臨語言溝通障礙，大都只能從事非專業技術性工作。由許多女性主

義者都強調，「教育」是女性在父權社會翻轉社會地位的關鍵，因此，我們想了解高等教育與

移民婦女在移居國的生活經驗與性別主體的互動關係。 

 

一、具高教育背景的就業經驗 

本研究 17位受訪者中(中國 7位、泰國 2位、越南 4位、柬埔寨 1位、緬甸 1位、印尼 1

位、和內蒙古 1位)有 5位受訪者具有專科或大學教育背景(T01, T02, T08, T10, T11)，這 5位

受訪者分別來自泰國、中國(2位)、內蒙古、和越南。其中，T01 和 T02 已離婚，其餘三位受

訪者仍在婚姻關係中。T02 和 T10 從事全職工作，工作類型與其專業及婚前職業相似，其餘

三位皆有很大不同。來自中國的 T02，婚前是從事醫療器材行業，移居來台後擔任醫院看護

仲介公司督導，T10 畢業於河內國家大學中文系，婚前從事翻譯工作，移居來台後擔任通譯、

筆譯與口譯工作，目前則在某科技大學擔任隨堂課程翻譯講師。 

 

T02 指出台灣社會「重男輕女」的價值意識，讓連生兩個女兒的她，面臨婆婆不友善，

且不願意協助照顧，加上外部社會排斥中國移民，導致移居初期適應困難。 

…我本身是做醫藥業的…婆婆本身是本省人，對新移民的媳婦並不是很滿意，加上又生

了兩個女兒更是不舒服…懷孕前三四個月，醫生說看上去像男生，等我快生的時候，說

是女生，她就說我不要幫你帶我沒空 (T02) 

 

移居來台後，因為子女與長輩照顧而無法外出工作，離婚後從事醫院看護仲介督導工作，

為醫院急性病人需要短期看護病患媒合看護工，薪資福利都不錯，工作時間有彈性，未必固

定於辦公室，主要以電話聯絡與醫院拜訪為主，適合自己可以兼顧子女照顧。 

…三年到四年了...就轉到這個工作，就是我的人是自由的，隨時都可以出來，只要

把事情處理完，我可以在家裡接電話…一到五進公司…一般是中午要進公司和去醫

院，星期六日就在家裡接電話。這個工作可以五點半下班，現在孩子慢慢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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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可以坐公車回家…現在三萬五左右，有勞健保…我必須接，就是沒有加班費…

一到中午是需要進公司，下午再出來，可能有時候是一整天…對，六日就不用了，

只要接電話就好…至少可以陪小孩！我對這份工作的要求就是可以陪小孩(T02) 

 

T10河內國家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經到桃園手機工廠擔任品管工作3年，回越南後從事

仲介越籍勞工兼做翻譯書本。在台期間認識丈夫，3年後結婚移居台灣，結婚初期以離家近的

工作為主，曾經在冷氣工廠擔任總經理翻譯員，工廠南遷後結束工作。婚後與公婆同住，育

有2名子女，丈夫在台北工作假日返家，公婆幫忙照顧及家務協助，但為了兼顧子女照顧，選

擇通譯員、筆/口譯等時間較有彈性的工作，子女漸長大，因緣擔任某科大越南專班翻譯講師。

夫家經濟小康，怕影響子女教育，所以丈夫和公婆不希望T10從事全職工作，對於在某科大

擔任翻譯講師，則認為比較有「文化素養」及「面子」，所以同意她外出工作，訪問時規劃

進入碩士班讀書。 

…其實坐不住的，偶爾會跑去作part time翻譯，跑到工廠裡面做翻譯…先生在台北，

周末才回來，我一個人跟他們一起住…OO科技大學做輔導部分，因為現在有越南專

班，半工半讀那一種，我就進去課堂上幫翻譯…有三百多人，9月份會再來五百多人…

來這邊第一年都會上課，第二年上課與實習，去工廠實習…專班成立之前我到處亂

跑，衛生所、移民署、警察局、法院、公司、醫院，反正哪邊需要就去，做臨時這

樣，沒有固定的…因為要照顧小孩，沒辦法做正職工作，前幾年也找到很多不錯的

工作，但是家人反對，沒辦法照顧到小孩… (T10) 

 

除了 T02 和 T10 之外，其餘三位擁有大學教育背景者，卻因為照顧又缺乏支持資源，只

能從事多重兼職或非正式工作。舉例來說：A01來自母系泰國，二專畢，丈夫外派認識，婚

後生下兒子才移居台灣，她說因為「台灣重男輕女，懷孕時很怕懷女兒，還好是兒子」。丈

夫罹患精神疾病、且經常發作，對她施暴，最後選擇離婚，獨力撫養 2個小孩。移居初期以

清潔打掃工作為主，後來去大賣場賣東西，最近承接夜市小吃店，大學畢業的兒子共同經營。

T08 和 T11分別來自內蒙古與中國，都是從事網路行銷。T08發現台灣社會流行民族風飾品，

自己手巧，善用網路直播，讓自己的工作時間具有彈性，又可兼顧 3個小孩照顧需要。 

直播沒有固定，因為我還要做手工，做手工的項鍊耳環，民族風，在台灣看不到的，

現在電視宮庭劇都是帶這個…通常都在辦夜直播，9點之前沒有人看，大概10點開始

直撥一直到4點，這個階段好多人看直播 (T08) 

 

T11生下老大後先送回中國讓母親協助照顧，老大常生病，只好再帶回台灣，送褓姆家，

自己外出工作，可是工作地點遠，老大又常生病，只好辭掉工作，懷了第二胎後一直在家中

照顧小孩，直到4歲時，開始從事網路滷味行銷。選擇滷味網路行銷是時間較具彈性，沒有實

體店面負擔，又可以兼顧子女照顧。 

最後就請人，我老公就請那個保母。那時候自己也不會做菜，我是不會做菜的，是

後來我做滷味在網路上賣，做滷味是因為我又跑回去學的，我就去跟那個那些老師

傅做幾十年老師傅學，剛好我爸媽也認識，我就去跟人家學的…他知道我是一直上

班停不下來職業婦女，就孩子帶回來後請保母還繼續工作，我大的小孩後來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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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套疊，好麻煩，那時候真的覺得好麻煩，有時候也會感冒，就想說專心帶他好了，

因為懷了小的，帶大的時候懷小的，老公就說兩個剛好，就這樣子有個伴阿，我們

就生，就生小的，後來就照顧一直到去年才開始做網路(T11) 

 

受訪者如何選擇行銷產品呢? T08與T11都是從過去生活的文化底蘊中尋找創業靈感。

T11說自己來自四川，四川人喜歡吃辣，但是容易受到季節影響，返鄉時鄰居魯味讓自己發

想創業靈感，嘗試在市場試賣，反應不錯再上架網購行銷。 

因為帶我大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懷小的，有時候會用網路，哇，人家做辣椒醬做得

不錯，我說我們四川也吃辣呀，要不要做辣椒醬來賣？辣椒醬好像要分季節耶，夏

天都沒生意，後來想做什麼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零用錢嘛，我不是有很大企圖心，

只是賺零用錢，想到滷味，因為每次回去看到隔壁那些做生意的…跑市場要很早，

又要顧小朋友，五點多就要到市場去太早了(T11) 

 

又如何獲得網路平台架構的知能呢? T11參加了政府提供移民的青創班，了解如何架設網

站行銷。大約一年後才有盈餘，團購漸多。強調網路行銷維持了個人自主與工作時間彈性，

且沒有實體店面成本負擔壓力。 

做網路其實剛開始一點都不會。新住民常常有政府提供免費課程，想學什麼都有。

我就去學阿，跑到台北去學青創課程。我是在樂天美食網，相當於淘寶平台，就是

一個網路平台。要在平台上賣，第一個你要確定你的東西是安全的，符合那個衛生

局法規。第一步要確定東西做好後拿到SGS或食品檢驗。一定要經過檢驗，再加上

SGS …之前我在OO上班，那個公司也要拿去SGS檢驗，比較熟悉。網路差不多要一

年時才有起色，然後也有些團購。因為我們做網路就是時間比較彈性靈活 (T11) 

 

二、不具高教育背景的就業經驗 

 除上述 5位之外，其餘未具備大專教育背景的受訪者中，2位是小學(T04, T15)、其餘 10

位是高中/職。未具備高教背景的受訪者的就業經驗似乎沒有明顯不同，主要是因位受訪者並

未具備台灣產業結構所需技術，加上語言溝通障礙，宜居短期要融入就業環境並非易事。不

過台灣傳產及高密度人口結構，提供許多與專業技術或教育背景無關的工作機會，如餐飲服

務及清潔打掃，尤其在都會區更成為轉入就業市場的橋樑。相較於中產階級背景的澳洲華裔

移民，台灣的婚姻移民受訪者「經濟」壓力較大，因為生活所需，無法長期等待，移居後不

久就進入就業市場，由於個人與結構限制，大都只能從事小吃攤、家庭代工、早餐店、清潔

打掃、夜市洗碗等工作。這些工作薪資通常不高、也缺乏勞健保等福利，多位受訪者透過多

重兼職工作才能支持生活開銷。 

 

台灣移民政策過去二十多年對於移民工作權有很大變革，2003年以前未取得身分證婚姻

移民是不具有工作權，2003年開放東南亞婚姻移民工作權，2009年開放中國婚姻移民工作權。

有些受訪者較早期移民台灣，沒有合法工作身分，為了家計只能從事黑工，從事大樓清潔、

夜市洗碗、賣場賣東西、家庭代工等工作 (T14, T16, T17)。來自中國的 T16 長期遭受婚暴，

丈夫原有穩定工作，後來不去工作，小叔同住，家庭人口數無法取得低收身分，為了家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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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冒著被驅逐風險外出工作，當時主要是清潔打掃及到大賣場賣東西。多次婚暴後離婚，為

了兼顧女兒照顧，只能多重兼職工作，大都以清潔打掃及市場販賣食品為主。 

剛嫁過來的時候因為沒有工作證沒辦法工作，剛過來的時候沒辦法工作，這個家都

維持不下去，矛盾很多才會搞到現在這個樣子…他做保全的…17年前三萬三是很好

薪水…那時候沒有工作證，我們感情破裂，他有家暴，我們無法繼續走下去，為了

要小孩子監護權才能待在台灣…就再給他一次機會，再回去，回去隔一周又被打，

鼻樑被打斷，剛好是我女兒生日，鼻樑被打斷了，又被救護車送走，徹底的走出…

他不工作，還有小叔，住了國宅，申請低收是不行的…我都偷偷工作，偷偷工作，

人家比如說一個月薪水兩萬五，就給你一萬八或一萬五，因為沒有工作證…賣東西，

那時候只有在夜市賣東西，去人家家裡和大樓打掃…我女兒生下來一個多月時，我

就去家樂福賣花枝丸…禮拜五、六、天就去夜市賣西瓜汁，100塊錢一個小時也不多，

有時候下雨還不能去，一個月下來也不到五千(T16) 

 

T16認為自己沒有好學歷，無法找到好的工作，不求生活品質，只要能平安生活，日子過

得去就可以。 

孩子小要上幼稚園，你們這邊小一都上半天…全職的話我就沒辦法養孩子，把孩子

放安親班必須要一筆費用，所以就只能打兩份工作，薪水加起來也沒到兩萬五，只

有兩萬三…還繳房租，還繳女兒七千塊錢安親班，那個安親班真的是對我很好，學

英文加珠心算到晚上七點鐘，我六點鐘下班，才收我七千塊，人家都是一萬三…那

時候是在OO大學…上午全部工作都要做，下午比較輕鬆…另外一個工作…就是一萬

三千五，下午兩點到六點的，那OO大學就是七八點鐘上班到十二點，可是我都提前

做完，做到十一點多，吃完飯，我就吃完飯後休息一下就過去剛好多了五千塊錢，

是這樣子轉換的…在大陸也沒什麼很高文憑，只是高職，也沒有一技之長…最主要

是配合孩子，做個清潔就能配合孩子，只想說我跟孩子平平安安的快快樂樂的讓他

長大就好(T16) 

 

來自中國的T17，居住在南部，因為婚暴離婚，離婚後在社工幫忙下在安親班擔任打掃、

煮點心等工作，全職工作收入穩定，又可以讓小孩在安親班讀書學習，對於能擁有這份工作

深深感恩。 

因為我們是安親班嘛，會有暑期班，如果招生不滿，有空缺課會讓我的孩子去上，

我其實很感恩。現在正職工作是清潔，孩子有午餐、點心，餐點的東西我們要清洗

一下，然後就是教室清潔。有些時候如果做不完，有什麼活動需要我也會把孩子接

回來然後去那裏做一下，因為別人照顧我們，我們也要盡量配合別人，需要的時候

就多做一點，她們沒有計較時間，我們也不要去計較，就是這樣子，其實人跟人就

是這樣子(T17) 

 

在都市地區較容易找到大樓或公司清潔工作，鄉下地區比較沒有這些工作機會，大都會

結合在地產業。來自中國的T14，認為鄉村地區工作機會較多，只要肯做就會有工作。遭受

婚暴後離婚，為了兼顧女兒照顧，大都以兼職工作為主，平日從事農務工作，假日自製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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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臉書與社群群組行銷。 

這邊工作主要以經驗為主，像我們做果乾的，就是要有經驗，去了人家才要你，你

不會誰要你，還要會吃苦就行了。在這個小鄉鎮沒差啦！只要你肯做就不會餓死。

我的工作比較彈性，我也需要比較彈性工作…開始買了一台中古烘乾機，就開始自

己烘烤芒果乾、芭樂乾，原本的加工廠做了2年吧！然後我從那邊開始慢慢的學，芒

果接收時候我就做芒果乾，其他季節還可以做芭樂乾、鳳梨乾。做水果加工的，我

做芒果乾還蠻漂亮的，蠻健康的。我不求那個量，只覺得把質保好，朋友間口耳相

傳，再加上透過網路，像臉書FB，我就po一些上去，有看到的網友，就會跟你訂，

我做宅配…我覺得在工作之餘做完那個之後可以放著慢慢賣，有單子來我就可以賣，

沒有我就可以工作，反正這邊工作基本上真得是什麼工作都得做，下田、包芭樂、

包芒果、芒果乾(T14) 

 

除了農務之外，做果乾補充收入，也讓T14比較自信，她說：「人要有點專長才不會徬

徨，心才會定，全部都靠打零工，那會很擔心。有點自己的專長，生活上才有自信，我們不

是像人家大富大貴，但起碼能解決溫飽」。 

 

為了兼顧子女照顧，有幾位受訪者選擇在夜市開設小吃擺(T03, T04,T15)或開早餐店

(TT12)。舉例來說：A03來自越南，來台工作時認識丈夫，婚後與前妻2個小孩及婆婆5人同住。

丈夫平日開計程車，但不特別積極，婆婆往生後賣掉祖產，以租屋為主，欠債許多，為貼補

家用，帶著年幼女兒到夜市工作；多次遭受婚暴後離婚，獨力撫養3個小孩(2位置與越南前夫

生，1位與台灣丈夫生)。雖然是移工轉移民身分，對於婚後移居仍感到「很辛苦」。 

我剛過來這邊就是當外勞，再認識我老公，然後嫁給他…其實家庭很窮，嫁給他就

是要去上班、照顧家庭…老公不幫忙，滿辛苦的…前妻有兩個小孩和婆婆…我老公

他去開計程車而已，不會做什麼，我比較辛苦…我婆婆留給他一個房子，他就不想

工作，然後欠錢太多就賣掉。我嫁給我老公真的很辛苦，一條路很辛苦，就是沒有

房子，都一直租人家…幾個月就搬家，住很多地方…我在家裡很困難，要去上班…

老公沒辦法帶我女兒，都帶小孩上班，一歲多的女兒很乖…下午五點去上班，到凌

晨三點下班，我女兒都跟我…吵吵鬧鬧…報案113…保護令結果呢我老公就離開，就

是我撫養小孩…然後老公就是去開計程車不回來，偶爾回來又吵鬧，然後警察來他

就走了，後來才三歲的時候我們兩個離婚…法院判監護權給我，就是我撫養，因為

老公找不到(T03) 

 

原本以夜市工作為主，後來自己開設越南小吃店，為考量兼顧女兒照顧，將住家與店面

結合，可是小生意不好做，只好收起來。在鄰里長協助下，進入環保局打掃，全職穩定薪資

讓生活逐漸安穩。之所以能撐過這些折磨，認為是「為母則強」，女兒讓她支撐過重重難關。 

如果沒有小孩，我不會撐到現在，辛苦走一條路。我都是撫養他們…自己撫養小孩…

開一個越南小吃，我完全我不懂，什麼都不懂，不會做…就想說開個小小的可以顧

到小孩，又可以當住家…里長幫我辦低收入…我就進環保局，都是朋友介紹，有小

孩要租房幾千塊，要去環保局工作，你回去你有小孩，就這樣阿，然後我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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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掃地…從那一年慢慢的比較穩定…收起來不做了，因為生意不好…現在我有工作

穩定，生活比以前好點，就是我女兒給我一個鼓勵(T03) 

 

T04來自泰國，只有國小教育程度，15歲到都市擔任銷售員。婚後來台，曾學中、日語，

原本在家代工，後來也擔任泰語通譯，通譯跑累了，開發鄉味飲食，也考了廚師執照，開始

經營泰式餐館，又覺得和自己想向不同，加上實體店面負荷大，將店面轉由兒子經營，自己

則從事網路行銷泰式點心。 

…有去跟一些雲南店，就是石牌那邊有好幾家，就去其中一家，到北投開分店，我

就去跟他學習怎麼經營。結果一進去不是你想像中那樣子…很多問題，我覺得太累

了…沒賺什麼錢，白忙而已…凌晨兩點…身體受不了，熬夜，收完到凌晨兩點，一

大早六點要去菜市場買東西(T04) 

 

網路直銷開啟另一扇窗，降低實體店面經營的時間與成本壓力，於是從事有機蔬菜、粽

子、泰式蘿蔔糕訂購。訪談中提及團購訂購的缺點是「核銷」問題，因為網路行銷屬於個人

販售，無法開發票或給收據，導致無法推廣到機構公司，這部分必須實務技巧上的克服，方

能進一步推廣。 

後來我就出來接團購…組群LINE…泰式午餐，他們會訂午餐的，台灣是訂蘿蔔糕，

過年就是蘿蔔糕，蘿蔔糕可以當點心或早餐，泰式是午餐…在家裡煮，煮好就送過

去…人家訂幾份，煮好就送過去…這樣比較好做一點…端午節就做粽子，台灣的粽

子…這樣比較保險一點…又不用擔心今天沒客人…比如說菜園有菜，我就PO到群組，

我是種沒有農藥的有機菜…現在已經摸索出來…可是接那些單接不成很可惜，因為

很多地方有些像基金辦活動，要求開發票，發票是有啦，可是要的是政府認證，蔬

菜認證也要寫，那很困難…團購一般收現金(T04) 

 

本研究有5位受訪者因為遭遇婚暴離婚，除了T03是透過鄰里長連結到環保局擔任全職清

潔人員之外，大都從事多重兼職工作，由於是非正式工作，大都既無升遷、也無勞健保福利，

但多重兼職時間較具彈性，方便子女照顧。 

 

T12來自柬埔寨，夫妻都是一貫道，丈夫到柬埔寨參加一貫道活動認識，與丈夫婚姻關係

良好，丈夫工作也穩定。婚後移居台灣，原本在桃園鄉下和婆婆同住，只能從事家庭手工；

懷孕後，才搬到新竹與丈夫同住，竹北有很多餐飲店，大都在餐飲店工作，小孩上幼稚園後，

轉到早餐店工作，方便小孩放學時可以接送，因為工作場所人際互動而決定自己開早餐店。 

我剛過來是跟我婆婆一起住，桃園新屋偏僻山上，附近有一家拜拜金紙工廠，做3

個月後，很多灰塵影響皮膚，鼻子也過敏，又懷孕2個月，害喜不能做，搬到竹北這

邊火鍋店幫忙準備料理洗東西，接下來都是餐廳比較多，小朋友大了去上課，早上

有空就去早餐店，下午去接。我不能在工廠做，小孩沒人接送。我先生可以送，下

課是我載，我們夫妻互相！…他們全部都是台灣人，看我不是台灣人，什麼都丟給

我做，想說自己做才不用看人家臉色，我沒請人就只有1個人，生意還沒穩定不敢請

人，慢慢來，比打工自由，不用看人眼色。(訪問者：「那先生對你自己開店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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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看法？」)他不喜歡，他說自己做很辛苦，什麼都要自己來，生意好又很累，生

意不好又很擔心，有風險。我說比較不用看人家臉色，他說台灣都這樣呀，沒辦法

改變，他說嘴巴長在別人身上，沒辦法叫他不講呀！(T12) 

 

貳、微型創業：文化底蘊成為創業資本 

移居澳洲的華裔移民，除了「投資」移民依規定投資事業之外，很少有受訪者自行創業。

然而，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受限於人力資本無法轉換及子女照顧需要，大都無法

從事全職工作，只能兼職，有些甚至自行創業，創業類型大都從事小本生意，部份與母國文

化底蘊有關，讓生活經驗成為創業的文化資本。創業者大都從事餐飲食品業(如T03, T04, T11, 

T12, T14)，少數從事美甲(T06)、美容保養品(T13)、或民族風服飾(T08)；有些實體經營(T06、

T12, T13, T15)，有些則是透過網絡平台行銷(T11, T14, T15, T17)。 

 

一、網路行銷 

在從事微型創業者中，無論是來自中國、泰國或柬埔寨受訪者，都以餐飲點心為主，

T04, T11和T17是以手做家鄉魯味或點心為主(或市場販賣)，T14則是連結在地農產盛產

自製果乾，再透過臉書或社群網站行銷。 

一到五都在做事，體力透支，因為要照顧兩個孩子，如果休假再去做的話，可能會

吃不消，所以就聽社工建議，在家裡做些手工吃的外賣…如果可以的話，一個月能

賣三五千，那我的房租就有保障了，我現在考慮做包子、鳳爪或小點心(T17) 

 

來自中國四川的T11，為了照顧兩個小孩，選擇在家自製滷味，並透過網路行銷。一來

時間較具彈性可以兼顧子女照顧，又不需負擔實體店面租金壓力。返鄉時，與鄰人學習如何

製作具有四川風味的魯味，先在市場試賣，反應不錯後，再上架網購行銷。 

因為帶我大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懷小的，有時候會用網路，哇，人家做辣椒醬做得

不錯，我說我們四川也吃辣呀，要不要做辣椒醬來賣？辣椒醬好像要分季節耶，夏

天都沒生意，後來想做什麼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零用錢嘛，我不是有很大企圖心，

只是賺零用錢，想到滷味，因為每次回去看到隔壁那些做生意的…跑市場要很早，

又要顧小朋友，五點多就要到市場去太早了(T11) 

 

T11參加了政府提供移民的青創班，了解如何架設網站行銷。大約一年後才有盈餘，團

購漸多。強調網路行銷維持了個人自主與工作時間彈性，且沒有實體店面成本負擔壓力。 

做網路其實剛開始一點都不會。新住民常常有政府提供免費課程，想學什麼都有。

我就去學阿，跑到台北去學青創課程。我是在樂天美食網，相當於淘寶平台，就是

一個網路平台。要在平台上賣，第一個你要確定你的東西是安全的，符合那個衛生

局法規。第一步要確定東西做好後拿到SGS或食品檢驗。一定要經過檢驗，再加上

SGS …之前我在OO上班，那個公司也要拿去SGS檢驗，比較熟悉。網路差不多要一

年時才有起色，然後也有些團購。因為我們做網路就是時間比較彈性靈活 (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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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體店面 

本研究中有三位受訪者是經營實體店面為主，T12與T15經營具家鄉味的早餐店或麵食店，

來自越南的T06，則是搭著美容店從事美甲彩繪工作。T06育有一子一女，婚後曾曾在紡織廠

與鞋子工廠當作業員，也曾從事家庭代工。約莫在十年前發現台灣流行指甲彩繪，趁回越南

時學習指甲彩繪，丈夫鼓勵應「擁有一技之長」。早期經營方式是搭越南小吃店或到顧客家

裡，修剪或彩繪指甲，後來逐漸與幾家美容院合作，在美容院幫人修指甲。一來上班地點較

固定，二來也不需負擔實體店面成本。早期美甲彩繪顧客都是以越南人為主，逐漸拓展到台

灣人；她說，選擇美甲彩繪行業主要是投資成本低，短時間就可以上手。 

來台灣20年囉。我是做裁縫，沒多久公司就跑到大陸，我就做鞋子三年，後來做指

甲彩繪。在紡織工廠做裁縫工，也做些家庭手工。做指甲跟家裡面比較近，在越南

學的，我先生說自己學一技之長…越南比較愛漂亮，這個行業在越南很好賺錢，後

來在台灣也很流行，剛出來的時候去人家家裡面幫人家修，後來我就在那個美髮店

裡面做，名片拿到那個越南小吃店。因為草屯很多家越南小吃，我就剛開始我就在

那個越南小吃裡面，有客人我就在那裏做，如果外面客人接我就去外面做這樣子，

是美髮院，固定美髮店，從機動的在越南小吃店或是接電話到家裡面服務，轉變成

我固定一個提供服務的場所。台灣沒有流行那個指甲，所以比如說你恩..修不乾淨，

因為我們的那個剪刀跟台灣的剪刀不一樣，修指甲用那個越南的剪刀剪得很乾淨，

繪跟修的話差不多半個小時，如果說你做光療就比較久，因為美甲店現在也很多越

南人開，可是美髮比較少，因為美髮你要花很多時間，要一兩年才可以學到，才可

以出來開，你學美甲不用一兩個月就可以，如果說你很認真學，很細心又很棒(T06) 

 

訪問時，T06多次提及就業對她的意義，她說：「我很喜歡工作，不管多辛苦，只要可以

賺錢，都會做。」在她的價值觀中，「工作」象徵「獨立」。 

我這個人很愛工作，不喜歡閒閒的，有小孩後更要工作，我很獨立，我從小就很獨

立了，我就很愛工作，不管工作多辛苦我都會選工作，如果那個工作可以賺錢，不

管什麼苦我會做 (T06) 

 

参、跨境性別角色協商：子女照顧與家庭關係 

一、傳統性別角色 

(一)重男輕女 

本研究 17為受訪者中，有幾位來自母系社會(如 T01, T04, 12)，有幾位雖非來自母系社會

(T03, T04, T06, T07)，都深刻感受到台灣社會重男輕女的社會文化。因為重男輕女，所以受訪

者的「生男育女」往往關係到自己在夫家的地位與權力。 

…在泰國舉行婚禮，我懷孕那一段期間就去學中文，學了一年覺得沒什麼進步…帶

小孩來台灣，小孩來台灣時大概是九個月…兒子，嫁給華人讓我很擔憂怕生女兒，

還好是兒子(T01) 

 

T01認為台灣社會不只「重男輕女」，對於族群也有著強烈排斥，尤其是對膚色略黑的

族群更有著強烈歧視。深怕媳婦皮膚黑，又將黑皮膚遺傳給下一代，從懷孕時期開始努力「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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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膚。 

懷孕時婆婆叫我老公拿珍珠粉給我吃，小孩皮膚才會比較白….我婆婆怕小孩皮膚不

白，她覺得泰國人是黑黑的，孩子生出來皮膚黑黑的不好…(T01) 

 

本研究中有幾位受訪者連生兩個女兒(T02, T05)，產後明顯感受到自己在夫家地位掉落、

且倍受歧視。來自緬甸的T05就覺得連生了兩個女兒之後，變得很沒有地位，「因為有小孩

子的關係，女生嘛！你丟不下那就變成說你為了孩子你就繼續變成說要忍下來，2個都是女生」，

產後丈夫直接問她：「妳要在家帶孩子，還是你要出去工作？」來自中國的T02受到中國一

胎化政策影響，不特別重視生兒或育女，但是移居台灣，連生兩個女兒後，婆婆態度變得不

友善，甚至直接表示不願意幫忙做月子與照顧女兒。 

…懷孕的時候，前三四個月的時候醫生說看上去像男生，兒子就跟她(婆婆)講，等

我快生的時候，說是女生，她就說我不要幫你帶，我沒空 (T02) 

 

(二)男主外、女主內 

來自中國的受訪者大都會提及「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強調男人就要負起養家

責任，當丈夫無法扮演好「養家」角色時，又無法適時提供家務協助，那麼做為男主人的嫁

人就會被否定，僅存「完整的家」的面子文化維繫親子關係。 

我跟我先生離婚了，他沒擔當..有一年他失業，我說我會做四川菜嘛！會做吃的嘛！

我們就去買了一個推車，在路邊先賣些麵食阿！賣午餐阿！…我每天早上起來都要

先熬湯底，因為做麻辣鴨血，然後賣面和冬粉，每天早上起來煮，他只要做兩件事

情，就是把材料買回來，賣完後幫我把鍋子洗掉，我們中午兩點多就收攤，那你回

來幫我洗掉我隔天好煮，他都可以拖到晚上12點…讓我變的不想做是因為你沒有一

點擔當，你沒有一點責任心，養家餬口不是你的責任嗎？為什麼是變成我的責任？

後來我也不做了…來這裡就不受尊重了，不管是你的家庭或其他的環境，你還這樣

沒有支撐，讓我有一個安全的港灣…我有兩個女兒，所以他現在還是跟我住，就是

他還是跟我住在一起，我們已經辦了離婚。我覺得一個家庭孩子需要爸爸，他不能

缺角色…(T02) 

 

在T02的價值意識中，男人就要為事業打拼，負起養家的責任。同樣來自中國的受

訪者T13也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可惜婚後丈夫始終無法適應「為人父、

為人夫」的角色轉換，雖然在婚姻關係中不斷學習，但也因為角色適應不良經常爭執。 

一開始我覺得他無法接受有家庭養家責任，他沒辦法承擔，我們常常吵架。一開始

常常吵架，他常常抱怨說結婚生小孩原來這麼累。我們搬出來住有房貸要繳，生活、

小孩尿布，我又不能上班 (T13) 

 

面對經濟壓力，T13的丈夫堅持不讓她創業或外出工作，主要原因是缺乏安全感，怕老

婆工作穩定、事業成功後，就不再聽他的話。原本冀望透過「控制」外出工作能達到控制關

係，最後因為家庭經濟需要被迫讓渡。 

我覺得人一輩子平平淡淡這樣過就好，我不出去工作，他反而對我很好。他就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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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的，只要能負擔他都會給。那你出去工作，他好像都沒有安全感，就是一個

安全感，他沒有自信。他覺得我賺了錢就跟他不是夫妻了。我說這個店我一定把它

發展得很好，甚至把它變大。他說：「等你變大了，可能你也不是我老婆了」就是

一個很沒自信的人，說到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天到晚跟我鬧喔！不讓我開店，

就叫我把門簾拉下來，叫我跟他去醫院，因為我有放了一個避孕的東西在裡面。一

天到晚就我去把那個取掉，他說他還想要再有一個小孩。你說我工作那麼累，我再

懷孕我怎麼開店嘛。他就覺得喔你現在經濟可以了，有一點經濟，可以養得起第二

個小孩了，他就一天到晚叫我生，可是他沒有想過我的壓力有多大？有一點，他就

是喜歡控制人，包括小孩子也是控制著，現在也是小孩子也是控制著阿(T13) 

 

如果丈夫堅持「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不願意調整角色參與家務勞動或提供子

女照顧協助時，很容易成為婚姻關係持續衝突來源，經常都是以「婚暴」收場。 

我回家差不多三年，因為從懷孕到孩子一歲半，爸爸沒有回去看過，爸爸是一歲半

以後才回去看，看了以後他就給錢，我們回來，那一段時間是不看，然後也沒給錢，

所以所有吃喝拉撒都在家裡。因為我們在這裡真的遇到好人太多，這兩年能走出來

過這樣日子，其實很知足了，起碼不像兩年前沒飯吃(T17) 

 

T10的丈夫工作穩定，平日在外縣市上班，周末假日才返家，她與公婆同住，退休後的

公婆提供家務勞動與子女照顧協助。當自己從事兼職工作時，由於丈夫所得收入足以支持家

庭開銷，她對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充分支配權，為了取得夫家信任，選擇交由公婆存錢保管。

後來開始擔任全職翻譯講師工作後，不在交由公婆保管，加上小孩漸大較育費用增加，與丈

夫共同負擔家庭開銷與小孩較育費用，對於自己工作所得擁有充分支配權。 

…我以前賺的錢都會拿給我婆婆或我公公保管，自己會留一點而已，不會太多…是

我自己拿給他們…我想說讓他們放心啦…現在的薪資就我沒有給他們保管了，但是

小孩的學費我們兩個都會付，反正我們兩個都會協調… (T10) 

 

二、跨境協商照顧 

本研究中有幾位受訪者，在缺乏婆家的照顧人力支援下，又因為家庭經濟需要選擇外出

工作，只能將子女送回母國央請母親協助照顧。T05和婆婆關係不睦，連生兩個女兒後，丈夫

要她選擇：「妳要工作或帶小孩?」她選擇外出工作，並將薪資全部給婆婆。大都在餐廳工作，

全職做完晚上兼職，才有足夠的錢支付婆婆幫忙照顧女兒的費用。有身分證之後，轉往大賣

場擔任全職工作，將兩個小孩送回緬甸婆家央請母親照顧。 

因為有小孩子的關係，女生嘛！為了孩子就繼續忍下來，2個都是女生。婆婆以前是

住在一起，後來產生很多問題，跟婆婆處得不好，然後小孩子生了以後他就跟我講

說，你要在家帶孩子，還是要出去工作？那我當然是不願意24小時面對她呀！我當

然是去工作，要出去工作的話就變成說她幫我帶孩子，我出去工作錢給她，從早上

到下午8個小時，我的班結束後，去涮涮鍋兼4個小時或6個小時，平均我一天工作10

幾個小時。 拿到身分證後，可以進那個正常工作，拿身分證前只能在比較小型的，

大型的公司不願意請我，我拿到身分證以後我去應徵大潤發。我們搬出去住，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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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小孩子還小，我把小孩子帶給我娘家，把小孩子帶過去，然後慢慢存了一筆錢以

前再把小孩子帶回來 (T05) 

 

T05有著很沉重的照顧負擔，由於丈夫生病意外成為植物人，加上兩個女兒照顧，的卻

讓她分身乏術。為了避免夫家干擾，協議丈夫和 2個女兒歸自己照顧，她們不可以干擾。低

收入戶，但為了照顧全家，每天兼作多份工作，職到丈夫往生。婚前父母告誡她，「妳自己

的選擇，妳自己承擔」，也讓她不敢求助。 

老公已是植物人，我願意跟他們和解，就是小孩子也歸我，我老公也歸我，如果錢

的話，小孩子一個字都不能提，以後我們住的範圍她們不能靠近，我們要怎麼樣生

活也不能干涉，因為我要保護我的孩子，我要的是自由，照顧我老公十年了，他已

經走了，那時候就是拼命賺錢阿，一份工作不夠做兩份，兩份工作不夠，小孩子睡

了還做一些那個手工…他們不贊成我嫁過來，因為怕我吃苦，我爸說這個是你選的，

就是不管好壞自己承擔，那就說我今天我選擇了，我覺得我自己承擔，我覺得我不

想再給他們擔心，畢竟在這邊過的怎麼樣他們也沒有看到，讓她們擔心而已，我覺

得最起碼我不要讓他們擔心(T05) 

 

T11結婚暫居中國娘家，中風的公公曾到中國和她同住。移居台灣後，懷孕、生意加上公

公的照顧，多重壓力下覺得甚為辛苦。第二個小孩後無法再照顧公公，只能送養護中心，但

是養護費用沉重，必需外出工作，卻又缺乏非正式資源，只能將小孩送回中國央請母親協助

照顧，自己外出賺錢貼補家用。擁有大學學歷，又相當幹練的T11，來台後曾到科技公司擔

任採購行政工作。 

我剛開始來我也不適應，又沒有朋友，又找不到路，有時候我老公他們講閩南語我又聽

不懂…把公公帶回來照顧，回來之後把他放養護中心嘛，那小孩兩三歲的時候就往生了…

我小孩半歲的時候吧，因為怕家庭負擔太重，我想說自己出去上班，就把小孩丟給我媽，

我去賺錢，我在竹南，竹南那個一個OO科技，他是一個科技公司，然後我在那邊是做行

政，然後就是行政阿兼採購，因為你也知道他公司小就是一個人要兼做，是早上八點到

下午五點，但是我要從竹北這邊，我就住這邊，市公所這邊，要到竹南的話。我就去工

作，工作的時候因為我小孩是給我媽帶，在大陸那邊，因為小孩子小，可能就會有很多，

就是常常會生病這樣，小感冒還好，阿有一次就，抵抗力不好再加上他那麼小過去，水

土不方便他要去適應(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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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論 

本研究運用女性主義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 theory)觀點，以移民婦女為研究主體，訪

問了移居澳洲的 25位華裔移民女性及移居台灣的 17位跨國婚姻移民，探討女性移民在性別、

階級、種族與文化等個人與社會結構多重交織下之就業經驗，移居後的生活與角色調適，日

常生活中如何協商照顧與工作，及移居後的性別主體與社會關係。在本研究中，我們探討的

重點有二：其ㄧ、移民女性的生活經驗與主體實踐是否具有普同性；其二、同一文化移民女

性的生活經驗與主體實踐是否具有差異。這也是 Narayan (1998) 對於第三波女性主義運用於

探討移民女性生活經驗時的反思。 

我們不僅關心具有「高教育」背景的華裔移民女性移居澳洲後的生活與就業經驗，是否

如許多研究者所言，失去了原生國優勢而成為失業率最高族群(Chow, 1999; Espiritu, 1999; 

Man 2004)；同時也關心不具有「高教育」背景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移居台灣後的生活與就業

經驗，是否能突破階級與種族的框架，在異鄉中建構屬於移民女性的自我主體。我們根據 42

位受訪者之經驗，簡略彙整說明如下： 

 

ㄧ、就業是一種流動經驗 

 在本研究中，無論是澳洲的華裔移民或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42位受訪者移居後的就業

經驗，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在全球化脈絡下，移民婦女跨境遷移的就業其實是交織在多重關係

的流動現象，移民婦女的就業經驗，絕非有無就業的歸類方式可以涵括，而是隨著跨境遷移

時間更迭而流轉，更受到移民婦女本身的人力與文化資本、移民身分、支持資源、勞動結構、

福利制度、教育制度、性別意識的影響。國外研究(Chow, 1999; Espioritu, 1999; Man, 2004)指

出，華裔移民婦女往往就業率低、且就業的薪資也低。這是表層，並未深入了解華裔移民婦

女的就業經驗。 

 

本研究華裔移民受訪者大都是中產階級，跨境遷移後就業經驗落差大，受訪者移民身分

申請明顯影響初期就業經驗；例如：投資移民需投資生意、技術移民需從事申請類型相關工

作、及先留學後留在當地工作之外，若是以依親身分或跨國婚姻移民大都遭遇長期失業經驗，

受訪者大都善用教育資源進行人力培力，取得學位或證書之後在就業。通常受訪者本身若是

技術移民身分或先留學後留在當地工作的受訪者，大都符合澳洲所需人才，主要是受訪者本

身具備澳洲社會需要的人力資本，加上語言溝通無障礙，跨境遷移後大都能順利轉入就業市

場，更能從就業經驗中觀察到澳洲職場人際互動的特色。若是因為丈夫以投資移民申請，大

都會透過「買」生意經營，數年後取得永久居留身分在結束生意，這些受訪者通常是為了取

得公民身分而經營生意，家庭經濟壓力小，為了支持妻小留在澳洲的生活花費，丈夫大都返

回母國賺錢養家，「太空人家庭」挑戰了家庭性別角色運作與婚姻關係維繫。除了移民身分

類型影響之外，家族跨境遷移經驗、子女年齡、非正式支持資源也都會影響移居後的生活適

應與就業經驗。 

由於澳洲的勞動結構非正式就業機會少，所以必需要具備澳洲社會所需要人力資本，方

能很快轉入就業市場獲得全職工作，大多數受訪者都不是很順利。受訪者本身以技術移民身

分申請者，通常都會選擇小孩已經進入青春期，照顧壓力不那麼大時在移居澳洲，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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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礙降低。有些受訪者長期失業，待逐漸適應，進一步評估澳洲就業市場需要，進一步連

結教育資源，透過人力投資與培力後，成功轉入就業市場從事全職工作。受訪者較少從事創

業或將文化資本轉化為創業資本。 

移居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大都不是中產階級，受限於人力資本和語言溝通障礙，跨境遷

移初期很難融入台灣就業市場，大都只能填補底層或非正式工作。雖然台灣中小企業產業結

構與兩極化產業發展趨勢，也提供了受訪者移民部分就業機會。過去研究少討論具有大學教

育程度背景的跨國婚姻移民，本研究受訪者中有五位具有大學教育背景，跨境遷移移居台灣

後的就業經驗與不具大學教育背景的受訪者略有不同，若受訪者沒有語言溝通障礙，大都能

很快的轉入就業市場，從事與原來專業有關工作；如果有語言溝通障礙，則能將文化底蘊融

入資訊網路社會特性，轉化為創業資本從事微型創業。 

 

二、教育仍舊是重要的人力資本 

 雖然國外研究都指出，華裔移民女性並未因為擁有較高教育資本，而在就業上取得優勢

地位。本研究發現移居澳洲的華裔移民受訪者大都擁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而移居台灣的跨

國婚姻移民擁有大學教育程度的比率也逐年上升中，雖然這些受訪者都遭遇到失業或低度就

業經驗，但是我們也發現，「教育」仍是重要人力資本，主要是高教本身就具專業屬性，而

中等教育並不具備專業屬性，本質上高教就比較有機會或較容易轉入就業市場。當然，受訪

者的高教專業背景與過去的工作經驗，也會影響跨境遷移後的機會與經驗。即便無法立即融

入，也都能成為轉化的動力；如：在教育人力投資或連結文化底蘊與資訊科技從事創業。因

此，教育仍舊是重要的人力資本，有助於移民婦女在跨境遷移後取得較優勢地位，當生活調

適或子女照顧壓力降低後，轉入就業市場從事專業的全職工作。 

 

三、文化底蘊成為創業基礎 

 由於澳洲與台灣人口相當，但是土地面積差異大，澳洲人口分散，但是華裔移民受訪者

大都會選擇居住在華人較多區域，形成華人生活圈。雖不致於如早期「唐人街」般突出，還

是維持一定程度文化聚集。本研究中移居澳洲華裔移民受訪者，大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除

了投資移民在跨境遷移初期因為移民法規定而需要投資生意外，沒有受訪者結合文化底蘊創

業，仍舊是以上班族為優先。相較之下，台灣地狹人稠，外食習慣普遍，受訪者若難以融入

就業市場，又有子女照顧壓力，文化底蘊遂成為創業重要資本，從文化元素中找到創業機會，

再透過資訊網路平台行銷，減少實體店面經營困境，大都能成功轉化不利經濟地位，並發展

跨境遷移後的自我主體經驗。 

 

四、外部刺激是轉化性別社會關係的動力 

大多數學者認為華人社會的性別社會關係同樣受到「男尊女卑」性別框架影響，本研究

發現，華裔移民女性移居澳洲後，雖然同樣面臨語言溝通障礙與缺乏非正式資源的困境，但

是日常生活性別社會關係的運作差異相當大。同樣來自中產階級，若缺乏人力資本與非正式

資源，而子女年齡又小，跨境遷移後頓然從經濟獨立自主掉入經濟依賴者與照顧者，大都經

歷ㄧ段相當長時間自我角色適應不良與失落感。隨著移居時間愈久，大多數受訪者都能逐漸

走出困境，透過「就業」翻轉性別權力關係，重建自我主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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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跨境遷移後，由於子女照顧、缺乏非正式支持、又無法進入就業市場，對於中

產階級背景的華裔移民受訪者影響巨大。從原本經濟獨立自主掉入依賴者角色，導致跨境遷

移後受訪者的日常生活經驗，反倒是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約束更多，直到有了全職工作才能翻

轉性別角色的權力運作。澳洲社會的性別價值觀提供受訪者ㄧ個參考架構，逐步薰陶過程內

化價值觀，更成為學習參考的模式。相較之下，跨國婚姻移民移居台灣後，受到台灣社會父

權意識影響，讓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更侷限在傳統女性角色。 

整體而言，無論是華裔移民受訪者或跨國婚姻移民受訪者，都面臨沉重的子女照顧壓力，

只是澳洲主流社會性別平權價值意識彰顯，而台灣主流社會傳統父權意識彰顯，隨著跨境遷

移時間愈久，就會加深對於受訪者的性別角色實踐與自我主體建構的「外部效應」影響。不

過，ㄧ如 Narayan (1998)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將「華裔」移民婦女或「跨國婚姻」移民婦女視

為是一種普同概念，認為只要是華裔移民或跨國婚姻移民，就會有著相同的生活與就業經驗。

事實上，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性別交織在階級、族群、文化等個人與結構因素中，而

面子文化、性別角色規範、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家族跨境遷移、移民身分等都會交織影響

受訪者的經驗與自我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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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ugust 2016,we have conducted fieldworks in Melbourne and Taiwan.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that aims to compa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who under the constraint and oppress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draws data mainly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This paper use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undergoing the experiences of gender, race, class, and culture 

oppression dur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how these experiences of career development lead to 

different gender role practice.  

All participants ar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mainly from China, Hong-Kong and 

Taiwan. They migrated to Australia as skilled or investment immigrants. Of these participants, 13 

obtained their bachelor or postgraduate degree in their home country and all of them had 

professional career.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highly educated but they lose their career and become 

unpaid caregiver right after migration. Language is a barrier for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but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system (i.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cannot be at home alone) 

an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e. need a re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workplace for labor market 

entry) are critical. Additionally, a lack of personal supports from families also influences their 

possibilities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In addition to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mailto:shpan@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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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investm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Even 

they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maintain their long-distance marital 

relation, return migration is still not a choice for the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saving-face cultur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turn 

migration.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from China, they often refer to the saving-face culture, but 

others do not. All participants men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gender rol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respect for the privacy of others. The longer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less accept to Chinese culture. Australian welfar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non-return migration.         

 

Keyword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return migration,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1. The trend of cross-border migratio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s 

foregrounded the prominence of the immigrant women. So it is impossible for research of migration 

to downplay the immigrant women’s experiences in the host countries.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two kinds of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trend that concurrently happen in East-Asia 

countrie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numerous Chinese middle-up class families (from Taiwan, 

Hong-Kong, China, and Southeastern Asia) emigrate to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 women immigrate to Eastern Asia via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see 

Figure 1). 

  

 

 

 

 

 

 

 

 

 

 

 

 

Figure 1 Trend of Immigration in Easter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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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is a typical immigrant country. Due to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parse population, 

Australia welcomes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ustralia also has a flexible immigration 

policy adjusted to meet the society needs.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immigra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a variety of incentives, and provides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resettlement. Since the mid-1980s, more and more middle-up class Chinese familie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via skilled or investing migration immigrate to Australia. Currently 

Chinese immigrants mainly from Taiwan, Hong-Kong, and China become the third large ethnic 

immigrant group in Australia, constituted of about 2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Overseas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Australia, 2017). 

 

2. The contexts of immigration in Australia 

The 1st stage: 1901-1980 

In 1901, Australia implemented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immigrants to be assimil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6 - 1980,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ctively planed to recruit non-British Eurpoean immigrants (i.e. the Nordic and 

Europe). Due to English-speaking limitation, about 15% of non-British European immigrants w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In 1972,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came to an end.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multicultural immigration policy’ in 1973 and immigrant groups can maintain their 

culture, promote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live in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In 1978,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policy established the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immigration policy direction. In 1979,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AIMA) was 

established to raise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The 2nd stage: 1981-1999 

In 1987, the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OMA)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mid-1990s, the 

Congress passed the Parliamentary Statement on Racial Tolerance (in 1996), both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NMAC) and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ulticulturalism 

(NMAC) were announced. 

 

The 3rd stage: after 2000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the populati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began to adopt a multicultural policy, through professional and economic immigration, to encourage 

immigrants from non-European regions. The fastest increasing ethnic immigration group is Asians, 

especially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II.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research questions 

1. Theore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has been long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human capital, especially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ccording to feminism,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women to improve their stat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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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lation with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which, in turn, can bring women 

into the labor market and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Does this hypothesis of a lineal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still exist within the global context?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will be faced as gender, education, and cross-border migration are intertwined togeth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lobalization open a window for women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untries to move up and even to improve gender inequalit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immigrant women who already have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even 

professional work in their home country. Does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really bring upward 

mobility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with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Additionally,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among Nort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ethnic immigrant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have the highest education attainment but their employment rate is the lowest. Even 

employed, their income is the lowest among ethnic minority (Chow, 1999; Espiritu, 1999; Man, 

2004). This implies that cross-border migration may not result in upward mobility for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However, Chinese immigrants are still the fastest growing ethnic immigrant in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One might question：Why do many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still choose cross-border migration even disadvantaged in the host country? What kind of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will be faced by thos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the 

host countries?  

Intersectionality feminist has argued that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migration must engage in the intersectional dynamic of gender, ethnicity, culture, language and 

citizenship, since transnational people’s lives and family matters cannot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 

regime of ”domestic intersectionality” (Man, 1995; Ong, 1999; Mahler, Chaudhurt & Partil, 2015; 

D'enbeau, Villamil & Helens-Hart, 2015; Chiang, 2016).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and 

structured barriers (i.e. English, recommendation in job market, and so on), there is few possibility 

for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to achieve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and therefore even limited their 

roles to family care. Can cross-border migration become a buffer of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work-home tension? Or can cross-border migration mitigat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work-home tension?    

 

2.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we apply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in Melbourne. Does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bring upward mobility for thes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at kind of strategy has been applied to overcome the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limitation for the balance of care-work? How do they negotiate the gender role division 

within everyday life? Can their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working experience in home countries be 

transmitted to Australia? What kind of gender inequality may be experienced under the multiple 

oppression of gender, ethnic, class, and culture? This study will shed light on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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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migration contexts. 

III. Research methods 

1.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C.). This study is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Ethics Review Committee (the certificate number is No. 201705HS024, dated August 3, 2017). 

From August 2017 to Feb. 2018, the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fieldwork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discussion is mainl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are 

from China, Taiwan, and Malaysia.  

 

2.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snowballing sampling strategy to invite participants referred by 

Australian immigrant NGOs,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networks. Totally,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se participants have to meet three criteria, including 

(1) married, (2) responsible for child care, (3) ever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see Table 1). Of 15 

participants, eight were from China, six were from Taiwan, and one was from Malaysia. Twelve of 

15 participants were with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Four of 15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ment 

migrants, four were skilled migrants (participants were dependent), four were students (and later on 

become skilled migrants), and two we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s. During the interview, 

some participants are full-time employed, other are part-time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3. Interviewing guideline 

The interviewing guideline developed in terms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urpose of the study, 

including five questions such as,  

(1) Can you describe your life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 after migration to  

Melbourne? 

(1) Does migration change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relations after  

migration? 

(2) How do you negotiate your role at household and what kind of strate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balance of care-work? 

(3) Is there any meaning for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in receiving  

country? 

(4) Do you consider cross-border migration as opportunity for you to upward  

mobility? 

 

4. Procedure 

Since all participants are employed, we scheduled the interview in their convenience. Most of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t the coffee shop at the Box Hill station or fast food restaurants near 

the participant home, other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t the participant home or workplace.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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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as about 1.5~2 hours and recorded. All of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mainly in 

Mandarin and mixed with English. We provided AU $40 as feedbacks for the loss of time of the 

respondent. All texts ci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are anonymous (coded A). All tapes are 

transcribed into text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A) has been applied for text analysis.  

 

Table 1.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No. Nationality  Category 
Education 

attainment 

Marital 

status 

Numbers 

of 

children 

 

A01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1  

A02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1  

A03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Divorced 1  

A04 Taiwan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Divorced 2  

A05 Taiwan Skilled migrant Master Married 1  

A06 Taiwan 
Skilled migrant 

（TAFE） 
Bachelor Married 2  

A07 China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4  

A08 Taiwan 
Investment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3  

A09 Malaysia Skilled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3  

A11 China Skilled migrant Bachelor Divorced 0  

A12 China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Married 1  

A13 China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0  

A14 Taiw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2  

A15 Taiwan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Unmarri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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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Discussion 

Scenario 1 

Living in Taiwan is so convenient, but here I have to do all of household and prepare meals for 

the family. I do not have a car.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here is to stay at home for kids and for 

family. It is really hard for me... I don’t know who I can ask... I have no opportunity to work, 

because my husband wants me to be a housewife (A06, skilled migrant’s wife). 

 

Scenario 2 

I think that living in Melburne will be more relaxed. But I was so disappointed after 

migration. The economic pressure that we face was even worse than before. We had no our own 

house, and even no any deposit. This is really hard for a Chinese woman. You know, for Chinese 

culture that no house and no deposit imply no any guarantee for your life. I have given birth to 2 

sons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I took care of my two sons. I did not have a job.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endless household and babysitting. I was so upset. My husband was so busy. He worked for 

six days a week.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0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Scenario 3 

My husband wants to immigrate to Melbourne. I just obey his will. I came with my husband 

and my children. My husband arranged a small business for me within one month and bought a 

house for me and children, then he went back to China… (A01，investing immigrant)。 

 

1. Language barrier is so significant 

Of 15 participants, twelve had bachelor or even master degree. They immigrate to Melbourne 

via skilled migration, investing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lmost of them were full-time 

employed before immigration. Even though they had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language became 

barrier for them to overcome after immigrate to Melbourne. Language barrier not only affects soci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becomes restrictions for them to get into the job market. Even they enters the 

job market after several years later, most of them can only be employed by non-professional, 

marginal, and untypical work. 

Language barrier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pushed them to rely on the 

Chinese network in everyday life. They become strangers and isol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Compared to other immigrant status, investing immigrants are more relian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Due to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investing immigrant are required to open a local 

businesses and to employ a certain number of local peopl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or instance, 

A02 is an investing immigrant from China.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safety and immigration 

regulation, her husband chose to operate a coffee shop in Box Hill center where most Chinese 

immigrants in Melbourne go shopping. “Any time when I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I can get helps 

from Chinese. We can communicate in Mandarin rather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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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A02, and A03 are all from China. They applied for investing immigrants during the 

mid-2000. After immigrate to Melbourne, their husband chose to run a chain store (i.e. coffee shop) 

either at shopping mall or Box Hill station. Their husband went back to China right after 

resettlement. Due to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was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and open the small business. They heavily reli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veryday 

life. As feminists have noted, “astronautic family’ become common among Chinese families. 

Astronautic family means that usually immigrant women staying Australia with children but her 

husband went back to hometown for earning money to support families in oversea (Ip, 2001). 

Although language is a significant barrier for them, the perception of “boss” cause conflicts 

between her and employees. In Australian society, the role of investors and managers is different; 

however, investor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people who pay 

for the business, but also have the right to be involved in management.   

A01, A02, and A03 never ran a small business before. They had to learn how to run a coffee 

shop. Employees at the coffee shop are largely from 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 persons (i.e. India). The only thing A01 and A03 can do is to order the raw materials or 

wash dish. Due to English-barrier and misunderstanding, A03 often  put wrong order to raw 

materials. As a result, she had to send out surplus every day. 

When we began to run the coffee shop, we kept all employees from India. After some 

period of time, we recruited two Chinese employees….We consider that Chinese are more 

obedient then western people... I forced myself to learn English...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it was really painful for me... coffee is ok, cakes are not ok. I had to learn how to 

make a variety of cake...Make a cake often needs ingredients such as muffin. I just order 

wrong muffins or too many muffins. I almost have to throw away muffins every day. Such 

an endless war of muffins is what I face in every day. I was so frustrated... The most 

painful was the language...I did not know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warehouse stuff... I 

don’t know what should be ordered. Sometimes I order something that I can’t use at all...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The challenge was language barrier and physical strength... I could do nothing except 

dishwashing... The coffee shop is so busy, but my motion is so slow...The other problem 

was that the staff was unstable. (A02, investing immigrant). 

 

 Why two of these three investing immigrants choose to run a coffee shop. Most of them refer 

to the culture value in regard to “saving face”. For Chinese investing immigrants, it is eas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obtain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PR) via buying a house and running a 

small business. The small business could be a hotel, coffee shop, grocery store or bakery. It seems 

that to these Chinese investing immigrants running a coffee shop is better than running a grocery 

store.  

..If we choose to run a bakery, you must work with two people. One person is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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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ork at early morning, while another person takes care of the store during the day...So 

the idea of running a bakery is excluded... vegetable shop... roast chicken shop... we think 

that it is not really good to run a store of roast chicken …it really losed our 

face...Running a coffee shop at least feel more comfortable..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Almost the participants were highly educated and full-employed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y cannot find a job in Melbourne. Besides the language barri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system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Australia (i.e. reference letter from the former boss in 

Australia or two guarantors for renting a house) excluded them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o find a house here you need to hand over to the agent management...you hande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landlord, the landlord got several applications, and then he chose what 

he wanted...The landlord is under well protected  (i.e. renting a house requires two 

guarantors)... I promise to give a one year rent fee at the beginning, so my landlord rented 

the house out to me... (A06, skilled immigrants). 

 

A14 migrated to Melbourne via transnational marriage. Her husband is a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from Taiwan. She was a nursing supervisor in Taiwan. With consideration of 

lacking nursing manpower in Australia, A14 thought that she would not face too many difficulties 

in seeking a job of nursing in Australia. Unfortunately, language was still a barrier. Culture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in both sides were frustrated.  

... The workplace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Taiwanese tends to work hard, while 

Australians  place empha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eam member. They might 

consider you as a good nurse, but not smart nurse because you do not talk to others 

much... (A14,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14 cannot get a reference letter in Australia even she work as nursing supervisor at hospital 

in Taiwan for many years. Finally, she only finds a nursing job that must work at late night.  

 

2.Lose of subjectvity 

For a better lif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migration to Australia. Soon after the migration, the 

participants found themselves becoming the primary caregiver for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Australian policy,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cannot be left alone at home. With 

a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participants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Role 

transition of a full-employed professional worker to a primary caregiver put them into a situation of 

frustration and losing self-esteem.  

My lif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It was really painful. At that moment, I lost 

almost everything. I was a professional counselor, but now I only can work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A11, a skilled immigrant wife). 

... living in Taiwan is very convenient. We have our own house... Here you have nothing 



    57 

 

but only care for your children all day..Every day, I just move from our home to shopping 

center. We have no friends and there is no place to go... (A06, skilled immigrant wife). 

 

Australia is a country that respects gender equality more than China, Taiwan, and Malaysia.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becom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after 

migration. They become caregiver and housewife until their children grow up. Some choose to 

re-enter the workplace as part-time employee or do at atypical jobs. Others are engaged with 

religious affiliation as volunteer (i.e. A08). Why they do not want to go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 I really like the environment… When I got up every morning I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 however, I was unable to earn money here. This drive me crazy. It was really 

upset ... (A08,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Most challenge for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to maintain the marital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choose to tolerate marital affair. 

... Most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is wife here but husband is back to home. Such a 

situation causes a lot of family problems... (A01,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5 or 6 years later, one day my husband suddenly wants divorce... (A08,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During the interview, one participant told me that “I am so tired of my life… Until now, I 

have never developed my own hobbies or got anything for myself... My life is never for myself, 

always for the family…”  (A0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3.Strategies of care-work balance 

For those participants who come to Australia as students-status, they have different working 

experience. All of them (A04, A12, A13, and A15) are full-time employed in terms of their 

expertise.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problem for them. Chinese community could become resource 

for their business. For instance, A05 becomes a tour guide. She and her husband organize a blog of 

Melbourne tour. Most tourists are from Taiwan, and gradually expand to Chinese from Malaysia 

and Hong Kong. 

A15 is a piano teacher. She is employed by local junior high school. She came to Australia 

since she was teenager. She got two master degree in Music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Right after children grew up and moved out, A08 started to run a small business as a host 

family for taking care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break. Her husband is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ation, while she provides meals for these Taiwanese students. 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is stressful, so she recently has shifted to only providing residence for working holiday 

people from Taiwan.  

Due to domestic violence, A03 became a lone-mother six years ago. She decides to live in the 

farm that was 2.5 hours away from Melbourne city. She conducted business via the onl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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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beginning, I just went to be a fruit-picking worker. I found that the peach is so 

delicious and it might be accept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I asked him to sell the peach 

for me, and then I can resell the fruit to Chinese immigrants. I just post the information 

at Wechat. Just a few hours, 100 boxes sold out...I drive car to send fruits to Melbourne 

twice-a-week. Usually it is paid by cash, so we would not be taxed.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Usually a double income family will face tremendous impacts 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are and work. Without enough informal resource, one might choose to reduce working hours or 

adjust working hours for meeting children need. A12 insisted to maintain full-time employed, 

mainly becaus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So, she asked her parents from China to Melbourne to 

give helps for caring her children  

My husband is IT background...Before my child born, we didn’t have too much 

housework. I work hard everyday .Usually I leave my office very late. However, we ran 

out of time after my child has born... In China, grandparents help a lot in caring 

grandchildren... My parents came here to provide helps. Even my parents were highly 

educated, they do not drive, they cannot speak English. Even they do a lot for me, they 

cannot pick up my children after school or supervise my children to finish their 

homework. I hav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s by myself (A12, students). 

 

4. Life is so meaningful 

Although most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but the 

losing face value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uring the 

interview,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from China referred to losing face value, whil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and Malaysia did not. When I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when 

they are in old-age? Almost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told me “Never!” Why? They said: “Australian 

society allows them to live simple and meaningful life. I can keep away from the pressure of 

family and competition” (A11 and A06 skilled immigrant’s wife).. 

  

Some participants who are divorced or unemploy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old me that they are 

not worrying about the future. Even without much deposi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ill take care of them when they need.  

I like my life now. I don't know what it will be like in the future. I am not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at the society always allows people to be themselves, to be self-confident, to 

be self-respectful…. (A11, skilled immigrants) 

 

A13 share her experience in return to Hong Kong right after getting married. She traveled and 

worked in Singapore too. Although bo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Chinese communities,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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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has a feeling of belonging. She feels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too close in Hong 

Kong and people used to criticize others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traffic is very convenient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any language barrier. But I feel 

that I do not belong to Hong Kong. There is no any sense of belonging. There are a 

bunch of relatives on my side in Hong Kong... But I still don’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I feel that I am Australian, I don’t belong to China, and I don’t belong to 

Singapore, even I was from China and my husband was from Hong Kong... (A13, 

students). 

 

V. Concluding thought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we apply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in 

Melbourne. We find that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might often as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o move up, but not for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Language becomes a barrier for them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Australian society. The 

requirement of reference letter by former employer further limited their opportunity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With a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child care becomes critical for migrant women’s 

participant in the labor market. This will in turn place the gender division 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to “husband as breadwinner, wife as family caregiver”.  

There is almost no place for highly educate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to gain professional 

work in Australia.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in Melbourne is to meet children needs and becom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However, it is hard for us to make a conclusion that 

cross-border migration did not work for th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Cross-border 

migration is like a trade-off, losing some from one side (gender role) but getting more from the 

other side (emancipate from family pressure). A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has argued, the life of 

cross-border migrant women must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multifaceted oppression not just in terms 

of gender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could be important human capitals but not necessary helpful for 

middle 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Melbourn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re intertwined 

into multiple posit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discus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i.e. investing, skilled, an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immigr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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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訪談大綱 

【科技部研究計畫】 

鄉關何處：跨界遷移、女性移民與社會工作（II） 

【訪談大綱】 

 

一、訪談對象 

1、 居住在Melbourne地區之華裔移民女性。 

2、 居住在台灣地區之婚姻移民女性（包括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 

 

二、訪談大綱 

1、 請問您移居 Melbourne 或台灣後的生活經驗與就業經驗？ 

2、 從事微型創業或創業發想為何？您如何與家人協商創業類型及其策略？ 

3、 請問您認為跨境資源與在地從事創業/微型創業過程扮演的角色功能為何？ 

4、 在您就業或創業後對於性別角色分工與家庭權力關係改變的影響為何？ 

5、 就業或創業對您個人的影響為何？對您的自我主體建構之意義為何？ 

6、 創業與在地飛市場的互動關係？ 

 

 

 

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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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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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研究倫理審查變更核可證明 



    68 

 

附錄 4 受訪者同意書 

受訪者同意書（深度訪談） 

研究名稱（中文）：鄉關何處：跨界遷移、女性移民、與社會工作（II） 

研究名稱（英文）：Out of place: Cross-border migration, immigrant women and social work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潘淑滿                職稱：教授            聯絡電話：02-7734-5528 

計畫聯絡人：楊淨淯、于芳       職稱：兼任研究助理    聯絡電話：02-7734-5528 

一、訪問目的 

    本研究為 2017~2018 年科技部研究計畫，探討澳洲華裔移民女性與台灣婚姻移民女性交

織在性別、種族階級、文化等認同下，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家庭與社會關係、照顧就業經驗、

就業與創業經驗中，移民女性在經驗到多重不利與壓迫下，如何突圍建構自我主體。 

    運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輔以民族誌田野觀察法，訪問居住在 Melbourne 華裔移民女

性及台灣的婚姻移民女性（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的就業與創業經驗，日常生活中為達到

兼顧照顧與工作之家庭協商與策略，又就業或創業帶來的女性主體之經驗，及其對於家庭性

別角色與權力關係改變的影響為何。 

    為兼顧多元差異，對於居住在 Melbourne 的華裔移民女性，盡量分散邀請受邀者來自中

國、香港或台灣或其他國家。預定在 Melbourne 邀請 25位左右華裔移民女性。而居住在台灣

的婚姻移民女性受訪者之邀請，亦考慮多元差異，盡量分散對象來自中國、越南、印尼、菲

律賓、和泰國等不同國家。預定在台灣邀請 25位左右婚姻移民女性；預定共訪問約 50位左

右。 

二、訪問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輔以民族誌田野觀察法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深度訪

談大綱後，由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助理開始連結 Melbourne和台灣的機構、團體或組織（守

門員），透過向守門員說明，並取得守門員同意後協助推薦及邀請研究參與者，或將相關訊息

放在社群網站，再透過滾雪球方式邀請。在研究參與者同意下，研究團隊進一步向研究參與

者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重點、及訪談過程相關權益，並將深度訪談大綱 e-mail 給研究參與者。

若研究參與者同意接受訪問，則進一步協商時間與訪談地點，兩者皆以研究參與者方便為主。

每一位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為 1.5~2小時，視實際資料收集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第二次訪

談，或透過 e-mail 或與電訪補訪。 

    為考量訪談資料完整性，訪談過程採取全程錄音，並使用書面簽署「受訪者同意書」；若

研究參與者不同意錄音，則採取筆記方式進行。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與訪談錄音資料，

研究者遵守匿名及保密原則，無論是資料分析或研究報告撰寫，皆以匿名方式處理，且絕不

外洩研究參與者的任何基本或私人資料，確實保障言就參與者之隱私、匿名與保密等權益。

這些訪問資料將存放在研究主持人的研究室電腦中，除了研究團隊成員（包括主持人、共同

主持人與研究助理）之外，無法也無權接觸電腦或使用這些資料。 

    本研究主要做為學術用途，並提供相關政策與制度制定之參考。研究過程或結束後，研

究計畫主持人會陸續將研究結果改寫，以英文或中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和學術期刊



    69 

 

論文。在完成論文發表和出刊後五年內，會將相關可被辨識之資料與訪談逐字稿銷毀。如研

究者對於資料有不當使用情形，以致受訪者的權益受損，經查證屬實後，研究團隊相關人員，

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預期效果及利益 

本研究結果除了提供政府相關政策、制度與實務工作方案制定之參考外，透過研究計畫主持

人改寫成中文或英文論文，並發表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與學術期刊論文上，有助於展現華

人社會文化中，移民女性協商與連結跨界資源，兼顧照顧與工作目標，並實踐追求自我主體

之目標。為回饋受訪者的參與及對本研究資料收集的協助，本研究將回饋受訪者每人新台幣

800~1,000 元（或折合等值澳幣）。 

四、其他可能之訪問方法及說明 

無 

五、受訪者權益及隱私權 

    訪談過程中所收集到之資料將會遵守保密原則，特別注意訪談資料的保密。被訪談者資

料於呈現時亦會以去名化、保密、編碼方式處理，並注意個資法的相關問題。訪問過程，受

訪者如有任何不舒服或不願意繼續參與訪問，均可隨時以口頭告知、或打電話向研究團隊提

出反應，或於訪談過程中隨時中止訪問。 

    為了保障受訪者權益及尊重受訪者接受訪問的意願，在正式訪問之前，煩請受訪者簽署

「受訪者同意書」。此同意書為一式二份；一份由受訪者保留，另一份由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潘淑滿教授）保留。 

    本研究計畫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委員會係依規範運作，

並通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查核。如果您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聯絡（電話：（02）7734-1394、（02）7734-1395或電

子郵件信箱：ntnurec@gmail.com）。 

若您有任何與本研究有關之疑問，敬請與 潘淑滿教授或研究助理楊淨淯、于芳聯絡。 

聯絡電話：（02）7734-5528；傳真：（02）2368-7736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本研究計畫由訪員完整地向您解釋上述內容及個人權益，若有問題可以上述聯絡方式與我們

連絡。 

同意受訪者簽名：                              日期______________ 

見    證    人（可填可不填）：                              日期______________ 

說明受訪者同意書者簽名：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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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8年 9月 14日 

                                 

此次是第二年第一次移地研究，也是兩年研究計畫中第三次前往 Melbourne 進行

訪談資料收集。雖然在 2017 年八月第二次移地研究過程，因為研究期間重疊第一與

第二年之故，透過機構介紹 3 位 Chinese immigrant women，但是根據研究計畫，除

了 NGOs 之外，也會與 Melbourne 的宗教團體連結，透過宗教團體邀請受訪者。此

次，協助移居 Melbourne 多年、且居間協助邀請與聯繫的學生，在行前要求主持人與

協同研究員能參與其所屬的宗教團體戶外有機農場參訪，透過此次活動認識、並當

面邀請適合研究之對象參與本研究。因此，抵達 Melbourne(周日)及報名參與該有機

農場參訪團，藉此了解 Melbourne 有機生態之外，亦進一步認識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與邀請適合之研究對象接受訪談之意願。除此之外，為了連結來自東南亞國

家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也透過友人介紹寄宿 Malaysian 經營的民宿。  

 

第1天  (1/20) 

   為了節省研究經費，3~4 個月以前就訂機票，搭乘國泰班機到香港轉機，清晨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86－ 

計畫名稱 鄉關何處：跨界遷移、女性移民、與社會工作(II) 

出國人員

姓名 
潘淑滿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出國時間 

2018 年 1 月 20 日

至 

2018 年 2 月 04 日 

出國地點 
澳洲墨爾本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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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班機，加上飛機延誤，抵達 Melbourne 時已經深夜，出海關再搭計程車到民宿已

是凌晨 2 點。 

 

第2天  (1/21) 

    抵達 Melbourne 後僅睡 3 小時不到，清晨 6 點起床，外出搭乘遊覽接到郊外

參觀有機農場，午餐時和適合本研究對象閒聊，並詢問參與研究接受訪問的意願。 

 

第3天 (1/22) 

由協同研究員電話邀請有機農場參訪過程，初步同意接受訪談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第 4 天~13 天(1/23~2/1) 

  共訪問 11 位受訪者。9 位來自 Taiwan & China 及 2 位來自 Hong Kong & 

Malaysia 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由於第二年移地研究訪談對象，主要以曾經或

目前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訪談時間以受訪者方便時間與方便地點為主，有些 part-time 

work 的受訪者選擇在 Box Hill Station 的 coffee shop，有些 full-time work 的受訪者選

擇在上班或住家附近的 McDonald or coffee shop，有些選擇晚間在家中接受訪問。不

僅訪談時間分歧、地點也分散，花費在交通時間相當長。除了周日之外，在 Melbourne 

city, Doncastle, Box Hill 訪問 11 位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第 14 天~15 天(2/2~/3) 

     無訪談行程。 

 

第 16 天(2/4) 

     清晨班機離開 Melbourne，抵達台灣已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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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此次移地研究是第二年第一次移地訪談資料收集。由於第一年著重於與

Melbourne 的 NGOs 互動，較少與宗教團體或其他非正式團體互動，此次移地研究資料

收集過程，以熟悉當地宗教與非正式團體為主。協助移居 Melbourne 多年、且居間協助

邀請與聯繫的學生，在行前要求主持人與協同研究員能參與其所屬的宗教團體戶外有

機農場參訪，透過此次活動認識、並當面邀請適合研究之對象參與本研究，所以抵達

後先參與周末有機農場活動，一來了解當地 Chinese immigrants 的休閒活動經驗，二來

也透過參與團體活動過程認識團體成員，並邀請符合研究對象的成員接受訪問或介紹

適合的對象參與研究。除此之外，為了連結來自東南亞國家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也透過友人介紹寄宿 Malaysian 經營的民宿，透過寄宿家庭邀請 Malysia 的受

訪者。 

     此次訪談對象主要來自兩個宗教團體(基督教及佛教)及以一個 NGO 的連結，共

訪問 11 位受訪者；9 位來自 Taiwan & China 及 2 位來自 Hong Kong & Malaysia 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由於第二年移地研究訪談對象，主要以曾經或目前工作者

為研究對象，訪談時間以受訪者方便時間與方便地點為主，有些 part-time work 的受

訪者選擇在 Box Hill Station 的 coffee shop，有些 full-time work 的受訪者選擇在上班或

住家附近的 McDonald or coffee shop，有些選擇晚間在家中接受訪問。不僅訪談時間

分歧、地點也分散，花費在交通時間相當長。除了周日之外，在 Melbourne city, Doncastle, 

Box Hill 訪問 11 位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此行移地研究，不管搭飛機或訪談，都覺得相當辛苦。尤其是為了省錢選擇搭

國泰，在香港轉機，花費許多時間，清晨班機、但半夜抵達，抵達又立即參與團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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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只覺得相當辛苦。不過，也因為參與團體有機農場活動，與團體成員建立一定的

熟悉度，邀請過程也較順暢些，並透過團體活動參與過程，觀察當地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的休閒活動及社會網絡互動關係。由於此次移地研究是第一次，所以仍未形

成明確的概念，有待返台後逐字稿分析後方能有明確概念形成。 

 

三、建議 

    無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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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2017 年 9 月 8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由於第二年研究計畫，已申請延期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此次移地研究，也是

本項研究案最後一次(第四次)前往 Melbourne 進行訪談資料收集，除進行華裔移民女

性訪談資料收集外，同時為下一階段整合型研究計畫(本人預定延伸本項兩年期研究

計畫中的發現，深入探討華裔移民女性福祉 well-being 或身心健康有關議題)，故安

排拜訪學術單位相關領域學者及從事移民身心健康有關服務之實務機構。整體行程

說明如下： 

第1天 (8/15) 

抵達 Melbourne 

第2天 (8/16) 

抵達 Melbourne 後第二天前往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aculty of Medicine, 

Dentistry & Health Sciences 拜訪社工領域的 Deputy Dean, Prof. Louise Harms。由於澳

洲大學傾向從醫療角度思考，將與醫療有關的專業納入醫學院，所以 FMDHS 設有三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86 - 

計畫名稱 鄉關何處：跨界遷移、女性移民、與社會工作 II 

出國人員

姓名 
潘淑滿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出國時間 

2018年 8 月 14日

至 

2018年 8 月 30日 

出國地點 
澳洲(維多利亞省)墨爾本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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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專業學院，Social Work 歸屬於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之下。Prof.  Harms 是屬於

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教授，由於 Prof. Harms 是本人任教于高雄醫學大學期間的學生，

且去年在 UM 取得博士學位、並在該地工作學生的指導教授，故順道拜訪。Prof. Harms

的主要論著與 resilience 及 feminist intersectional theory 有關，且關心 community 

resilience, domestic violence, and homelessness 等議題，與本人研究有關，透過此次拜

會，不僅了解 UM 社工概況，尋求未來兩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可能，同時也希望藉此拜

會行動，邀請 Prof. Harms 前來本院演講，進一步發展跨國研究的可能。由於 Prof. Harms

行程忙碌，利用中午，在法學院餐廳，宴請本人及介紹的學生，兩個小時內交換並認

識兩校社工教育、實習制度與國際學生發展概況，針對兩人研究主題與興趣交換意

見，並進一步邀請前來本院學術交流與演講的可能。 

第3天 (8/17) 

除了拜會 Prof. Harms 之外，第三天也參訪 Centre for Holistic Health (CHH)機構。

該機構設置在綜合社會服務中心，是成立不到三年的小型社區服務機構，主要是運

用個案與團體工作方式，促進移民家庭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並關注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CHH 成立主要成員包括本人的學生，原任教於 UM 後轉任 Hong 

Kong University的 Pro. Daniel Wong及促成本人過去兩年科技部研究的Ada Poon 主

任。拜訪目的，除了了解該機構運作、服務對象與宗旨，服務概況之外，也為本人

明年要提出的整合型研究進行預備，討論合作的可能與方向。由於在過去兩年台澳

移民研究過程，發現不少移民婦女有 Mental health 的問題，希望進一步從 wellbeing

的角度，運用 mindfulness 的概念，進行下一波研究，促進移民婦女的身心健康與移

民家庭福祉。與未來可能合作機構 Centre for Holistic Health (CHH)創辦人(原任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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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後轉任 Hong Kong University 的 Pro. Daniel Wong)與 Ada Poon 主任，討論未來

在跨國比較研究中可能合作的空間與方式。 

第 4~12 天(8/18~8/27) 

      移地訪談資料收集，除兩個周日之外，除(8/19)周日之外，分別在 Melbourne 及

離Melbourne 2.5小時車程的Shepparton訪問十一位來自Hong Kong, Malaysia, China & 

Taiwan 的華裔移民女性。由於前兩次移地訪問資料收集及中於來自 China & Taiwan 的

華裔移民女性，此次特別邀請來自 Malaysia & Hong Kong 的華裔移民女性接受訪問。

仍有多位移民表示願意再幫忙連結訪問，但因為停留時間及研究倫理審查申請時上限

為 25 人，故無法多法。 

第 13~14 天(8/28~8/29) 

     無訪談行程。原訂機票為 8/27 離開 Melbourne，但華航臨時取消，且澳航也取消

該天航班，僅能搭乘兩天後班機返台。 

 

二、研究成果 

    此次移地研究，完成了第二年訪談資料收集。可能多次前往 Melbourne 收集資料經

驗，而與該地機構、宗教團體、或寄宿民宿家庭密切互動，逐漸形成非正式網絡，所以

在邀約受訪者過程較為順利，過去一年在 Victoria 的 Melbourne & Shepparton 共訪問了

25 位來自 Hong Kong, Taiwan, China & Melaysia 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由於暑假

期間將之前訪問的 14 位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的生活與工作兼顧經驗，改寫發表於

7 月 27 日~29 日日本北海道札晃市舉行的 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Conference in Hokkaido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國際學術研討會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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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過程明顯發現來自 Taiwan 和 China 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有許多共通之處、但

也有很大得差異，但是又發現這些相似之處，是否來自屬於移民國家(如 Hong Kong 和

Malaysia)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是否有相似經驗。當我在運用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詮釋時，似乎忽略了家族 cross-border 的經驗；因此，此趟移地研

究特別請相關網絡幫我介紹具有高教育背景、且來自 Hong Kong 與 Malaysia 的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訪談過程中，深刻的感受到家族遷移經驗更關係到受訪者對於遷移的

適應、期待，及對於不穩定性的調適，拓展自己對於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運用

於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living experience 的理解。  

除此之外，此次移地研究過程也順道拜訪 Prof. Harms 與 CHH。進一步了解兩院

中社會工作所的組織、結構、專業取向、實習制度與國際學生之外，同時也分享研

究經驗，Prof. Harms 並答應有適當機會願意前來本院社工系交流。同時，也和 CHH

主任與 Prof. Daniel Wong 對於下一波跨國比較研究有些合作共識。 

透過移地研究過程，也與這兩年幫許多忙，已取得 UM 社工學位、且在當地工

作的學生(Dolly)進一步討論與分享，報告改寫期刊論文方向。整體而言，過去兩年

台澳比較研究不僅圓滿結果，同時也延伸下一階段跨國研究的方向與合作可能。 

 

三、建議 

    無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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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8年 9 月 9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出國主要是參加 7 月 27 日~29 日在日本北海道札晃市舉行的 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Conference in Hokkaido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國際學術研

討會議(請參考附錄一接受函與參與證明書)。此項會議為期三天，每天都是從中午開始到傍晚，第一天

主要是海報展覽，第二天和第三天則為口頭報告。第二天主要都是與醫療、科技和社會有關的議題，

第三天則是以人文媒體和社會為主之議題。參與研討會的人數並不多，約莫 30 人左右，主要來自台灣、

香港、泰國、日本、馬來西亞、和波蘭。由於主題多元，很難進行深度討論，大多數報告者都是參加

完口頭報告場次就離開會議現場。 

本次會議不僅是本人多年來參加最小型國際會議，也是最沒有學術性質與討論的會議。 

  參與會議過程如下：  

 7/26：搭乘華航前往北海道。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86 - 

計畫名稱 鄉關何處：跨界遷移、女性移民、與社會工作 II 

出國人員

姓名 
潘淑滿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

究所/教授 

會議時間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2017 年 7 月 29 日 會議地點 
北海道札晃市，日本 

(Sapporo, Hokkaido, Japan) 

會議名稱 

北海道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文社會科學類) 

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Conference in 

Hokkaido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發表題目 

會更好嗎? 華裔移民女性的主體認同與性別角色實踐 

Better-off or not?    

The self-identity and gender role practice of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Melbourne within the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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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會議場所在 Sapporo station附近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舉行，雖然住宿旅館很多，由於暑假 

       旺季，卻很難訂旅館，最後只能訂到超貴的 Royal Century Hotel，交通方便，離會議場所也 

       近。 

7/27：僅有海報展覽。 

7/28：口頭報告，主要以醫療科技與社會有關之主題為主，報告者來自台灣、香港、泰國(請見附錄二 

      照片)。 

7/29：口頭報告，報告主題以社會人文與媒體為主，報告者來自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和波蘭(請見附 

      錄二照片)。 

      本人被安排於第三天下午 1:00~1:30報告，僅剩少數幾位參加，並沒有參與者問問題或討論。 

7/30：私人行程 

7/31：下午 3點飛機，搭機回台。 

 

二、 與會心得 

  這是本人參加過最小型、最沒有學術味道、也最沒有互動與討論的研討會。不僅報告者論文品質

參差不齊，大多數參與者對於他人報告不感興趣，少參與討論。略微失望，提醒自己，往後選擇會議

性質與舉辦單位需多評估。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請參考附錄（三）英文全文；附錄（四）口頭報告 PPT。 

 

四、 建議 

    無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 

附錄ㄧ、接受函與參與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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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與研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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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ugust 2016,we have conducted fieldworks in Melbourne and Taiwan.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that aims to compa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who under the constraint and oppress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draws data mainly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This paper use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undergoing the experiences of 

gender, race, class, and culture oppression dur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how these experiences of career 

development lead to different gender role practice.  

All participants ar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mainly from China, Hong-Kong and Taiwan. They 

migrated to Australia as skilled or investment immigrants. Of these participants, 13 obtained their bachelor or 

postgraduate degree in their home country and all of them had professional career.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highly educated but they lose their career and become unpaid caregiver right after migration. Language is a 

barrier for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but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system (i.e.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cannot be at home alone) an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e. need a re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workplace for labor market entry) are critical. Additionally, a lack of personal supports from families also 

influences their possibilities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In addition to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investm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Even they strive to 

balance care and work in everyday life and to maintain their long-distance marital relation, return migration is 

still not a choice for the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saving-face cultur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turn migration.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from China, they 

often refer to the saving-face culture, but others do not. All participants men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gender rol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respect for the privacy of 

others. The longer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less accept to Chinese culture. Australian welfar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non-return migration.         

 

 

 

 

 

 

Keyword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return migration,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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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1. The trend of cross-border migratio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s 

foregrounded the prominence of the immigrant women. So it is impossible for research of migration to 

downplay the immigrant women’s experiences in the host countries.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two kinds of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trend that concurrently happen in East-Asia countrie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numerous Chinese middle-up class families (from Taiwan, Hong-Kong, China, and Southeastern 

Asia) emigrate to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 women 

immigrate to Eastern Asia via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see Figure 1). 

  

 

 

 

 

 

 

 

 

 

 

 

 

 

 

Figure 1 Trend of Immigration in Eastern Asia 

 

 Australia is a typical immigrant country. Due to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parse population, 

Australia welcomes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ustralia also has a flexible immigration policy 

adjusted to meet the society needs.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immigra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a variety of incentives, and provides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resettlement. Since the mid-1980s, 

more and more middle-up class Chinese familie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via skilled or investing 

migration immigrate to Australia. Currently Chinese immigrants mainly from Taiwan, Hong-Kong, and China 

become the third large ethnic immigrant group in Australia, constituted of about 2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Overseas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Australia, 2017). 

 

2. The contexts of immigration in Australia 

The 1st stage: 1901-1980 

In 1901, Australia implemented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immigrants to be assimil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6 - 1980,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ctively planed to 

recruit non-British Eurpoean immigrants (i.e. the Nordic and Europe). Due to English-speaking limitation, 

about 15% of non-British European immigrants w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In 1972,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came to an end.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multicultural immigration policy’ in 197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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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移民趨勢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Google）（2017）。地圖【地圖】。取自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7160686,119.2450966,3.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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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groups can maintain their culture, promote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live in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In 1978,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policy established the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immigration policy direction. In 1979,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AIMA) was established to raise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The 2nd stage: 1981-1999 

In 1987, the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OMA)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mid-1990s, the Congress 

passed the Parliamentary Statement on Racial Tolerance (in 1996), both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NMAC) and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ulticulturalism (NMAC) were announced. 

 

The 3rd stage: after 2000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the populati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began to 

adopt a multicultural policy, through professional and economic immigration, to encourage immigrants from 

non-European regions. The fastest increasing ethnic immigration group is Asians, especially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II.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research questions 

1. Theore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has been long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human capital, especially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ccording to feminism,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women to improve their status and power relation with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which, in turn, can bring women into the labor market and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Does this hypothesis of a lineal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still 

exist within the global context?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will be faced as gender, education, and cross-border 

migration are intertwined togeth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lobalization open a window for women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untries to move up and even to improve gender inequalit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immigrant women who already have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even professional work in their home 

country. Does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really bring upward mobility for those immigrant women with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Additionally,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among Nort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ethnic immigrant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have the highest education attainment but their employment 

rate is the lowest. Even employed, their income is the lowest among ethnic minority (Chow, 1999; Espiritu, 

1999; Man, 2004). This implies that cross-border migration may not result in upward mobility for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However, Chinese immigrants are still the fastest growing ethnic immigrant in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One might question：Why do many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still 

choose cross-border migration even disadvantaged in the host country? What kind of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will be faced by thos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the host countries?  

Intersectionality feminist has argued that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migration must 

engage in the intersectional dynamic of gender, ethnicity, culture, language and citizenship, since transnational 

people’s lives and family matters cannot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 regime of ”domestic intersectionality” 

(Man, 1995; Ong, 1999; Mahler, Chaudhurt & Partil, 2015; D'enbeau, Villamil & Helens-Hart, 2015; Chiang, 

2016).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and structured barriers (i.e. English, recommendation in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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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nd so on), there is few possibility for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to achieve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and therefore even limited their roles to family care. Can cross-border migration become a buffer of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work-home tension? Or can cross-border migration mitigat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work-home tension?    

 

2.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we apply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in Melbourne. Does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bring upward mobility for thes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at kind of strategy has been applied to overcome 

the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limitation for the balance of care-work? How do they negotiate the 

gender role division within everyday life? Can their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working 

experience in home countries be transmitted to Australia? What kind of gender inequality may 

be experienced under the multiple oppression of gender, ethnic, class, and culture? This study 

will shed light on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ithin the global migration contexts. 

 

III. Research methods 

1.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 

This is a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C.). This 

study is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Ethics Review 

Committee (the certificate number is No. 201705HS024, dated August 3, 2017). From August 2017 to Feb. 

2018, the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fieldwork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discussion is mainl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are from China, Taiwan, and Malaysia.  

 

2.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snowballing sampling strategy to invite participants referred by Australian 

immigrant NGOs,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networks. Totally, 15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se participants have to meet three criteria, including (1) married, (2) responsible 

for child care, (3) ever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see Table 1). Of 15 participants, eight were from China, 

six were from Taiwan, and one was from Malaysia. Twelve of 15 participants were with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Four of 15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ment migrants, four were skilled migrants (participants were 

dependent), four were students (and later on become skilled migrants), and two wer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s. During the interview, some participants are full-time employed, other are part-time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3. Interviewing guideline 

The interviewing guideline developed in terms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urpose of the study, including 

five questions such as,  

(1) Can you describe your life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 after migration to  

Melbourne? 

(1) Does migration change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relation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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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2) How do you negotiate your role at household and what kind of strate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balance of care-work? 

(3) Is there any meaning for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in receiving  

country? 

(4) Do you consider cross-border migration as opportunity for you to upward  

mobility? 

 

4. Procedure 

Since all participants are employed, we scheduled the interview in their convenience. Most of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t the coffee shop at the Box Hill station or fast food restaurants near the 

participant home, other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t the participant home or workplace. Each interview was 

about 1.5~2 hours and recorded. All of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mainly in Mandarin and mixed with 

English. We provided AU $40 as feedbacks for the loss of time of the respondent. All texts ci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are anonymous (coded A). All tapes are transcribed into text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A) has been applied for text analysis.  

Table 1.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No. Nationality  Category 
Education 

attainment 

Marital 

status 

Numbers 

of 

children 

 

A01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1  

A02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1  

A03 China 
Investment 

migrant 
Bachelor Divorced 1  

A04 Taiwan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Divorced 2  

A05 Taiwan Skilled migrant Master Married 1  

A06 Taiwan 
Skilled migrant 

（TAFE） 
Bachelor Married 2  

A07 China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 
Bachelor Married 4  

A08 Taiwan 
Investment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3  

A09 Malaysia Skilled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3  

A11 China Skilled migrant Bachelor Divorced 0  

A12 China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Married 1  

A13 China Student→ Bachelor Marri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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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ed migrant 

A14 Taiw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nt 

Senior High 

School 
Married 2  

A15 Taiwan 
Student→ 

Skilled migrant 
Master Unmarried 0  

 

IV. Discussion 

  

Scenario 1 

Living in Taiwan is so convenient, but here I have to do all of household and prepare meals for the 

family. I do not have a car.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here is to stay at home for kids and for family. It is really 

hard for me... I don’t know who I can ask... I have no opportunity to work, because my husband wants me to 

be a housewife (A06, skilled migrant’s wife). 

 

Scenario 2 

I think that living in Melburne will be more relaxed. But I was so disappointed after migration. The 

economic pressure that we face was even worse than before. We had no our own house, and even no any 

deposit. This is really hard for a Chinese woman. You know, for Chinese culture that no house and no 

deposit imply no any guarantee for your life. I have given birth to 2 sons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I took care 

of my two sons. I did not have a job.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endless household and babysitting. I was so 

upset. My husband was so busy. He worked for six days a week.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0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Scenario 3 

My husband wants to immigrate to Melbourne. I just obey his will. I came with my husband and my 

children. My husband arranged a small business for me within one month and bought a house for me and 

children, then he went back to China… (A01，investing immigrant)。 

 

1. Language barrier is so significant 

Of 15 participants, twelve had bachelor or even master degree. They immigrate to Melbourne via skilled 

migration, investing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lmost of them were full-time employed before 

immigration. Even though they had high education attainment, language became barrier for them to overcome 

after immigrate to Melbourne. Language barrier not only affects soci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becomes 

restrictions for them to get into the job market. Even they enters the job market after several years later, most 

of them can only be employed by non-professional, marginal, and untypical work. 

Language barrier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pushed them to rely on the Chinese 

network in everyday life. They become strangers and isol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Compared to 

other immigrant status, investing immigrants are more relian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Due to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investing immigrant are required to open a local businesses and to employ a certain 

number of local peopl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or instance, A02 is an investing immigrant from China.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safety and immigration regulation, her husband chose to operate a coffee shop in Box 

Hill center where most Chinese immigrants in Melbourne go shopping. “Any time when I fac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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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I can get helps from Chinese. We can communicate in Mandarin rather in English.”  

A01, A02, and A03 are all from China. They applied for investing immigrants during the mid-2000. 

After immigrate to Melbourne, their husband chose to run a chain store (i.e. coffee shop) either at shopping 

mall or Box Hill station. Their husband went back to China right after resettlement. Due to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was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and open the small business. They heavily 

reli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veryday life. As feminists have noted, “astronautic family’ become 

common among Chinese families. Astronautic family means that usually immigrant women staying Australia 

with children but her husband went back to hometown for earning money to support families in oversea (Ip, 

2001). 

Although language is a significant barrier for them, the perception of “boss” cause conflicts between her 

and employees. In Australian society, the role of investors and managers is different; however, investor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people who pay for the business, but also have the 

right to be involved in management.   

A01, A02, and A03 never ran a small business before. They had to learn how to run a coffee shop. 

Employees at the coffee shop are largely from 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 

persons (i.e. India). The only thing A01 and A03 can do is to order the raw materials or wash dish. Due to 

English-barrier and misunderstanding, A03 often  put wrong order to raw materials. As a result, she had to 

send out surplus every day. 

When we began to run the coffee shop, we kept all employees from India. After some period of time, 

we recruited two Chinese employees….We consider that Chinese are more obedient then western 

people... I forced myself to learn English...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it was really painful for 

me... coffee is ok, cakes are not ok. I had to learn how to make a variety of cake...Make a cake often 

needs ingredients such as muffin. I just order wrong muffins or too many muffins. I almost have to 

throw away muffins every day. Such an endless war of muffins is what I face in every day. I was so 

frustrated... The most painful was the language...I did not know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warehouse 

stuff... I don’t know what should be ordered. Sometimes I order something that I can’t use at all...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The challenge was language barrier and physical strength... I could do nothing except 

dishwashing... The coffee shop is so busy, but my motion is so slow...The other problem was that the 

staff was unstable. (A02, investing immigrant). 

 

 Why two of these three investing immigrants choose to run a coffee shop. Most of them refer to the 

culture value in regard to “saving face”. For Chinese investing immigrants, it is eas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obtain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PR) via buying a house and running a small business. The small 

business could be a hotel, coffee shop, grocery store or bakery. It seems that to these Chinese investing 

immigrants running a coffee shop is better than running a grocery store.  

..If we choose to run a bakery, you must work with two people. One person is responsible to work at 

early morning, while another person takes care of the store during the day...So the idea of running 

a bakery is excluded... vegetable shop... roast chicken shop... we think that it is not really good to 

run a store of roast chicken …it really losed our face...Running a coffee shop at least feel more 

comfortable..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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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the participants were highly educated and full-employed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y 

cannot find a job in Melbourne. Besides the language barri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system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Australia (i.e. reference letter from the former boss in Australia or two guarantors for 

renting a house) excluded them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o find a house here you need to hand over to the agent management...you hande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landlord, the landlord got several applications, and then he chose what he wanted...The 

landlord is under well protected  (i.e. renting a house requires two guarantors)... I promise to give 

a one year rent fee at the beginning, so my landlord rented the house out to me... (A06, skilled 

immigrants). 

 

A14 migrated to Melbourne via transnational marriage. Her husband is a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from Taiwan. She was a nursing supervisor in Taiwan. With consideration of lacking nursing 

manpower in Australia, A14 thought that she would not face too many difficulties in seeking a job of nursing 

in Australia. Unfortunately, language was still a barrier. Culture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in both sides 

were frustrated.  

... The workplace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Taiwanese tends to work hard, while Australians  

place empha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eam member. They might consider you as a good nurse, 

but not smart nurse because you do not talk to others much... (A14,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14 cannot get a reference letter in Australia even she work as nursing supervisor at hospital in Taiwan 

for many years. Finally, she only finds a nursing job that must work at late night.  

 

2.Lose of subjectvity 

For a better lif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migration to Australia. Soon after the migration, the participants 

found themselves becoming the primary caregiver for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Australian 

policy,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cannot be left alone at home. With a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participants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Role transition of a full-employed 

professional worker to a primary caregiver put them into a situation of frustration and losing self-esteem.  

My lif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It was really painful. At that moment, I lost almost 

everything. I was a professional counselor, but now I only can work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A11, 

a skilled immigrant wife). 

... living in Taiwan is very convenient. We have our own house... Here you have nothing but only 

care for your children all day..Every day, I just move from our home to shopping center. We have 

no friends and there is no place to go... (A06, skilled immigrant wife). 

 

Australia is a country that respects gender equality more than China, Taiwan, and Malaysia.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becom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after migration. 

They become caregiver and housewife until their children grow up. Some choose to re-enter the workplace as 

part-time employee or do at atypical jobs. Others are engaged with religious affiliation as volunteer (i.e. A08). 

Why they do not want to go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 I really like the environment… When I got up every morning I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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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 was unable to earn money here. This drive me crazy. It was really upset ... (A08,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Most challenge for the astronant family is to maintain the marital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choose to tolerate marital affair. 

... Most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is wife here but husband is back to home. Such a situation 

causes a lot of family problems... (A01,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5 or 6 years later, one day my husband suddenly wants divorce... (A08, investing immigrant 

wife) 

 

During the interview, one participant told me that “I am so tired of my life… Until now, I have never 

developed my own hobbies or got anything for myself... My life is never for myself, always for the family…”  

(A07, transnational marriage). 

 

3.Strategies of care-work balance 

For those participants who come to Australia as students-status, they have different working experience. 

All of them (A04, A12, A13, and A15) are full-time employed in terms of their expertise.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problem for them. Chinese community could become resource for their business. For instance, A05 

becomes a tour guide. She and her husband organize a blog of Melbourne tour. Most tourists are from Taiwan, 

and gradually expand to Chinese from Malaysia and Hong Kong. 

A15 is a piano teacher. She is employed by local junior high school. She came to Australia since she was 

teenager. She got two master degree in Music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Right after children grew up and moved out, A08 started to run a small business as a host family for 

taking care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break. Her husband is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ation, while she provides meals for these Taiwanese students. 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is stressful, so 

she recently has shifted to only providing residence for working holiday people from Taiwan.  

Due to domestic violence, A03 became a lone-mother six years ago. She decides to live in the farm that 

was 2.5 hours away from Melbourne city. She conducted business via the online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beginning, I just went to be a fruit-picking worker. I found that the peach is so delicious and 

it might be accept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I asked him to sell the peach for me, and then I can 

resell the fruit to Chinese immigrants. I just post the information at Wechat. Just a few hours, 100 

boxes sold out...I drive car to send fruits to Melbourne twice-a-week. Usually it is paid by cash, so 

we would not be taxed. (A03, investing immigrant). 

 

Usually a double income family will face tremendous impacts 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are and 

work. Without enough informal resource, one might choose to reduce working hours or adjust working hours 

for meeting children need. A12 insisted to maintain full-time employed, mainly becaus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So, she asked her parents from China to Melbourne to give helps for caring her children  

My husband is IT background...Before my child born, we didn’t have too much housework. I work 

hard everyday .Usually I leave my office very late. However, we ran out of time after my child has 

born... In China, grandparents help a lot in caring grandchildren... My parents came here to 

provide helps. Even my parents were highly educated, they do not drive, they cannot speak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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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ey do a lot for me, they cannot pick up my children after school or supervise my children to 

finish their homework. I hav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s by myself (A12, students). 

 

4. Life is so meaningful 

Although most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but the losing face 

value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uring the interview,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from China referred to losing face value, whil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and Malaysia did not. 

When I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when they are in old-age? Almost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told me “Never!” Why? They said: “Australian society allows them to live simple and 

meaningful life. I can keep away from the pressure of family and competition” (A11 and A06 skilled 

immigrant’s wife).. 

  

Some participants who are divorced or unemploy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old me that they are not 

worrying about the future. Even without much deposi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ill take 

care of them when they need.  

I like my life now. I don't know what it will be like in the future. I am not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at the society always allows people to be themselves, to be self-confident, to be self-respectful…. 

(A11, skilled immigrants) 

 

A13 share her experience in return to Hong Kong right after getting married. She traveled and worked in 

Singapore too. Although bo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Chinese communities, she never has a feeling of 

belonging. She feels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too close in Hong Kong and people used to criticize 

others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traffic is very convenient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any language barrier. But I feel that I do 

not belong to Hong Kong. There is no any sense of belonging. There are a bunch of relatives on my 

side in Hong Kong... But I still don’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I feel that I am Australian, I 

don’t belong to China, and I don’t belong to Singapore, even I was from China and my husband 

was from Hong Kong... (A13, students). 

 

 

V. Concluding thought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5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who live in 

Melbourne, we apply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in Melbourne. We 

find that global cross-border migration might often as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o move up, but not for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Language becomes a barrier 

for them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Australian society. The requirement of reference letter by 

former employer further limited their opportunity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With a lack of informal supports, 

child care becomes critical for migrant women’s participant in the labor market. This will in turn place the 

gender division among thes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to “husband as breadwinner, wife as family 

caregiver”.  

There is almost no place for highly educate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to gain professional work in 

Australia.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in Melbourne is to meet children needs and become econom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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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 However, it is hard for us to make a conclusion that cross-border migration did 

not work for the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Cross-border migration is like a trade-off, losing 

some from one side (gender role) but getting more from the other side (emancipate from family pressure). As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has argued, the life of cross-border migrant women must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multifaceted oppression not just in terms of gender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could be important human 

capitals but not necessary helpful for middle 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Melbourne.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re intertwined into multiple posit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discus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i.e. investing, skilled, an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immigr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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