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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與改變的契機：以移工團體為研究場域的可能性1 
 

梁莉芳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與福利研究所 助理教授 
鄭玉琦 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 社工員 

Hopee Lee 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 社工員 
 
幕後告白  
研究結束的2008年年初到現在，台灣政府的移工政策和相關法令又有了新

的轉變。2009年7月1日，勞委會正式開通「1955」二十四小時外籍勞工諮詢保
護專線；2011年，勞委會將「家事服務法草案」送交行政院。回顧過去這一年
多來「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所協助的越南籍移工（多半是廠工），多數是

因為勞資爭議。Hopee說，真正「很可憐」的工人很少了；玉琦則認為，真正
的受害人，是那些在暗處沒人看見的吧！ 

Hopee讀過文章的初稿後，激動的跟我說：「現在沒有這麼『可憐』的工人
了！」她說，這幾年來移工（就辦公室所接觸的廠工而言）的處境改善很多，

只要是法所保障他們的權益，他們一定爭取，但他們有沒有對雇主盡應盡的義

務，那就不一定了（特別是廠工）。辦公室另外一位社工也說，「以前我們在

就服站陪同勞工轉出時都會跟仲介說，有勞資爭議不代表勞工不OK，但現在好

像『勞資爭議』等同『問題勞工』。」後來，玉琦向我進一步解釋Hopee的情
緒反應背後的原因。研究結束後的這幾年，我和辦公室的社工人員/朋友保持一
定的聯絡。我們會在移工遊行時碰面，偶爾，我會拎著下午茶去辦公室探班，

也從聊天的過程中知道了這幾年工作的轉變，以及他們現在所面對的移工和  過
去」的不同。 
一開始，Hopee在我們的文章裡看見的是，「現在」移工和「過去」移工在

經驗上的不同處和差異，過去的移工經驗不能等同於現在的，辦公室所協助的

移工。但是，透過建制民族誌的探究，我們想要指出不是個人經驗，而是影

響、形塑和編派個人日常經驗背後的「統治關係」。如同玉琦說的：「有時候

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的確常常有那種『兜不上』的感覺。」這個實驗性的探

索研究，所要呈現的正是「兜不上」（斷裂）是怎麼產生的，又怎麼影響個人

的在地經驗和日常活動。 

做研究的那段時間，神父以及辦公室社工人員的慷慨協助，讓我更加深刻

體認到建制民族誌學者作為研究者的任務：向不同的在地個人（專家）學習他

們豐富的工作知識，進而描繪出跨地/時間連結運作的建制過程，如何形塑和編

派個人的日常活動，以揭露統治關係對個人的治理。因此，我們的研究僅能描

繪出當代治理關係的一角，後續的相關研究能協助我們更全面性的了解當代社

會運作和組織的方式，以及我們如何行動以產生改變的可能。 

                                                 
1 本文為2011年台灣社會研究年會會議論文草稿，若需引用，請先徵得作者同意
（梁莉芳，E-mail：lfliang.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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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是我和兩位移工團體工作人員的實驗性嘗試，我們試圖要呈現以

「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為研究方法，對倡議研究和社會改
變可以有的貢獻，以及倡議團體的每日工作做為田野資源和資料來源在研究方

法上的意義。研究所合作的田野為一外籍移工2倡議團體，「天主教越南外勞與

配偶辦公室」，其服務的對象包括工廠移工與家庭類移工3。我們的研究以女性

家庭看護工與幫傭的生命經驗作為研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探究外籍照顧
勞動力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她們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
並進一步分析如何透過建制過程（institutional processes）的重新安排和編派，
創造改變的可能：改善她們在台灣社會的處境。 
台灣於1989年開始輸入外籍勞動力，並於1992年開放外籍看護工與家庭幫

傭的引進。到2011年7月為止，台灣的外籍移工總數已達409,434人，社福類移
工（養護機構看護工、家庭看護工以及家庭幫傭）佔194,147（其中，男性僅佔
1850人），而家庭看護工人數為181,821，接近移工總數的一半。根據台灣政府
的官方定義，「外籍看護工」此一分類用於指稱照顧老人和身心障礙者的移

工，大多數受雇於私人家戶，少部份接受機構聘雇，例如：養護中心和安養

院。那些在私人家庭工作的看護工，她們不只提供直接健康照顧，也經常被雇

主要求要從事家務勞動（像是煮飯、洗衣、打掃等等），甚至是照顧小孩。對

外籍看護工而言，每日的生活都是求生存的場域。不僅她們的家人依賴她們的

薪資匯款來維持生活基本所需，作為在台灣社會暫時居留的外籍移工，她們每

日也得面臨結構性的限制和壓迫。因為處在性別化與種族化勞動市場的邊緣位

置，這群外籍居家看護工做為一社會群體，她們的生命經驗和所面臨的問題有

其獨特性。相較於在工廠工作的男性同儕以及台灣公民，她們所從事的照顧工

作4（carework）被視為是非正式的勞動，甚至被視為是低價值和被貶抑的。一
方面，台灣政府依賴外籍居家看護工所提供的勞動力，以彌補政府社會福利與

長期照顧資源發展的不足；另一方面，外籍看護工多半在被視為是私人場域的

家庭工作，她們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權益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保障之外。

此外，因為缺乏相關法律的保障和受到二元架構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影響

（例如：雇主和工人，公民和非公民，我們和他者，男人和女人等），女性移

工較容易受到性騷擾與性侵害等暴力的威脅。簡言之，女性移工的生命經驗同

                                                 
2 本文行文時，在不同的脈絡下交替使用「移工」和「外勞」兩詞。「移工」一
詞的使用突顯倡議團體對「外勞」正名的努力，以及在全球化脈絡下「移工」

的流動身份，以取代「外勞」一詞所隱含的「我們」與「他者」的界線，以及

具排除的社會意涵。但在討論台灣政府政策、媒體論述以及日常互動時，仍沿

用「外勞」一詞，以指出隱藏在背後權力和意識型態。 
3 自2005年起，除原雇主續聘外，台灣政府禁止雇主自越南引進居家看護工，因
此，不僅越南籍居家看護工人數驟減，根據「越南配偶與外勞辦公室」的社工

人員指出，目前辦公室所接受與處理的申訴案件大多數為工廠移工。 
4 我們用「照顧工作」一詞取代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專業較常使用的「照護工
作」。目的在呈現外籍看護工所提供的不只是直接健康照顧，在每日生活裡，

她們也從事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身體和情感勞動，以滿足照顧服務接受者和

其他家庭成員的（照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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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受到性別、族群和階級等多重社會關係的影響，她們的處境不可以單一的分

析視野理解。 
本研究的切入點是一為倡導移工權益的非政府團體—「越南外勞與配偶辦

公室」每日的工作流程和活動，進而希冀能探索限制與形塑女性移工生命經驗

的建制制度和過程：多重的社會行動者（包括私人仲介、雇主、政府官員等

等）如何參與在建制結構中，包括父權體制、國家機器和全球資本主義等，以

影響和形塑女性外籍居家看護工邊緣和脆弱的社會位置。此倡議團體和它的工

作人員同時提供移工和台灣社會之間特定的接觸介面。在私人家庭或養護機構

工作的看護工，缺乏與外界的接觸和資訊的獲得，而移工團體正提供一可能的

空間，讓移工能有機會接觸他人、發展社群網絡，並透過彼此學習在台灣社會

生活與生存的新資訊和知識。此外，倡議團體的工作人員處在具備「雙重視

野」（dual vision）的場域，藉由他們每日的工作經驗與知識，他們不僅知道移
工所面臨的處境，也了解政府行政官僚體制的運作，以及兩者之間不一致的斷

裂（disjuncture）。 
透過和倡議團體社工人員的協同合作，本研究試圖呈現倡議團體作為具備

潛力的研究場域，能進行下列相關問題的探究：1. 建制過程與社會關係如何形
塑和編派外籍女性居家看護工每日每夜的生命經驗？2. 在日常生活裡，外籍女
性居家看護工因所處的社會位置，會遭遇那些特定的問題？3. 移工如何發展出
自己的策略，用以和結構性的限制進行協商，或參與在建制過程裡？4. 這些問
題和策略如何指出移工每日每夜的真實經驗（actual experiences）和建制結構之
間的斷裂？此外，藉由本實驗性研究，我們亦嘗試呈現建制民族誌對倡議研究

可能有的貢獻，以及建制民族誌研究者如何和倡議團體建立合作關係，以促成

行動的契機與改變的可能。 
 
 
外籍看護在台灣  
經濟快速成長的1980和1990年代，亞洲急速擴張的工作機會帶來對短期契

約勞工的需求（Piper and Ball, 2001），工業化國家，包括日本、香港、新加
坡、台灣和韓國開始向外尋求廉價的勞動力，以支持國內的經濟發展。這些國

家逐漸成為主要的勞動力輸入國（Martin, 1992; Skeldon, 1992）。由於勞動力短
缺，1989年10月，台灣政府以專案方式，引進外籍移工推動國家十四項重大建
設。1991年，允許需要廉價勞動力以維持市場競爭力的傳統產業引進移工。
1992年，為了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例如：人口老化與出生率降低）以及雙薪家
庭的增加，政府正式開放看護工與家庭幫傭的引進，以減輕私人家庭的照顧責

任和舒緩照顧人力不足的困境。 
1993年，外籍勞工的總人數為151,989人，在2011年7月已經快速增長為

409,434人。台灣的外籍移工幾乎都來自東南亞國家，他們多半從事所謂「非技
術性」或「類技術性」的工作。而在全體外籍移工中，女性勞工的人數為

254,038人，佔外籍移工總數的一半以上。當中，多數為社福類外勞（養護機構
看護工、家庭看護工和家庭幫傭），總數為192,291人。相較於政府對幫傭的引
進採取嚴格的總額管制，在過去這幾年，政府逐年放寬居家看護工的引進標

準。外籍居家看護工的人數也自1997年的26,233人增加為2011年7月的181,8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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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方法論：建制民族誌  
我們以建制民族誌（Smith, 1987; 2002; 2005）為研究方法。建制民族誌為

一研究權力的民族誌方法（DeVault, 2008），目的在探究在不同場域與時空下
所編派和組織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和形塑「我們5」的日常生活與

在地活動，以達成統治（ruling）的目的。當個人採取行動回應用以治理日常生
活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關係時，統治的權力便作用在每個特定的在地場域與特定

的時間當下。不同於傅科（Foucault, 1980）所主張的，透過治理的論述，權力
滲透在日常生活中，建制民族誌強調權力產生與作用在「我們」參與、回應建

制過程的動態行動中。建制民族誌對真實行動者以及所發生之事的關心，導引

研究者去追溯系列的工作流程與活動，以探究權力和治理政權（regime）。
Dorothy Smith（1987）提出統治關係6（relations of ruling）的概念，以了解多重
權力關係如何透過本文中介（text-mediated）的社會組織與論述，作用於（再）
形塑個人日常生活的行動。 
建制民族誌的探索開始於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實（actualities），但是研究

的終點與目的並不是止於了解或詮釋個人經驗。個人的經驗和工作知識7（work 
knowledge）被視為是探索建制過程的起點。建制過程的運作，跨地（trans-
local）連結了在地的真實（actualities）和肉身活動（embodied activities），以
及延伸的社會關係和經濟結構。舉例來說，我們的研究開始於存在於到辦公室

尋求收容協助的外籍居家看護工之日常經驗中的問題性（problematic），繼而
探究運作在不同跨地場域的建制權力如何影響她們的每日經驗，並更進一步將

研究的焦點自移工的日常實做延伸，進而涵蓋倡議團體的工作人員、仲介、雇

主、政府官員以及國家的治理等。 
建制民族誌實際運用的方法十分多樣且多元，可以包含訪談、觀察和文本

分析等等，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研究方法（Smith, 1987: 160）。對建制民族誌
研究而言，文本8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文本的探究可以呈現出個人活動與建制社

會關係之間的重要斷裂。文本不僅呈現出事情如何作用，如何編派、協調，同

時也在不同的在地場域扮演組織和連結社會關係的機制。此外，文本做為中介

介面，使得建制民族誌學者得以「超越在地可觀察的和可發現的，以探究支配

和控制『在地活動』（the local）的具跨地運作特性的社會關係與組織」
（Smith, 2005: 65）和統治關係。本研究以參與觀察為主要的研究工具，除呈現
倡議團體可以作為研究場域在方法上的意義，更進一步探究影響與形塑外籍居

家看護工經驗的建制過程與社會關係。同時，倡議團體工作人員所具備的「雙

                                                 
5 建制民族誌企圖打破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二分，指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處在相
同的社會世界，參與在每日的建制過程中。 
6 Dorothy Smith定義統治關係為「一捕捉更普遍且結構化的權力、組織、方向和
規範的概念，而不僅於是權力論述所表達的概念…。是一特定的相互關係，存
在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和當代父權體制的組織與統治形式。」（Smith, 1987: 
3） 
7 Dorothy Smith （2005）定義「工作知識」為：人們對他們每日工作與活動的
所知，以及如何和他人工作的協調與安排。 
8 建制民族誌所指的「文本」包括製成物質形式，可被複製以及可被閱讀、看見
或聽見的文字、影像或聲音（Smit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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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野」亦有助於了解移工每日真實經驗（actualities）和建制過程所支配的文
本事實（textual reality）之間的斷裂。 

 
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  
「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位於桃園縣八德市，為一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移

工團體，雖然其服務對象只針對越南籍的移工和新移民配偶，但一直以來辦公

室保持和其他移工倡議團體的密切合作關係。在研究進行期間，辦公室的主任

是越南裔澳洲籍的阮文雄神父。在台灣，大多數的移工團體都具有強烈的宗教

背景和支持，最大宗是天主教，其次為基督教，少數是回教。儘管辦公室服務

的對象包含男性和女性移工，但在研究進行當時，辦公室協助的移工多為女性

看護工和家庭幫傭。針對前來尋求法律協助的移工，辦公室亦承辦政府委託的

安置/收容服務。相較於台灣政府對移工權益的消極態度，台灣的移工倡議團體
擔負大部份保障移工處境和爭取相關權益的責任。研究進行期間，辦公室平均

約20至25位的女性移工，偶爾也包括少數的越南籍女性配偶以及人口販賣案的
受害者。 
除了阮神父之外，研究剛開始進行時，辦公室有四位全職的工作人員，兩

位精通越南語與中文的越南籍社工，兩位台灣籍社工。越南籍的社工主要負責

管理安置收容工作和協助台灣籍社工工作時所需的翻譯，台灣籍的社工則負責

處理多數的移工申訴和法律爭議案件。雖然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職銜為「社工人

員」，但他們並未受過社工專業9訓練或取有社工師證照。他們豐富的實務知識

以及工作技巧，完全仰賴「做中學」，累積並學習自每日的工作經驗。辦公室

主要的任務為協助越南移工處理他們與雇主或是仲介之間的爭議案件，包括薪

資問題、非法僱用、性騷擾、性侵害、虐待和不當對待等。因此，辦公室的社

工經常得面對參與在外籍勞動力建制過程中的不同社會行動者，例如：政府官

員、仲介、雇主以及勞工本身，同時，他們也必須周旋在這些不同的行動者之

間，以進行協商、調解或訴訟等工作。辦公室社工的工作量非常的龐大，他們

往往得同時處理好幾個移工的案件，為了處理不同的案件，他們必須熟知不同

的法律規範、行政或訴訟流程，同時也必須和不同的機構進行交涉與協商。為

了參加地方勞工局的協商會議或是陪同移工出庭，他們經常得出公差到不同的

縣市。有時候，當下班後或是例假日有突發狀況時，例如：接到移工的求救電

話，他們也得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現場。台灣政府經常不定期的修訂外勞政策

與相關法令，辦公室的社工人員也必須保有高度的敏銳度，不時追蹤與關注相

關政策的修訂。換句話說，這些第一線的社工人員不僅是嫻熟外勞相關法令和

行政程序的專家，同時，他們也了解移工日常的真實經驗和遭遇。基於他們每

日的工作知識和經驗，倡議團體的社工具備指陳鑲嵌於政策制定、執行與建制

過程的「問題性」（problemtic），其造成文本真實與個人真實之間的斷裂。 
 

研究的進行  
在取得阮文雄神父的同意後，2006年的夏天，我開始在「越南外勞與配偶

辦公室」進行博士論文的前導研究，第一次的研究時間維持約兩個月。2007年
的10月到2008年1月，我又回到辦公室繼續資料的收集。之後，因為研究問題的
                                                 
9 根據辦公室現在的社工人員表示，現在已經沒有「假日待命」的情況。若有突
發事件，負責的神父會先處理。 



 6 

改變，我的田野重心轉移到觀察移工與照顧服務接收者（被照顧者）互動的公

園和私人家庭內。在辦公室進行參與觀察的期間，我以見習生的身份協助辦公

室的工作，起初，阮神父請我以中文教授移工台灣政府的外勞政策和法令。在

課堂上，部份移工願意分享她們在台灣擔任看護工或幫傭的經驗。她們指出在

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制，包括超時工作、不當的扣除薪水、身體或心

理的虐待以及尋求法律協助的困難等等。此外，我也協助辦公室的社工處理簡

單的庶務，探訪外國人收容所的「非法外勞」、列席參加協調會議以及協助移

工報案或驗傷等等。我所協助的工作必須和不同的建制機構交涉，包括醫院、

警察局、勞工局和法院等。 
在倡議團體進行參與觀察提供本研究有利的切入點和視角，得以發現制度

規範與行政程序和移工每日所經驗的「真實」間的斷裂，進而能探索組織與編

派女性居家看護工生命經驗的建制結構和過程。而我的參與觀察身份也讓我有

機會透過協助工作、發問、釐清問題等，向辦公室的社工學習他們每日的工作

流程、經驗和知識，以具備繪製（map out）建制過程的能力。因此，我們呈現
的是一個協同合作研究的結果：「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工作知

識，和一群外籍居家看護工肉身化經驗的累積。不同於傳統實證研究中研究者

所擔負的知者（knower）角色，本文第一作者（建制民族誌學者）的研究任務
是向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學習他們的在地工作知識，進一步了解建制過程如何形

塑和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我們如何參與在建制過程中。以思索由下

而上的改變，如何可能。 
 
 
建制民族誌作為改變的可能  

Dorothy Smith於2005年出版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一書，揭示另一種社會學的典範。不同於以理論為探究出發點的研究傳統，

Smith指出研究的立足點是每日生活裡真實的個人經驗，以了解我們所生活並參
與其中的社會世界是如何組織、編派和運作。同時，研究的目的也不在於和理

論對話、修正理論或是建立理論，研究者的任務是描繪出透過文本中介的社會

組織與社會關係，建制過程如何進行跨地連結影響個人在地的日常活動和經

驗，以達到治理的目的。因此，建制民族誌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個人的生命和

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外在於我們所經驗的生活世界以外的趨力影響，也提供我

們方向以改變治理我們日常生活的驅力（Smith, 1990; DeVault, 2008）。簡言
之，建制民族誌研究能指出對建制過程可能的介入，以及如何透過重新編派與

組織建制過程，帶來對個人每日生活和生命經驗的改變。 
藉由歷史分析，Smith提出「統治關係」的概念來描繪存在於當代資本主義

社會中，特有的組織和治理社會的形式。社會生活的運作不再是透過人與人之

間面對面的互動、信任和規範，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可被複製的規則和行政管理

程序。而新興技術的發展（例如印刷、大量複製、傳播媒介）和普及，也加速

和強化了透過文本中介的治理方式。自1980年起，在全球重構（或「全球
化」）的脈絡下，新自由主義政治與經濟理論為資本主義的擴張以及國家和個

人的行動或回應，提供正當性的論述基礎。新興的管理形式取代傳統官僚和專

業組織，全面性的進行對個人的日常生活與每日活動的治理（Smith, 2007; 
DeVault, 2008）。Dorothy Smith指出，當我們談改變的可能時，改變不可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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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統治關係之外；當我們談「抗拒」時，我們亦無法置身於統治關係之外

（Smith, 2007）。建制民族誌作為探究統治關係的方法，除了幫助我們看見統
治關係如何編派、運作與形塑我們的每日生活外，更重要的，建制民族誌的探

究幫助我們進一步思索：我們作為行動的主體，如何參與在統治關係中，並且

透過重新安排其組織的方式，以創造由下而上改變的可能。 
 
 
發現統治關係與建制論述  
 
「有時候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的確常常有那種『兜不上』的感覺。」10 

  
藉由這個實驗性質的研究，我們試圖呈現倡議團體作為研究建制過程的場

域可以有的優勢和貢獻。以我們的研究為例，我們企圖探究形塑和編派外籍居

家看護工每日經驗的建制過程，以及移工日常生活與建制結構（例如：政策、

法令與行政程序等）間的斷裂。我們研究的目的不在於提供完整的移工經驗敘

事。這個實驗性的研究目的在於呈現倡議團體作為一可能的場域，我們不僅能

拆解建制過程，繼而指出過程中產生的斷裂，並進一步描繪跨地建制過程如何

組織、協商和運作，以尋求改變的可能。 
接著，我們要描述一系列在「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每日的例行工作中

會遭逢的「斷裂」。以移工的生命經驗為探究的立足點，透過辦公室社工人員

所具備的「雙重視野」，我們可以看見「斷裂」如何產生，以及如何影響移工

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經驗。 
 
斷裂  I 
我忘不了第一次在辦公室見到阿明的那個下午，她對我鞠躬，顫抖的聲

音，帶著口音的中文稱呼我：「老闆娘。」阿明敬畏的態度讓我不知所措。我

好奇著，在她與雇主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她感覺自己和台灣女人的不

同，甚至是卑微的。阿明在台灣擔任「看護工」的第十五個月時，她匆忙的逃

離雇主位於台北的住處，到車程約一個小時之外的「越南外勞與配偶辦公室」

尋求法律協助和安置收容。當時，阿明身上唯一的東西是一張小紙片，上面寫

著辦公室的地址；背面簡單紀錄著雇主積欠她的薪水。阿明搭上的那輛計程

車，帶著她逃離雇主的虐待，爭取她的權益，卻也讓她成為了台灣法律定義的

「非法」逃跑外勞。 
為了協助阿明行文向主管的地方勞工局提出申訴，那個下午，辦公室的社

工人員請阿明計算出雇主積欠她的薪水總額。阿明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一個又一

個的數字。同時，阿明以母語越南話，向辦公室的越南籍社工訴說她在雇主家

的境遇。過程中，阿明偶爾也以她會的有限中文，向我們表達害怕、委屈的心

情。自阿明工作以來，雇主便以相當嚴厲的態度對待她，除了苛刻的言語外，

也常發生肢體的毆打，阿明在身體和心裡上都飽受折磨。阿明初到辦公室時和

我們的互動，隱約訴說著她在這段雇傭關係所遭受的磨難和心裡的懼怕。看著

紙上一行行的數字，阿明的故事和她（身體與心裡）所遭遇的，被簡化為一長

串抽象的數字。但實際上，阿明在每日每夜生活中所經歷的肉身化經驗

                                                 
10 辦公室社工對工作經驗的分享和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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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d experiences）遠遠超過這些數字所代表的文本事實（textual 
reality）。我們鼓勵阿明盡可能詳實的寫下她的遭遇，最後，阿明寫了四頁長
的，在雇主家所發生的點點滴滴，而不是一串數字。在辦公室另一個越南社工

的協助下，阿明所寫下的字字句句，被翻譯成中文。 
稍後，負責阿明案件的社工，看到她所寫的申訴信函後，不解的對阿明

說：「我只有要妳寫下雇主積欠妳的薪資，為什麼妳寫了這麼長（的申訴信

函）？我不需要（知道）妳的故事去參加勞工局和雇主的協調會議，我需要的

是『數字』。」面對負責社工的責難，阿明只能沉默以對，或許她可以察覺到

社工的微微怒意，但卻無法了解怒意的背後，其實是經驗豐富的社工員和政府

官僚交涉多次後所習得的無奈和所謂「有效」的工作方法11。 
 
阿明和社工員對「真實」界定的差異，並不是少數的例外，類似的經驗常

常發生在辦公室社工日常工作的流程裡。社工對阿明的「申訴信函」的要求，

不僅揭露了移工真實經驗（actual experience）和建制過程所認可的文本事實
（textual reality）間的斷裂（disjuncture），同時也指出倡議團體以及其工作人
員在和複雜且耗時的行政程序交涉時所面臨的困境。 在參加了幾次協調會議，
以及觀察辦公室社工人員的日常工作後，我才明白阿明在提出申訴時/後所經驗
的困境和斷裂，為什麼以及如何不斷出現在建制過程編派和組織的程序。社工

員向阿明所要求的「數字」，是為了服膺申訴程序和勞工局官員對「真實」的

界定，一個具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容易在會議桌上被協商、和解和
（移工、雇主和仲介之間）達成同意的「真實」。此外，在這個辦公室裡，每

個社工所負責的「個案」數往往高達二三十個，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下，一方

面，社工必須面對機構對個案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結構限制與面對移工

當事者期待的兩難下，他們必須找出有「效率」、「被（政府和行政制度）認

可」的解決個案的方式。 
移工性騷擾或是虐待案件的處理，往往能清楚的突顯出「斷裂」的存在。

在「證據」缺乏或薄弱的情況下，辦公室的社工往往不得不告訴當事者：「性

騷擾（虐待）案件的申訴和提告往往非常的麻煩和費時，薪資爭議是比較容易

處理的部份…。」陪同尋求法律協助的外籍居家看護工到醫院開立性侵證明的
流程，從派出所報案、醫院掛號、等待、進行驗傷、照會醫院社工等，經常得

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一方面不僅是時間與人力的消耗，另一方面，醫生經常在

「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只願意在診斷書上紀錄「客觀事實」：傷痕/傷疤的描
述。但作為案件當事人的外籍看護工通常不能理解，為什麼她身體/心理所經驗
的「真實」（actuality）與專業知識和文本認可的事實不同。 
 
斷裂 II 
當阿明在越南申請工作簽證時，她以為要到台灣從事居家看護的工作。沒

想到，她的雇主是一個有著八歲大小孩的單親媽媽，和聘雇文件上所載明的不

同。她的仲介沒有告知阿明任何相關的法律資訊，像是台灣政府的外勞政策和

法令以及相關的勞動權益。阿明說，雇主家沒有需要照顧的阿公或是阿嬤，或

                                                 
11 辦公室的社工表示：「也有可能是案主真正要的，就我們處理案件的經驗，
不管過程如何，結論一定是『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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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心障礙者。實際上，她每日從早到晚忙碌於家務勞動，打掃公寓、擦地

板、洗衣、煮飯、洗碗以及任何雇主或是雇主的小孩命令她做的事。 
 
台灣政府用以規範外籍移工的主要政策是「就業服務法」，其中第五章的

「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闡述僱用外國人（包括藍領與白領外國人）的原則和

相關法令。根據「就業服務法」，台灣政府將白領外國人與外籍勞工劃分為兩

個不同的範疇，外籍勞工屬於「第二類」外國人，不同於「第一類」從事專業

工作的白領外國人。此外，這兩類外國人不僅隸屬兩個不同的官方範疇，也受

到不同的法令規範。根據官方分類，阿明屬於第二類外國人，台灣社會通稱其

為「外勞」，或是外籍看護，指稱受雇於私人家戶的外籍移工。像阿明這樣受

雇為擔任看護工作的外籍移工，往往也同時被雇主要求從事家務勞動。雖然在

官方分類與文件上，看護和幫傭是兩個不同的聘雇類別，但在日常生活的實作

上，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十分的模糊。除了申請外籍看護與幫傭的資格十分不同

外，「就業服務法」也清楚規範不同類別移工的工作內容和責任。幫傭的工作

包括打掃、煮飯、照顧家庭成員以及家庭內的相關勞動；居家看護則是照顧身

心障礙者和失能的老人。雇主不能要求移工從事她們職責以外的工作。但實際

上，一方面，多數雇主無法理解和區分看護工與幫傭在工作職責與內容的差別
12；另一方面，在私人家戶內擔任看護工作的移工，也難以拒絕雇主所指派的

工作。 
 
斷裂 III 
自從來台灣工作後，阿明沒有休過一天的假。在沒有雇主陪同的情況下，

阿明也不能單獨外出。要好幾個星期，阿明才能有短短幾個小時的休假/休息。
這是唯一的時間，阿明可以遇到她的越南同鄉，這也是她得到「越南外籍勞工

與配偶辦公室」聯絡方式的管道。在她開始工作第一天，雇主就要求保管阿明

的身份證件和相關文件，像是護照、工作許可證以及健保卡等等。阿明不知道

她可以說不，也無法向雇主說不。 
這十五個月來，阿明從來沒有領過工作契約載明以及符合台灣法律規定的

薪水。每個月，她的雇主都以不同的理由扣除阿明的薪水。雇主要求阿明在工

作時必須配戴口罩。在沒有雇主允許的情況下，她不可以隨意開口說話，每說

一個字，雇主便從她的薪水裡扣除一定的金額。針對薪資扣除，阿明的雇主詳

列了一張清單，其中也包括阿明不小心打破玻璃杯或碗盤時，雇主所要求的賠

償。領薪日時，雇主會要求阿明簽下偽造的收據，「證明」阿明確實領到全數

的薪水。阿明不得不在領據上簽名，但實際上，她從未領到收據上所記載的薪

資數目。 
 
阿明的聘雇文件上紀錄她的受雇身份為「家庭看護工」，同時她的工作合

約上也清楚寫著最低薪資為新台幣15,840元，以及週休一日的工作權益。然
而，外籍家庭看護工和幫傭的工作權益和勞動條件並未受到「勞動基準法」的

保障和規範。不論是雇主或是移工，都只能依賴僱用契約規範雙方的義務和權

                                                 
12 根據本文作者的另一研究（Liang, 2010），多數的台灣雇主認為照顧老人或
身心障礙者是一簡單輕鬆的工作，其所聘顧的外籍看護工理應有時間協助其他

家務工作，甚至是照顧家中年幼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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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是，主管單位勞工委員會只提供參考性質的契約範本，並未強制規範契

約的內容。 
阿明來台灣工作之前，她的越南仲介與台灣仲介要求她在無數的文件上簽

名，除了她的勞動契約外，還包括一張聲明，表示她完全了解「就業服務法」

對外籍移工的規範，以及台灣政府所提供的相關申訴管道。實際上，阿明根本

記不得她看過什麼文件，在什麼文件上簽了名。這些必要的簽名，只是為了交

換來台灣工作的許可。而阿明每個月被雇主要求簽名的薪資單，變成了雇主按

時發薪以及她領薪的「證明」。這些文件所提供的文本事實（textual reality），
無法揭示移工、仲介以及雇主之間複雜且變動的權力關係，移工在私人契約所

規範的雇傭關係裡，往往是較沒有權力的一方。甚至，這些凍結真實的文件被

仲介以及雇主用來宣稱僱用關係中的某些事實（reality），例如最常發生的，移
工被要求簽下同意假日工作或放棄休假的勞動權益。 
藉由相關政策與法令的執行和落實，台灣政府具體化對移工每日生活的控

制。其中，政府對移工行動、居住與轉換雇主的限制，以及強調逃跑外勞對社

會安全的威脅，展現了建制權力和論述如何影響移工每日每夜的生活經驗。移

工只能透過他們的雇主申請聘雇許可，聘雇許可也並不等同於工作許可，可以

讓他們像第一類白領外國人，自由的轉換雇主或工作。他們必須經由申請，在

得到台灣政府的認可與批准後，才可以轉換雇主。而相關規定與行政程序的繁

複，往往不是移工可以理解和自行處理的，這也造成他們對仲介和雇主的依

賴。移工的行動與居住自由，也受到台灣政府嚴格的控制與監督。在私人家庭

內從事看護或幫傭工作的移工，必須與雇主同住，她們在聘雇許可上的地址，

必須和雇主一致。同時，當地址變更時，她們需要告知當地的警察機關以進行

資料更新。 
台灣政府透過對雇主的規範和懲罰，間接控制移工的身體和行動。舉例來

說，當移工逃跑時，雇主會受到罰款和凍結移工僱用配額的限制，聘有家庭類

移工的雇主除了罰款外，在六個月的期限內，禁止僱用新的移工。對有急迫照

顧需求的家庭而言，失去了移工所提供的照顧人力，不僅可能造成家庭日常運

作的失序，也可能讓照顧服務接受者面臨生命存活的威脅。因此，政府以對雇

主的懲罰，作為每日生活裡對移工嚴密控制的機制，國家讓將私人家庭來承擔

第一線的管理工作和責任（Cheng, 2003）。 
台灣的新聞媒體報導「逃跑外勞」是常見且普遍的現象，而在不同國籍的

外勞之中，越南外勞被描述為是逃跑率最高的一群。新聞報導操作不同的國籍

以及其所附屬的種族和國族刻板印象，將外勞區隔成不同的種族化群體：越南

外勞逃跑率最高；菲律賓外勞最會爭取權益；印尼外勞最溫馴。透過簡化不同

國籍外勞的特點和民族性，媒體報導經常比較和算計聘雇不同國家外勞的優缺

點。媒體報導也對越南外勞的高逃跑率提出解釋： 
「因為在地理位置上較接近中國，大多數的越南外勞會說中文。然而，雇主不

能接受過去七年來越南外勞的高逃跑率，雇主也抱怨，相較於印尼外勞的純樸

和忠誠，越南外勞比較懂得算計。此外，他們只會遵照雇主的指示，按部就班

的工作，缺乏獨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13 

                                                 
13 引用自2004年12月23日中國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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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讀者投書欄，也提供聘有外籍看護工或幫傭的雇主交換他們的聘雇心得

和經驗的空間。有些雇主抱怨，他們給工人太多的自由，以致於造成沒有預期

的麻煩；有些提供保護雇主權益以及防止工人逃跑的策略（例如：限制休假和

使用手機等等）。 
台灣政府將外勞逃跑率視為社會安全的警示。官方論述將外勞逃跑率和犯

罪事件畫上連結。此充滿種族化意識形態的建制論述，提供對移工進行管理和

控制的正當基礎，一方面透過媒體報導與傳播，不斷的被強化；另一方面，意

識形態的論述也鑲嵌於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與執行。新聞報導容易將外籍看護

工與幫傭的逃跑和偷竊以及性工作等畫上等號。某些報導甚至會強調越南看護/
幫傭容易犯下家庭竊案。通常這些報導會著重雇主對待外勞的和善和親切，有

如家人一般，同時將外勞描繪為無情的背叛者，不僅偷竊雇主的財物，也傷害

雇主的情感。「我們視她為家庭的一員，我無法相信她偷了阿公畢生的積

蓄。」新聞報導引用雇主的話來強調雇主與外勞之間的差異：有情的雇主和無

情的外勞。這篇報導的最後引用警政單位的話做結，「越南外勞的逃跑率約佔

所有家庭外勞的一半，這些逃跑的外勞通常淪為非法工作、從事情色行業，或

和犯罪幫派有關。」不論是台灣政府的官方論述，或是新聞媒體對「逃跑外

勞」的報導，都將此一現象簡化為移工的個人行為和問題，並未探究逃跑率背

後的結構性因素。 
台灣政府針對逃跑外勞所制定的政策和因應的懲處辦法，將對移工的日常

管理與規範責任轉嫁到雇主身上。外籍勞工，特別是外籍看護工與幫傭被建構

為高危險的逃跑群體。透過鑲嵌於政府政策與法令、新聞報導以及仲介公司所

發展的管理策略等建制論述，台灣社會對於外籍看護工與幫傭所實施的規訓逐

漸取得其正當性。處於每日每夜第一線的雇主，成為肉身化（embody）建制論
述的實際主體，控制著移工的時間、空間和他們的身體/心理。阿明和她的雇主
以及她們之間每日每夜的互動，正體現了此一對外勞的建制論述以及鑲嵌在其

中的權力關係。 
 
斷裂 IV 
自從阿明受雇之後，她的台灣雇主便透過不同的方式虐待她的身體與心

理。她的雇主會捏擠阿明的上臂，拉扯她去撞牆，以及掌摑她的後腦勺。雇主

八歲大的小孩，也從媽媽那邊習得對阿明頤指氣使的態度。阿明回憶那日發生

在廚房的事故，仍心有餘悸。那天，阿明正在廚房，用著笨重的大鐵鍋炒菜。

阿明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的雇主突然震怒的將炒鍋翻飛在地板上，灼熱

的炒鍋燙傷了阿明的手臂。當阿明伸出她的手臂時，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燙傷留

下的疤痕，儘管已經變得很淡很淡了。在阿明向辦公室尋求協助的一個月前，

她的雇主用力的抓住阿明的大拇指，並順勢將她推倒在地。阿明到辦公室的時

候，她的大拇指還無法彎曲或像其他的手指頭一樣正常功能。 
我們帶阿明到醫院開立驗傷單，這是提出法律申訴時，阿明需要的「證

據」。同行的還有辦公室的越南籍工作人員，她協助相關流程進行時的翻譯工

作，越南文和中文之間的轉譯。我們陪同阿明到急診室，並努力向急診櫃台的

工作人員解釋，為什麼阿明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她身份的證件。因為阿明的

健保卡還被雇主扣留，我們得支付全額的掛號費用，阿明沒有辦法證明，她按

月支付保費，她可以使用台灣的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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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醫師解釋阿明的情況以及我們希望開立驗傷單的目的後，醫師要求阿明

指出她身體受到的傷害以及被毆打的部位，醫師一邊檢視阿明指陳的地方，一

邊向我們解釋為什麼「證據」不足，他無法開立驗傷單。醫師說，阿明頭後、

手臂以及大拇指的傷痕都太久太老，傷疤也太淡了。而大拇指的傷更無法判斷

是因為雇主的拉扯。醫師說，客觀的判斷，也有可以是因為阿明做太多的家

事，工作使用過度的結果。透過越南社工的翻譯，阿明還是無法理解醫師的解

釋，對阿明而言，雇主毆打她是「事實」，是她的身體（心理）真實經驗過的

「事實」。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阿明的挫折和悲傷。我們有著和她

相同的心情，還有對醫師處理方式的怒意。一開始，我們沒有放棄，我們向醫

師訴說阿明的故事和遭遇，展示阿明身上的新舊傷疤，一次又一次。最後，醫

師望著我們，以平靜不帶情感的語調說：「不論你們跟我解釋多少次，結果都

不會改變，我沒有辦法幫她開立驗傷單。」之後，他建議我們「正確」的作

法：「當妳被雇主或其他人毆打後，妳應該馬上到醫院去，這是最佳的驗傷時

機。」荒謬的，他竟又教導我們，如何打人又不留下證據的方法，他說，按照

這樣做，雇主可以避免惹上麻煩和官司。折騰了近一個小時的等待和協商後，

我們離開了醫院，但沒有順利取得文本「證據」，可以證明阿明所說的是事

實。 
 
開立驗傷單時，醫師必須仔細的描述清楚的外傷，包括傷口/傷痕的大小、

外觀，以及可能致傷的原因。醫師必須在驗傷單上蓋上職章和簽名，以認可這

張紙（驗傷單）所提供的文本真實（textuality）。如果驗傷的當事人決定走上
法律訴訟程序，開庭時，醫師會收到法院召喚作證的傳單。對醫師來說，這是

額外且非必要性的工作。成功取得驗傷單是法律訴訟的第一步，但是只是進入

整個建制程序的一小步。事發後，儘管警察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報案，但在沒有

取得驗傷單的情況下，幾乎無法順利展開後續的法律訴訟。司法體制所認定的

事實（reality）強調書面的、文本的「證據」。但就阿明以及無數的外籍移工而
言，特別是家庭看護工，他們的每日生活在雇主嚴密的管理與控制之下，事故

或傷害發生後，他們無法如醫師所建議的，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驗傷證明。同

時，他們也不熟悉台灣司法制度的運作方法，以及參與其中必須要遵照的規

則。 
 
斷裂 V 
在雇主家工作時，阿明對外聯繫的管道幾乎是斷絕的，阿明沒有手機，雇

主也不允許她使用室內電話。她每天生活在雇主高度嚴密的監管下。她請同鄉

的越南朋友替她打電話向地方勞工機關求助。阿明的朋友告訴她，勞工局不接

受/承認當事人之外的申訴案件，他們需要阿明親自打電話申訴。期間，阿明的
仲介也曾到雇主家探視她的工作狀況。阿明告訴仲介她的遭遇，並試圖尋求仲

介的幫助，但是，她的仲介只是安撫阿明，表示同情，並沒有實質協助阿明改

善她的處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供付費的申訴專線，讓移工可以申訴他們雇主的違法

行為，包括從事合約外的工作、違反「勞動基準法」、非法扣減薪資、超額收

取仲介費、性騷擾和虐待等等。地方勞工局、各地的外勞諮詢中心以及各國代

表處也都設有申訴管道。此外，外勞諮詢中心還設有查察員制度，定期到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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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查察家庭類移工勞動條件及狀況。然而，查察員並沒有執行公權力的正當

性，無法強制雇主接受他們的探訪或是檢查。官方申訴管道的設立，並未妥善

考慮移工在台灣社會特殊的位置和以及他們在雇傭關係裡的處境，對移工而

言，未必具備可親近性以及實際的效用。他們往往透過個人的社交網絡，取得

移工團體的聯絡資訊，並向這些團體尋求官方管道外的協助。 
 
斷裂 VI 
負責阿明的社工說，在與勞工局、仲介和雇主的協調會時，他首要為阿明

爭取的是雇主積欠的薪資。他認為，對移工來說，錢是非常重要的，他說：

「他們很在乎錢，你要做的就是幫他們把錢拿回來，如果沒有其他太過嚴重的

情況，像是性騷擾或是強暴，那就好。」這樣的論述，也常見於一般台灣社會

對移工的印象，雇主會合理化移工的假日工作：「對她來說，休息不是那麼重

要，放假她也不知道要去那裡，不如加班多賺點錢。」 
 
經濟因素最常被用以理解移工離鄉背井到台灣工作的動機。移工的母國往

往被刻板化為貧窮、落後和低文明的同義詞。而移工則被視為是一同質性的群

體：只關心金錢，而不在乎作為人的其他面向，包括權利、正義和情感等等。

新聞媒體在報導女性移工的性侵或強暴案件時，往往著重強調她們的性特質，

避而不談她們所遭遇的身體和精神的痛苦。Constable（1997）和Chin（1998）
討論華人文化裡的奴婢制度，如何影響香港和馬來西亞的華人社群對待女性移

工的方式和態度。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台灣社會。在私人家戶內，雇主視移工

為他們的私人財產，藉以正當化他們對移工的嚴密控制和不當對待。在這樣的

社會文化脈絡下，移工所遭受的身體或是心理的虐待則被看待為私人家庭內微

不足道的「小事」。 
當移工與雇主間的爭議進入申訴制度後，法律或行政程序對「文本真實」

的強調，也使得金錢的賠償和協商，成為倡議團體的社工人員最容易為移工爭

取的權益。不論是家庭移工容易遭遇的不當對待、虐待和性侵，或是工廠類移

工會遭遇的職業災害，這些移工的真實經驗，經常在官方的協商過程中被邊緣

化，甚至在協商的結果中消失。最後，具體的結果往往等同金錢的賠償。 
 
 
代結論  
本文所呈現的是我們實驗性研究的初步成果，透過與「越南外勞與配偶辦

公室」的協同研究，我們企圖指出倡議團體作為研究場域可以有的貢獻，特別

是在了解個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學習建制過程如何運作，以及探究這兩者間的

斷裂如何產生和其所造成的影響。如我們先前指出的，倡議團體作為建制過程

中不同行動者（例如，移工與政府制度、雇主和仲介等等）的中介介面，其工

作人員具有雙重視野，他們不僅理解移工每日生活的真實經驗，也了解政府對

移工的治理和行政官僚運作的方式。因此，作為參與在建制過程中的社會行動

者，倡議團體的工作人員除了具備和體制協商以及參與在建制過程中的工作知

識外，並且能更進一步發掘如何透過重新編派或安排程序中環節，促成改變的

可能。根據我們的研究，提出下列兩點以倡議團體為研究場域可以產生的貢

獻：1. 透過對「斷裂」的探索，研究可以提供對個人真實和建制過程具啟發性
的了解，特別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域中，文本中介的社會組織如何編派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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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過程，以及其如何影響和形塑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因此，在探索的過程

中，我們可以從個人的立足點出發（本研究是移工和倡議團體工作人員），探

究如何能減少斷裂或是在實際上更貼近個人真實的政策和規範。2. 協同研究的
方式可以提供倡議團體機會去思考為移工（for migrant workers）工作，和建制
過程交涉以及維持它們自身使命和運作的困難處，並進而能改變困境。 
以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我們的研究試圖呈現如何透過對建制過程的

描繪和探究，從中發掘行動的契機和改變的可能。舉例來說，我們的研究揭示

政府申訴過程的問題性，以及其對移工的不友善。後續相關研究可以進一步探

究建制過程的連結與編派，以及不同行動者如何參與在其中，藉此，研究者可

以指認改變如何可能發生。但是，沒有每日生活中的具體行動，學術的研究和

分析並無法創造改變，因此研究者需要和參與在建制過程中的行動者建立合作

的夥伴關係（DeVault, 2008）。Marjorie DeVault（2008）指出，學術研究者和
社會運動工作者因為所處的社會位置和政治性興趣或關懷的不同， 特別是學術
工作經常受到統治關係的形塑和影響，兩者之間不但不容易合作，也經常產生

緊張、對立和衝突的關係（p.298）。然而建制民族誌的研究特性強調對治理關
係和知識的探究以及描繪我們日常生活組織、編派和運作的方式，透過打破研

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二元分野，建制民族誌作為探究途徑和研究方法，或許能建

立學術研究者和社會運動工作者（或實務工作者）合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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