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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女性配偶的視角來討論外派事件，包括她們如何理解
丈夫必須外派、是否跟隨移居、考量因素、及如何在丈夫的外派事
件中抉擇出最適的自處之道。研究採取質性方法，以深度訪談法了
解事件發生後七位女性配偶的思考脈絡並探索其內心感受。結果發
現：在外派移居方面，台灣家庭有類似 80 年代西方社會中兩地家庭
的非傳統婚姻型態：夫與妻、子分居；而家庭移居者多因家庭情感
依附、外遇隱憂、重要他人影響力、公婆同住壓力、組織親善制度
等因素下移居；反觀不移居者的原因為不願職涯中斷、不能適應海
外生活、海外教育不符期待、冷卻婚姻衝突，及收入最大化。不論
留台還是跟隨移居，配偶們皆支持外派，多數受訪者更是為了家庭
權益犧牲自己。
關鍵詞：外派、女性配偶、家庭移居、決策因素
拜全球化之賜，多國籍企業必須仰賴外派人員於各國間執行公司策略以
維繫競爭優勢，但是海外派遣(簡稱外派)的失敗率往往過高，代價也太大。研
究顯示外派的失敗率約 4 成 (Torbiörn, 1982；Hogan & Goodson, 1990)，不同
研究的數據有所差異，但普遍也介於 30%-50%之間(Dowling & Welch, 2004)，
再者，外派失敗的直接成本據估計每人可高達 15 萬美金(Black & Stephens,
1989)，無形的間接成本的損失，如客戶的流失與商譽的損害，則和直接成本
一樣驚人(Harzing, 1995)。即因外派失敗的損害如此之大，外派研究長久以來
都關注於探究外派失敗的原因，或以降低外派失敗的可能性為目的。從回顧
過往文獻看來，許多研究都指出配偶態度於人員外派成功、海外適應上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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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關鍵的角色(Konopaske, Robie, & Ivancevich, 2005)。例如配偶的支持並滿
意外派是外派成功的主要因素(Black and Stephens,1989; Black and Gregersen,
1991;Brett & Stroh, 1995; Hays, 1974; Ivancevich, 1969; Lu & Cooper, 1995;
Miller, 1972)，如果配偶無法調適異地文化，外派人員將會產生適應不良的情
況(Black and Stephens, 1989; Eschbach, Parker, Stoeberl, 2001; Takeuchi, Yun, &
Tesluk, 2002)，針對歐美企業所作的一份外派研究即指出，外派配偶無法適應
外派是導致外派失敗最重要的原因(Tung, 1982)。儘管我們知道配偶態度是重
要的影響因素，然上述眾多外派研究始終關注外派人員的外派意願與其外派
失敗的原因，例如外派人員的背景特徵(如：牟淑芬，2000；祝政邦，1998; Reilly,
1988; Brett & Stroh, 1995)、人格特質(如：顧鳯姿，1993；柯元達，1994；陳
美黛，1997; Caligiuri, 2000)、工作態度(如：Borstoff , Harris , Field & Giles , 1997)
等，卻鮮少有研究探討配偶如何看待外派，與是什麼因素影響了配偶跟隨外
派移居的態度。我們發現 Konopaske、Robie 與 Ivancevich(2005)也關切這個研
究缺口，並指出了部份研究中認為是影響人員外派意願的因素，往往是因為
影響了配偶的移居態度才間接的影響了外派人員的態度，例如配偶的開放性
人格特質、配偶的工作投入和視公司就業輔助的重要程度。這個發現部分解
決了我們的疑問，但有鑒於 Konopaske 等人(2005)的量化研究所採納的預測變
項數少，只有 5 個，且多是考量美國現況後提出，未必符合國內狀況，要台
灣企業循此改善外派政策，可能流於一味仿效西方而未符合在地員工的家庭
需求，於是本研究認為有必要了解本國配偶是如何看待外派，又影響其移居
意願的因素，才是管理與增進本國外派效能的作法。
近十年來台灣企業為了節省人力成本紛紛出走其他國家設廠，不僅加速
了台灣產業結構的轉型，也增加了對外派人員的需求，尤其是有相當工作經
驗者，這些潛在的外派者大多年資較深、年齡較長而且可能多數已婚，這使
得許多家庭不得不面臨家庭移居的問題。如前所述，配偶工作投入已被證實
是使配偶缺乏移居意願的因素，女性大量投入職場也是現階段台灣社會的現
況，根據統計，2006 年台灣女性婚後仍就業者達 52.55%(行政院主計處，
2006)，還有逐年上升的趨勢，隨著女性教育程度提高、獨立自主意識抬頭，
加上社會服務系統協助解決子女養育的問題，雙薪家庭已漸漸成為台灣社會
普遍的現象，當女性逐漸於工作中展露長才之際，外派不僅造成對家庭的撼
動，也可能衝擊到女性的生涯發展，這些女性配偶對移居的態度為何？又將
如何抉擇？未就業婦女的景況又為何？Konopaske 等人(2005)還提到幾個可能
影響因素如與長者居住得近、養育子女數，這些會是國內女性配偶考量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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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嗎？還是另有其他？這些問題都待解答，但都非量化研究可以發掘，況且
國內還未有相關的研究結果可以為量化研究的基礎，因此探索性資料的收集
勢在必行，接下來的研究也將以質性研究法來尋求問題的解答。

文獻探討
拜全球化之賜，有越來越多的公司要求員工接受外派，不管他們是否已
婚或有子女(Langley, 2006)，可見多國企業有越來越仰賴海外派遣的趨勢。一
旦外派成為既定的事實後，家庭成員是否跟隨移居海外便成為外派事件中的
重要議題，必須審慎地決策。每位外派人員的生活情境並不相同，女性配偶
是否跟隨移居亦視情況而定，很難有一個既有的理論模式說明。不過由系統
理論觀之，個人、家庭、社會背景、文化脈絡等系統層次提供我們一個系絡
分明的分析架構，使研究者得以循序漸進、層層理解事件與現象，如同學者
所言，系統理論作為一種形式性的理論架構，是一個強而有力的思考工具(黃
光國，1999)，因此我們將從決策者個人因素、家庭決策系統因素、外在決策
系統因素三項，來說明女性配偶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了移居決策：

決策者個人因素
1.配偶個人特質與特徵
研究顯示高文化彈性、高社交導向、高溝通能力、高解決衝突能力、低
民族優越感、高求知慾的女性配偶的海外適應力較佳(Yu, Yi, Chiao, & Wei,
2005)，也許移居的意願較高。另外，高開放性人格特質者已被證實與移居意
願有關(Konopaske, Robie, & Ivancevich, 2005)。不過研究表示女性配偶年紀越
大會越不傾向移居(Brett, et al., 1993; Borstorff, Harris, Field, & Giles, 1997;
Gould & Penley, 1985; Larson, 2006; Marshall & Cooper, 1976; Noe et al., 1988;
Noe & Barber, 1993; Veiga, 1983)。
2.海外適應力
地理的移居常引起生、心理的不適應，加上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相異
的文化和價值觀、飲食和生活習慣、語言的障礙，及缺乏社會支持等問題，
使配偶所承受的壓力更甚於先生。McCollum(1990)發現配合先生的工作而移
居的婦女，內心通常是充滿失落感的。因此，對男性而言，外派事件象徵事
業的發展或升遷，但對外派人員的妻子而言，卻是生涯、人脈和生活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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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裂與失落(王君琳，2002)。但若外派家庭過去曾有過成功的移居經驗，女性
配偶在不確定感降低且可預期未來事件的情況下，參與下一個國際外派的意
願(即移居意願)將提高(Black, Mendenhall, & Oddou, 1991; Larson, 2006)。若外
派人員與家庭在前次回任後的生活調整狀況越差，則配偶參與下次外派的意
願(即移居意願)就會降低(Larson, 2006)。另外派遣國與母國文化若相似性越
高，配偶跟隨外派的可能性就會提高(Harvey, 1997)，因為配偶可能越能適應
當地文化與融入當地生活。
3.職業生涯情境
台灣已婚女性就業率逐年提高，使我們不能忽視女性就業對家庭移居的
影響力。雖然前面提到台灣地區婚後婦女就業的比例約有 5 成，但研究發現
因為工作時間短且有彈性，
「兼職」與「非正式就業」是最常見的就業模式(伊
慶春、簡文吟 2001)，婦女們也得以兼顧家庭與工作。另一項就業趨勢是「不
連續就業」
，研究顯示婚前有就業經驗的婦女，約有半數會於結婚後及生育階
段退出勞動市場(簡文吟、薛承泰，1996；簡文吟，1997；伊慶春、簡文吟，
2001; 行政院主計處, 2006 )，而於照顧子女責任減輕後才重回職場(簡文吟，
1997)，不過比例不高僅有 1 成半(行政院主計處, 2006)，這些研究顯示台灣已
婚女性多優先對家庭付出，事業成就反倒排在其後。一般而言，這類願意付
出更多時間在家庭、不工作彈性大的女性，跟隨移居的可能性應該較大，至
於全職女性的選擇為何，目前還不可知。西方研究方面，歐美從 80 年代開始，
公司為了更有效的運用人力資源(Feldman, 2001)，用更高的經濟誘惑來鼓勵有
意願的員工外派到不同城市、不同州、甚至跨國，產生了許多兩地家庭。這
些兩地家庭夫妻雙方通常為了各自的職業生涯而選擇分開居住(Rule, 1977)，
這種兩地婚姻關係通常被稱為通勤婚姻(Gerstel, 1977)，或非傳統婚姻(Gross,
1980)。在早期，通勤家庭或兩地家庭多為社經地位較高的中產階級(Gerstel &
Gross, 1982)，這些通勤家庭的特性為：(1)配偶通常受過好的教育 (2)幾乎為
專業人員、主管級，或大學畢業；(3)年齡分佈在 25-65 歲之間；(4)40%-50%
都有小孩；(5)超過一半婚齡為 9 年或以上(Anderson 和 Spruill，1993)。這些
早期研究似乎說明全職女性不移居的可能性高。但從 Brett(1982)、Brett 與
Reilly(1988)發現女性配偶為管理者的移居意願低來看，女性配偶越投入工
作，移居的可能性越小(Chew & Zhu, 2002; Konopaske, et al, 2005)，甚至不支
持先生外派(Brett & Werbel, 1980)，具專業能力的職業婦女更有影響力(Long,
1975)。通常當婦女擁有一份永久的工作且工作固著程度越強，家庭移居的阻
礙就越大(Mincer, 1978)，想到若因外派而中斷了工作生涯，內心將更感焦慮
- 206 -

女性隨夫外派移居之決策考量

和壓力(Frame & Shehan, 2005)，就越不可能選擇移居。因此女性配偶是否對
工作有著高度的投入感可能是確切的影響因素。

家庭決策系統因素
外派移居被視為是一個聯合的家庭決策(Rives & West, 1993)，決策過程中
核心家庭的結構與關係常左右女性配偶的決策行為，包含婚姻品質、子女因
素、角色期望、權力關係與最大化家庭利益等。
1.婚姻關係品質
夫妻感情是家庭建立的基礎，婚姻關係品質的好壞也許左右家庭決策。從
西方的角度來看，家庭是兩個人基於感情和意願組成，是愛情關係的延伸(楊
國樞，1992)，女性配偶很有可能選擇移居來與伴侶相守，但另一方面也可能
選擇不移居，如先前提到的兩地家庭，研究就發現有超過一半婚齡為 9 年或
以上者(Anderson & Spruill, 1993)，這些夫妻也許擁有良好的婚姻關係品質，
如信任，於是能夠各自為家，不過情況也許並非如此。另外，還有為了維繫
婚姻關係品質而選擇移居者，例如配偶擔心外遇常是台商幹部不願派任的主
要原因(呂錦龍，1994)，因此女性配偶可能為了維繫夫妻感情而移居。
2.子女因素
有子女後的家庭生活會有重大變化，女性配偶必須調適與勝任新的家庭
角色，這或許改變婦女對既有事物的認知而影響決策。有子女的外派家庭通
常思考兩點，一、維持家庭完整性以健全孩子身心發展，二、保障子女受教
權益，或者出於父母對教育的偏好。
傳統上父親的角色多被賦予家庭經濟提供者的角色，用賺錢來提供他對
家人的愛，然而現今社會對「父職」的要求並非只停留在工具性角色，而是
期待與子女有頻繁的互動，並有正向情感交流的親職角色。許多研究顯示，
父職的內涵除了經濟的提供者之外，還包含和諧關愛、教育子女、生活照顧、
分享陪伴、性別角色認同、子女規範者…等等(王麗玲，1996；王叢桂，1997，
1998；張佩韻，1999)。若配偶考量父職參與的重要性，期望父親陪同子女成
長，則配偶與子女跟隨移居的可能性便高。另外，若子女處在就學階段，則
外派地區的學習內容與環境將影響配偶移居的意願。劉志明(2002)指出國內外
派人員多因企業遷移而外派東南亞地區，子女選擇當地「國際學校」、「台北
學校」和「台商子弟學校」就讀，往往有費用高昂的憂慮，部分地區雖然收
費與台灣私立小學相當，但學校距離太遠，若念當地小學，父母又擔心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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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落後國家容易形成優越感，若在外派地區接受中、小學教育後才回國，
程度上也可能會銜接不上國內教育，除此之外還有文化認同的問題。因此，
子女是否在外派地區接受教育必須考量許多層面，配偶也許為此而不願意移
居，況且移居後子女面對教育銜接、語言、文化、交友等生活適應的問題，
複雜程度可能不亞於女性配偶。
3.符合家庭中的角色期望
傳統性別角色概念下，女性通常擔負情感性的角色，為家庭的照顧者。
角色理論假設女性重視家庭利益更甚於個人(Markham & Pleck, 1986;
Shihadeh, 1991)，因此跟隨移居被認為符合女性配偶的性別期望，配偶愈認同
女性的傳統角色，也愈傾向移居。先生外派時間，可能發生在夫妻剛結婚、
建立親密感的階段；在第一個小孩出生，或求學階段；有的甚至在子女已成
年且邁入社會工作後，每個階段所考量的因素各有不同。一般而言，已婚職
業婦女在婚後到最小子女上學前，是家庭角色需求的高峰期(伊慶春、簡文吟，
2001)，當社會賦予母親角色較多期待，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也會高，因此配偶
可能因為要承擔愈多的角色壓力而選擇跟隨移居。
4.家庭權力關係
如果女性配偶對家庭的財務貢獻越顯著、投注資源越多，則家中權力越
大，伴隨移居的可能就越小。例如當妻子薪資水準、家庭所得比率越高時越
不可能移居(Rives & West, 1993)。這種相對資源影響夫妻決策模式的立論是以
社會交換理論為基礎(Emerson, 1976)，即以夫妻間資源差距的大小來解釋權力
分化的高低(伊慶春、蔡瑤玲，1989)。Blood 和 Wolfe(1960)認為夫妻間的「相
對權力」來自夫妻雙方所擁有「相對資源」的多寡，擁有越多資源的配偶，
就能取得較多的婚姻權力，而資源較少的另一方在婚姻關係中處於依賴的地
位，並擁有較少的婚姻權力。資源可以是具體的金錢，或教育與經驗(Blood &
Wolfe, 1960)，夫妻雙方何者提供金錢越大或社經地位越高，則婚姻中的權力
較大，在決策上也佔有決定性的關鍵。國內家庭性別權力關係的研究即指出，
就業妻子比家庭主婦有較大的家庭決策權，全職的婦女還比兼職者擁有更多
權力，收入對決策的影響力方面，則顯示男性收入越高者決策權力越大，反
觀女性還無此現象(伊慶春、蔡瑤玲，1989)。
5.最大化家庭利益
對家庭的決策而言，經濟是一項重要因素。在最大利益原則下，如果其
中一人的外派收入超出了原來夫妻在國內的薪資，則家庭移居的機率高(Rives
& West, 1993; Wheeler & Miller, 1990)。如同前述，由於國內女性容易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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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需求而中斷就業，為了便於進出勞動市場，女性通常從事低薪資、沒
有升遷機會的工作，相較外派提供員工優渥的薪資、福利，舉家跟隨外派的
可能性也會高。

外在決策系統因素
依外派時間的長短與組織外派政策來說明。首先，時間越長的外派，配
偶越傾向跟隨(Harvey, 1997; Larson, 2006)，國內研究發現家庭移居的可能性
會隨外派時間拉長而增加(吳欣蕙，2001)。再者，組織政策方面，為外派家庭
實行跨文化訓練可提高配偶移居意願。早先跨國企業對提供外派訓練給配偶
和家人並不重視(Barham & Devine, 1990; Lu & Cooper, 1995)，然在多次印證
外派人員績效與家人調適有關之後，外派前訓練也延伸到配偶與子女(Dowling
& Welch, 2004)。通常組織越能幫助家庭適應海外生活，配偶移居的意願也會
越高。例如公司事先安排實地參訪(realist job preview)就有助外派家庭貼近當
地生活，增加配偶跟隨外派的意願(Harvey, 1985; 1989)。若公司支持配偶海外
生涯發展也可提高配偶長期遷居海外的意願(Konopaske et al., 2005)，例如透
過就業協助提升配偶的工作技能，方便在地就業或先生回任後依然能投入就
業市場、替配偶在當地找尋工作、或直接聘僱配偶為公司工作。
最後，過往的外派研究不曾從資源分配的角度來思考外派議題，不過本
研究認為一般用於理解壓力如何產生，以及說明在個人與社會系統中資源供
需如何運作的資源保存理論，或可用來思考外派移居，畢竟當配偶遭遇丈夫
外派而被迫必須抉擇是否移居的當下，都受時間急迫性、未來生活景況的不
確定性等種種因素影響而萌生決策的壓力。資源保存理論由 Hobfoll(1989)首
先提出，認為個人會取得、保存、保護以及培養其所重視之資源，是因為這
些資源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個人的生存造成影響，所以當個人(1)遭受到資源損
失的威脅，(2)遭遇到實際資源的損失，或(3)投入資源後卻無法獲取資源做為
回報時，就會感受到心理上的不適，而為了獲得資源或是防止關鍵資源的流
失，就必須投入其他資源以預防或彌補損失(Hobfoll & Lilly, 1993)。對丈夫來
說，外派後可能還有未來的職涯發展來彌補損失，但對配偶們而言，選擇外
派移居就代表了既有資源的喪失，可能是失去原來的生活情境、離開原有的
社交圈、失去工作、無法經濟自主，如果移居到較為落後的國家則可能無法
適應當地生活、自己也無法進修等，當外派生活難以回報當初的資源損失，
配偶們很可能拒絕移居，相對地，配偶們由何彌補資源損失而決定移居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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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觀察。

研究方法
資料收集與分析程序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之「深度訪談法」收集資料。目的在了解女性配偶
抉擇歷程中之主觀經驗與感受，並探索無法從表面觀察和一般問卷調查得知
的深層意涵。在資料的品質控制上，雖然訪談在自然的氣氛下進行，並以開
放、隨機應變的方式進行，但是訪談內容與歷程有一定的安排與控制：如受
訪前先請受訪者繪製外派前後之重要事件圖、依事件發生之時間路徑設計訪
談主題，接著請受訪者循外派事件發生前的背景脈絡，如先描述自己、配偶、
生活互動、工作經歷，再描述現況如家庭成員、經濟狀況、生涯發展、對外
派事件的看法等，而後請受訪者回想當初如何做決策，包含考量因素、家庭
成員互動決策的情況、與最後的抉擇如何產生等。這些訪談內容與歷程的設
計都企圖在信度與效度上達到 Denzin 和 Lincoln(1994)提出質性研究「確實性」
及「可靠性」之要求：前者為內在效度，指質化研究資料真實的程度，即研
究者是否觀察到其所希望觀察到的；後者為內在信度，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
與唯一性，即如何取得可靠的資料(引自胡幼慧、姚美華，1996)，於是本研究
才將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說明，以供判斷資料的可靠性。
本研究共訪談 7 個外派人員女性配偶，每位時間約 1 至 2 個半小時，每
次訪談後研究者會將「逐字稿」、「個案分析報告」寄回給受訪者作確認，居
住海外的受訪者透過電子郵件、台灣的受訪者則親自拜訪進行資料補充與溝
通共識。這個過程在符合 Denzin 和 Lincoln(1994)所提出質性研究「可轉換性」
及「可確認性」之要求：前者為外在效度，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
驗，能有效的做資料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也就是資料的可比較性與
詮釋性；後者指客觀性，即研究者必須確認所收集到的資料、結果的解釋，
都是來自於研究對象，而非來自於研究者的想像(引自胡幼慧、姚美華，1996)。

受訪者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選擇受訪者，為使訪談順利，受訪者多數為研究者熟
識的朋友以期能暢所欲言，其他受訪者則再由這些配偶推薦。其次，個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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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還符合兩項原則，以達前述「可靠性」之要求。首先我們僅調查參與長
期外派者家中的女性配偶。原因是潛在的外派家庭無法觀察也不易尋，另一
方面是這些外派家庭可能在外派與否的選擇上彈性較大，不確定有否認真考
慮過移居的問題。畢竟已經決定外派者的配偶的移居之慮可能較深，例如有
即將發生外派的情境與移居決策的必然性，於是感受和思慮也許較為周全。
反觀決定不外派的家庭未必有移居問題，除了可能增加個案篩選的困難，這
些家庭不參與外派的原因也較適合另闢研究探討，再者受訪外派家庭配偶的
思慮未必和這些不外派家庭中的配偶有異，於是選擇外派家庭中的女性配偶
受訪。只是可惜了不外派家庭配偶的背景資料或許能夠提供我們更多研究推
論上的資訊，不過相信在我們試圖找出配偶移居與否的可能因素後，此點或
可在未來的量化研究中一併彌補。另外我們也排除短期與非正式外派的家
庭，因為一般外派研究中所稱的外派皆為長期外派，為了和過去研究對話，
我們必須也在長期外派的條件下收集資料，況且也唯有在面對丈夫必須長期
外派下，配偶才能認真看待外派對往後生活的影響，並嚴肅地考慮移居的問
題。
第二項原則是盡量符合個案背景的多樣性，即力求異質性。首先年齡方
面 25 歲以下者 1 名，26-30 歲者 1 名，31-35 歲者 3 名，36-40 歲者 2 名，平
均年齡 32.5，31-35 歲者稍多但盡量於各年齡層中受訪一人，惟 41 歲以上的
配偶較難尋，為研究限制之一。受訪者教育程度方面，高中學歷者 2 名，大
專者居多 4 名，大學畢業者 1 名，可惜未有研究所以上學歷者。婚齡方面平
均婚齡 7.3 年，有 3 個月者 1 名，6 到 7 年者 3 名，9 到 12 年者 3 名，初婚者
夫妻感情較為甜蜜可為新婚期的代表，6 到 7 年者依俗諺「七年之癢」也許正
值婚姻的考驗期，前述文獻提到過去歐美兩地家庭中多婚齡在 9 年以上者，
或許代表婚姻邁入可信任期。養育子女方面，僅有新婚者未生育子女，其他
皆有幼兒，Konopaske 等人(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無關子女年齡或者是否處於
就學階段，家中有未獨立的子女可能為移居障礙，目前美國境內就漸有 20 多
歲卻仍然依賴父母的子女族群，這些子女迫使父母得稍晚才進入家庭發展週
期的空巢階段。職業方面，從無工作者有 2 名，外派前有工作但今無者 3 名，
與目前仍維持工作者 2 名；過去有外派經驗者 2 名，目前這 2 名配偶都未工
作。隨同外派經驗方面，有經驗者 2 名，其中一名目前未工作但過去有外派
經驗。先生們職業生涯參與外派的時間由 2 至 9 年不等。唯一較難符合多樣
性的是外派地區，不管過去還是現在，先生們的外派地區都在東南亞與大陸
地區。最後，女性配偶目前有四位選擇居住台灣，三位選擇跟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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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主題及訪談問題涉及部分個人隱私和敏感話題，為尊重受訪者
以下內容均以代號表之。受訪者特性請見表 1。
表 1 女性配偶基本資料表
受訪者
屬性

A

B

C

D

E

F

G

年

齡

29

31

35

23

32

38

40

學

歷

高中

大專

大專

大專

大專

大學

高中

婚

齡

7年

7年

9年

3 個月

6年

10 年

12 年

女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家管

家管

家管

國小教

保險
業

有

子

目

前

職

業
家管

( 或

外

先

派

前

前

職

有

業

工

)

家管
(製造

(幼

(製造

師

業)

保)

業)

、主任

作

無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過 去 曾 有 外 派 經 驗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無

印尼

大陸

大陸
越南

大陸

大陸

越南

越南

越南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5年

2年

2年

先 生 曾 外 派 地 區
大陸
過 去 曾 陪 同 外 派

有

先 生 在 海 外 時 間

前後
前後共
6年

前後共
共

6 年*

4 年*

9 年*

決 策 前 與 家 人 同 住

夫家

夫家

夫家

夫家

夫家

自住

自住

先 生 目 前 外 派 地 區

大陸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大陸

大陸

居

台灣

台灣

越南

越南

越南

台灣

台灣

處

註：*前後意指過去曾經外派時間加上這次外派時間

結果與討論
如研究方法中所述，為了使受訪者能輕易地回想並還原事件的始末，本
研究請受訪者循時間脈絡描繪出從得知外派訊息開始到現狀為止的記憶地
圖，並描述關鍵事件、情緒及心理反應以還原事件的全貌。以下便就「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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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外派的認知與反應、
「決策中期」各項考量因素，與「決策後期」配偶
的適應呈現資料分析與討論。

決策前期
以下的文本內容全部來自女性配偶的觀點，雖非外派背景真實全貌，但
為女性配偶對丈夫外派的認知與態度。內文
1.對丈夫外派的認知
(1)為了尋求生涯發展
台灣產業已逐漸外移至鄰近的大陸或東南亞國家，原本在台灣的職缺也
移往海外，基於台灣市場缺乏發展空間、遇到工作瓶頸，為了開創事業的第
二春，到海外工作，似乎是不得不的選擇。C、D 和 F 都是上班族，C 受訪者
先生公司的生產線都移至海外，覺得台灣發展空間有限，為了更上一層樓，
接受公司的外派；D 受訪者先生的公司則因為生產線幾乎全移往東南亞國家，
所以 D 受訪者的先生接受公司培訓完後就直接派往大陸；而 F 受訪者先生在
工作上遇到瓶頸，選擇離開原公司，到現在的公司上班；G 受訪者的先生則
是自己經營的公司倒閉，加上國內工作轉換不順利，面臨中年失業危機，於
是到大陸尋找事業第二春。
他大概是四年前到海外工作，那個時候他覺得台灣可能也沒什
麼發展的空間了。(C)
他原先是在國內某公司上班，公司先送他到美國受訓半年就直
接派駐到中山廠去，他是第一批到大陸的員工，他也完全接受公司
的派遣。(D)
我想說他在台灣的工作也是說…遇到一個瓶頸了啦！(F)
那時候我老公兩年都沒有在工作，其實，中間這個兩年也不能
說是完全說沒工作，因為他有兼著做保養服務的工作，收入不多
啦，或是幫人家跑一些業務，那個都不穩定，幾乎不夠他自己的個
人費用…剛好朋友那邊(大陸)缺一個主管，就去應徵，我跟他說很
多人都到海外工作了，你也可以試試看，要是真的不行再回來嘛。
(G)
同意業界挖角是另一個開創職涯發展契機的方式，正好挖角 A 受訪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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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企業有意請求其外派。A 的先生原本在外商公司服務，因操守及對工作
的認真態度，受服務廠商的主管賞識，因而詢問其是否有意願跳槽，A 的先
生最後是在瞭解新公司海外福利及工作環境後，離開外商公司到現在的公司
服務。
有人建議他去大陸啦，然後他回來是有跟我聊聊說他想去大
陸，不過他想先去看看，我是建議他先去看看環境，他也說可以。
然後他回來跟我說好像還不錯，聽說這個公司對眷屬上也還滿照顧
的…後來他就回來把工作辭掉，去到目前的公司上班。(A)
(2)經濟誘因驅使
外派的薪資多為國內薪資的一至數倍不等，受訪者先生們到海外工作多
少不是出於自願，而是考量諸多家庭支出下的決定。從文本中也看得出女性
配偶們認同外派經濟誘因而支持先生外派的心理。
B 受訪者的先生在原來的公司服務多年，也曾有過外派經驗，原本要離
職的他，在主管提出外派經濟誘因、夫妻雙方也考量給小孩更好的教育品質
並提高家庭收入後，決定留下並接受外派。
那時候就是…他本來想要離職嘛，剛好上面的主管有意思讓他
外派，我們就想說這樣也好…最主要是經濟因素，沒有多做考量…
其實那時候他會在海外工作的話，是因為想要小孩的教育環境好一
點…因為如果說在台灣賺的那些錢，一般他一個月的薪水就已經打
平了，像房屋貸款啊、家裡生活、還有兩個小孩的教育費，四萬多
的薪水就已經打平了，所以他才會想說到海外工作。(B)
G 受訪者鼓勵先生到海外工作有部份原因來自家中龐大的貸款壓力。
可能也是我們有很大的貸款壓力，一個月至少要十幾萬的貸
款。(G)
C、E 及 F 受訪者認為薪資待遇是先生外派的主因。
(什麼是吸引妳先生到海外工作的原因？)嗯…錢！…因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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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遇比在國內好啊…而且在海外工作存錢比較快，可能在海外工
作個五年，在台灣要工作個十年或十五年。(C)
每個出來海外工作的人，也都是想要多賺一點錢，都一樣。(E)
他說過去那邊錢比較多，那我想說就給他去試試看。(F)
2.對先生外派的情緒反應
女性配偶多能體認外派是整體經濟環境變化下不可避免的事件，即使感
覺無奈與不捨，但比較多者是從客觀、理性的角度思考，情緒上較為平靜，
態度上為鼓勵丈夫積極進取，並扮演支持者的角色。
(1)初始的驚訝反應
一開始是不敢相信我老公就要去大陸了，以前從來沒有想過。(F)
那一次先生從公司回來跟我講這一件事，我嚇一跳！(E)
(2)無奈與不捨
我們沒有做很多的協議跟討論，因為他已經決定要去，他只是
要我同意。他說可能去一年、二年，但實際上我們不知道到底要去
幾年。…當然他去的時候心裡面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因為我們好像
不像一個家了嘛！但是我只有分開的時候，送他去機場的時候會覺
得捨不得。(F)
(3)外派的必然性
他大概是四年前到海外工作，那個時候他覺得台灣可能也沒什
麼發展的空間了。(C)
我覺得先生身為傳統製鞋業的員工，在台灣這個市場，老闆都
有經濟與勞力方面的考量，他會被外派到其他國家是無法避免的。
(D)
我想他在台灣的工作也算遇到一個瓶頸了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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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與鼓勵
我覺得在外商公司待嘛…他已經升上一個算中階的位置，我是
覺得說有機會的話(他)可以去國外看看。(A)
我們在台灣的開銷和他的薪水都已經打平了，變成說我們存不
到什麼錢，如果去海外賺錢的話會…反而我們比較可以存到錢。而
且感覺生活品質會提高，像小孩的教育費用之類，你會比較敢花
錢。所以還滿支持的。(B)
結婚後的話，我有工作的那段時間，彼此比較容易吵架，對，
就是會要求他也一定要分擔家事或其他的事情…後來因為先生調
到海外，他希望我跟孩子都能夠陪他一起到海外，所以我才工作辭
掉…(哈哈哈…)我也終於有名正言順的理由不用工作。(C)
…他會被外派到其他國家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大致是認同居
多…辭掉自己的工作時雖然會有一點不捨，不過如果因此要我選擇
先放棄和先生好好鞏固新婚小家庭的話，我真的做不到！所以我當
時的我心境是非常平靜。(D)
…家裡的父母很反對，娘家那邊的父母也很反對，所有的親朋
好友都很反對讓先生出來海外工作，但是老闆剛好有這個機會給他
出去海外看一看，所以我鼓勵我先生出去闖一闖、看一看。畢竟海
外工作能讓視野變的更大，不管做的好還是做不好都沒有關係，至
少是人生難得的歷練跟經驗。(E)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G 受訪者。由於和丈夫共同經營的事業失敗，G 受訪
者很快的另起爐灶，找到一份幫助他人、薪資優渥的保險事業，並全力支撐
起家計及負債。相對的，先生工作轉換不順利，常常和朋友喝到醉醺醺的才
回家，頹廢的生活和沒有工作反而多了管束 G 的日子，使 G 受訪者主動鼓勵
先生外派，所以其感受也和其他人不同。
那他去外派的話開始是情勢所逼，但我也覺得眼不見為淨…因
為大家都覺得說要互相給對方空間了…外派沒關係，有工作就好
了…我是一直想要把他那些酒肉朋友隔絕掉…所以他去我就有一
種解脫的感覺，是真的！那種解脫是各方面的，因為不用擔心他回
來了我們不在家被唸，因為我們做業務有時候時間會拖到，我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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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說他會在家我就趕快回來…或是說他如果喝的爛醉回來我有
晚娘面孔…我覺得很好…也少服侍一個大爺…心理上啊…我就覺
得好 HAPPY，哈哈哈…我可能比較異類吧！(G)

決策中期
為與文獻探討的系統分析有所呼應，以下我們也將從決策者個人因素、
家庭決策系統因素、外在決策系統因素三點，來說明女性配偶受哪些因素影
響了移居決策。
1.決策者個人因素
(1)不願職涯中斷
當女性職涯發展動機強或是擁有一份穩定或社會地位高的工作時，將難
割捨工作帶來的成就感，於是不願移居。
我是覺得當一個女人哪！也要有經濟自主的能力。…我覺得待
在這邊，工作很穩定，校長又很提拔妳。而且這兩年我的工作運氣
還不錯！…雖然可以留職停薪，但回來後會有工作銜接的困難，像
流浪教師多、教育政策也一直在改變，所以沒有這個打算。(F)
(2)不能適應海外生活
基於設廠成本考量，受訪者先生們的工作地點皆在較落後的城鎮鄉村，
生活環境條件差，加上女方缺乏工作機會，以及社交網絡，無法發展自我的
生活，常使女性配偶不能適應海外生活，於是選擇不跟隨。
他公司附近的環境和生活品質不是我們期待的，所以會影響我
到底要不要過去。如果生活品質好一點意願高些。…暑假時我們過
去，整天就待在宿舍裡，妳只能 call 他，問他什麼時候回來，或是
他 call 給妳，找妳吃飯。沒有工作讓我覺得有點無聊。(F)
另外，缺乏人身安全保障也是女性配偶不能適應當地生活的原因。
常常看到台商被殺的新聞讓我們很擔心，覺得那邊生活會不安
全，提心吊膽的，不像這邊。到哪裡都怕被人家搶，皮包要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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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要拿好的，覺得沒什麼安全感，還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居住感
覺比較好些。(F)
2.家庭決策系統因素
(1)家庭情感依附
C 與 E 受訪者認為親子相處與情感的建立十分重要，於是選擇移居。新
婚是婚姻關係中最甜蜜的階段，也是強烈依附、需要對方的時期，但 D 卻須
在婚後為了個人生涯及經濟因素回到大陸工作，與丈夫分隔兩地。D 在新婚
空虛、寂寞的感覺慢慢出現後，決定跟隨丈夫移居越南。
我的觀念是小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他會黏在爸爸媽媽身邊的
時間大概只有十年的時間，所以這一段期間就是要跟爸爸媽媽住在
一起，才能培養親子關係。(E)
我先生希望我們能夠陪他一起到海外，因為他覺得孩子還小，
全家人應該在一起，所以我就答應了。(C)
我們十二月份結婚後我就自己再回大陸的工作崗位，他就自己
回越南。我們都覺得這樣的婚姻好像只是一個形式了，明明已經結
婚了！卻完全沒有生活在一起，漸漸的就覺得這樣的感情很空
虛。…來越南，是我們兩個小夫妻希望新婚不要分的那麼開、那麼
遠…每天等老公回家會讓我比較有家的感覺。(D)
(2)外遇隱憂
外派事件潛藏著威脅婚姻的危機，或因分隔兩地的夫妻受距離之遙而漸
漸疏離，或因生理的需求無法滿足，而產生外遇。雖然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擔
心先生外遇，但被問到是否此為跟隨的因素時卻都否認。只有 D 承認此為跟
隨的因素之一，D 在大陸工作時曾聽到及看到男性主管所謂「各取所需」的
作為。
我真的深信男生長期缺乏家庭的溫暖，他們會去想：「既然我
只是賺錢回台灣供養你們的工具，那我偶爾去做一點點不好的事也
無妨」
，我曾經聽男主管斬釘截鐵的說：
「大家都沒有損失啊！我也
賺錢回去給妳了啊！我偶爾去一下又無妨」。…所以這種狀況還是
能夠避免就避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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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他人的影響力
外派事件雖是外派家庭內部的獨特事件，抉擇時仍不免有夫妻原生家庭
的介入。
他大概是四年前到海外工作，是他的上司要他來，家裡的人都
同意，所以就來了。(C)
一般而言，華人傳統觀念重視角色義務，照顧先生的生活是太太的責任，
若自己的健康無虞，不需照料，公婆多半會鼓勵媳婦和孫子跟隨定居。
公公婆婆都會鼓勵跟先生一起去，說小孩子現在還小，一定要
住在一起才像一個家。(E)
我公婆覺得他們現在身體狀況還不錯，所以兒子有機會派到海
外也不錯。他們也希望全家人都能夠跟先生到一起到海外，讓先生
下班後還有家庭的感覺是很重要的！(C)
雖然希望女兒能有經濟自主的能力，但是女兒的婚姻是否幸福，才是娘
家最大的期待，由於擔心分隔兩地會造成家庭危機，因此鼓勵女兒跟隨，D
的父母即是如此。
我會來越南是我爸爸媽媽贊同！畢竟台灣俗話說：
「嫁尫跟尫」
(台語，尫：丈夫)嘛！還是把家庭鞏固好比較重要。(D)
(4)公婆同住的壓力
公婆與媳婦來自不同家庭，兩代間觀念與生活模式往往不一致，透過尊
卑及親疏關係，媳婦角色常被要求表現出對長輩的順從。然而，接受西方思
想又得面對傳統社會規範的現代人，常因不同的價值觀而發生衝突或陽奉陰
違的行為。若此時缺乏雙方的重要關係人居中協調，關係中角色地位較低者，
會想要逃離這種關係。
對 B 而言，身兼雙重角色的無力感，又擔心公婆的身教對子女產生不良
的影響。在無法調適自己與公婆同住的壓力下曾選擇到海外當眷屬。
公婆的傳統觀念滿重的，煮飯(啊)、還是居家生活都是媳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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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妳常加班的話，公公婆婆也會不高興。因為他們不了解妳
的工作狀況，就會覺得妳哪有每天都在加？…他們會 CALL 妳，說
妳太晚回來，小孩子在吵，只要時間一到就打電話，我覺得有時候
是一種折磨，我不喜歡人家這樣子催我。…跟公婆住是一個壓力，
所以我想：
「好啊！那我就不要工作」
，出來海外帶小孩、當眷屬。…
(第二次外派)也是為了逃避跟公婆一起住啦，所以才跟他過去。…
公公婆婆講話的習慣、生活習慣我也比較不能接受。像是講話有時
候很粗魯又很大聲，我不希望小孩子學到。(B)
(5)海外教育不符期望
海外的教育環境必須符合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期望，缺乏壓力與
學習競爭力往往不符台灣家長的期望。這裡可以發現孩子教育問題的相關決
策常是父母共同決定，由以下文稿中受訪者不時使用「我們」可知。
我們老大今年就要上一年級，他(先生)是覺得還是要在台灣受
教育，要有點壓力的學習比較好。…我們覺得跟台灣的學校比起
來，台灣老師的要求比較高，越南的素質不好。所以我們不會想要
讓她去唸(越南)台北學校。(B)
雖然 A 的先生外派大陸，小孩同樣是學習中文，但為了讓女兒學習台灣
的拼音系統而選擇留在台灣，讓小孩接受基本認字教育。
我先生跟我都希望我們兩個女兒至少要會ㄅㄆㄇㄈ，才看得懂
台灣的一些兒童書籍。(A)
學校不是教育的唯一場所，尤其幼童容易受環境影響，若配偶對外派地
區的思想、歷史、文化不認同，將不會帶著子女移居。
會留在台灣主要是因為小孩子的教育。…我聽我朋友講，我是
不曉得。他們會灌輸一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故事，說父母是其次，
毛主席是第一，所以怕她(女兒)心智不成熟容易被影響。如果是上
了高中、大學再去會比較 O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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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冷卻婚姻衝突
良好的婚姻品質，無論在心理或生理，都應建立在彼此的情意交流及良
好的互動上，否則會漸行漸遠。當雙方的感情已走到沒有感覺或無話可說時，
「外派」正提供一個拉開彼此空間、調適彼此關係的機會。
我們沒有話題！…生活平淡，偶爾約他出去吃飯也感覺在敷
衍。…所以我覺得我們兩個不能常住在一起，他會越挑毛病。(B)
自從他(先生)經商失敗後，找工作也不順利，加上經濟壓力大
所以常喝酒，我覺得很討厭、很生氣，回家沒話聊，門都關起來。…
所以那時候恰巧朋友的大陸工廠需要台籍幹部，他就過去了，我已
經對他很失望了，希望雙方都能彼此冷卻一下雙方的摩擦，讓我們
重整彼此的感情。(G)
(7)收入最大化
許多外派人員願意離鄉背井，到海外工作的原因，多半為海外的薪資較
高。若夫妻雙方為了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有工作的配偶通常不會放棄國內
工作。由於外派薪資均大於國內薪資，若以家庭收入最大化的決策為前提，
分隔兩地的夫妻若均有工作，會獲得最大的利益，更快累積家庭收入。
留在台灣最主要是考慮將來小孩子的教育基金費用。…因為小
孩的花費很兇，所以再辛苦也要撐下去。…我如果去了大陸，我老
公的薪水會不夠用，經濟壓力反而變大。(G)
金錢除了提供物質花用外，它還是一種安全感的來源。
我很怕老的時候老公變別人的，自己又沒錢，所以我把錢看的
很重。雖然講錢很俗氣，但是沒有錢萬萬不能。(G)
我覺得要有錢才有安全感。…很多的東西啊，花費都蠻大的，
所以如果不能把經濟基礎打好，未來不敢去想。(F)
3.外在決策系統因素
(1)組織親善制度
對外派人員來說，公司對外派人員及其家庭提供健全的海外福利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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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是一種保障，能增進員工安定感和對公司的向心力，也減少同行的配
偶、子女因不同文化、環境、教育等因素而產生不適應。
食衣住行真的是很好喔！有阿姨幫妳打掃家裡、洗衣服，有餐
廳提供三餐，住的環境、公司給的福利也非常好。把全家大小帶來
長住，讓他(先生)很放心。(E)
台灣義務教育學費很便宜！若公司沒有提供幫忙負擔學費，不
如回台灣。(C)
這個制度(教育津貼)是吸引我們過來的原因之一！(D)

決策後期
決策後期談論的是女性配偶抉擇後的適應，廣義的外派失敗還包含外派
期間的績效不彰，從了解配偶在先生外派後的生活適應，也能幫助我們了解
可能導致外派失敗的原因。
1.移居海外者的適應
(1)海外生活空虛無聊
移居海外後，家務均有公司代為處理，看似悠閒，但通常沒有生活目標，
精神上也很匱乏。由於海外的生活圈很小，可聊天的對象大多只有同公司的
配偶，如何排譴時間，便是一個問題。
海外生活無聊，我會看書、然後上網啊、或者是看電視啊，其
實，就是要自己找事來排遣啊！(C)
有時候其他太太會來我這聊天！講話啊！我都開玩笑說好像
住在高級監獄裡，哈哈哈！關在這裡沒事可做！(E)
他去上班以後，我就面對著四面牆，我覺得人是群居動物，是
需要互動的。…可是我感覺像是在養老！(D)
(2)日常生活的困難
在異國生活，畢竟不似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熟稔，要面臨到各種環境適
應問題。台灣的產業主要以代工為主，為了節省人工成本，許多公司便在人
工便宜較落後的國家或城市設廠，在這些國家最常遇到的為語言、飲食及醫
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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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形容小孩生病時，和醫生溝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什麼事情都要麻煩別人，跟在臺灣差別很大，很多事情在越南
自己沒有辦法處理，所以剛來的時候很不適應。…語言不通是一個
比較麻煩的地方。…講話要請翻譯，翻譯轉譯你講的話再跟醫生
講，就可能會有錯。(E)
在台灣，外食是很普遍的現象，雙薪家庭或週休二日上餐館是全家休閒
活動之一。相較於住在海外的員工及眷屬，雖然海外公司也會提供三餐，但
偶爾也想嚐試口味不同的飲食，然而外食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問題：
我們兩個，一個在大陸 2 年多，一個在大陸 8 年多，這麼長的
時間，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輕易地嘗試這邊的路邊攤，…畢竟他們的
飲食衛生還不是很 OK！所以我覺得飲食習慣是我們覺得最困擾
的。(D)
台灣醫療的品質、價格和方便性皆佳，格外突顯了海外就醫的不便利。
臺灣醫療比較方便！三步、五步就有一家醫院、診所啊！這裡
醫院距離都蠻遠的，最近的車程也要四五十分鐘吧。如果孩子半夜
發燒生病的話，在這很不方便。(C)
雖然先生公司在大陸工廠裡設置醫務所，但 D 對其藥品和設備並不具信
心。
在大陸的時候我的身體狀況比較不好，生病了也不敢到公司提
供的醫務所就診。因為我不太信任大陸廠的醫療設施，所以生病都
拖到禮拜六或日，我們再到澳門一家國際醫院就醫。(D)
(3)憂心子女教育
外派人員的子女教育管道有三種途徑，一為就地本土化，看好派駐國未
來發展，就讀當地學校。二為就讀國際學校，其好處為外語教學，可認識不
同國家的學生、具有國際觀，未來升學的方向以國外的學校為主。然而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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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育費用高，一般家庭多不採納。最常見的為就讀台灣在海外核准設立的
學校，如「台北學校」或「台商子弟學校」
，原因是希望子女小學或中學階段
可再回台就讀。不過隨著台灣實施「九年一貫，多元入學」
，聯考不再是唯一
升學管道，為培養多方興趣與能力，家長多半安排孩子於課後補習才藝，但
越南卻沒有相關的補習機構，再加上缺乏競爭性的學習，使得學生程度落後
台灣。受訪者表示：
這邊不像台灣可以補習、學才藝，學校只給最基本的，如果在
這就學，程度一定落後台灣的學生，待個幾年把孩子帶回去(台灣)
就會有程度銜接上的問題。(C)
即使 D 受訪者尚未生育也憂心當地就學品質不如台灣：
胡志明市台北學校的教學進度比台灣落後是比較頭疼一個問
題！如果我們在國內的話可以完全不擔心。(D)
(4)期待重返職場
研究中 C、D 與 E 是跟隨丈夫外派的配偶，D 與 E 都明確表示希望未來
能重返職場。實際情況是 D 目前尚未有子女，現階段自我發展的阻礙尚且是
丈夫的外派，不過卻已透露放不下孩子的心情，能否完成理想並不可知，目
前則較期盼丈夫的公司提供有意願且有能力的配偶工作機會。
小朋友生下來後我會把多半的時間放在小朋友身上。…個人生
涯計劃的話，我希望在他(孩子)就學穩定下來後重新返回職場。(D)
唯有我也在這裡工作，我跟先生長期居留的可能才會提高。…
如果公司可以提供工作機會，對公司也有正面的效益。(D)
E 則因意識到自我成長的停滯，於是對自我實現、重返職場滿是憧憬，
不過孩子終究還是母親心中與成就動機拉鋸的那個重要角色。
我會先把小孩子的事情安頓好，然後找個工作，工作穩定之
後，我可能會去學個英文，還是學一些工作上的技能，然後再去念
書。我覺得念書是充實精神的糧食，人是活到老學到老要不斷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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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可能等小孩子大一點，計劃再慢慢實現。(E)
2.留住台灣者的適應
(1)工作與家庭的權衡
分隔兩地的家庭，家務責任全落在未隨行的配偶身上。對有工作的配偶
而言，家庭與工作角色難兩全，此時的調整方向若非工作即是家庭。以 G 受
訪者來說，不放心小孩單獨在家，只能放棄業務的服務範圍。
因為小孩子晚上沒人顧我不放心，所以就把外縣市的客戶慢慢
的放給別人服務。(G)
F 則是將小女兒接來同住的希望延後：
本來預想大概三歲把她(小女兒，住在南部阿媽家)接回來，那
時候他還沒有外派，可是後來他到大陸去，所以大概要等到(小學)
一年級的時候才接回來，那時就算他還在大陸，我也要把她接回來
跟我一起住，但是目前不可能。(F)
(2)學習堅強
先生外派後，生活上難免遭遇挫折，此時缺乏心靈寄託之意表露無遺。
有時候人受委屈或是難過的時候，有個肩膀是很好的(G)
不過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上，中國人有一種適應環境的本能，如「堅忍」、
「順天」、「毅力」等信念，這些信念在個人遇到逆境與壓力時，增添生存的
力量。面對不知何時家庭團聚，又得一手扛起養育子女的家庭責任，於是 A
安慰自己必須自我調適。
害怕的時候沒有人安慰我，但要學會成熟。…我知道自己要去
面對一切，所以就去做就對了，事情遇到了去處理它，其他就不去
想那麼多。(A)
留台的配偶要獨自一人承擔所有家務，雖然受訪者都認為自己很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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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多重角色的壓力。
家裡的事情都要自己來，…煮飯、餵她們(孩子)吃飯，再洗個
碗，還要幫她們洗個澡，時間都浪費掉了，真正開始教小孩的時間，
頂多一個小時而已。(B)
一個家庭還是要有男人，如果沒有男人很多事都要自己出面，
像社區裡選委會的工作啦！…以前兩個人帶孩子去看醫生，因為不
好停車嘛，我就先帶他進去醫生。現在不是，現在我就要先找個地
方停好車再進去，而且還要先想好去哪一家醫院方便停車。…有時
候很重的東西也要自己拿！一些瑣碎的事全部都要自己包辦。(G)
(3)行動自由
在家庭角色職責上，男性比女性有更多的自由。因此，若不考慮與公婆
同住時，分隔兩地對女性配偶而言，更有個人行動的自主性。
我覺得他(先生)比較不容易限制我了，因為他看不到(笑)，我
反而覺得分開比較好，而且我也比較自由。…我可以跟朋友、同事
去逛街呀，或者是做一些戶外教學啊，回娘家的次數也比較多。因
為他有時候不喜歡我們亂跑。(B)
我的生活空間比較大一點，而且比較自由，他外派以後我要做
什麼就做什麼，要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我不用趕快回家。(G)
(4)子女缺乏模範與管教
傳統華人家庭的父親角色，除了提供家庭經濟、工具性角色外，也象徵
家庭權威的地位，與子女的互動多為子女行為的管教。分隔兩地的家庭，女
性配偶也同時肩負起父親的角色，這對習慣扮演情感交流的母親，是一個難
題。
我比較擔心小孩的管教問題，…女兒很怕爸爸，以前我老公只
要使個眼色，小孩就會聽話，但是現在要三催四請，好像反正爸爸
也管不到，可以任意妄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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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努力維持家庭關係
a.夫妻相處方面
夫妻之間互相強調對方的重要性。G 在先生返台休假時，採用下列幾個
方式突顯丈夫角色的重要性。
水龍頭、蓮蓬頭、電燈這些以前我會自己修，但是我現在都故
意不會，讓他知道這個家沒有他不行，讓他感覺到這個家真的很需
要他。(G)
受華人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夫妻關係有一種從角色衍生，對家庭貢獻
的感激之情，這種來自對家庭、孩子、公婆付出與犧牲的恩情，增加夫妻親
密情感的連結(利翠珊，1997)。當個人無法達到「好先生」
、
「好爸爸」角色規
範的要求時，會對妻子產生感激之情。
我覺得分開後他不那麼嫌棄我，反而覺得我很辛苦，我地位變
得不一樣。(B)
感覺分開以後他的脾氣不像以前這麼急。現在我說話也比較大
聲一點，跟他抱怨一下，他就會覺得他沒有在家裡幫妳，很對不起
啊怎麼樣的。感覺他會比較客氣一點。(F)
相反的，太太也能體恤先生孤單一人在海外為家庭而奮鬥，雙方互談間
多了一份甜蜜的負荷。
蠻感謝他為我們在外面辛苦，只是大家都是為這個家庭打拼，
有一個共同目標後會覺得生活更充實、更好。(F)
G 的先生離台到大陸工作前曾因負債酗酒、生活頹廢，當時夫妻關係降
到冰點，但因為外派事件使得雙方的緊張關係因時間、距離漸漸緩和，也讓
他們多了一項生命中的特殊經驗：共同走過艱苦的路，一起為家庭而奮鬥。
其實他是一個人在外面，我還有兩個孩子陪我。所以我一直覺
得我老公比較辛苦。(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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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空間拉開彼此距離，時間沖淡昔日衝突，加上感謝對方的恩情，子女
話題為雙方感情加溫，分隔兩地可重現舊日甜蜜。
相處上有小別勝新婚的感覺。(B)
可以感覺我老公去大陸以後，我們的感情越來越好，加上小孩
子是我們共同的話題，還有互相的想念，你知道那種感覺越來越
好。(G)
b.親子關係方面
當父親與子女無法朝夕相處，如何維持雙方的情感，正考驗夫妻雙方的
智慧。「情感的依附」及「辛苦的形象」為本研究配偶所使用的辦法。
通常兩天通一次電話，他一打電話回來就要聽聽女兒的聲音
啊，我也會要女兒多跟爸爸撒嬌、叫他趕快回來、說好想你(爸爸)
啊，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情感的維繫。(A)
我會跟孩子講：
「ㄟ爸爸在那邊工作好辛苦喔！」
，讓小孩子能
夠感受到爸爸在國外工作的辛勞，讓她們跟爸爸的感情都變好了。
(G)
父親角色的缺席，對家庭成員來說，是一種遺憾。無法共度家庭歡樂時
光也在子女成長過程中缺席，只能透過短暫的返台休假來彌補親子關係。
最怕的就是爸爸不在身邊(對孩子)比較遺憾。所以他回來的時
候會安排一些親子活動，盡力去彌補對小孩的虧欠。…一起出遊，
讓她覺得這個爸爸真的很棒！(G)
(6)學習「女主外」，發現自己長才
對 F 而言，先生外派前的家務分工為「男主外、女主內」，「拋頭露臉」
的工作均由先生代勞。先生外派後，接下社區服務的工作，才發現可以做的
比先生還好。
家裡有他(先生)在還可以幫忙分擔，少了他之後很多事自己要
去做，但是也不錯啦，可以認識很多人，有時候我覺得我處理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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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比他做得好。(F)
(7)缺乏與公婆溝通的橋樑
由於(公)婆媳立場不同，看到的角度也不一樣。先生不在身邊，無法替妻
子說話。
比較不好的就是要自己一個人面對公婆，有時候…他們(公婆)
看不到我做的事，所以不能體會我的感覺，心理頭感覺很鬱悶。(B)

小結
初聞丈夫必須外派，女性配偶多是震驚不已，尤其得面對未來諸多的不
確定，緊張與恐慌的心情不言而喻，不過令人印象深刻的還是女性配偶們實
際與理性的一面：受訪的女性配偶們皆能由外派可以提高家庭經濟所得來坦
然接受丈夫外派的事實。另外，台灣外派家庭也有類似 80 年代西方社會中兩
地家庭的非傳統婚姻(nontraditional marriage; Gross, 1980)型態，即與丈夫分開
各自獨鬥的家庭經營模式，只是妻子未必是為了職業生涯發展才下決定。
家庭移居的考量因素上，家庭移居者多因家庭情感依附、外遇隱憂、重
要他人影響力、公婆同住壓力、組織親善制度等因素移居；反觀不移居者的
原因為不願職涯中斷、不能適應海外生活、海外教育不符期望、冷卻婚姻衝
突，及收入最大化。不過受訪者考量的主因並不相同，從談話與觀察中我們
發現並歸納受訪者不移居的主因有：對 A 而言，孩子的(國語文)教育問題是
當下不移居的主因，B 亦為了教育問題留下，F 強烈的成就動機是主要原因，
G 則因面臨家庭經營的瓶頸於是留台。跟隨移居的受訪者中 C 乃出於家庭成
員間緊密情感的依附，D 極力經營夫妻感情，E 則願全心全意成為支持丈夫事
業發展的有力後盾。
與先前文獻相應可以發現：決定家庭移居者受家庭決策系統的影響最
深，她們普遍說服自己符合家庭角色期望，並扮演家庭權力關係中相對弱勢
的一方，這由她們多考量維繫家庭情感、多是接受家庭成員對她們在家庭中
的角色期待可知，即使是擔心外遇者也是出於捍衛家庭健全的壓力。不過從 B
受訪者曾刻意逃避與公婆同住而跟隨外派，可以發現婚後還得與非核心家庭
成員相處、同住可能加重國內婦女的生活壓力，此點是在西方研究場域之外
的獨特現象。另外一點還可印證文獻者，即決定家庭移居者 C、D、E 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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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親善政策是家庭移居有力的推進器。
反觀選擇留台者，除了 A 與 B 同樣也受家庭決策系統因素影響較深外，
F 展現出的強烈就業意願，相對地突顯了台灣女性勇於追求自我實現的一面，
即使職業婦女在婚後到最小子女上學前，是家庭角色需求高峰的時期(伊慶
春、簡文吟，2001)，也是嬰幼兒與母親建立親密關係的關鍵期，母親角色責
任負擔之重並不輸給有學齡子女者，但 F 卻仍選擇延後將孩子自南部接回的
計畫，可見 F 在事業成就上強烈的企圖心。而由受訪者 G 鼓勵先生外派來看，
其所展現的是女性勇於突破生活瓶頸、創造自身幸福，並一肩扛起家庭責任
的堅強韌性。
最後，比較移居者與留台者的生活適應可以發現，C、D 與 E 對於海外生
活的負面反應居多，缺乏社交、沒有工作、子女教育品質低落與海外生活的
不便利依然存在，反而留台的配偶還能有正面回應與成長。或許這可由留台
配偶的資源損失較少來解釋，雖然缺少丈夫的陪伴與家庭責任的分擔，但原
來的生活情境並無太大改變，尤其婦女本來就負擔較多的家庭責任，於是外
派對其而言或許只是與丈夫的分離，反而 B 與 G 受訪者提升了原來婚姻關係
的品質，多位受訪者的家庭經濟情況轉好，這些有形、無形與令其滿意的資
源獲得也許彌補了外派損失。但是移居者的資源損耗卻大得多，例如 C 與 D
辭去工作、三個配偶們都失去原來的生活環境，而他們最想獲得的資源如就
業、生活便利性、教育品質、安全感等卻都未能填補，難怪負面反應居多，
想當初移居者也是為了保存「健全家庭」此一資源才移居，不過為了保有家
庭本來的形式卻換來之後諸多的負面情緒，長期下若資源未取得平衡相信對
員工家庭與企業都不會有益，值得企業警惕，同理，兩地家庭是否就合宜也
得視未來是否還能維持資源平衡而定。

結語
本研究從質性訪談中發現影響配偶移居態度的因素有：不願職涯中斷(應
與工作投入有關)、不能適應海外生活、家庭情感依附(包含親子與夫妻感情)、
外遇隱憂、重要他人影響力、公婆同住壓力、海外教育不符期待、冷卻婚姻
衝突、收入最大化，及組織親善制度。相較 Konopaske 等人(2005)的西方研究，
我們提出了更多也更適合國內進行量化調查的影響因素，使有興趣者可以此
為基礎展開後續研究。再者，我們發現女性配偶們多屬於優先家庭利益者，
且都儘可能符合性別角色期望，移居者如此，不移居者也都是肩負教育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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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料家庭責任的一方，此點與過去文獻所述無異。另外，我們也發現可以
資源保存理論解釋配偶們的決策，他們都企圖尋求資源損失、保存與再獲得
的平衡。最後再深入討論幾點，分別是：重要他人涉入深、兩地家庭現象與
子女無法參與決策。

重要他人涉入深
外派雖然是外派家庭的特殊事件，移居與否則由外派家庭決定，惟其成
員仍不免參考大家庭成員的意見，西方也有質性研究發現：外派人員的職涯
抉擇亦受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人際網絡所影響，像是考慮和親人(祖父
母、兄弟姐妹、姨、叔)間的感情、需求與想法(Richardson, 2006)。本研究的
受訪者普遍也徵詢大家庭成員的意見，主要是夫妻雙方的父母。子曰「父母
在不遠遊、遊必有方」
。不管時代更迭，離開故鄉對華人家庭來說仍舊是件大
事，即使不遠遊的約束已少，遊仍有方。於是發現 E 與丈夫基於尊重和義務
會徵詢雙方父母的意見，即使父母們都反對卻不是影響外派的關鍵。受訪者
中Ｃ與 D 則在家人鼓勵下跟隨外派，其背後的動能還在 C 與 D 都受長輩教導
的傳統婚嫁與婦道觀念所影響，使自己承襲了過去於性別角色上的責任分
工。研究發現大家庭成員還以另一種形式的涉入來影響決策，如Ｂ就曾經因
為與夫家生活方式格格不入而追隨外派。與 Richardson(2006)的研究比較可以
發現，不論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外派家庭，皆重視與延伸家庭的感情與人際交
流，此點不因文化而有差異，但有趣的是在面對外派、移居等決策上，西方
親友們僅扮演意見參考的角色，不似本研究中的延伸家庭直接給予外派家庭
決策上的指示與壓力，介入甚深。從文化的角度來解釋，楊國樞(2004)認為儒
家文化圈內的東亞國家或地區(如中國大陸、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的人民
根本存在「社會取向」的特性，其根源自華人與環境互動的高融合與低自主
趨勢。是一種強調互依共生、角色責任、道德修為與順應環境的自我觀(陸洛，
2007)。楊氏並依互動對象的特性區分為權威取向、關係取向、團體(家族)取
向、與他人取向四項。由此觀之，我們認為華人的行為容易順應與其有密切
互動的他人，尤其是重視家庭倫理的華人更可能採納長輩的意見，於是在這
個長久被視為理所當然的氛圍下，長輩通常會直接地表達意見，甚至進一步
提出要求。或者因為與家人有著互依共生的情感與需要，使得個人發展還必
須考量家族發展，不能忽略家族成員的意見，才因此使家族成員展現出較為
強勢的行為。而媳婦有與公婆同居義務或許也能由此解釋，即家族成員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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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共生的必要，加上華人媳婦長久以來被要求將家族利益置於自我的自主性
之上，於是不只是同居，照顧翁姑也是婦女必須恪守的角色責任之一。

兩地家庭現象
本研究中外派家庭各自居所的家庭型態與 80 年代歐美國家中的兩地家庭
型態類似，惟配偶未必是出於維繫職業生涯之發展。台灣方面，不舉家遷移
的原因包括不滿意子女受教內容與認為缺乏學習競爭力、女性配偶本身不願
職涯中斷、不適應外派國生活環境，及繼續雙生涯家庭型態以求家庭收入極
大化等。本研究發現台灣父母希望子女接受本國教育的意志強烈，並且重視
競爭與有壓力的學習，因此當外派地區的教育環境非所企盼時，配偶於是伴
隨子女留台。重視教育而形成兩地家庭的情況並非台灣外派家庭所專有，過
去研究顯示日本社會傳統上將家庭重任託付給配偶，加上日本教育重視競爭
型，於是配偶也多半選擇與小孩留在日本，尤其日本還特別注重男孩必須接
受傳統的日本教育(Tung, 1982)。所以此點是否是重視教育競爭力國家中的外
派家庭皆有的考量，可為未來研究的方向。再者，從這些配偶都指出外派能
夠增加家庭收入一點，可以發現這些外派家庭對家庭經濟的提升似乎非常重
視，不禁令人思考是否接受外派的家庭與拒絕者的差別在於對金錢價值觀的
重視程度不同？亦或在其他價值觀上有差異？或許未來研究者也可以解答。
不管是怎樣的價值觀使外派家庭作出不移居的決定？從客觀因素來分析
可能比較恰當。我們推測外派距離並不遙遠(多在大陸和越南)可能是容忍得了
分離的原因。我們曾考量外派長短可能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但受訪者 F 與 G
皆表示無法預期丈夫會外派多久：嗯…他是說可能去一年、二年哪，那我們
想說一年、二年，好吧，那就去吧 !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也不知道到底要
去幾年(F)，外派多少年我都不知道…(G)。G 還表示並不要求丈夫早日回國，
甚至還考慮退休後有全家移居的可能：我一直想說再拼個十年，我們大家都
去定居也不一定，…這邊賺的錢到那邊去養老真的很夠用(G)。因此還有待未
來研究繼續考證。

子女無法參與決策
不論是本研究還是西方文獻，家庭決策鮮少聽到子女的心聲。在本研究
裡，移居者 C、E 的子女年紀尚小，無法表達意見，加上未就學，只要跟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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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身邊，外派環境對其的影響有限。其它受訪者家庭則因為子女無需面臨環
境上的變化，故認為外派應不會對子女有太大的衝擊。但對子女而言，不常
見到父親的心境究竟為何，不可知，尤其對小男孩來說，母職能彌補缺乏父
親作為角色模範的遺憾嗎？也許小小的心靈裡存在著比大人想像更多的成
熟、體諒與包容。
以下幾點為對管理與實務界之建議：
對長駐海外的外派人員來說，家庭成員的跟隨具有安定的效果，因此了
解女性配偶如何看待外派移居就顯得重要。研究發現子女就學與教育問題是
女性配偶，也是外派人員目前最關心的議題。組織可朝如何營造符合父母期
待的就學環境著手，在本研究中這些期待包括就近教育、補習教育與才藝學
習。研究中有外派公司補助員工子女就讀國際學校的例子，只要外派效益顯
著，企業應願意投入高額教育補助，若台商學校的教育內容不能滿足家長需
求，則在學校教育之外另行補助或者設立才藝中心或補習教育，可能是滿足
台灣外派家庭對子女教育需求的方式。
另一方面，組織應關照家庭成員在海外的適應問題，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因為外派家庭海外的不適應，常會造成外派人員的困擾，甚至放棄外派工作。
本研究發現，當企業組織能提供家庭友善的支援：如三餐、居住、外出派車、
教育補助等協助，是吸引家庭到海外居住的誘因。雖然外派家庭的支援費用
很高，但外派失敗的損失更大，這些包括薪資成本、培訓費用，更重要的是
潛在的機會成本，即到海外工作是為企業拓展市場，預期為公司帶來新的獲
利空間，當外派家庭在海外不適應，會浪費精神與時間整頓家人的不適應。
外派人員在海外的責任是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必須處理工作相關事宜。在
個人資源有限下，如何減少工作與家庭帶來的衝突，並使其全心投入在工作
上十分重要。再者，為減少人事開銷成本，外派公司已漸行當地聘僱，跨國
企業外派者，若非主管階層也是重要職。因此，如何安頓好外派人員的家庭，
更顯重要。
配偶的職涯發展亦是組織應思考的重點。國內已婚女性就業率已達五成
以上，其中不乏高薪、高教育或主管階級者，面對先生外派，除非放棄工作，
否則家庭得面臨分隔兩地的局面，也可能會發生後續的家庭問題。因此，針
對求知慾、成就感高的女性配偶，組織若能提供工作機會或者協助配偶在地
進修，使女性能夠持續增長見聞並保有未來就業優勢，減緩婦女失業的失落
感，相信有助於增加外派家庭的安定感。
另外，如何舒緩隻身派任者於海外生活的孤單與工作壓力需要企業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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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若是因而導致外派人員發生家庭問題，不僅影響外派績效，也會成為
組織的問題。因此如何妥善規劃員工休閒活動和生活管理，是組織應重視的
面向。外派人員難免需要與當地官員或廠商應酬，而華人喝酒的習慣是不醉
不歸。受訪者提到丈夫任職的公司曾發生至少兩起因為喝酒而身故的案例，
對外派家庭而言，是難以抹滅的傷痛。因此，組織如能儘量避免應酬文化，
或許也能減少員工健康問題及外遇機會。
最後一點建議給外派人員：別為了固守家庭經濟的工具性角色而忽視了
與子女、配偶的親密互動，與家庭成員間的情感疏離畢竟不是金錢可以彌補。
再給企業：請更認真看待家庭不移居可能對員工家庭的影響，營利之餘，善
待員工與員工家庭也是社會責任之一。
本研究因為時間、人力之故無法追蹤一個連續的歷程，只能描述受訪者
當時的意見及想法，部分議題則由於缺乏文本支持，因而無法更著墨於配偶
家庭發展階段的影響，或更仔細的說明外派移居的討論過程，為本研究限制，
希望未來研究者能精進。除此之外還有幾項建議：我們的受訪者年約 20 到 40
之間，多較年輕，年長的配偶是否會因為家中沒有子女牽絆，例如進入家庭
生命週期的空巢階段，所以考量因素會有不同可以觀察。再者，根據資源保
存理論，如果外派地區較先進或生活品質跟台灣相仿，或許女性配偶的選擇
和考慮又有不同，例如歐美地區的子女教育可能較令其滿意、自己也可以進
修等。另外，未來家庭決策方面的研究宜訪談所有家庭成員的意見，除了可
以觀察成員間團體動力的運作，更可以瞭解決策過程的全貌與權力關係的運
作。最後，高學歷、高薪、工作穩定性高、社會地位高的女性配偶對外派移
居的抉擇為何，令人好奇，本研究僅有一位受訪者符合上述條件，普遍態勢
還未知，可為後續研究探討。
本研究還有個發現：D、E 等幾位未投入職場的個案女性在訪談最後都表
達了對未來求學或者就業的渴望，可以知道雖然這些女性在個人資源(能力、
學歷、財力)、環境資源(組織親善制度未提供就業輔助)上受到限制，或受到
傳統性別角色信念拘束，但對自我實現仍有期待，也存在自我成長的需求。

註釋
(1)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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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how wives made the decision on
whether to relocate overseas, and how they deal with their husbands’
expatriation. We found that wives could make joint decisions with their
husbands about relocation, but not about expatriation. Wives may even
decide to live separately from their husbands. Some of them didn’t
relocate due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ir own career perspectives,
not being able to adjust to foreign environment, poor lo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readjusting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and maximizing
family income. The others followed abroad due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firming family affection, preventing affairs, meeting significant
others’ expectations, avoiding living with in-law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No matter what they decided,
wives were all strong supporters of their family, putting family welfare
at the forefront.
Keywords: expatriation, wives, relocate oversea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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