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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

赴美待產女性的國界規訓經驗

康庭瑜（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本文聚焦於台灣赴美生育旅遊，分析目的地國在出入境口的國界管理如何規

範日漸盛行的跨國生育旅行，而從事跨國生育的女人又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國界

規訓。本研究訪談美國國界管理者並分析相關的次級資料，包括國界管理者的受

訪資料、聲明稿、政策和法規文件，以了解國界管理的政策、法律和執行；同

時，本研究也與台灣赴美生育旅遊的女性進行訪談，探問她們受到國界規範的經

驗。這些研究資料指出，對於生育旅遊，目的地國在出入境口的國界管理是非常

新自由主義式的，即，若是你經濟自主且資本累積能力高，則國界歡迎你進來。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國界邏輯看似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寫成，實則有其性別面向：女

人的生殖性被標誌為國家的財務風險。這些跨國生育旅遊的女人被出入境口國界

管理者依年齡、婚姻狀態等分類檢查其生殖可能，高生殖可能者再依資本能力分

類檢視，篩檢出好的生殖性和壞的生殖性。這個高度浮動的分類實踐，在赴美生

育女性當中建構出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亦即指認自己的法律地位是浮

動的。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有幾種特徵：第一，它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

主體意識；第二，它也是階級化的主體意識；第三，它有時也是種族化的主體意

識。

關鍵詞：生育旅遊、國際遷移、新自由主義、性別、身體、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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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赴美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

生育旅遊（birth	 tourism）有時也稱嬰兒旅遊（baby	 tourism）或

母體旅遊（maternity	 tourism），指懷孕的女性到採取出生公民權

（birthright	 citizenship）的國家生產，在懷孕至產後之期間居住在該目

的地國，以使其子代取得當地的公民身分。在許多東亞國家，懷孕

的女人出國生育旅遊是近十數年來盛行的現象，儘管如此，卻仍較

少文獻從實證資料的角度討論。過去有針對以愛爾蘭為目的地的生

育旅遊研究，多從法律、政策和再現分析的觀點來討論（Fanning	and	

Mutwarasibo,	�00�;	Harrington,	�00�;	Mullally,	�00�;	Tormey,	�00�），	  1 

也有文獻開始討論中國產婦赴香港生產的「雙非子女」所帶來的社會

和政治經濟效應（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01�）。以美國為目的

地的生育旅遊，雖為現今生育旅遊的主要脈絡，且其人數、相關的法

律管制和輿論中的緊張也日漸升高，但目前國內外幾無研究介入。 2 

而美國也是台灣最盛行的生育旅遊脈絡，因此成為本研究聚焦所在。

美國根據其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採取屬地主義（jus	 soli）的

國籍規範，「凡出生或歸化於美國並受其管轄之人，皆為美國及其所

居之州之公民」，外籍父母的孩子若是在美國出生，則孩子取得美國

公民身分。這項規定吸引了想為孩子取得美國公民身分的父母到美

致謝辭：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會寶貴的意見。本文為科技部補助計畫「赴

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之部分研究成果。

1	 愛爾蘭過去採屬地主義公民權，但已於 �00�年經由修憲公投廢除此制度。
�	 目前對於美國脈絡的出生公民權研究，以法律和政策分析為大宗，甚少實證研

究，且主要聚焦在無證（undocumented）移民女性所生育的子女（如 Huang,	
�00�;	 Ignatow	and	Williams,	 �011），尚無針對生育旅遊（持觀光和其他短期訪
問簽證短期停留的女性）所發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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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生產。根據目前粗估的資料，赴美的生育旅遊族群主要來自中國

大陸、台灣、南韓和土耳其等地（Chang,	�01�/1/�;	Davies	 and	Boyle,	

�01�/�/1�;	Johanson,	�01�/1/�0）。

台灣赴北美的生育旅遊，可以被放在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彈性

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的家庭策略來理解（Ong,	1���:	100;	

Waters,	 �00�）。彈性公民權的概念發展於 1��0年代末期，最初用來

討論包括台灣與香港等地中產和菁英階級的家庭，為累積經濟、社會

和文化資本，透過投資和子女教育等方式，把部分家庭成員和資金送

往北美，使子代獲得當地的公民身分。這種公民身分與忠誠和認同脫

勾，成為全球化潮流中家庭資本累積的一種策略。

支撐著彈性公民權現象的是一種非常性別化的家庭分工。過往研

究指出，彈性公民權的家庭策略中，多半由男性擔起經濟的角色，女

性則擔任生育勞動者的角色，比如隨子女赴北美的伴讀媽媽（study	

mothers），正是這種家庭分工的產物（Chee,	�00�;	Waters,	�00�）。生

育旅遊符應了彈性公民權文獻所描繪的家庭跨國累積經濟和文化資本

的欲望，也符合彈性公民權概念中的性別分工：妻子赴美擔起生育勞

動者的角色，雖然看似具有較高的跨國空間的能動性（transnational	

spatial	mobility），但其能動時常是由於她們從事生育勞動所伴隨的不

能不動。

相較於上述的赴美伴讀媽媽，生育旅遊中的赴美女性涉及不同的

生育勞動階段，過往彈性公民權研究所聚焦的脈絡通常是關於「跨國

養」的經驗，生育旅遊則是關於「跨國生」。與跨國養的經驗相比，

跨國生的女性在過去數年間經歷了目的地國政府對移動女性的生殖

性日益升高的治理興趣。近年來，台灣家庭赴美的生育旅遊在經濟規

模、輿論和法律規範等面向上，都發生了重要轉變。早自 1��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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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南加州的台裔移民便開始發展接待台灣生育旅遊者的服務產業。

�000年代末期，隨著中國大陸赴美簽證鬆綁，早期的台灣生育旅遊

業者往中國大陸攬客，中國生育旅遊者加入，使得南加州生育旅遊經

濟的規模快速擴張。到了 �010年，美國的全國性媒體、南加州當地

媒體及加州數個公民組織，開始聚焦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赴美者和相

關業者，針對生育旅遊現象提出批評。

來自地方的輿論關注持續升高，促生了美國政府對赴美生育旅遊

的各種管理措施，對生育旅遊女性的規範逐漸緊縮，相關規定亦快速

變動。這些新興的管理手段可分兩個層次：第一，美國政府在國界上

的出入境口採取一系列國界管理措施；第二，美國政府也在國界之內

進行查緝（Johanson,	�01�/1/�0;	Medina,	�011/�/��）。前者發生在國界

上，以海關（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為主要治理機構；

後者則發生在國界之內，以洛杉磯地方政府和移民署（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為主要治理機構。兩者的治理空間、

治理機制、參與治理的國家機構都不相同。本文的研究範疇聚焦於前

者─國界上出入境口的治理。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分析國家在出入

境口針對赴美待產女性的國界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手段如何想像和管

理生育旅遊中的女體和生殖性，跨國生育的產婦又如何回應此快速變

動的治理。

研究發現指向以下兩點。第一，支配這個出入境口國界治理方

式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國界邏輯，即資金充裕且財務自主的理性經濟

人，方為國界許可的移動者。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規範雖以性別中立的

語言寫成，但在實踐時卻十分性別化，女人的生殖性被特別標誌出

來，因為它被認為會對國家造成較高的財務風險。女性移動者被依年

齡、婚姻狀態等分類，篩檢其生殖可能。確認懷孕者再依其資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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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區分為合格的生殖性與不合格的生殖性。第二，面對此高度浮動

的分類，這些移動的女性在通過國界時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主

體意識（legality	as	a	mode	of	subjectivity），即指認自己在法律上的分

類是高度浮動不確定的。這種主體意識有幾個特徵。首先，它時常與

階級主體意識交纏，由於國家將移動者的法律地位分類與資本能力綁

在一塊，這些跨國生育的女性，透過建構階級主體意識，重新確認自

己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我是有資本能力的人，因此是合法的人），

這種階級化的主體意識也時常與種族化的主體意識結合（台灣人是有

資本能力的人，因此是合法的族群；墨西哥人是沒有資本能力的人，

因此是非法的族群）。其次，這種關於法律地位的主體意識，經常是

一種非常身體化的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s）：女性採用各種身體

規訓，使自己符合國界管理者對低財務風險的女人身體的想像，讓自

己安全落入合法的身體類別。

透過這些研究發現，本文希望能填補幾塊文獻的缺口。第一，美

國雖為目前生育旅遊的重要目的地，但仍缺乏聚焦於此脈絡的國內外

實證文獻。第二，目前關於生育旅遊的研究，多半是政策和法律分

析，幾無實證的經驗研究資料，本研究聚焦於移動者的經驗，分析她

們如何接收和回應國界管理的法律和政策，從移動者的主體意識和身

體化的經驗出發，檢視國界管理。第三，雖有文獻探討過香港、愛爾

蘭等生育旅遊目的地的國界政策和法規如何想像及對待生育旅遊的女

人，然而，這些文獻較少指出新自由主義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本

研究希望能指出美國脈絡中，新自由主義在針對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所促生的性別權力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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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國界管理、生殖與性別

愛爾蘭的生育旅遊研究指出，在愛爾蘭的公眾討論中，生育旅遊

的女性都被高度種族化（racialized）且性化（sexualized），她們被想

像為國家的終極他者（ultimate	Other）。政策制定者和媒體討論生育

旅遊時，通常聚焦於來自非洲的女人，並想像她們是性活躍的女人，

不但違反愛爾蘭的家庭和性的價值，同時也違反愛爾蘭的國家與國籍

的價值（Lentin,	�00�;	Tormey,	�00�）。這個外來者的形象衝擊了愛爾

蘭長期以來單一種族國家的論述，最終導致愛爾蘭透過公投取消了出

生公民權的規定。

雖然愛爾蘭是對於移民女性生殖力的恐慌導致修憲更改公民權

的首例，但國家對於移民女性生殖力的恐慌與規範欲望卻早就不是新

聞。長久以來，女人的性與生殖是國家權力施行的重要場域。Michel	

Foucault（�00�）指出，私人的、瑣碎的性實踐，都是國家凝視之眼

時時監控的地方。這個論點在移民和跨國族關係的研究中更進一步被

證實，比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邊界，時常透過對於特定種族的

性監控來完成（Stoler,	 1���:	�），而女人的性實踐就是這種監控的核

心目標，各種性的道德論述和道德經濟圍繞它而開展。女人的性實踐

不是私人的選擇，因為她們生殖的身體是國族的。外來女人的性與

生殖因此是國家權力需要嚴密監控的場域。國家對國土邊界與國族

女體邊界的想像是重合的。在捍衛國家領土的論述中，女人總是被

當作國土的象徵。和國土一樣，她們等待被捍衛，呼應了主體／客

體、男性／女性、愛國者／國土的二元對立。她們也同樣不能被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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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女體的邊界便是國家的疆界，國族主義的論述時常將女人的生

殖力描繪成國家存亡的關鍵，因此也認為需要防備異族女性的生殖力

（Kanaaneh,	�00�:	��;	McClintock,	1���:	��;	Yuval-Davis,	1���:	�）。

由此觀點來看當代國家對於跨國移動女性的性與生殖監控，則

更能解釋許多相關政策。許多國家對於女性移民進行常規性的懷孕

檢測，也有國家採取一旦懷孕就遣返的政策（Lan,	�00�a,	�00�b，

United	Nations,	 �00�）。也有國家的人口政策獎勵某些族群的女人多

懷孕生育，另一些族群則未受此獎勵（Collins,	 �00�）。國家的國界

監控機構（如台灣的移民署）則常規地檢驗移動女性的性實踐是否符

合主流論述想像的性實踐，符合者才能被歸類到「真結婚」的移動類

屬，得到法律保障（陳美華，�010）。

總之，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一件事：國界管理者時常恐懼國家的他

者透過女人的生育力來侵犯國家／國界／國土的完整性和純粹性。這

種對於女體和女性生殖力的道德恐慌，使得國家對於其國界的管理也

非常性別化。移民女性的生殖力被問題化（problematized），被描繪

為失控的性與生育。移民女性被看成最有潛力翻轉一個國家或國族的

公民權秩序和國籍秩序，她們是國家想像陌生人和外來者時最重要的

符號（Lentin,	�00�）。

（二）新自由主義的國界管理邏輯

上述文獻指出對於國族外來者的恐懼如何造成對跨國移動女性

的生殖力的道德恐慌，本研究的資料將進一步呈現，這種恐慌時常與

國界管理的經濟理性算計交纏。近十年來，跨國移動文獻越來越注意

新自由主義的角色，國界在判斷誰是合宜的入境者時，越來越著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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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的經濟貢獻和財務能力。針對經濟貢獻高和國家財務負擔低的移

動者，移民法規時常制定較彈性的國界鬆綁條款，如新加坡設立科學

園區，其中科技人才享有類公民權利（Ong,	�00�:	1��-1��）；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追求市場自由化，簽訂協議讓商務專業人士在北美國界間

更自由地流動（Sparke,	�00�）；還有台灣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曾嬿

芬，�00�）。在傳統的文化認同、系譜和正義原則之外，國界政策越

來越重視經濟與效益的理性計算。

這股浪潮被稱為國界的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	of	

borders）（Varsanyi,	�00�;	Varsanyi	and	Nevins,	�00�）或公民權的消費

化（consumerization	of	citizenship）（Rose,	1���:	���）。新自由主義的

國界管理模式將人口依其市場價值分類，以法令規範誰能進入國界，

或誰能較快速地進入國界，使得擁有資金者能更快速地跨國流動。同

時，政府治理的私有化和市場化邏輯，也顯示刪減福利支出成為新自

由主義時代的基本倫理：財務自主且不依賴福利者，才是國家理想的

移動者（Lonergan,	�01�）。

本研究試圖在上述文獻中加入性別與生殖的視角，指出在新自

由主義的國界管理模式下，財務自主者才是合格的移動者，在此邏輯

中，女人，特別是具有生殖力的外來女人，其財務能力如何被國界管

理者計算。本研究的資料將說明國界管理邏輯中的經濟理性計算看似

性別中立，然而隱身其後的是何種性別化的想像，國界管理者對跨國

女性生殖力的恐慌與控制，受到何種階級（財務能力）的影響，這些

現象又對女人的跨國移動帶來怎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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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遷移者的主體意識出發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環繞兩個面向：一方面分析新自由主義的國

界管理政策和法規如何想像女人的生殖性，另一方面探問懷孕的女人

作為移動者，如何經驗這些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的規範。關於後者，

近年已有國際遷移的文獻開始注意跨國移動者遭遇國界管理規範時，

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研究通常以無證的移民為對象，  3 指出國家使

用「合格或不合格的國界入境者」分類，製造出合法和不合法的合法

性（legality）分類。這分類除了是一種法律上的地位，更是一種社會

權力關係，打造出跨國移動者認知自己在法律規範中的位置的主體

意識（il/legality	as	a	mode	of	subjectivity），因此合法性和法律地位也

可作為一種主體意識來分析（Chavez,	�00�;	De	Genova,	�00�;	Willen,	

�00�）。這些研究指出，合法性作為跨國移動者的主體意識，指的是

跨國移動者如何指認自己在所處法律分類中的位置，及其與法律環境

相伴而生的社會位置。許多研究者強調這時常是一種身體化的主體意

識（embodied	 subjectivity）。不認為自己擁有合法性的移動者，認為

自己在公共空間隨時可能被其他人指認為違法者，時時想像自己處於

被稽查和遣返的狀態，產生想像的自我監控眼光，因而採行躲藏和移

動等各種身體策略來回應。

這種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國界管理規訓跨國移動者的重要

�	 許多中文文獻將 undocumented	 immigrant譯成「非法移民」。本文譯為「無證
的移民」，乃因此譯法較符合 undocumented	 immigrant一詞的發展脈絡：國際
遷移研究以之取代 illegal	immigrant，正是為了批判後者忽視了「非法」（illegal）
的社會建構性，亦即所謂非法者被定義為非法的過程中的任意性和權力關係，

同時也批判「非法」一詞對於無證移動者的標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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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移動者在入境後的身體管理、空間移動、時間經驗，都受到

他們自我指認的法律位置所影響。許多研究討論無證移民的日常生

活經驗，發現他們受困於兩種結構壓力：一方面因經濟推力等結構

性的跨國移動需求而前往目的地國，另一方面則受到目的地國生活

環境的監控。此違法的位置作為一種主體意識，使得這些移動者在

目的地國的公共空間移動時，發展出一系列的身體知覺（embodied	

consciousness），包括感官和身體的警覺、身體受監控的自我物化

感、指認自己的膚色為空間侵入者等；這些身體知覺惡化了既存的種

族支配，如膚色成為違法性主體意識中的重要成分，並強化了既存的

經濟支配，比如違法性主體意識使得移動者更願意接受低廉的工資、

較願意在條件惡劣的空間工作（Gonzales,	�011;	Gonzales	 and	Chavez,	

�01�;	Hiemstra,	�010;	Willen,	�00�）。

本研究探問赴美生育旅遊者如何接收並回應出入境口國界管理政

策對她們的分類和規範，而貫穿其經驗的核心概念正是法律地位主體

意識。赴美生育旅遊者在通過國界出入境口時，被新自由主義國界法

律分類入特定的法律地位，這些分類如何形塑受訪者當時用來理解自

己法律地位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與移動者的階級和性別主體意

識如何互動？又帶來哪些身體化的知覺經驗？本研究在生育旅遊的脈

絡裡探問法律地位主體意識，希望能與上述無證移民的法律地位主體

意識文獻進行兩種對話。第一，上述文獻聚焦於無合法居留證的移動

者，常將其法律地位視為給定且長期固定的狀態，從而探問其法律地

位主體意識，然需注意的是，跨國移動者的法律地位往往是模糊且浮

動的，這是由於移民法律地位分類的詮釋有其模糊空間，且法律位置

會隨社會經濟或其他條件而變動。許多研究已指出，持有簽證入境的

短期工作者可能因簽證延期申請失敗而成為逾期居留者，婚姻移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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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國界管理者複查其性實踐、認定不符合國家想像的正典而成為

不合格的入境者，此外，不同的執法單位也有不同的執法架構和分類

合法性的標準，浮動地影響跨國移動者自我指認的法律地位，本研究

的脈絡更是如此。赴美待產者在不同階段面臨不同的執法架構，本文

的研究問題則聚焦在赴美待產者面對出入境口執法時，如何自我指認

法律地位。以下的研究資料將顯示，生育旅遊者在通過國界時是否被

歸類為合格的入境者，其判準會因國界管理者對資本能力的分類和對

女體性化的想像而浮動。因此，本研究指出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一個

高度變動的過程，在動態的社會權力關係中時時被重新協商。第二，

討論生育旅遊脈絡也同時為跨國移動者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文獻加入

性別的視角。作為一種銘刻在身體上的經驗，法律地位主體意識的構

成非常性別化，而這在過往的文獻中尚未被充分討論。生育旅遊的法

律地位和女人生殖的身體緊密關聯，更是性別化的國界規範銘刻身體

的重要經驗。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這個研究是一個更廣的生育旅遊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所使用的資

料主要來自訪談和次級資料分析。訪談包含了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和

非結構式的談話。受訪者有兩類：第一，有赴美待產經驗的女性，包

括研究者在美國生育旅遊的主要目的地洛杉磯進行田野研究時找尋的

受訪者，以及由研究者的社交網絡推薦曾有赴美生育旅遊經驗者，再

由這些受訪者進行滾雪球的抽樣方法，共計 �1位曾赴美生育旅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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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訪者。第二，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包括美國海關移

民官員、台灣移民署駐外單位。這類訪談資料主要說明美國對於生殖

的女體移出與移入國境的想像，以及國家如何規範這些遷移。本研究

也採用次級資料分析，聚焦於相關國界管理機構發布的文件和訪談資

料，包含美國海關的政策文件、公開受訪資料和新聞稿，以及抗議赴

美待產團體 Not	in	Chino	Hills的聲明稿與網站文章。本文之英文訪談

與英文文件皆由作者翻譯為中文。

（二）研究場域概況

本研究的赴美待產女性受訪者多半來自中產和菁英階級的家庭，

家中主要收入者職業依出現次數排序：企業主、專業人士（工程師、

醫師、教授、機師、企業管理階層等）、金融及投資自由業、業務。

受訪女性在赴美前則以全職家庭主婦為最多數，其次是專業人士（工

程師、老師等），其中許多受雇者在赴美前已辭職。

赴美待產者大約於孕期後半段啟程，多數在產後數週至兩個月間

待嬰兒出生文件和旅行文件辦妥後返國。多數受訪者於待產期間獨自

停留在美國，居住於為華語赴美待產者開設的待產和月子中心，或另

外租用房舍，與其他家庭成員跨國分居，這種跨國分居的家戶結構與

上述性別分工有關。由於多數丈夫擔任家中的經濟供給角色，需在原

生國工作，待預產期或預定剖腹產日期接近方能赴美短暫停留。

說明赴美生產的目的時，受訪者都解釋主要是為了下一代的求

學與就業，若更進一步分類，部分受訪者是因為不認同台灣的教育方

式，部分受訪者則認為台灣的就業環境不景氣，對子女那個世代的工

作者來說，薪資報酬較優的工作機會在台灣會大量萎縮，也有許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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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同時提及兩者。少數受訪者也提及自己的偏好，如自己或配偶曾

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居住或就業的正向經驗，期望能在未來和孩子一起

赴美生活。多數受訪者計畫讓孩子在年紀較長時前往美國受教育，計

畫的年齡從幼兒園至大學不等。也有受訪者已有較具體的計畫和行

動，已在美置產和規劃投資，並在寒暑假將孩子送往美國接受短期語

言和其他教育，預計在幾年內舉家遷移美國，或若丈夫工作不允許遷

移，則由自己和孩子遷移美國，丈夫留住台灣。這些關於未來規劃的

資料，符合過往彈性公民權文獻對於台灣中產和菁英家庭教育移民的

描繪：為了子代的文化資本和未來的經濟資本而建立起與北美的連結

並取得公民權，母親陪伴子代前往北美，父親留在原生國擔負家中經

濟角色，公民權作為生活和家庭資本累積的策略而非認同與國族忠誠

的來源等。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是由丈夫先提議赴美待產，其次是共同提出，

最後才是由赴美女性先提出，這可約略呼應過往彈性公民權的研究發

現：許多赴美待產女性看似是空間能動性高的群體，但這種能動是附

隨著子代的能動，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是不能不動。由丈夫提議的

赴美待產家庭中，妻子反對的主要理由，是擔心自己一人在美無法處

理生活、法律問題和懷孕健康與醫療問題，特別是初產婦與先前無赴

美經驗者；在家庭溝通過程中，被用來說服妻子的理由主要是母職的

倫理論述：為了將來孩子好，當媽媽要辛苦一點，其次是丈夫負責蒐

集法律與醫療資訊，安排赴美行程，為妻子排除各種風險。而由妻子

先提議赴美的家庭中，妻子或其家人多半有在國外居住的經驗，先生

反對的理由主要是經濟支出考量；而在家庭溝通過程中，說服先生的

論述包括投資與報酬的經濟理性計算：生小孩只要四十萬，小孩念美

國公立學校的支出以及未來與台灣相對的薪資結構，以及由妻子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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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濟安排。

台灣赴美待產者的主要目的地是加州，又以南加州洛杉磯為中

心。根據本研究訪談當地產婦中心經營者和居民，並參考當地新聞，

台灣產婦到南加州待產，自 1��0年代就開始了，早期多半是在加州

有親友，抵達加州後借住當地的親友居所待產，符合傳統的連鎖移

民（chain	migration）理論。然而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赴美待

產人數逐步增加，並開始投宿於產婦中心，老牌的產婦中心也更加產

業化，並且出現大型連鎖經營，使得赴美待產的經驗去私人化和專業

化。其中，跨國的代辦中心讓移動的待產女性不再需要像過往連鎖移

民所描繪的，多數是在目的地國有可靠的社會網絡才會進行移動；代

辦中心提供有效率的移動資訊和安排，將過去跨國社會網絡提供的信

任和勞動市場化。由於在所有華語人口當中，台灣女性是早期最主要

的赴美待產者，業者也多為台灣裔，直至近年才漸漸有中國大陸業者

參與。部分業者會在台灣和中國大陸跨區攬客，因此來自兩地的待產

婦時常混居在同一機構。

來自台灣的待產婦多半住在台灣裔或中國裔業者在加州經營的產

婦中心，這些機構大致可分兩種：一種為大型待產或產後護理中心，

雇有司機、廚師、保母等，許多是連鎖經營；另一種為孕婦民宿，規

模較小，也較不建制化，經營者只提供住宿，產婦若需要司機、保母

或餐點服務，則須另請民宿或自行安排，這些機構雖稱為民宿，但和

一般民宿不同，以接待待產婦為主，在宣傳和行銷上主要針對赴美待

產婦，在設備上配有產前後所需的各種公用設施。這兩種機構通常與

國內的代辦機構合作，或有獨立的線上宣傳平台。兩種機構多半隱身

於住宅區，有些是獨棟房屋（house），內部數個房間分別接待不同

的待產婦，另一些是幾間相鄰但獨立的公寓套房（condo）。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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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食宿、醫療到後續的公民申請辦理，一個產婦的花費大約是

1.�至 �萬美元不等。

�010年前後，由於美國給予中國大陸的簽證大幅增加，來自中

國大陸的產婦人數快速成長，這些產婦中心的數量也隨之遽增。近

年來，經營者逐漸從華語居民為主的城鎮往外拓展，朝白人及拉丁美

洲裔居民為主的鄰近城鎮移動，商業化的月子和待產中心也推向更遠

的地區，雖然不如洛杉磯周邊城鎮密集，但北向舊金山，南向聖地牙

哥，都能見到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接待台灣和中國待產婦。

也由於過去約十年間，月子和待產中心在洛杉磯周邊的華人城

鎮大量增加，並且開始向外擴展至非以亞裔為主的城鎮，這些新設

待產機構的目的地城鎮在 �010年出現了反赴美待產的社區組織，以

華語待產婦和產婦中心業者為主要抗議對象。Chino	Hills就是這樣的

城鎮：抗議這些待產中心的社區組織 Not	 in	Chino	Hills在 �010年於

Chino	Hills成立，鄰近傳統華人為主的城鎮，赴美待產機構近年來開

始擴張移入 Chino	Hills這個原以白人和拉丁美洲裔居民為大宗的城

鎮，當地居民因而組成反赴美待產的組織，在地方和全國性媒體及洛

杉磯議會進行抗議行動和聲明。

該組織發起的多起抗議，論稱赴美待產是濫用美國憲法的漏洞來

詐欺福利政策，造成繳稅者的負擔，應予以禁止。「他們正在佔美國

便宜」成為此抗爭的主要基調，一份公開聲明指出：

我們絕不能再讓任何人利用憲法第十四條來佔美國便宜。其他國

家的人們被允許購買我國的公民身分。產婦中心已氾濫於整個加

州。我們需要改革移民規範來防堵這個漏洞。對於說謊的簽證申

請者，需要更嚴厲的罰則；提供低水準服務的生育旅遊業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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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負更嚴格的刑事責任。這不是憲法第十四條的目的。這不是美

國夢。（Not	in	Chino	Hills,	n.d.）

自此，美國的大眾媒體開始廣為報導台灣和中國孕婦赴南加州生育旅

遊的現象，美國政府的國界管理單位也開始回應此收緊國界的公共訴

求，這些回應構成了赴美待產女性的跨國界經驗。面對輿論對於生育

旅遊日益升高的關切，美國政府所研議和採納的治理手段可分兩個層

面：國界上出入境口的治理，以及國界內的治理。本文的分析聚焦於

前者：探討美國政府在日漸高漲的反生育旅遊訴求下，針對生育旅遊

的女性通過出入境口程序所採取的管理手段；同時分析赴美待產的女

性如何理解和經驗這些變動的國界管理手段。

四、政府在國界上的治理：性別化的經濟理性

自從社區團體的抗議行動促使大眾媒體廣為報導生育旅遊現象，

美國政府便開始採取各種治理手段。�01�年，當媒體持續關切外籍

孕婦赴美產子潮時，海關首次以書面正式回應媒體對於生育旅遊的討

論，發布處理孕婦入境的程序。這份標準程序指出：

並沒有任何法規能用以禁止懷孕的外國人進入美國國境。每一

次的入境都依據移民官的個別判斷，若是移民官判斷為有可能

成為美國政府負擔的孕婦（即移民官判斷為需要依靠美國政府

提供醫療照護費用的孕婦），則可被拒絕入境⋯⋯懷孕的女性必

須提供證明文件，說明已準備足夠的保險支付所有費用，以及

提供文件說明此行沒有在美國定居的意圖。（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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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陳述首次公開以新聞稿聲明海關在面對疑似懷孕的外國人入境

時，所發展出的常規程序：第一，確認是否懷孕；第二，若是懷孕，

則確認資金充足，不會成為國家財政負擔。

入境者的身體被性別化，從而被要求提供不一樣的資訊。新自由

主義在這種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宣告「若是你財務自主，則國界

歡迎你進來」，然此國界邏輯有其性別面向：女人的生殖性被新自由

主義國界管理想像為更高的財務風險。

在海關人員的每日工作實踐中，這個標準程序意味著他們常規地

檢視女人的身體來辨認其生殖性，揀選出可能懷孕的育齡女性。一位

洛杉磯機場移民官受訪時指出此常規操作：

我們要是看到疑似懷孕的女人，就會詢問她來美國的目的和停留

期間，看有沒有佔用我們醫療資源的可能。她們之中很多人都說

謊，若有說謊的證據，就遣送回去。

首先尋找懷孕的女人，其次要求提供額外的財務相關資訊，包括入境

後的空間和時間計畫及其資本能力資訊。國界管理者特別挑選出懷孕

的女性，確認她們是否符合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邏輯中「財務自主的

個體」，成為國界想像中合格的入境者。

出入境口國界監控人員是檢視財富與進行分類的第一線工作者，

對於入國界者的性別、生殖性、資本和給付能力進行常規的檢視。這

種依據資本和給付能力決定是否准予入境的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在

當代並不少見：許多國家的移民政策對於高階白領和資本階級都訂有

相對寬鬆的入境、居留和公民權取得規定，在這些政策裡都可見到這

種依資本能力分類和檢查的邏輯。然而，這些移民政策的規定多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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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性化的語言寫成，被呈現為不分性別、只分資本累積能力的規定。

而海關每日檢查懷孕移動者的例子，進一步加入了性別的成分，女性

的身體被常規性地鎖定，其生殖性成為標誌─生理特徵標示出處

於生育期或正在懷孕的女性，也標示了她成為國家財政負擔的更高風

險，因而需要被進一步確認資本支付能力。總之，不僅懷孕的女性移

民本身可能成為阻礙國家資本積累的負擔，高生殖性的女人也被描繪

成可能帶來使用財政資源的子代，因而比沒有生殖能力的群體更需進

一步檢查和詢問。在此常規運作過程中，海關交錯運用性別、外觀上

的生殖可能性及資本能力等分類，從中篩檢出需要高度控制與排除的

群體。

赴美生產者的海關經驗也複證了這個常規程序：約莫半數受訪者

沒有被詢問是否懷孕（她們都採取了遮掩懷孕特徵的各種身體策略，

詳見後文），而經海關人員詢問且確認為懷孕的受訪者，幾乎全都被

要求回答關於資本能力的問題，包括孕婦本人和配偶的工作，並須出

示給付能力證明。其中僅有一位未被要求出示具體資金證明文件而仍

准予入境。受訪者出示的證明文件包括存款證明、工作證明、或隨身

攜帶的現金和各種支付工具等。被詢問財力文件者之中，出示財力資

訊者全數通關，僅一位受訪者未準備財力證明，向移民官表示自己沒

有打算在美國生產，最後移民官員僅給予她一個月的居留時間。

面對國界上出入境口之執法，赴美待產者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

是認為自己處在一個模糊的法律空間，需要在通過海關時，經由執法

人員確認自己的生殖狀態和經濟能力，法律地位方能確定。受訪者

N、N1的解釋是典型的例子：

雖然他們﹝代辦中心和有赴美生產經驗的朋友﹞都跟我們說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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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生小孩不違法，但就是有耳語說聽說過有人過去生小孩被海關

攔下來遣返⋯⋯這就變成一個灰色地帶。（N）

去美國生小孩不違法。美國人也出來說不違法。真正違法的是你

去生又不付錢⋯⋯我們的確沒有要用美國人的錢生小孩。但他

說孕婦要帶夠錢才可以入境，可是多少錢才是夠，沒人知道。

（N1）

進入國界之前，這些赴美待產女性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模糊的，認

為其合法性要在抵達機場、經海關執法人員認可的特定時空中才能確

定。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一種高度

身體化的主體意識；第二，它經常與階級和種族主體意識交纏。

五、跨國移動女性回應國界治理：身體管理

受訪者認為赴美生產的法律地位模糊，且在過海關之前無從確

認，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時常是一種身體化的主體意識，認

為身體的生殖性是使自己更可能被出入境口國界管理者判定違法的主

要標誌。這種身體化的經驗表現在受訪者的幾種身體管理方式上。

第一，生殖的身體需要管理，因此，管理體重和肚子大小普遍成

為受訪者身體規訓的重點之一，受訪者 K和 ST就表示：

通關沒有什麼麻煩。去之前就不要吃太胖。我肚子很小。吃太胖

就一副孕婦的樣子，人家不查你也難。（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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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婆怕我吃太多，他怕我沒辦法進去美國，所以他會阻止我

吃。（ST）

體重和身形控制是受訪者普遍採用的身體策略。其他身體策略則如受

訪者Ｊ所言：

我老公很高大，1�0幾公分，我很嬌小，我走在他後面，在過海

關在問，就都沒有被發現懷孕⋯⋯我還有聽過年輕一點的肚子小

一點的，看不出來，不戴婚戒，不會想到你其實懷孕。（J）

這位受訪者指出，在身體的生物性特徵方面，胖瘦並不是生殖性的唯

一標誌，年齡也是。除了肚子和年齡這些身體的生物性特徵之外，身

體文化性特徵（比如婚戒等裝飾物）的象徵意義，也是會指認出女人

潛在生殖性的身體標誌，因而也是需要管理的身體特徵。

第二，除了生殖的身體會提高被歸類為違法的風險，性化的身體

（sexualized	bodies）也被受訪者想像為另一種在通過海關時有法律分

類風險的身體樣態，需要管理。婚姻狀態於是在受訪者的想像中成為

兩難：一方面，婚姻被想像為高生殖性的標誌，如受訪者所說「不戴

婚戒不會想到你懷孕」；另一方面，許多受訪者認為國界管理者會高

度性化沒有婚姻的女人，未婚的女人不受歡迎，因此也需要準備可標

識已婚的證明。N的說明可以解釋婚姻狀態的兩難：

我那時肚子很小，其實看不太出來，他﹝過海關時的移民官﹞根

本沒有看出我懷孕。那時他居然還問我結婚了嗎。還好我有帶我

先生的工作證明，就拿給他看，說我結婚了。之前有聽說要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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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又年輕的女生一個人去美國會被刁難，因為怕你跳船去那邊想

結婚或是賣淫。一定要說你已婚或是說你有男友。（N）

這個「未婚女性過海關的風險較大」的想像在受訪者中十分普遍，它

將不在異性戀婚姻中的女人性化，認為性化的女人跨越國界後，會透

過性化的身體進入異性戀關係而定錨（anchor）於目的地國，因此是

國界管理者高度監控的對象。受訪者的資料指出她們對於身體的兩難

想像：一方面，已婚女性會因為生殖的可能可以定錨，因而需要檢查

自己的生殖狀態，另一方面，未婚女性則被想像為因性化的身體進入

婚姻關係而定錨，因而也需檢控自己性化的身體。

上述資料顯示，跨國生育的女人面對海關執法時，其法律地位主

體意識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經驗，亦即「我不確定我合法不合法，但

我的身體可能使我更可能被懷疑為違法」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

識。也因此，這些跨國生育的女人對於自己進入國界的身體採取雙重

規訓：一方面認為國界管理會排除具生殖力的女性身體，因而對自己

生殖的身體─無論是生物性特徵，比如體重，或文化性特徵，比如

婚戒─進行嚴密的自我監控。另一方面，她們也想像國界會性化未

懷孕的單身女性，因此不僅需遮掩生殖性，還要否認自己的性和性化

的身體，藉婚姻來保證她性化的身體對國界不具威脅。

六、跨國移動女性回應國界管理：建構階級主體意識

除了上述的身體管理，赴美待產者面對海關新自由主義式的檢

視，也建構階級主體意識來協助確認她們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雖然

海關發布的管理規則說明赴美待產僅需「足夠」的醫療和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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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許多受訪者表示，由於不確定多少金額的財力證明才會使她們被

歸入合於規範的類別，在準備財務能力證明文件時，她們便採取「越

富裕越好」的策略。

許多受訪者因此將海關發布的管理規則詮釋為「有錢的人合法、

沒錢的人違法」的階級化國界法律想像。受訪者 S便說明「比足夠

更足夠」是財務資訊準備的關鍵：

反正我就是帶足夠的錢，說明你不會要他付帳⋯⋯其實你最好帶

比足夠更夠的錢。像﹝受訪者Ａ﹞，她家底很足，她帶薪資證明

存款證明，直接跟海關說我就是要過去生的，海關也是讓她過，

還問她需不需要更長的簽證。準備多少錢真的有差。（S）

在這個「比足夠更足夠」的想像背後，是法律地位主體意識與階級主

體意識的互動，由於赴美待產在海關的規範中是有條件的允許，赴美

待產者自己指認的法律地位是浮動而模糊的，例如多少金額是足夠、

海關的裁量權等。受訪者將此國界政策想像為「有錢合法，沒錢違

法」，為了抵抗將她們指認為違法的論述，許多受訪者都以自己所屬

的階級（我不是沒錢還要過去生的那種人、家底很足的人）、擁有的

經濟資源（薪資證明、存款證明）試著把自己與國家所建構出來的違

法主體區隔開來。因而在訪談中許多受訪者都強調自己因為是經濟上

充裕的人，以此強化「我不是非法者」的主體意識。

法律地位主體意識除了與階級主體意識互動，有時更與種族／國

籍主體意識交纏。墨西哥裔移民是常被提及的參考團體：

他們﹝海關﹞其實不是覺得你去生小孩違法。他是覺得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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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生小孩還用他們的資源。所以我們跟墨西哥那種沒錢過去

生⋯⋯不一樣，你帶夠錢他就勉強讓你通過。（Z）

這類想像試圖建構族群與階級相互符應的二元論述（墨西哥人沒

錢因而是違法的，台灣人有錢因而是合法的），來理解自己所處的法

律位置，抵抗進入違法的主體位置。

這種與國族／階級主體意識交纏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其中常見

的參考團體除了墨西哥移民之外，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生育旅遊者：

他們不是要抓我們。他們針對的是中國人。很多中國人生了就把

帳單賴給美國，反正也只生一胎，不要再回來就好了。我們都是

乖乖繳帳單。（Q）

需要注意的是，受訪者準備通過海關所需的財務資訊時，都大量憑據

配偶的財務資料，這有兩重分析意義：第一，它說明從事跨國生育勞

動的女性在建構階級主體意識時，性別分工在此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

色；第二，它也指出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邏輯對於性別分工、市場

經濟和國界的性別偏見。受訪者所準備的財務資訊最常見的有幾種形

式：一、現金形式，包括旅行支票與現金等；二、銀行提供的財力證

明；三、在職證明或其他形式的職業證明。在提及財務資訊準備的受

訪者當中，後兩種形式若非僅以丈夫的財務資訊作為證明，就是以妻

子和丈夫的財務資訊共同呈現，並無單獨使用妻子職業證明或銀行資

訊的情形。受訪者解釋時提及兩個原因：首先是由於上述「財務能力

越高越好」的想像，認為自己的財務能力可能不足，故需加上丈夫的

財力；其次是因為受訪者多為家庭主婦，無持續的收入證明，或是為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

了準備生育及赴美而已辭去工作，個人財力證明中的資源不足，也無

職位證明。

受訪者準備財務資訊的經驗，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國界政策的性別

面向。雖然「經濟自主者國界才歡迎」之規範是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寫

成，但此規範在實證場景中被操作和使用時，卻是性別化的後果。女

性退出經濟市場以進行生育勞動，其跨國空間能動性的前提，是依附

在家庭／丈夫的經濟市場價值下，因為在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的算計

中，女人的價值必須依配偶的經濟市場價值來計算，而她們藉以建構

法律地位主體意識的階級主體意識，也是依附著家庭中男性的經濟位

置來創生。這是由於退出經濟市場以從事生育勞動的多數是女人，特

別是跨國從事生育勞動往往意謂著女人離開原本的國家／勞動市場／

文化，因而缺乏市場經濟中認定的財務貢獻。一方面，退出勞動市場

為了家庭進行跨國生育勞動是女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國家卻僅認可

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者為國界歡迎的經濟自主者，不認為女人的生育勞

動貢獻使她們有資格得到入境許可或公民權利。就跨國界移動權利的

給予而言，新自由主義計算的是經濟市場的參與和貢獻。對新自由主

義國界管理者來說，無償的生育勞動並不能計入對於經濟和勞動市場

的貢獻─儘管在勞動市場上生育勞動是有價的，且生育勞動養育的

下一代公民也對國家財務具有潛在貢獻。

七、討論

�01�年底，一名預計赴美待產的孕婦在台北飛往洛杉磯的班機

上產子，經新聞披露，引發大眾媒體和各種新媒體上的公眾意見對於

赴美待產的注意。這些討論多聚焦於赴美待產女性的道德危機，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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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再現為「不負責任的母親」、「貪小便宜的女人」、「缺乏國族忠誠

的女人」、「利用孩子鑽法律漏洞的女人」等。 4 在這些再現背後，本

研究希望能探問的是，究竟是怎樣的母職、家庭和國家的結構，讓這

些懷孕的女人即使面對潛在的道德風險、醫療風險甚或法律風險，仍

懷有跨國生育的欲望；而此欲望又使她們落入怎樣的法律風險。更重

要的是，本研究也呈現此處的法律風險在這些女人當中建構出何種身

體化的主體意識。

研究資料指出，這些女人多半使用母職的論述來解釋自己為何選

擇承受醫療、法律和倫理風險而赴美，說明自己橫越太平洋到異地生

產，主要目的是讓子代取得第二國的出生公民權，以及較優質的教育

資源和就業機會。這些女人看似具有高度跨國空間能動性，但在許多

受訪者的經驗裡，這種能動也是一種不能不動，許多受訪者起初並無

意願赴美獨自承擔法律和醫療健康風險。

這些女人的跨洋移動看似具有高度能動性，但其中的移動經驗受

到各種規範。依據美國出入境口國界管理政策，財務自主者方被國家

視為合格的入境者，這個看似性別中立的論述，用在生育旅遊的國界

管理中是高度性別化的，因為女人的生殖性被看成一種財務風險。女

性入境者的生殖性也因此被常規地篩檢。

面對這種國界管理操作，赴美待產者認為海關的國界法律規範是

模糊的，因此指認自己的法律地位是模糊的，且唯有在特定空間和時

間中，即海關檢視其生殖狀況和資本能力時，才能被確定下來。這種

�	 比如將她們描繪為讓子女暴露於風險之中的母親（自由時報，�01�a/10/1�），
也有報導指出赴美待產傷害台灣形象或批判雙重國籍者缺乏忠誠（邱瓊平，

�01�/10/1�；聯合報，�01�/10/1�），或批判她們過海關時隱藏懷孕體態傷害台
灣形象等（自由時報，�01�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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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一種身體化的主體

意識；第二，它時常與階級主體意識甚或種族主體意識交纏。首先，

由於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時常是一種身體化的知覺和經驗，

赴美待產者發展出各種論述與身體實踐。在準備赴美的過程中，她們

時時認為自己的身體會增加自己被判定不合法的風險，因而必須嚴格

管理體重等生物特徵和婚戒等文化特徵，使其符合低財務風險的女人

身體特徵。除此之外，她們亦須避免讓它被當作性化的身體，因為在

她們的想像中，性化的身體和生殖的身體同樣會被辨認為違法的身

體。其次，為了回應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許多受訪者建構了階

級主體意識來確認自己的合法性，這是由於國界管理政策受到新自由

主義影響，致使生育旅遊者將國界想像為高度階級化。這種階級主體

意識有時會與種族主體意識交纏。許多受訪者提到某些種族的懷孕女

移動者沒有錢，而台灣生育旅遊者有錢，因此產生「台灣人／中產階

級移動者／財務負責的移動者／合法」而「墨西哥人／勞動階級移動

者／財務不負責的移動者／不合法」的想像。

本文希望上述研究發現能與目前的文獻進行幾種對話。第一，目

前關於生育旅遊的研究多半是法律、政策和文本與再現分析，幾無實

證資料。本文除了鋪陳國界管理的法律與政策實踐之外，進一步蒐集

跨國移動者受到國界法律和政策治理的經驗，希望能更全面了解國界

管理政策對生育旅遊者的影響，並使用法律地位主體意識作為貫穿移

動者經驗的核心概念，分析這些女人遭逢國界管理時的身體化經驗。

第二，跨國遷移研究中，討論法律地位主體意識的文獻時常聚焦於無

證移民，並描繪他們指認自身的法律地位是一種給定且長期的違法狀

態，將違法與合法（作為一種法律地位和一種主體意識）之間的關聯

想像為僵固的二元對立狀態。本文討論赴美待產者模糊且變動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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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主體意識，指出法律地位主體意識如何可能受到時間和空間形式

的形塑，並在不同的時空形式中浮動。此外，本文為既有的移民法律

地位主體意識研究加入性別的視角。第三，目前關於生育旅遊國界政

策與法律的討論，較少指認新自由主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希望

在美國的脈絡中指出，新自由主義在催生生育旅遊國界管理中佔有核

心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愛爾蘭生育旅遊的媒體再現和公眾討論研究指

出，種族主義在大眾對生育旅遊的理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種族的

他者的恐懼，催生了對種族他者女性生育力的恐懼，也因此成功地推

動公投廢除出生公民權。本研究的發現並未直指種族論述在生育旅遊

國界管理中的重要性，但這並不表示種族排他主義在美國脈絡的生育

旅遊討論中不存在；事實上，許多美國媒體再現和公眾人物對於生育

旅遊的評論都常有種族化的論述。愛爾蘭脈絡的種族與生育旅遊研究

聚焦於分析公眾言論，如媒體再現、政治或公眾人物的相關發言等，

本研究則聚焦於政府部門的公開文件與訪談─在這些內容中，法

律政策與實踐都被嚴謹地用政治正確且種族中立的語言來描述。未來

可參考愛爾蘭研究，在公部門外的言論中尋找種族論述，分析種族在

媒體再現和公眾討論中的重要性，並指認種族如何在此脈絡中協助形

塑公眾對生育旅遊者的想像。本文討論自台灣赴美的生育旅遊者的經

驗，尚未能與其他種族的赴美生育經驗相比較。未來研究可考掘自其

他國家出發的生育旅遊者的經驗，比較當中對不同種族生殖性的經濟

潛力的建構，探究種族與新自由主義的互動模式。

本文聚焦於國界上出入境口對於生育旅遊的治理手段，並分析跨

國生育女性如何經驗和理解這些出入境口的治理。需要注意的是，出

入境口的治理並不是政府管控生育旅遊的唯一手段，國界內的執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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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口的執法一樣，在社區團體的抗議之後逐步展開。這些國界內

治理如何進行，赴美待產者又如何經驗這些治理，其與新自由主義的

關聯是什麼，都需要更多的關注與分析。國界上出入境口的治理主要

針對赴美生育的女人，國界內的治理則主要針對生育旅遊業者。 5 洛

杉磯地方政府自 �01�年起，以消防、居住安寧和房屋分區使用規則

為由，取締華語月子中心並開罰鍰。移民署則在 �01�年查緝洛杉磯

的幾處華語月子中心，準備以稅務和簽證詐欺等刑事罪名起訴其負責

人。相較於本文所聚焦的出入境口治理，國界內的治理並不以赴美待

產女性為直接對象。本文所訪問的赴美待產女性，雖皆經歷過海關的

詢問和檢視，卻未有任何一名受訪者在居留美國期間遭遇洛杉磯政府

或移民署登門查察。然而，這並不表示國界內的執法沒有形塑這些女

人的跨國移動經驗。國界之內的執法與赴美生育的女人在當地日常經

驗的關聯，往往由私部門相關產業業者中介（Kang,	�01�）：業者受

到社區團體的檢舉和政府規範，對待產者進行日常生活空間的各種控

制。受限於篇幅，本文聚焦於國界上的治理和赴美待產者的通關經

驗，未來有待更多研究探討國界內的治理樣態及其與新自由主義的關

聯，以及赴美待產者在當中的經驗與協商，以期進一步理論化不同治

理類型的差異。

�	 國界內的查緝最初以洛杉磯的華語月子中心為主要對象，並不針對赴美待產

者。唯一的例外是在 �01�年 �月，中國籍的赴美待產者原本允諾留美擔任證
人，協助聯邦政府指證月子中心等業者的簽證詐欺及稅務詐欺等罪名，然而十

名證人提前返回中國，聯邦政府因此發布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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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ng Birth Tourism: The Flow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Tingyu Kang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oi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text	of	birth	tourism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alyzing	how	border	 regulators	manage	 this	 increasingly	

popular	phenomenon	and	how	birth	 tourists	 experience	 and	 react	 to	 the	

regulations.	The	methods	 are	 twofold.	Firstl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border	 regulators	 and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secondary	

materials	 to	obtain	 information	 regarding	how	border	 regulators	manage	

birth	 tourism.	The	analysis	of	 secondary	data	mainly	 focuses	on	policy	

papers,	public	 talks,	and	press	 releases	by	officers	at	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Secondly,	 this	 study	 is	 also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birth	

tourists	which	 inquire	 into	 their	 experiences	of	border	 regula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e	 regulation	of	birth	 tourism	 is	 largely	governed	by	a	

neoliberal	 logic.	That	 is,	 only	 financially	 autonomous	 and	economically	

competent	transnationals	are	considered	qualified	for	entry.	This	seemingly	

gender-neutral	 border	principal	 is	 in	 fact	 highly	gendered,	 as	women’s	

reproduction	 is	viewed	as	 a	 financial	 threat	 to	borders.	Border	 regulators	

regularly	 scrutinize	women’s	 reproductive	 status	 and	categorize	 them	

into	 “good	pregnancy”	and	“bad	pregnancy”	according	 to	 their	 financial	

competence.	This	constructs	an	embodied	subjectivity	among	 the	women	

that	surrounds	their	vague	and	volatile	legal	status,	leading	to	their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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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surveillance	of	 their	 own	 reproductive	bodie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women	build	a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legal	status	is	racialized	

and	classed.	They	construct	birth	 tourists	 from	other	national	 and	class	

backgrounds	as	a	racial	and	economic	Other	 to	draw	boundaries	between	

themselves	 as	 the	 legitimate	visitors	 and	 the	have-nots	 as	 the	outlawed,	

unwelcomed	“black	sheep”	in	the	ever	expanding	flow	of	birth	tourism.		

Keywords:  birth	 tourism,	 neoliberalism,	 border	 management,	

pregnancy,	migration,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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