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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都甫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鐵路還說車業為興):

台灣鸝於「非正式部門 J研究的一些誤解

其*毅*

摘要

關「非正式部門 j的研究，近年來關始在台灣出現。本文以設提斯( A. Portes) 所寫<非正式部門>之飯點為

藉著評析陳小紅與周鳳之<台北市路邊說車業之研究:以非正式部門草草>一文，指出非正式鄧~~活動是棺當異質與

If 其特俊應放在特定社會 、 經濟與歷史的脈絡中加以分析與考察 。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infonnal 血cωr "have appeared in Taiw扭 扭the last few y開IS. Based On the concep註on

infonn剖面前or propose挂byPort間， this article review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n infonnal sector in T;祖W血

indica!臼that informal 阻ctor activiti臼 缸'e very heterogeneous 阻d dynamic,Their ch缸acte討sties should be
yzed and e祖mined in the 可ecific s也ia1， 也onomic and h盟ω.rical contex的.

on June 10, 1987.
Regional planni咚，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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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最近台灣用 f非正式部門 J概念(以下獨稱IFS )

，進行的社會研究照始大量出圾。就目前已故集到的資料

來看，理論和文獻回顧以陳小紅約<開發中國家都市「非

互式部門」之研究>(以下簡稱<陳文> ) ( 198是 ) 為主

;質證研究已完成的有鍵級及路邊說車兩篇碩士論文，也

都是棟小紅指導的。這篇短文的白的在評析據小紅及周鳳

合寫的<台北市路邊說車業之研究:以非正式部門觀>(

訟下簡稱<洗車» .以它作為代表來討論棟小紅所l領導

的IFS研究的問題。

由於此文史獻回顧部分，其結構、分類和結論部和陳

小紅 1984年的論文非常相似，所以要分析<洗車>概念上

的偏失，其實單單當先評述陳文才對;然而<據文>和<洗

車>在理論上都有相同的盲點，為了那讀者建立。討論的起

點，在拉特將波提斯 ( A. Portes) 1983年的文章全文

認諱，附於本文後，因為:(1)設接新的文章是從宏觀約鑫

史過程來闡述IFS的形成及其意義，可提俠讀者個清

楚的護念柴構:(21它彌干瞎了<洗車>所遺漏的歷史性詮釋

的部分; (31它簡短的居顧 了<洗車>所提及的主聲學派 ，

並指出它們的缺點;(是)它有瞬確的社會意義，不是偽稱中

性的「學術研究j而已。希望讀者能先讀過長於正文的附

錄，如此在討論的過程中，較易掌握<洗車>所犯的概念

上的錯誤。

波挺新此文發表於1983年，但其辯證之精衛和清晰，

致今仍然有效。唯一可惜的是它辛苦重於廢史結構的分析，

無法顧及非正式部門的各稜宿動的特殊性、和相哥哥約機制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另外補充說明。

對於<洗車>一文，我們將分三部分討論:卜)理論筒

題;白預測及建議約總題，的IFS研究在台灣興起的社

會意義。

二、<洗車>的各種問題:

(一1<洗車>約1里論問題 :

<洗車>一文在斑論.:ro由理論支持的重建證分析上，

有下列七個主要的問題:

I.概念上仍是「現代化理論J蔽的.

<洗車>全文把f就業J問題辛苦成一自然現象，認為

人必須就業是理所當然約事。然而從人類展史的角度來看

. r 就業 」 是相當新的現象 ， 農業社會祖大部分的人都是

從事終生生產活動(訓，自給自足、簡單商品交換) .在

資本主義工業化之後，原來佔多數的農民才被迫脫離維生

的土地，變成一無所有，且必須受僱( r 就業 J )來賺取

工簣，以便購買消費品養活自己和家庭。

件。

131企業 ( 生產單位 ) 本身的組織及經營方式 。

(是)活動本身:有些活動很難以上述三者一般的樣準來

葭分FS/IF日，伊j宜口袋社會和色情活動。



。

宮前~M放對外投資的措施，截至主要把原來非正式的「

資金外流 J 加以正式化(反識的是此刻正好有所謂「熱錢

j 問題-@P I 資金內流j 的非正式化 ) ，原來動搖間本的

瓷金外流變成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之一;所以，沒有一必

然的定義 o

以上不厭其煩的列舉各因素可能的特性，是要說明l

FS是被FS界定的 ， 孺FS的形成是一特定的歷史程序

。在討論台灣的IFS之前，必須先說明白草草FS的特性。

<洗車>沒有這項說明，是假設f非正式部門」有一

普遍的特性，而讀者有此共識。其賀這問題是從前一間星星

延伸出來的:帥，它假設f正式部門」有一直是定的規範'

是不必分析的，是發展自然約趨勢。

3.閥混濁J單位的法機地位來讓分FS/IFS :

<洗車>歸宗踴義，在第一暈、第三節:研究範閻種

說: I 本研究基於洗車業特性的考慮 ， 採周是否為 合法營

業執i認為正式/非正式行業之分別。 J

我們完全不能向主意這穫區分法.[，!j為它是靜態的、狹

義的，且只從執法者的角度來看 IFS。的使 ILO或 jjt

界銀行也不會錄取此舉一的界定標擊。如果說為了方便而

必須徐此操作性約定違章，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賀讀

分析完之後，應有明確的修正和補充 0 <洗車>沒有此補

充，顯然不是還繭，而是鐘論上的失誤，它以為:非正式=

非法營業。

舉例來說:修車店不鎮薪水的學徒 ( P . 5 1 ) .顯然
是IFS的僱個關係;電動洗車店如果擺闊低薪、沒有合

約、沒有勞保的工人. fl\l<洗車>約定義 ， 它仍然是f 正

式部門」。自理，按Jlt定義，公營企業永途是FS ·它們

大籃僱賠臨時人員、短期工人約非正式情況都不在考察範

園內了。又如王永麗的工廠(絕對有執同) .在勞華法通

過後，解聘工人，迫其改組為合作ffd: I 承攬 j 工作項昆來

逃避〈勞基法;)(局薄遇. 1986)。在<洗車>對 IFS

約定義下，這也不算是IFS的研究對象。

如果我們周意 IFS概念約言重點就是在於 FS/ IFS

的動態晶晶聯和其嚴史過程，那麼<洗車>一文在界定研究

純國時，已把研究結論預設進去了。(因為它說研究範圈

可以用有無營業執照來盛分，是[，!j為洗車業有此特性。還

是一借古典的街星星論證的繆誤，裁者應當很容易看出。其

實「特性 J!@i.是研究的結論，胡}先被閑來界JE範皇宮)因此

<洗車>的研究課題: (11路邊說車約研性 、 成毯 ; (21路邊

說車與相關正式行業者之闕係; (3)洗車業發展約過勢及策

略。 ( P .3 )它們可能的解答，和針對課題所能提出的假

說，都已被 f研究能閱 j相當程度地限制死了。

4 正式/非芷式部門的結構鵑係說明不全 .

出於上述理論上的總題.<洗車>對FS/ IFS 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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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就更少要考慮:

III受僱者受到村 麼保障 ?

在勞蓋章法公佈 ( ft真正接執行)前，台灣的勞工地位

。除了一部分公營和社營

自行制度化了聘僱和解約約程序外，所有的受儷

。

(2)工作的條件如何 ?

台灣各種勞工法令執行該為鬆嗨，勞工傷殘忍拉幾乎為

'勞工的安全與衛tt~無保障，都是IFS。

安全而言，如果新的環保法令通過

，台灣大部分約工廠就其目前造成公寄來看，勢

度化後大盤轉為地下化(IFS化)或擅自閣。

，裂主是記有案的工廠數

中央日報. 1987) .其中一大部分是都市計還

還鐵定之遠怯。此法令乏所以沒有嚴格執行，是因為社

的生產組織無法負擔工作/居使憲i分嚴明的都市基礎燈

，所以有意容忍這龐大的IFS的存在。

(31企業的組織和綴營的形態如何 ?

當制造化的受僱闊係(例如工資、驅車j、退休金)對

T說來成本過高或彈性不夠嗨 ， 說會把生產組織轉向非

巳化。例如整個菇、造業的發小包作業方式，在聽工廠的

作棠，保險業的撥給作業(或是台灣頗負感名的安麗

甸的葭銷系統，基本上都是把E堅定工資改為計件式的支

f法 或是 IBM等跨國公司 ， 在台的國 際縛包 (

以行為，都是為了降低資芳在固定生產組織上必要

寸. I間有意使之非正式化的 。

是)活動本身的狀態如仰?

、式/非正式相互界定約程序不一定是循I竄線演變的

?繪色情行業的歷史就可惹出FS/ IFS的動態話題聯:

蝦，使色情IFS化;教近又要開放特種營業登記

t色情特底 ， 是想把大量IFS活動再加以正式化 。

:如黃食獎賽正式化的過程中，銀樓的反草草就充分的

TIFS活動如何嚴葷的受到FS約影響 。

因為這過程是動態的，所以這個偶因素在不間的社會

、地展及歷史階段，都有不闊的特性，我們只能暫時的界

定它們，而無法建立一個頭論上具管是毒性的界定。間此當

我們要草書用別人文繳控的概念時，必須把它放在台灣現寶

，可是<洗車>卻沒布這樣做。它沒有

:繞在台灣發展的接史紛投為何?

?賠泊位丟在本元素來@)答上列

就板車j陀言，除草公保、勞保所在草草革的少數人口之外

，其他勞工也都是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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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置在有第四章專論之· i是其解析也是相當片闊的 。 這翠的

理論架構應該是由關2- 1 :FS/IFS翎係假設 。 ( P.I是

)發展出來的。正密為FS/ IFS約界定車里舉是有無營

業執餘，立研究的範劉限於洗車業之內，所以它呈現的只

有敏的結構關係 op :路邊洗車/電動洗車/修車店的岡

行哥哥係) .和片蔽的縱的關係(例如:家庭製臘紙、切貨

中心和路邊洗車的關係)。

細究來看，贊證資料和分析的重點都集中在織的結構

上(或為新古典的概念說，是集中在供給間內部的結構)

。然;而我們宏觀地辛苦路邊說車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撞的位

登時，可以發現內部結構根本不是關鍵性的問題，哥哥縫在

於外部結構(縱的結構}， @P1苛求 、 供給和市場磯市j三者

的結構鶴係。街單地說，就是誰洗車、替誰說車，多少錢

才沒等等。<說Iii>沒有清楚的分析縱約結槽，更沒有分

析第三向度時筒(或壓史)的結構'13l此它無從掌握路

邊洗車的真正結構上的功能， gp : (她)他們發供的草草恆

、有效率的勞路，使社會少數有車階級能以極小的代償j煩

利地再生產。

這才是路邊說車業存在的哥哥鍵性原弱。這種E支援的、

路接的(例卸:計程車。計程車能廉價的說車，也是降低

營運的成本，使經常坐計程車的人的消費水平不致提高)

社會關係約結構，在<洗車>裙，都消失了。這{聽盲點在莫

爾是 I :路邊說車業與相蹋業者之關係筒。( P.63 )更為
研顯地暴露出來。

這個閩中，上下及左邊都是活動性的actort唯獨右邊

不是actor而是產出的勞態 ， 使社會關係被掩護了 。 試說

明如下:

一一隘的上下是麗君家機器的actor ' <洗車>認為他們

經常 f剝削 j洗車業者。

一一濁的左側是貨品及勞草草輸入的來源，也是在lactor

來標示(材料行和零售筒，但家庭工廠不見了)。

有趣的是闊的右側應該是需求函的acto間，作者自

己也用六角形框框來表示是消費者的位置， i旦框框

袒卻是讓出勞蕩的發類，不是actor。這樣一來路

邊說車在結構中關鍵性的社會關係，可能是最殿軍

約不平等關係，就從劉ι1極消失了。我們如果將

右側三個框框裡分別改為「高收入汽車主 j 、 r $

i投入汽車主 」 、 「 私人司機 j 或 f 計程車司機 j 等

，部隊康價洗車供變了什竄入、它被那個給唐剝削

，就甚為胡顯了。

在理論上<洗車>並沒有辛苦重於顧客社會錯級的區分

，在質證資料上也缺乏遠方jlij約數悔。戀卷中就沒有試鷗

區分顧客的社會階級( P.99 )，但至1<3 - 31、已32和3 “ 33

( p.p.47-49)又有顧客職業絨的分類，不知給何處得來

。旦分類中最大一項是「其他 J (
'使得分類的用意極不明確，

級分佈 0

6. 部門內的社會串串係 ( 尤其是位置I])

<洗車>把部門內釣社會賠廢都親為向

話，楚小規模，家庭化的活動，但並不表示它內部

差異。<洗車>的問卷沒有涉及此認題(事質上IF

階級特性很可能無法透過問卷來與;最)。除了第26頁

3-6之外 ， 實證分析幾乎沒有在論草草之解說這個單草草IJ

受訪記錄鵝婆來看，從業人員的社會關係至少可定位

僱主、受僱、自權、地圭和家庭無價勞動等約階級差

它們和FS的性質有無不悶，<洗車>沒有說坊。

<能車>更完全忽略了很別和家庭結構在IFS 時

角色。作者提供的實證資料顯示，男女在路邊說率結l

係中有巨大的差異，例如:女性從業者{占61% (表3-

p.18)遠高於全閱婦女勞動參于與率 ( 40% ):相對民

所謂正式部門中，女性從業者只佑12 . 5% ;女性汽車主

顧客)卻只f占總顧客的日 96 (表3舟， p.1日 ) ，只有另

約十分之一!受訪從業人主革中 · 26 . 2% (各項最高者，

3-16' p.33) 進入此行業前從事 「 家管 J '也就是無{

動者(不是<i洗車>所說的開霞勞動力)，她們進

業後仍然從事「家管J '這個責任並不E單位誠輕。訪l

要顯示，女性從業員都有為份工作，gp說車 ( 可能有償 :

祁家華苦勞動(絕對無償)，還有三份工作的情況

。她們偶而變成企業吏，大部分是因為丈夫生病。…1

釋女性工資普遍低的理論，常認為是凶為她們被社會f

規定在「家管j的位置，因此她們從擎的有積勞動是

的工作，被較為只是補買車5單位家庭收入的次要活動，

報酬可以被壓低。這俯簡單的理論顯然無法解釋路邊說

業中女性地位約特殊杖。<洗車〉並沒有試間去解釋道

特殊性，從它訪談樣本中女性偏低的比例可以看胎它把食

性問題放在次婪的地位(比較表3- 1和3 - 2 '女性從業人

員佑61 9苦，女性受訪者只佔46% ) ，希望)主復!FS的

究中能璽視這{閻長再題。近年商際土IFS研究在概念1

約擴充之一，就是把性別扭i份工的關聯當作主要約5日

分析，<陳文>及<洗車>沒有介紹這個新發展。唯主

論義多，跑i另文說研。

7.所謂IFS較 自 由的謬誤 :

<洗Iii>多次強論在IFS就業比較自由(p.35 、

、是1、銘、是3和87)此片面的概念有必要加以澄清

(l)IFS的工作相對於 FS (例如工廠)說

自由的，但這街也不是無中生有、白發詞來的，

社會嘻嘻係的不間而產生約。大部分的勞

比較自由，是函為她(他)們從受僱變成了自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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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變帶來的自由，不是行業本身必然的自由。

(2)在IFS的受價者也可能是較皂 白的 ( i時如工作時

較具3單位) ，這是級為FS在台灣投不明攏，沒有提供

個有保障的工作選績;關此詩福利、保障、工作條件在

1和IFS相差無幾峙 ， 勞工才可能放棄極低的保障 ，

no選擇自 由 。

(31IFS之研以 f 自 由 J 是因為它是恆不被規定的部

哥，在整個被規定的社會中有其功能。它約工作時筒可以

較長，它可以隨意擴大或縮小'tiJli:組織，因此它是比較

自由 J的，但是這個自治只有在它對另外一些人有用時

存在的。話我們發現到IFS較自由的同時，必須也去

掘吉挂在這怨自由中真正地{占了便宜、社會為什疲要創造

保留這倒自由。

{斗預測及建主義的問星星

以<洗車>不鍵全的理論架構自然無法治張地分析

活動，按它蹉論分析後所提出的建設，必然也只能片

挖解決闊3腎，甚至使問題惡化。盡本上<洗車>的解決

f策是循ILO的方向一一挖IFS加以正式化 ( p.6日 ，80 ，

I,87 ) .鐵定業者必須在合化土地上，以合法登記的身

?營業。這項方案早已在健飯問題上實驗過，是{路歷史的

令欺;公有市場不但沒有解決綴販問題，反荷使搜販集中

增多。偎在l校當l洗車特定匪，把路邊說車合法化是非常

皇室險的建議。給了不可行之外，我們尚可從較高的層次

討論這怨提案。

1.<洗車>對台灣的交通鰻系和洗車發展未加質疑。

台灣的經濟及童車市結構級本難以支持一倍汽車文化，

怯界只有美('II在特定的展史社會條件下，才能「製造 J

一個以汽車為主，公共交通為翰的社會，立主續下了許多

台灣在整街都市發展過程中，非常吝於投資於公1K

系統，哥哥以品質及安全部較量表的機車來解決中低收入

動組題;近年有一部分的人消賞水平提高，而改用

勤時，立即造成了交通及都市問題，華笠使沒有汽

鼠議勤品質惡化 o在這種狀況下，露在沒有必要對

的廉價絞務加以制度化，間接鼓勵汽車的成長。

2.建議案將造成公共設施約分配不均 。

台北市公共設施屑地自前已普遍認發不足，公眾R軍事

l市權利幾乎都被主IJ嚀 。 為了把路邊汽車正式化 ， 使

供公共使用的公簡綠地( JJoi由約和停車場之外 、 唯一

事導向的公共設施) ，在此政策下又被犧牲，都市建

諒將更不公平地集中於汽車使用者身上。

3.<洗車>鼓勵手工和機器合{并使用 ， 並貸款給部分

，幫助其機械化，會造成新的總題:

(1)說草綠草草中其實只有洗車一項能自動化 ; 打臘和內

潔都無法機械化。所以鼓勵自動化的結果很可能是:

企業單位合法化、洗車部分織械化，而其他部分勞工非正

式化。(笑關加油站洗車就是明證:自動洗車機出口處總

在一群非法一移民或少數民族的樣價勞工在等著做hand wax

的服務)

(21洗車撿一台可抵五個人工 ( p.70) ，洗車機械化後

，減少兢業機會，和<洗車>Til!來聲稱IFS的優點一一

提高就業卒，相衝突。而立按<洗車>所說;國內機器易

侮車身、國外機器不會(p.54) ，所以說車業的機械化也

會使隙內機眉苦製造業就業人口增加，只會使進口主義提高。

(31即使機械化是探周 國內織器 ， 也增加丁機械製造業

的就業機會，{且是勞工地位和工作條件在製造業沒有提拜

，自i勞動力仍然會被IFS吸引，轉做其他非正式活動了。

(4)在空潤分佈上 ， J]單路沒說準集中於數個地盤路段(

p.p.19-23 ,86) ，豈不均衡分佈;但建議案中郤試爾將之

均勻配置於各區位(謂之f分散式集中J p.8I '立立以現狀

不均勻分佈所得的數畫畫，來雄主事未來均勻分佈的數量。)

提案和琨況的::l':筒分佈不相配合，很可能造成管理上更多

約困難，為何如此建議，會有什麼可能的後果，<6\;'草>

並沒有詳級的說吻。

如果<洗車>-JE~持它的建議，對於此提案我們也

有幾點補充的建議:

I.如果非要提前開發公共設施保留地供洗車專用，其

螢用應由該~汽車使用者支付。不僅f路透洗車每]如此

，加油站和停車場約建設費間也應隨汽車在E紋，以限制私

人汽車的成長，並使瓷ilJj\分配公平化。

2.如果變更公共設施保管地用途 ( 例如公隘變成就車

場) , ~P使是暫時性的 ， 也必須有公共參與立法的程序 。

3.洗車業受僱工人應准予參加勞保 ， 組織工會 ， 家庭

和自僱者也總級公會，旦有急難互助主在金的設置，並1£受

保人支付絞消(此受僱者)保皇室的條件下從其參加勞保。

(;.)IF印好究在台灣興起的社會意義

在討論完了<洗車>一文具體的理論和建議的問題之

後，我們將試間分析IFS這個新概念為何在這個展史時

刻被引進，以及它究竟代表了什麼知識性的社會意義。

l.IFS活動的現象是苦奮有的 ， 只有用來解釋的概念

是新約。

在台灣;對<洗車>所稱的 f非正式部門活動 j的研

究早已在IFS概念被引進前就已經存在了。例如進建、

攤販和貧民生活，都是社會學和都市計創研究的古典課題

了。傳統研究的頭論常以「貧窮 j、「邊橡」和「雙元 J

來分析IFS約活動，顯然近年由於都市問題目趨復雜，

J'!.按傳統草草論提出的態議蕊本上都失敗了，所以必須有新

的概念來解決這般莓霜的錢局。

2. 然認IFS只是 「 新 J 引進的概念 ， 內容卻仍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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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j 的 。

它的陳舊包含了兩種意義: (l)IFS <E七0年代初即

被ILO (翅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應用，之後被多方

批評和修正，在理論上己和當初類雙元的模式有很大的不

悶，但<辣文>和<洗車>大致上仍邀守 1973年的Hart

模式，故謂之陳舊: (2)<提筆>仍把IFS話，作一館正緝

經濟外的草草後部門，沒有看到活動的歷史及結構的意義，

其解釋力和傳統的(IFS概念也繞在奇的)雙元、邊緣給

予豈有太大的差異，所以其理論內容可說是練舊約。

3 著皇室主流 ， 缺乏批判 。

從七0年代超至今所絮積的IFS文獻，其路線基本

上可分為二支:主流約一文是關繞ILO和世界銀行所作

的研究和政策藍藍議;批判的一支則試閱(車正和批評ILO

和世界銀行對lFS所探的態度和措施。

世界銀行是資本主義中心函(尤其是美商) .以金錢

介入第三世界社會發展最靈婪的機構之一，其操縱第三世

界經濟政治的實槽. Payer( 1981 )替中有詳細分析，讀

者可參考。 ILO是聯合關全力支持的研究機構，它對各

劉勞工就業總是重加以研究，並提出建議案，再自聯合國其

他組織向該隨政府連議。因為它沒有實棒，因此不像世界

銀行一般地赤裸裸地介入他認政經發展，它也相當地包容

了一批較具白自傾向的學者，而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但在

國際政經約大慶境，和聯合函維皇室世界秩序的本質下，

ILO擔任保衛中心協~ i專利鋒的角色 ， 是被紡織怯地決

定了。的為它提出的建議案是為了緩和社會問題，不是整

解決根本的矛盾(例如中心對邊燥的文自己) 0 <陳文>第

98頁也提及 . Leys會批評ILO助長了新殖民主義 。

值得注意的是.<隙文>及<洗車>的文獻回顧把

IFS研究的主流和批判三支大致認鍋菜 了 ， 但是對於批

判的論點往往是語焉不詳或斷鞏取義。<1¥1!文>不涉及靈

證研究，但該文第l2'l節例舉AID (笑劉閻際照發總還)

的建主義案，當作 IFS理論應用的正奇百姓飽例。 AID是

菜籃里干涉他關政線的前鋒，這在第三區設界已是路人皆知

的事賀.<條文>卻不加說明地予以讚惕。<洗車>繼<

陳文〉之後，犯了同樣的偏蒙;它在頭論的顧時，相當沒

有系統地接及 ILO和 WE有關 IFS的假設被否定和修

正的過程. 1且是如果細讀它2建設fr~分的架構 ， 方法和結論

，卻又完全沒有脫離二元論的基嗨，令人覺解 o曾有人稱

台灣社會學深具 r JJ日IJ 性格 . <說車>的資證研究顯示

，它在甚至是「負1拙文 J的; (封為它在研究的過程中，反而

把進口約「傑材料 J (知識上的經驗〉破壞了。

是台灣IFS研究拉克去議形態上的具有維持現狀的功

能。

傳統上被用來解釋現在稱為 r IFS活動 J 的概念 ，

不外是「貧窮 J 、「邊錄 j和「雙元 J等概念，

收了過多的意識形態的「措jiJ; J .在使用
間情或排斥的藏極化情緒(通常具有政泊位的內容) ,

「社會問路 j持緻擴展，並立自它導致的「混亂的 J都

秩序可能對「政治j權威構成威脅時，除了踩款實際行

之外，就必須替這些概念，和分類到這些概念下的活動

人口，換上新名字。(前例如「貧戶 j盡是成 f小康戶 j

IFS概念在198是被介紹乏後進入實證主持究階設 ，

台灣的泌的年失業率達到高舉應不是買主史的巧合，

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學如何改變它約草草型，去

對新的社會危機。從此觀點. IFS在意誠形態上的效果

可能是頑固的: (a)它在台灣是一個新的概念 ' !Zil此似乎比

較「中立和具學術從 J .它 f理性 j的內涵也使傳統概1

如「貧窮 HIH邊緣 j等所包含約政治性措涉中立化了，

而降低了概念的社會意義: (h)相對的 ， 它比 「 貧窮 J 或 「

雙元 j論更真分析性，凶此何情這類活動的研究可臥股

情緒和人道的層次，而進入結構的層次，使批評更為有殼

。;不幸約是，就目前的三篇論文看來，它們康生的效果是

偏向於(a)約. gp試爾把IFS活動非政治化 。

<洗車>片百草地分析IFS的功能，避iJij不談它的起

因和後果，凶此掩蓋了 IFS可能的顛覆糙的內容，向時

它卻又清楚地呈現了 IFS功能土保守的政治內容:可以

鎮暴(為收游民以免成暴民〕及分化工人(控制FS工資

)的工具( p. I1 )。
間際上對IFS的研究，大部分是由聯合國，設界銀

行和ILO等跨隨機構所文持;台灣海為國際地位上的孤

立，使社會學者無法得到類似的政治和經濟戶句艾援，雖然

因此喪失了一些研究的機會，但也應當使i散會研究較能夠

自友才對 o然而從<洗車>在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上與跨l'Jl

機構主流的模型不謀而合看來，了可見社會學遑論服務設得

利往的功能，立全不論要赤裸裸地金錢干頭，或是情星星主義

的政治陰謀;而是在相同的社會機制下，為了相闊的政治

及社會的理銜，相同的社會範裂得以滲透和被運峙。

三、結論

以上以條例的形式分析了<洗車>在草草論和研究方法

土的悶頭，敏述應算簡明，為了強調，在此重述幾項論語:

1. IFS活動是動態的 ， 歷史約過程 : <說 li'>把它

當作靜態的，可單一界定的活動。

2.IFS是被FS界定的 . FS 的特性 必須 由 社會綴

濟狀況加以歷史定位:<洗車>只以活動單位的法權地位

來界定，是非常狹義的界定方法。

3.IFS是充分被整合於當地社會和世界緻濟中的部

門，是被有意保存和干軍車1逢的:<洗車>只額及片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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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析結構上的堅合。

是‘ IFS不是同質的 ， 它本身是相當異質的 ， 尤其是

差巢.<洗車>沒有法識到。

<洗車>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基本上是因為它

現狀的意識形態，而不是 f學術 j的失誤。

→終還自甘正I函臨政治及經濟得結構的過程，我們可以

捌 FS / IFS 的 區 分 將會 兩 極 化 . IFS 的 活 動 ;待 會

;因此類如<洗車>的研究相詣，重要，它對實毅資料

的苦工也非常綴得鼓勵，本評論的目的只是希望今後

研究，在頭論槃榜上能宇:鈴本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性

要只是片面的觀察一部門內約性質。

<地下經濟啥時車經濟很脹的地鼠><::天下

雜誌:> 11月 : lO - 20 o

〈盡早市井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一一切路邊說車

業為例〉悶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老頭申在在的大企業主一從兩個貧例看他們

如何附剝 f 勞丟在法 J ><::前進廣場月刊:>2 :“

69 。

<開發中I"l家都市「非正式部門 J之研究><::

獨立政治大學學報:> 50 : 79- lO9 0

<工業飽權SI.委張世良建議「經濟一請專案 j

>。海外紋. 4 月3 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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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翻譯)

<非正式部門:芥定、學主義和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作者:技提斯( Alejan吐fa Partes)

出版: Review,1983 , V1I(I ) :151-174 ,

H導言

社會科學中任一領欲的變化，都可由新證造的概念的

特性及數查來判斷;這些新概念是針對環質而發的;它們

可能零星的出現，倪2吉它們出現時，必然標示了專業複言重

大的變化。這類概念有巴近期向正統挑戰的知識凝聚起來;

更重要的，它們把學者研究的焦點移到新的、過去被忽繞

的方向上去。

:t£國家發饅約研究上也不例外。在過去30年，它被 f

現代化 J 、「經濟『起飛 j J 、 f依賴性格 J 、「邊潔性

j 、 「 不等價交換 」 和 「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j 等概念所影

響和指導。每佰概念都 51怒了可觀的理論論述(吐lSCOU凹e)

，中日闋的主建設研究也被用來檢驗各個概念所包含的認圈，

放把新概念所導出的假設與藹理論的假設加以比較。

近年來發展領域裡產生的或雙概念之一..就是 f非正

式糢濟 J .或稽之為「非正式部門 J 0 就像一些過去的例

子，它fB為草還了相關學街界共有的很兒，而很快的被接

受。它之所以對發展理論學者和研究人員有吸引力，是關

為它章新界定了非先進關家的貧窮，尤其是都市貧窮的特

質。

這個概念指出了窮人談不是一敢不參加現代社會的廢

人，只「活 j 在那而已;相反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動態

的階級，這階級裡的人從事無數權的游動，也許得到的投

入不高，但至少供他們和他們的小孩能維生下去。這種表

法比「邊際性 J (以往常被用來解釋貧窮的字餵)的看法

較合於鼓近研究的結泉。 F遺體單位 j的含義話，是被動及訴

他的，而不是動態的鍛濟參與(參考Portes， 1972: 比較

Perlman , I日76 )。雖然對於非正式部門是否是動態約經

濟參與，學者的共識比較低，但蛇鞋里念之所以吸引入，是

因為它避兔了松樹概念所涉及的雙元涵義，例如「傳統部

門」、「前資本主義經濟 j和 f邊際性 J .這些概念暗示

了一個社會和經濟體系可分成i'Ij部分:一假是現代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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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資本主義化的、被接合進1世界文化及貿易的部門，另

一個部分則是完全相反的部門。

下一節我們將看到 · IFS也是在雙元論傳統下被界

定及被考察的，但是幾個畫畫重要約研究否定了此雙元的觀

點， S)立揭示了正式和非正式部門闊的按合和互補 ， 兩者都

是一總經濟體係下的一部分而已。以此觀點. r 非正式部

門」是指許多(如果不是太多數)都市工人在琨存經濟秩

序內所經常地、完it地參與的情勁。

在草草孺篇論文中( 1978a.1981 )我廠廠了王竟有的、有

驕IFS的資證研究 ， 並在不等鑽交錢和全球積累的主題

下，探討 T IFS和第三世界都市化約串串係，這篇文舉不

再藍覆話切的發現。現在非正式部門已成為不同學淚流行

的研究主題，我將集中於探討對此概念不同的界定。

這儕分析分為三個部分:

I.近年被採閥的主要概念的由顧，反對它們研究結果

的批判。

2. 作一個歷史上的澄清 ， 揭示出在{低度開發的資本主

義經濟下，被界定為「非正式」約活動的起頓和發生釣地

點。

3.關於研究策略上的悶詣的討論 ， 以便定出可能的研

究計蓋章，這又包指:

(l)1FS擴張或縮小和不向國家形式為者闊的關係 ;

(2)在先進工業國裡 . IFS經濟約快速成妥 。

(斗非正式部門: r遮蓋章所j 、 f勞動力市場J 式是

f生產方式J ?
智利社會學家Raczynski:tE自由思顧文獻時，依導出各

概念的假說的不伺，盔分的三環IFS的主主義( Raczynski ,

1977) :按她所分. IFS的概念被的來表示 .

(l)一飽經濟的學技、街體或企業;

(2)經濟活動人口約一部分 ，

(3)一個社會經濟帶層 。

我們先從(3)的定義討論起。

作為一個社會階層. IFS代表了人 口 中 ， 處於最不

利地位的一部門。他們主婆存在於都市化的地隘o r 地位

不和j J (deprivation) 由就業 、 收入和俏貨的管道和水

平等多方前來界定。 Raczynskil旨銜，這種界定只是把「

貧窮 j的當樣籤(例如「傳統的 J或「邊際的 J )像上新

名稱而已，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對於貧窮狀況的新路覓

，因Jlt可以放棄不路。但伺時也婆鄭!o:指出，對「傳統的

j 和 「 邊際的 J .我們或是暫跨地將之替換，或是駁斥它

們段有約意義，主主馮主豈是:非正式經濟不能局限於解釋窮

人中最窮的人，這個部門中也必然有一定範圓的就業和投

入的差異存在，此內部差異須加以考察。

聯合劉支持的一些研究，是從(2)觀點出發的，把正艾

經濟當作勞動市嗡的一部分，例如:由 ILO和技了三

區燄兢業計護 ( PREALC )所指導的研究案。根據

點，正在用來界定IFS的特點是:它們請寄耍的資本教

技術較低，所以此業容易進入;撥販、管家、倒入

小工、~~房等類的工作，不需要特別約訓練或可觀的1

，任何人都可串串任。在此部門的工人教育程度較低 ' ; '1

人、小孩、老人和新移民在此部門中的比例高於夜總，

中的比愣。他們的工資遠低於1£式部門的工人，而且

非正式活動的可能性極為有限( Gerry，1978;Tokm帥;1

)。

以此主主義為基礎的研究，幾乎全部都在試國主量化

式活動約大小，或以其哎坡的經濟活動人口或創造約

機會，或兩者問峙，來度畫畫IFS的大小。為了此蠱

目的. r 非正式就業 J 在接作上就被定義成以下範灣

或多般的組合:家管H~草草、自僱(不包括經理和專業J

)、無償家庭勞工，以及從5人到50人員工的「小

的就業工人。基於這些界定. PREALC的調查仿計

在拉丁美洲函家控IFSi占了 30 - 60俗的都市就業率。

Raczynski.1977 :40 是1 )。

在這個觀點下，理論和接作的定義之掏出琨了一個

趣的矛盾。頭論的定義一一易進入、低設術、低工望著一

和前在亞研討論的社經階層的主主義沒有太大的不祠，它只;

以強調就業荷不強調消螢能力，來替貧窮取新名字而已

然沛，由質證的(操作的)定義一以就業形態而不是，

體約特位來界定其發現和理論定義下的紛要常常

符合。

例如有些講堂吉普環，女人和新移民在IFS中並不g

lE有越高的比例。另外有一些報告指出，在許多非正

業中有重大的 f進入的捧礙 J .障礙的形成是需要相當t

技術或足夠的投資。最後，近期在哥倫比亞的調查發現

當藍領工人在正式產業裡的平均薪費和IFS的薪資招

待，工人顯著的較喜歡進入IFS (Lopez et 泣. 1982 ) 。

為什能會如此呢?此觀點所支持的持續的經驗上的反

諾(譯註; IFS 有時此FS有利 ) .已反革受了一些IFS

觀念約代言人的觀點;它被誤解的程度超過了概念本身1

失誤。第二但學派(譯設:主張lFS是勞動力市場的

部分)所用的主主義為三個缺失所函擾:

第一，它排除了大蠱的人口。~n使把上述全部約就

形態都包括在內，操作定義仍把f直接維生生接J (dire

subsistance production) 一種主要的非正式活動 ，

例如:都市小星星地耕作，飼養動物及自力l1l!屋等活動一一

排除在外了;撥單車在家裡，以各薇計件方式工作的隱藏位

工資工人 ( disguised waged workersJ '也被鏡除了。
雖然在理論上車if.婦或類以的工人是「自儸J .但IZSI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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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業形式不穩定，所以常在統計中被遺漏。

一，此定義忽略了 IFS內就業的多綴階級差異。

，區分出數頭非正式的就業形態，

「相間 J的現象。我們幾乎可以說IFS

了和FS一樣各瓏的活動，而不嫌誇張 o IFS就業

出了1£業豆、他們約工人、自罐的工恆和高人、被正式

7;;.司鍍甫的隱蔽性工資工人，以及從事I竄接維生活動約工

、。這些報級主主異構成了看似不循常環的結論:非正式主

、經常比正式的直至頓工人有較高的工資，立正式部門的工

常常離諒他們 f安全 j的工作機會，改做一個非正式企

主來開創新專業( Peatt妞，197是 ) 。

第三，這些基調查忽略了防時在FS和 IFS就業的可

。這說還活動不是互相錄斥的，馮主HE鐵皮開發國家

，正式的薪望著工人從事其他自主性的經濟活動是磁常見的

同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期、在正式按約的工作、非正

;工資的工作、或獨立活動間變動。因此1i':隘抱館人研確

到 FS或 IFS .並以此前H主 IFS的經濟規模，

llIJ始就是錯誤的。不只tZ;I為這種佑計不可信，更是闖

使人無法注意到漢象較動態的部分。

在這三個缺點的背後其質是暗含了以雙元論來!eIFS

定為一勞動市場。在本質上，這觀點和平先區分環代資

主義經濟，和落後前資本主義經濟約概念無太大的差別

主監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大小，只是試關確定多少人被

問fiJi吸收。在如此傲的同時，他們犧牲了此概念中最

i的一部分 ， 郎 : 了解畫畫路經濟如何以獨立卻又整合的

i來運作的機會 。

最後，我們來考察(11類定義，它把IFS經濟界定為

自支的企業。 Ra臼ynskifl1t由，此觀點為了把FS從

產單位中區分出來，必須設定一些標準，企業單

小是最常見的一種樣學;小的，及自僱約企業就被

IFS; 其他約判準包括 : 投資額 、 技術和生產力 。

目準都是可批評的，例如，大小就是一項不健全的標

為FS也有自僱式的工作(自由業等技人員等) •

和小之間的界限常是任意決定的。同鐘，非正式活

總是怯生產力也不甚踴躍. FS也有格，為 明顯的 、

作業產生的次級就業( Subemployment )。同特

出，其實相對於投入的資本額. IFS企業的投產

等於、甚至超出FS企業的't~力( Raczynski ,1977:

I; Lopez et al.1982) 。

接此敏點下，最有希望約研究方向該集中注意各經濟

約不伺生產關係。正式部門公司的特性是有合約的

i會 ， 同時平等 明確的樣利和義草草 、 權威的系統 ， 和權

瀉的條件。工人被他們自己的組織所要求及推動的

法院保護。在此狀況下，值人出蠻有胡文規定的長

度的勞動時筒給公苟，換因固定的貨幣報酬(Mos缸，1978;

Peattie,1980 )。

IFS 的生產關係正好相反 ， 僱照 或解聽話 以 口 頭上

曖昧的詞句來決定. s.世沒有之時，最低工食、意外、疾病

和退休等相闊的法令來保護工人，工作的狀況和責任可能

隨時改變，工資給付的時悶和數量也不能預測，這些生產

條件顯然對僱三位有利，他們可以馬克低的成本權用更多的

工人，而又不多室里事，也許，更 E重要的是非正式勞工遠比

正式合*'J勞工更具 f彈性 J .使僱主可在經濟學策時館

局那些可以在不景氣時輕易解僱的人 ( Lomitz， 1977;

Roberts. 1978a:Ch.5 ; Birbeck, 1979) 。

當重點集中在生~隙係土峙，非IE式部門這個概念才

變得有價值起來，認為它提供了一丁解它在整館經濟中有

何職能的一個基撥。但是，這個定義在下E吾爾給說來仍是

不足的:

第一，集中於企業，它忽略了應包括進IFS的過種

值人和活動。其中最還要的就是忽略了由正式部門公司館

別僱闊的撥單單位工資工人，和全時或集差的維生勞動力。

第二，這假定義不能有系統約探究在一按合的經濟函

構裡FS/IFS活動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它只著軍於

兩部門各別的特性，此觀點延續了別種定義下二元誨的看

法，因此驀於化觀點進行的實證研究(如Mazumdar， 1 975，

l 譯詮 : 世界銀行 ) 和勞動力市場取向 ( 譯設 : (21類定義 )

沒什麼不悶。如果說後者是畫是找出 IFS吸峻的勞動力有

多大，那麼箭發只是婆還化IFS~出的勞草草及貨品。

非正式部門不詞約定義，和其所導出的矛盾，使此概

念過平均被否定了。以我看來，問題在於各種把勞動力市

場和企業區分為全然正式和非正式的企園，都是缺乏展史

觀的( abistoricaI) .它們不能掌握遲不同生直是關係相接

合( articulation)終而產 生IF /IFS區 別 的 過程 。

缺乏歷史背景的定義，常常把IFS當作和「正現J經濟

特性相反約一種f新j發展。然而有展史觀的分析不但能

指出實際狀況正好相反，正土耳經濟才是最近出現的琨象，

向詩也指出實際狀況遠比去描述一些被分割為二部門的值

體或企業來得復雜。

(斗非正式部門的起源和組成:

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下.FS在lIFS的 區分是不存

在的。i比嵐分不存在並不是我們今日所指的「非正式活動

J 當時不存在 ， 而是 tZ;I為根本沒有一個適當的 、 可供對比

的標幣。「非正式J的概念可以定義為家能成員所從事的

，除了簽約的、合法定織的工作之外的，製造收入(研得

)的活動的線和( Portes， 1981:““87) 。 等會兒我們

會發琨這定義需要平等轉譯成更演義的、結構性的專有名詞

，但它提供了一個出發點。經過如此界定，此概念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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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約能間，包liJi直接維生生產、m.合約規定工資的工作

、工商業和假務業的獨立投機專業等。

這些活動不但平常， ffij目頻繁地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

、在工業化國家控進行著。不必仔細回重要文獻，就可容易

地指出，任何涉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倫敦、曼

徹斯特或紐約的工人階級的生活資料中，都可找到豐富的

研i證 ( 原設一 ) 0 如泉這類的情動在當時是如此的平常 ，

那麼繞在究竟有i+ffli是新約現象呢?

這悶適可也兩方甚至回答:

第一積答案:一般而言，在二十世紀有一群依賴逆耳目

工資維生約工人賠級快速成笑，此成長IE如Wallerstein

( 1976)指出，是全球性的無iJl'i化( secular trend toward

proletarianization) ，它歸路於數倍凶手告。其一，帝國

主義使剝削移往殖民地;其二，資本家為了實現貨幣利總

必須擴大圈內市場。但是此無產化過程豆豆常是因為有級織

的工人為反剝削而進行的鬥爭復得了勝利。

階級鬥爭的結泉除了使工資相對提高之外(包此可以

減少從箏其他獲取收入的活動)，另有孺個結果:一、非

在接工資，的保障倒入兔於疾病、意外、失業及年定的給

村的增加，這種給付在美間被稱為「小額優l!!.J (fringe

benefits) ，它是報部中重要的一部分，使工人兔於從事

緊急經濟活動來維生(際詮二);二、階級鬥爭積恆地限

制了僱主任意僱用和解騁的自勛。

在經濟史容許的推論範關內，我們可說十九世紀的熱

資工作類似於今臼被稱為「非正式」約狀況。在有組織的

抗拒迫使罐車就組之前，他們總是樂於不去艾付間接工資

。還有葉選婪的一點，他們希望勞動力的供給(除了過度

短缺時之外)總是保持為一;如單位的路品。

出Jlt星星之，非正式部門的興恕不是「新J的現象，反

而它的衰退才是o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下，一大部分的無產化兔於任意的

被解聘和僱舟，也兔於被迫從事其他的經濟活動來補貼不

足的工資，更重要的是，這個穩定的狀態，不是由勞資權

力的說街來維持的，奇百是因為它在國家體制內被制度化了

。當無iJl'i化的程度已變得如此徹底時，國家的角色在此返

程中也變得如此制度化時，使許多IFS的分析易落於雨

餾常兔的陷阱:(a)把 「 非正式 」 寫作 「 新 j 的經濟形式 ，

(h)敘述它的特徵郤沒提到國家機構的介入 ( 或不介入 ) 。

第二種答案:在我看來此答案比第一種更深入。為了

說晚上約需要里，我們必須把第三節所鍵的IFS定義重新

改寫。從經濟結構的觀點來看，獨到家庭不尚約都造所得

約活動是國於不悶的'tiJl'i方式。藉白馬克恩學派對生產主方

式的定義， IFS內可以區分為三種相串串的生最方式 :

I.直接維生:這種活動包拓了生產、獲取和維修俏貨

品。

2.簡單商品生產及交接 : 在!13罐的個別勞

們產出貨品及勞草草並(或)將之在市場上街品

3 落後的資本主義等產方式 : 包含兩種形

業擺用無保障約勞工。@大公司分包安排下的

工人。

以上三種形式，每擺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

遍。前兩種輔助糙的薪資勞工，其功能上是使「

」的勞動力能't存下去(Wallerstein et· aL;I

致於第三種生i'E方式，它和資本主義在階級鬥爭

(後來導致勞工立法)之前，所存在的主要的'ti

約時的。{且是，對第三個答案(譯設:以生ff方

解說)的麓駕車而言， r 新 J 的發現放不是這些生

然能苟活到現代資本主義時代，而是它們被琨代

再創造、並蓋章組起來加以遵照o

正統約發展理論認為上述的活動只是結構怯地i

J '遲早會在琨代化的進展中消失。倍。度~~發國家早
晨中落後是理所會然約事， R盟此零星的維生領域 、

式的生星星和類似的活動，在這些劉家都應當話，見。

大最的實證研究顯示，這些落後的生產方式不是單純

留下來荷I E '市經常是故意地被保穗反再約約。

舉例來說，乎每非、萬美安地新山區和中美洲的

作就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共存的，這些維生的領

是用來星星造出能被資本主義公司儷昂的人口，公司

擔畫畫灣這些人的星星舟，也不在勞工生病或年老詩給予

。當工人成為多餘或無的詩，他們就回到保留區或印

器( Meillassoux,I972) (原設三) 0 伺樣的 ， 一般j

人認為在消失中的外包系統(Putting-out system

現在又在世界各地快遠地成長。最後一節我們將考察1

先是主商家中復出的現象，主於在低度開發飽家，從:txn~

房子都是由轉包下的非正式受鍵之人生產的一幾乎無J

不包。最近的論查甚至顯示，琨代化過程正在逆向發展，

當初努力接納正式、合約化勞資串串係的農業，也開始盤4

間ilj外包制度( SchmukIer，1979) 。

和霸權部門(hegemonic sector) 的關係 ﹒ 是落後

益方式被保存或再郎的基礎。上述的法動之所以都可被稱

為「非正式 J '放不是因為它們在結構上相似，而是區為

它們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在功能上是相闊的一

帥，減輕公司在無i'E化過程中憋iJ';榜的後泉。因為它有許

多機制有助於延遲提高工資，和逃避國家執行的勞工法，

所必近年來各種非正式生產的編制得以重題。

至1於這些機制運作的方怯，在我的81年的替中已有詳

細的描述( Portes ,1981) ，在此不重覆說明，其重點在

指出這些「修正」的(ameliorative)機能以兩頭方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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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正式工人消費的管道，有串串的活動包括:從事

。它們往渡的，或採朧的消費品

, Ill J比補償了正式部門的低工資 。

。這種活

外包制度和轉包安排。它的使大公司能直接地汲

又部分地保持了勞動力供給的5單位。

也此觀之， r 新 」 的現象並不是現代經濟取代了早期

竄巨資本主義的生產主方式，而是隨著合約化的1'.i1E關係約

tC 加 上公苟有意規避合約化後額增的支付 ) ，早期和

資本三主義生產方式也被「現代化J了。大煩摸地和周游

生產方式來打擊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是當代非正式

真正還要的意義，這鑽過程已普遍到不考慮它就無法

繞在發展的趨勢了。

糖、荷論之:

第一，從E置史的角度來看，非正式部門不是勞動力市

J 的部分 ;

，它也不是由前資本主義生護方式延留瓷令的過

成的;

三，它具有內部的多樣性，是由與資本主義餵濟之

係所~合約護生產體制中的選總都門研組成。

;外，有人因為IFS把各種異質過程歸納為一，茵

IFS概念 。 第三項論童聲對此反對搜出 了解答 。 某

喜歡集中於維生館域，或是集中於動態的小1£業;

入自l建議以正統篤克斯恩學派的「簡單路品生產」

'去取代 IFS概念( Moser, 1978; Smith , 1981
論設在強論結構上的多樣性 i啥都是正確的，但卻

:把多樣經濟現象統一起來的正在本歷史過程;這過

λ及邊緣經濟極的階級鬥爭的興衰是相應合的 。 早

級的路利是漢代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元素，孺資

利有組織的反擊，在落後經濟幸福制約復出及寫給

來。它們(落後綴濟編制)的統一位，民Ij來自

鈞、被用來支持主導生產方式的共同功能 o

巴的角色:

到過無產化過程和現代化閻家的關係。在本質

正式部門，是因為單單家把階級鬥擎的結果加以

滿勞工立法和執行的機構。凶為如此，各經濟

競接及其內部的成分，會被國家政策的變化所

的方向，立豈不接葭接從國家的諧級j(J(向中追

傾星星資方約政府不一定會削弱執法機器，主主把

部門加以「非正式化 J ，當然這種政策是可能

，並豆豆使 FS/ IFS之

但是向樣的，我們也可理解一個

藐資方約政機會採j(J(擴大國內市場的政策，來推動經濟成

長， Ill J比國家應當維持並加強孰怯的程序 ， 以使減少薪室主

低於最低工資約勞工數。

類似的竣眛健在級勞工的政府經同樣可以發瑰，在某

些時候，非iE式企業可說是對勞工超剝削的場所，而必須

加以 illJ除。偎在另一些時候，國家會認為大的外資和本間

企業的資本密集的1'.i1E技衛，是有害於獨家發展的;政府

可能因此決定以勞力密集和當地技衡的投資計畫來取代之

，如此IFS活動會快速擴張。

這假說上的兩單是可自具體質例來說明。

拉丁美洲幾但軍事政權的興趣，造成了對這種簡家形

式的特性及其造成的可能的後果，進行了大攘的研究(原

註詔)。很明顯的，這些政權在資本主義的架構內追求經

濟發展，他們倡導外鈴，接且把國家對外資(銀行反產業

公司)開放。也明顯的保持反勞工的傾向，試圖瓦解工會

活動，放使工人偕級的要求中立化。

除了這一般性的傾向之外，員哥於技 T笑話時威權政置費對

FS/IFS生產方式相接合的 空哥 哥屋究竟如何 ， 仍然很不

清鐘。這壁畫政權主實施的政策i1E生了兩個部分相矛盾約趨勢

，在初期，既有的威權政總部以控制通貨膨脹，和解除市

場限制來追求經濟政策的理性化，特定的政策包括:出售

無利可圖的留營企業、取消對基礎消費品的補貼，立主使其

價格提昇到「自然 j 水平，郤又在工資上不給予相誨，的補

償。這些政策約總後果是經濟蕭條，導致失業人數劇場。

這很後果是被故意追成的，並立合於政府的目的，因

為在本質上，軍事威模政體的興起，說是支配階級對「早

熟的 j無產化過程(和其所產生色的一群有保鋒的勞工階級

)的一種反擊。這主主政權的至高無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在獲得政治控制之後，照縮小正式部門約鏡模為手跤，把

工人階級們爭約成果反庭困去。失業率約瑚 i增趁此政策合

理的反映。密為扇家的文劫極低(甚至完全沒有) ;被F

S逐出的人口唯一的選摔就是從事維生 、 自僱或無線鋒的

受健等緊急的經濟活動。因此，軍事威權推行經濟理性仕

的政策研產生約結果是:正式/非正式之路約平街狀態改

變，非正式部門規模擴大。本地和外資公瀉大都因為此政

策研推動的時儷勞工的「自由之手 j而受惑。

從另一方頭看來，威權政府所執行的、持續反勞工的

政策，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如果工會活動和勞工立法被

充分豹解髓，公謂民 IJ不再有外包的誘因，而情額利蹄蓮性

化工廠生淺的優勢。此外，如果工資夠低，並立勞工供給

有足夠的彈性，正式企業就可以和小的、非正式食業在低

價格市場上競爭，因為小企業原來唯一的僅勢就是有趨低

工資的勞動力。這借過程的後果將不是 IFS的擴大，而

是詩句除 FS/ IFS的界限，由主且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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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此條件下，失業率將會減低，茵為低工資和任用勞

工的自由，會鼓勵公司增加他們約勞動人數。

在 1980 -82年鉤，海美南角 C Southern Cone) 的

翅家一悶根廷、智利及烏拉圭失業率部劇場。最近的數據

顯示，智利和為拉圭有20%、阿根廷有10%以上約經濟活

動人口鹿於失業狀況(原設五)。此數字對各總國家說來

都是展史上最高的記錄，這符合我們前菌研攘的經濟理性

化政策會帶來的第一種後菜(譯設:失業增加、IFS擴

大)。

在另一方頭，老牌的成撥國家一一巴西，則有不闊的

情況。 1 964起實施肇事統治的巴E!i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

確主tm角獨家的極端貨幣主義要緩和得多，1里 巴西也仍然

是保持反勞工路線的政府(事實上它是南美反勞工路線的

創始者) .二十年來對勞工不獸的酷迫，並沒有導致IFS

擴大或變得寰耍，反哥哥使之踴顯地縮小，至少在一些特

定的地區如此。幾他巴西經濟學家安指出;IFS的軍要

功能，例如提供大來消蟹的服草書及貨品，在學保羅(Sao

P甜10 )約近工業化的地盤並不存在;也沒有證據顯示大

公茍探取轉包的機制來降低勞動成本(療設六)。

只要這些經濟學家的報告是正確約，它就符合我們前

面所提理性化政策導致的第三種結泉(詩註: FS低工資

、 IFS縮小)。在聖保羅工業協痘沒有 FS / IFS明

顯的分界是因為20年軍事統治使得巴西資方對勞工有壓倒

性的擾勢，此優勢由巴西據有全拉丁美洲的最低工資上充

分反映出來，所以資方不請寄婆童車旦前資本三主義的生產方式

，或是重建外包制度，今日巴濁的資本主義是二十世紀科

技和十九tit紀勞工措施的混合體。在這點上，它和南角關

家的經濟不間，南角那些威權商家，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

趕上巴西，童音方的優勢無法到達與巴西柏詞約地步。

上述例證是為了說明兩姆在分析IFsn考重要，郤常

被忽絡約觀點:

I. FS/ IFS的分界不是靜態的 ， 也沒有一領普遍

的趨勢使一鄧門必然易於支書記另一部門。無產化的過程(

和其導致約FS的興恕)可以被停止，畫畫沛逆轉。

2. 不同 !t ill'! 方式的按合 ， 反映於FS/IFS的分界

上;此按合追根究底是一個由國家控制的政治的過程。如

果只在純經濟層商來分析維生領域、衛星ii!il'!i品生ill'!或轉包

措施，將犯嚴霉的錯誤。它們的存在和功能有賴於反淚階

級門爭史的被制度化的劉家措施。還遜這些錯施，勞工法

可以被通過和嚴格執行，但筒樣的也可以被廢止和忽略。

(Al非正式經濟的國際化:

不管把IFS當作新的發展，或當作是早期的遺跡，

它們總是被放在低度吾吾發獨家的涵構中研究的。無庸置疑

，直接維生系統、小食業和其事後資本主義生農方式，在奈

及利亞和磁魯比在美涵和法國更常見。但這並不是真

全貌。在工業化經濟和邊緣經濟之間截一條踴確的界

然後說IFS活動屬於後者，是把真相過於簡化了。

一系列在美國及商敵進行的研究，它們所提供的證攘z

:和第三世界 f非正式 J相似的經濟活動正在歐美增

Pahl, I日8 日 ; MingioIle, 1978; Mazur, 1979 ; BOIl
19日o a;BadillocVeiga et a!. , 1979 ; Sassen'K6.,

1980 )。它們(工業化和組織經濟的 IFS )的相似

包括了活動組議和目的土的相似，也包括了它們都是

來被有意再創的，市不是過去的遺跡。

美盟的例子可用來作說明。 g前有的音聲援顯示，

的IFS籍著落後資本主義形式(顏先被認為在消失

中)的擴大而增長。從事生產適接進入市場、或從大 d

轉包的勞'llJ及貨品的小型非正式活動，近年急劇增多。

紐約市，“ Swea站hop " (譯註:勞動條件極惡劣的工

，十九世紀常見)的復活被譽為挽閉了成君主業外流琨

功臣，主主使此行業的都市經濟復甦。在其他約大城市，

洛杉機、舊金山和邁悶密，也有類似的運作，在轉包下生

產服飾和其他的消費品( Bonacich ，1980b;Jorge&M 6.句

ncarz，1980) 。

社會學家 Sassen“Koob告訴我們;在紐約大部分的

非正式企業是為正式部門高級入的自服務業者(例如:金融

、經理和法律服務)提供個人服務，並逐漸形成了該市

濟的靈心。食物處漫、守衛服草草、手洗;Ix.物、訂作衣服等

許多為迎合辛苦錢人需求約生意，都是由非正式企業提棋

( Sassen-Ko鉤，1981 )。這些生意都是勞力密集而且

爭激烈的，為了生存它們必須有顯意為畫畫低工資但長時|

工作的勞工;劉內的少數民接為是了一部分的需求. 1且說

4于大部分的廉償勞工是由非法移民填補的 。

美國非法移民的成長，可歸函於“Sweatshop"式製

造業和個人級務業此種非正式部門的擴張。這些活動必須

和一般在雙元經濟中被稱為「次級 J (Secondary) 的部

門區分關來( Gordon ,1972; Edwards ,1975 )。在次部

門的小企業也常僱用位工資的工人，但他們仍然在國家勞

工怯的管如j之下，非正式企業的特點乃在於它們吃定了大

最沒有公民樣的勞工，而經常違反勞工怯。非法工人為了

經濟上的需求及英文太差，更還要的是他們法撥上的弱點

，使他們無法爭取權益和抵抗剝削。

過去二十年來，數以萬計的非法移民來到美間，在笑

國製造出了和低度開發關家中自似的、被稱為「非正式 j的

落後資本主義闕係。此部門複無保障的勞工，使轉包的大

公司、或向此部門鱗震勞務約個人受蔥。權用非法移民的

費用遠低於鑼賠本地受保障的勞工的食用，才是偷渡移

潮持續不絕約真正原筒 ( Portes， 1978b ; 1 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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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t世界和結度發展

資本流通和科技來聯繫的。 IFS的概

加了此聯繫的復雄性。如前所述，這些生產串串係在美

約再蹺，是由邊緣鷗家所進間的移昆主人來維持的，無

簿約聽西哥工人形成了農西哥國內和美閩西部的非正式

濟的骨幹; f苛樣的 ， 哥倫比盔和多明尼加工入&1]形成他

肉和紐約市的經濟骨幹，因此在商品、資本和科技之

，我們必須加上勞乏，作為聯繫目懿先進和落後經濟的

個重吾吾lZiI索。

為此，對非正式經濟約注意，與示了工業劉自我矛盾

障，因為在工業區內號稱已消失了的生產鰻制叉大量

胎謊，表示了工業闊竟然在發傲邊緣國家。 IFS這恆

:使人們注意到橫跨數般不同發展帶段的結構性的棺似

，對此結構有系統的比較，使我們能站待對於經濟過程

一絞總緝的了解，而不是像從前，把它界定成整個經

叫一些特別部門前已。

然而，我們也許可以推論:全部和IFS概念榕閥的

-都是臆想出來的 ( a抗ificial ) • lZiI寫道德過程白質

己義萌芽~P B存在 。

從一方甚至來說，推出這個概念只是把明顯的事質畫蛇

而已，尤其如果把IFS當作新生事物看待時。第三

示了此觀點是難獲伺蠶的，也揭示了合約勞工的興題

是歷史上新的現象。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盤謝非正式經濟的動態又是正確

為它引起了對真實的當代過程有所說意。Jlt過程是

反對建立一個法律與合約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趣

而重組落伍約經濟形式。幾年前，經濟人類學家如

l~s~oux (l972)' Rey.Wo1pe Cl975) ，和 Clammer

指出了南非部落維生生產和混代資本主義企業掛

0日況 。 他們的研究肯定了南非和其他地方的維生領域

當作或代部門釣勞動預備軍( labor r阻ervoirs) ,

故意保存的。但接我所知還沒有人強講這種巒勾其

一普遍遍殼，外顯約一部分而已。

天這個過程在過錄和中心獨家的都市中普遍發生，

生產者和零工所從事的製造及艘軍事的活動，和現代

接起來;這些生產鶴係造成了落後經濟下常見的低

相對的高利潤 ( de Janvry & Ga甘am凹.1977;

而 : Ch . 3 )。在工業化設界複，它們可能擴張

，這些生產鏘係將有助於某些特定部門 · 0擴大

為代蟹，來助長資本的積累。然而在當代世界情

額及西歐的1FS復甦的趨勢也不是不可能反詢

這將是階級鬥爭本質，和其導致約勞動

。

原室主

註 1 :諸君Rischin ( 1962) ，它是把種族和求生策略顯
主題混合處理極好的例子，有關曼徽斯特的經驗，

請看Roberts ( 1978 )。
設 2 :關於此論護不信理論的觀點約說明，請看 Meilla

ssoux (l972; ，和de Janvry & Ga叮amon(l977

註 3 :另一有獨i¥i非的理論上的分析，覓Wo1pe ( 1975 )

。有關安地斯區域經濟的分析，請看Roberts ( 1976
)。中美洲棺關釣材料，則晃於 Rivas ( 19也 ) 。

註 4 :有鵲此題目最還要的作者無疑是Guillermo 0'
Donnell(例如他1978年的論著) ，有鶴此文獻的

總諭請看Collier ('1978; 1979 )。

註 5 :請看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倫敦出

紋， 1982年各翔 。

註 6 :就我所知，有翰此點錢一賞的論論是 de Scuza (

1980) ;也請參見Singer ( 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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