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緣起 

第一節  前言 

「他們大部份出生在較貧瘠的農村，膚色略深、眼睛大而黑。他們的母親來自異

鄉。根據統計，去年每一百個台灣新生兒中，有八個是外籍新娘、四個是大陸配偶所生；

他們的健康、學習、認同……是一連串的問題，這群台灣新的未來主人翁，面對了怎麼
樣的未來？（天下雜誌，2004）（字體加粗者為筆者另加） 

以「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或「在台新移民女性」為主題的相關研究與討論，現

今在台灣已蔚為風潮。隨著台籍與東南亞籍的跨國婚姻現象在台灣的增加與發展，這些

為數漸增的跨國婚姻子女也已逐漸成為大眾媒體、專業學者以及政府所關注的焦點，甚

至以「新台灣之子」一詞來稱呼他們。儘管如此，但到目前為止，對於「新台灣之子」

的相關論述能多是以「權威本位主義」的角度出發，由政策決策者、教育執行者與「專

家」、及社會主流的觀點來形成相關的討論。相對地，在當中透過由「新台灣之子」本

身發聲所形成的研究是相當缺乏的。 

父母親分屬不同族群背景的子女，由於遺傳及社會化歷程的影響，使他們可能一方

面遺傳來自外籍父母的外表，一方面擁有特殊的雙文化家庭背景。這讓他們在台灣社會

中，比較有機會被看待是「特殊的他者」。其中，跟外籍父母較為相像之跨國婚姻子女，

受到他人質疑其族群身份或自己必須向他人確認族群身份的機會就可能相對比外表相

像於台灣籍父親或母親之跨國婚姻子女更多。人與人之間進行互動時，會依據對方的各

種線索，作為初步的互動基準，而外表特質就是線索之一。雙方從彼此外表解讀其人格

特質和角色身分（包括對族群身份的認定），進行互動和交流。由此可見，跨國婚姻子

女若其外表具有某程度的突顯性，即有不同於一般人的長相，或有些「看起來就是不一

樣」的特徵時，他人認定其族群身分以及質疑其族群身份的機會也就會展現在互動過程

當中。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探索跨國婚姻子女其對外表的解讀方式與看法，探索其外

表與其自我概念及自身族群身份認同之間的關連性。 

然而，為了探索外表對跨國婚姻子女所隱含之意義，以及它是否成為族群身份的認

定來源，及其在其自我概念裡的比重等等，我們首先必須了解其外表評價方式對自我外

表的感受和內容，以及有著雙元文化背景的跨國婚姻子女如何認定自己族群身份以及衍

生的相關感受與生活經驗，另外，我們亦須探索在審美觀與外表形象的建構過程裡，相

關社會化機制的影響和作用。就社會學的觀點來說，一個人生長經驗中，家庭、同儕、

學校、大眾媒體作為重要的社會化機制與場域，這些機制在其建構外表形象時扮演著何

種角色？透過多種類型的田野資料蒐集與分析，我企圖在此研究中為這些問題尋求答

案。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在台灣的外籍配偶人數，目前已形成相當的數量。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料，到

2005 年底為止，在台灣的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約達 36.5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取得台
灣國籍者)占 35.9％，大陸及港澳地區配偶占 64.1％；而持有效外僑居留證之外籍配偶

達九萬三千人(不含已取得台灣國籍者)。按性別分，男性配偶 9,283人占 10.02％，女性

配偶 83,367人占 89.98％；按國籍分，男性配偶以泰國籍 33.59％最高，日本籍 11.46％
次之，美國籍 11.12％再次之；女性配偶以越南籍 69.34％最高，印尼籍 11.16％次之，
泰國籍 7.10％再次之1。然而，在台的東南亞國籍配偶人數（包括取得居留證和身份證

在台灣居住的外籍配偶），則以越南籍、泰國籍、印尼籍的女性配偶佔據大部分的比例

（請見表一）。因台灣國籍法的規定2，結婚而歸化為台灣籍的外國籍配偶，需要在台灣

居住一定的時間，才能拿到國民身份證，歸化為台灣國籍。截至民國九十四年底，領取

身份證和持有居留證的東南亞籍配偶總人數已達到 1萬六千多人。 

另外，統計資料以及新聞媒體，均指出外籍配偶子女在台灣新生兒人口中的比例正

在擴大的現象。舉例而言，一篇「天下雜誌」的專題報導即指出，現今台灣出生的新生

兒中，每七個就有一個是外籍女性所生。隨著台灣人口結構老化現象出現，跨國婚姻子

女以驚人速度增加中，形成為數不小的群體（楊瑪利、楊艾俐，2003）。 

東南亞國籍和大陸籍女性因為結婚而來台定居，直到現在許多大眾媒體仍對她們冠

以「外籍新娘」的稱呼；而媒體視「外籍新娘」作為一種「社會問題」幾乎已是公論（夏

曉鵑，2002）。由於其結婚對象多來自非都會地帶、擁有較低的社經及教育背景，加上

夫妻在語言和文化存有明顯的不同，因而大眾多認定這樣的跨國婚姻家庭具有經濟、文

化方面的弱勢，需要相關單位的協助與重視。 

 

 

 

                                                 
1 見內政部統計處網站：http://www.moi.gov.tw/stat/，94年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統計資料。
2 國籍法第三條規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列各款條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每年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留之事實繼續五年 

    以上。  

  二、年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及其本國法均有行為能力。  

  三、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 

資料來源：國籍法網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LawList1.asp?NodeID=87 
 

http://www.moi.gov.tw/stat/


表一、東南亞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別        單位：人 

截至民國 94年底止 

 

持有效外籍居留證的外籍配偶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留人數國籍別 

男 女 男 女 

越南 133 57806 125 53976 

印尼 327 9304 280 8752 

泰國 3118 5919 2897 5283 

菲律賓 331 3441 274 3026 

柬埔寨 6 2416 5 2333 

馬來西亞 630 846 515 699 

緬甸 233 770 200 707 

合計 4778 80502 4296 74776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2005 

在台灣目前發表的學術文獻，以跨國婚姻子女或是外籍配偶子女為主題的研究，在

最近四年間（2001~2004 年）數量逐漸變多。然而，檢閱相關研究後，我有以下發現： 

一、   研究中的跨國婚姻子女年紀多為國小以下階段 

目前相關調查和研究的跨國婚姻子女對象均僅限於國小或是年紀更小的發展階段

（張慧貞，2005；張淑猜，2005），十分缺乏對於年齡層較高的跨國婚姻子女的相關研

究。目前已發表的研究，除研究者所參與的國科會計畫，是以國中階段跨國婚姻子女為

研究對象研究族群認同議題之外（馬藹萱，2005），另外則是陳正憲在其碩士論文調查

高雄地區國中階段跨國婚姻子女之性觀念與性態度（陳正憲，2004）。大眾媒體中亦可
見到相關報導，不過，大多報導的性質傾向浮泛討論或僅呈現統計數據等，少有深入的

專題報導。綜合現今的媒體報導或學術研究，對於台灣跨國家庭青少年的了解相對顯得

十分不足。 

二、 量化性質的研究方式 

研究跨國婚姻子女採取的研究設計，則多以量化研究邏輯開展而出，利用標準化的

問卷進行調查，並運用統計方式來分析資料並撰寫研究結果。但是，這樣的研究方式，



並無法深刻獲知研究對象主觀意義建構以及其背後隱含的情境脈絡，或是他們如何與周

遭他人互動的經驗以及其態度和信念的建構過程等等。而要對於這方面進行深入了解的

理想方式，是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場域，以近距離的方式透過與研究對象及其環境的頻

繁互動，深入研究對象的世界，蒐集質性資料，從而歸納出研究結果。 

三、 跨國婚姻子女的「問題化」 

大眾媒體在報導跨國家庭青少年時，常把他們塑造為需要關注、協助、有社會問題

的一群人，並往往操弄這樣的負面刻板印象，像是誇大或扭曲真實的統計資料，並從而

大膽預測現在或不久之後的將來，跨國婚姻子女為社會一大問題族群（如「新台灣之子

基測 多低於百分」，奇摩新聞，2005、「誰來關心外籍配偶和新台灣之子？」中央日報

第九版，2004 年 11月 7日）。張敏華(2005)分析台灣報章媒體對於跨國婚姻子女，也就

是「新台灣之子」的描述，探討其新聞框架、報導角度的方式與內容，一共集結出八項

內涵： 

（一） 學習表現：學習落後 
（二） 身分差異：非我族類 曖昧的邊緣人 
（三） 身心發展：發展遲緩 
（四） 社會福利：社會救濟 
（五） 家庭背景：家境堪憐 
（六） 社會問題：問題來源 
（七） 生活適應：同化導向 
（八） 微弱的弱勢發聲 

在大眾媒體中呈現的「新台灣之子」形象，主要集中在他們的教養問題，例如以「學

習落後」、「發展遲緩」等框架（張敏華，2005），一些相關學術研究也將研究焦點置於
跨國婚姻子女的家庭功能障礙，並從而指出外籍父母因為自己必須先適應在台灣環境的

生活，所以無暇有充足或多餘心力對小孩進行管教，甚至沒有發揮教育子女的功能。外

籍家長國語流利程度一方面影響親子之間的溝通機會，亦影響子女的語言能力，有研究

指出跨國婚姻家庭的課業指導功能，已被安親班所取代（黃琬玲，2004）。由此，跨國
婚姻家庭在家庭場域容易產生教育功能上的弱勢，使子女容易出現學習弱勢或生活不適

應的情況。 

呼應大眾媒體及一些相關研究對於跨國婚姻家庭及其子女「問題化」的解讀，1999
年，政府相關單位開始擬定或實施在台外籍配偶的一些政策與措施：在內政部頒訂「外

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計畫」之後，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的設立；教育部亦函請各縣市政

府擬定對外籍配偶的相關政策，在外籍配偶較多的區域，對其子女進行特別輔導、課後

輔導、家庭訪問等服務措施（車達，2004），當我們進一步解析這些「立意良善」之相

關處遇措施的形成方式，我們發現其背後似乎隱含「一旦具有跨國婚姻子女身份者，其



出現學習困難以及生活不適應可能性大增」的假設，所以必須先擬定防範策略與配套措

施，以免將來產生更多的社會問題及更多的偏差者，然而，不論是有意或無意，這種跨

國婚姻子女「問題化」的形象建構，卻使跨國婚姻子女正面與客觀的生活經驗與感受，

其可見度明顯地低微，而鮮為人所知。 

自2004下半年度至2005下半年度期間，我擔任政大馬藹萱老師國科會研究計畫「跨

國婚姻子女族群認同之初探」（計劃編號：93-2412-H004-021）之研究助理。該研究以

質性研究方法，探究在台跨國家庭青少年之族群認同，其中探討的議題包括跨國婚姻子

女的族群認同與意涵，以及家庭、同儕、學校與大眾媒體對其族群認同形塑的影響。本

研究是在該研究執行的過程中所發展出的一項相關延伸性研究，也因此，本研究的研究

對象─包括跨國婚姻子女與其重要他人─亦取自上述國科會研究計畫之田野場域。另

外，該國科會研究計畫中所蒐集的田野資料，也被援引作為本研究分析資料的一部份。 

我在擔任研究計畫助理期間，經由檢閱相關文獻、擬定訪談問題、設計團體活動內

容、親自進入田野，與守門人、受訪對象進行接觸和互動，我慢慢對跨國婚姻家庭產生

熟悉和親近感，感到相當程度的興趣。 

該國科會研究計畫選取作為研究對象之跨國婚姻子女，為國中在學階段的學生，其

年齡在分佈十三歲到十五歲，位於青少年階段。青少年為兒童逐漸轉變成大人的過渡時

期，在生理方面，出現第二性徵、樣貌出現改變，個人容易對自我身體有負面的感覺，

通常是因為此時自己生理快速發展（周玉真，1992），青少年開始覺察自己外表的成熟

與變化，進而對自己外表的進行重新審視和評價。另外，有學者認為青少年會相當程度

地重視外表，可能是因為他們開始與異性交往，所以其外表形象的解讀方式會影響其自

我概念（Pritchard、King & Czajka-Narins., 1997）。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提及，青少年已具備形式運思期和操作的能力，思考現實不

存在的事物、各種可能性、假設、未來的心智能力，能夠脫離具體的世界，進入廣泛的

形式思考空間之中（Piaget, 1972）。青少年能對一些未發生或是抽象的情境進行思考與

判斷，其層次更廣與更深，而對週遭的事物感到不滿與懷疑時，會再次評估和詮釋自己

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可見一個人在青少年階段時，已有縝密思考以及具體陳述想法的能

力（黃德祥，1994）。 

Erickson定義青少年階段為「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時期，對自我和其社會
環境，不斷尋求了解和接納，期望能整合各種認同，有一個穩定的自我。認同就是個人

特有的一種感覺，個人會無意識去尋求所謂的連續性(continuity)，亦包括會對某一個團
體產生歸屬感、團結感。他認為雖然認同是一個人終生持續發展的過程，但是青少年時

期為最重要的時間，因為在這階段，個人必須重新整合兒童時期的認同、和一些基本需

求、社會角色，以順利迎接下一步成人時期（Erickson, 1959）。 

因此，青少年階段為自我認同發展的重要階段，而認同包括性別、年齡、族群等多

http://weblinks2.epnet.com/searchpost.asp?tb=1&_ua=bt+ID++%22ADO%22+shn+1+db+aphjnh+bo+B%5F+2273&_ug=sid+910DFA73%2D9215%2D487F%2D8479%2D9EB659520225%40sessionmgr2+dbs+aph+cp+1+D091&_us=hd+False+fcl+Aut+or+Date+frn+1+sm+ES+sl+%2D1+dstb+ES+ri+KAAACB1D00020428+98B2&_uh=btn+N+6C9C&_uso=st%5B0+%2DJN++%22Adolescence%22++and++DT++19971201+tg%5B0+%2D+mdb%5B0+%2Dimh+db%5B0+%2Daph+op%5B0+%2D+hd+False+23F7&ss=AR%20%22Czajka%2DNarins%2C%20Dorice%20M%2E%22&fscan=Sub&lfr=Lateral&


種面向，其中之一為族群方面的自我認同。所以，在青少年階段就已建構出所謂的族群

認同，甚至有學者認為學齡前或是國小時期就已經開始發展族群認同（Rosenthal, 
1987），所謂的族群認同，係指個人對所屬族群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份所產生的
想法、覺知、感情與行為（陳麗華、劉美慧，1999）。由此可見，青少年能夠在某些情

境中，進行我群與他群的劃分，並對自己所屬的族群有主觀感受和偏好態度。 

由於之前參與上述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緣故，我接觸了這群跨國家庭青少年，我猶記

得剛見到他們時，第一眼便感受到他們的特別：他們真的好像「不太一樣」。有些人擁

有膚色較黑、特殊輪廓等顯著的外表特徵，而他們亦會對自己的外表進行評價或描述，

例如在一次與他們進行的團體活動裡，我們安排了一個「貼出我是誰」的活動，請跨國

家庭青少年從一堆形容詞小籤當中挑選最為符合自己的小籤，以獲知他們眼中的自己擁

有怎樣的特質，設計的小籤包括人格特質、族群身分類型之外，亦設計形容外表的小籤，

像是「皮膚黑黑的」「皮膚白白的」、「瘦瘦的」、「胖胖的」、「頭髮捲捲的」、「介意自己

外表的」、「不介意自己外表的」等等。當我們觀察每位跨國家庭青少年的答案，發現他

們皆選擇與外表描述相關的詞彙，隱含「外表的我」屬於「我」的一部份。 

外表形象，指涉一個人關於外表的感受和態度，而這並非是只是客觀的現象描述。

採用符號互動論觀點所述，個人會從他人給予自己的評價、態度，經過自我察覺、詮釋，

產生意義(meaning)，進而形成自己特有的外表認知建構（周雅蓉，2002）。關於「外表
形象」的內涵，我引用學者為身體意象(body image)下的定義與看法：個體對於自己身
體的知覺(perceptions)、想法(thoughts)以及感受(feelings)（Grogan, 1999：2）。身體意象
亦包括社會因素，所以欲探索身體意象，必須了解個人和社會環境互動的情形。然而，

身體意象此一概念，具有多面向而且複雜的內涵，牽涉身體、心理、社會三個方面的因

素（Usmiani & Daniluk, 1997）。雖然身體意象聚焦於個人對身體整體或身體各部份的滿
意度和觀感，然而，外表形象指涉個人如何詮釋與評價自己的外表特徵、認為他人如何

看待與評價自己的外表，判定外表標準和條件，其焦點擺置在社會因素面向，即透過與

週遭環境的互動而使外表形象產生意義。據此，外表形象與身體意象兩者概念具有某部

分的重疊，所以我在本研究中，亦援用身體意象的思考脈絡與詮釋方式進行分析與思考。 

於是，透過前述國科會計畫之田野工作參與經驗，以及相關文獻的閱讀與思考，讓

我對於幾個議題感到好奇：跨國家庭青少年如何解讀自身的外表形象？突顯族群意涵的

外表對於他們而言是否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本研究欲探討跨國家庭青少年之外表形

象與其自我概念及族群認同之間存在的關連。 

然而，這裡必須對「跨國」、「跨種族」、「跨族群」三者之概念做一些釐清與區辨，

具有「跨國家庭」背景者意指父母分屬不同國籍者的下一代，但是其父母卻可能同屬一

個族群或一個種族。談到種族(race)這個概念時，通常是以生理特徵作為區分依據，分

類成不同的人種，有些學者認為看似「客觀」的體質標準，其實是社會的支配群體「有

選擇性」地選用，進而維持其控制權力的工具，因而種族算是一種「支配、反支配」或



是「歷史衝突」的分類團體（張茂桂，2002），具有「跨種族」背景者指涉親生父母分
屬於不同種族的下一代，但不見得必定跨越國籍界線，例如同屬美國國籍的黑人與白人

所生的小孩，便具有跨種族背景。而對於「族群」的定義，Schermerhorn(1974:3)界定
族群為：「存在於是大社會中的集體，成員擁有或為真實或為假設的共同祖先，有共同

的歷史記憶，以及，擁有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這些文化表徵的要素，舉例來說，

有親屬模式、直接交往、宗教信仰、語言或方言、部族、國籍、生理特徵或任何上述要

素的綜合。」族群是一種「主觀認定」的團體，人們透過選用一些文化特質或是藉由擁

有共同的起源和歷史意識等等，因而認定自己與他人的族群身份。種族和族群並非完全

相互通用的概念，族群團體內的成員以文化和歷史層面的一些特質作為依據，而種族團

體成員主要以擁有共同的生理特徵當作分類標準。具有「跨族群」家庭背景者，即為其

父母分屬不同族群的下一代，某程度等同於「跨文化」背景。 

本研究以台灣人士和東南亞籍人士通婚家庭作為選取研究對象的依據場域，當然首

先必須了解東南亞地區的文化背景。由於東南亞地區國家為聚集多種文化之地，東南亞

地區的文化特色，包括在飲食習慣、宗教信仰方面等等呈現多元的面貌（陳怡，2000），
據此，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屬於不同文化、不同族群，因而此類跨國家庭應屬「跨族群」

家庭。 

本研究之主題之一，在於討論在台灣與東南亞籍跨國（跨族群）家庭背景生長的青

少年其族群認同的發展情況。在考量研究對象的心智成熟度以及生活經驗的豐富度下，

此研究對「族群」此一概念的界定以及族群認同的探討，多半指涉於能意識到目前自己

所屬的族群身份，以及能利用相關線索進行我群與他群的區辨能力。 

另外，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常從三種社會化的場域進行論述與分析：

家庭、學校和大眾媒體。三種社會化機制不斷地交互作用、體現在個人生活經驗，青少

年自我概念的強化或減弱油然形成（莊文芳，1997；王麗瓊，2000）。 

家庭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化場域，小孩依附於父母，自然會受到父母的影響，不過，

隨著子女成長到青少年階段，開始追求自主(autonomy)，有時就可能打破或開始否定父
母灌輸的觀念。然而，根據研究，青少年是否能成為一個獨立、自主、有自信的人，仍

與親子關係和父母教養方式具密切關聯（Ausubel & Paul, 1970）。所以，父母的價值觀
以及與親子互動的方式，對於子女成長過程有所影響，父母若是具有不同稟性，包括不

同族群、教育程度、社經地位、生活方式，因而有不同的價值觀和教養方式，相較於父

母具相同稟性的家庭而言，其子女可能有更多元、特別的家庭生活經驗。 

隨著到學校學習，學校成為青少年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化場域，尤其是同儕關係。青

少年非常重視同儕朋友，也希望自己能夠在同儕團體中，獲得成員的認同和讚許，所以

青少年很容易為了迎合同儕，而改變他們的言語、衣著、行為、思想甚至價值觀（陳淑

芬，2000）。 

http://140.119.115.1/search*cht/aAusubel%2C+David+Paul/aausubel+david+paul/-5,-1,0,B/browse


大眾媒體傳遞的資訊和標準，亦對青少年產生作用，青少年在探索自我概念、期望

自己受到週遭人認同的過程，可能內化媒體塑造的形象和標準，認為這是一個正確、大

多數人讚許的條件，而運用媒體呈現的社會文化標準評斷自己外表，作為理想的外表典

範（宋文里，1992）。 

在田野觀察和閱讀相關文獻的刺激之下，我以台灣與東南亞籍跨國婚姻家庭中的青

少年為研究主體，了解其外表形象、自我概念、族群認同的內涵與關連，以及社會化機

制在其中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