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引導性假設 

一、   研究問題簡述 

在本研究中，我以跨國家庭青少年的自我概念、外表形象、族群認同三個概念為研

究主軸，了解研究對象在這些概念上的特質與表現，同時，我亦從中發掘外表形象、族

群認同以及自我概念三者彼此關連的可能性與所蘊含的意涵。另外，我認為擁有明顯族

群外表特徵的跨國家庭青少年，其外表特徵與族群身之間可能具有特殊關連，於是特別

獨立此項概念，來探討跨國家庭青少年外表特徵與族群身份之間關連性，是否對自我概

念造成影響。此外，我在探討每個概念或是概念之間的關連時，均會思考到社會化機制

〈包括家庭、同儕、學校、大眾媒體〉的可能影響。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處於青少年的發

展階段，所以依然可能尚未發展出成熟思維、完整發表意見能力，而本研究並不是一個

長時間的追蹤研究，只能多半從研究對象回溯其過往的生活經驗與態度，掌握到粗略的

發展過程，據此，本研究的時間性質傾向橫斷式，即掌握目前或是不久之前的時間裡，

跨國家庭青少年的相關意見與態度。 

圖一是本研究的概念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透過這樣紙上思考的方式，一方
面簡潔地呈現本研究問題所包含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亦可以將研究者心中的一些理

論假設明朗化，更加釐清對研究問題的理解（陳向明，2002）。 

圖一、本研究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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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引導性假設 

雖然質性研究不同於量化研究，研究目的不在於驗證研究假設、推論到某一群體，

然而，有學者認為在進行質性研究時，設立「引導性假設」(guiding hypothesis)仍有其
必要性（Marshall & Rossman, 1995），當研究者進行研究，不論是進入不甚熟悉、甚至

是完全陌生的田野場域蒐集田野資料時，或在檢閱相關理論文獻時，「引導性假設」可

協助研究者，不致於容易陷入毫無頭緒、沒有具體明確方向的處境。然而，我針對本研

究，衍生出以下幾個引導性假設，這些假設一方面成為我檢閱相關文獻的依據，另一方

面也是當我在分析、歸納資料時，不斷檢視的主要研究面向： 

（一） 外表與自我概念之間具有關連性 

跨國家庭青少年在意自己的外表或是關心外表議題，亦使用自我外表形象，來詮釋

和理解其自我概念。 

（二） 族群認同與自我概念之間具有關連性 

跨國婚姻子女在其日常生活中，出現必須與族群身份對話的場域，無論他人對自己

族群的質疑，抑或自己欲確認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劃分我群與他群的依據，其雙元族群

背景，可能透過日常生活的互動經驗而對自我概念的建構有重要影響。 

（三） 外表形象與族群認同具有關連性 

外表具有明顯差異，容易被他人辨識或質疑族群身份的跨國家庭青少年，可能會因

其特殊的外表，而使他人或自己均傾向認定自己是屬於混血兒或是外國人，是「不同於

大家的他者」，而這種角色與身份的認定，可能容易讓他們產生負向的感受與生活經驗。 

而當這種情形出現時，跨國家庭青少年可能會試圖隱藏自己的外籍血統，甚至被他

人錯認自己是「原住民」也沒關係。在遭遇被揭露或必須澄清自己真實族群身份的經驗

時，會害怕大家在自己身上加諸一些刻板的印象（尤其是負面的）。為了避免這樣的情

況發生，跨國家庭青少年可能會拒絕透露自己父親或母親的外籍身份，甚至不予認同外

籍文化的相關事物。 

而擁有明顯族群外表的跨國家庭青少年，受限於外表特徵，因而較其不具有彈性轉

換族群身份之能力，只能被動接收他人對跨國婚姻子女的刻板印象，並經由主動或被動

方式，自己與他人劃分界線，因而產生自卑、負面的感受。 

（四） 主要社會化機制對於跨國婚姻子女的自我概念、外表形象、族群認同具

有影響 



主要的社會化機制，包括家庭、同儕、學校、大眾媒體，對跨國家庭青少年的自我

概念、外表形象、族群認同皆有影響。 

第二節    名詞釋義 

一、   台灣與東南亞跨國家庭青少年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對在台外籍配偶的統計調查，在國籍分類方面，屬於東南亞國家

者，包括了七個國家：越南、泰國、印尼、馬來西亞、緬甸、柬埔寨、菲律賓（內政部

統計年報，2006）。因此，具備這七個國家之一身份的外籍人士，與台灣籍的配偶組成
的家庭，為本研究所指稱台灣與東南亞國家跨國家庭，以下行文則以「跨國家庭」或「跨

族群背景」稱之。 

界定青少年有多種方式：例如法律、生理發展、或是心理發展的界定方式。為了選

取研究對象的一致性與便利性，本研究所指涉的青少年，採用法律的界定方式，指涉為

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個人1。 

據此，本研究中對台灣與東南亞國籍跨國家庭青少年的定義，指涉的對象為父母親

分別屬於東南亞國籍人士與台灣籍人士，年齡介於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子女。 

二、  外表形象 

身體意象的定義為：個人對於自己身體、外表的看法，透過循序的發展過程中逐漸

生成，且為自我建構的首要部分及自我概念的基礎（周玉真，1992）。然而，外表形象
不只包括自己身體的滿意度，亦指對自己外表和他人外表的描述與評價方式。在本研究

中，尤其重視針對族群辨識線索相關的膚色、五官輪廓的主觀感受與經驗，以及外表對

自我概念的重要性。 

三、  族群認同 

社會中有很多不同的社會團體，它們分別因循不同的範疇組合而成，族群團體就是

一個重要社會團體，其依據的線索不只侷限客觀面向，像是透過出生地、或自己持有哪

個國籍的身份證等等，亦可能透過對自己外在表徵的解讀或是社會大眾對自己的認定，

而形成自己屬於哪個族群的看法。有學者認為，一個族群內含的價值觀與傳說，非固定

不變，而是可能隨著社會情境變化，不斷改變其內涵（Giles & Johnson, 1981），由此觀

                                                 
1根據我國青少年福利法第二條規定，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此法適用對象。 
資料來源：青少年福利法網站：http://www.scu.edu.tw/sw/data/welfarelaw/welfare_3.htm 



之，族群認同不完全為依據客觀線索認定的過程，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援用相關條件和

線索，進而主觀認定自己是屬於某族群成員的，無論在微觀層次的人際互動，抑或從鉅

觀層次，像是了解所屬族群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等等，都屬於族群認同（Rosenthal, 
1987）。  

族群認同涵蓋自己與他人如何界定其族群身份、以及與族群身份相關的任何想法與

態度。簡而言之，就是認定自己屬於某一族群成員，進而內化到自我概念的過程和內容。

雖然族群認同鑲嵌在個人的社會心理發展過程之中，難以定義和操作化，然而，每個人

仍有這樣的需求：個人欲從複雜的社會脈絡裡，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定位，而在族

群範疇的定位，也就是確定自己的族群認同，對於個人有一定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然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處於青少年階段的跨國家庭子女，考量其年紀、心智成

熟發展程度，族群認同對他們的意義可能只展現微視層面的人際互動，像是能指涉、歸

類自己的族群身份、運用族群相關線索區辨我群與他群或是能簡單地說明族群對自己的

意義等等，然而，對於他們是否已發展到能夠認知自己所屬的族群地位或是社會存有的

族群相對位置等更深層的族群認同內涵，則需要累積更多的生活經驗與更成熟的心智，

因此這部分可能在此研究中將可能不會有太多的發現。 

四、  自我概念 

符號互動論大師 Mead 在其著作對自我做的描述：「人類的自我並非與生俱來，它

是藉由一連串的社會經驗與社會活動所體現」（Mead, 1934）。簡而言之，自我概念指涉

對自我的信念與感覺而形成的基模(scheme)（Wiggin,Wiggin & Zanden, 1994：226）。有
學者認為，自尊較偏向評價、情感面向，而自我概念偏向認知層向（Rosenberg, 1979）。
然而，在許多研究裡，亦把自尊(self-esteem)列入自我概念的內容，由此，自我概念指

涉評價、認知和情感面向的自我(self)。本研究指涉的自我概念，主要涵蓋兩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屬於自我描述，即跨國家庭青少年認為自己擁有哪些個人特質、著重哪些面

向的自我，第二個部分則是關於自尊的討論，像是對自尊的定義、或者是評估自我自尊

的程度等等，這些討論皆屬於社會心理學式的探討，聚焦在於自我與周圍環境（重要的

社會化機制）的互動過程對個人自我概念造成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我依循質性研究的詮釋學邏輯設計本研究。詮釋學理論的觀點認為，社會世界的客

觀事實是不存在的。真正的社會事實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互動、詮釋的過程與結果，並逐

漸形成視域融合，也就是社會事實具有「互為主體性」的性質。 

我運用個別深度訪談、焦點團體等多元資料的方式，透過分析和比較，以揭露跨國



家庭青少年深層的主觀意義，以及其情感、意義建構的方式與視角，並從而了解跨國家

庭青少年在外表形象、自我概念與族群認同等概念的內容與彼此之間的關連性，另外，

我亦說明研究取樣的過程及結果，以及我如何使用資料進行分類與分析。 

一、  資料蒐集 

（一） 選取研究對象 

當時國科會計畫選取跨國婚姻子女的過程，一開始是基於民國 93 年內政部公布的

統計資料。在 93 年底辦理結婚登記的外籍配偶，以台北縣地區比例最高，約占整體的

16.17%。而根據台北縣教育局在民國 92 年統計台北縣各區公私立國中外籍配偶子女的

人數，發現在雙和區、板橋區、新莊區三個地區跨國婚姻子女人數最多，各有 92、94、
76位（請見表三），於是便從這三個地區的公立國中進行實質接觸、徵詢各學校參與這

項國科會計畫的意願，最終從這三個地區，選擇各一所國中作為計畫的研究場域。在與

守門人（學校的輔導單位）接觸、溝通後，在學校所提供的跨國婚姻子女名單中，刪除

非台籍與東南亞籍聯姻之子女，再進一步依年級與性別挑選符合條件者，接下來在徵詢

其家長、導師和本人同意之後，開始蒐集此計畫的相關田野資料，選取與蒐集的過程將

在此章稍後做一說明。 

表三、台北縣公私立國中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統計表（民國 92年） 

 

         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者 未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者  合計 

行政區 縣立國中 私立中學 縣立國中 私立中學  

七星區 18 0 2 0 20 

三重區 29 0 7 0 36 

三鶯區 15 1 15 0 31 

文山區 31 0 3 0 34 

新莊區 65 0 10 1 76 

板橋區 84 3 5 2 94 

淡水區 14 0 2 0 16 

瑞芳區 1 0 2 0 3 

雙和區 87 0 5 0 92 

共計 344 4 51 3 402 

資料來源：台北縣教育局,2003 

 



基於研究對象的難尋，以及時間、人力、物力的限制，我在國科會計畫資料蒐集過

程告一段落之後，便挑選符合本研究的青少年，向他們徵詢是否願意參與這項延伸性的

研究。很幸運地，有十二位青少年同意參與本研究。 

（二） 田野工作 

1.  國科會計畫田野進入及資料蒐集過程 

因為擔任國科會計畫助理的關係，我因而完整地參與蒐集資料的過程，也有一些相

關的體驗與感觸。在此，我將就與本論文之研究有關的部分進行說明。 

一開始，我們在取得學校守門人（負責與我們接洽的輔導單位）同意後，在其所提

供具有跨國家庭身份學生名單中，挑選符合此計畫的學生後，透過學校管道，把此計畫

的簡略說明、焦點團體活動的安排、參與計畫的同意書等相關文件，交給我們挑選出的

跨國婚姻子女、同儕、家長及導師，以詢問他們同意參與計畫的意願。在其繳回同意書

後，我們於是著手對參與研究的跨國家庭青少年（20 位）進行一共四次的焦點團體活

動，之後，我針對本研究所選取的跨國家庭青少年，援用他們在這四次焦點團體活動中，

與外表形象、族群認同、自我概念相關的田野資料，作為本研究分析資料的一部份，主

要囊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團體活動的田野資料（焦點團體大綱與相關附件請見附

件一）。另外要加以補充的是，由於本研究是從此國科會計畫中衍生的研究，於是在對

跨國家庭青少年執行的第四次焦點團體活動時，我便先行蒐集針對本研究的部分田野資

料，包括了自尊量表與審美觀問卷，關於這兩者的設計方式與目的，我在以下做一說明： 

(1) 自尊量表 

Atwater(1996)在研究青少年的自尊時，發現高自尊和低自尊的青少年分別出現十個

顯著的不同特徵。我以高自尊青少年的特徵為標準，設計一份簡易量表，並依答案作不

同配分（「非常同意」4分、「同意」3 分、「不同意」2分、「非常不同意」1分），並登
錄他們所填寫的分數，得分越高者，表示越有高自尊傾向。而透過這份自尊量表的結果，

我便能初步了解每位跨國家庭青少年的自尊程度，以及他們如何描述自己在這十個特質

的表現。 

(2) 審美觀問卷 

在本研究中，我一方面欲了解跨國家庭青少年的審美觀，另一方面，我亦想獲知

他們是否已發展出族群認同或族群意識。許多研究者在研究兒童或青少年族群認同發展

議題上，通常透過讓受試者選擇玩偶或是圖畫的活動方式，讓他們對不同族群或種族的

圖畫或玩偶進行選擇和評價，進而了解他們的族群社會化經驗（例 Ramsey, 1987；Holmes, 
1995）。於是，我設計了選擇照片的活動，並找了一些從外觀看起來可能具有不同種族

身份或是族群身份的照片，以及設計一份對應的問卷，請跨國家庭青少年在觀看這些照



片時，選擇自己認為好看及不好看的照片並說明理由。同時，我亦請他們推論每張照片

中人物的「族群身份」。從這次照片選擇的活動，可以知道跨國家庭青少年初步的審美

觀內容之外，亦能探索他們是否擁有族群分類的想法、族群意識、族群自我認同〈即跨

國婚姻子女焦點團體第四次中的「哪一個比較美」活動內容〉。 

在進行跨國婚姻子女的團體活動之後，我們依研究計畫的設計與需要，選取合適的

跨國婚姻子女（15名），邀請他們與我們再進行個別深度訪談。我們亦以學校的安靜地

點作為訪談場域，分別與跨國婚姻子女做一次到兩次的深度訪談，訪談的話題以擬定的

訪談大綱（請見附件二）為主，我選取其中關於外表形象、族群認同以及自我概念的訪

談資料，作為本研究資料的一部份。 

我們採取焦點團體的形式，蒐集跨國婚姻子女老師的資料，亦由守門人轉交相關文

件和同意書，邀請其導師參與。我們進行了一次到三次的焦點團體訪談（焦點團體大綱

請見附件四），以試圖取得每位導師的看法。我在本研究中引用上述跨國家庭青少年老

師的田野資料，整理他們對跨國家庭青少年的外表形象、族群認同以及自我概念的觀點

與描述。 

另外，我們經由跨國婚姻子女本身的推薦，邀請跟他們要好的學校同儕參與所設計

的焦點團體，以更加了解跨國婚姻子女，便對於同儕進行二到三次的焦點團體活動（焦

點團體大綱請見附件五），其中我援引第一次與第二次活動的田野資料作為本研究分析

之用。 

以上的資料蒐集均以學校為主要場域，基於守門人的協助與幫忙，大致上算十分順

利。而我們後來與家長進行訪談的過程，則是充滿許多變數。 

我們透過兩種方式和家長取得聯繫：首先我們請子女轉交我們想要訪談家長的通知

書，請他們以書面或是電話回覆我們，然而最後發現這樣的回覆率相當低。我們只好透

過另外一種方式，經由守門人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料，主動以電話聯繫家長，簡略說明

我們的用意、此計畫的目的，在取得他們口頭同意之後，進一步約定訪談時間與訪談地

點。我們多半選擇的訪談地點為家裡，由於對台北縣地區的不熟悉，因而找尋訪談地點

必須花點時間和力氣。 

我們有時必須面臨家長錯誤或是過度地解讀我們的身分，而在訪談過程中感到不自

在，甚至是有些緊張。例如，有些家長認為我跟另外一位助理是學校老師，認為我們的

地位很崇高，所以深怕自己的意見沒有學術價值等擔憂，因而我們常面臨必須從頭詳細

地解說我們的來意與身分，並說明他們有大放闕詞的自由。每當與家長進行訪談，總會

讓我有不同的體驗與心情，像是有些家長非常熱情歡迎我們、打開話匣子跟我們聊天，

而有些家長的態度則是不太友善、小心翼翼地與我們對話，隨著訪談的開展，在逐漸了

解我們不是想要挖他們的「隱私」、感受我們的誠意後，才卸下心防。我們依據擬好的

訪談大綱（請見附件三）與家長進行訪談、在訪談過程中若感到有疑問之處，亦做追問



的動作。我在閱讀完家長對於子女的訪談資料後，選取與跨國家庭青少年外表形象、族

群認同以及自我概念的相關資訊，作為本研究田野資料的一部份。 

2.  本研究延伸性資料蒐集 

除了在參與國科會計畫的田野工作中，進行資料蒐集外，我並針對本研究的需要，

對參與本研究的跨國婚姻子女進行進一步的深入訪談。在取得青少年及其家長口頭同意

之後，我在 2005 年七月到九月之間，分別訪談了這十二位青少年。在訪談地點的選擇

上，我考量讓受訪者覺得方便、有親近感，亦不希望他們把這次的訪談視為太過正式、

嚴肅，以致於感到不自在，於是我選擇在他們家裡附近的咖啡店或是速食店作為訪談的

地點，一方面讓他們方便抵達，一方面亦透過公開場合的氣氛，讓他們以較為輕鬆的方

式面對這次訪談。     

因為當時正好為學生放暑假期間，除了一到兩位青少年因為平日時間都要補習的緣

故，所以必須跟他們約在假日進行訪談之外，我與其他的青少年均約定週一到週五的白

天時間（包括上午時段和下午時段）進行訪談，一方面盡量避開訪談地點人潮過多、太

過吵雜，以致影響訪談或是錄音紀錄的順利進行，另一方面，亦盡量不佔據他們的休閒

時間，讓他們不覺得自己玩樂或是和家人相處的時間被剝奪。在與他們約好時間地點

後，訪談當天，我在約定地點的店門口等他們一起會合，然後共同進入店裡，找個安靜

的角落坐下，再開始進行訪談。 

我以因循本研究設計出的個別深度訪談大綱（請見附件六），請他們發表關於自我

概念、族群認同、外表形象、審美觀等相關看法。在訪談開始之前，我先與跨國家庭青

少年說明我們欲討論的主題，以及提醒他們擁有的權利：可以隨時向我澄清問題、亦可

以說明自己不想回答某些問題、中止談論的話題。我亦宣示我將保密我們的訪談內容、

不會透露訪談內容中人事物的細部線索與資訊。當他們調適到比較不緊張、輕鬆的狀態

時，我就開始進行訪談和錄音。我們訪談所依據的話題大致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1) 自尊量表的詮釋 

我在整理每位青少年在焦點團體活動填寫自尊量表的答案後，運用我在先前與每位

青少年相處過程中所產生的心得與感受，而對照他們在量表上所回答的答案，選取我覺

得較為矛盾或是疑惑的地方，例如在我的先前觀察與印象裡，某位青少年應該是很有自

信的，但是他卻在量表中的某些問項上回答了不符合自信特質的答案，於是在個別深入

訪談中，我會進行追問的工作，請每位青少年們進一步解釋在自尊量表上的答案，同時

希望他們舉個具體的例子或事件輔助說明，試圖從他們的生活脈絡中，獲知自尊量表答

案的主觀意義內涵。 

(2) 審美觀問卷的詮釋 



另外，我亦攜帶他們填寫的審美觀問卷以及兩組照片，向他們進行追問與討論他們

在審美觀問卷的填答結果，以期更加了解他們選擇照片的過程與考量標準、對於不同族

群知識的了解、以及判定外表形象的標準與線索等等。  

(3) 國科會計畫田野資料的詮釋與澄清 

另外，我亦閱讀國科會計畫蒐集而到的相關田野資料，並分別做出摘要，歸納欲追

問或是釐清的議題，在個別訪談過程，和跨國家庭青少年進行進一步的討論。 

(4) 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 

在訪談過程中，有時候我發現自己必須很盡力、費盡心思引導他們多說話或是嘗試

拉回訪談的主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我歸結出可能的原因：青少年對於這些話題

不具太大興趣；抑或是我們之間的信任感和親近感不夠強，以致於他們不想「講太多」；

或是其個人特質本身因素：他們本來就很文靜、害羞，所以這種種因素可能影響了訪談

品質和內容。在與青少年的訪談過程裡，我一直處在兩種心境和情緒之中擺盪：面對對

討論話題很感興趣、願意與侃侃而談、與我分享的青少年，我感到非常的安心與開心；

面對對討論話題感到興趣缺缺、惜話如金的青少年（有兩位），我感到非常焦慮與不安，

會急著引導他們多說一些話，或是不斷營造讓他們安心的對話氛圍。這些都是我在當下

的特有情緒和感受，有一句話形容出這樣的感覺：「如人飲水，冷暖自知」。所幸，大部

分訪談過程都算是順暢、氣氛很愉快，有些青少年還希望我之後找他們聊天，彼此之間

已經建立了初步的友誼。 

（三） 樣本描述 

1.  跨國婚姻青少年的內部差異 

經由學校守門人的協助，我們透過學校的調查資料而選取了作為研究主體的跨國家

庭青少年。然而，在之後與跨國家庭青少年及其重要他人的焦點團體活動及個別訪談

後，我們才發現，原來在這些青少年之中，有些並非一般大眾所認為的「新台灣之子」：

當中有些青少年是來自於移民家庭或是繼親家庭。也就是說，他們的親生父母均屬於同

一國籍（外國籍或台灣籍），只是因為他們的父親或母親與台灣籍或是外籍配偶再婚，

因而被學校歸類為「跨國婚姻子女」。由於這些被官方統計歸類為「跨國婚姻子女」的

青少年實際上並非是跨國聯姻之下所產生之子女，其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應與親生父母

為跨國聯姻者有別，故在分析中將分別予以討論。   

       2.   跨國家庭青少年的家庭背景介紹 

以下我將介紹本研究中十二位青少年的家庭背景，透過表四的說明，便可以了解每

位青少年其詳細家庭背景與族群身份。補充一提的是，為徹底保護研究對象的立場，每



個研究對象另在本論文中均以假名出現，以遵守匿名性原則。 

表四、跨國家庭青少年家庭背景與族群身份對照表 

代號 性別 是否為

繼親家

庭 

親生父親

國籍 

親生母親

國籍 

繼親父親或母親

國籍 

族群身份認定

的來源 

認定的族群身分 

小李 男 否 泰國 泰國 繼父-台灣 出生地 泰國人 

小惠 女 否 台灣 緬甸  出生、長大的地

方 

台灣人 

小志 男 否 台灣 印尼  母親國籍、出生

地 

台灣人、混血兒 

小黑 男 是 台灣 台灣 繼母-泰國 出生地 台灣人 

小樂 男 是 台灣 台灣 繼母-越南 父親和生母的

國籍 

台灣人 

小華 男 是 台灣 台灣 繼母-泰國 出生地 台灣人 

Linda 女 否 泰國 泰國 繼父-台灣 出生地 泰國人 

小如 女 否 台灣 泰國  父母親國籍 混血兒 

Fish 女 否 馬來西亞 台灣  父親國籍 馬來西亞人 

小傑 男 否 台灣 馬來西亞  戶籍 台灣人 

小白 男 否 台灣 菲律賓  父母親國籍 台灣人、菲律賓

人、混血兒 

小蘭 女 是 斯里蘭卡 台灣 繼父-泰國 外表、出生長大

的地方 

泰國人、斯里蘭卡

人、混血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分析過程中對研究樣本異質性的處理策略 

 

本研究所選取的跨國家庭青少年，在族群身份、家庭背景具有相當的異質性，而此

研究主題在於探討跨國家庭青少年其自我概念、外表形象、族群認同之間關連意涵，所

以我採用兩個特質對本研究對象進行歸類，即是否具備可辨識的族群外表特徵（主要為

膚色黑和輪廓特殊的兩個特質為依據）以及親生父母親是否分別屬於台灣和東南亞國

籍。 

 

經過這樣的分類，本研究中的跨國家庭青少年主要區分成五個類別：外表明顯的跨

國原生家庭青少年、外表不明顯的跨國原生家庭青少年、外表明顯的跨國繼親家庭青少

年、親生父母皆為台灣人的跨國繼親家庭青少年與特殊類別。我在詮釋、描述研究結果



時，將會透過不同類別比較、對照的結果，用整體層次或是個別層次的面向適宜地描述

及分析研究發現。 

 

表五、跨國家庭青少年的五個主要對照類別 

      親生父母的國

籍身份 

是否擁有明顯 

族群外表特徵
2

具有跨族群背景者

(親生父母分屬台灣

和東南亞國籍) 

具有跨族群背景者，因

繼親因素亦成為跨國家

庭背景者（親生父母、

繼親父母分屬台灣和東

南亞國籍） 

非具有跨族群背景者

(親生父母屬於同國

籍) 

具有明顯族群外表特

徵 

A.外表明顯的跨國
原生家庭青少年： 
小白               

小如 

小志 

C.特殊類別： 

小蘭 

 

D.外表明顯的跨國繼
親家庭青少年： 
小李 

Linda 
 

不具明顯族群外表特

徵 

B.外表不明顯的跨

國原生家庭青少年：

小傑 

Fish 
小惠 

 E.親生父母皆為台灣
人的跨國繼親家庭青

少年： 
小華 

小樂 

小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分析策略和方式 

（一） 初步編碼 

我以每位跨國家庭青少年當作一個單位，將其相關資料做初步編碼。資料種類包括

深度訪談、焦點團體記錄、團體活動紀錄以及團體活動中成員填寫的相關資料。資料提

供者涵蓋跨國婚姻家庭青少年、家人（父親或母親、或是兩者皆有）、同儕以及老師。 

（二） 主要概念歸類 

我將初步編碼進行歸類，區分的類別包括自我概念、社會關係(包括家庭場域、學

                                                 
2 「是否擁有族群外表特徵」其依據來自於受訪的跨國家庭青少年本身或是其重要他人在資料中的描述。

只要某一跨國家庭青少年在自我或重要他人的描述中被指出具有明顯的族群外表特質，就會被歸到具有

明顯族群外表特徵此一類別。 



校場域)、族群身份、外表和審美觀內容、媒體影響等。我從中進行閱讀、相關比較、

歸納和詮釋。 

（三） 撰寫分析結果 

當整理結果逐漸出現新的發現、值得討論的議題，相當程度地釐清主要研究概念架

構的時候，我便撰寫分析結果。當遇到疑惑時，我便回到最初的田野資料進行比較、閱

讀，並試圖提出最可能的詮釋方式。整體而言，資料蒐集、分析以及撰寫研究結果的工

作為彼此交互動態的一個過程。 

 

第四節    研究信度與研究效度 

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為兩個完全不同的世界觀與典範，質性研究關注「社會事實的

建構過程」、「人們在不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而非量化研究者

所強調的「客觀分類計量」、「普遍法則的尋找」、「因果假設的否證與統計推論」，所以

以量化研究典範所創出的「信度」和「效度」規則並不能用來評價以質性邏輯設計的研

究（胡幼慧、姚美華，2002）。 

一、   研究信度 

從質化研究觀點，信度包括外在信度和內在信度（Bauer& Gaskell, 2000）。外在信
度的意義，在於研究者能否在研究過程中，自己注意與檢討幾項作為，如能否澄清自己

所處的地位、選擇報導人的方式與角度、能否深入分析社會情境、對相關概念進行澄清

與確認、以及使用蒐集與分析資料的方式等等。內在信度，則是指是否從不同的角度對

同一個現象或行為進行觀察和理解，亦能得出一致性結果的程度。我歸納外在信度與內

在信度的內涵，包括四個主要面向： 

（一） 研究者對於其研究角色的反思與檢討； 
（二） 採用理論、相關概念與研究主題的適切性； 
（三） 是否已選擇最好的蒐集資料方式； 
（四） 比照不同研究或觀點對於此相關研究所得的結果。 

基於之前與研究對象之間互動的經驗，我了解我所具有的一些社會角色可能會形成

關係建立與資料蒐集的阻礙，包括了權力地位（身為一個像是老師的角色）、台灣人的

族群身份、以及女性身份。然而，我透過營造雙方平等地位的談話脈絡、時時對他們的

回答感到好奇、以及透露出希望了解其實際的生活經驗，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事等等方



式來促進整個訪談的順利進行。是在他們出現不安或不自在的情緒時，就暫時跳脫原先

的談話主題，輔以安撫情緒的相關行為，讓整個談話的氣氛大致是愉快的。同時，訪談

中我會時時提醒自己注意當下的處境和自我情緒，隨著不同的訪談情況而隨機應變。畢

竟，每一位研究參與者有其不同的人格特質與稟性，我必須找尋與每位互動的最佳方

式，在每次的訪談過程中，我轉換不同的情緒與角色，與他們進行互動，也讓我得以知

道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彼此激盪出來的思考和感受，亦為我彌足珍貴的收穫。 

同時，我所具有的角色與稟性，在我與少數幾位青少年互動時，仍然產生一定的障

礙與困境，主要包括層面：年紀、性別、權力關係、和族群身份。 

我和青少年之間的年紀差距，使得我難以完全融入青少年文化（例如了解他們常用

的習慣用語或口頭禪）。另外，不同性別的相處，亦可能產生不同的互動情況。少數跨

國家庭青少年，提到自己並不習慣與女性相處，與女生互動不多，所以和我說話時會有

不自在感或害羞感。而我的研究者角色以及青少年的被研究角色，這樣不言而喻的權力

關係亦可能讓青少年感到某程度的剝奪感。我亦思考自己的族群身份是否也會對跨國家

庭青少年具有作用，我有著「看起來就是台灣人」的外表3：所以當提及族群身份相關

議題時，必須注意他們是否對我的族群身份有所假設與回應，當中有一次與跨國家庭青

少年的團體活動中，在我們詢問小白哪裡覺得自己哪些地方很黑、並希望他是不是可以

再具體一點說明時，他半開玩笑地跟我們說：「我們的心情，你是不會了解的」，雖然這

可能只是他逃避多做回答所說出的玩笑話，但顯示出他認定我們和他屬於不同的族群身

份。 

在進行分析與詮釋資料過程中，我不依據某種先見或假設去蒐集與歸納資料，避免

突顯或誇大一些個案的情況，像是我會舉正反兩面的實例去說明，而不一定只呈現單一

或是恆定的答案或概念連結方式，顯示出概念之間連結的所有可能性，社會本來就不是

恆定不變的，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內容亦隨時變化，所以我掌握當下相關概念的意

義和重要連結，盡量地做深厚的描述與思考。 

在此研究的進行過程中，我閱讀大量關於跨國婚姻青少年的研究文獻，無論是從量

化研究方式探討他們的自我概念和外表觀感、或是從深度訪談方式了解他們的族群認同

或展現其族群身份的相關場域等多種相關文獻，再與本研究進行比較、獲得思考、啟發，

以得到最完善、最貼切的詮釋。在閱讀和引用這些外國文獻時，我亦考量此文獻與台灣

現今社會情況的關連。目前台灣研究跨國婚姻家庭仍在外籍配偶的適應問題上，關於外

籍配偶子女的研究文獻數量尚少，所以亦多透過閱讀國外相關文獻，配合台灣蒐集而成

的田野資料分析，以發掘出重要的議題和概念。  

                                                 
3 我在與一位家長訪談時，她詢問我跟另外一位助理的族群身份，並且猜測我就是「道地的台灣

人」，她說：「因為看起來就很像」。 



二、   研究效度 

質性研究效度指涉研究欲要測量的東西和研究設計是否具有密切的關連。陳向明

(2002)認為質性研究效度與量化研究效度擁有全然不同的效度標準，基於量化研究的世

界觀，世界是絕對客觀且實際存在，所以透過精確操作和控制研究設計、研究工具就能

夠掌握社會事實。然而，質化研究所蘊含的世界觀為，社會事實是人與人互動、實踐逐

漸建構而形成，沒有絕對社會事實存在，任何詮釋方式都難以避免某程度的先見理解（即

「視為理所當然」的假設），他認為一個具有良好效度的質化研究，應有幾個面向的思

考與檢討： 

（一） 描述型效度：能夠很準確的描述觀察到的現象或是事物，不會因為個人因

素故意忽略、或是不描述看似不重要的訊息； 

（二） 解釋型效度：研究者能夠了解、理解和表達被研究的事物，賦予意義的確

切程度； 

（三） 理論型效度：依據的理論、邏輯與研究結果建立的理論概念能夠切合研究

現象的程度； 

（四） 評價型效度：研究者對研究結果的價值判斷是否確切，對於不起疑處起疑

的自我檢討程度。 

Maxwell(1992)提出可能威脅質性研究效度的因素，當中包括了研究者的偏見以及

研究者對情境或個人的反應。我與跨國家庭青少年或是其重要他人進行互動、訪談時，

往往先將把自己關於跨國家庭的定見或是固有看法拋諸腦後，扮演一個對此場域感到陌

生且好奇的角色與受訪者相處，以避免我認為理所當然的假設，影響或阻礙新議題的出

現或甚至給予我概念上的啟發，大多數的受訪者通常很樂意幫我解惑、或是發表、解釋

他們自己的看法，我亦盡量提醒自己不要像是一個冒失的闖入者，對於受訪者太過於隱

私甚至可能造成傷害的話題，我採取小心謹慎和尊重每位受訪者的態度。 

我在本研究中，與跨國家庭青少年在較不具隱私性的公共場所（速食店或咖啡館）

進行訪談，由於這是屬於開放性的場所，人群來來往往，有時不可避免地會影響受訪者

和我的訪談思緒，像是當下訪談場域的太過吵雜，擔心自己未能很清楚地錄下訪談過

程，因而感到不安，我亦對受訪者有所分心而感到緊張。所幸，隨著我逐漸能掌握訪談

與相處技巧後，不會再因為場域情況而動搖自己的心情，亦以一個耐心、誠懇的態度與

受訪者聚焦於訪談主題，這也是我在訪談過程中學會、感受的重要經驗。 

然而，我面臨比較文靜、不願意多發表自己意見甚至是自我評價比較低的跨國家庭

青少年，我對他們所擁有互動期待相對地較少、機率較低。當他們不願意回答或多做回



答時，我若經由多次追問未果後，常就此打住。換言之，我對於受訪者的認定，像是人

格特質、自我評價等等，可能某程度影響了研究資料的品質和內容。 

關於本研究中的概念、相關理論的邏輯性和適用性，我除了和指導教授討論，請她

給予一些意見之外，亦與研究所同學和對此議題完全陌生者，請他們提出意見或建議，

我思考這些意見和建議後，或許對本研究進行某程度的修改。就像質性研究典範所言，

社會事實就是在互動雙方「互為主體性」產生意義，這是質性研究有趣、充滿人文精神

的地方，因此我欲透過多樣的眼光和理解方式，盡量使讓本研究得到有趣、重要的意義。 

第五節    研究倫理 

在研究過程中，我亦遵守研究倫理，以保護每位受訪者的權益。而其中的倫理原則

大致可以分為： 

一、   保密匿名原則： 

無論是國科會計畫的田野資料，或是之後的再次進行的深度訪談，我均獲得受訪者

以及其家長或導師的同意，並在訪談過程，向每位受訪者宣示匿名和保密原則，像是當

我在分析資料、以及撰寫研究結果時，均會適度地匿名、隱藏過於隱私、可能透露出其

身份的資訊與線索。同時，我亦妥善地保存田野資料，確保不外流，。 

二、   公正合理原則： 

我尊重受訪者的觀點與意見，盡量在當下不做任何評價或感受，而是在資料分析過

程裡，探討他們在何種情境脈絡因而形成觀點與意見，作為詮釋方式的不同視角。在訪

談過程中，我亦時時注意他們在活動、或是訪談過程的情緒起伏，並適時同理他們的心

情與感受，形成一個雙方積極參與的互動。 

三、   公平回報原則： 

在訪談接近尾聲時，我給予每位受訪者致謝的小禮物、口頭答謝他們的配合與幫

忙，逐漸把談論主題拉回一般日常生活對話，使受訪者較不會產生無所適從之感。我亦

詢問受訪者的聯絡管道，讓他們得以拿到本研究分析結果，以及當對本研究感到疑問或

持有不同意見時，亦可以與我聯繫與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