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跨國婚姻子女團體活動大綱與相關附件 

 

第二次 焦點團體 

主題 活動內容 備註 

人際網絡 
連連看 

(30mins) 

 說明：首先說明同心圓的意義。中間的圓圈代表自

己，以自己為中心，請同學填入自己生活周

圍的人(包括老師、同學、朋友、家人)所在
的位置。之後解釋同心圓內到外的關係，寫

在離同心圓越近的地方，表示是自己覺得比

較親或者喜歡的人，寫在離同心圓越遠的地

方則表示和自己比較不親、不熟或有點陌生

的人，依照親疏程度來填寫。 
 步驟：發下準備的同心圓圖，指示同學依說明的方

式填入，(約 5 分鐘後)，再請同學展示並且
說明這樣安排的原因。 

 目的： 了解同學的人際網絡，以及這樣區分的原
因；對這些人物的感受；以及同學與網絡彼

此牽絆的關係。 

準備同心

圓圖、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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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焦點團體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貼出 
我是誰? 
(20mins) 

 說明：請同學在一連串的字辭中，挑選最能夠形容自

己的，然後貼在紙張上，並且解釋這樣認為自

己的原因。 
 步驟：請同學從一疊的形容詞或者詞彙中，選擇最能

夠形容自己或者描述自己的辭彙，將它們貼在

發下去的紙張上，並且三人一組互相交換，並

且說明自己這樣選擇的原因理由。(約略 5 分
鐘)，然後請三位同學互相介紹對方，並說明

他選擇這些詞彙的原因。 
 目的：了解同學如何解讀族群或者相關詞彙，從中發

覺同學對族群概念的意義為何，看待自己的角

度與性格又是如何。 
 討論問題： 

Q1：你為什麼會選這些詞彙來形容你自己？ 
Q2：這些詞彙裡，有哪一個或幾個詞彙是最

能形容你的？ 
Q3：這些詞彙中，有很多不同類型的人，你

覺得他們彼此間不同的地方在哪裡？ 
Q4：對於你來說，族群是什麼？你覺得用什

麼樣的方式形容你的族群身分是最好

的？ 

 
做籤---內

容為「族

群」類的相

關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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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比較

美 （10 mins） 

 說明：請同學就所給予的各圖片給予審美評價。  
 步驟： 

A. 將參與者分兩組（若人少則可不分）。 
B. 將圖片及問題卷發給大家，請大家就手中圖片先
個別填答問題。 

C. 請大家就填寫結果進行組內分享。 

圖片，問

題卷，簽

字筆 

學校族群教

育學習心得

分享  
（10 mins） 

 說明：請同學就其求學經驗分享學校教育中「族群教

育」的學習經驗。  
 步驟：請大家就下列問題發表想法： 

A. 你在學校求學過程（小學，國中）中所學的東西
中，有沒有哪些是與「族群」有關的？（若對「族

群」概念不清楚，可先粗略說明） 
B. 你對這些學習內容有什麼想法？ 
C. 你對當中哪些內容印象較深刻？為什麼？ 

 

解讀剪報 
(12 mins) 

 說明：請同學閱讀與外籍配偶子女之相關剪報後發表

感想並進行討論。  
 步驟： 

A. 將同學分成兩組分別帶開(若人數少可不分)，然後
將剪報內容（附問題卷）及簽字筆發給大家。 

B. 請大家在閱讀完剪報後，就不同剪報的內容分別回

答附於剪報後的問題。 
C. 進行組內分享及討論。 

 目的：透過此活動企圖瞭解參與者對媒體相關訊息的

反應及解讀方式，及其與自我身份認同的關連性。 

剪報，問

題卷，簽

字筆 

第四次 焦點團體 

     (共 45 分鐘) 成員   3-8 人 

領導者： 協同領導： 紀錄：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填量表 
（3 mins） 

 說明：對參與者施做自尊測量。 
 步驟：當同學進來團動室時，即請他們分別填寫自尊

量表。 

準備量

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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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心圓附件 
 
 
 
 
 
 
 
 
 
 
 
 
 
 
 
 
 
 
 
 
 
 
 
 
 
 
 
 
 
 
 
 
 
 
 
 

 

和我比較不親的人 
        （熟） 

和我最親的人

    （熟）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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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貼出我是誰」活動標籤附件 
 

文靜的 泰國人 客家人 成績好的 

非洲人 
眼睛 
大大的 

不漂亮的 越南人 

大陸人 英俊的 外國人 
馬來 
西亞人 

混血兒 
頭髮 
捲捲的 

了解 
自己的 

聰明的 

台灣人 漂亮的 自卑的 胖的 

與眾 
不同的 

皮膚白的 外省人 印尼人 

介意別人 
看法的 

閩南人 活潑的 
皮膚 
黑黑的 

瘦的 
成績不好
的 

在意自己 
外表的 

菲律賓人 

自信的 人緣好的 
人緣 
不好的 

不了解 
自己的 

   
 
 

 
 
註：裡面包含幾張空白標籤，以提供團體成員自行填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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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尊量表 

非常感謝你可以參與這個研究，你作答的這份資料，將會匿名[不公布你的

名字給大家知道]，只供研究之用[也就是只有我會看囉]，所以請你放心的填答，

十分感激你的參與喔～☺  

 

 
                                    國立政治大學研究生    趙佳慧 

 
 
以下有十個描述個性或是狀況的句子，請你根據你的狀況圈選最符合的答案。 

 

 

                                      

   

    

 

 

 

1. 我能有準備的發表意見。        

2. 我能聆聽他人說話。            

3. 我能友善的建立關係。          

4. 我能在團體中與人合作。        

5. 我能親切地接受讚美。          

6. 我能適當地把榮耀歸給他人。    

7. 我能實在地請求他人幫忙。      

8. 我很謙虛。                    

9. 我能付出和接受情感。          

10. 我喜歡鏡子中的自己。          
 

 

---------------------------------

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 

年齡： 

 

 

 

   非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常
不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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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哪一個比較美」問卷 

A 組         

◎我覺得最好看的照片是_________________ 

1. 我覺得他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_ 
（可以多選） 

2. 我覺得他不好看的地方有□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 其他____________ 
（可以多選） 

3. 我覺得他可能是____________人  (填寫族群名稱)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最不好看的照片是_________________ 

1.  我覺得他不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 
（可以多選或不選） 

2.  我覺得他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 
（可以多選或不選） 

3. 我覺得他可能是____________人  (填寫族群名稱)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想要挑選一位當作我的朋友，我會選______________ 
因為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____________跟我最類似， 
因為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分別覺得其他的人是： 
照片編號               族群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 我是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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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     

◎我覺得最好看的照片是_________________ 

1. 我覺得他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___ 
（可以多選） 

2. 我覺得他不好看的地方有□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___ 
（可以多選） 

3. 我覺得他可能是____________人  (填寫族群名稱)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最不好看的照片是_________________ 

1.  我覺得他不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 
（可以多選或不選） 

2.  我覺得他好看的地方有  □ 膚色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 耳朵  
□ 輪廓 □ 衣著 □ 頭髮 □其他____________ 
（可以多選或不選） 

3. 我覺得他可能是____________人  (填寫族群名稱)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想要挑選一位當作我的朋友，我會選______________ 
因為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____________跟我最類似， 
因為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分別覺得其他的人是： 
照片編號               族群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人 

☆ 我是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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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美觀照片 

A組 

    

 

 ix



          

 

 x



     

 

 xi



      

 

 xii



B組 

     

 
 

 xiii



               

 

 xiv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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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新聞報導（一）、（二）與相關問題 

新聞報導（一） 

藍天下的缺憾--新台灣之子 

媽媽不懂ㄅㄆㄇ 用台語教功課 

菲律賓來的黃潔丁，英語流利，在馬尼拉一所大學讀會計系三年級時，父

親過世，經過媒人撮合，嫁給現在的先生。經過十餘年，她學了一口流利的閩南

語，生了三個小孩，在電子廠做作業員，小孩的乖巧懂事。「我不覺得我是外國

人」，在寫著「百子千孫」、「添丁進財」的燈籠下，她感謝這個南台灣的小鎮，

給了她新生命。 

黃潔丁從孩子們小的時候，就開始注意他們的功課。沒有學國語的環境，也看

不懂中文。孩子功課有問題，孩子把問題翻成閩南話，黃潔丁再回想自己所學，

數學、自然她都幫得上忙，現在女兒的英文，她更拿手了。拿出英漢字典和國語

字典，「我就靠這些來幫他們，」黃潔丁說。 

黃潔丁的女兒小玲，也是新台灣之女，在班上總考前十名，音樂舞蹈更勝

人一籌，她看了電視裡蔡依林的舞蹈後，自己改良帶著十幾位同學，在全校大會

上表演。在家裡，她更體諒媽媽的辛勞，媽媽還沒下班，就把菜洗好，前天洗的

衣服收起來疊好，與弟妹輪流拖地、洗碗。 

文/楊瑪利  天下雜誌 299 期 2004/05/15 

〈問題〉 

1. 你讀了這篇報導後，有什麼感覺？＿ 

2. 為什麼你會這麼覺得？  

3. 你知道報導中的「新台灣之子」指的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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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這篇報導中所談論的對象和你的背景或情況相似嗎？  

5. 為什麼你這麼覺得（你覺得相似或不相似的地方在哪裡）？  

＿＿＿＿＿＿＿＿＿＿＿＿＿＿＿＿＿＿＿＿＿＿＿＿＿＿＿＿＿＿＿＿＿＿ 

新聞報導（二） 

新台灣之子 國小畢業不識字 

 

雲林沿海地區外籍配偶人數逐漸增加，外籍

配偶下一代子女求學成效卻跟不上一般學生，

至出現國小畢業還不識幾個字的奇特現象。 

甚

外籍配偶的子女，普遍出現求學瓶頸，學習

成效較一般學生低落，已成為各學校頭痛的問

題。飛沙國中輔導室評鑑結果發現，許多外籍配

偶子女，國小畢業後，國字認得沒有幾個，評量表所列基本 200 個國字，有人僅

認得「不」及「媽」兩個字。數學運算能力也不佳，有人加減法僅能算到 3位數，

乘法及除法更不用說。 

來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大多不懂國語，子女從小學習台語及母親所

教的簡單外國語言，上學後又學習國語，反而產生混淆，形成學習障礙。 

陳月杏老師指出，上到國中後，學校雖有意補救教學，卻遭受學生排斥。

他們自認，不會念書也不會影響生活，從頭學起過於幼稚，又擔心被貼標籤，大

多逃避補救教學，影響學習成果。 

飛沙國小校長蔡華博認為，外籍配偶子女在學校上課正常，唯一差別在於

回家後，家庭無法配合提供適當教育，讓子女們上課所學無法複習，長久下來，

影響學習成果，成為當前教育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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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新聞網 記者王傳明／四湖報導  06/14 

 
〈問題〉 
 

1. 你讀了這篇報導後，有什麼感覺？為什麼你會這麼覺得？  

2. 你覺得這篇報導中所談論的對象和你的背景或情況相似嗎？為什麼你

這麼覺得（你覺得相似或不相似的地方在哪裡）？ 

3. 你覺得這篇報導與上一篇報導有什麼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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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跨國婚姻子女深度訪談大綱（一） 

 
深度訪談大綱（跨國婚姻子女） 
 
＜前置作業＞ 
1.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2. 簡單說明訪談的目的。 
3. 說明研究者對受訪者在訪談中的權益保護，並請受訪者在知情協議書上簽名

（或獲得口頭同意）。 
＜問題＞ 
一【簡易問卷填寫】 
二【自我態度】 

A.可不可以請你簡單的作自我介紹？ 

1.你為什麼覺得你是這樣的人？（注意角色意識特質的追問與稟性意識特

質的追問） 

2.可不可以談一談你覺得你自己最特別的地方在哪裡？ 

3.可不可以談談一談你最欣賞自己和最不喜歡自己的地方？ 

三【家庭中人際關係】 
A.你平常在家裡跟誰比較常在一起？ 

1.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們相處的情形？（如：都做些什麼，彼此的相處感

受等等。） 
A. 你平常在家裡跟誰比較好？ 

1. 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們相處的情形？（如：都做些什麼，及對此關係

的看法等等。） 
B. 你平常在家裡跟誰比較不好？ 

1. 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們相處的情形？（如：為什麼覺得彼此關係比較

不好，及對此關係的看法。） 
 

四【與父母的關係】 
A.【父親】 

1. 你可不可以跟我談一談你的父親？你覺得你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2. 你會如何形容你和父親的關係？ 

a. 你覺得在你父親眼中，你是個怎樣的人？ 
b. 你與你父親交談時，你們通常都用哪種語言溝通？ 

 你會使用你父親的母語嗎？ 
a. （會） 

i. 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在學習及使用這個語言的經驗？

（如：何時開始學，誰教的，學習及使用語言上有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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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深刻的經驗，對語言學習及使用上的感受） 
ii. 你覺得現在你在說、讀、寫的程度上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b. （不會） 
i. 為什麼不會呢？你可不可以談一談？ 

a. 沒有人教嗎？（為什麼？） 
b. 不想學嗎？（為什麼？） 

(2)你對你與你父親間關係有什麼想法？（如：你覺得你與父親

在這樣的關係中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你會喜歡這樣的關係

嗎？） 
B.【母親】 

1.你可不可以跟我談一談你的母親？你覺得你母親是個怎樣的人？ 
2.你會如何形容你和母親的關係？ 
3.你覺得在你母親眼中，你是個怎樣的人？ 
4.你對你與你母親間關係有什麼想法？（如：你覺得你與母親在這樣的關

係中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你會喜歡這樣的關係嗎？） 
5.你與你母親交談時，你們通常都用哪種語言溝通？ 

(1)你會使用你母親的母語嗎？ 
a.（會） 
i.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在學習及使用這個語言的經驗？（如：何時

開始學，誰教的，學習及使用語言上有無印象深刻的經驗，對語言

學習及使用上的感受） 
ii.你覺得現在你在說、讀、寫的程度上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b.（不會） 

i.為什麼不會呢？你可不可以談一談？ 
＊沒有人教嗎？（為什麼？） 
＊不想學嗎？（為什麼？） 

五【父母關係】 
A.可不可以就你的觀察，形容一下你父母之間的關係？ 

1.你為什麼會這麼說呢？ 
2.你對這樣的關係有什麼想法？ 
3.他們彼此溝通時都使用哪種語言？ 

(1) 你父親會你母親的母語嗎？（說讀寫，及流利程度） 
(2) 你母親會你父親的母語嗎？（說讀寫，及流利程度） 

 
六【與親屬間的關係】 

A.可不可以談一談你父親那一邊的親戚？ 
1.就你所知，有哪些人？住在哪裡？ 
2.你比較會跟哪些親戚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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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們來往的情形如何？（如：時間、頻率等） 
(2)你會如何形容你與他們的關係？ 

a.（關係好惡） 
b.（關係親疏） 

(3) 你覺得那些親戚對你的態度如何？（你覺得他們是怎麼看你

的？） 
(4) 在你與這些親戚相處的經驗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可不可以談一談？ 

(5) 可不可以談一談你母親那一邊的親戚？ 
(6) 就你所知，有哪些人？住在哪裡？ 
(7) 你比較會跟哪些親戚來往？ 
(8) 你們來往的情形如何？（如：時間、頻率等） 
(9) 你會如何形容你與他們的關係？ 

a.（關係好惡） 
b.（關係親疏） 

(10) 你覺得那些親戚對你的態度如何？（你覺得他們是怎麼看你

的？） 
(11) 在你與這些親戚相處的經驗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可不可以談一談？ 

七【家庭權力關係】 

A.在家裡平常誰比較會管你？ 
1.你為什麼這麼認為？可不可以請你舉個例子？ 
2.你對他管你的方式有什麼想法？ 

B.你覺得家裡通常誰最具有權威性和最大的決定權（誰講話最大聲）？ 
1.你為什麼這麼認為？可不可以請你舉個例子？ 

C.你覺得在家裡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1.你為什麼這麼說？ 
2.（如果受訪者所指並非父母，則追問下列子題） 
a.你覺得你父母呢？他們對你來說，哪一個的影響比較大？ 

b.為什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c.為什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小？ 

八【學校：同儕與老師】 

A.整體來說，你對你從以前到現在所就讀的學校感覺如何？ 
1.學校學習環境 
2.老師 
3.同學 

B.你可不以談一談你現在與學校同學相處的情形？ 
1.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在學校裡交情比較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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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她們是誰？ 
(2)你為什麼認為他／她（們）是你的好朋友？ 
(3)你們平常都會一起做什麼？ 

2.你在學校裡會不會有比較不喜歡或關係比較不好的同學？ 
(1)你覺得你們關係比較不好的原因在哪裡？ 

1. 你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在學校裡比較喜歡的老師 
(1) 他／她們是誰？ 
(2) 你為什麼比較喜歡他／她（們）？ 
(3) 你與這位（些）老師相處的情形如何？ 

2. 你在學校裡會不會有比較不喜歡或關係比較不好的老師？ 
(1)你為什麼不喜歡這位（些）老師？你覺得你們關係比較不好的原因

在哪裡？ 
九【社會支持】 

A.我想瞭解你在一些假設的情形中會怎麼做。 
1.如果現在你有一個令你困惑的問題，你大概會問誰？ 

(1)為什麼問他（她）？ 
(2)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可不可以談一談？ 

2.如果現在你有一件自己無法解決的事情，你大概會請誰幫忙？ 
(1)為什麼找他（她）？ 
(2)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可不可以談一談？ 

3.你若有心事想找人訴說，你會找誰？ 
(1)為什麼找他（她）？ 
(2)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可不可以談一談？ 

4.（可考慮追問）除了家裡及學校之外，你覺得有哪些人在你生活中對你來

說是重要的？ 
(1)（若有）可不可以談一談這個（些）人對你為什麼重要？ 

 
十【族群意識與自我認同】 

A.我們在生活中有時會聽到有關族群議題的討論。你覺得社會上哪些關於族

群的討論話題是你比較關心或與你比較有關的？ 
1.你為什麼這麼覺得？ 
2.你通常由哪些管道接觸這些討論？ 
3.你對於社會上對於這些議題的討論方式及內容有什麼想法或感受？ 
4.可不可以談一談你自己和其他人討論這樣的話題的經驗與想法（有沒有

印象比較深刻的經驗？）。 
B. 對你來說： 

1. 你覺得「族群」對你來說，指的是什麼？ 
2. 你覺得是什麼造成人們屬於不同族群團體？是什麼形成這樣的分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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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 
3. （若受訪者並未依社會學中對於族群的慣常理解方式回答上述兩項問

題，則需要追問此題）在社會中我們常聽到人們以例如客家人，本省

人、原住民或外省人等等詞彙來指稱某種團體或是說明自己的身份。

你覺得是什麼因素形成人們屬於這些不同的團體？ 
4. 你覺得這些詞彙當中，有沒有適合用來形容你的？（不論有或沒有）

可不可以談一談為什麼你這麼覺得？ 
 

C. 你覺得用怎樣的方式來描繪你的族群背景或類別是最合適的？ 
1. 你為什麼會這麼說？ 
2.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影響你這樣的想法？ 
(1)為什麼你會這麼覺得？ 

（考慮追問的問題） 

a. 可不可以談一談你父母對於你在認定你的族群身分上會不會有什

麼影響？（如：他們的族群背景，他們對你的方式與期待等） 
b. 可不可以談一談你生活周圍中的其他人對於你在認定你的族群身

分上會不會有什麼影響？（如：他們的族群背景，他們對你的方式

與期待等） 
c. 可不可以談一談社會上對於族群相關議題的討論對於你在認定你

的族群身分上會不會有什麼影響？ 
3. 你有和別人提過這樣的想法嗎？ 

(1)（若有和別人提過） 
a.你曾與誰談過這樣的想法？ 
b.他／她（們）的反應是什麼？（如：他們是否同意你的想法） 

(2)（若沒有和別人提過） 
a.你覺得別人會對你的說法有何反應（如贊同與否）？ 
b.你為什麼這麼認為？ 

4. 在你看待自己時，族群身分對於你的重要性是什麼？ 
(1)為什麼你這麼認為？ 

5. 在什麼情形下，你會對於你的族群身份有特別強烈的感受？ 
(1)可不可以舉個例子？ 
 

D. 在你生活周圍中，可不可以找到與你在族群背景上最相似的人？ 
1. 哪一類人？可不可以舉個例子？  
2. 為什麼你這麼認為？ 
 

E. （視需要追問）你會如何比較你的族群背景與你周圍的人的族群背景？ 
1. 與父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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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其他家人（及親戚）的比較 
3. 與學校同學、老師的比較 
4. 與社會上一般人的比較 

 
F. 你覺得別人是如何看待你的族群背景（如何將你歸類）？ 

1. 你對這樣的看法有什麼想法？ 
2. 如果比較你對於自己的族群歸類與別人對你的族群歸類，你有什麼想

法？你為什麼這麼想？ 
3. 你覺得你的族群背景會影響別人怎麼看你嗎？ 

(1) 你為什麼會這麼認為？ 
(2) 你對這樣的影響有什麼感覺？ 

十一【補充說明】我們的訪談到此告一段落了。你有什麼想要補充的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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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跨國婚姻子女的家長訪談大綱 

 
＜前置作業＞ 

1.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2. 簡單說明訪談的目的。 
3. 我們這一項研究是想瞭解，若一個小孩子在比較多元的族群家

庭背景之下，會對他／她的自我發展有什麼影響 
4. 說明研究者對受訪者在訪談中的權益保護，並請受訪者在知情

協議書上簽名（或獲得口頭同意）。 
＜問題＞ 
一【使用簡易問卷蒐集基本資料】 
二【家庭生活】 

A. （家庭活動種類與內容） 
1. 平常家裡的人在一起都做些什麼？ 
2. 可不可以請你說一說，你的家庭生活平常是怎麼樣的？如果我們以一

個星期的時間為例，可不可以說一說平常這個家庭一星期的時間中都

在做什麼（是怎麼過日子的）？ 
3. 你對於你的家庭又有什麼看法？ 
 

B. (夫妻之間) 
1. 可不可以談談你們夫妻的相處情況？(常聊天、很恩愛、常吵架、不能

溝通、會出去玩、散步、、等) 
(可追問) 
(1) 與配偶相處時都做些什麼事 
(2) 與配偶的感情如何 

2. 你對於這樣的相處模式有什麼看法(感覺)？ 
 

C. （家庭成員與跨國婚姻子女間的關係） 
1. 可不可以談談你的這個孩子？(他的個性、他喜歡什麼/討厭什麼？他

的興趣又是什麼？他有學習的才藝嗎？) 
2. 可不可以談一談你的這個孩子在家裡的情形？ 

(1) 你的孩子通常在家時都做些什麼？ 
(2) 平常他在家和其他人相處的情形如何？ 

3. 你覺得你和孩子的關係如何？ 
4. 你覺得你的這個孩子是怎樣看待自己的呢？(很有自信、還是自卑、、
等面向) 

三【受訪者對跨國婚姻子女在家庭外生活的瞭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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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不可以談一談你孩子在學校的情形？ 
1.請問家裡比較常和學校老師接觸的人是誰（如參加家長會）？ 
2.就你的瞭解，可不可以談一談對於你孩子在學校學習的狀況？ 

(可補充追問未談及的角色面向) 
(1) 家長自己 
(2) 孩子本身 
(3) 老師 

3.你對孩子在學校學習的情形有什麼想法？ 
(1)最滿意或驕傲的地方？ 
(2)最不滿意或憂慮的地方？  

4.你可不可以談一談對於你孩子在學校與同學及老師相處的狀況？ 
(可補充追問未談及的角色面向) 
(1) 家長自己 
(2) 孩子本身 
(3) 老師 

5. 你對孩子在學校與同學、老師相處的情形有什麼想法？ 
(1) 最滿意或驕傲的地方？ 
(2) 最不滿意或憂慮的地方？ 

6. 你對於孩子就讀的學校有什麼想法？ 
7. 你覺得學校給小孩最大的影響是什麼？ 

(1) 就你的觀察你覺得孩子在就學之後有什麼樣的改變呢？(包括追問
改變的原因) 

(2) 你們的家庭有沒有產生什麼樣的變化？(包括追問改變的原因) 
 

D. 可不可以請你談一談，你的孩子在學校與家庭之外的生活狀況？ 
1. 與社區的互動（像是與鄰居、社區鄰里之社團、舉辦的活動、、、等

等） 
2. 與親戚、朋友的互動（像是相處情況、、等） 

四【族群身份與自我認同】 
A.我們在生活中有時會聽到有關族群議題的討論。你覺得社會上哪些關於族

群的討論話題是你比較關心或與你比較有關的？ 
1.你為什麼這麼覺得？ 
2.你對於社會上對於這些議題的討論方式及內容有什麼想法或感受？ 
3.可不可以談一談你自己和其他人討論這樣的話題的經驗與想法（有沒有

印象比較深刻的經驗？）。 
B.對你來說： 

1.你覺得「族群」對你來說，指的是什麼？ 
2.你覺得是什麼造成人們屬於不同族群團體？是什麼形成這樣的分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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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 
 

C.你覺得用怎樣的方式來描繪你的族群背景或類別是最合適的？ 
1.你為什麼會這麼說？ 
2.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影響你這樣的想法？ 
 

D.你覺得別人是如何看待你的族群背景（如何將你歸類）？ 
1.你對這樣的看法有什麼想法？ 
2.如果比較你對於自己的族群歸類與別人對你的族群歸類，你有什麼想

法？你為什麼這麼想？ 
3.你覺得你的族群背景會影響別人怎麼看你嗎？ 

(1)你為什麼會這麼認為？ 
(2)你對這樣的影響有什麼感覺？ 

五【語言使用情況】 
A. 請問你最常使用的語言是？(指最喜歡、與最熟悉..最擅長的…) 

1. 請說說看你平時使用     語(話)的情況？(包括是對什麼人、什麼事、

在什麼場合、、、等情況) 
2. 為什麼最常使用它呢？ 
 

B. 你還會說別的語言嗎？ 
(會的話) 
1. 可否說一下你會這些(個)語言的情況？(為什麼會、使用情況如何—人
事時地) 

(不會的話) 
2. 那你生活上有因此產生溝通的問題嗎？(情況是如何？) 
 

C. 你對於生活週遭所接觸到的語言有什麼感受或看法？(非母語與母語) 
 

六【相識的其他家庭情況】 
A.你們家庭平時交流互動最多的其他家庭是怎樣的情況呢？(請舉 1-2個家庭
為例) 
1. 為什麼和他們最親近？ 
2. 你可以談談你們平時交流互動的情況嗎？(親近性、談話內容、、、等) 

   B.(未提及跨國婚姻類家庭可追問)可否談談在您所認識的家庭中，是否有類似

於您婚姻(家庭)情況的？(可釐清『類似』指的是同樣也屬跨國婚姻的家庭) 
1.就您所知他們家的情況是如何？(組成為何、成員有誰、家庭氣氛、、子
女年歲、、等) 

2.你與他們的關係如何？(互動交流頻率、親近性、關係的好壞、與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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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或者幫助、、等) 
3. 你們聊天時，多會聊到什麼樣的話題？ 

七【族群身份與親子教育】 
A.談你們夫妻之間照顧孩子的情況？(課業上、人際上、休閒上、、等照顧的
方式，角色與責任分配) 

1. 你在教養子女的時候所抱持的態度與方法是什麼？ 
2. 你們夫妻會因為孩子(孩子的事)而意見不合或起爭執嗎？ 

(會) 
(1)大多是因為什麼樣的事情而起的呢? 
(2)那麼你們都怎麼處理呢？ 
(3)請舉個例子 
(不會) 
(1)你覺得為什麼你們在這方面是這樣的情況？(ex:沒有意見不合或爭執，可

能都是某一方做決定、另一方不干涉…..等) 
3.  那麼在管教之外，遇上夫妻意見不同時，你都如何解決呢？ 

B. (家庭教育) 
1.家裡頭會特別教小孩什麼事嗎？(學校不會學的、老師也不會教的) 
(如果有) 

甲、 是誰在教呢？（要注意是父方 or母方在教） 
乙、 小孩的學習狀況如何？(包括學習的態度、學習

的結果) 
丙、 你對他學習這件事有什麼看法？（指面對子女學

習此事的態度與想法為何？） 
【若上面未提及另一方（父 or母）是否也有教育子女的情況，必須以

同樣的問題追問】 
2. 你的這個孩子會不會向家裡要求要教他其他的事情呢？ 

        (如果沒有) 
(1) 你的這個孩子會向家裡人要求要教他什麼嗎？ 
(2) 你或者其他家人對此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C. 你與你的先生／太太對你的這個孩子的未來有什麼期望？你希望他／她

成為怎樣的人？ 
1. 如有不一致時，如何解決？ 
2. 曾經有這樣的情形嗎？可不可以說說看？ 
 

D. 你或是家裡其他人對你的孩子在族群身份的認定上有什麼看法？（考慮

re-phrase的必要） 
1. 你們會產生疑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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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為什麼會覺得困擾呢？ 
(2)你們都怎樣面對（看待）這樣的困擾呢？ 
(3)你們會主動和孩子聊到這些嗎？ 

a.(會)  

i. 可否談談你們就這件事情上和子女溝通的整個互動情況？(你們

通常都是怎麼說的？孩子的反應又是如何？) 

          b.(不會) 

            ii.  那你可不可以談談為什麼你有這樣的困擾，卻沒有和孩子聊到

這些呢? 
(不會)  

(1) 為什麼你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困擾？ 
(2) 你的孩子曾有過這樣的疑慮嗎？(請他談談當時情況) 

2. 你知道你孩子自己是怎麼看待他的族群身份或認定他所屬的族群嗎？ 

(1)你對他／她這樣的自我身份認定有什麼想法？ 

3. 是否和子女在這方面有想法不同的情況？ 

(有) 

(1)那你們會怎麼做呢？ 

         (沒有) 

(2)原因是？ 
4. 你們是否有嘗試影響你的孩子在族群身份上的認定？ 

(1)可不可以舉例談一談？ 
(2)你覺得影響的效果如何？ 

八【補充說明】你覺得有什麼其他事或想法，是與我們所談的有關而我們沒有談

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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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跨國婚姻子女的老師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前置作業＞ 
1.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2. 簡單說明訪談的目的。 
3. 說明研究者對受訪者在訪談中的權益保護，並請受訪者在知情

協議書上簽名（或獲得口頭同意）。 
 
＜問題＞ 
填寫簡易問卷 
 
I. 可不可以請大家彼此簡單地作個自我介紹？ 
 
II. 在座的各位都曾接觸過來自跨國婚姻家庭的學生。可不可以請你們談談，有

沒有什麼類似的特質，使你們將他們歸為同一群人？ 
A. 為什麼？ 
B. 如果請各位就你們接觸及觀察的經驗，對這些學生與其他學生進行比較，

有什麼異同處？ 
 

III. 可不可以請各位透過你們在教學上的接觸與觀察，來談一談對這些學生的想

法與印象？ 
A. 學生的學習表現 

1. 課內活動表現 
2. 課外活動表現 
3. 學習意願 
(視情況追問) 

(1)可不可以講個實例？ 
(2)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B. 學生的社會關係 
1. 與同學相處情形 
2. 與老師相處情形 
(視情況追問) 

(1)可不可以講個實例？ 
(2)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C. 學生的特質 
1. 個性 
2. 能力 
3. 其他行為表現 
(視情況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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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不可以講個實例？ 
(2)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D. 與學生家庭接觸的經驗(情況與感受) 
(視情況追問) 

(1)可不可以講個實例？ 
(2)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IV. 可不可以請各位談談在接觸這類學生之前，對他們的想法？ 

A. 與剛剛你們所談到的一些接觸後的經驗，有什麼異同之處？ 
B. 是什麼因素影響了你呢？ 
 

V. 就各位的瞭解，這些學生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A.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能力與個性？ 
B.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 
C.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 
D.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會影響他們對自我族群身份的看法？可不

可以談一談？ 
 

VI. 就各位的瞭解，其他學生是怎麼看待這些學生的？ 
A.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學生的能力與個性？ 
B.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學生的家庭？ 
C. 你覺得這些孩子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學生的族群身份？ 
D.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會影響他們對這些學生在族群身份上的看

法？可不可以談一談？ 
 

VII. 請問各位有沒有接觸過其他的同學，他的父(或母)的國籍是屬於東南亞地區 
以外的，可不可以談談你(們)跟他(們)接觸的經驗？ 
(可追問) 
A. 可否談談他們(來自東南亞地區/來自東南亞地區以外的同學)的異同處？ 
 

VIII. 【族群意識與自我認同】 
A. 我們在生活中有時會聽到有關族群議題的討論。你覺得社會上哪些關於族

群的討論話題是你比較關心或與你比較有關的？ 
1. 你為什麼這麼覺得？ 
2. 你通常由哪些管道接觸這些討論？ 
3. 你對於社會上對於這些議題的討論方式及內容有什麼想法或感受？ 
4. 可不可以談一談你自己和其他人討論這樣的話題的經驗與想法（有沒

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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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你來說： 
1. 你覺得「族群」對你來說，指的是什麼？ 
2. 你覺得是什麼造成人們屬於不同族群團體？是什麼形成這樣的分別與

差異？ 
3. （若受訪者並未依社會學中對於族群的慣常理解方式回答上述兩項問

題，則需要追問此題）在社會中我們常聽到人們以例如客家人，本省

人、原住民或外省人等等詞彙來指稱某種團體或是說明自己的身份。

你覺得是什麼因素形成人們屬於這些不同的團體？ 
C. 你覺得用怎樣的方式來描繪你的族群背景或類別是最合適的？ 

1. 你為什麼會這麼說？ 
2.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影響你這樣的想法？ 

D. 你覺得用怎樣的方式來描繪這些學生的族群背景或類別是最合適的？ 
1. 你為什麼會這麼說？ 
2.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影響你這樣的想法？ 
3. 你是否曾與這些學生談到這類的話題？可不可以談一談？ 
 

IX. 【補充】請問大家對於我們剛才所討論的相關議題上，有沒有想進一步討論

的問題或補充的意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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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跨國婚姻子女的同儕團體活動大綱 

 

第一次 焦點團體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說說我是誰 
 (10mins) 

 說明： 請同學自我介紹(姓名、興趣、好朋友的條  
        件)，讓彼此認識熟絡一下。 
 步驟： 請同學抽籤，照抽到的號碼輪流介紹自己 
 目的： 希望同學先熟識團體成員，不懼怕發言；也

順帶問到好友的條件，為後面了解他們對

跨國婚姻子女的態度下伏筆。 
 討論問題： 

 你選擇好朋友的條件是什麼？ 
 在你考慮要不要和他成為好朋友的時候，

對方的外貌(膚色、五官、高矮胖瘦、打
扮、、等等)會不會影響你的想法？為什

麼？ 

名牌 

號碼籤 

貼出 
我是誰? 
(20mins) 

 說明：請同學在一連串的字辭中，挑選最能夠形容

自己的，然後貼在紙張上，並且解釋這樣認

為自己的原因。並寫出你覺得您的同學應該

是哪裡人，以及為什麼這樣覺得。 
 步驟：請同學從一疊的形容詞或者詞彙中，選擇最

能夠形容自己或者描述自己的辭彙，將它們

貼在發下去的紙張上，並且三人一組互相交

換，並且說明自己這樣選擇的原因理由。(約
略 5分鐘)，然後請三位同學互相介紹對方，
並說明他選擇這些詞彙的原因。 

 目的：了解同學如何解讀族群或者相關詞彙，從中

發覺同學對族群概念的意義為何，看待自己

的角度與性格又是如何。 
 討論問題： 

Q1：你為什麼會選這些詞彙來形容你自己？ 
Q2：這些詞彙裡，有哪一個或幾個詞彙是最

能形容你的？ 
Q3：這些詞彙中，有很多不同類型的人，你

覺得他們彼此間不同的地方在哪裡？ 
Q4：對於你來說，族群是什麼？你覺得用什

麼樣的方式形容你的族群身分是最好

「族群」類

的相關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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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Q5：你覺得你的同學應該是哪裡人呢？為什

麼？ 
Q6：可以就這些詞彙選出你覺得你的同學有

的特質包括哪些？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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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焦點團體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小畫家 
(25mins) 

 說明：請他們畫出跨國婚姻子女的好同學畫像，並且

在畫旁寫下這個同學的介紹。包括外表的描

述、課業的描述、人際的描述、家庭的描述、、

等等。想到什麼寫什麼。  
 步驟：發給每人一張圖畫紙，簡單的請成員畫出與寫

出自己的好同學(跨國婚姻子女的學生)，他/她
的特質是什麼，應該怎麼介紹他。 

 討論問題： 
a. 你覺得其他同學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同學的

能力與個性？ 
b. 你覺得其他同學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同學的

家庭？ 
c. 你覺得其他同學是如何看待有這類背景同學的

族群身份？ 
d. 你覺得有沒有什麼因素或是誰會影響他們對有

這類背景同學在族群身份上的看法？可不可以

談一談？ 
e. 現在你有認識屬於其他國家的跨國婚姻子女的

同學嗎？有什麼感覺和印象嗎？ 
f. 與和東南亞國籍的跨國婚子女比較，她們有什麼

樣的差異嗎？ 
 目的：讓同學可以藉由畫畫描繪跨國婚姻子女，並且

提出她們眼中他/她們(跨國婚姻子女)的特質為
何，使我們了解他們(或其他人)的觀點。 

圖畫紙、彩

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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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跨國婚姻家庭青少年深度訪談大綱(二) 

＜前置作業＞ 
1.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2. 簡單說明訪談的目的。 
 我想要了解現在的青少年對於自己外表還有一般審美觀的看法、他們的

自尊心。而且會不會因為自己生長在父母不同國籍的家庭而對此有所影

響。 
3. 說明研究者對受訪者在訪談中的權益保護，獲得受訪者的口頭同意。 
4. 依照受訪者在團動和個訪提供的資料，權衡不同的訪談問題補充或刪

除或更換次序 
 
＜問題＞ 
一、自尊 

I.追問所填寫自尊量表的答案 
 

II. 對於自己自尊的看法與態度 
 

A. 自尊的內容 
1. 你覺得什麼叫做自尊心？[視回答情況來作詮釋或是補充自尊心的定

義] 
2. 你覺得整體來說，自己算不算是一個有自尊心的人？為什麼？ 
3. 你都跟誰比較你的自尊心？ 
4. 你會很希望大家都贊成你的看法或是態度嗎？為什麼？ 
5. 在哪些情況或是跟誰相處時，你特別會出現很有自尊心的一面（或是
沒有自尊心的一面）？ 

6. 你覺得有自信的地方在哪裡？為什麼？[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7. 你覺得沒自信的地方在哪裡？為什麼？會想要改進嗎？[追問具體經
驗，相關人事物] 

8. 從小時候到現在，自尊心曾經有被加強或是打擊過嗎？[追問具體經
驗，相關人事物] 

 
B. 自尊的重要程度 

1. 對你而言，自尊心重不重要？為什麼？(從 1到 10分評分會評幾分) 
2. 你覺得自尊心對於哪些人來講很重要，為什麼？ 
3. 你覺得自尊心對於哪些人來講不重要，為什麼？ 
4. 你覺得國中生擁有哪些特質或是個性會增加他們的自尊心？[追問具
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5. 你覺得國中生擁有哪些特質或是個性會打擊他們的自尊心？[追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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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二、審美觀 
III. 審美觀的內容與來源 

A. 審美觀內容 
1. 對你來講，你覺得一個漂亮的人(男性和女性)具備哪些特質或是條
件？ 

2. 可不可以舉一個你覺得很漂亮的人？你什麼時候開始覺得他很漂亮？

為什麼？ 
3. 追問先前所填寫的審美觀問卷答案。 

 
IV. 自我外表的評價 

1. 請你形容一下你自己的外表打扮 
2. 其他人有這樣形容過你嗎？(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3. 你滿意自己的外表打扮嗎？為什麼？ 
4. 你覺得你的外表帶給人家什麼感覺？(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5. 通常會在意或是參考誰的外表打扮？ 
 

V. 自我外表評價與一般審美觀的比較 
1. 你覺得外表對於一個人來講是很重要的嗎？為什麼？ 
2. 你覺得對於自己外表和別人外表的判斷基準會不一樣嗎？為什麼？ 
3. 你覺得青少年重不重視自己外表？為什麼？ 

 
三、族群認同與自尊心的連結 

1. 你覺得族群身份[知道自己或是認知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嗎？為什麼？ 
2. 有沒有什麼態度或是看法是跟你的族群身份來源有關係的？為什麼？

[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3. 誰跟你的族群身份最一樣？為什麼？ 
4. 誰跟你的族群身份最不一樣？為什麼？ 
5. 你認為自己有沒有歸屬於某一個團體？哪一個團體？對你而言重不重

要？ 
6. 當團體中的成員不太贊同或是喜歡你的看法時，你的感覺是？[追問具
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7. 當團體中的成員非常贊同或是喜歡你的看法時，你的感覺是？[追問具
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四、自尊心與外表的連結 

1. 當人家不太贊同或是喜歡你的外表打扮時，會影響到對於自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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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為什麼？[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2. 當人家非常贊同或是喜歡你的外表打扮時，會影響到對於自己的評價 
 嗎？為什麼？[追問具體經驗，相關人事物] 

3. 當人家不太贊同或是喜歡你的審美觀時，你的感覺是？ 
4. 當人家贊同或是喜歡你的審美觀時，你的感覺是？ 

 
五、族群身份與外表的連結 

1. 你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人的外表或是打扮？ 
2. 那你自己的外表和打扮是來自於這些因素的影響嗎？ 
3. 你認為在 某某人中[已作答的族群身份]，哪一種算是會被稱為外表或是打
扮好看的？你同意嗎？ 

4.  你知道其他種人的審美觀嗎？他們是怎樣判定外表和打扮好的人？ 
5. 家裡的人 [主要是父母]你覺得他們跟你的審美觀一樣嗎？為什麼？ 
6. 同學或是好朋友跟你的審美觀一樣嗎？為什麼？ 
7. 如果有一個人是台灣人，但是他穿著不是一般我們會看到的衣服，你的感覺

是？[追怎樣的衣著才算是台灣人] 
8. 如果有一個人是台灣人，但是他的外表看起來不太一樣，你的感覺是？[追
怎樣的外表才算是台灣人] 

9. 對你而言，現在最重要的身份是什麼？為什麼？ 
10. 對你而言，最想被人家看待成什麼人，為什麼？ 
 
討論到此結束，你還有什麼要補充的嗎？ 
謝謝！ 
 
贈送小禮物。結束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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