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表一：外籍配偶居留人數按國籍別】 

 
 

資料說明：本表外籍配偶不含大陸港澳人士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94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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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九十三年各縣市結婚登記與年底居留之外籍配偶人數】 

 

資料說明：本表外籍配偶不含大陸港澳人士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94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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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依父或母之國籍別分】 

 
國中 

國家或地區 
人數 百分比 

合計 5,504 100 

中國(含港澳) 1,731 31.45 

越南 529 9.61 

印尼 874 15.88 

泰國 572 10.39 

菲律賓 277 5.03 

柬埔寨 24 0.44 

日本 291 5.29 

馬來西亞 321 5.83 

美國 126 2.29 

韓國 183 3.32 

緬甸 165 3.00 

新加坡 45 0.82 

加拿大 13 0.24 

其他 353 6.41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9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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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依縣市別之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縣市別 
國中 國小 

 
 
 全國 

合計 
5,504 40,907 

台北市 814 3,352 

高雄市 287 2,008 

台北縣 1,014 6,125 

宜蘭縣 85 719 

桃園縣 763 4,725 

新竹縣 140 1,609 

苗栗縣 193 1,411 

台中縣 262 2,406 

彰化縣 226 2,310 

南投縣 85 1,105 

雲林縣 251 2,066 

嘉義縣 127 1,324 

台南縣 126 1,586 

高雄縣 160 2,193 

屏東縣 196 2,868 

台東縣 47 413 

花蓮縣 76 509 

澎湖縣 9 331 

基隆市 107 635 

新竹市 105 611 

台中市 197 1,155 

嘉義市 54 331 

台南市 121 835 

金門縣 34 212 

連江縣 25 68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93 年 12 月 

 

※93 學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為 46,411 人，占全部國中小學

生數之 1.63%，其中國中 5,504 人，占國中學生總人數之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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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台北縣公私立國中外籍配偶子女人數統計表】 

 

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者 未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者 
行政區 

縣立國中 私立中學 縣立國中 私立中學 
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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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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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跨國初婚家庭基本資料表】 

 

父/母 
姓氏1

原生國 
年齡 

在台居
2

住年限
職業 子女數

子女 

稱謂 

子女 

年級 

王家 
父 台 45 ------- 計程車司機

母 印尼華僑 42 22 品管 
3 

哥 

小哥 

妹 

國一 

小六 

小五 

黃家 
父 台 48 ------- 

母 泰國 49 20 

自營泰國小

吃店 
2 

姊 

弟 

國三 

小一 

陳家 
父 台 環保 49 ------- 

母 菲律賓 46 15 會計 
2 

哥 

妹 

國二 

小五 

馮家 

哥 

大妹 
-------父 台 51 橡膠 

家管 
3 

母 馬來西亞 43 14 
小妹 

國二 

小五 

小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中以粗體加黑字樣表示家庭中接受訪問者。 

 

 

 

 

                                                 
1 僞姓氏，為顧及受訪家庭的隱私，遵循匿名原則，因此研究中的家庭姓氏皆以偽姓氏取代。 
2 研究呈現外籍配偶在台居住時間而非結婚年數，主要是希望避免研究提供不正確數字，因為結

婚年數須在訪談脈絡中依據受訪者的言語表達加以推估，且受訪者時常口語表示較為模糊且不肯

定，為避免正確性不足，選擇採納受訪者自行填寫的居住年限資料為準。另一方面，此一資料反

映的層次較寬廣，可配合不同家庭歷史進程進行理解，尤其是針對外籍配偶為再婚者來講，更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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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跨國繼親家庭基本資料表】 

 

 

父/母 

原生國 
年齡 

在台居

住年限
職業 子女數

子女 子女 
姓氏 

稱謂 年級 

張家 
父 泰國(繼) 33 15 汽車零件

磨東西 
1 (女)國一 

母 台 43 ------- 

哥 

小哥 

大一 

國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中以粗體加黑字樣表示家庭中接受訪問者。 

 

 

 

 

 

 

 

 

 

 

 

                                                 
3 趙小弟之繼兄與繼姊為趙小弟的泰國繼母在婚前就有的親生子女。 
4 廖家就讀幼稚園的弟弟，是越南的繼母與廖先生婚後生的孩子。 

妹 國一 趙家 
父 台 自營 45 ------- 

泰國小吃店
3 

繼兄3

繼姊 

母 泰國(繼) 45 12 
皆為 

成年人

廖家 
父 

母 

台 

越南(繼) 

44 

39 

------- 

10 

電子 

電子 
2 

哥 國一 

弟4 幼稚園

父 台 哥 國一 製造業 

製造業 

32 ------- 
林家 2 

妹 母 泰國(繼) 32 8 小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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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初婚家庭(配偶)—訪談大綱  

 
 
 
 
 
 

訪談前：向受訪者自我介紹，說明等一下要訪談的主題與內容(此次訪談的重

點主要是在你的婚姻與子女方面，我想要了解的是你和家人之間的

一些生活小故事……….)以及倫理保密原則，並邀請受訪者盡量多說

話，確定受訪者準備好了，再開始進行訪談。 

 
題號前的” * ”表示應該在之前的訪談中有問過了….可依據不同的受

訪者追加或省略 
 
(一) 家庭角色(以下問題中的家人，包括配偶 and 子女 and 其他共住者…請受訪

者針對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可不可以請您講講您的家庭生活？ 

(1) 首先先請問您，在您的心中，所謂的家人包括哪些人？ 

a. 為什麼您覺得這些人是您的家人？  

(2) 就您的了解與個人經驗，你可以告訴我你覺得「家」是什麼嗎？(or

他對你的意義是什麼？) 

a. 為什麼？ 

(3) 自我對他人角色描述 

a. *可不可以請您講講您的家人在你眼中是怎麼樣的？(為什麼這

麼認為？) 

b. 有什麼時候你會對家人感到不滿嗎？(為什麼呢？) 

(a) 這時你會做些什麼嗎？ 

c. 有什麼時候你會對家人感到滿意嗎？(為什麼呢？) 

(a) 這時你會做些什麼嗎？ 

d. 請你針對每一個家人，想一件你與他之間，最令你最難忘的事

情？ 

e. 如果現在有個機會讓你對他們說一些話，你會說些什麼呢？ 

(4) 自我角色描述 

a. 你覺得在這個家，你最重要的責任、任務是什麼？(為什麼這樣

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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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是否有改變過呢？ 

b. 如果請你做個比喻，你會覺得你在這個家的角色像是什麼？(為

什麼？) 

   (a) 是否有改變過呢？ 

c. 你認為自己在這個家算不算重要？(為什麼？) 

(a) (如果不重要，那你覺得在這個家裡面，誰是最重要的？)(為

什麼？) 

d. 作為家長，如何和子女相處？ 

(a) *通常你們在一起的時後都在做什麼？ 

(b) *你對子女的態度或管教態度大概是怎麼樣？ 

i. 是否有改變過呢？ 

(c) *子女對你的態度或管教的反應又是如何？ 

(d) 你會對家裡的誰特別偏心嗎？(為什麼？) 

(5) 他人對自身角色描述 

a. 你覺得家人都怎麼看待你(的優缺點/個性…./喜惡)？(為什麼這

樣覺得？) 

b. 你覺得家人(您的先生/您的太太/您的孩子)都怎麼對待(指行動)

你？ 

(a) 你覺得家人(您的先生/您的太太/您的孩子對待(看待)你和

你配偶的方式是一樣的嗎？為什麼呢？(差別在哪裡？) 

c. 你的家人最常對你說的話是什麼？ 

d. 家人有對你褒貶過哪些事嗎？ 

(6) 最後請您回想一下，從過去到現在，有沒有發生什麼事件，是對你

們「家」而言，非常關鍵重要且印象深刻的(或者是說家裡最苦跟最

好的時期是怎樣的情況)？ 

2. 可不可以先請您講講您的婚姻之路？ 

(1) *從相識         結婚的過程 

(2) 你有考量過哪些事，讓你決定與現在的另一半結婚嗎？ 

(3) 您的親友對您跨國的婚姻有什麼樣的看法嗎？ 

(4) 結婚至今，您覺得您的婚姻生活如何？ 

a. 從剛結婚到現在，您與您的另一半有什麼樣的改變嗎？ 

b. 你覺得你與另一半有沒有哪些地方很像，或者很不像？ 

c. 你覺得你的婚姻和其他人的婚姻最大的差異在哪裡？ 

d. 你們最近一次吵架是什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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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發生了些什麼事嗎？ 

(b) 最後是如何解決？ 

e. 如果讓您用幾句話來形容您現在的婚姻生活，您會怎麼說？ 

 

(二)家庭規範 

1. *可不可以請你就你的了解，大概跟我說一下，在家裡每個人都負責(管/

做)哪些事情？ 

(1) 你知道這些事情為什麼要這樣分配嗎？ 

a. 誰來決定誰該做什麼事情呢？ 

(2) 你覺得他們做的如何？ 

(3) 那你對這樣的安排有什麼看法？ 

2. 請您仔細的想一想，在你們家有什麼事情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做或者一

定不可以做的(就是有什麼規矩一定要遵守的)嗎？ 

(1) 如果有的話，這些規定是誰定的？(為什麼要定這些規定？) 

(2) 違反了這些規定，會怎麼樣嗎？ 

(3) 您對於家裡有這樣的規定，有什麼看法？ 

3. 家裡有沒有針對誰有特別的規定呢？ 

(1) 如果有的話，這些規定是誰定的？(為什麼要定這些規定？) 

(2) 違反了這些規定，會怎麼樣嗎？ 

(3) 您對於這樣的規定有什麼看法？ 

(4) 您知道被規定的人對這個規定有什麼看法嗎？ 

 

(三)家庭(性別)角色期待(以下問題中的家人，配偶 and 子女 and 其他共住者…請

受訪者針對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在你的想法(想像)裡，你覺得在這個家有哪些事情是身為(配偶 and 子女

and 其他共住者)應該做的？ 

(1) 在結婚之初，你有試想過你要的另一半會是怎樣的一個妻子/先生

嗎(若沒提到外籍的因素則追問，您有想過您會娶/嫁外國人為伴侶

嗎)？ 

a. 您覺得現在的配偶與您當初希望擁有的另一半，像不像呢？ 

b. 為什麼？ 

(2) 你有希望過你現在的配偶改變哪些地方(個性、行為、對待家人的

方式、、、、等等)嗎？(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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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麼對於孩子，您有什麼期待嗎？(包括生活上與課業上、、等等

方面) 

(4) 您有想過對於您現在的孩子，他們需要改變哪些地方(個性、行為、

負擔的責任、課業、、、等等)嗎？(為什麼？) 

2. 你覺得您的家人(老婆/丈夫/孩子)對你有哪些期望嗎？(為什麼這麼覺

得？) 

(1) 在家裡，有人對你說過希望你做些什麼改變之類的事情嗎？ 

(2) (如果有，對於這些事情你又怎麼想呢？) 

3. 您對自己對自己又有哪些期望嗎？ 

(1) 如果你想改變自己，你會希望自己如何改變？ 

4. 那麼你對這整個家又有什麼期望(期待)嗎？ 

(1) 如果有可能讓您的希望成真，你會希望你的家庭變成怎樣呢？ 

        

(四)家庭的權力關係 (問過者，則可省略) 

1. *你們家裡面的經濟來源與支出情況如何？ 

(1) 通常是誰負責家裡的經濟？ 

(2) 又誰是主要管理家庭支出的人？ 

a. 為什麼這樣安排？ 

2. *你覺得家裡面誰的權力最大？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大？ 

3. 你覺得家裡誰的權力最小？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小？ 

4. 在家裡，你會特別尊重或者聽取誰的意見嗎？ 

(1) 為什麼？ 

5. 你們家發生爭執的時候(主要是指大人跟小孩)，都是為了哪些事？ 

(1) 多是誰和誰在爭執？ 

(2) 情況與經過是如何？ 

 

(五)跨國婚姻家庭 

    1. 所謂的跨國婚姻家庭，像您的家庭，夫妻之中有一位是來自台灣以外的

地方，就您的感受，您覺得這和一般兩個夫妻都是台灣人的家庭，有沒有

更多不同的經驗，遭遇更多不一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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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覺得與外國人結婚對您們在台灣生活而言，是件容易的事嗎？ 

3.您有聽過，任何人對你說過一些聽起來會令你感到不舒服或者不喜歡的話

嗎？ 

    4. 對於現在外籍新娘嫁入台灣這麼多見，你們有沒有什麼想法，可以讓我

聽聽嗎？ 

    5.您有聽過新台灣之子這個詞彙嗎？ 

(1) 那您是從哪裡知道這個說法的？(若不知道就解釋一下…..) 

(2) 您認為您的孩子，算不算是新台灣之子呢？ 

(3) 為什麼？ 

 

 

 

 

 

訪談後：告知訪問就此暫告一段落，請問受訪者的心情，再次提醒他我的保

密是滴水不露，請他放心。並確定他談論這些以後的心情如何，贈

送他一點小心意並感謝他，再結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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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繼親家庭(配偶)—訪談大綱 

 

 

 

 

 

 

訪談前：向受訪者自我介紹，說明等一下要訪談的主題與內容(此次訪談的重

點主要是在你的婚姻與子女方面，我想要了解的是你和家人之間的

一些生活小故事……….)以及倫理保密原則，並邀請受訪者盡量多說

話，確定受訪者準備好了，再開始進行訪談。 

題號前的“ * ”表示應該在之前的訪談中有問過了….可依據不同的

受訪者追加或省略 
 
(一) 家庭角色(以下問題中的家人，包括配偶 and 子女(繼子女)and 其他共住者…

請受訪者針對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可不可以請您講講您現在的家庭生活？ 

(1) 首先先請問您，在您的心中，所謂的家人包括哪些人？ 

a. 為什麼您覺得這些人就是您的家人？ 

(2) 就您的了解與個人經驗，你可以告訴我你覺得「家庭」是什麼嗎？

(or 他對你的意義是什麼？) 

a. 為什麼？ 

b. (此提針對再婚者時，以相同的問題，再追問其對於過去的家庭

意義與前後的差異) 

(3) 自我對他人角色描述 

a. *可不可以請您講講您的家人在你眼中是怎麼樣的？(為什麼這

麼認為？) 

b. 有什麼時候你會對家人感到不滿嗎？(為什麼呢？) 

(a) 這時你會做些什麼嗎？ 

c. 有什麼時候你會對家人感到滿意嗎？(為什麼呢？) 

(a) 這時你會做些什麼嗎？ 

d. 請你針對每一個家人，想一件你與他之間，最令你最難忘的事

情？ 

e. 如果現在有個機會讓你對他們說一些話，你會說些什麼呢？ 

f. (針對再婚者)對您在前次婚姻生下的子女以及您的配偶，你覺

得他們各自在現在這個家適應的如何？ 

(a) 與彼此相處情況又如何？ 

(4) 自我角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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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覺得在這個家，你最重要的責任、任務是什麼？(為什麼這樣

覺得？) 

(a) 是否有改變過呢？ 

b. 如果請你做個比喻，你會覺得你在這個家的角色像是什麼？(為

什麼？) 

   (a) 是否有改變過呢？ 

c. 你認為自己在這個家算不算重要？(為什麼？) 

(a)  (如果不重要，那你覺得在這個家裡面，誰是最重要的？) 

(為什麼？) 

d. 作為家長，如何和子女相處？ 

(a) *通常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後都在做什麼？ 

(b) *你對子女的態度或管教態度大概是怎麼樣？ 

i. 是否有改變過呢？ 

(c) *子女對你的態度或管教的反應又是如何？ 

(d) 你會對家裡的誰特別偏心嗎？(為什麼？) 

(5) 他人對自身角色描述 

a. 你覺得家人都怎麼看待你(的優缺點/個性/…./喜惡)？(為什麼這

樣覺得？) 

b. 你覺得家人都怎麼對待(指行動)你？ 

(a) 你覺得家人對待(看待)你和你配偶的方式是一樣的嗎？為

什麼呢？(差別在哪裡？) 

c. 你的家人最常對你說的話是什麼？ 

d. 家人有對你褒貶過哪些事嗎？ 

(6) 最後請您回想一下，從過去到現在，有沒有發生什麼事件，是對你

們「家」而言，非常關鍵重要且印象深刻的(或者是說家裡最苦跟最

好的時期是怎樣的情況)？ 

2. 可不可以先請您講講您的這一段婚姻之路？ 

(1) *從相識         結婚的過程 

(2) (針對再婚者)有什麼原因讓您選擇再婚嗎？ 

(3) (針對再婚者)您知道您的親友是怎樣看待您再次結婚這件事？ 

(4) (針對再婚者的配偶)你的親戚對於你嫁給一個再婚者，有什麼反應

呢？ 

(5) 您知道您的親友們，對於您的另一半有怎樣的看法嗎？ 

(6) 你考量了哪些事，讓你決定與現在的另一半結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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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婚至今，您覺得您的婚姻生活如何？ 

a. 從剛結婚到現在，您與您的另一半有什麼樣的改變嗎？ 

b. 你覺得你與另一半的哪一些地方很像，哪些地方不像？ 

c. 你覺得你的婚姻和其他人的婚姻最大的差異在哪裡？ 

d. 你們最近一次吵架是什麼時候？ 

(a) 發生了些什麼事嗎？ 

(b) 最後是如何解決？ 

e. 如果讓您用幾句話來形容您現在的婚姻生活，您會怎麼說？ 

1-1.(此問題只針對再婚者才問)那在來可以請您談談您過去的婚姻嗎？ 

(1) 從相識-結婚-分離的過程 

(2) 您覺得這幾段婚姻最大的不同在哪裡？ 

a. 您這過去的經驗有對你或者對你現在的婚姻產生什麼影響嗎？ 

1-2 (此問題只針對再婚者的配偶才問)您對您的配偶過去的婚姻了解多少？ 

(1) 您是如何看待他過去的婚姻的？ 

(2) 他有和您討論過，或者您有和他問起過嗎？ 

 

(二)家庭規範 

1. *可不可以請你就你的了解，大概跟我說一下，在家裡每個人都負責(管/

做)哪些事情？ 

(1) 你知道這些事情為什麼要這樣分配嗎？ 

a. 誰來決定誰該做什麼事情呢？ 

(2) 你覺得他們做的如何？ 

(3) 那你對這樣的安排有什麼看法？ 

2. 請您仔細的想一想，在你們家有什麼事情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做或者一

定不可以做的(就是有什麼規矩一定要遵守的)嗎？ 

(1) 如果有的話，這些規定是誰定的？ 

a. 為什麼要定這些規定？ 

(2) 違反了這些規定，會怎麼樣嗎？ 

(3) 您對於家裡有這樣的規定，有什麼看法？ 

3. 家裡有沒有針對誰有特別的規定呢？ 

(1) 如果有的話，這些規定是誰定的？(為什麼要定這些規定？) 

(2) 違反了這些規定，會怎麼樣嗎？ 

(3) 您對於這樣的規定有什麼看法？ 

(4) 您知道被規定的人對這個規定有什麼看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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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性別)角色期待(以下問題中的家人，配偶 and 子女(繼子女)and 其他共住

者…請受訪者針對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在你的想法(想像)裡，你覺得在這個家有哪些事情是身為(配偶 and 子女

and 其他共住者)應該(或你希望他)做的？ 

(1) 在結婚之初，你有試想過你要的另一半會是怎樣的一個妻子/先生

嗎(若沒提到外籍的因素則追問，您有想過您會娶/嫁外國人為伴侶

嗎)？ 

(2) 你有希望過你的配偶改變哪些地方(個性、行為、對待家人的方

式、、、、等等)嗎？(為什麼？) 

(3) 那麼對於孩子，您有什麼期待嗎？(包括生活上與課業上、、等等

方面) 

(4) 您有想過希望孩子改變哪些地方(個性、行為、負擔的責任、課

業、、、等等)嗎？(為什麼？)  

2. 你覺得您的家人對你有哪些期望嗎？(為什麼這麼覺得？) 

(1) 在家裡，有人對你說過希望你做些什麼改變之類的事情嗎？ 

(2) (如果有，對於這些事情你又怎麼想呢？) 

3. 您對自己又有哪些期望嗎？ 

(1) 如果你想改變自己，你會希望自己如何改變？ 

4. 那麼你對這整個家又有什麼期望(期待)嗎？ 

(1) 如果有可能讓您的希望成真，你會希望你的家庭變成怎樣呢？ 

 

(四)家庭的權力關係 (問過者，則可省略) 

1. *你們家裡面的經濟來源與支出情況如何？ 

(1) 通常是誰負責家裡的經濟？ 

(2) 又誰是主要管理家庭支出的人？ 

a. 為什麼這樣安排？ 

2. *你覺得家裡面誰的權力最大？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大？ 

3. 你覺得家裡誰的權力最小？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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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家裡，你會特別尊重或者聽取誰的意見嗎？ 

(1) 為什麼？ 

5. 你們家發生爭執的時候，都是為了哪些事？ 

(1) 多是誰和誰在爭執？ 

(2) 情況與經過是如何？ 

 

(五)跨國婚姻家庭 

1. 所謂的跨國婚姻家庭，像您的家庭，夫妻之中有一位是來自台灣以外的

地方，就您的感受，您覺得這和一般兩個夫妻都是台灣人的家庭，有沒

有更多不同的經驗，遭遇更多不一樣的事情？ 

2. 您覺得與外國人結婚對您們在台灣生活而言，是件容易的事嗎？ 

3. 您有聽過，任何人對你說過一些聽起來會令你感到不舒服或者不喜歡的

話嗎？ 

4. 對於現在外籍新娘嫁入台灣這麼多見，你們有沒有什麼想法，可以讓我

聽聽嗎？ 

5. 您有聽過新台灣之子這個詞彙嗎？ 

(1) 那您是從哪裡知道這個說法的？(若不知道就解釋一下…..) 

(2) 您認為您的孩子，算不算是新台灣之子呢？ 

(3) 為什麼？ 

 

 

 

 

訪談後：告知訪問就此暫告一段落，請問受訪者的心情，再次提醒他我的保

密是滴水不露，請他放心。並確定他談論這些以後的心情如何，贈

送他一點小心意並感謝他，再結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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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跨國婚姻子女)—訪談大綱 

 

 

 

 

 

 

 

訪談前：向受訪者自我介紹，說明等一下要訪談的主題與內容(此次訪談的重

點主要是放在你和你的家人之間，我想要了解的是你和家人之間的

一些生活小故事……….)以及倫理保密原則，並邀請受訪者盡量多說

話，確定受訪者準備好了，再開始進行訪談。 

 

題號前的” * ”表示應該在之前的訪談中有問過了….可依據不同的受

訪者追加或省略 
 
(一) 家庭角色 

1. 自我對他人的角色描述 

(以下問題中的家人，包括(繼)父母/(繼)兄弟姊妹/其他共住者…請受訪者針對

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你對家人有哪些看法？ 

(2) 有沒有什麼時候，你會產生討厭家人的感覺？ 

a. 為什麼？ 

(3) 有沒有什麼時候，你會有喜歡家人的感覺？ 

a. 為什麼？ 

(4) 如果現在有個機會讓你對他們說一些話，你會說些什麼呢？ 

(5) 請你針對每一個家人，想一件你與他之間，最令你最難忘的事情？ 

2. 自我角色描述 

(1) 如果請你做個比喻，你會覺得你在這個家的角色像是什麼？ 

a. 為什麼？ 

(2) 你認為自己在這個家算不算重要？ 

a. 為什麼？(如果不是，你覺得在這個家裡面，誰是最重要的？)(為

什麼？) 

3. 他人對自身角色描述 

(1) *你覺得家人都怎麼看待你？(優缺點/個性…./喜惡) 

a. 為什麼這樣覺得？ 

(2) 家人有讚美過你什麼嗎？ 

(3) 家人有批評過你什麼嗎？ 

(4) 你覺得家人對待(看待)你和你(繼)兄/弟/姊/妹的態度(方式)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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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a. 為什麼呢？(差別在哪裡？) 

4. 家的意義 

(1) 你覺得「家」是什麼？他對你的意義是什麼？ 

(2) 家人對你的意義又是什麼呢？ 

5. 家庭規範 

(1) *可不可以請你就你的了解，大概跟我說一下，在家裡每個人都負

責(管/做)哪些事情？ 

a. 你知道這些事情為什麼要這樣分配嗎？ 

(a.) 誰來決定誰該做什麼事情呢？ 

b. 你覺得他們做的如何？ 

c. 那你對這樣的安排有什麼看法？ 

(2) 在家裡你有沒有要遵守哪些規定(包括禁止做些什麼與一定要遵守

的規定、、等等)？ 

a. 是誰規定你要這樣的呢？  

b. 你對於要遵守的規定有什麼看法？ 

c. 如果違規了，會怎麼樣嗎？ 

 

(3) 你和你的(兄/弟/姊/妹)要遵守的規定都一樣嗎？ 

a. (如果不一樣，差異在哪裡呢？)(為什麼？) 

(4) 那家裡其他人有沒有也要遵守哪些規定呢？ 

a. 這些規定都是誰定的？ 

b. 他們若違反了又會怎樣呢？ 

6. 作為子女—如何與父母相處 

(1) 你們的關係從以前到現在是怎麼樣？ 

a. 有改變過嗎，情況是如何？ 

(2) (一-1-(5)的問題若的不詳盡在此追問)曾經發生過什麼印象最深的

趣事或者爭執嗎？ 

(3) 你覺得你的爸/媽對家裡的誰偏心嗎？(如果 3-(4)未答的很好可以利

用這題) 

a. 請告訴我大略的情況 

b. 你覺得他為什麼會偏心？ 

7. 作為(繼)兄/弟/姊/妹---如何與其他兄/弟/姊/妹相處？ 

(1) 你覺得你對兄/弟/姊/妹怎麼樣？(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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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他對你呢？(舉例) 

(3) 你們的關係從以前到現在是怎麼樣？(有改變過嗎？) 

 

(二) 家庭(性別)角色期待(以下問題中的家人，包括(繼)父母/(繼)兄弟姊妹/其他共

住者…請受訪者針對每個家中成員回應以下問題) 

1. 你有想像過你自己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家嗎？ 

(1) 為什麼？ 

2. 在你的想法裡，你覺得在這個家有哪些事情是身為(父母/(繼)兄弟姊妹/

其他共住者)應該做的？ 

(1)  (如果與現實的狀況不同，你有什麼想法？) 

(跟你剛說的實際情況都一樣，是有什麼原因嗎？) 

3. 對(生)父母的期待 

(1) 在你的想像中，你覺得一個好的爸媽應該是怎麼樣的？ 

(2) 你覺得你的爸媽跟你想像中的一不一樣？ 

a. 為什麼？(差別在哪？) 

(3) 你有羨慕過同學有怎樣的爸媽嗎？ 

a. 為什麼？ 

(4) 如果你突然有一種魔力可以改變一個人，你會怎樣改變你的爸

媽？ 

a. 為什麼會想這樣改變他呢？ 

4. (針對繼親子女)對於新父/母的期待 

(1) 你再爸媽剛結婚的時候，自己會希望他們結婚嗎？(為什麼？) 

a. 你的這樣的想法到現在為止，有改變過嗎？ 

(2) 你有期望過說你的新爸/媽會怎麼對待你嗎？(為什麼？) 

(3) 在你的腦海中，你曾經所認為的繼父/母應該是怎樣的人？(為什

麼？) 

(4) 你覺得好的繼父/母應該是怎樣的呢？(為什麼？) 

(5) 如果你有魔法可以改變一個人，你會改變你的新爸/媽哪些地方

呢？(為什麼？) 

5. 對兄/弟/姊/妹的期待 

(1)  你有想過一個(繼)兄/弟/姊/妹，應該要做的事有哪些嗎？ 

(2) 你有想過一個(繼)兄/弟/姊/妹，應該要如何對待他的其他兄/弟/姊/

妹嗎？ 

(3) 如果你突然有一種魔力可以改變一個人，你會怎樣改變你的(繼)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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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 

a. 為什麼這樣變呢？ 

6. 對自己的期待 

(1) 你有想過希望自己怎樣對待家人比較好嗎？ 

a. 為什麼會認為這樣比較好？ 

b. 發生過什麼事才會讓你這樣想呢？ 

(2) 如果你有魔法可以改變自己，你會希望自己如何改變？ 

a. 為什麼？ 

7. 那麼你對這整個家又有什麼期望(期待)嗎？ 

(1) 如果你有魔法可以改變這個家，你會希望你的家庭變成怎樣呢？ 

 

(三) 家庭的權力關係 (問過者，則可省略) 

1. *你覺得家裡面誰的權力最大？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大？ 

2. 你覺得家裡誰的權力最小？ 

(1) 為什麼？ 

(2) 什麼樣的事情讓你認為他的權力最小？ 

3. *在家裡，你最聽誰的話，又最不聽誰的話？ 

(1)  為什麼？ 

4. 有什麼時候，你會覺得你比你的兄/弟/姊/妹還要被重視(比較有權力也比

較有優勢)嗎？ 

(1)  為什麼？ 

5. 有什麼時候，你會覺得你比你的兄/弟/姊/妹還要不受重視(比較無權力也

比較沒優勢)嗎？ 

(1) 為什麼？ 

 

 

 

 

訪談後：訪問暫告一段落，請問受訪者的心情，再次提醒他我的保密是滴水

不露，請他放心。並確定他談論這些以後心情平復，贈送他一點小

心意並感謝他，再結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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