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家庭相關理論視角 

在談論家人關係時，我們不能不檢視社會學傳統在理解「家庭」此一現象的

視角。大多數家庭理論的描述與理解，可分為鉅觀層次與微觀層次兩類，鉅觀層

次的家庭理論會將家庭視做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並且相信家庭受到社會結構的制

約與影響，認為家庭的內部運作，也是受到結構驅使的結果，如功能論、衝突論

等。而微觀層次的家庭理論，則將家庭視為是個體彼此不斷互動與詮釋的過程，

相信家庭規範與家庭行為是由家庭內部互相影響而來的，如符號互動論、家庭發

展理論等。本研究以下將討論幾個較為學界採用分析家庭的理論視角，其中配合

研究重心，主要以微觀的層次討論包括象徵符號互動論、家庭發展理論、家庭系

統論等。 

(一)、功能論 

在鉅觀層次上，以結構功能論最為人熟悉。功能論認為，家庭的存在是一種

人類社會不可少的制度，對於維繫社會正常運作與個體的恆久生存有相當的幫助

(蔡文輝，1991；藍采風，1996；彭懷真，2003；Goode, 1988；Muncie et al., 2003)。

家庭功能論，源自於早期 Parsons 而起的結構功能主義，在家庭這個領域有其獨特

的見解。此理論指出，現代社會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的影響，大家庭(extended family)

正逐漸地消失，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制度將會成為現代家庭的主要形式，並且

許多家庭的功能(例如：社會化、經濟生產.......等)在現代社會也將被專業化的機構

與專家接手負責，家庭的功能反而著重於情感的互相依賴，傳統的家庭功能也因

此正隨著時代演進而減少（Berger＆ Berger, 1990）。大家庭或許在現代社會確實

較難見得，但是核心家庭的功能正逐漸被取代嗎？Fletcher(1973)和 Shorter(1975)

皆表示，家庭反而因工業化而更滿足經濟需求，促進個體自我實現與自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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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ons 說法一致的是，現代家庭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情感支持、培養關係的場域。 

功能論者認為家庭之所以存在於人類社會，是因為家庭對於人類社群是具有

某種程度的幫助與不可或缺的性質，且是一種維持社會良好運轉的重要制度。藍

采風(1996)提出家庭具有最基本的五大項功能，而這五大家庭功能也是大多數學界

提出的看法，(如蔡文輝，1991；Muncie et al., 2003 等)，包括生育、社會化、經濟

與照顧、情感、傳承社會地位。因此功能論將「家庭」視做具有某些重要功能的

機制，以幫助社會維持運作。 

(二)、衝突論 

衝突論是另一個較具結構層次觀點的理論。早期衝突論受到馬克思與恩格斯

對於資產階級抨擊的影響而來，認為家庭是資本主義剝削無產階級的一種工具(王

振寰，瞿海源主編，2001)。受其影響的包括 Dahrendorf 與 Coser，他們針對功能

論者過度強調和諧整合提出質疑，並且相信衝突無所不在。Dahrendorf(1959)在討

論馬克思提出的階級衝突時，認為社會其實是一個強制性結合團體(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ICA)，團體中存在支配與被支配兩種角色，所謂的支配就

是一種權威(authority)的展現，此一權威必關聯於個體的社會位置或角色。家庭衝

突時常與此權威有關。Coser(1991)則認為，衝突具社會功能，可以使得一團體解

決問題並促進團體凝聚力。以衝突論的觀點來看家庭，會認為家庭並非人人所認

為的具有美好的互動與協調，家庭本身就是一個具有衝突的場域，父母與子女間

的社會位置確立了彼此誰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角色，也影響了家庭互動的方

式、家庭分工與家庭關係，因此衝突論可以解釋家庭關係中存在的衝突狀態。 

(三)、符號互動論 

符號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觀點由米德(Mead)所提出，隨後由其學

生布魯默(Herbert Blumer)發揚光大(Cuff, Sharrock＆ Francis, 2003)。符號互動論強

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質與過程，也就是著重於微觀的人際之間對於彼此的詮釋

與理解，並且認為觀點(perspective)與互動(interaction)是很重要的兩個變項(蔡文

輝，1991)。個體的行為與理解的方式全靠不斷與他人互動而建立起來。針對家庭

的符號互動觀點， Burgess(1973)認為家庭是一個人格互動所構成的單位，人格互

動即代表著家庭生活會不斷變動，也會不斷成長。同時，符號互動論也強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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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角色扮演、角色模仿、角色期待等種種面向(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1)，認

為家庭的互動過程是一種動態的形式，家人可經由對待彼此的態度與行為方式，

理解並詮釋之後，進而改變自己的行為方式，而此一行為方式也可能反過來持續

改變其他家人的行為與詮釋過程。 

(四)、交換理論 

此一理論較少被拿來討論，原因可能在於其較為激進，認為婚姻關係是一種

「以最小化成本追求最大化報酬」的關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1)，交換理論

相信個人之間的交換行為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一，並且認為個人是具有利己

心態和自我中心的(蔡文輝，1991)，凡是交換之後彼此皆能獲得滿足，則交換就會

持續，否則交換就會終止。以此一觀點來解讀家庭，會認為家庭的存在必須符合

互惠的原則，讓彼此都在對方身上獲得報酬，如此家庭才會存在。這些報酬包括

了經濟上及情感上等種種形式。大多數的跨國家庭，在台灣大眾的眼裡，就類似

交換理論的觀點，認為跨國婚姻的形式其實是一種交換的方式，彼此互相滿足對

方的需求，提供對方必要的報酬，而一旦有一方無法再繼續提供，則婚姻關係就

面臨危機。 

(五)、家庭發展理論 

家庭發展理論最早期的看法，是將家庭比作人生一般，具有出生、成長、衰

退、死亡的過程，具有時間序列的變化。在家庭發展理論中，首先被提出的就是

家庭生命週期理論(Family Life-Cycle，FLC)，此理論將家庭解釋為一個具有不同

階 段 與 發 展 的 系 統 ， 像 人 的 生 命 階 段 一 樣 ， 有 始 也 有 終 。 Goldenberg ＆ 

Goldenberg(1985)將家庭生命週期界定為：「一連串的階段或事件，可以提供人們

辨認家庭在時間的演變中，不同成員的任務與使命，並將家庭視為是一個不斷前

進的系統架構。(p.16)」對於家庭週期理論的階段劃分，國內外學者皆有不同的看

法，其中 Duvall 最早提出家庭生命週期的八個階段(王以仁，2000)。Duvall(1977)

將八個階段分為：新婚期(Married Couples)、生育時期(Childbearing，子女出生到

兩歲)、子女學齡前時期(Families with Preschool Children，老二出生，老大至六歲)、

子女入學時期(Families with Schoolchildren，老大 6-13 歲)、青少年時期(Families 

with Teenagers，老大 13 至 20 歲)、青年發射期(Families Launching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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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離家)、中年危機期(Middle-Aged Parents，家中只剩夫妻兩人到退休)、老年時

期(Aging Family Members，退休到夫妻死亡)等階段。家庭生命週期理論認為家庭

生命在時間中變遷，而家庭成員也會因此有不同的行動準則與規範出現。同時，

每個家庭階段都有其不同的任務與困難(Muncie et al., 2003)。有了家庭週期理論的

視野，在比較不同的家庭型態差異時，更能解讀一個家庭的內部運作，並且可以

避免在比較各個家庭的生命故事時，忽略家庭階段性的差異，落入無謂的對照窘

境中。 

(六)、家庭系統理論 

家庭系統理論將家庭視為是一個整體性的系統，而其特性就是各組成部分會

相互牽連與依賴。換言之，家庭是一個外人不易一眼看穿，但卻是實存的隱密小

系統，有其基本功能與模式，也擁有家庭衝突的來源，家庭的部分與整體的互動

關係影響著家庭成員的心理健康(陳麗欣，2000)。每一個家庭成員的改變都會影響

其他家庭成員，此一動力關係則可決定此一系統的穩定與波動。每一個家庭在系

統中，都有其特殊的動力歷程(dynamic process)，以其特殊的方式運作，並面對自

己的家庭問題(彭懷真，2003)。系統理論是了解家庭關係與家庭成員最典型的理論

基礎。另外，系統理論也指出家庭可分封閉式及開放式的家庭系統，其主要辨別

的依據是一家庭對於家庭規則和信念的接受程度。通常封閉式的家庭系統不允許

家中有新的信念主張出現，但開放式家庭系統則較能接受創新的思想與行為。系

統理論也提出了家庭催眠狀態與家庭催眠狀態的循環作用之概念。所謂的催眠狀

態和循環作用指的是家人間彼此互動創造出來的某些信念與規則，以循環的方式

運作。在不良的家庭系統中，此一催眠狀態容易影響子女吸收來自父母的錯誤觀

念與行為方式(例如：虐待等)，並在家人間不斷地循環，造成了家庭傷害(陳麗欣，

2000)。  

另外，家庭界域(Family Boundary)的概念，也是衍伸自家庭系統理論的觀點，

強調家庭系統與次系統間既定的規則，是參與其中的家庭成員訂定的。在結構上，

家庭界域可指涉一個體是否屬於家庭界域之內的認知與辨識(王以仁，2002)。通常

此一辨識的準則，也影響著家庭成員對彼此的角色認同與家人認定。也就是說，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只有某些成員可以加入並彼此互動。跨國家庭的家庭界域在

初婚家庭中，似乎較容易確立，尤其是核心家庭的成員，很容易在家庭週期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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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進程中，逐漸建立家庭界域的認知。不過，初婚家庭並非就沒有家庭界域認知

上的困擾，像親子關係中，父母親過度關注子女，子女容易覺得個人空間被壓迫，

也會影響到家庭次系統間(母子或父子)應存有的適度距離，而使得家人對彼此家庭

界域的認知有了出入，容易引起子女的反彈，最常見的例子就是母親未經過孩子

的允許，就偷翻他們日記(王以仁，2002)。在繼親家庭中，家庭成員彼此對於家庭

界域的認知是很模糊不清的，他們很難共同認定誰在家庭系統之外，誰又在家庭

系統之內，又家庭系統內的成員又該扮演何種角色，遵守何種規則，盡到哪些義

務呢(Pasley, 1987)？家庭界域的模糊性很容易發生在繼親家庭中，並對家庭成員們

日常生活互動上產生一種挑戰與限制。 

要剖析家庭的情況，可能採取的觀點與視角是很多元的。本研究將從微觀的

理論層次出發，探討跨國家庭中的互動特質，包括家庭成員互動規則與角色期待。

同時，本研究在剖析跨國家庭之生活與經驗時，也會對照上述論點與研究資料的

契合性，適時地加以討論，以豐富對於跨國家庭的理解與詮釋。 

第二節  一般家庭型態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重心，是希望了解跨國家庭的內部關係，而 Muncie et 

al.(2003)又提到要了解家庭的內部狀態或關係，可依循幾個面向來切入，包括權

力、親密關係與界限、角色與任務、性別等。因此以下文獻的討論中，會先以兩

類家庭型態(初婚與繼親)做為區分，並配合研究著重的面向，討論包括家庭角色，

性別差異(分工)，家庭衝突，權力分配等面向，藉以歸納出現有的文獻對於家庭所

勾勒出的實質內容與互動關係。 

(一)、初婚家庭 

初婚家庭其實是為了相對於再婚家庭或者任何其他種類婚姻形式的一種強調

性講法；初婚家庭其實指涉的就是現代社會蔚為主流的核心家庭。在我們的社會

裡，人們預期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最能滿足所有友誼、性行為、照顧、育兒以

及子女管教的需要；這種對家庭理所當然式的與「常識性」的概念，其實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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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傳統中對於性、情感與親子關係的信仰(Muncie et al., 2003)。現今，大多數的研

究者都已經不再支持所謂的正常家庭只有一種的說法，而是認為家庭的定義應該

更具彈性，因為家庭的生活模式是具有多元性與差異性的(藍采風，1996；彭懷真，

2003)。雖然學術研究上，對於家庭的視野開闊了，不過一般大眾對於家庭的想像，

或許仍環繞在對初婚核心家庭的想像中吧，畢竟「我的家庭真可愛」這首歌中所

描繪的家庭景象還是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一個幸福家庭的典型象徵呢！ 

1、家庭角色 

本研究著重的是家庭內部角色互動的關係，因此首先我們必須了解所謂的

「主流」家庭角色為何，以及它如何作用在我們一般日常生活上。角色其實是社

會後天的產物，是社會規範中，塑造人與人關係的一種方式(王振寰，瞿海源主編，

2001)。角色通常是相對於其他人的位置而被指稱的，像是家庭中的男、女主人，

他們相對於子女而言，是父親與母親的角色，但對彼此而言，他們則是夫或妻的

角色。伴隨著角色的確立，就會有不同的社會期待與慣例(社會腳本，social script)

出現。當一個人佔據一個社會位置，例如「父親」或「母親」，他們的社會行為就

會被社會慣例所形塑，這些慣例，關係著處在這種位置上的人應該怎麼行為，也

就是賦於了這些角色相對的權利和義務(Muncie et al., 2003；王振寰，瞿海源主編，

2001)。因此家庭互動的過程，很大一部分是受到社會規範的角色期許所影響的。 

社會學家 Cooley 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念，指出人們對

自我的了解往往是經由他人對自身的評估而建立，也就表示社會互動會影響個人

自我的形成(蔡文輝，1991)。雖然 Cooley 的鏡中自我指稱的是個人自我如何形成，

如何社會化成為社會人，但是家庭也是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家人的互動是社會互

動的重要一環，也是建構個人自我角色與規範的場所，因此每個人在家中所要扮

演的角色，不是經由他人的告知與教育即可成形，尚須包括了每日的互動與相處

慢慢發展而成的。家庭生活的經驗有助於我們自身建立更廣泛的社會認同─讓我

們在性別、階級或者種族的群體中得以安置自身(Muncie et al., 2003)。  

2、性別分工 

通常在探討家庭角色的時候，尤其著重性別角色的問題，而家庭性別角色

通常界定為社會對家庭中的男性與女性的期待行為(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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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采風，1996)。在家庭中的性別角色與其所附屬之責任與義務，通常有明顯的差

異。在傳統的信仰上，「正常家庭」的組成任務，就是要依照這樣的性別分工，才

算完成。像是母親的角色就被教育要傳宗接代、養育兒女、洗衣燒飯，做盡一切

家務勞動；而父親的角色就是被教育要有擔當，可以承擔家庭經濟與保護家人，

並且要出外工作提供家人優渥的生活。男性扮演的是工具性的角色(instrumental 

roles)，以事業成就為中心，女性則是情感性的角色(expressive roles)，以柔順和情

感的付出為中心(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1；蔡文輝，1991)。Goode(1988)就提

到，人們期望男子將更多的注意力放在家庭以外的事情(如工作)上，並同時期望婦

女將更多的注意力放在生兒育女和家務勞動方面。 

不過，隨著時代的演進，家庭中的角色及關係產生了變化。Burgess(1973)

就提出，現代家庭的情況是由機構式(institution)轉變成為伴侶式(companionship)

的家庭，家庭關係從男性為主的家長制，轉而變成自願的人際關係來維繫，這也

正好說明了家庭在現代社會更重視的是相互的情感交流與了解。近年來在女性主

義思潮的散播下，女性工作的機會越來越大，影響了女性在家庭的地位與角色的

期許。夫妻之間的關係，也因此發生了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在於家庭分工。以往

男性具有經濟上的優勢，不過現在女性工作者人數攀升，女性不再必須在經濟面

依附於丈夫之下 (蔡文輝，1991)。因此家庭中的性別分工比起過去，彈性是更大

的(藍采風，1996)。也就是說，女性對於家庭，不一定只被歸類為從事家務勞動的

角色，地位也不一定更低，當然也不一定更高，這中間的變化很多元，因此家庭

中的女性角色是具差異性的。張月芬(2002)就表示，那些進入職場的婦女，並未使

得自身因為工作而排除在家務勞動之外，反而更增添她們兩頭忙的困擾，同時先

生因此自動將家務勞動納為己任的適應情況卻相當緩慢。現代家庭的分工模式比

起過去，往往更需要家庭成員彼此的協調與配合。 

除了夫妻角色對於家務勞動的劃分傾向多元之外，父母外出工作也可能影

響子女所需從事的家務勞動量。唐先梅、戴麗娟(2002)指出，家庭中父母教育子女

的方式之一就是教導子女從事家務工作，一方面藉以提升子女的責任心與自信

心，另一方面也讓子女懂得付出，並習得持家的技巧，替子女的未來做先行教育。

並且，家務工作應被視為是滿足家人共同需求所產生的事務，家人應能共同參與

分擔。一般教科書中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家長應該將多少程度的家務事交代給子

女，才叫適當。唐先梅、戴麗娟(2002)就表示雙薪家庭與傳統家庭最大的不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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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的就業會影響家庭工作的分配。妻子就業除了對丈夫承擔家務造成影響之

外，也對子女產生影響。子女可能必須承擔的家事更多，更複雜。 

3、家庭衝突與權力分配 

婚姻中的衝突主要集中於權力的控制─即誰決定在何種情況下做某事。但

是，當代婚姻所要強調的是決策權力，例如：誰決定去何處度假、買何種車子，

而不是決定控制誰(藍采風，1996)。不過家庭權力的分配與控制，常以多層次的方

式呈現。有的時候，也不見得下決定的人就是最有支配權力者，可能在過程中，

此一決定是受到另一方影響而來的，像是妻子喜歡吃泰國菜，但是由老公決定去

吃一家名叫「泰平天國」的餐廳，到底誰才是最終支配者呢？ 

傳統的家庭裡，男女關係一直是男主女卑的狀態，這樣的結果，造成的是

男女對家庭權力支配上的差異，這就是所謂的「父權家庭」。不過不論是管教子女、

還是家務事的分配，都可能因為角色的彈性加大，而產生衝突。例如管教子女的

責任分配不清楚，就會變成夫妻互相爭執著「你才應該好好管他/她」的場面。在

跨國家庭裡，配偶雙方來自不同文化背景，自然所習得的社會角色期待很可能有

差距，有些夫妻分配上似乎毫無困難；而有些則似乎時時陷入掙扎中(藍采風，

1996)。可見家庭的權力分配會影響家庭的互動與生態，更多時候是造成家庭衝突

的主因。 

(二)、繼親家庭 

社會上有好幾種稱呼再婚家庭的說法，像是繼親家庭(stepfamily)、混合家庭

(blended family)、重建家庭(reconstructed family)、重組家庭(reconstituted family) 

(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藍采風，1996)。早期這些詞彙所指稱的再婚內涵，

有些微的差異，像是繼親家庭中的繼親(step)強調的是再婚係源於喪偶之觀點；混

合與重建(重組)家庭皆指涉繼父母家庭係由不同部分結合後成為一個新單元

(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所謂的再婚家庭，其實還可以依據不同的因素細

分為很多類，例如，以配偶的過去婚姻經驗為基準，以及有無孩子為基準等等，

就可以分出很多類別的再婚家庭 (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Messinger, 

1984)。只是不論種類怎麼區分，此類家庭的複雜度都相較於初婚家庭高出許多。

Ganong＆ Coleman(1994)在 Remarried Family Relationships 一書中，主要討論再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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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夫妻關係與親子關係，但在指稱上，則以「再婚家庭」與「繼親家庭」兩詞

交互使用。原因在於他們認為現今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合適的辭彙統稱此類家庭。

他們解釋到，配偶雙方再婚之後組織的家庭，常因為彼此過去的個別婚姻經驗差

異，而難以明確細分與歸類。因此即便上述的幾項劃分，也未能涵蓋所有類型的

再婚家庭。在我的研究中，也遭遇到類似(難以概括而論)的情況，因此我參考

Coleman＆ Ganong 的做法，在研究中將繼親家庭與再婚家庭視為等同之詞使用，

但仍以繼親家庭之指稱為主。 

繼親家庭不同於一般主流核心家庭，此類家庭的組成，與初婚家庭最大的差

異在於，子女只與其父或母其中一人，具有血緣關係；另不具有血緣關係的一方，

通常就被視為是繼父/母，孩子們則是相對成為其繼子女(Berman, 1989)。大多數的

人容易將傳統的核心家庭作為標準來衡量繼親家庭；雖然現代家庭的模式已經很

多變，人們不再認為正常家庭的模式只有一種，不過要期待繼親家庭和初婚家庭

一樣，具有相同的家庭互動與傳統功能，那麼還是會令人失望的(藍采風，1996)。

也就是說，繼親家庭仍有其組成家庭的困難與挑戰，並不能等同於初婚家庭形式。 

1、家庭角色 

繼親家庭因為在組織結構上的特殊性，因此有它的挑戰性，像是最明顯的家

庭角色問題。另外，在繼親家庭中建立關係本來就較初婚家庭困難，若是涉及孩

子更為棘手(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因為傳統中的家庭關係基礎係來自於

血緣關係(彭懷真，2003)，繼親家庭無法被人視為正當的原因，也在於繼父母與繼

子女無血緣關係，因此若要扮演適當的家庭角色則會發生困難。這些棘手的問題

可能是關係的建立、也可能是角色期待的差距、家庭規範的不確定、還有一些心

靈上恐懼，在在都是繼親家庭需要克服的問題(藍采風，1996；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由於初婚家庭，也就是核心家庭的觀念有其社會影響力，以致於其

他的家庭型態都得相對於此定義。所以其他家庭型態就被定義成「不尋常」、「偏

差」、甚至是「病態」的 (Muncie et al., 2003)。不過繼親家庭並不因此就無法走向

完滿，就如同 Lillan Messinger(1984)在 Remarriage—A Family Affair 一書所說： 

繼親家庭的建立除了必須擁有善念，夢想及希望之外，亦需倚靠

洞察力，技巧及切合實際的期待以建立穩固的基礎(Messinger, 

198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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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親家庭的角色矛盾與困難，主要還是來自社會對初婚核心家庭的認同；社

會堅信只有圓滿的核心家庭形式才算是「家」。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包括角色的認

定，家庭分工與行為期待，都不由自主的繞著初婚核心家庭的規範進行，以致於

和事實無法相符，造成很多挫折與心理壓力(Muncie et al., 2003)。 

另一方面，Furstenberg ＆Cherlin (1991)認為繼親家庭之角色及規範定位曖昧

不清，導致家中成員之行為皆須個別協商。如果規範不明確，該有之行為便無法

被視為理所當然，但又無慣例可循。例如繼母與繼子間之對應方式，就沒有明確

可遵循的規範行為模式，而必須由當事人自行揣摩何者才是最適當之角色反應，

繼親家庭雖有延續家庭功能的用處，但與家人相處卻仍是家人間最大的挑戰。又

社會上普遍相信血緣的正統性(Ihinger-Tallman＆ Pasley,1999)，以致大眾對繼父母

的行為期待都很低。對繼父母本身來說，或許也因為如此，他們反而會有應給於

立 即 的 愛 並 且 做 即 席 父 母 的 自 我 要 求 (Berman, 1989; Ihinger-Tallman ＆ 

Pasley,1999; 藍采風，1996 )。不過也可能因為角色拿捏地不明確，造成誤會或者

導致挫敗。對於繼子女而言，要適應新的繼親家庭也不容易，一方面要適應先後

兩個家庭間，賞罰原則、角色扮演及角色期待，在兩個家庭間尋找角色定位也是

件耗費心力的事(Ihinger-Tallman＆ Pasley,1999)。並且如果其生父母是屬於離婚的

狀態，此類孩子對於繼親的加入，可能會感到是一種對原生父/母的背叛(Baptiste, 

1984)。 

2、性別分工 

繼親家庭在角色扮演上，除了可能擁有像初婚家庭一樣的性別分工之外，對

於身為繼父和身為繼母這樣不同的角色，也會遭遇不同的性別角色期待與困境。

例如社會對繼母有特殊的期待，像是必須證明她不是討人厭的繼母，要和愛親生

子女一樣地去「立即」喜愛繼子女及接受繼子女給予的「立即」愛等(藍采風，1996)。

也因此，繼母較繼父常面對家庭問題，也較具有與子女關係上的壓力(Messinger, 

1984)。另外，最屬刻板印象的角色也是繼母。社會普遍存有灰姑娘故事情節裡繼

母都很邪惡的迷思(Berman, 1989；Messinger, 1984)，這也是通常繼母必須面對較

多壓力的原因。因此繼母在進入繼親家庭初期常會有挫折感，為無法達到家人對

其之期待而沮喪。繼父也相同有著一些角色扮演上的衝突與矛盾，只是情況略有

不同，像是相信自己對於家庭具有支配能力，但是卻無法管束繼子女，或者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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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應採取何種態度對待子女等問題(藍采風，1996)，但是相較於繼母的角色，似

乎角色緊張性較低。 

3、家庭衝突與權力分配 

繼親家庭的衝突常是因為繼親加入後，造成生活習慣與「家庭文化」1的改變

所引起的，有時會使得子女無法適應，而產生衝突。主要可能產生衝突的問題是

有關孩子與經濟上的。其中，有關孩子的，多是夫妻因為教養子女的方式不同而

產生衝突；經濟上，則是因為家庭資源分配以及家庭經濟困境的問題而產生的衝

突(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許多時候沒有規範準則可循，衝突就產生了。

這些問題另外也藏有某種權力關係，依據不同的繼親家庭狀況，可能就有不同的

權力關係與衝突產生，例如：繼父/母結婚後，又再生子女者，可能將家中資源分

配較多給其親生子女，而繼子女則分配的較少(藍采風，1996)。偏心其實也是一種

權力關係的表現，如果真的發生了，繼父/母對於家庭資源的掌控是較高的，子女

當然必須接受繼親的偏心。另外，繼親管教子女的權力與正當性也是很微妙的，

並且此一權力的來源，多是依據其配偶對其管教子女的認同度來判定。若繼親在

管教子女的時候，生父/母也默認接受配偶的管教，則子女服從的態度會較明顯，

倘若繼親管教子女反被配偶阻止或因此產生爭吵，則繼子女對繼親的權力認同就

會比較低，並且更加認定有生父/母作靠山，沒有什麼好怕的(Ihinger-Tallman＆ 

Pasley, 1999)！因此家庭角色很多時候，必須從家庭成員彼此互動中去理解，繼親

家庭的家庭關係可能更唯妙唯肖。 

檢閱這些有關繼親家庭的文獻後，我們可以了解繼親家庭成員的心理狀態、

彼此角色的壓力與角色的期待，更可以感受到繼親家庭的基礎，著實與初婚家庭

差異甚巨。這些明顯差異，使我們能感受到家庭在生物上、血緣上的基礎是多麼

地重要。但是即便這樣多的文獻都強調繼親家庭互動相處的不易，但在其中，仍

有彼此互動成功的例子，往往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家庭中的成員，如何彼此定義對

方，並接受彼此的定義，也給於對方機會讓他/她真正成為自己的家人。 

Messinger (1984)認為繼親家庭成員當然可以樂觀地相信，他們之間會擁有真

                                                 
1 此一詞彙取自Muncie et al. (2003)在《家庭社會學》一書中，所提即的概念。家庭文化意指「他

們自己家庭中的傳統與現實動態。在社會與個人之間有一組共享的預設，說明與期許：簡言之，

一個家庭具有其獨特的信念體系。」每一個家庭都有其自己獨特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提供了選

擇，但也限制了他們所以為的選項，以及隨之而來的決定(Muncie et al., p.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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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家庭感受，只要他們組成的是一個相互關照的團體，具忠誠性、也具責任感，

只是要達到這些必須要有耐心和時間。Joanne Kenen(2005)在她的專欄中，分享了

她自己進入繼家庭的故事，並且相信 Zach 與她的親情，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寫到： 

我認為我是他的「母親」，而不是他的繼母，原因在於我希望我能做

他的「母親」，也因為他希望我成為他的「母親」。我們選擇了彼此，所

以我們之間總有著特別強烈的情感維繫著彼此。(Kenen, 2005:144) 

第三節  跨國家庭型態 

講到跨國家庭，其實應該先問到底什麼是跨國家庭？跨國家庭其實還有別的

說法，像是異族通婚、國際婚姻(藍采風，1996)。大多數的時候，這些名詞都被視

為等同，但是事實上，這中間的意涵，有必要再加以釐清。 

(一)、區辨「跨國」的意義 

Aguirre et al.(1995)在區分「異族通婚(Ethnic Exogamy)」與「異種族通婚(Racial 

Exogamy)」時指出，異族通婚指涉的是兩個不同國籍者的通婚，可能是同種族但

是一定是不同國籍的通婚，例如華裔美國人跟中國人的通婚，屬於不同國籍，但

是卻是同一種族(皆是漢族)的通婚情形；而異種族通婚則指涉的是不論國籍相同與

否，在種族上是不相同的通婚，例如美國白人跟華裔美國人的通婚，他們是跨種

族的，但卻都是美國人的身分。Baptiste(1984)也提到，人們時常把跨種族通婚(Racial 

Intermarriage)等同於跨文化通婚(Interculture Marriage)，而事實上這兩個詞彙指涉

的意涵並不相等。因此依照這樣的說法，本研究中所謂的跨國婚姻，較大成分指

涉的是國籍上的通婚，也就是「異族通婚」與「跨文化通婚」，而非實在的「異種

族通婚」或是「跨種族通婚」，因為東南亞、台灣的歷史皆與華人歷史相連結，早

期華人移入東南亞的情況比比皆是，除非真的很仔細地追溯源頭，才可能在跨國

婚姻中，找到純粹種族上的通婚。 

(二)、跨國婚姻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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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為什麼有些人會選擇跨國婚姻呢？藍采風(1996)對於會選擇異族通婚的

看法，認為： 

1. 較能融合異族文化的人較會選擇異族通婚。也就是適應力強的人，對於異

族文化、生活、飲食等具適應性的人。 

2. 適婚年齡的男女性別差異懸殊，則會選擇異族通婚。 

3. 符合交換法則，認為與外國男/女結婚可以有好的幫助。像是過去有人嫁

給美國人為了取得合法居留證。 

4. 愛情因素。 

上面的解釋皆具一般性，也就是一般選擇外籍配偶的可能相關因素，但是台

灣與東南亞的跨國家庭的成因又為何呢？就鉅觀層面來看，台灣配偶選擇跨國婚

姻的理由，主要有兩點：(1)需擔負傳宗接代的責任(夏曉鵑，2000；王宏仁，2001)，

(2)遭受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效應(蔡明輝，2004)。研究指出，對外籍配偶來

說，進入跨國婚姻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希望以婚姻為出路，藉此脫離貧窮生活。也

因為這一點，許多台灣夫家親戚會認為外籍配偶來台灣多是為了要錢(夏曉鵑，

2000)！  

Goode(1988)提到同類婚姻較被一般人所接受，並且相信年齡較輕的未婚男

女，因為社交環境的限制，較容易選擇同類婚姻。反過來說，年紀較長的男女，

社交環境越趨複雜，則具更多機會認識不同地區或者種族的人，因此外婚機會提

升。並且他也提及，通常種族聲望較低的人外婚，說明了他們可獲得較高的地位。

由此可知，Good認為年齡、社會地位是影響跨國通婚的主要原因。但當我們將其

理論對照台籍配偶與東南亞籍配偶之跨國婚姻情況時會發現，在年齡的層次上，

台灣地區的跨國婚姻並非夫妻年齡皆長。依據內政部 94 年 5 月統計通報所公佈的

資料顯示，台籍新郎平均年齡為 32.9 歲，新娘為 28.5 歲，而東南亞籍新郎平均年

齡為 31.4 歲，東南亞籍新娘則是 23.7 歲，其中台籍與東南亞籍配偶通婚比例為

14.03%。2從資料上我們可以看出不論是外籍還是本籍配偶，其結婚年齡都不高，

尤其東南亞籍配偶，他們的年齡普遍又更低(內政部統計處，2005)。因此，以台灣

的情況來看，年齡似乎較不能解釋跨國婚姻的形成。另外，其有關社會地位的說

                                                 
2 目前官方數據未提供純粹「跨國婚姻配偶」雙方結婚年齡的統計數據，因此研究採用的統計數據

是包括了跨國婚姻與非跨國婚姻者的結婚年齡平均數，並另外提供本國屬跨國婚姻者佔總結婚對

數的相對比例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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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符合許多台灣的東南亞籍外籍新娘對於外婚的想像─藉嫁入台灣提升自己的

地位(夏曉鹃，2002)。東南亞外籍配偶此類的想法，其實正落入了全球化核心─邊

陲觀的劃分，也加入了種族優越與國際聲望的思考邏輯，並希冀以跨國通婚為跳

板，使得自身在原生國的社會階層中被視為是向上進階的。對台籍新郎而言，即

便迎娶外籍新娘無法成為提升地位的跳板，但他們卻也能因為此項優勢，吸引東

南亞外籍人士與之成婚。 

統合以上的說法，異族通婚其實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成的，而這些因素複

雜，需要脈絡上的釐清。跨國婚姻並非皆起因於利益交換，也不見得都沒有浪漫

愛的元素，不同的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皆可能影響跨國通婚的形成。 

(三)、東南亞的背景與脈絡 

由於本研究關注來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因此有必要了解東南亞地區的

文化背景。東南地區自古就是一個移民匯雜之地，許多民族與國家的人都分別在

歷史上不同的時期遷移入東南亞這塊土地。所謂的「東南亞」名稱，也是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英國的蒙巴頓將軍建立東南亞盟軍司令部而起的，更早中國人則稱

之為「南洋地區」。東南亞這片土地在人種上，人類學者可分為四大類，包括南蒙

古利亞人種、(馬來)印度尼西亞人種、巴布亞人種、原始種族(矮黑人)，其中前兩

類人種與中國人種相同或相似，並且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來西亞等國之人

種都同屬前兩類人(陳怡，2000)。因此在種族的界線上，東南亞地區的人種與台灣

的人種在人類學家的眼中，應不完全是跨種族的關係。再講到東南亞的語言，如

同人口一般十分複雜，有些東南亞國家本身就存有 20 種以上的語言，因此東南亞

等國官方都會設立官方語言，以便於溝通，許多華僑遷移入東南亞地區，帶入了

華語(普通話)也在東南亞形成勢力(陳怡，2000)。另外在宗教信仰或飲食習慣上，

也是龐雜交錯的樣貌，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特色大多是各民族交會融合而成的，這

也是為什麼很多來自東南亞地區的移民，某些生活習慣和文化思想與台灣略同的

原因。 

(四)、台灣的跨國(初婚)家庭 

台灣相對於美國，跨國婚姻的例子較不多見，不像美國包含了多元的種族與

國籍人口，因此台灣對於「跨國婚姻」或「跨國家庭」的看法也一直未有明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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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台灣最容易被提及的跨國家庭，是台籍男性配偶與東南亞籍女性配偶的結

合，這些家庭的數量逐年上升，一時在台灣媒體界也掀起了報導的熱潮。一開始

媒體與期刊研究的焦點多擺放在外籍配偶來台的情況，或其衍生的問題（例：楊

艾俐，2003；藍佩嘉，2004；王明輝，2004 等），近期因為外籍配偶子女多進入入

學年齡，「新台灣之子」的新聞與研究又逐漸成為焦點（例：林朝和，2003；揭陽，

2004；林照真，2004，楊秋蘋，2004；蔡明原，2005）。這些報導與研究的觀點，

隨著時間一直在轉變，大約可以歸為三類立場： 

(1) 對於跨國家庭成員採取負向岐視與批評的立場 

A、歧視外籍配偶，並將其視為品質不良 

很多人怪罪東南亞外籍配偶的移入，造成台灣社會人口品質的低落，當他

們在指稱外籍配偶的同時，事實上，他們指涉的是那些來自東南亞的移民，

尤其是以婚姻關係移入的新女性移民。以「南洋新婦過台灣系列報導」獲得

新聞採訪報導獎的記者梁玉芳，在此一系列專題中就提到台灣人對於外籍人

士兩相迥異的成見： 

我們台灣人總以為白人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有錢的，跟他

們結婚，是浪漫的聯姻；東南亞的人，比我們黑一點的，跟我

們一樣黃的，就比較落後比較窮，南洋女人嫁我們，就是為了

錢，就是買賣婚姻。西方與南洋，白與黑，先進與落後，浪漫

愛和商品化，這樣的假設，在生活裡我是真實感受到了(梁玉芳，

2004：A3 版)。 

B、質疑外籍媽媽婚姻與教育的經營能力 

另外，針對外籍配偶在養育與婚姻適應能力上，大多數人也持質疑的態

度。在養育方面，各界認為母親是主要擔負子女教育責任重擔的角色，那麼

外籍配偶對於台灣文化和語言的隔閡，將會使得其子女的成長輸在起跑點上： 

多數「外籍新娘」在本國受教育的水準不高，又不懂中文，

無法輔導下一代課業、影響他們上學、就業，很難如台灣一般

人向上流動。……欠缺適當的輔導與豐富的教育資源，這些新

移民的下一代，往往在起跑點上就不公平。未來他們在學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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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遭受排擠拒絕，容易成為中輟生，造成社會問題(楊瑪利等

人，2004：144)。 

另外，婚姻適應力方面，受到質疑的起因在於對「買賣婚姻」的不信任與

劣等的迷思，似乎預設婚姻的形成必須是浪漫愛為基礎才行的通，並認為買

賣的婚姻會產生夫妻衝突、無法協調的狀況。 

台灣的弱勢男子和東南亞的弱勢女子所共同組成的跨國婚

姻家庭，不僅要面對婚姻調適、生養子女等問題，加上跨文化

適應下形成的風俗民情、生活價值觀差異、語言溝通隔閡等衝

擊，且雙方結婚動機不同，台灣男子有些是為解決延續後代的

壓力，東南亞女子部分是以經濟為重要考量因素之一，面對社

會大眾對「買賣婚姻」烙印，跨國婚姻相對較易產生婚姻不協

調、夫妻關係衝突及養育小孩等問題(薛承泰、林慧芬，2003：

240)。 

C、認為新台灣之子資質較低 

針對跨國婚姻子女，也就是「新台灣之子」，一般認為他們素質較差，進

入學校就讀相較於其他兒童，有較多的發展遲緩問題，並且主要的發展遲緩

為語言障礙與混合性發展遲緩(鍾重發，2003)，家庭學習能力低落、注意力

不集中，以及在團體中明顯害羞、內向、沒自信等人際關係的問題(黃木蘭，

2004)。又有些研究認為新台灣之子的狀況與美國移民有部分雷同，他們多處

於社會弱勢，造成他們在正式學校教育裡遇到許多困擾，進而影響其學業表

現及未來生活(吳雅玲，2004；亮心，2005)。 

D、新台灣之子同遭歧視所苦 

教育部常務次長周燦徳曾經說了「外籍新娘少生一點」的一句話，但並未

受到輿論明顯地撻伐，追究原由可能是台灣民眾本身隱藏著族群歧視與擔憂

並未被公開(林照真，2004)。薛承泰、林慧芬(2003)就指出： 

「外籍新娘」所生子女數，就數量相對而言逐年增加，其

子女被稱之為「新台灣之子」，然而社會大眾卻又認為該生育率

會造成「品種」欠佳，甚至擔憂她們的高生育率會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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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素質的歧視觀念(薛承泰、林慧芬，2003：240)。 

E、新台灣之子之認同問題 

針對「新台灣之子」，某些學者認為將會有另一項隱憂，即在跨國家庭子

女進入台灣教育階段之後，會因為(多數是)母親的文化而對台灣認同產生質

疑，並且因此影響心理健康，造成社會問題： 

一位教育專家表示，孩童與母親臍帶相連，透過母親認

同社會，母親原本文化被壓抑，也不能認同台灣，將來對台灣

也可能產生認同問題，進而退縮；小孩也可能遭受其他學童拒

絕、排斥。情況不改善，到了青少年後，就會變成中輟生，流

落街頭，吸毒犯罪(楊瑪利等人，2004：157)。 

普遍來看，跨國家庭在台灣的數量漸增，台灣人普遍的聲浪是較為憂心、較

多排拒與較多歧視的，鮮少有以完全積極正向的態度探討跨國家庭的聲音。而這

些亦憂亦拒的印象，可能產生於偶然的單一社會事件，也可能只是一個研究的分

析，或者是種族中心與歧視心態造成的，結果就形成了社會對其之偏見與刻板印

象。不論如何，牽涉到跨國家庭的議題，就無法再被單純地理解，因為台灣社會

對「跨國婚姻」與「跨國家庭」的偏見，使其婚姻與家庭負向經驗常與其「跨國」

特質做連結。所以在社會多數人眼中，此類家庭中的子女打架鬧事問題不再只是

個人品行的問題，而是因為跨國家庭使得子女適應不良的問題；家庭暴力不再只

是丈夫或妻子行為不當、情緒管理不良的問題，而是因為跨國婚姻所導致的暴力

事件問題。 

(2) 替跨國家庭發聲、反對外界岐視性言論的立場 

A、跨國婚姻無貴賤 

針對跨國仲介婚姻的歧視，夏曉鵑(2002)在《流離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

「外籍新娘」現象》一書中就點出了這種對「買賣婚姻」持有劣質想法的迷

思，她提到： 

跨國婚姻中的東南亞女性與台灣男性要不是被建構為社會

進步後的落伍遺留，就是被認作是無知的受害者。..........官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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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公眾認為「外籍新娘」的婚姻是一種社會病態，這種婚姻

僅僅是出於交易，而非愛情。………資產階級普遍堅信婚姻乃

建築在非交換性的基礎上；這種想法我們有理由稱之為「真誠

的虛構(sincere fiction)。」…..這種虛構把人的「吸引力」浪漫化

為自然精神上的表現，而非社會位置的產物。……..故而，任何

牴觸此理念的婚姻均被視做既錯誤又不道德。 (夏曉鹃，2002：

231-233)。 

事實上，浪漫愛是現代人進入婚姻的最佳包裝，打開包裝紙，我們仍擺脫

不了的是社會位置同質性的互相親近原則，階級、種族、文化、年齡等各種

因素的親近性，都是導致浪漫愛產生與結合的原因。也因此我們必須了解針

對「買賣婚姻」的指控，皆具有強烈的主流價值色彩(夏曉鵑，2002)。客觀

上，不論是以買賣形式、浪漫愛形式或其他的方式所形成的婚姻，都只是婚

姻締結的形式之ㄧ。優劣的判定，不應只由社會主流視野出發，並且婚姻生

活的好壞，也不必然與其婚姻締結形式有關，價值判斷更不該流於偏見與刻

板印象的層次。 

B、外籍配偶溝通未必有障礙 

蔡明原(2005)表示，外籍配偶來台到生孩子這段時間，事實上都一直在學

習本地的語言及文化，因此到孩子誕生、上學，外籍配偶已經具有一定的溝

通能力，並且從小教養到長大，很難會純粹因為語言問題而無法溝通，或許

在外人看來外籍配偶的溝通能力並不佳，但鮮少會和其子女產生嚴重的溝通

問題。 

C、新台灣之子能力與人無異 

另外，針對跨國婚姻子女能力差的說法，楊瑪利等人(2004)就提到，有關

學習遲緩的研究不斷進行，且常是在樣本數不足的情況下做了推斷，結果都

對外籍子女很不利；因為這樣，許多外籍配偶子女根本不敢公開承認自己的

身分。蔡明原(2005)提到跨國家庭的父母或許有些社經地位、教育程度都不

高，但是所謂的「學習遲緩」是一種「社會現象」，不應該視為是一種「生理

現象」，更與品種不良無關。林照真(2004)也轉述已成年的外籍配偶子女朱家

豪的感受。他說，外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好有壞，其實是呈現常態分配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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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其表現與種族無關，但是台灣社會卻只看到他們成績欠佳的那一面。26

歲的朱家豪回憶過去，在他小的時候，外籍配偶子女人數不多，媒體從不會

去報導，成長的過程比較不受干擾，現在的跨國婚姻子女反到要承擔更多的

壓力與異樣的眼光。何青蓉(2004)、蔡明原(2005)皆提及父母能不能教養與社

經地位的確有關係，應該將外籍族群與社經地位造成的影響分開來看。 

(3) 改善與促進跨國家庭在台灣生活的立場 

政府各界陸續研擬有利於跨國家庭的政策與施政方針，民間的慈善團體與基

金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幫助跨國家庭成員。對於各界所關心的外籍配偶問題，以及

新台灣之子的問題，高雄市教育局長鄭進丁就表示，需研擬對外籍配偶有幫助的

教學課程，並提倡國人應有的多元文化價值觀，使得台灣文化更豐富(蔡明原，

2005)。除此之外，許多報導會提出一些改善方法；例如，洪榮正(2003)提出七點

可以改善促進跨國家庭中的外籍配偶以及子女的方法，包括強化親職教育、協助

親子共同學習成長、幫助父母輔導課業、提升教師族群面知識能力、托育機構設

立、協助社區建立關懷網絡、學校輔導功能的調整等。而事實上，揭陽(2004)也提

到，教育部自九十三學年起，已開始實施「優先入讀公立幼稚園」政策，又對新

台灣之子(主要是針對國小生)提供輔導教育措施。並與高雄縣政府合作，舉辦多元

文化成果展覽會，希望促進各方了解彼此的文化特色。從政府將「外籍新娘」改

為外籍配偶，到持續對外籍配偶及其子女提供終身學習和教育輔導，都可以看出

政府對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關懷。 

從來台灣的跨國婚姻就保持低比例的存在，直到近 10 年掀起的「外籍新娘」

潮，台灣人口才開始走入多元的發展。此外，台灣政府早期較不關心移民人口的

處理，這一點可以從我們尚未建立全責的移民管制單位就可以知道（楊瑪利等人，

2004）。雖然近期政府有在計畫改善，但是總不是一蹴可及，我之所以提及這些，

只是要表明各界在最初對於跨國家庭的關注是很少的。即便在之後的「外籍新娘」

現象中，各界已經開始檢討與改進，不過還是限制在討論跨國婚姻中的外籍配偶

一方，至多進一步地了解了「新台灣之子」的狀況，或者順帶提即台灣配偶的情

況。這些討論的出發點都是以個人為單位，關注這些台灣新的移民人口和新的婚

姻現象，即便討論台灣配偶的同時，都是相對於外籍配偶的立場出發，如果沒有

外籍配偶的風潮，台灣配偶似乎如同隱形人。同時這些討論是很分散的，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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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關心的是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社會學界可能關心的是「買賣婚姻」形成

的「外籍新娘」現象與婚姻關係、子女認同問題；官方可能比較關注的是婚姻移

民人口的控管與其可能帶來的社會問題；社會可能關注的是跨國家庭為台灣社會

所帶來的人口品質與社會危機等問題。與其站在這樣的角度，片面且個別地討論

他們，不如以家庭整體的觀點切入，使我們能更了解跨國家庭之內涵與其成員在

其中的生命經驗，並能更確切地明白這類家庭型態如何形塑成為台灣社會中重要

的一部分。 

1、家庭角色與性別分工 

台灣的跨國婚姻不是特例，在其他社會中的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就是

證明，只是針對擁有主流家庭觀的社會裡，跨國婚姻往往被拿來與「正常的家庭」

做比較，凸顯了他們的短處（夏曉鵑，2002）。楊艾俐(2003)表示，若婚姻根植於

買賣，外籍配偶在家庭裡的角色地位是很低的。丈夫或者婆家多認為她們是被買

來的，因此會認為自己有權可以任意對待這些外籍配偶。常常使得外籍配偶被定

位為是被買來的。其實對台灣配偶來說，跨國家庭的產生，主要還是為了圓一個

美滿家庭的夢，因此他們當然對於一個家的形式，具有根深地固的想法。與一般

家庭一樣，社會規範的角色定位仍然是具主導的位置。像在角色的扮演上，王宏

仁(2001)提到，跨國家庭中，基本上外籍配偶多數是女性，需擔負起家務勞動的工

作，也就是一般的傳統女性工作，包括洗衣、買菜、煮飯、灑掃、照顧小孩等，

並且，這些外籍配偶多半同時也是在外面工作的上班女性。王宏仁並表示，外籍

配偶平均每星期需要從事家務工作 31.2 小時，這像是變相的女傭工作，這一點，

倒是比起台灣家庭婦女工作得更辛苦了。另外，跨越國界的夫妻，是否對於社會

的規範都有相同的認知，也可能是造成家庭角色緊張的關鍵。最後，對於台灣配

偶的家庭角色鮮少研究提及，研究也盡力為此點作補強。 

2、家庭衝突 

跨國家庭一般而言，最容易衝突的原因在於夫妻對彼此角色期望產生了差

異，尤其是異國婚姻加入了宗教信仰、飲食文化的差異，更容易產生摩擦。另外

也會因為當事者的價值觀、文化背景不同而在生活上產生摩擦(藍采風，1996)。何

青蓉(2004)就提到，跨國婚姻可能有的問題包括溝通問題、價值差異、婚姻觀念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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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偏見與刻板印象等，任何一種問題的發生都可能導致家庭衝突產生。以菲律

賓為例，何青蓉就表示，菲律賓的文化是認為男女享有同樣的權利，男性是家中

經濟製造者，但是女性才是掌管控制整個家的人。配上中國傳統中的男尊女卑的

思想，或許這樣的跨國家庭會因為文化價值的差異、角色期待的差異，有了緊張

的家庭關係，當然摩擦就變成在所難免。 

藍采風(1996)另外考察國外的跨國通婚情形，提出了建言，認為跨國家庭中

的夫妻，最好能具有很強的適應能力，才可以一起度過難關，並且對婚姻要有忠

誠度與熱情。還需要互相信任互賴，提升彼此的凝聚力，更重要的是要能堅持良

好的溝通，才可以突破文化上的障礙，並且互相尊重對方文化上的特質與習俗，

才能降低口角與摩擦。 

(五)、跨國「繼親」家庭 

國內跨國家庭的研究本就不多，同時當中以個人為出發點的文章較多，並多

未將重點擺放在家庭的觀點上，也未考量有關家庭型態組成差異，因此對於跨國

家庭，尤其是跨國繼親家庭的相關文獻極其缺乏。就如同在檢閱台灣的跨國家庭

相關文獻時，發現鮮少有人談論關於他們在台灣建立的這個家，還有他們的角色

規範與對彼此的期待，到目前為止，連他們的子女在家庭角色這一塊，都鮮少被

討論，他們到底是如何看待與對待彼此的呢？本研究的重心，就企圖填補這個領

域的缺口。 

國外針對跨國初婚與繼親家庭之間的差異，有這樣的看法，Baptiste(1984) 就

提到，一般繼親家庭的問題，若再加上跨國的因素是更增添困擾的，他說： 

跨國繼親家庭與一般繼親家庭相異之處有三，1.文化差異，難以彼

此相處；2.孩子難以接受和自身不同種族或族群的父/母；3.某些無意識

的、負向態度或者行為都是對於配偶的種族或文化團體的殘留信念，這

些東西深深地內化了我們，即使與之結婚尚無法除去(Baptiste, 1984:374)。 

Aguirre et al.(1995)對於跨國、再婚這兩向度，有了這樣的研究發現，他在一

篇研究美國亞洲人再婚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許多研究相信跨族通婚的人通常都是

再婚的狀態，也就是說再婚者通常比起初婚者較可能選擇與異族通婚。換一句話

說，也就是再婚的形式比起初婚更可能是通婚的狀態。為何人們在初婚的時候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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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選擇跨族通婚呢？原因在於 1.社會規範較傾向讚許同族婚姻；2.初婚者通常年齡

較輕，生活經驗較少，比較會受其文化規範影響進而選擇同族、同文化的對象。

相對而言，再婚就只是一種新經驗，並且較缺乏社會規範讚許，甚至無準則可依

循。至於為何再婚者較易接受異族婚姻，原因在於再婚者代表其可能經歷過離婚

事件，在個性上較具有能接受打破社會規範約束的特質，也較不受文化與社會約

束的控制，因此在再婚的時候接受異族配偶的可能性也高。此研究說明了「跨國」

與「再婚」兩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也部份地解釋了跨國繼親家庭的成因，只

是我並不確定這樣的說法是否也成立於台灣的台籍與東南亞籍跨國繼親家庭，這

將是本研究的焦點之一。 

第四節  小結 

總結來說，檢閱文獻使我了解現存的相關家庭理論以及一般家庭研究中的家

庭型態差異。在理論視角方面，包括功能論、衝突論、交換理論、符號互動論、

家庭發展理論與家庭系統理論等，這些理論可約略分為鉅視與微視兩種層次，能

幫助我擴大理解家庭的視野，也使得我在進行研究時更具著力點，奠定我認識跨

國家庭的基礎與思考的角度。而在家庭型態的文獻中，我也發現典型核心(初婚)

家庭形態在社會中與在個體心中的重要性地位，並且家庭角色與規範，性別分工

與權力分配都依此而定義。惟性別分工在社會變遷下起了變化，並且影響了現代

家庭中的權力分配。文獻也提及，繼親家庭在這些面向上，更容易遭遇問題和難

處。另外，針對台灣的跨國家庭(台籍與東南亞籍配偶聯姻的家庭)，跨國通婚的意

義應與跨種族通婚作區別，跨國通婚似乎更親近於跨族群通婚的類型。而此類跨

國婚姻的成因，現有文獻著重以鉅視觀點剖析，例如：世界體系理論觀點、婚姻

市場排擠效應等。最後，對於理解台灣跨國家庭中的家庭型態差異，少有文獻關

心此一部分。我們只能藉由國外學者的研究，了解到跨國與再婚兩變相之間存有

的高度關聯性。 

現有文獻對於跨國家庭的討論不多，針對跨國繼親家庭的討論更少，因此研

究希望藉由探討跨國家庭型態上的差異，將此一缺角補齊。另外，在現有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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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東南亞外籍配偶大量移入台灣的現象，皆採鉅視觀點加以分析，討論多

圍繞在外籍配偶或者新台灣之子身上，容易落入單一且個別的理解層次。外籍配

偶在台扮演的是台灣媳婦的角色，但只討論其角色本身，並不足以幫助我們深入

了解跨國家庭的世界，至少在文獻中看不到對於整體跨國家庭的描述與理解。因

此研究針對此一情況，希望能採整體性的微視家庭觀點岀發，不但將外籍配偶與

新台灣之子置於家庭脈絡中理解，也進一步理解較少為外界關心的台籍配偶。如

此不但能發現他們在台灣的實質生活情況，尚能呼應現有文獻中有關鉅觀層次的

討論。整體而言，本研究希冀以不同於既有文獻的角度，剖析台灣此一新興社會

現象與其所形成特有的非典型家庭形態，並發掘出現有文獻未能詮釋的跨國家庭

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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