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在於探討關於論文議題的相關理論及研究，分為三節呈現，分別為跨國婚姻的探討、
家庭環境相關理論及研究、在台外籍新娘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跨國婚姻的探討 

 
   本節就跨國婚姻的背景及相關理論、在台外籍新娘的現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做探討，同
時參考日本跨國婚姻的經驗以了解他國的跨國婚姻政策及作法。分述如下： 

 
一、跨國婚姻的背景及相關理論 
(一)跨國婚姻的背景 

   跨國婚姻是跨文化通婚的一種模式，所謂的「跨文化通婚」(cross cultural marriage)是指來

自不同的種族、宗教道德團體、國家的男女雙方，經由結婚形式而成為夫妻的婚姻關係(劉美

芳，2001)。 

    至於跨國婚姻形成的原因，學者 Rangel(1999)認為個體選擇跨國婚姻是為了打破階級間

的障礙，造成階級間的流動；Hwang(1997)指出跨國婚姻是少數族群進入適應主流文化時，自

然會發生的歷程；Fossett(1991)提到一個族群中適婚年齡人口、兩性比例若出現不均衡的現

象，有供需的問題，則族群中人數較多的性別，便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力而必須選擇外婚；

Fan(1998)發現女性之所以選擇外婚，是出於經濟考量，如亞洲貧窮國家的女子，希望嫁至日

本以過較好的生活；此外，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期待及社會風氣的開放等因素，亦帶動

了異國婚姻的可能性。台灣男子與東南亞女子即在這樣的原因背景之下進行跨國婚姻。 

   就台灣的跨國婚姻時代背景而言，顏錦珠(2001)指出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形成的跨國婚姻約

分為下列幾期： 

1. 約自七 0年代中期起，許多不肖業者假介紹工作之名，行人口販賣之實，為數不少的泰國、

印尼新娘開始出現在台灣農村；這些外籍新娘被迫嫁來台灣，由於語言不通，使得逃婚的

比例相當高，此男女受害而仲介獲利的情況，使得東南亞外籍新娘的人數逐漸減少(蕭昭

娟，2000)。 

2. 到了八 0年代，隨著政府南向政策的發展，許多台商紛至東南亞地區設廠，強化國人與東

南亞地區的聯繫，使得台商及外派的勞工發現東南亞地區廣大的婚姻市場，成為婚姻仲介

者(蕭昭娟，2000)，八 0年代中期，以來自泰國及菲律賓的東南亞新娘最為普遍(夏曉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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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 台灣在九 0年代開始，在國際政經結構下，台灣與東協國家間的互動關係，隨著亞太經濟

的興起益形密切與頻繁(蔡雅玉，2001)。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新娘亦漸漸增加，自 1991

年開始印尼新娘逐漸增加(夏曉鵑，1997)，1994 至 1996 年期間，外籍新娘主要來自印尼

及菲律賓(王宏仁，2000)，但隨著越南開放觀光及台商投資後，越南新娘急速竄升(蕭昭娟，

2000)。至 1996年越南新娘已超越其他國籍。 

 

(二)跨國婚姻的相關理論 

1.遷移動機理論 

   國際婚姻被視為國際遷移的類型之一，Ravenstein(1985)提出的遷移法則(The Law of 

Migration)中，指出人口的遷移受到距離的影響，短距離的遷移以女性居多，而遷移的動機多

數以經濟因素最為重要，且認為拉力對遷移的影響比推力大，也就是說人們多數相信遷移可

以滿足他們改善生活的願望(引自王宏仁，1999)。 

Lee(1966)提出遷移動機理論，認為解釋遷移的因素包含原居地的因素、遷入地的因素、

中間阻礙因素及個人因素。在每個地方同時存在著吸引某些人的因素(正的因素---拉力)以及

排斥某些人的因素(負的因素---推力)，這些拉力及推力影響著遷移動機，但除了原住地和移

入地的正負因素外，兩地之間尚有中間阻礙因素，例如遷移費用、移民法令等等，遷移者因

為個人因素的差異會影響其克服障礙的能力。 

在近年來相關的研究顯示，東南亞女子遷移至台灣，經濟因素是主要考量，如王宏仁(1999)

發現越南新娘遷移動機多數以經濟因素為考量；蔡雅玉(2001)、鄭雅雯(2000)指出女性除了透

過工作機會獲得遷移外，許多菲律賓、泰國、斯里蘭卡的女性透過婚姻仲介而遷移，成為澳、

紐和日本男人的外籍新娘，亞洲女性願意嫁到日本的推拉因素，經濟因素是為主因，外籍新

娘抱持尋求一種新生活出口與可能性，或也在一種隱然為改善家庭經濟等因素走進新家庭、

新國度、扮演新角色；朱玉玲(2002)分析澎湖縣外籍新娘來台灣的原因，除了因家裏貧窮、

好奇、想離家、工作或朋友都來台灣之外，實際發現最大的因素是對台灣的嚮往。夏曉鵑(1997)

認為在整個買賣婚姻背後的結構脈絡中，發現事實上印尼新娘對於這個國際婚姻結合而言，

是經濟與社會的希望。 

因此，由上述我們得知，外籍新娘在原鄉的生活欲找尋出口，可能是導致她們接受跨國

婚姻、願意漂洋過海的原因，經濟對她們而言，是造成跨國婚姻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來台

之前，她們大多懷抱一種對於新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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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遷移者適應理論 
   Reul 認為遷移者會因為其文化背景、階級地位或遷移動機而對新生活的適應情形有所影

響。Sauvy 認為一個國際遷移者的遷移歷程有三，即定居、適應和完全同化(引自廖正宏，

1985)，以下就此三歷程提出說明： 

(1) 定居： 

在遷移初期，遷移者不管是靠自己奔波或他人朋友協助，都必須找到安身及飲食之處，

或找到一份謀生的工作，以確保在異鄉生存的可能，外籍新娘嫁到台灣，多以夫家為定居地。 

(2) 適應： 

指遷移者由最初對新環境的陌生中逐漸復原，產生長久、艱鉅及具有目的性的任務，使

自己能成為新社會系統及次級系統中的一部分；當舊有認知結構無法容納新經驗之元素時，

即產生認知的鴻溝，而有「失衡」(disequilibrium)的狀況，此時一個人即會進一步改變或擴大

原有的認知結構，以容納新元素，適應新情境，即為「調適」(吳芝儀，2000)；個體為了滿

足自己的需求而對於環境(尤其是人際關係或組織等社會環境)採取適當的因應，環境也給予

肯定的反應或評價，結果在情緒穩定及成效感的狀態為適應狀態(劉焜輝，1985)。就國際移

民中的外籍新娘來說，首先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此外還得適應當地飲食及社會生活，如娛

樂、交友及人際關係等等(朱玉玲，2002)。 

(3) 同化： 

指兩種不同文化的融合下，遷移者使自己能適應當地居民的一種方式，直到兩者融合成

為一個社會，看不到遷移者所行程的團體為止。吳芝儀(2000)稱當個人面臨刺激或問題情境

時，會先將此一新經驗之訊息與舊有認知結構之元素核對，而將新元素納入舊有認知結構中，

此即「同化」。而遷移者身處遷入地時，自己會感覺到或被他人認為在外表、宗教、語言或歷

史等方面自成一特殊團體，這種情形在國際移民身上尤為明顯，所需調適時間較長，有時甚

至好幾代之後仍未完全同化(朱玉玲，2002)。Anderson(1999)提到在成人身上可能殘留或凍結

某些固有文化，而與目前所處環境及文化形成差異距離，而自成一個特殊團體。她們首先必

須克服語言的障礙，學習當地的語言，此外還得適應飲食習慣與社會生活習俗，如娛樂、人

際關係及宗教節慶等，若能儘早適應當地生活，入境隨俗，才能避免適應不良狀況發生，否

則往往得在遷入地痛苦的渡過餘生，或再度回歸到自己的祖國(引自廖正宏，1985)。 

 

3.交換價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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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經濟發展，一直以犧牲農業造就工業為主軸，形成農業和工業部門高度不平的發

展策略，因此台灣的農村子弟常被視為沒有前途的族群。而在婚姻市場中，人們希望以自己

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含社會地位、聰明才智、相貌身材、性格特徵、金錢等等)來吸引對方，

並因而換取到一個較適合我們付出代價的伴侶(蔡文輝，1999)。因此，婚姻市場中也存在一

些現象，使得某些群體擁有優勢，另一些團體落入劣勢，較普遍的現象包括其中的「婚姻排

擠」(marriage squeeze)情況，就是指男女雙方適婚年齡的人口不均等，而使得男性或女性在擇

偶時產生被排擠的不平等現象。 

在台灣農漁村、邊陲地帶，也因為適婚男女的人口不均等，在擇偶行為上出現了排擠現

象，男性面臨被擠出婚姻市場的困境，尤其是弱勢族群的階層、漁農民、身心殘障男性，更

不易擇偶找到理想伴侶，只好轉至東南亞娶妻，另一方面東南亞女子則因為考量經濟的因素

及對新生活的嚮往，而強化其接受與異國陌生男子通婚的動機，因此在男女雙方本身需求及

考量擇偶行為是否成功之下，跨國婚姻出現了「商品化」的色彩，亦有學者用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來解釋跨國婚姻的行為。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觀點，認為擇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交換的行為，交

換的基本原則是爭取個人之最大利益；價值理論(expectancy value theory)認為人們在做決定

時，不只考慮目標物的價值(對象的吸引力)，也會考慮可能成功的機率(對象願意與我為偶的

可能性)。對於從事勞動、農漁民及身心殘障的台灣男子，也許在台灣的婚姻市場上討不到老

婆，於是透過仲介商的引介至東南亞迎娶「外籍新娘」，兩人根據交換價值理論，互相衡量對

方的利益對個人是否有效益，及其可能成功的機率，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擇偶娶妻，完

成個人終身大事，以減低來自父母、親朋好友或社會的壓力。 

在交換價值的論點之下，跨國婚姻被視為一種商品的交換。「商品化跨國婚姻」又被視為

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副產品；夏曉鵑(2000)指出跨國婚姻是資本國際化最深化的階段，它是資

本國際化過程中，核心(或半邊陲)與邊陲國家，因不平等發展而被擠壓出的男女，藉由其婚

姻解決其困境的結果；吳芝儀(2000)指出在此婚姻中常出現兩性的不平等，女性視為被動的

受助者，而男性具有生產工具角色，所以使男性擁有支配主導權，反觀女性則淪為附屬地位，

沒有權利，所作所為皆以夫為貴，顯示男女兩性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在異國婚姻中的外

籍新娘更陷入這種投資與報酬交換下的附屬品，不但在婚姻中就具不平等地位，在家裡的身

份也較無權利可言，一旦發現自己無法適應婚姻制度或男方不適擔任丈夫角色時，就衝擊到

外籍新娘的身心安適，使其無法履行婚姻諾約，造成婚姻衝突，甚至演出逃婚或出走等劇碼(朱

玉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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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外籍新娘之現況 
 台灣男子娶東南亞外籍新娘已經不是最近才有的新鮮事，早在 1980 年初期，就有不少

的泰國、菲律賓新娘開始出現在台灣農村或眷村，到了 1890年代，更隨著政府南向政策的推

波助瀾，台灣男子開始大規模的娶印尼新娘為妻，才引起媒體的注意，1994年之前印尼是台

灣男子迎娶東南亞新娘的主要目的地，之後因為台北駐印尼經貿辦事處壓低了審核速度，等

候簽證面談時間冗長。台灣仲介才逐漸轉往越南、柬埔寨等地尋找適齡女子來台(夏曉鵑，

1997)。 

根據台灣外交部核發國人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的數量統計(如表 2-1)顯示，國人娶外

籍配偶的數量逐步增加，從 1994年 4,899人，到了 1997年已經達到 16,009人，三年之間成

長了將近四倍的人數。而到了 2002 年 12 月為止，總人數已經高達 115,433 人，而其中又以

越南籍新娘人數最多，這說明了台灣境內東南亞國籍的外籍新娘人數正逐年快速的成長，目

前台灣外籍新娘人數不斷持續增加已是個不爭的事實。 

表 2-1 核發國人之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數量統計表 

    國名 

期間 

印尼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泰緬 新加坡 越南 總計 

1994,1-12 2247 55 1183 870 14 530 4,899 

1995,1-12 2409 86 1757 1301 52 1969 7,574 

1996,1-12 2950 73 2085 1973 18 4113 11,212 

1997,1-12 2464 96 2128 2211 50 9060 16,009 

1998,1-12 2331 102 544 1173 85 4644 8,879 

1999,1-12 3643 106 582 1230 12 6790 12,359 

2000,1-12 4381 75 492 1216 3 12322 18,489 

2001,1-12 3230 5 377 1383 567 12340 17,902 

2002,1-12 2602 0 389 1664 632 12823 18,110 

合計 26,257 594 9,537 13,021 1,433 64,591 115,433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統計，外籍新娘在台灣的分布，主要是集中在台北縣(13.7%)、桃園

縣(12.8%)、屏東縣(11.1%)、彰化縣(7.0%)、高雄縣(6.7%)、雲林縣(6.2%)、台中縣(5.9%)、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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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雄市(5.8%)等以農業、工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縣市，或者是台灣都市化及工業化發展過

程中相對邊陲的地區，如澎湖縣或台東縣和台南縣的漁村和農村，因為這些地區的男子社經

地位、條件比較差，或因職業的風險大(例如船員)，不易在台尋得適當婚配而轉向東南亞地

區(夏曉鵑，2000)，此外，根據王宏仁(2000)的研究亦指出，在台越南新娘也是集中低所得的

鄉村地區。 

此外，另一份內政部統計處所公佈的資料(如表 2-2)則指出： 

1.依縣市別觀察，91年結婚登記之外籍配偶以臺北縣3,092人占15.38％最多，桃園縣2,087人占

10.38％次多，臺北市1,669人占8.30％再次之。 

2.中外聯姻所占比率：以澎湖縣21.19％最高，雲林縣16.06％次高，嘉義縣15.72％再次之；以

連江縣2.04％最低，花蓮縣6.87％次低，臺中市8.57％再次之。 

 
 
 縣
 

 

 

 

 

 

 

 

 

 

 

 

 資料來

 
說　　

單位：人；％

 市 別 持有效外僑登記證之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合法在臺居留人數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臺閩地區20,107 3.62 17,339 2,768 11.65 74,451 6,292 68,159 65,284 5,240 60,044
臺北縣 8.99 2,552 540 10.64 1,532 10,908 1,261 9,628
宜蘭縣 431 1.17 392 39 12.93 1,367 42 1,325 1,213 31 1,182
桃園縣 1,755 332 13.81 1,091 7,067 969 6,034
新竹縣 525 -14.22 487 38 13.84 2,108 90 2,018 1,833 77 1,756
苗栗縣 623 -11.38 586 37 14.31 2,388 89 2,299 2,162 76 2,086
臺中縣 1,284 -4.61 1,148 136 11.74 4,882 283 4,599 4,380 245 4,135
彰化縣 1,196 -1.40 1,121 75 12.65 4,476 175 4,301 3,954 154 3,800
南投縣 616 -5.95 584 32 15.29 2,520 60 2,460 2,300 53 2,247
雲林縣 930 9.41 883 47 2,863 63 2,800 2,583 56 2,527
嘉義縣 711 -2.34 686 25 2,689 29 2,660 2,492 28 2,464
臺南縣 1,089 5.83 992 97 13.87 3,447 147 3,300 3,126 130 2,996
高雄縣 1,126 7.55 1,029 97 11.23 4,043 165 3,878 3,619 139 3,480
屏東縣 1,060 12.05 1,001 59 14.85 3,827 81 3,746 3,488 76 3,412
臺東縣 182 -2.67 167 15 8.83 676 27 649 619 24 595
花蓮縣 229 9.05 188 41 6.87 880 86 794 797 73 724
澎湖縣 150 146 4 367 8 359 352 6 346
基隆市 371 -1.85 332 39 11.62 1,157 48 1,109 1,043 37 1,006
新竹市 338 0.30 282 56 11.03 1,256 130 1,126 1,052 106 946
臺中市 618 465 153 8.57 2,250 370 1,880 1,881 319 1,562
嘉義市 201 -35.78 166 35 10.67 665 39 626 617 35 582
臺南市 466 -6.05 368 98 9.22 1,538 172 1,366 1,350 143 1,207
臺北市 4.12 1,115 554 8.81 1,240 5,297 940 4,191
高雄市 1,076 5.39 858 218 9.47 3,729 325 3,404 3,225 262 2,963
金門縣 36 -12.20 35 1 9.11 180 -           180 167 -           167
連江縣 1 0.00 1 -       2.04 8 -           8 8 -           8

源：本部戶政司、警政署。

明：中外聯姻所占比率係指中外聯姻對數占總結婚登記對數之比率。

91年結婚登記外籍配偶

九十一年各縣市結婚登記之外籍配偶人數

截至91年底止

合計
中外聯

姻所占

比率(％)

外籍

新郎

外籍新

娘

較上年

同期增

減%

表二、表 2-2 

3,092 12,440 10,889

2,087 15.50 8,158 7,003

16.06
15.72

53.06 21.19

18.62

1,669 6,537 5,131

台灣的外籍新娘有其形成之背景，外籍新娘也傳達了某些社會現象，在未來幾年，來自 

 

 

東南亞的外籍新娘將會持續的增加，其中增加的速度以澎湖縣最高，總人數以台北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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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灣的人口結構即將面臨重大的改變，有越來越多東南亞女子透過跨國婚姻的方式來到

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台灣即將加入了更多異國的色彩及更多人的故事，相關單位不能一味的

防範她們來台，而是應該正視外籍新娘現象所爲台灣社會所帶來的必然改變及影響。 
 
 
三、跨國婚姻的適應歷程 

外籍新娘初來台灣，常因文化差異造成文化衝突，張春興(1992)對文化衝突解釋為個人

或團體受兩種文化影響，遇到價值判斷或忠貞取捨的問題，必須在兩者之間作一抉擇時，其

所感到的內心衝突。 

Oberg 把文化衝突過程及調適分為四個階段，即蜜月階段、敵視階段、恢復階段、調適

階段(引自廖正宏，1985)。外籍新娘所歷經的適應歷程亦可用此四個階段來說： 

 

(一) 蜜月階段 

在此階段中人們如旅人般興奮而樂觀，一切都覺新鮮又使人激動，並未經歷真正開始進

入文化衝擊。根據顏錦珠(2001)的研究中發現，來台外籍新娘在初次面對台灣的異文化並沒

有出現跨文化適應中的蜜月期，原因是因為當初她們的結婚動機大多為了解決家中的經濟問

題，即使對新生活有所期待，但卻亦存有不得已的心理因素。雖然對台灣懷抱一點憧憬，面

對陌生的環境也會出現新鮮感，但多數她們是感受到幻想的破滅與較多的衝擊。如在原鄉中

以為台灣處處繁榮的外籍新娘，嫁至較為偏僻的農村或漁港中時，多半在一開始會產生心理

衝擊及失望感。 

 

(二) 敵視階段 

此階段歡樂感被失意、焦慮取代，對於當地事物失去新鮮感，開始渴望熟悉的事物，開

始與當地人產生衝突，甚而退縮迴避文化的接觸。在此適應階段的外籍新娘對於台灣的事物

格外感覺不適，例如在日常生活都必須碰觸的「飲食」，此時越南及新娘吃著台灣的醬油，卻

想著醬油根本不是她們的食物，對於在家鄉中烹調食物必用的「魚露」，格外的想念了起來，

覺得自己被強迫接受她們不喜愛的事物。 

 

(三) 恢復階段 

因為時間的洗禮，對於當地文化的語言與風俗習慣慢慢熟悉，並與當地人建立起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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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以一般心態看待事物。來台時間久了，外籍新娘透過鄰人或較早來台的外籍新娘的帶領，

試圖漸漸的走入台灣的社會，參加屬於她們的社群活動，開始覺得醬油並不像一開始感覺那

般的難吃了。 

 

(四) 調適階段 

如 Berk(2000)認為調適是指個體改變舊有的基模，以順應新環境的需求，產生較適合當

地社會的行為模式的歷程，此階段能與當地風俗和態度相安共處(引自李燕、李浦群譯，

1995)。此階段外籍新娘在家庭中也學著烹煮台灣菜並習慣了台灣的口味，並藉由參加成人教

育的課程，增加了說中文的能力，強化了在台灣的生活適應能力，並且除了自身學習中文，

也開始教導身旁的家人及孩子原鄉的語言，蕭昭娟(2000)研究彰化縣社頭鄉的外籍新娘中發

現在語言教育上，早期外籍新娘大多以同化成台灣人為榮，故使用原鄉語教育孩子較少，但

是近年來外籍新娘教導小孩學習原鄉語言的比例也漸漸增加，也因此豐富了跨國婚姻家庭文

化的多元性。 

 

 

四、在台外籍新娘的適應問題 
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旦接觸時，會產生強烈的差異感與壓力(彭懷恩，

1992)。Goodman亦指出因為跨種族通婚者比同族婚者較少獲得認同，通常也得面對更多情感

衝擊(陽琪、陽琬譯，1995)。廖正宏(1985)認為當遷移者的原居地與移居地的文化背景相異極

大時，就會產生適應困難的問題，研究東南亞外籍新娘的研究者亦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來自

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的確面臨了適應上的難題。 

廖正宏(1985)從遷移者海外適應的角度來看，在台外籍新娘要適應的的範圍可能包括有

語言障礙、生活習慣(如飲食)、風俗文化(如價值觀)、宗教信仰及環境氣候等的生活適應問題；

夏曉鵑(2000)從資本國際化不平等結構使外籍新娘淪為商品化的角度來看，發現外籍新娘面

臨了極不平等的人際關係，生活中充滿了不平等的對待；鄭雅雯(2000)以探索在台外籍新娘

的生活世界，發現當地外籍新娘產生聚居卻孤立以及婆媳關係緊張的問題；劉美芳(2001)以

新移民的角度來看，指出外籍新娘在社會上及家庭適應上皆出現了衝突及適應問題；朱玉玲

(2002)研究澎湖縣外籍新娘生活經驗中發現，異國家庭關係中存有傳統婆媳問題、婚姻夫妻

關係、管教子女等問題，在研究中發現外籍新娘對於未來婚姻生活充滿惶恐與憂慮。 

若從外籍新娘所面臨的問題來說，我們將這些問題分成個人層面、家庭層面、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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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分述如下： 

 

(一)個人層面上： 

1.語言障礙的問題 

許多跨國婚姻的研究都指出語言是所有跨國婚姻面對的主要難題，亞洲新娘嫁到日本的

生活難題中，語言是最主要的問題；Gist&Fava(1974)亦提到，國際遷移者常因語言或其他文

化差異造成社會互動的障礙，而發生調適上的困難。因此國際移民中的遷移者首先必須克服

語言的障礙，語言不通將多少影響遷移者的人格，無形中會變得較內向或自卑，外籍新娘中

雖有不少的比例是華人，但因定居在僑居地已久，多數已不諳國語，因此語言成為她們首先

要克服的難題(引自廖正宏，1985)。 

語言的問題連帶的影響了其他的問題。如蕭昭娟(2000)在研究彰化縣社頭鄉的東南亞外

籍新娘的研究中指出剛進入社頭鄉的外籍新娘，常因不會講國語及閩南語，而與先生無法做

有效的溝通，導致許多的婚姻問題甚至婚姻破裂。鄭雅雯(2000)以居住在台南市的外籍新娘

研究她們的婚姻及生活適應，也發現語言幾乎是外籍新娘來台後，適應上最重大的考驗與壓

力，語言上的障礙也影響了外籍新娘與夫家人的相處關係，而語言的學習狀況，更常成為其

夫家對其接納的評估指標，同時外籍太太因缺乏當地語言能力，因而無法往外尋找支持網路，

常常因為語言的溝通困難，所以害怕或無法單獨外出，幾乎都關在家裏，對她們而言，失去

識字能力，也就失去了世界。 

 

2.文化差異的問題 

本間美穗(1995)在中日通婚的研究中提到，外籍配偶的文化適應是否成功，是中外聯姻

夫妻的成敗關鍵之一。文化差異反映在外籍新娘生活適應上，包含了飲食、氣候、風俗等。 

邱埱雯(2000)發現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婚後常被要求「婚後隨夫」，以及相當程度的在地

化，以符合夫家的種種生活作息與台灣文化的習慣；以飲食文化來說，外籍新娘適應上也面

臨了問題，顏錦珠(2001)就曾用「當醬油遇到魚露」來形容台灣與越南不同的飲食文化。越

南的天氣炎熱，為了刺激食慾，她們口味偏重鹹、辣、酸，食物大多調以魚露佐味，可是當

她們將魚露擺在台灣家庭飯桌上的時候，多半會被認為味道太腥，這時外籍新娘只好被迫接

受食用她們不習慣的台灣醬油。這種婚後要依循異國家庭成員的飲食習慣也成為外籍新娘適

應的問題之一。 

另外，大多數的外籍新娘剛嫁至台灣，多半不適應台灣的氣候，夏天對她們來說適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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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況狀還算適應，但她們在東南亞習慣在夏天穿著較少的衣服，到了台灣這樣穿可能為夫家

的人指為太過於暴露；另外，她們覺得台灣的冬天簡直是酷寒，特別是對澎湖的外籍新娘而

言，冬天的寒冷加上強烈的海風，叫這些習慣熱帶氣候的東南亞女子大喊吃不消。而在風俗

習慣上，許多外籍新娘覺得台灣拜拜豐富又隆重，拜拜的次數也比較多，其中也提到了初來

台灣時因為習俗不同而感覺在台灣過年索然無味(顏錦珠，2001)。 

 

(二)家庭層面上：  

家庭層面問題，可能包含了與公婆相處的問題、與先生相處的問題以及與孩子相處的問

題，這部分出現了較為複雜且攸關異國婚姻是否幸福的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包含了夫妻、婆

媳、親子等關係是否良好，而這些關係彼此之間又產生了相互牽動及影響。 

鄭雅雯(2000)指出外籍新娘適應較困難的有生活習慣、與夫家家人相處的問題。外籍配

偶必須模仿並學習與自己社會顯著不同的家庭生活方式；蕭昭娟(2000)在分析外籍新娘的人

際關係與網路時，發現外籍新娘來自不同文化地區，使得她們在婚姻適應與夫家相處過程，

皆產生不同程度的衝突；陳庭芸(2001)研究澎湖地區國際婚姻之調適時，以當地十九位外籍

新娘作為訪談對象，發現受訪者提到有被丈夫打的經驗，夫妻常為瑣碎事情爭執嘔氣；有些 

外籍新娘在訪談時表示感覺自己像是婆家的專屬傭人，沒有感受到當媳婦該有的尊嚴與尊重。 

在我國社會中，婆媳關係一向問題重重，幾種最常見的理由：觀念上的差距、角色期待

不一致、成見與防衛心理、日常生活的摩擦等(高淑貴，1996)，況且在東南亞的家庭中，婆

婆的地位不如台灣來的崇高，所以外籍新娘嫁入台灣地區後，對於台灣婆婆的地位與喜歡以

管理者自居的現象感到不可思議(顏錦珠，2001)。當然這之間也牽涉到了文化差異牽動著家

庭關係，如陳美惠(2002)在研究中提到因為印尼天氣較熱，來自印尼的外籍媽媽有時一天洗

三次澡，先生對她說：「銹都被你洗光了」，婆婆也說：「水是錢買的，會被你洗完了！」，外

籍新娘也常因孩子的洗澡問題而與孩子有所衝突，甚至影響夫妻的感情。 

 

(三)社會層面上 

夏曉鵑(1997)指出，外籍新娘雖解決了男性婚姻需求，但仍無法被社會接受，她們的心

理適應問題往往造成問題，社會對外籍新娘流於刻板的負面評價，加上膚色、種族偏見造成

的社會歧視，造成對外籍新娘的不公平對待，導致其不易建立人際網絡而陷入孤立無援的局

面。 

夏曉鵑(1997)亦發現，所有女性在婚姻中所面臨的問題，都正是外籍新娘需面對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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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較於台灣女性，外籍新娘更面臨離鄉背井的孤立，和族群與階級等多重的剝削。跨國婚

姻者在尋找居處時遭遇更多的困難，與親戚間的關係亦不易維持，同時必須忍受整個社會對

他們較負面的看待，甚至這類婚生子女在社會認同上也感到困擾。 

外籍新娘在生活中比較沒有自主權，處處被家人箝制，未來無法自主，只能隨著別人的

步調生活，特別是「東南亞貧窮落後」的標籤，使部分台灣人有了先入為主的偏差觀念，以

為外籍新娘是為了淘金才來到台灣，所以她們必須常常忍受異樣的眼光。加上台灣人的自我

優越感常有意無意的流露出來，不經意的問話常在無意間嚴重刺傷她們，如當外籍新娘聽到，

「妳這次回越南要拿多少錢啊？」，常使外籍新娘覺得心裏不舒服(顏錦珠，2001)。 

據劉美芳(2001)研究指出，在台菲籍女性自覺社區鄰里看她們猶如看外星人，常被品頭

論足，有人總是用異樣的眼光歧視她們，把她們當作外人，沒有歸屬感，周遭人對她們另眼

相看的方式，令她們感覺不舒服，感覺自己像「化外之民」(劉美芳，2001)，且夫家人怕她

們跟外界接觸學到一些「壞」習慣，對於同鄉人的拜訪及電話的使用多加限制，使外籍新娘

在跨國婚姻中更顯孤寂。連想要看報紙，都只好因為不識字而作罷，朱玉玲(2002)在研究中

指出，受訪新娘提到同鄉的朋友什麼都不會也不想學，語言表達能力差，整天又無所事事，

只是煮三餐帶小孩，都不做任何事，碰到教育孩子時，因為本身不懂國語和國字，所以讓小

孩覺得媽媽都不會；家裡發生事情，還要等先生回來處理，由此可見外籍新娘孤立的人際關

係。 

 

 

五、跨國婚姻經驗—以日本的亞洲新娘經驗為例 
   我們在分析國內外籍新娘的跨國婚姻經驗的同時，可以參考他國的情形。以日本為例，
當地形成外籍新娘的背景與台灣相似，但在日本東北農村的戶沢村卻把當地的外籍新娘視為

幫助當地國際化的種子，並且實施相關的輔導策略以協助她們在異國的生活，這種被稱為「在

地國際化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以下參考邱埱雯(1999)研究日本外籍新娘的文獻，將日本

的外籍新娘形成之背景及其在地國際化的具體作法分列如下： 

 

(一) 日本的外籍新娘形成之背景 

日本由於在 1955至 1961年之間的經濟高度成長，造成就業結構的改變，因應大都會第

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的膨脹，使得農村人口大量外移，離農人口大量增加，農村中呈現「外出

工作」及「農村凋敝」的現象。農村凋敝的結果，造成人們對於農村、農人、農業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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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並延伸至對於農業繼承者男性結婚的恐懼與忌諱，對多數的日本女性而言，將嫁到農

村視為畏途，加上農村女性人口也因大量外移而減少，這些原因都使得東北農村的男性要尋

覓結婚伴侶更加困難。 

    日本的外籍新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多數娶外籍新娘的東北農村男性就是尋覓

伴侶有困難的人，他們不得不留在凋敝的農村中經營兼職農業並且與雙親同住。這時日本的

外籍新娘所被賦予的是扮演消解農村世代交替過程中生產與再生產危機的角色，包括生育

的、養育的、照料先生及年邁雙親的多重責任。  

 

(二)日本外籍新娘的在地國際化(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1.在地國際化(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的意義 

渡戶一郎(1997)指出在地國際化(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強調的是某一在地區域的獨特

性、著重如何連接在地和國際、如何從在地看到國際。它著重於因應國際間人口移動的頻繁

快速，正視外國人的存在，並接受他們選擇定居於接待社會的事實，接待社會要如何面對外

國人定居後所衍生的問題，以及要提供什麼樣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在地國際化研究主要

探討的層面有三： 

(1)個人層面 

強調個人如何與非我族類的外國人共存共生，本國人和外國人如何互相尊重互相瞭解，

如何從家庭、職場、學校、社區以及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中去學習，因此有必要在正規與非

正規的教育體系中，安排異文化溝通與瞭解的課程。 

(2)集團層面 

本國人集團與外國人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何改善，如何共同超越「外國人士社會的弱

者」這種大對小、強對弱的不平等關係，例如，對於形塑特定少數外來族群「集團化刻板印

象」的大眾媒體，有必要加以監督及控管。 

(3)制度層面 

國家與各層級地方政府因應外國人在接待社會生活的對策為何，兩者之間如何協調彼此

對策的矛盾。譬如，國家主要是從出入境管理法、國籍法等法律層面制約這些「非本國國籍

者」，但各級地方政府面對的卻是一個「在地的生活者」。另外，支援外國人的民間團體或是

外國人自主性的社團組織要如何在國家與各層級地方政府之間運作，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引自邱埱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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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地國際化的意義含蓋了個人、集團、制度三個層面，除了在觀念、作法上的宣

導與支援，同時也在制度上幫助來自異國的外籍新娘，並且將她們視為促使地方與國際接軌

的積極角色。 

 

 

2.在地國際化的實踐 

    根據邱埱雯走訪日本引進亞洲新娘(如菲律賓)的東北農村經驗，她闡述以該地區的戶沢

村為例，在引進亞洲新娘的同時，它就已經是一個朝在地國際化方向發展的農村了，為延續

這些原本推動在地國際化交流的經驗，各自治体在引進亞洲新娘之後，對於她們的活適應也

給予相當的支援和協助，實際的做法如下： 

    研究在地國際化的學者川孝一(1994)將戶沢村各自治体實際協助亞洲新娘的過程及作法

分為三個時期： 

(1) 第一期(1986~1988)： 

剛開始迎接亞洲新娘的初期，也是在地國際化起步的摸索期。此時地方政府所做的只是

辦理居留證更新等手續方面的服務，所有支援協助亞洲新娘的事務是放在「農業委員會」底

下，這是因為亞洲新娘的引進從一開始就被自治体認為是解決「農村再生產」「農村後繼者」

問題的對策。 

 

(2) 第二期(1989~1992)： 

該區各自治体對於亞洲新娘支援的行政措施大致已經確立，旨在促進亞洲新娘和日本新

娘的雙向交流，而不是單方面「同化」亞洲新娘於在地社會。亞洲新娘和一般日本人享有自

治体所賦予的權利，協助亞洲新娘的業務已成為自治体行政事務的一環。例如開辦日語教室，

推廣識字教育，要點如下： 

○1 尊重亞洲新娘固有的文化、習慣與母語。 

○2 提供亞洲新娘的母國資訊，如訂閱母國報紙。 

○3 亞洲新娘可能因懷孕、生產，一時回國而中輟學習，日語教室必須營造出能讓她們隨

時復學的氣氛。 

○4 為了讓亞洲新娘能夠定期到日語教室讀書，必須說服夫家和工作職場的老闆，讓她們

有充分時間接受教育。 

除了上述要點，日語教室亦提供亞洲新娘生活相關的所有知識，包括醫療、保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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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文化理解、國際交流等課程。 

 

(3) 第三期(1993之後)： 

自治体強調雖然國籍和民族不盡相同，承認人人有平等的權利，日本人和亞洲新娘共同

為建設地方而一起努力。該地區支援亞洲新娘的成效與經驗，也開始透過各種管道在日本各

地廣為流傳。該區自治體更主動召開在地國際化實施績效的研討會或印行刊物，和全國其他

自治体交換意見(柴田義助，1997)(引自邱埱雯，1999)。 

 

 

六、小結 
   在異國婚姻中，遷移動機理論中閳述，經濟成為女性選擇遷移至異國的主要考量；而在

交換價值論下的觀點下，指出女性常淪為商品化的處境，以致婚姻中夫妻雙方權力失衡，造

成跨國婚姻中的外籍新娘身處於階級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外籍新娘在面臨文化衝突調適的

四個階段上，往往比一般的遷移者來的要辛苦許多，也就是說，在跨國婚姻真正形成的原因

及背景之下，外籍新娘要面臨更多異國生活的適應問題。 
適應是一種歷程，同時也需要時間，我們也必須給外籍新娘一些適應時間，並且投以關心

及支援。我們也漸漸發現，適應的時間一久，外籍新娘對地方的影響，以夫家生活為起點，

逐漸至鄰里社區中。值得關心及期待的是，外籍新娘在故鄉與他鄉、也就是在原生社會及複

數的接待社會之間可以創造出異質文化，我們不妨用多元的角度來幫助她們、接納她們、進

而請教她們，用「雙向文化交流」的方式取代「排斥異文化」的態度，去展開主體性的多元

認同，參考上述日本在地國際化的觀念與實踐，把外籍新娘這樣的移民女性視為積極的主體

者與行動者，將使得台灣這片土地擁有更多豐富的文化色彩。 

 

 

 

 

第二節  家庭環境相關理論及研究 
    本節的重點在探討家庭環境的意義、相關理論及研究，並藉其相關理論及研究探討家庭

環境對學童之影響。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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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環境的意義 
    家庭環境的定義很廣，學者亦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如蔡順良(1985)認為，家庭環境可分

為父母管教態度和家庭氣氛；賴保禎(1994)指出家庭環境可包含家庭的一般狀況、子女的教

育設施、家庭的文化狀況、家庭的一般氣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心；Kellaghan、Sloane、

Alvarez和 Bloom(1993)將家庭環境著重在家庭過程變數上，共分五個研究取向：家庭的工作

習慣、學業的支持與指導、提供探索並討論觀念與事件的刺激、語言環境、以及對學業的抱

負與期待(引自陳怡華，2001)；陳翠華(1996)將家庭環境定應為家庭社經地位和父母教育期望

兩方面；周新富(1999)將家庭環境定義成家庭背景與家庭文化資源兩個層面上，其中家庭背

景包括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地位、社會階級、家庭每月收入、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

資源包括家庭文化資本、家庭教育資源、家長參與學習與家庭教育氣氛。 

    一般學術研究中所探討的家庭環境，大致包含了家庭結構、父母職業地位、家庭社經地

位、父母教養態度、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心、親子關係、家庭氣氛、子女的

教育設施、家庭語言環境、居家環境的安排等，本研究則以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氣氛、父母

教養為面向來探討外籍新娘子女的家庭環境狀況。 

 

二、家庭環境相關理論及研究 
 (一)Meighan的理論模式 

     Meighan於 1993年解釋社會階級如何影響教育成敗時，提出幾點解釋： 

1.社會階級和父母對於教育的態度、小孩的智商有相關存在，但是這點在解釋上必須特別謹

慎，因為這些複雜的變項都有可能互相影響。一般說來，中產階級的子女遺傳較優，因此可

能有較佳的學業表現；在教育態度方面，中產階級的父母會比低社經地位的父母來的積極，

也會有較高的動機尋求學校成功的機會。 

2.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文化，導致語言、經驗、態度、行為、理念、價值、技能等方面有所差

異，而這些因素和學校生活息息相關。一般說來，中產階級的文化較有利學校的學習活動，

其子女也較易獲得成功的學校經驗。 

3.教育資源的提供牽涉到一個家庭能否負荷，所以高階層所支付的教育資源相對會比低階層

來的高，故教育成就會較高。 

4.學生學習社會階級的認同會影響學業成就。學校通常存在理想學生(ideal pupil)的概念，其

形象為整齊、健康、穿著合宜、有禮貌、有耐性、對學業感興趣、認真學習學校課業，中、

高階層的學生較容易認同這些角色，低階層的學生則較容易行為偏離，不認同這些角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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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的技術也對處理「理想學生」的問題比較有效，對偏差行為則無足夠的處理能力 (引

自陳怡華，2001)。 

 

(二)Wisconsin學派的地位取得模式 

    此模式主要在說明地位是賦予的(abscribed)或是贏得的(achieved)，所以基本上這個模式

是探討出身如何影響地位，或者間接透過教育而影響地位(引自周新富，1999)，地位取得模

式(如圖 2-1)是由 Blau和 Duncan於 1967年提出，說明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教育成就的影

響(引自陳怡華，2001)。其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父親的職業地位與

父母的收入。研究結果發現，社經地位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重要他人的期望，這所謂「重要

他人」包括父母、教師與同儕；並經由這些期望，對個人的教育成就或是職業成就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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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奎熹(1996)在分析「物質條件與教育成就的關係」時就說明了家庭物質環境和學

校適應的關係(如圖 2-2)，其中指出：1.家庭物質條件可能透過其他因素影響教育成就，如貧

窮家庭影響兒童健康與學習環境，間接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2.生活的困苦迫使低收入家庭

的兒童與青少年提早離校，影響其教育機會。3.「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影響學生

的社經地位及背景、下一代的態度、價值觀念、成就動機等，這些因素轉而影響學校教育的

成敗。社經地位通常指的就是所謂的「家境」，家境的好壞是學生本身無法控制的，卻對於學

校教育有非常大的影響，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子弟，常受許多不利因素所影響，以致在教育

上的成就較差。 

 

物質條件
教育條件
教養方式
價值觀念
語言型態
智力因素
成就動機
學習環境

教育成就 
1. 就學機會 
2. 學業成就 

社會階層化 
(家庭社經地位) 

 

 

 

 

 

 

 

 
圖 2-2 社會階層化影響教育之理論圖 
資料來源：陳奎熹(1991) 

 

 

(四)家庭教育資源理論 

    Teachman(1987)對教育資源(educational resources)的概念做了解釋：「父母所提供能幫助子

女發展學術技能和取向的人文和物質資源」，而父母的教育及收入愈高，則愈有能力和動機提

供教育資源。他測量教育資源的指標是：家裡是否有固定的讀書地方，是否有參考書、日報

及字典或百科全書(引自陳順利，1999)。 

    許多的研究結果均認為教育資源與學業成就二者呈正相關，Teachman(1987)認為家庭教

育資源在決定學校教育層級上扮演重要角色，父母使用物質和非物質資源製造家庭氣氛進而

形成子女的學業技巧，故能影響子女的學校教育成就；孫清山、黃毅志(1996)研究教育資源

與教育成就的關係，以「接受補習教育份量」、「是否唸書時要為家裡賺錢或做工」、「家庭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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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環境」三變項為教育資源內涵，結果發現背景越佳者，能從家裡得到越多的人文及物質資

源，能接受越多補習教育，越能免除為家裡賺錢或工作的機會，有越良好的家庭讀書環境，

而得到越高的教育成就，其中家庭讀書環境扮演著父母對子女教育激勵的功能(引自廖仁芸，

2001) 

 

(五)家庭語言環境 

    家庭是兒童學習母語的地方，也是擴大自己字彙及豐富語言的主要場所；許多學習以語

言為基礎，經由傾聽、閱讀、討論以及書寫產生學習，甚至可說語言掌握了學習之鑰。家庭

中的語言學習包含了關心並幫助兒童正確、有效的使用語言以及利用家庭成員共同聚會時提

供增進字彙與句型的機會。 

    家庭環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早已受到 Bernstein的注意與研究。Bernstein(1977)的主

要論據是，不同的家庭語言交流型態，尤其是親子關係，會影響子女的語言發展，例如中上

階層的母親對於兒童的問題能給予較詳盡的回答或加以討論，使得兒童對於外在環境也會有

較系統的認識；國內學者楊國樞(1986)等人研究發現，家中子女數與語言變項有相當關係，

亦即家中子女數越多者，在家中的語言互動較多，故其語言發展較好。Bossard(1960)分析家

庭中的語言情境，指出家庭不僅使兒童獲得某種用字的意義，還會使兒童對於某種用字引發

情緒上的反應，並且指出兒童的語言發展有所缺陷，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員經常性的替代兒童

發言有很大的關係，同時也指出了母親是影響兒童語言發展的關鍵性人物。 
    另外 Bernstein(1977)亦提到不同階級的地位家庭，家庭溝通系統不同，「語說形式」(form 

of speech)亦不同，中、上階層家庭語說形式多傾向「精緻型符碼」(elaborated code)，勞動階

層的家庭的語說形式多傾向「限制型符碼」(restricted code)，而學校教育所使用的語說形式偏

向於中、上階層所熟悉的「精緻型符碼」，因此來自勞動階層的學童在學校中面臨語說形式的

轉變，很容易產生適應上的不良甚至導致學校教育的失敗(引自劉秀燕，2003)。 

    父母與子女間交談次數的多寡與交談內容的品質，直接影響了兒童的語言能力與未來語

文學科的學習成效，Mincer(1957)的研究發現，語詞是其他能力的最佳預言家，他指出當社會

變得越複雜，語詞技巧的需求就越增加，Jensen(1980)亦主張，智力測驗的詞彙測驗比其他項

目測驗與 IQ有更高度的相關，因此語文成就的高低似乎有傳遞個人能力的訊號(引自劉秀燕，

2003)。此外語文能力在整體學習的表現上扮演甚為重要的角色，張慧敏(1993)研究發現，語

言能力較差、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弱者，其數學科成就亦較低，這是由於語彙的獲得與運用

不僅依賴背誦與記憶，更涉及深層的邏輯、思考、辨識、取捨等一連串複雜的心智歷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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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整體學習有重要的影響。 

 

 

三、小結 
    在許多理論及學者的研究中發現，家庭環境中所涉及的許多面向皆影響了學童的學校生
活及教育成就，其中包含不同的社會階級產生不同的文化，導致語言或行為等方面產生差異

而與學校生活息息相關；而以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為指標的家庭社經地位，更影

響了學童的教育成就，家庭社經地位越低的家庭，家庭教育資源普遍缺乏，造成了學童學習

的不利因素，也影響其語言的發展，因此對於家庭社經地位普遍不高的外籍新娘家庭而言，

其子女的學校生活的確値得投以關注及重視。 

 
 
 
 
 

第三節 在台外籍新娘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 
     本節主要說明學校生活適應的內涵以及探討影響在台外籍新娘子女學校生活適應的相

關因素，但由於直接文獻較少之限，因此除引用相關外籍新娘報導之外，亦藉由同屬弱勢族

群之原住民及美國印地安學生所面臨的學校生活適應問題及其相關因素，做為本節探討之重

點。 

 

 
一、學校生活適應的內涵 

學校生活適應指的是，學生在學校中，與其週遭所接觸的人、事、物產生互動之關係，

在這環境中，學生一方面快樂的學習、滿足自我成長的需求，一方面與同學、老師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並表現符合學校規定的行為。所以學校生活適應，可說是學生在校園中，適當

的解決問題，朝自我實現的目標，做一連串有意義、有系統的行為表現歷程(徐慕蓮，1987)。 

至於衡量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的指標，莊明貞(1984)以同儕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

及師生關係做為衡量學生學校生活適應是否良好的指標；劉焜輝(1985)以學業成就和個人成

長兩方面來評定學校生活適應；王鍾和(1983)則以學生之學業成就和社會適應來評量學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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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適應；本研究採學習適應、常規適應、人際適應做為分析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生活適應情

形的幾個指標。 

 
 

二、影響在台外籍新娘子女學校生活適應的相關因素 
影響學校生活適應的因素有許多，包含了個人一般因素(如性別、年齡)、家庭因素、學

校因素、社會支持因素等。其中，家庭因素被視為影響學校生活適應最主要的力量，根據蘇

建文(1977)的研究指出，家庭中所包含的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和教養態度、家人關

係、家庭生活氣氛與兒童之學校適應關係密切。另外，除了家庭因素的影響之外，在探討弱

勢族群的學校生活適應時，亦從學校因素及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其中特別強調的面向是文

化差異及負面刻板印象對弱勢族群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台灣的原住民學童為弱勢族群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而當前原住民主要的教育問題，

主要集中於學校適應困難方面。而繼原住民學童之後，外籍新娘子女亦被稱為是「新興的弱

勢族群」，外籍新娘子女雖有日益增加的趨勢，但在學校整體環境中，他們仍是少數而特定的

團體，目前國內關於外籍新娘子女的研究不多，但是為了解其在學校生活適應可能會面臨了

什麼困境，以做為在進入研究場域前之準備，研究者透過在學校整體族群中亦屬弱勢族群的

美國印地安學生、台灣的原住民學生之學校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了解弱勢族群面臨學校生

活適應的相關因素，以作為在研究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生活適應上的初步探討。 

本研究在探討影響外籍新娘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之因素時，將從與研究主體可能有關的

因素探討起。根據相關報導及文獻中指出，外籍新娘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大多偏低、而外籍

新娘本身在教養子女上也面臨了難題，再者，外籍新娘子女的族群及文化差異也使得外籍新

娘子女在學校環境中顯得少數而弱勢，因此，在本研究中，亦將族群及文化差異列入影響外

籍新娘子女學校適應的因素來探討。 

以下參考外籍新娘及弱勢族群的相關研究，從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族群刻板

印象、文化差異及語言弱勢等方面來探討可能影響外籍新娘子女學校生活適應的相關因素。 

 

(一) 家庭社經地位 

Chapin 對社經地位的定義是：「根據個人或家庭文化、收入、和參與社會團體活動等標

準，而決定其所居的地位。」通常以家長教育程度、職業等級，再加上家庭收入及居住地區

為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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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曼徹斯特報告中指出，關係教育成就高低的主要原因在於家庭之內，家庭因素的

重要性幾乎兩倍於社區和學校兩項因素的總合。低社經家庭之子女學習動機較低，對生活必

需品需求迫切，對眼前的報酬較熱衷，但教育乃長期投資，利益無法即呈立現，義務教育以

上之選擇性教育更因成本較高，常會阻礙貧窮子女入學，因此較易為其所放棄(引自王齡慶，

1992 )。Heider，Gazden和 Brown在兩項不同研究中，也指出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學生在學

校中的學習情形，低社經地位學生所具有的語文能力，不一定能應付學校的功課(引自王齡

慶，1992 )；陳仕宗(1995)探討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學業成就的社會因素，發現偏遠地區家長大

多為低社經階級，社區內勞動人口多、職業穩定性差、物質缺乏、文化刺激薄弱、語言粗糙、

父母無力也無法對子女實施較佳的管教，以致不利於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導致其子女之學

習興趣、意願及能力皆無法提升。 

社經背景對學童的影響，特別在國小階段影響最大，依徐慕蓮(1987)研究指出，國小新

生家庭因素中，以其家庭社經地位，對其學校生活適應之影響最顯著，因為高社經水準的家

庭，其父母可供給子女較多的文化刺激，諸如書籍、參觀旅行等，使子女在幼小時得到高度

文化發展。鄧運林(1979)亦指出，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者，兒童的語言發展較快。簡茂發(1978)

研究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兒童之家庭社經水準與學業之相關係數分別為.28 和.38 且達顯著水

準。外籍新娘來台人數自 1994年開始陸續升高，以此推算，外籍新娘的子女多屬小學階段，

因此在家庭環境上的影響更為顯著。 

一般說來，外籍新娘的在原鄉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集中在小學及初中，比台灣婦女

的教育程度低。而娶外籍新娘為妻的台灣新郎，大多以從事農漁產業階級的男性，他們通常

經濟所得不穩定、教育程度較低，如張家禎(1998)以量化研究方法從屏東高樹鄉抽取 170 位

婦女(外籍新娘 86 位，本地婦女 84 位)，探討她們的家中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外籍新娘其配

偶之教育程度與月收入情形較本地婦女之配偶為低，其配偶之年齡較本地婦女之配偶為高，

顯示外籍新娘之丈夫是我國社經地位較低之弱勢群體；內政部 1999年 10月的調查顯示，外

籍新娘配偶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與高中職，唸大專的比例只有 8.7%；蕭昭娟(2000)的調查

也發現，彰化縣社頭鄉的外籍新娘配偶的工作集中在工廠工作，其次是開雜貨店、檳榔店等

攤販，以及農民。因此我們可推論，外籍新娘之丈夫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職業的結構亦跟

他們的教育程度吻合，是我國社經地位較低之弱勢族群。 

另外從外籍新娘不認識中文的比例來說，在目前亦為偏高，據統計台灣外籍新娘中僅有

七分之一上過識字班，保守估計上有八萬左右是處於不識中文的狀態，而研究顯示，女性結

婚生子後，如果識字能力沒有提升，會嚴重影響孩子將來的識字水準及學習成就(魏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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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對於外籍新娘本身來說，文字的學習比語言的學習更加的困難，缺乏識字能力，可說與

社會隔絕，無法主動接受社會資訊與了解社會脈動，尤其台灣是一個以文字傳播為主的社會，

識字是獲取資訊及技術的重要條件(邱埱雯，2000)，對於外籍新娘教養子女方面，更因為不

識字而大大的降低教養的能力，外籍新娘如果能夠「說」、「寫」中文，才有可能克服其子女

教養上的難題。以親師溝通來說，她們可能連家庭聯絡簿都無法簽寫、了解內容，對於學校

老師傳達的書面訊息，只能透過他人的解說或傳達才能了解。高雄長庚醫院針對外籍新娘及

其子女身心發展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外籍新娘子女有百分之六十三點六有發展遲緩現象，除

語言發展遲緩外，其子女在學習上易受情緒因素干擾，特別是外籍新娘子女普遍存在著學前

教育的不足與低落的現象。這樣的社經背景之下，說明了外籍新娘及其配偶在家庭經濟上及

教育程度上的弱勢，這種情形也影響了子女的教育環境。 

 

(二)父母教養方式 

一般在探討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時，大致分為父母對子女的態度及管教方式。態度是

指父母的接納或拒絕、溫暖或冷漠等，而管教方式則指所用的教養方法，如民主、放任或專

制等，唯二者是一體兩面、彼此相關的。 

Maccoby&Martin(1983)將父母管教態度分為威信的、獨裁的、縱容的、及疏忽的四種管

教類型。威信的管教態度與子女間有良好、互惠的雙向溝通；獨裁的管教態度是父母掌握一

切權力、行事武斷專制；縱容的管教態度是任由子女為所欲為；疏忽的管教態度則是忽略子

女的需要，對待子女不包容、漠不關心。另外，楊憲明(1988)將父母教養方式分為放任式、

權威式及民主式；或分為權威與關懷－「高權威、高關懷」、「高權威、低關懷」、「低權威、

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其中較為積極的教養方式是民主式或關懷式的(高權威、高關

懷或是低權威、高關懷)(引自楊憲明，1988)。 

父母的接納、關愛及良好和諧的家庭氣氛，可以促使兒童有較大安全感，增進其學習的

動機，相反地，如果父母的關係不正常，造成衝突或仇視，則子女將會喪失心理上的安全感，

甚至於形成問題之行為(李明生，1972)。王鍾和(1984)以台北市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

象，研究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行為表現之關係，結果發現，父母採用管教類型不同，子女行

為表現會有顯著差異性，行為表現最佳者為採開明權威的方式，行為表現最差者為採忽視冷

漠方式；楊憲明(1988)在有關父母管教態度的研究中，發現權威、拒絕、專制等消極的態度

對子女人格特質有不良的影響，而溫暖、接納、鼓勵等積極的的管教態度對子女人格特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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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影響，而人格特質及發展亦影響著未來的學校生活適應，由此可知，父母的教養方式

對於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研究相關家庭環境與教養方式的文獻中指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在工作場所較有可能

從事服從於主管權威的工作，因此會將這種心態帶到養育子女的行為上，一般而言，低社經

地位的父母較強調服從，且較會使用強迫、權威獨斷的教養方式，如大聲怒罵、威脅、限制

及體罰，而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則偏向使用如道德勸說等誘導的方式。如 Baumrind(1994)發現

低收入的父母較有可能使用嚴格控制或暴力獨裁的教養方式，且提供較少的支持，對子女顯

示岀較大的負面看法，對兒童常有忽略及虐待的現象。 

此外，文化的差異亦影響了父母的教養方式，許多跨文化的研究證明，文化與生態環境

等因素對於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非常重要，父母的角色和教養方式會因文化和環境而有所改

變(Ogbu，1986)，在有關外籍新娘的教養子女方式的文獻上，指出其教養方式較類似於「中

國傳統教養」的方式(陳美惠，2002)，至於「中國傳統教養」則是對照於「現代教養」而生，

兩者方式有所不同，內容如下表： 

表 2-3現代教養與中國傳統教養比較表 

教養方式 現代教養 中國傳統教養 

誰的聲音為主要的考量 幼兒 成人 

親子關係 平行式 階層式 

父母的角色 協助者 塑造者 

溝通 雙向 單向 

管教策略 間接與導引-說理和溝通 直接與責罰-打和罵 

父母的愛 外現而明顯 內斂而含蓄 

情緒需求 教育和身體的需求 比較看重的發展領域 

思考上的獨立自主 自我照料上的獨立自主 

資料來源：劉慈惠(1999)整理 

 

根據顏錦珠(2001)的研究中指出，對外籍新娘而言，對子女的愛是內斂而含蓄的，並不

是隨時顯現於外，她們特別重視的是學校功課的完成與否、自我照料與家事分工，外籍新娘

在教養子女上，較常使用單向、直接的溝通及教養方式，且偏重於孩子的生活照料，在與孩

子溝通時，大多傾向以成人意見為主，較少考慮幼兒身心發展狀況，其親子關係以母子階層

式的方式對應，亦即外籍新娘在教養子女上較偏重中國式的傳統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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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教養方式的原因可能與外籍新娘的生活難題多、生活適應壓力較大、缺乏諮詢性角

色有關。以陳美惠(2002)的研究來說，雖然受訪的七位東南亞籍媽媽中對於某些事務，她們

會以民主、溝通對話的方式，但大部分仍偏向以成人的角度為主要考量，且多數仍以專制型

的方式來教養子女，其中受訪的外籍媽媽提到她們雖然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知道引導

的方式對教養孩子是較好的方式，但在實際的生活經驗中卻存在著矛盾之處，這可能是因為

要面臨的生活難題較多，體力上的不勝負荷，因此常常是選擇了權威的教養方式，對子女的

教養傾向以培養聽話、乖巧的孩子，對於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則不受重視。另一方面，缺乏

親子教育諮詢資源系統之下，造成了她們在教養信念上出現了問題而無法改善，例如我們都

知道，「體罰」可能出現親子關係的惡化與疏離，但根據研究卻指出，外籍新娘未必能認知於

此一層次，在年幼的孩子出現行為問題時，多數仍以體罰的形式制止其子女再犯。 

外籍媽媽在教養上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其配偶參與教養工作不足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父

母如果能共同成為孩子的學習伙伴，將有助於孩子的學習與成長。但根據 Magee 在 2000 年

的研究指出，男性在職場的投入比對家庭付出還多，且將家庭事務視為是太太的責任，所以

對家庭的關心較不足，這種現象在外籍新娘所處家庭中更是常見。對外籍新娘來說，因為先

生是家中經濟來源的主要製造者，照顧孩子、教養子女是自己份內的工作，只有在不得已的

情狀下才要求先生參與、協助，否則先生並未主動參與，外籍新娘常置身於教養子女與家庭

生計的困境與孤寂、生活在家人歧視與袖手旁觀的逆境之中(引自陳美惠，2002)。根據王宏

仁(1999)比較 20至 40歲的越南新娘與台灣已婚女性，結果顯示在「照顧或陪伴」的職責上，

越南新娘比台灣女性要來的大，由此可見外籍新娘子女主要的教養工作，還是要落在外籍媽

媽的身上。 

在異國婚姻中，父母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管教子女態度南轅北轍，跨國婚姻對子女學校

表現有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對於原本即為低社經背景、文化不利的家庭，更難有向上

流動的機會，而陷入每況愈下的循環中。對於外籍媽媽而言，教養子女是一段複雜且艱辛的

心路歷程，不時出現「有心無力」的情緒感受，特別是當大部分的教養工作落在自身肩上，

但卻因教養觀念不同而與家人產生教養衝突時更加相對突顯出她們的弱勢，如劉美芳(2001)

指出菲籍母親認為自己在夫家並不是母親，她們雖然必須負起教養的工作，但卻無權決定如

何教養子女，甚至家族成員可直接介入育兒教養的問題，這使得她們對於自己的母親角色感

到質疑。陳美惠(2002)研究中亦提到，在跨國婚姻的家庭中，經常會出現因教養問題而引發

婆媳紛爭，甚至成為外籍媽媽遭受先生毆打的起因。這種教養子女的權力失衡及管教衝突時

而出現的局面，將對子女的身心發展產生不利之影響，進而影響其學校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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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刻板印象 

在探討弱勢族群的問題時，常被提到刻板印象、偏見及歧視的問題。所謂刻板印象是帶

有偏好我族、貶低他群的族群中心色彩，在對不同族群進行分類的時候，對他群的刻板印象

通常比對我群來得消極(陳麗華，1997)，因此人們在做辨認的過程中常附加了負面的價值判

斷；而偏見可以說是由負面的刻板印象衍伸而來的，有偏見的人常會以特定的文化、性別、

宗教信仰而給予對方一種預設立場的判斷，變成一種對某團體成員不合理的信念，而這種信

念是很難去改變的；另外，歧視又可以說是偏見的延伸，偏見只是一種態度，而依據這樣的

態度發展出實際行動就是歧視，這樣的行為極可能對某些族群造成傷害。 

這樣的弱勢族群在學校情境中，面對來自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遭遇挫折與困擾

的可能性增加，的確會形成適應上的困難(黃冠盈，2000)，這種對於弱勢族群的負面刻板印

象，尤其影響著弱勢族群學童在學校生活中的同儕互動及師生關係。 

1.同儕互動： 

 同儕關係的是否良好反映出學童的學校生活適應，它也是學校適應的重要指標。學生在

同儕團體中的互動中，若能為同輩接受，沒有心理上的挫折與困擾，較能致力於學習(林生傳，

1985)，羅瑞玉(1997)發現國民小學學生之利社會行為，有助於學生的個人生活適應，尤其在

同儕關係適應方面，在學校班級中，比較受同學歡迎的兒童常表現比較多的利社會行為。在

學校中與同儕朋友形成次級文化，彼此認同，是安全感的主要來源，但這種形成安全感的同

儕團體的形成，除了共同的興趣、喜好和社會理想等因素外，社經地位、種族背景、人格特

質等均會影響其群聚關係。 

李亦園(1978)指出，在學校裡，學生結群的對象以自己族人為主，族群界線非常清楚。

張曉春(1972)之研究發現弱勢族群之中的大多數學生仍把「友誼」視為其學校生活的重大困

擾之一。盧強(1986)的研究也稱兒童喜歡和同族小朋友一起遊玩。許木柱(1987)認為，教師或

同學若存有刻板印象而具有族群偏見，將會影響族群間同儕的互動關係。 

陳麗華(1997)的研究中也發現，在國小班級生活中，原住民學生和漢人學生之間存在著

非強制性的族群隔離現象，如原住民學生無論課堂上的「正式交往」或課後較親密的「非正

式交往」，都相當侷限在同為原住民同學的圈裏，另外，每七位漢人學生就有一位跟同班的原

住民同學有明顯的隔閡，他們平日有機會跟原住民學生接觸、交往，但卻未能和同班原住民

同學成為朋友，張琇喬(2000)認為不同族別在同儕接納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平地生在同儕接

納情形高於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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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生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師生間良好的互動有助於學童的學校生活適應。莊明貞(1984)在研究中

發現，學童和老師關係越好對學校的生活就越感到滿意，對學校生活越感到滿意在學校的適

應就越好；吳典武(1978)從學校生活適應、學童知覺的學校生活壓力、或是學童自陳的在校

問題情境來看師生關係，發現偏差行為學童與教師的關係比一般學童差；劉佳玫(2001)指出，

衝突型師生關係的學童對學校喜好的程度比較低、較易產生逃避的態度、對班級活動的參與

較不合作，而親密型的師生關係則與學童的表現或是學童喜愛學校的程度有正向的聯結。由

此可知，學童學校生活適應的優劣和師生關係的是否良好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師生關係中，教師的態度是重要的關鍵。而老師對學生的態度通常與「先見」和「成

見」有關，先見來自於老師對學生的外表、學業成績、遵從性與合作態度的判斷，成見則來

自於對學生家庭環境的層級、性別或種族的差異有關，而絕大部分的老師是來自於中產階級

的背景，已有固定的價值觀進而做先行判斷的篩選，亦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期望效應(郭為

藩，1978)。老師對學生行為所形成的期望，會直接或是間接的傳達給學生，讓學生去達到老

師的標準，會增加學生發生該行為的可能性，而成為自行應驗的預言或者比馬龍效應。張世

平(1984)研究中發現，高中生的學業成就與家長期望和教師期望關係密切，期望高者成績越

高，期望低者學業成績越低。 

孫敏芝(1989)在對教師期望與師生交互作用的研究中指出，學生的行為表現、反應能力、

學業成就與家庭背景都會影響到老師的期望，老師對於行為良好、成績優異、來自中上階層

的學生給予較高的期望，而具有高動機的學生通常會得到老師較多的支持與鼓勵。以美國都

市中印地安學生來說，當他們進入到以白人為優勢的學校中時，他們便面臨到種族歧視、隔

離、和老師對他們低期望的對待，在師生互動時，老師較偏好與坐在教室前面的白人學生互

動，而忽略聚集在教室後面的印地安學生，使得印地安學生與學校之間產生一種斷層的現象，

也因此在 23個進入城市學校就讀的學生中，有高達 18人發生中途輟學的情形(引自黃冠盈，

2000)。 

Murdock (1999)指出，當學生感受到老師對他們抱持較高的期望時，學生會更用心專注

於學業上。老師對學生所表現的關懷、尊敬與關注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長，積極的師生互動

是一種溫情的傳達與溝通，甚至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而 Kleinfel(1972)發現，教師溫暖的

態度，對於學校中受歧視的弱勢族群學生特別重要(引自王齡慶，1992)。 

教師是文化的傳遞者，當老師與學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時，老師若是缺乏對文化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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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而將在校園中屬少數的弱勢族群學生視為貧乏的，缺少對他們的了解和尊重，便無法給

學生一個公正客觀的期待，衝突就會產生。相對的，教師也可以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幫助他

的學生去了解他們自己的文化，並養成尊重他者文化的態度，同時也將有助於衝突的產生。  

 

(四)文化差異及語言弱勢 

1970以來，教育學者在研究文化差異對弱勢族群學生學校適應的影響時，發現學校文化

與社區文化的不同，尤其是語言與溝通方式的差異，係造成弱勢族群學生學業成就低落、中

途離校，沒有繼續升學的重要原因(黃鴻文，1993)，文化型態的不同，會在認知及語言上形

成溝通的障礙，而影響到學習。 

劉春榮、吳清山與陳明終(1995)針對都會原住民兒童的生活適應與學習適應的研究中亦

發現，都會原住民兒童因文化差異與不利、低社經地位、家庭環境及其支持力量不足、學校

環境、語言轉錄困難等因素，影響其生活適應與學習適應。國內許多關於原住民學業成就的

研究，發現原住民的學業成就多半低落，如李亦園(1978)指出原住民學童在入學後所面臨之

困難，至少比平地學童多三倍，因為除了學習新知識外，他們尚面對學習新語言、學習異文

化價值觀念、適應家庭及社會學習環境差異等困難，因此學習成果較低；社會語言學家發現，

在學校中的弱勢族群因為文化的差異和語言的優勢的交互作用，因而在師生之間產生連續性

的誤解與扭曲。 

許木柱(1987)研究阿美族青少年的學校生活適應，指出原住民學生對他人的權利與團體

的規範較漢人兒童低，因此其常規適應及價值觀念異低於其他地區的青少年，其實不同族群

有不同的教育傳統，以泰雅族來說，父母對兒童的教育並不重視獨立性的訓練，對子女的約

束也很少，因而影響了他們在學校常規上的適應。劉佑彰(2001)指出，學校經驗的不愉快，

可能促使原住民學生使用放棄學業的方式表達拒絕主流社會所強加給他們的認同的污名感，

年級較低的學住民學生可能因為語言溝通的差異與文化衝突而產生抗拒態度，而高年級的學

生，感受到族群之低社會地位以及教師同學的偏見歧視，體驗日漸深刻，更強化了他們的抗

拒態度。 

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式態(learning style)，不同的成長背景、語言習慣及互

動方式，都會對學習以及族群互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以美國的學校來看，墨西哥的文化，

其學童被要求要服從，並且被期望從模仿中學習而不是發問，這與美國的孩子被鼓勵發問是

有很大的差別的；而在印地安的文化中，強調聆聽，避免在他人發言中插嘴，以及身心上的

自我約束，這些文化特質在白人主導的教育中，卻變成是學生不專心的歸因，同時在重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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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與相互競爭的白人社會裡，這樣的結果卻被白人解讀為是缺乏成就動機與抱負的(譚光

鼎，1998)。而印地安學童遇到的問題是，白人不僅忽略印地安人的文化特質，甚至帶著自己

的文化價值判斷另一種文化，以一種次等的眼光看待少數群學生，認為他們是不專心的，缺

乏成就動機與抱負，卻沒有思考到，在課堂上一直聆聽而未發言並非代表他們的不積極與不

專心，而是他們的文化特質使然 (黃冠盈，1990)。更嚴重的是，有些印地安學生意識到自己

是「印地安人」之後，產生社會疏離感，對自我失去信心，而不願在學業上繼續努力(譚光鼎，

1998)，因此往往在無法獲得尊重與認同情形下，邊緣化了弱勢族群在學校的地位，使得他們

在學校之中無法獲得滿足與快樂。 

 

三、小結 
外籍新娘子女一般來自社經背景較為低落的家庭環境之中，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且由於父親多半爲生計而忙碌，大部分的教養工作仍落在外籍媽媽身上，但外籍媽媽的中文

識字教育尚未普及，在教養子女上缺乏開放的諮詢管道，但因此造成外籍新娘子女學前教育

及家庭教育上的不足，皆可能影響學校生活上的適應，使得外籍新娘子女成為繼原住民學童

後的「新弱勢族群」。 

同時除了家庭因素的影響，我們在探討原住民學童學校生活適應時，也常提到文化差異

及族群負面刻板印象的問題，更加深了其弱勢的處境。為了避免學校成為複製階級的場所，

學校必須從我族中心的自戀情節中自我超越，承認他人的「異質」，因為對一個族群的誤解，

便易產生不當的壓迫，而教師若是缺乏對文化的知覺，缺少對弱勢族群的了解和尊重，亦無

法給學生一個公正客觀的期待，衝突就會產生。 

    上述文獻藉由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族群刻板印象、文化差異及語言弱勢等面向來
探討影響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生活適應上的因素，也藉由在台灣原住民學童及美國印地安人

這些在教育場域中的弱勢族群，勾勒未來外籍新娘子女所可能面臨的學校生活適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