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2-H-004-021-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8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馬藹萱 

 

計畫參與人員：楊惠萱，趙佳慧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20 日

 



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

國科會計畫期末報告

國科會計畫編號：93-2412-H-004-021

計畫主持人：馬藹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研究助理：楊惠萱、趙佳慧



i

目錄

報告摘要……………………………………………………………………….01

一、研究之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一) 研究背景…………………………………………………………….02

(二)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疇之界定………………………….05

(三) 引導性研究假設…………………………………………………….06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一) 族群(ethnicity)與族群關係(ethnic relations)……………………....06

(二) 同化觀與多元觀……………………………………………………09

三、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一) 研究方法……………………………………………………………12

(二) 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13

四、研究分析

(一) 跨國婚姻子女對「族群」的理解與想像…………………………15

(二) 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依據……………………………………16

(三) 社會化機制對於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建構之影響……………21

(四) 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特質……………………………………24

五、結語………………………………………………………………………..25



ii

表目錄

表一、民國 87-93 年結婚登記人數及跨國聯姻比率…………………..........…27

表二、外籍配偶居留人數按國籍別...................................…….................28

表三、九十三年各縣市結婚登記與年底居留之外籍配偶人數.........……........29

表四、歷年我國國籍之歸化、回復、喪失及撤銷喪失概況..........……............30

表五、我國國籍之歸化、回復、喪失及撤銷喪失－按國籍別分…….……....31

表六：台北縣公私立國中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統計表（民國 92 年）…………32

表七-1 至七-3：三所國中母體統計……………………………………………..33

表八-1：跨國婚姻子女----焦點團體統計表…………………………………….34

表八-2：跨國婚姻子女----個訪統計表………………………………………….35

表九-1 至九-2：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統計概況……………………………..36

表十-1 至十-2：同儕團體身份認同統計概況…………………………………..37



iii

附錄目錄

附錄一：跨國婚姻子女焦點團體訪談大綱與活動設計及個訪問題大綱

第一次焦點團體...............................................…..............…38

第二次焦點團體...............................................…..............…41

第三次焦點團體...............................…..............................…47

第四次焦點團體.................................…............................…50

深度訪談大綱—跨國婚姻子女（標定焦團題目）.……....57

附錄二：跨國婚姻子女同儕焦點團體活動設計與訪談大綱

第一次焦點團體........................................................….....…74

第二次焦點團體................................….............................…79

第三次焦點團體..................................…...........................…82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學校同學…………………………….84

附錄三：跨國婚姻子女學校老師焦點團體問題大綱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學校老師..............................….......…87

附錄四：跨國婚姻子女家長焦點團體問題大綱

深度訪談大綱—跨國婚姻子女家長……………………….91



1

摘要

本研究試圖探討台灣跨國婚姻子女之族群認同。台灣近年來跨國婚姻大量增加，

而其帶來的重要衝擊之一，即是影響台灣社會現有的族群結構與關係。一方面，

不同族裔的外籍配偶透過婚姻移民加入台灣社會。另一方面，跨國婚姻下所產生

的第二代，因父母擁有不同的國籍與族群特質，而具有相對多元的族群背景。目

前，跨國婚姻子女之族群認同在台灣是一個目前缺乏研究，但又相當具有研究價

值的一項議題。研究者以處於國中階段之跨國婚姻子女為主要研究對象，在台北

縣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焦點團體與深

入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1）跨國婚姻子女對於

「族群」概念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與想像，但對「族群」這個詞彙本身的瞭解與

掌握是相對陌生的；（2）跨國婚姻子女在建構其族群認同上，常以其出生地、國

籍、血緣、與父母原生文化之親近度及對其之接受度、本身的外表特徵與重要他

人的認定等為重要依據；（3）在觀察比較家庭、學校（包括學校老師、同儕與學

校教材）、與大眾媒體對於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家

庭（尤其是父母）對其族群認同建構具有最明顯的影響力；（4）跨國婚姻子女所

建構之族群認同，常具有多元性，彈性及不確定性等特質。

關鍵詞：跨國婚姻，族群認同，跨族聯姻子女，新台灣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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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之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

在當代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台灣社會經歷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變

化，其中一個重要的新興社會現象，即是跨國婚姻的大量增加。跨國婚姻自 1980

年代起逐漸出現於中南部的農村地區（夏曉鵑，2002），而後迅速發展至全台地

區。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自民國 87 年至民國 93 年最近七年中，台灣地區

跨國婚姻婚姻比例成長兩倍有餘，由 7.13%躍升至 15.47%（見表一）；也就是說，

現在平均每一百對結婚者中，就有超過 15 對為跨國婚姻（內政部，2003，2005a）。

大部分的跨國婚姻，是由台籍男子與來自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地區的女性所組成。

以民國九十二年為例，內政部的結婚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度登記結婚對數中。外

籍與大陸新郎占全部新郎之 3.4%，而外籍與大陸新娘占全部新娘之 28%。檢視

外籍配偶之來源地區，則發現外籍新郎之原國籍普遍分佈於大陸地區（包括港澳）

（52.04％）、其他地區（29.65%）、與東南亞地區（18.31％），而幾乎所有的外籍

新娘（高達 98.95%）是來自東南亞（34.3％）與大陸地區（64.78％）（內政部，

2004）。

由於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在語言、文化與族群等各方面的顯著差異與兩地間聯

姻成長之迅速，使得台灣與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婚姻現象更值得注意。近五年來國

內外籍配偶人數大幅增加，是過去十五年累計人數的十倍以上（內政部，2003；

聯合新聞網；2003）。截至 93 年年底，總計約有近九萬五千名萬外籍配偶持有有

效外僑居留證，其中若依國籍別區分，則男性配偶以泰國籍為首，女性配偶以越

南與印尼為最主要的來源國（見表二，引自內政部，2005a）。若以縣市別進一步

檢視民國 93 年的結婚登記資料，在當年度外籍配偶的 20338 人中，就縣市別的

人數而言，以台北縣為最多（3179 人），其次為桃園縣（1987 人）與台北市（1758

人）（見表三，，引自內政部，2005a）。另外，就截至民國 93 年年底各縣市外籍

配偶（包括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合法在台居留者）的累計人數來說，亦以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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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8 人）居首，桃園縣（19410 人）次之，台北市（14135 人）第三（內政

部，2003，2005；中時晚報，2003 年）。主計處並預測，外籍女性配偶的人士與

增加幅度都可能再創新高（聯合新聞網，2003 年）。

這樣的發展趨勢，釋放了什麼樣的訊息？首先立即的影響，是台灣婚姻市場

與人口結構的變化。由於絕大多數的外籍配偶為女性，跨國婚姻的增長對本地社

會中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中會形成排擠效應。此外，近年來跨國婚姻的發展，使其

成為外籍人士移入台灣長期居留的一個重要管道，而參與跨國婚姻之外籍人士又

多以東南亞籍女性為主。內政部於民國 94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歸化我國國籍者

以女性為大宗（佔 98.31％），而歸化原因幾乎均為「為國人之配偶」（佔 98.3％）

（見表四）。同時，歸化者原屬國籍幾乎均屬東南亞地區（佔全部歸化人數之 98

％以上），其中原國籍以印尼與越南為最多（該二籍合佔八成）（見表五）（內政

部，2005b）。另外，在生育總數上，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1 年平均每一

百位新生兒中，就有八位為外籍女性配偶所生。再依內政部粗略估計，截至民國

91 年年底，外籍女性配偶子女數約為 12 萬餘人（內政部，2003；薛承泰，2003

年）。在我國總人口成長率、總生育率及出生率近年來連創新低的發展趨勢下，

外籍配偶人台人數的成長及其生育狀況對於瞭解台灣整體人口結構的發展來

說，自然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焦點。

在跨國婚姻大量成長之下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即是對於台灣社會族群

結構的衝擊。台灣社會的族群版圖主要是由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本省籍）、

客家、與新住民（外省籍）－所構成（瞿海源與王振寰，2003）。綜觀台灣近百

年的移民歷史，以長期居留形式移住台灣之移民多為來自國大陸的漢族移民（儘

管台灣在二十世紀前葉經歷日本的殖民，但絕大多數日本人於二次大戰後殖民時

期的結束返回日本）。自 1980 年代起，東南亞地區各族裔的人民，透過跨國婚姻

與台灣政府開放外籍勞工之引進而大量地進入台灣，為台灣既有的族群結構注入

新的元素。其中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的不同，就其居留形式來說，前者為婚姻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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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故具有在台灣長期居留的權利與事實，同時藉由生育，在台灣繁衍第二代；

而後者為勞工移民，在法例的層層限制下，只能做暫時性居留，同時由於來台投

入工作之產業特性與工作條件及場域之限制，使之與台灣整體社會接觸的機會與

深度皆受到限制。

在這樣的思考下，我們可以想見的是，跨國婚姻的大量成長，將會影響台灣

既有的族群圖像。不同族裔的外籍配偶在透過婚姻移民加入台灣本土社會的同

時，也在既存的族群關係與架構中找尋自己的社會位置。對於當中大多數來自東

南亞地區的女性配偶而言，她們由於其族群背景、進入的階級位置與性別，使其

在台灣社會處於弱勢的地位。夏曉鵑（2002）指出，台灣社會將對東南亞地區「邊

陲」地位的歧視投射到這群「外籍新娘」身上，將抽象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具

體化為人際間不平等的社會關係，而形塑其弱勢性。

不過，不同於婚姻移民的第一代，跨國婚姻下所產生的第二代生在台灣，但

卻因父母擁有不同的國籍與族群、文化、甚至種族特質，而具有相對多元的族群

背景。因此理論上來說，這些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是具有多種的發展可能。

但是實際上是如何呢？這些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是什麼，而他/她們的族群

認同是具有選擇性的嗎？他們在發展族群認同的過程中，哪些社會性機制對他/

她們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跨國婚姻子女又是如何看自己的族群認同？

另外，就結構層面來說，近十年來大量增加的跨國婚姻下所生的第二代，他們的

族群認同，是否可以在台灣現有的「四大族群」架構中被呈現與理解，甚或刺激

台灣族群版圖的重構？

這些問題在我從事社會觀察中不斷跳出，但現有文獻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提

出解答。台灣目前對於族群議題的相關研究，泰半是在「四大族群」的框架下（尤

其是著重於「外省籍」與「本省籍」兩大族群）所進行的討論。另外，台灣對於

移民議題的討論，著重在成年的移民者（不論是外籍配偶或是與外籍勞工），對

於外籍配偶與台籍配偶所生的「新第二代（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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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獲得相同程度的重視，對其討論也常侷限於學校學習成就的表現。跨國婚姻

子女不但是台灣社會的「新第二代」，同時也將是未來台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冀望透過這個研究，了解在台灣愈來愈多的異國婚姻中，這些孩子是如何找尋

及建構其族群認同。同時，瞭解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不但有助於對於台灣社

會現存的族群關係與架構作進一步的釐清，同時就台灣未來的族群發展而言，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上種種因素，促使我進行這項有關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

的研究。

（二）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疇之界定

此項研究的目的，在探究台灣社會大量增加的跨國婚姻中所生育的第二代

之族群認同。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對於「詮釋/意義」、「經驗」與「過程」

的特殊掌握度，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與主觀世界，一方面企圖瞭解跨國婚姻

子女的族群認同狀況與發展路徑，另一方面將發掘影響其族群認同建構之社會性

機制與影響方式。本研究將探討下列四個主要的研究問題：

1. 跨國婚姻子女對於「族群」這個概念有怎樣的理解與想像？

2. 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為何？在相對多元的族群背景下，他/她們的

族群認同是否具有較為多元選擇的空間？

3. 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在建構中，是以哪些因素或特質為基礎或依

據？

4. 有哪些重要的社會化機制參與了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的形塑過

程，並對其產生影響？這些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又如何？

在考慮台灣跨國婚姻所呈現的特性之下，該研究將從兩方面加以界定研究

範疇。第一，在跨國婚姻的類型上，基於台灣在跨國婚姻的經驗特殊性，本研究

將聚焦於台籍配偶與來自東南亞地區之配偶所結合的婚姻。第二，本研究將所探

討的跨國婚姻子女，主要為跨國婚姻建立後於居住於台灣之子女。至於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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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取，請參見本文中第三大項＜研究方法＞部分。

（三）引導性研究假設

儘管多位質性研究學者建議在質性研究的設計上，研究者應避免受到現有

文獻的限制或將預設的立場帶入田野，但也有學者指出，現有文獻不但有助於研

究問題與焦點的形成，同時亦可幫助研究者在進入田野時能掌握較為具體的線索

與方向（陳向明，2002；Burgess，1982；Marshall and Rossman, 1995）。因此，

本研究計劃以現有國內外相關文獻及對台灣社會現象的觀察心得為基礎，發展出

下列幾個「引導性假設（guiding hypotheses）」（Marshall and Rossman, 1995），以

作為研究執行過程中，尤其是田野工作進行中的引導性工具：

1. 跨國婚姻子女之族群認同部分地反映其多元的族群背景，而會呈現出混

合形/連結式（hyphenated）的族群認同。也就是說，跨國婚姻子女的族

群認同可能是多元面向的組合。但是，台灣社會中既存的族群及性別結

構與關係亦透過日常生活的互動經驗以界定其族群類屬，因而限制其族

群認同在發展的自主性。

2. 在跨國婚姻子女成長的青少年時期，其族群認同受到家庭及學校最大的

影響。其中，家庭的社經背景，父母所屬族群在台灣社會所處之社會位

置與所持之社會資本、與父母原生家庭的互動經驗、學校中與老師及同

學的互動關係與經驗等，皆可能對其族群認同的形塑有直接與重要的影

響。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一） 族群（ethnicity）與族群關係（ethnic relations）

簡單地說，「族群（ethnicity）」指涉的是人們因社會、文化及歷史背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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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而形成的不同社群。美國社會學者 R. Schermerhorn 對「族群團體」所下的

定義，可以代表當代社會學界對於「族群」概念的界定：「族群團體是存在於大

社會中的集體或次團體，成員擁有真實或虛擬的共同祖先，有共同的歷史記憶，

並擁有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其文化表徵的要素舉例包含親屬模式、交往方

式（表現於地域主義與區域性派系）、宗教信仰、語言、部族、國籍、生理特徵、

或任何上述之綜合」（Schermerhorn，1974:3）。

根據 Tajfei 與 Turner（1986）的社會認同理論，個人的自我概念有兩部分。

「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指的是個人對自我之各屬性面向（如生理特徵、

人格與智力等）的整體性認知，「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則是個人對所屬團

體與具有此團體成員身份的覺知與相對的行為表現。「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即是個人對於所屬族群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份所產生的想法、覺知、感情

與行為（陳麗華，劉美慧，1999；Tajfei and Turner，1986）。它不但是一種重要

的社會認同形式，同時是構成群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的必要條件，其

形成會影響個人的認知與評價（許木柱，1990；游盈隆，1996），亦可形塑族群

間的疆界（Barth，1969；Phinney and Rotheram, 1987）。Giles and Johnson (1981)

指出三個界定族群界線的指摽：特殊性（distinctiveness，指能清楚區分我群與他

群的特徵），強度（strength，只在社會活動中可以歸類到屬於我群的活動散佈

性），及價值（value，指能對一行為立即給予正面或負面的價值）。越能區分我

群與他群，族群認同會更加穩固。另外，有學者指出語言對族群認同形成的重要

性。語言在族群認同形成過程中，不僅為可以進入社會關係的限制條件，並可依

此劃出族群的界線，同時語言使用的模式反映出共享之知識，與基於成員身份所

建立起共同認同的內涵（Heller，1987）。

多位學者分別指出，認同發展的重要階段是在學齡前或小學階段（如

Brandell, 1988）或是青少年階段（如 Erickson, 1963, Rosenthal, 1987），亦有學者

認為前述兩個階段均是正向族群認同的發展關鍵（Wardle, 1992）。隨著社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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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階層化的發展，人們所屬的社群彼此交流滲透，使人們可以在逐漸擴張的認同

換空間下，有更多可選擇認同的各類社會團體。人們也可能會因應社會情境及行

為目的而選擇用不同的元素與指標以界定自己與他人的族群類屬。這種「族群認

同轉換（ethnic identity switching）」的情形，凸顯族群認同及界線的變化性與可

塑性（Berrman, 1982；蘇裕玲，2000）。

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與心理學的領域中，有關於族群認同之理論相

當豐富。在族群意識形塑基礎與影響因素的討論上，有根本賦予論與情境論的爭

論與結合（蘇裕玲，2000），有對於人口比例、社會階層、民族主義、地域性、

社會網絡、社會動員與資源分配管道等等諸多社會性及政治性影響因素的理論性

討論（王甫昌，1993，2001，2002；吳乃德，2002；林忠正，林鶴玲，1993；張

茂桂，1993；陳東升，陳端容，2002；傅仰止，1996；Romanucci-Ross and DeVos,

1995），亦有許多與人格、自尊、態度及社會互動有關的理論概念出現，如「刻

板印象」、「偏見」、「歧視」、「污名化」、「社會比較」、「自我實現預言」與「自尊

保護策略」等等（徐世琛，李美枝，2002；Phinney and Rotheram, 1987）。

國內近年來對於族群方面的研究走向，受到 1980 年代政治運動所出現之「四

大族群」思維邏輯的明顯影響。除了個別族群的研究外（在這方面有諸多研究，

如黃宣範，1993；陳茂泰，1993；胡台麗，1993；徐世琛，李美枝，2002；傅仰

止，1994），在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的實證研究上，亦偏重於政治及經濟面向的

討論，包括政治支持與參與、政治與經濟資源競爭、省籍政治與國家認同等等，

同時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絕大多數為成年人（如王甫昌，1993, 1994, 1998, 2002；

吳乃德，1993, 2002; 張茂桂，1993；游盈隆，1996）。對於族群認同在社會心理

學方面的實證討論並不多，同時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族群認同研究更是鳳毛麟

爪。在這些實證研究多以外省籍或原住民為研究對象，著重於探討族群關係（外

省與本省之間，或漢原之間）如何影響少數族群成員（外省籍或原住民）的自尊

與族群認同取向（如李亦園，1982；蕭新煌，1971；徐世琛，李美枝，2002；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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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業，2002；謝世忠，1987；譚光鼎，1994）。這些研究指出，族群態度、族群

文化表徵與反族群認同等三因素為少數族群之族群認同內涵（徐世琛，李美枝，

2002）。同時，族群認同的發展具有階段性，最終要能發展出自主且穩定的族群

認同承諾（陳麗華，劉美慧，1999）。當少數族群與主流族群進行跨族群的接觸

時，不斷地接觸到不同價值體系的刺激，而會引發少數族群成員重新思考身份內

含及認同的再塑造。若社會少數族群的身份會為其成員在社會互動過程形成負擔

及限制時，其成員有可能會產生「認同的污名感」，並會透過一連串隱匿或印象

整飭的方式以規避可能的「污名化」結果，以使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能順利進行（謝

世忠，1989；孫鴻業，2002；黃森泉，2001）。不過，對於台灣社會中具混和族

群背景的社群，尤其是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方面之實證研究，在台灣學界中

至今是非常缺乏的。

（二）同化觀與多元觀

移民文獻當中與族群認同，尤其是移民子女所形構的「新第二代（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之族群認同有密切關係的討論有幾部分。第一，許多學者以

「同化（assimilation）」及「熔爐（the melting pot）」的概念，企圖瞭解移民進入

新社會後，對移入地社會的族群結構產生何種影響，而本身的族群特性與當地社

會既存族群特質在相互碰撞接觸之下會有何結果（Gordon, 1964；Alba and Nee,

1997；Rumbaut, 1997）。這些概念在過去數十年來，不斷被學界討論與修正。修

正性論點如「直線性同化（straight-line assimilation theory）」論點指出，同化需

經由數個世代才能完成（Warner and Srole, 1945）。另外，「崎嶇線同化論

（bumpy-line assimilation theory）」則指出同化是否能在數個世代內完成，與移民

世代所面對的社會階層結構、經濟機會及資源分配狀況有密切關係（Gans,

1992）。Yancy 等人指出，族群的發展與延續並非遵循標準化的同化模式，而是

依賴當地社會中的結構性條件與社群所居的社會位置（Yancy, Ericksen, and

Juliani, 1976）。Shibutani 與 Kwan（1965）運用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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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強調人們為了認知與互動的便利性，透過將社會中不同特質的他人予以

分類並設以不同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而這種象徵性的社會距離是形成

族群界線的重要基礎。因此，縮短與主流社會的社會距離是少數族群同化的必要

條件。近年來所被提出的「區隔式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的概念，則企

圖解釋同一社會中不同國藉移民加入後，所表現出遷移與適應經驗及族群認同對

象的差異性（Kelly and Schauffler, 1996; Portes, 1995；Rumbaut, 1996; Zhou, 1997）。

在跨族聯姻（intermarriage）或跨族聯姻子女子女（children in intermarriage）

相關研究中支持「同化」觀點的學者指出，當個人作為社會中的相對少數時，時

間會沖淡所屬族群的認同（王甫昌，1994）。同時，世代及教育程度對於跨族婚

姻子女之族群認同具有重要影響（如 Fitzpatrick and Hwang, 1992）。這樣的觀點，

暗示著族群認同的建構與「同化」程度的相關性，同時族群認同的對象是單一的，

隨著同化歷程的發展，逐漸建立對於主流族群的認同。

不過，目前許多有關多元族群背景者或混合種族背景者（multi-ethnic people

or racially mixed people）的討論指出，其實族群認同的建構並非依據客觀的條

件，其發展不僅具有相當主觀性，同時是可以多元且具有彈性，且其形塑過程是

鑲嵌於社會情境中的的（Barth, 1969; Nagata, 1974; Okamura, 1981; Root, 1992；

Phinney and Rotheram, 1987；Stephan, 1992；Waters, 1990）。在一個族群多元的社

會中，種族或族群認同形構了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需之社會心理圖像的重要部分

（Rotheram and Phinney, 1987; Stephan, 1992; Song, 2003）。當社會逐漸走向多元

時，擁有多元族群或種族身份的人（multiethnic people or multiracial people）在社

會上亦會逐漸普遍。從社會生態學的觀點，多元族群者之認同發展過程立基於諸

項社會生態因素；如社會群體間的經濟關係、族群團體的人口比例、各族群在社

會中所擁有的形象與地位、族群的歷史與文化特質、集體的社會化歷程、與支配

群體間界線的社會規則等（Miller, 1992; Saenz and Aguirre, 1995）。另外，從社會

學及人類學的觀點，社會對於「族群」界線及其意義的建構、社會所存在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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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社會認知、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乃至於個人的教育、社經地位、

族群語言熟悉度、祖籍認定（ancestry choice）及社會化經驗（如家庭文化、同

儕背景﹑學校環境與社區成員之族群組成等）等等，皆是是奠定多元族群背景者

發展言族群認同的基礎（黃森泉，2001；Fu, 2001；Johnson, 1992；Phinney, Romero,

Nava, and Huang, 2001；Katz，1987；Waters, 1990）。研究指出，族群身份認同，

是個人及相關他者共同對其身份進行建構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文化共同

性（cultural commonalities）會影響個人身份認同的選擇，個人的外表（physical

appearance）、族群團體對其個人所聲稱之成員身份的接受度、該團體在社會所擁

有之集體性社會地位及權力等，在在都會影響多元族群背景者建構族群認同的經

驗及結果（Cohen, 1978; Issacs, 1975; Stephan, 1992; Waters, 1990）。

「家庭」在討論跨族婚姻中子女的族群認同的決定上，是一個重要的焦點

（Alba, 1990; Waters, 1990）。跨族聯姻家庭的存在，及其當中的父母或子女，都

挑戰著社會對於「族群」的建構及其被賦予之意涵（Time, 1989; Waters, 1990）。

家庭並為日常生活中成員彼此競爭衝突與妥協的重要場域。在跨族婚姻中，子女

對其父母信念及價值的採納與依賴，會影響其是否會認同父母所屬族群之身分

（Stephan, 1992; Waters, 1990）。另外，父母在族群背景的異質性使其子女的族群

認同易成為父母間與親子間協商的結果（Xie and Goyette, 1997）。這種以「家庭

動力（family dynamics）」 檢視異族婚姻子女的觀點，討論父母在家中的角色、

資源與權力分配，以及父母是否具有少數族群背景及其程度等，皆有可能影響其

子女的族群認同（如 Waters, 1989, 1990; Wilson, 1981）。

國內學界對於台灣作為移入社會的經驗關注，主要在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兩

種社群。其中，與跨國婚姻有關的文獻，主要是探討結構性條件如何建構跨國婚

姻，以及女性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角色、社會位置、適應歷程、與在跨國婚姻

中的經驗（如王宏仁，2001，2003；夏曉鵑，2002）。這些研究發現，台灣大量

增加的東南亞籍女性配偶，透過商品化的仲介媒合以婚姻移民的方式進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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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其移出/原生國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陲性，原生家庭相對的經濟弱

勢，與其性別的弱勢性，使其社會角色被弱化、商品化及污名化，但也同時扮演

了台灣經濟的補充性勞力及穩定台灣勞力再生產的機制。

在跨國婚姻對於台灣族群發展的影響上，儘管有學者提出「多元文化」與「在

地國際化」的主張（如王明輝，2003；邱琡雯，1999），但是對於跨國婚姻的成

長對台灣族群社會的影響以及跨國婚姻子女之族群認同，仍缺乏實證性的了解。

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的發展不但反映現今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更重要的是，

它將會對台灣未來族群圖像的形塑具有深遠影響。了解台灣社會中跨國婚姻子女

之族群認同，實為一重要研究議題。

三、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研究方法執行。就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來說，質性研究

方法論強調社會現象的真實性主要是由日常生活互動過程中所共同建構的主觀

經驗，而此經驗同時也受到時空與情境因素影響。因此，質性研究具有「動態」

與「詮釋」的意涵，也特別重視研究者對於現象的敏銳度及對研究對象主觀經驗

與意識的瞭解（胡幼慧，1996；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由於本研究所

探討的主題，側重於瞭解跨國婚姻子女主觀經歷的社會經驗如何形塑其族群認

同，因此本研究的主題與目的，符合質性研究方法論在哲學層次的的思考。

同時，質性研究方法就本研究的研究性質與重點而言，具有執行上的優勢。

質性研究方法對於探討複雜性與過程性的研究、發掘鮮為人知或新興的社會現象

的研究、研究概念或理論仍處於初步建構階段的研究、對於在研究主題上尚未能

明確指稱相關變項（variables）的研究、以及強調被研究者觀點對於研究結果詮

釋重要性的研究，具有特別價值與貢獻（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Glaser and

Strauss, 1967；Marshall, 1987; Marshall and Rossman, 1995；Strauss and Co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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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1）。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為一新興社會現象，目前相關文獻資料缺乏，

無法對此議題提供完整的描述及解釋，同時也因此無法明確指出此議題之相關變

項，以進行大規模的量性研究。再者，本研究企圖透過被研究者對其主觀經歷的

了解與詮釋以探討族群認同之建構。因此，質性研究方法的使用能貼切地符合本

研究之研究性質、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方法的使用上，採取多元搭配的質性資料蒐集方法，以個

人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group interviewing）

與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同時進行不同性質資料之蒐集。在資料

分析部分，則採取「紮根理論」的分析策略，從田野資料中歸納出具理論性之概

念與原則。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在研究對象及田野區域的選取上，一方面需考量台灣跨國婚姻現象發展的

時間性，另一方面也需考量研究對象隨著年齡的增長，在發展族群認同過程所表

現的相對穩定性。在這兩項考量之下，本研究將研究對象鎖定處於國中階段的跨

國婚姻子女。由於在台灣各縣市中，台北縣為目前跨國婚姻數量與外籍配偶人數

最高之行政區，因此本研究以台北縣各國中為田野資料蒐集範圍。依據台北縣教

育局於民國 92 年的調查統計資料，台北縣各區公私立國中之中，有 402 位學生

來自跨國婚姻家庭，大多數就讀於縣立國中，其中又以板橋、雙和、與新莊區之

人數為最多（見表六）。因此，本研究將資料蒐集區域集中於台北縣板橋、雙和

與新莊三區內的國中，依據每一區中各校跨國婚姻就學子女之人數比較，在人數

考量及學校配合之下，在各區中各選一校進行資料蒐集。此三校之跨國婚姻母體

及樣本描述請參見表七-1 至七-3。1

1 在選取學校之初，原本是以 92 年台北縣教育局所做之各校跨國婚姻就學子女人數作選校依
據，但在與幾所學校初步接觸後，才發現有多所學校的實際情形與教育局當時的統計資料有差
距。因此，我與研究助理就此三區的各國中進行地毯式的重新調查，透過寄送問卷的方式，以瞭
解此三區各國中目前的跨國婚姻就學子女人數。本研究在此三區的選校結果，即是以我們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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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多方資料（包括焦點團體，個人訪談，參與觀察等）之蒐集。

我與研究助理在參與研究學校之輔導單位（研究場域的「守門人（gate-keeper）」）

同意及協助之下，依據學校提供之跨國學生名單進行篩選，並在學生及其家長與

導師的同意之下，向參與研究之跨國婚姻子女先進行四次具活動設計之焦點團

體，隨後進行個別深入訪談。同時，我們請參與研究之跨國婚姻子女介紹一位他

或她在學校的好朋友來參加以跨國婚姻子女同儕為設計之三次焦點團體。2 在老

師方面，我們以一至多次之焦點團體蒐集老師方面的資料，並輔以個別訪談。跨

國婚姻子女家長則是透國學校及跨國婚姻子女的協助，以聯絡家長，並施行個人

之深入訪談。3 其中，跨國婚姻子女是資料蒐集的主要對象，學校同儕、老師及

家長則為輔助性的資料來源。資料蒐集原則整理如下：

1. 跨國婚姻子女：先進行四次具活動設計之焦點團體，隨後進行個別深

入訪談（參與焦點團體及個別訪談之受訪者其外籍家長之背景描述請

參見表八-1 及表八-2）；

2. 跨國婚姻子女之同儕：進行三次具活動設計之焦點團體；

3. 跨國婚姻子女之老師：進行一至多次之之焦點團體；

4. 跨國婚姻子女之家長：個別訪談。

我們針對上述四種研究對象，分別設計了深入訪談大綱及焦點團體活動與

討論問題之綱要。各焦點團體與個人訪談之問題大綱，以及焦點團體中相關活動

設計內容4請參閱《附錄一》至《附錄四》。焦點團體及訪談時間原則每次為 45

調查結果為依據。
2 有一位跨國婚姻子女因無法決定他的兩位好朋友中藥邀請哪一位來參加才好，而最後決定請他
兩位同學一起參加。另外，有一位同學因找不到願意來參加跨國婚姻子女同儕焦點團體的朋友，
因而他沒有好朋友參與同儕的焦點團體。
3 在與家長的個人訪談中，有少部分是跨國婚姻子女之父親與母親共同接受訪談。另外，除了一
位受訪家長並非跨國婚姻子女之父母（為同住之外婆）外，其餘參與訪談之跨國婚姻子女家長皆
為當事人之父或母。
4 為促進跨國婚姻子女及其同儕之焦點團體之進行，我們在兩者的焦點團體中均設計了一些與研
究主題相關的活動，使研究參與者透過活動參與以誘發相關問題的分享與討論。我們發現，這樣
的焦點團體設計比較活潑，使參與焦點團體的青少年能很快進入情況，並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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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至一小時。訪談資料皆在研究參與者同意下錄音（跨國婚姻子女及其同儕之

焦點團體並有錄影），並記錄田野筆記，同時於事後將焦點團體與訪談之錄音與

錄影資料轉譯為逐字稿。依據研究倫理，本研究以書面資料提供每位參與者有關

本研究的相關說明，並充分告知參與者參與的方式及其權利。同時，我們也請參

與者事前簽署參與同意書（如參與者未成年，則請本人以及家長或導師共同簽

署），以尊重並保障其參與本研究的相關權益。

四、研究分析

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中，我歸納出下列幾點發現：

（一）跨國婚姻子女對「族群」的理解與想像

研究資料顯示，多數跨國婚姻子女在青少年階段，對於「族群」這個詞彙

本身的理解與想像仍是模糊的。我在一次焦點團體活動中請參與者談談他們所認

為的「族群」是什麼，而許多參與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一些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的同學，往往以模糊的方式陳述對「族群」的概念；如「有共同興趣的人」，「同

一類的在一起」等等。只有少數的參與者能明確地說明「族群」的概念，並指出

「族群」的形成與文化、生活習慣、語言與外表（膚色）等因素的關連性。我們

在蒐集來自跨國婚姻子女本人及其同儕（在學校裡的好朋友）、老師（導師）、家

長的資料並進行檢閱後發現，許多跨國婚姻子女在成長過程及生活經驗中，很少

自己想過與族群身份認同相關的議題，也很少或甚至從來沒有與他人討論過這樣

的議題。

但是，這並不表示跨國婚姻子女沒有意識或觀察到社會建構所形成的「族

群差異」。雖然許多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表示人與人的分類是沒有必要的（例

如，「大家都是人，幹嘛分這些？」），但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特質與身份時，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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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參與者都會在自我描繪中加入與「族群」有關的概念，如「台灣人」、「客家

人」、「華僑」、「泰國人」、「混血兒」等描述。在一次焦點團體中，我們設計一項

「貼貼樂」的活動，將有關外表、個性、身份等標籤發給每位參與者，並請他們

依據自我認定，選擇自認適合用來描述自己的標籤貼在一張白紙上。在活動後的

討論中，參與者們均能以他們的觀點，分享他們為何選擇這些標籤（包括有關身

份認定的部分）的理由。在之後的個訪中，我們也根據每位參與者在「貼貼樂」

活動中所選擇的標籤，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族群身份認同的基礎。我將在下一部分

對此做說明。

（二）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依據

我在資料蒐集時發現，跨國婚姻子女在理解及建構其身份認同時，常是依

據下列幾項因素：

1. 出生地

大多數跨國婚姻子女在理解自己的族群身份時，「出生地」經常是一項重要

的依據。他們以對出生地的認同，來建構自己是「哪裡人」。以下的例子在資料

中是很常見的：

訪： 那我們來聊聊這個吧，那時候我們有講到這個東西，你記得嘛！

然後你也貼說你是混血兒，還有台灣人，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

為什麼會貼這兩個？

AIb45：混血兒就是爸爸媽媽是不同那個的….
訪： 不同國家來的？

AIb4：嗯…
訪： 嗯哼？

AIb4：台灣人是因為我在台灣出生啊！

2. 國籍

有幾位跨國婚姻子女指出，他們對自我身份的理解，是來自於他們所擁有的

5 所有研究參與者皆匿名，而以訪談序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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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這種情況在沒有中華民國國籍（保留外國國籍，只領有台灣居留證）的跨

國婚姻子女身上尤為明顯。儘管他們已在台灣居住多年甚至生命中的大部分時

間，但是當被問及其身份認同時，仍然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是屬於非台

灣人的「他者」。例如，一位在泰國出生且擁有泰國國籍的跨國婚姻子女，在問

及其身份認定的依據時，做了這樣的表示：

訪： （問及焦點團體中所做的「貼貼樂」活動，受訪者所選擇描繪

自我的標籤）你們可以再告訴我一次你們為什麼要寫自己是這種

人？想清楚再告訴我喔！

AIb5，AIb6：(一口同聲)因為本來就是事實啊(笑)！
訪： 你們的事實是根據什麼來的？

AIb6：我的事實是怎麼來的？

訪： 對啊，什麼樣的原因會讓你這麼這麼認為這就是事實，怎麼樣

的原因會讓你這樣確定這種？

AIb6：我拿到的護照，也是泰國的，啊我在這裡是，現在是在拿居留

證啊，對啊！

訪： 所以你是從身分證明這件事情來確定的，還有別的嗎？

AIb6：沒有了。

3. 血緣

形構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來自於血緣。多數參與

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者指出，他們的身份認定，是建立在父母的族群背景及與父

母的血緣關係上。我在分析中發現，有不少跨國婚姻子女同時承襲了父母的族群

身份認定，而視自己為父母的混和體。因此，他們常認為自己是「一半一半」，

兼具父母的族群身份特質。以下的資料可為例證：

訪： …你覺得你是…..
BIb6：台菲混血兒。

訪： 那你會特別覺得你是哪一個族群的嗎？

BIb6：不會啊，剛剛好而已。

訪： 就是兩個族群中間就對了，那阿貴你呢？

BIb6：對啊…..就是巴士海峽啊！

訪： 巴士海峽？

BIb6：台灣跟菲律賓中間不是巴士海峽嗎!



18

訪： 那你會覺得你是屬於菲律賓比較多還是台灣比較多，還是正好

在中間？

BIb6：就剛好在巴士海峽啊！

不過，當我分別比較父親與母親在這方面對子女的影響力時，我發現若父

親與母親皆為其親生父母，則父親相較於母親而言，更容易成為跨國婚姻子女形

成族群認同的參考對象。也就是說，通常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身份的認定，是較易

追隨其父親的族群身份類屬的。這樣的認同方式的出發點，與父系社會制度高度

相關（Waters, 1989, 1990）。跨國婚姻子女不僅繼承了父親的姓氏（姓氏本身即

為一種身份類屬的表徵），往往也承襲了父親所屬的團體身份，包括族群身份的

認同。當我將資料中的家庭型態分為初婚家庭及繼親家庭時，我發現當跨國婚姻

子女所屬家庭為繼親家庭時，其身份認同往往追隨其家庭中親生的家長（不論是

父親或母親）。但這並不表示，在繼親家庭中，「血緣」決定一切。我就資料檢閱

所得，認為這通常是因為繼親家庭中的子女通常與具有血緣關係的親生家長有較

為親密的關係，進而在身份認同上較容易發展出認同親生家長的族群認同。例

如，在田野資料中，有一位在族群認同上認同繼父族群身份的跨國婚姻子女，與

其母親是相對較為疏遠的。

4. 文化親近性及接受度

資料顯示，跨國婚姻子女對父母所屬原生文化資產的親近性及接受度，會

明顯影響其身份認同。文化親近性與接受度的重要性最常顯示在父母文化資產的

傳遞上，尤其是對父母母語的使用能力（包括母語歌曲）、對父母原生社會與文

化的接觸及熟悉程度、及對父母家族軼事的瞭解等等。在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

女中，我發現通常認定自己是「台灣人」的學生，他們對於自己（原）外籍家長

的文化資產的親近性及接受度通常也很低。認定自己「不是台灣人」的學生，則

常表現出對外籍家長較偏高的文化親近性及接受度。倘若父母均能對其子女較為

有力地傳遞其文化資產，則其子女往往也較會出現多元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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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在這一部份也發現，跨國婚姻子女對其父母文化資產的親近性及

接受度，受到幾個因素的左右，其中包括親子關係、父母對其文化資產價值的評

估、及子女對父母文化資產價值的評估等。在親子關係方面，若跨國婚姻子女與

父母其中一方關係較為疏離時，對其文化資產的親近性及接受度會較低，這種情

形在與外籍家長的關係上更為明顯。另外，當父母評估其原生文化資產對子女並

無明顯價值（尤其是工具性的價值）時，通常傳遞的意願比較低。同樣地，當跨

國婚姻子女認為父方或母方所意欲傳遞的文化資產對其沒有具說服力的價值（同

樣也較為強調工具性的價值）時，也失去學習的動機及意願。

例如，一位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跨國婚姻（中泰聯姻）子女，對泰籍母親

的文化幾乎毫無瞭解，完全不會泰語，同時與母親關係疏離，母親也並沒有主動

傳遞其文化資產。另一位有多元族群認同的跨國婚姻（中菲聯姻）子女，與父母

關係都很親密，會唱母親教授的母語童謠，同時在家中有時會以母親的母語交

談。家中父母有時也會關心及討論菲律賓的社經現況。

5. 外表特徵

同樣是跨國婚姻子女，但在身體表徵上常存有明顯差異。一方面，台灣的

外籍配偶來自不同地區與族群團體，外在表徵本就有可能存有不同的特色。另

外，也因為父母生理特徵遺傳因子所形成的差異性，以致於甚至同一跨國家庭中

的小孩，彼此間的外表特徵亦可能有明顯不同。

我在資料中發現，跨國婚姻子女若在自我認定及他人認定下，擁有「特殊」

的外在表徵（如較黑的皮膚、較深的五官）時，通常相較於沒有「特殊」外在表

徵者更傾向於擁有多元的族群認同。在這裡所謂的「特殊」，指的是就台灣主流

族群而言的「非典型」外表特質，當中又以「膚色」為最容易被使用作為區辨及

認定的指標。擁有「非典型」外表特質的跨國婚姻子女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常會

因為他人對於其「非典型」外表特徵的注意及認知，而不斷提醒他們在這個社會

中身份的「特殊性」。跨國婚姻子女常在焦點團體或訪談中，提及有時會被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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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人問及「你是什麼人？」之類的問題，或是有被誤認為「原住民」的經驗。

面對這樣的質疑或誤認時，他們通常會（或覺得必須）以指出自己家庭背景或族

群背景的特殊性來回應。在同儕之間，也常常會因其外表的「非典型」特質而有

與其相關的外號或小名，如「巧克力」、「小黑」等。當我們在焦點團體請大家為

自己取一個在團體中讓大家稱呼自己的名字時，有些參與同學會以此類稱呼來為

自己取名字。相對而言，沒有明顯「非典型」外表特質的跨國婚姻子女，因為他

人較難就其外表加以辨識其特殊性，而通常較易隱藏其較為多元的族群背景而融

於社會主流族群之中（這也就是所謂的「passing」）。這樣的技巧常被少數族群成

員用來與主流族群進行互動，而這樣的手段可以 Goffman 所提出的「污名化

（stigma）」概念來理解。經由「隱藏」或「中和」族群身份的特殊性，跨國婚

姻子女可以規避可能的「污名化」經驗，以使日常生或中的互動能順利進行。以

下訪談節錄即為一例：

CIb1：我跟好朋友聊天的時候也有聊到（我的爸爸來自馬來西亞），我就會

講啊。不過他們之後也沒對我有什麼不一樣，好朋友會問我馬來西

亞好不好玩之類的，我就會跟他們說啊，不過都是人啊，幹麻分這

些，就沒差啊。同學的話，就還是一樣的對待我啊，跟對別的同學

沒兩樣啊，因為又看不出來，不說的話也沒人知道啊。

6. 重要他人的認定

跨國婚姻子女在建構族群認同時，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認定—包括父母、學

校老師、及同學等—是一項重要的參考指標，而當中父母對其族群身份的認定對

其身份認同的建構，尤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透過對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及其

家長的訪談，我發現有關族群認同的話題很少或從未在許多跨國家庭當中出現。

但當父母主動向小孩表示對其族群身份的認定，或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表示對子女

族群身份的認定時，父母的答案通常會形成小孩建構自我認知的依據。以下即為

一例：

訪： 那我想再繼續進一步想請問你，你為什麼覺得你是菲律賓人跟華

僑，你可不可以再講一下，我記得那時候你在團體的時候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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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7：嗯…
訪： 那你那時候在講一下你為什麼是菲律賓人，為什麼是華僑？

BIb7：爸爸說我是華僑，學校裡說是菲律賓人

訪： 學校裡的誰說你是菲律賓人？

BIb7：老師級的。

訪： 他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說你是菲律賓人？

BIb7：就介紹啊，介紹我這樣。

訪： 那老師在介紹你說你是菲律賓人的時候，是你自己說我是菲律賓

人，然後老師介紹你說好，＿＿說自己是菲律賓人，還是說老師

就直接講，＿＿是菲律賓人….
BIb7：我什麼真的都沒講。

訪： 你都沒講？

BIb7：嗯嗯嗯。

在跨國家庭中，父母認定子女族群身份的依據又為何呢？資料顯示，父母

通常會依其子女的出生地、國籍、及父親的族群類屬為考量依據。甚至，父母也

會因為其子女的外表特質而認定其族群身份。例如，一位自認「皮膚黑黑」的跨

國婚姻子女，認為自己是「混血兒」、「泰國人」、「外國人」，其原因在於「父親

不是台灣人，是外國人」6，而且「我覺得我不像（媽媽）」，「沒有人說我和媽媽

像」。在訪談其父母時，除了父親與母親分別在訪談中多次提到這位孩子「皮膚

黑黑」的特徵之外，並也認為這個孩子不是「台灣人」，因為不但「長得不像」，

連「做事」、「個性」也不像。母親並在訪談中提到，他覺得她的孩子和他一點都

不像（儘管這位跨國婚姻子女指出自己與母親有相像之處），不喜歡這個孩子「皮

膚黑黑的」。當她與這位孩子外出時，曾有人詢問這個孩子是不是請來的外勞，

母親當時回答說是請來照顧老人的。7

（三）社會化機制對於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建構之影響

透過研究資料，我觀察並比較家庭、學校（包括學校老師、同儕與學校教

材）、與大眾媒體對於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上的影響。我發現就跨國婚姻子

6 這位受訪者的生母是台灣人，生父及繼父均為外籍配偶。在訪談中，這位受訪者指出，生父及
繼父均是他族群認同的對象。
7 這位受訪的母親，對於孩子被誤認為外勞有負面的感受，認為這樣「沒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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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而言，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力是較為明顯的，而大眾媒體對其族群認同建構上的

影響力可以說是最弱的。我認為這與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處於青少年階段有

關。這些在青少年階段的跨國婚姻子女，通常在生活中與家庭及學校互動最為頻

繁，關係最密切，因而較易受其影響。對於他們而言，媒體所傳佈有關「族群」

及「身份認同」的訊息是相對較為遙遠而有距離的。

資料顯示，家庭與學校以不同的方式參與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的建構，

而當中家庭又擁有最強的影響力。在家庭方面，家庭成員—尤其是父母—不但提

供了身份認同的主要參考依據，同時家長可透過親子間的互動，以直接或間接的

方式灌輸其子女與身份認同有關的想法及概念。雖然在我們研究的跨國家庭中，

有些家庭從未出現過有關家中子女族群身份的討論或話題，但也有不少家庭中的

家長及子女表示，孩子曾經問過「我是誰」之類的問題，而父母給的答案通常會

被孩子接受，而不會受到孩子的質疑。

學校方面對於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的影響，若從學校教材來看，其影響

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透過學校生活上與老師與及同學的互動，我們可以較

清楚地看到學校對於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上的影響力。大體來說，跨國婚姻

子女在學校與老師及同學們的互動良好，並沒有因為其「跨國婚姻子女」的身份

而帶來互動上的摩擦。學校老師通常也不會因跨國婚姻子女的身份而有差別待

遇；如果有，往往是對其特別照顧。8不過他們有時會面對他人對其族群身份之

質疑，而必須對其族群身份加以解釋或確認。另外，有時學校老師或同學他人對

其族群身份有意或無意地貼上「他者」的標籤，而讓被貼標籤的跨國婚姻子女有

不舒服、甚至被排斥的感受。因為這樣的經驗，向跨國婚姻子女暗示了他們在族

群團體身份的差異性。以下是兩個例子：

訪：…你有沒有從小時候，在嗯….來學校上課或者是去哪裡的時候，

你會感覺得自己跟旁邊的人不一樣？什麼時候開始你會有感覺

8 老師們對於跨國婚姻子女特別的關注往往又與其身份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與其家庭弱勢性或學
業成就比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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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件事情？

AIb8：三年級吧，應該是一二年級就有了吧？

訪： 是什麼樣的情況下，讓你發覺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AIb8：別人一直講，一直講。

訪： 他們講你怎樣？

AIb8：講我不一樣啊！

訪： 那你對於他們講你不一樣這個話啊，你是怎麼樣看待這件事？

AIb8：就他們講就好像真的一樣啊，然後就開始不想來上學了。

訪： 所以你是把他解讀成比較排斥的？那他們有對你…就是有說不

好聽的話嗎？讓你不開心的話嗎？

AIb8：沒有…就是不會講一些不好聽的…不過就是會講一些讓我覺很

那個什麼…很排斥的感覺。

訪： 他們有讓你受到很排斥的感覺？

AIb8：我會覺得有受到排斥的感覺。

訪： 真的嗎？一直講你會讓你有很排斥的感覺，那他們講你什麼東

西，讓你感覺到很排斥？

AIb8：不知道，每次看到我都會這樣子(交頭接耳狀…)，每次假如看

到我啊….假如有兩個人走過來…然後從我旁邊走過去，我回頭看

他們…他們就會什麼…怎麼說….
訪： 你回頭看他們。

AIb8：就這樣子，這是我啊，這是他們啊，然後他們就走過去啊，然

後就是他們會靠在一起啊，然後會講我什麼。

訪： 可是你沒聽到他們講什麼啊！

AIb8：每次他們都這樣子。

訪： 所以你會預設說他們在講你這樣？

AIb8：對啊，我就感覺到這樣子。

訪： 你們班上的其他人知道你的爸爸來自其他不同的國家嗎？

AIb5：知道啊！

訪： 然後怎麼知道的？

AIb5：就是老師說的啊，他問我的時候我說的啊。

訪： 難道他在全班的面前問嗎？

AIb5：對啊，一開始的時候啊。

訪： 是什麼時候？

AIb5：是剛上國一的時候，然後就是老師來啊，然後就開始問啊，敬

禮之後就開始問啦！

訪： 怎麼問怎麼問?
AIb5：就是說我是哪裡來的，然後怎樣怎樣，大家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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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直接問你啊？

AIb5：對啊，他就叫我站起來啊。

訪： 真的啊，然後他就問說你是哪裡來啊(笑)？
AIb5：對啊，然後就一直問一直問。

訪：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覺？

AIb5：我覺得老師很沒禮貌啦！

（四）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特質

1. 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多元性

田野資料顯示，許多跨國婚姻子女在建構身份認同時，常使用多重的認同基

礎或依據，而其多重的身分認定基礎又常具有不同的意涵，通常交織著了對於自

己出生地以及成長與生活的社會的認同，與由父母處所繼承的族群、國籍、及其

他涉及團體成員身份（如華僑）之認定。因此，其身份認同的呈現是較為多元的。

大多數（65%）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呈現兩種以上的身份認同，只有 35％的

跨國婚姻子女呈現單一的族群認同（見表表九-1 及九-2）。若將跨國婚姻子女與

其同儕做參考性的比較，我發現同儕團體所呈現的身份認同是明顯較為單元化

的；相較於跨國婚姻子女，參與研究的同儕大多數（85％）呈現一種身份認同（見

表十-1 及十-2）。

2. 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的彈性及不確定性

資料顯示，許多跨國婚姻子女對於其身份認同有某種程度的確定性。也就

是說，不論他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多元性程度如何，他們對這樣的自我認定方式

是頗為確信及穩定的。但是，亦有跨國婚姻子女會因其較為多元的身份認同，而

展現出認同上的彈性。有些受訪的跨國婚姻子女在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會出現

「族群認同轉換（ethnic identity switching）」的情形，以「千面人」的方式，在

生活經驗中依據當下社會情境要求及互動對象的期待，來呈現適切的身份類屬。

我也發現，有少數跨國婚姻子女對於自我身份認同上會產生困惑，這樣的困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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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有意識的，部分是無意識的，這可從自受訪者對自我經驗的檢視及受訪者在

訪談內容中所表露出的矛盾性看出。也有一些跨國婚姻子女表示，他們不願意將

自己歸類，因為這樣是困難或沒有意義的。在以下的例子中，受訪者在訪談中表

現了對其多元的族群身份認同所產生的疑惑，以及他面對的方式：

訪： 你可不可以講講在什麼樣的狀況會很困惑，什麼事情、什麼原

因讓你會想這件事情，然後讓你覺得說我不知道我是誰這樣

子？

BIb7：就是說我是[和]怎麼樣的人在一起啦，在一起的人都說我是菲

律賓人，或是華僑，[或]說我菲律賓華僑…[略]…跟我在一起的

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訪： 所以只要問你這種問題的時候，你就很困惑這樣子。

BIb7：對！

訪： 你就會講說可能有三種答案嗎，菲律賓人、華僑、或菲律賓華

僑，是不是？那你覺得這三個答案哪一個最合適，還是都不合

適？

BIb7：都不合適啊!
…[略]
訪： 那你那個你剛剛講說你爸爸是華僑，那你自己覺得你是華僑嗎？

BIb7：不知道…
訪： 你覺得不知道，那你覺得你是菲律賓人嗎？

BIb7：也不會

訪： 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菲律賓人。所以學校覺得你是菲律賓人，可

是你不覺得你自己是菲律賓人。那你覺得你是誰？

BIb7：沒想過。

訪： 你現在如果現在想…
BIb7：現在想…我只希望我是地球人，其他的都沒啦！

五、結語

如前所述，跨國婚姻子女的族群認同在台灣是一個目前缺乏研究，但又相當

具有研究價值的一項議題。本論文的分析顯示，跨國婚姻子女對於「族群」概念

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與想像，但對「族群」這個詞彙本身的瞭解與掌握是相對陌

生的。同時，跨國婚姻子女在建構其族群認同上，跨國婚姻子女在族群認同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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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重社會與文化性因素為其建構之基礎；這些孩子常以其出生地、國籍、血緣、

與父母原生文化之親近度及對其之接受度、本身的外表特徵與他人的認定等為重

要依據。家庭、學校及媒體作為社會化的機制，以不同的方式及程度參與了跨國

婚姻子女族群認同的形塑，而當中家庭具有最強的影響力。另外，跨國婚姻子女

所建構之族群認同，的確是較多元及具彈性的，但也往往可能較具不確定性。

由於個人的身份認同不僅與其所處的社會及文化情境與條件有高度關連，

身份認同在建構的過程性與個人生命歷程的階段性發展也息息相關。由於參與研

究的跨國婚姻子女均為青少年，我認為這樣的發現不僅凸顯了跨國婚姻子女在族

群認同上的特質，也表現了青少年階段探索自我概念，尋求穩定社會身份的需求

與經驗（Erickson, 1964）。這只是對於跨國婚姻子女的一項初步的研究，要對於

這群「新台灣之子」 在身份及群體認同上有深入瞭解，後續的相關研究是迫切

且必須的。

最後，要感謝所有參與研究的跨國婚姻子女及其老師、家長與同學，以及

配合研究的三所台北縣國中。由於有你們全力的配合，並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想

法，使得這項研究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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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民國 87-93 年結婚登記人數及跨國聯姻比率

年別 我國總結婚登記數（對） 外籍配偶人數（1） 台籍與外籍聯姻

所佔比率（％）

民國 87 年 145976 10413 7.13

民國 88 年 173209 14671 8.47

民國 89 年 181642 21339 11.75

民國 90 年 170515 19405 11.38

民國 91 年 172655 20107 11.65

民國 92 年 171483 19643 11.45

民國 93 年 131453 20338 15.47

較上年增減

（％或百分點）

-23.34 3.54 4.02

參考資料來源：（1）內政部戶政司92年第六週統計週報；（2）內政部戶政司94
年第五週統計週報

說明：（1）90-92年為按結婚日期統計數，93年按結婚登記日期統計數
（2）外籍配偶不含大陸港澳人士
（3）中外聯姻所佔比率係指中外聯姻對數佔總結婚登記對數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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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計 94,744 8,510 86,234 86,233 7,057 79,176
越南 60,302 119 60,183 55,913 109 55,804
印尼 10,800 292 10,508 10,027 256 9,771
泰國 8,285 2,900 5,385 7,492 2,689 4,803
菲律賓 3,839 324 3,515 3,364 274 3,090
柬埔寨 2,586 6 2,580 2,461 6 2,455
日本 2,155 985 1,170 1,580 738 842
馬來西亞 1,381 578 803 1,159 477 682
美國 1,251 938 313 948 699 249
緬甸 711 178 533 637 149 488
韓國 601 153 448 479 117 362
加拿大 380 284 96 315 238 77
新加坡 320 149 171 223 98 125
英國 269 247 22 206 186 20
澳大利亞 187 137 50 139 103 36
法國 176 146 30 131 108 23
德國 142 118 24 90 78 12
南非 115 64 51 97 53 44
巴基斯坦 90 88 2 76 76 -
印度 89 65 24 63 43 20
其他 1,065 739 326 833 560 273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內政統計通報，94 年第五週。
說 明：本表外籍配偶不含大陸港澳人士。

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合法在臺居留人數

表二、外籍配偶居留人數按國籍別
截至民國93年底止

國 籍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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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對；人；％

縣市別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臺閩地區 131,45320,33810,972 23.82 94,744 8,510 86,234 86,233 7,057 79,176
臺北縣 22,281 3,179 1,883 22.72 16,754 2,163 14,591 15,284 1,845 13,439
宜蘭縣 2,597 455 176 24.30 1,822 65 1,757 1,679 54 1,625
桃園縣 11,887 1,987 950 24.71 10,172 1,389 8,783 9,238 1,242 7,996
新竹縣 3,112 557 198 24.26 2,500 124 2,376 2,221 105 2,116
苗栗縣 3,352 662 282 28.16 2,883 115 2,768 2,675 100 2,575
臺中縣 8,785 1,304 625 21.96 6,223 359 5,864 5,786 316 5,470
彰化縣 7,302 1,110 392 20.57 5,692 232 5,460 5,274 211 5,063
南投縣 3,066 588 222 26.42 3,050 93 2,957 2,818 78 2,740
雲林縣 4,230 862 317 27.87 3,755 84 3,671 3,500 76 3,424
嘉義縣 3,344 721 299 30.50 3,320 41 3,279 3,072 33 3,039
臺南縣 5,779 979 459 24.88 4,495 181 4,314 4,192 161 4,031
高雄縣 7,420 1,080 800 25.34 5,064 194 4,870 4,642 155 4,487
屏東縣 4,885 930 414 27.51 4,775 131 4,644 4,416 114 4,302
臺東縣 1,411 237 96 23.60 907 26 881 853 21 832
花蓮縣 2,133 361 201 26.35 1,274 121 1,153 1,175 103 1,072
澎湖縣 459 99 22 26.36 481 12 469 459 11 448
基隆市 2,348 410 228 27.17 1,636 73 1,563 1,498 59 1,439
新竹市 2,448 327 165 20.10 1,459 180 1,279 1,316 150 1,166
臺中市 5,823 823 511 22.91 3,006 550 2,456 2,683 462 2,221
嘉義市 1,484 231 100 22.30 856 59 797 801 46 755
臺南市 4,010 578 315 22.27 2,047 200 1,847 1,860 168 1,692
臺北市 14,584 1,758 1,203 20.30 7,693 1,692 6,001 6,442 1,231 5,211
高雄市 8,328 1,080 1,003 25.01 4,699 425 4,274 4,181 315 3,866
金門縣 337 14 97 32.94 167 - 167 154 - 154
連江縣 48 6 14 41.67 14 1 13 14 1 13

外籍配偶合法在臺居留人數

93 年結婚登記外籍與大陸配偶

表三、九十三年各縣市結婚登記與年底居留之外籍配偶人數

截至 93年底止

結婚登
記總對
數

外籍與
大陸配
偶合占
比率(％)

大陸港
澳配偶

外籍
配偶

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籍配偶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內政統計週報，九十四年第五週，93 年（底）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

統計。

說 明：本表外籍配偶不含大陸港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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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為國人
配 偶

自願
歸化

為國人
養子女

未成年之
(養)父母
現為國人

自願
喪失

為外國人
配 偶

隨同
喪失

民國 84年 129 78 34 10 - 1,121 582 330 189 113 54
民國 85年 318 252 54 10 - 1,090 562 316 183 119 53
民國 86年 2,243 2,191 35 17 - 1,204 663 340 195 148 49
民國 87年 3,684 3,617 47 16 - 889 483 216 168 159 30
民國 88年 4,627 4,537 73 13 - 976 538 252 172 215 27
民國 89年 5,198 5,130 51 17 - 763 419 218 123 204 28
民國 90 年 2,204 2,019 155 13 7 802 479 207 104 128 117
民國 91 年 1,533 1,272 208 10 26 814 530 189 85 122 25
民國 92 年 1,465 1,360 85 2 7 869 533 225 105 106 36
民國 93 年 6,552 6,438 55 3 42 824 516 199 99 143 18
較上年
增減(%)

347.24 373.38 - 35.29 50.00 500.00 - 5.18 - 3.19 - 11.56 - 5.71 34.91 - 5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說 明：自願歸化含隨同歸化。

表四、歷年我國國籍之歸化、回復、喪失及撤銷喪失概況

撤銷
喪失
國籍

歸化
國籍

年 別
回復
國籍

喪失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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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為國人
配 偶

自願
歸化

為國人
養子女

未成年之
(養)父母
現為國人

自願
喪失

為外國人
配 偶

隨同
喪失

國籍總計 6,552 6,438 55 3 42 824 516 199 99 143 18

日本 12 3 5 - 1 424 221 140 53 88 10

韓國 4 3 - - - 109 63 31 15 1 -

菲律賓 323 317 3 1 2 - - - - - 1

印尼 2,891 2,840 5 - 37 21 11 10 - 2 7

越南 2,351 2,348 1 - 2 11 7 3 1 - -

馬來西亞 7 7 - - - 4 2 - 2 1 -

新加坡 1 1 - - - 88 85 - 3 9 -

柬埔寨 690 689 1 - - - - - - - -

泰國 63 61 - 2 - - - - - - -

緬甸 125 117 8 - - - - - - - -

印度 8 7 1 - - - - - - - -

德國 - - - - - 70 55 6 9 12 -

奧地利 - - - - - 1 1 - - 1 -

義大利 - - - - - 19 11 4 4 12 -

荷蘭 - - - - - - - - - 3 -

美國 1 - 1 - - 68 56 1 11 10 -

加拿大 - - - - - 1 1 - - - -

其他 38 36 2 - - 8 3 4 1 3 -

無國籍 38 9 28 - - - - - - 1 -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自願歸化含隨同歸化。

表五、我國國籍之歸化、回復、喪失及撤銷喪失－按國籍別分

國 籍 別

民國九十三年

撤銷
喪失
國籍

歸化
國籍

回復
國籍

喪失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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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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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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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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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 至七-3：三所國中母體統計

表七-1：A 國中（pool：19 人；sample：9 人）

國

籍

年級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緬甸 寮國 馬來西

亞

共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 2 1 2 2 1 1 7 2
二 1 1 3 2 7 0
三 1 1 1 2 1
共計 3 1 2 0 2 0 6 1 0 0 0 0 3 1 16 3

表七-2：B 國中（pool：15 人；sample：7 人）

國籍

年級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共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 1 1 1 1 3 1
二 1 1 5* 1** 6 2
三 2 1 2 1
共計 4 3 6 0 0 1 1 0 11 4
* 其中一人父母皆為菲律賓籍（華僑）

**其中一人父母皆為印尼籍

表七之三：C國中（pool：17 人；sample：4 人）

國

籍

年級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緬甸 寮國 馬來西

亞

共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 1 1 3 1 1 1 4 4
二 1 1 5 2 5
三 1 1 1 1
共計 0 2 1 0 0 0 1 1 4 6 1 0 0 1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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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跨國婚姻子女--焦點團體統計表

國籍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緬甸 非洲 馬來西亞 大陸 斯里蘭卡 韓國 共計

性別

年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 1 1 1 1 1 1 1 1 1 1 6 4

二 1 2 1 1 1 5 1

三 1 1 1 1 2 2

合計 3 2 3 2 1 1 1 1 1 1 1 1 1 1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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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跨國婚姻子女—個訪統計表

國籍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緬甸 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 共計

性別

年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 1 1 1 1 1 1 1 4 3

二 1 2 1 1 4 1

三 1 1 1 1 2 2

合計 3 2 3 2 1 1 1 1 1 1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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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 至九-2：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統計概況

表九-1：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之多元性

表九-2：跨國婚姻子女身分認同的類型

認同的身

份種類多

元性

一種 二種 三種 四種

人數 7 7 3 3

台灣人×3 華僑、菲律賓人
台灣人、華僑、

閩南人

華僑、外國人、

菲律賓人、混血

兒

混血兒 台灣人、外國人
馬來西亞人、

混血兒、華僑

台灣人、混血

兒、菲律賓人、

外國人

馬來西亞人
泰國人、外國人×

2

混血兒、外國

人、泰國人

混血兒、華僑、

非洲人、外國人

華僑 外省人、大陸人

越南華僑 印尼人、華僑

認同的

身份內容

混血兒、台灣人

認同

的身

份種

類

台灣

人

混血

兒

菲律

賓人

外國

人
華僑

閩南

人

非洲

人

泰國

人

外省

人

大陸

人

馬來西

亞人

人數 7 8 3 7 9 1 1 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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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1 至十-2：同儕團體身份認同的統計概況

表十-1：跨國婚姻子女身份認同之多元性

表十-2：同儕團體身分認同的類型

認同的身份種

類多元性
未提及 一種 二種 三種

人數 1 17 1 1

台灣人×12
台灣人、外省

人

台灣人、客家

人、閩南人

大陸人×2

外省人

客家人

認同的

身份內容

混血兒

認同的身

份種類
台灣人 客家人 閩南人 大陸人 外省人 混血兒

人數 13 2 1 2 2 1



38

《附錄一：跨國婚姻子女焦點團體訪談大綱與活動設計及個訪問題大綱》

第一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為自已取

個名字(代
號)

(25mins)

 說明：取的名字是要能夠代表你自己，自己也喜歡的；

以後我們大家都會用這個名字稱呼你喔!
 步驟： 發單子請同學想一想，寫下來。(約 3 分鐘後)開

始請同學說明自己取名的原因

 目的：了解他個性與如何自我看待

準備小卡

紙—名牌
(附件

一)、簽字

筆、名牌

夾

家庭角色

扮演

(35mins)

 說明：請同學來演戲，將同學分成 2 組，然後選取主題，

分配角色後開始排戲。

 步驟：請同學四人一組，共分成兩組(其中角色包括一位

國中生及他的三個家人)，然後以抽籤的方式選取題目：

A：今天手機帳單來了，費用是 8000 塊，請同學演

出家裡知道的情況會如何，以及這位國中生如何

面對家人反應。

B：學校老師今天打電話給到家裡來說這次段考成績

共有 4 科不及格，請同學演出家裡的反應是什

麼，以及這位國中生如何面對家人的反應

(約 10 分鐘排演後)開始表演。表演完討論如何分配

故事中角色與故事的情節。

 討論問題：

a. 在故事中，家人有沒有把這種情形視為是一個「問

題」？

b. 在故事中，家人是如何處理這種事情的？

c. 在故事中，誰被認為需要為這個事情的結果負責？

為什麼？

d. 在故事中，誰最有權利管這個國中生？為什麼？

e. 你覺得在處理這個事情的過程中，會不會引起爭

吵？為什麼？

f. 你們想想自己與身邊週遭的其他人的經驗，與我們

在故事中所看到的有沒有什麼相同或是不同的呢？

請你說說看。

 目的：了解家庭權利關係的運作情況，誰負責督促課業，

誰又掌握經濟權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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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訪談問題（跨國婚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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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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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什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2. 為什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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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名牌

請大家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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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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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筆

故事接龍

(30mins)

 說明：像同學說明我們共有三個小故事需要同學幫

忙來完成，請同學接到這三個小故事之後，

開始做故事接龍，從故事停止的地方開始寫

下去，要讓我們感覺不出故事換人寫囉!!(同
學最好是可以利用自己的經驗來寫故事….
更逼真!!!)

 步驟：發下故事接龍的紙張，簡單解釋或描述一下

故事然後請同學開始寫，(約 10 分鐘後)，請

同學講自己寫的故事給大家聽，然後討論。

 目的：希望了解同學遇到困難的時候，會如何尋求

幫助，了解有哪些管道或者人物是主要的解

決問題投靠者。

準備故事

接龍紙張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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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訪談問題（跨國婚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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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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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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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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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她們是誰？

b. 你為什麼認為他／她（們）是你的好朋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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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覺得你們關係比較不好的原因在哪裡？

C. 你可不以談一談你現在與學校老師相處的情形？

1. 你可不可以談一談你在學校裡比較喜歡的老師

a. 他／她們是誰？

b. 你為什麼比較喜歡他／她（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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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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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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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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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問他（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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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找他（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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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找他（她）？

b. 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可不可以談一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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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可不可以談一談這個（些）人對你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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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我是：

和我最親的人
（熟）

和我比較不親的人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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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故事 A
曉華今天被老師點名回答英文問題，結果想了很久還

是想不出來，其實他上次段考的英文成績不好，想要試著

努力改善，想要找人幫忙現在又被老師唸了幾句，結果

故事 B
小裴今天很倒楣，早上週會時被隔壁班同學嘲笑頭

髮，下午又和同學為了誰應該要做的打掃工作吵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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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C
晴維今天早上上學時候，在學校門口的路邊被名叫大

支的國三學長推到牆角說要他拿一千塊出來，不然就要揍
他，他覺得很害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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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貼出

我是誰?（貼
貼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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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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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訪談問題（跨國婚姻子女）

【族群意識與自我認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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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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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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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你會這麼覺得？



49

附件四：「貼貼樂」活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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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 緬甸人 寮國人

* 除現有標籤外，另有數個空白標籤以供活動參與者額外自行製作適用於自我描
述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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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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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與者施做自尊心測量。

 步驟：當同學進來團動室時，即請他們分別填寫自尊

心量表。

自己的名字

有幾個？

(10 mins)

 說明：在之前的焦點團體活動中，同學們為自己在團

體中取了名字。今天請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自

己真正的名字之外，在生活中（如家裡，學校）

曾經有沒有哪些其他的稱呼（如外號，小名

等）？

 步驟：

A. 將參與者分兩組（若人少則可不分）。

B. 發單子請同學想一想，寫下來。

C. （約 1 分鐘後)開始請同學說明：

1. 自己有哪些其他的稱呼。

2. 是誰為自己取的？又是誰在使用這些稱

呼？

3. 自己對於這些稱呼的感覺。（如，喜歡或接

受與否，會不會用這個稱呼來稱呼自己）

4. （如果沒有提到，請追問）自己有沒有中文

以外的名字（如以外籍家長母語取的名字）

呢？

 （如果有）是什麼？你知道意思嗎？你

喜歡嗎？你會主動告訴別人嗎？為什

麼？你會在何種情形下使用這個名

字？

 （若沒有真正名字外的其他稱呼）你希

望有嗎？為什麼？

 目的：從此活動中企圖瞭解參與者在他人眼中的特

質、形象，自我概念與評價，以及他對異文化

（尤其是對外籍家長原生文化）的親近及接受

度。

準備白

紙、簽字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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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張

美麗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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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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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尊心量表（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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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2. 我能聆聽他人說話。 1 2 3 4

3. 我能友善的建立關係。 1 2 3 4

4. 我能在團體中與人合作。 1 2 3 4

5. 我能親切地接受讚美。 1 2 3 4

6. 我能適當地把榮耀歸給他人。 1 2 3 4

7. 我能實在地請求他人幫忙。 1 2 3 4

8. 我很謙虛。 1 2 3 4

9. 我能付出和接受情感。 1 2 3 4

10.我喜歡鏡子中的自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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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我在小組的名字：

性別：

年齡：

就讀學校： 國中 年 班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3

附件二：

圖片與問題（活動三）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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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8：「那個比較美」B 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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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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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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解讀剪報（活動五）

〈剪報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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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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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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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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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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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出現國小畢業還不識幾個字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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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新聞網 記者王傳明／四湖報導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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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遊戲

(在每次團體之前進行，熱絡氣氛，作為暖身用)

終極密碼

 說明：請同學猜數字，猜中的人要接受處罰

 步驟：領導者說出一個數字，隨便出一個 1-99 中的數字，讓

成員去猜測，譬如她出 18，第一個輪到要猜的人就隨一

個，譬如她猜 80，鬼就說 1-80，第二個猜 30，鬼就要

說 1-30，依此類推下去。猜中的人必須要當鬼。約略進

行 2-3 次。

蘿蔔蹲

說明：請同學未自己取一個水果的名字，然後開始叫名

字做蹲下的動作，配合口中念著「××(自己取的名字)
蹲，××蹲，××蹲完，○○蹲(叫別的名字)」，直到有

人輸了為止。

步驟：請同學先將名字寫在白紙上，貼在胸前，然後為

成圓圈，開始唸口號，唸到有人接不下去她就輸

了，輸三次要受處罰。

拍手遊戲

 說明：請同學每個人為成一圈，然後輪流拍手，可以選擇拍兩

下與一下，但是拍兩下與一下代表著下一位輪到的是不

同邊的人，例如：小明拍一下之後，下一位拍手的是其

左邊的人，那麼如果他拍兩下，則下一位是其右邊的

人。所以同學須依據其前一位拍手的人拍了幾下，來確

定自己要不要接下去拍。所以遊戲就是大家依照事先決

定好的規則輪流拍手(可能是拍一下向右；拍兩下向

左)，失誤三次者，受處罰，沒失誤者得獎賞。

賓果

 說明：請同學拿出紙來，再紙上畫出 25 個格子，寫下數字 1-25，
號碼不用照順序，然後猜拳決定輪流喊號的順序，每次

每個人只能喊一個號碼，將喊到的號碼在紙上標示出

來，最先將喊到的號碼聯成 5 條線者最贏，有獎品。

比手畫腳

 說明：先分成兩組同學，然後再請同學輪流上台依照事先擬定

的題目表演，不能用嘴巴說畫，只能比動作，讓其他下

面同一組的同學猜，猜到之後換下位同學上來繼續比，

看哪一組同學猜對最多題獲勝，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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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大綱—跨國婚姻子女（標定焦團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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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楷體為焦點團體已問之題目

＜問題＞

I. 簡易問卷填寫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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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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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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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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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與父母的關係】（若受訪者在 III-A 中未提到父親或／及母親，則需問此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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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會使用你父親的母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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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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沒有人教嗎？（為什麼？）

b. 不想學嗎？（為什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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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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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會如何形容你和母親的關係？

5. 你覺得在你母親眼中，你是個怎樣的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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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與你母親交談時，你們通常都用哪種語言溝通？

a. 你會使用你母親的母語嗎？

1. （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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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覺得現在你在說、讀、寫的程度上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2. （不會）

a. 為什麼不會呢？你可不可以談一談？

i. 沒有人教嗎？（為什麼？）

ii. 不想學嗎？（為什麼？）

D. 【父母關係】

1. 可不可以就你的觀察，形容一下你父母之間的關係？

a.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b. 你對這樣的關係有什麼想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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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與親屬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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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不可以談一談你父親那一邊的親戚？

a. 就你所知，有哪些人？住在哪裡？

b. 你比較會跟哪些親戚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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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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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不可以談一談你母親那一邊的親戚？

a. 就你所知，有哪些人？住在哪裡？

b. 你比較會跟哪些親戚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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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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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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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什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2. 為什麼你覺得＿＿對你的影響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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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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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她們是誰？

b. 你為什麼認為他／她（們）是你的好朋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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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覺得你們關係比較不好的原因在哪裡？

C. 你可不以談一談你現在與學校老師相處的情形？

1. 你可不可以談一談你在學校裡比較喜歡的老師

a. 他／她們是誰？

b. 你為什麼比較喜歡他／她（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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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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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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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問他（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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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找他（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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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找他（她）？

b. 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可不可以談一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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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若有）可不可以談一談這個（些）人對你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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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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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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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什麼你會這麼覺得？

（考慮追問的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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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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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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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若有和別人提過）

1. 你曾與誰談過這樣的想法？

2. 他／她（們）的反應是什麼？（如：他們是否同意你的想法）

b. （若沒有和別人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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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覺得別人會對你的說法有何反應（如贊同與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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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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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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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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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為？

b. 你對這樣的影響有什麼感覺？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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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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問卷(跨國婚姻子女)

姓名
年

齡

性

別
出生地

就讀

學校

年/班

別
國籍

你的家庭成員有哪些人？(寫稱謂就好囉!!)

。

其中，沒有和你住在一起的是誰？

。

家

中

成

員

生父的

國籍

生母的

國籍

繼父

國籍
□沒有繼父

繼母

國籍
□沒有繼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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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跨國婚姻子女同儕焦點團體活動設計與訪談大綱》

第一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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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碼簽

貼出

我是誰?（貼
貼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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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做籤---內

容為「族

群」類的相

關詞彙(附

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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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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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訪談問題（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I. 可不可以請大家彼此簡單地作個自我介紹？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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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族群意識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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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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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跨國婚姻子家庭同學的族群背景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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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與有這類背景的同學談到這類的話題？可不可以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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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跨國婚姻子女同儕背景資料

姓名 年齡 性別 籍貫

就讀

學校
年/班
級別

【一般關係】

一、請問你認識幾個父母不同國籍的同學？ 。

二、在這之中，又有多少個同學其母(或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 。

三、請問你和他(們)認識大概多久了？ 月 or 年。

(2個以上續塡) 月 or 年； 月 or 年； 月 or 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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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貼貼樂」活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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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 緬甸人 寮國人

* 除現有標籤外，另有數個空白標籤以供活動參與者額外自行製作適用於自我
描述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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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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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原始訪談問題（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II. 可不可以請各位透過你們在學校的接觸與觀察，來談一談對這些同學的想

法與印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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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關係

1. 與你的關係

2. 與其他同學相處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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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特質

1. 個性

2. 能力

3. 其他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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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與同學家庭接觸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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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在座的各位都曾接觸過來自跨國婚姻家庭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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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同學與其他同學進行比

較，又有什麼異同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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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訪談問題（續）（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IV. 就各位的瞭解，其他同學是怎麼看待這些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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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第三次 焦點團體（跨國婚姻子女同儕）

主題 活動內容 附註

故事接龍

（20mins）

 說明：請同學閱讀故事的開頭，然後試想若是發生

在跨國婚姻子女身上他們會是怎樣的反應，然

後把他寫下來。

 步驟：情境共有兩種，請同學抽選其一之後，開始

幫我們接續故事。之後再請同學分組討論，

並綜合編排大家的故事內容，請大家將故事

演出來。

故事 A：小萌在學校被老師叫去訓話，因為…..……..
故事 B：小華有一次在教室走廊講話的時候，突然

聽到班上有同學在討論他……
演出之後在一起討論關於故事情節發展的原

因，請同學回答三個問題。

Q1：你為什麼覺得故事情結最後會這樣發展？

Q2：這件事曾經在你的生活中發生過/聽說過嗎？

Q3：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角，你又會怎麼做呢？

 目的：希望了解同學對於跨國婚姻子女的一般印

象，或者藉此了解他們生活經驗中是否發生

過類似事件。

八張紙（共

分兩個故

事）做成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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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遊戲

(在每次團體之前進行，熱絡氣氛，作為暖身用)

終極密碼

 說明：請同學猜數字，猜中的人要接受處罰

 步驟：領導者說出一個數字，隨便出一個 1-99 中的數字，讓

成員去猜測，譬如她出 18，第一個輪到要猜的人就隨一

個，譬如她猜 80，鬼就說 1-80，第二個猜 30，鬼就要

說 1-30，依此類推下去。猜中的人必須要當鬼。約略進

行 2-3 次。

蘿蔔蹲

說明：請同學未自己取一個水果的名字，然後開始叫名字做蹲

下的動作，配合口中念著「××(自己取的名字)蹲，××蹲，×

×蹲完，○○蹲(叫別的名字)」，直到有人輸了為止。

步驟：請同學先將名字寫在白紙上，貼在胸前，然後為成圓圈，

開始唸口號，唸到有人接不下去她就輸了，輸三次要受處

罰。

拍手遊戲

 說明：請同學每個人為成一圈，然後輪流拍手，可以選擇拍兩

下與一下，但是拍兩下與一下代表著下一位輪到的是不

同邊的人，例如：小明拍一下之後，下一位拍手的是其

左邊的人，那麼如果他拍兩下，則下一位是其右邊的

人。所以同學須依據其前一位拍手的人拍了幾下，來確

定自己要不要接下去拍。所以遊戲就是大家依照事先決

定好的規則輪流拍手(可能是拍一下向右；拍兩下向

左)，失誤三次者，受處罰，沒失誤者得獎賞。

賓果

 說明：請同學拿出紙來，再紙上畫出 25 個格子，寫下數字 1-25，
號碼不用照順序，然後猜拳決定輪流喊號的順序，每次

每個人只能喊一個號碼，將喊到的號碼在紙上標示出

來，最先將喊到的號碼聯成 5 條線者最贏，有獎品。

比手畫腳

 說明：先分成兩組同學，然後再請同學輪流上台依照事先擬定

的題目表演，不能用嘴巴說畫，只能比動作，讓其他下

面同一組的同學猜，猜到之後換下位同學上來繼續比，

看哪一組同學猜對最多題獲勝，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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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學校同學

＜前置作業＞

4.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5. 簡單說明訪談的目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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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填寫簡易問卷

VI. 可不可以請大家彼此簡單地作個自我介紹？

VII. 在座的各位都曾接觸過來自跨國婚姻家庭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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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同學與其他同學進行比較，

又有什麼異同處呢？

VIII.可不可以請各位透過你們在學校的接觸與觀察，來談一談對這些同學的想法

與印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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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關係

1. 與你的關係

2. 與其他同學相處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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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特質

1. 個性

2.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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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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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與同學家庭接觸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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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可不可以請各位談談在接觸這類同學之前對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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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就各位的瞭解，這些同學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A. 你覺得這些同學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與個性？

B. 你覺得這些同學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

C. 你覺得這些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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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就各位的瞭解，其他同學是怎麼看待這些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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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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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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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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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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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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跨國婚姻子家庭同學的族群背景或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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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與有這類背景的同學談到這類的話題？可不可以談一談？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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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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跨國婚姻子女學校老師焦點團體問題大綱》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學校老師

＜前置作業＞

7.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8. 簡單說明訪談的目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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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 填寫簡易問卷

XVI. 可不可以請大家彼此簡單地作個自我介紹？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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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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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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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性

2. 能力

3. 其他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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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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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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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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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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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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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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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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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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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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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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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問卷(學校老師)

姓名 年齡 性別 籍貫

任職

學校

任職
年/班
級別

【教學情況】

一、請問您從開始任教至今大約多久時間了？ 。

二、您主要教授的科目是什麼(有哪些)？ 。

三、截至目前，您教過幾個父母不同國籍的學生？ 。

四、在這之中，又有多少個學生其母(或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 。

五、老師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到這個(些)學生？

。

備註



91

《附錄四：跨國婚姻子女家長焦點團體問題大綱》

深度訪談大綱—跨國婚姻子女家長

＜前置作業＞

10. 對受訪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

11. 簡單說明訪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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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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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使用簡易問卷蒐集基本資料

II. 可不可以談一談你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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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與配偶相處時都做些什麼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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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的孩子通常在家時都做些什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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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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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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受訪者對跨國婚姻子女在家庭外生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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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家長自己

b. 孩子本身

c. 老師

3. 你對孩子在學校學習的情形有什麼想法？

a. 最滿意或驕傲的地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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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家長自己

b. 孩子本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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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最滿意或驕傲的地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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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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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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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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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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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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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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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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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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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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為？

b. 你對這樣的影響有什麼感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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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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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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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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的影響或者幫助、、等)
3. 你們聊天時，多會聊到什麼樣的話題？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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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多是因為什麼樣的事情而起的呢?
b. 那麼你們都怎麼處理呢？

c. 請舉個例子

(不會)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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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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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是誰在教呢？（要注意是父方 or 母方在教）

b. 小孩的學習狀況如何？(包括學習的態度、學習的結果)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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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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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你的這個孩子會向家裡人要求要教他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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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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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a. 為什麼會覺得困擾呢？

b. 你們都怎樣面對（看待）這樣的困擾呢？

c. 你們會主動和孩子聊到這些嗎？

(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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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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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為什麼你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困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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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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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你們會怎麼做呢？

(沒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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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不可以舉例談一談？

b. 你覺得影響的效果如何？

V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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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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問卷(跨國婚姻子女重要他人—家長)

姓名 年齡 性別 出生地

教育程度 職 業 國籍

在台居住時間

配偶 年 齡 性 別 出生地

配偶

教育程度
配偶職業 國籍

在台居住時間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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