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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chool adjustments of the 3 Tibetans' Children at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oyuan County. 

Case study method included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deep interview, and 

document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adaptation situations of the Tibetans' children in three 

aspec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society adjustments and curricular learning 

adjustments.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 : 

1. The individual motive and the demand for the Tibetans' children in Taiwan is more 

satisfying, then they have the ownership feeling to the school. 

2. The Tibetans' children in Taiwan is always confusing native people with foreign 

people. 

3. Expressive mood of the Tibetans' childre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discipline 

method of their parent.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Tibetans' children is tend to be passive. 

5. Most teachers did not know the Tibetans' children in their school. 

6. The Tibetans' children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by the teacher education expected 

and teaching methods. 

7. The race predudice doesn’t directly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ibetans' 

children and their peers. 

8. The main factor of the Tibetans' children academic achievement low is caused by 

Chinese degree. 

9.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curricular 

learning adjustment of the Tibetans' children. 

10. It is clear to the Tibetans' children that will study in a high school.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udy conclus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relevant organizations,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of the Tibe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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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項」，採用逐頁標註方式，以利讀者參考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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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數）直接於引文處顯示「來源性註釋」，並於文末參考文獻中，依照 APA 規

定之模式分類註記；至於「補充性說明性註釋」則直接以「註腳」模式，逕

記於頁下，以利讀者查閱。 

三、 註解及參考文獻中，為使日文（昭和、平成）、中文（民國）與英文、德文註

解統一，本文一律採用西元日期標示，將中文及日文年號加以換算。而其中

政府委託研究報告或雜誌期刊、學術研討會之單篇論文等，均依照 AP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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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我每天洗澡，為何他們還嫌髒？」「……甚至在分組時也

會有人完完全全不想跟我同一組，只因為我是混血兒。也

有人認為菲律賓人都是一些骯髒的人，有著體臭，可是我

跟每一個人一樣，每天洗澡時都有洗乾淨啊……
1
」（中時

電子報，2006/11/08） 

這是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中一名國際婚姻家庭的第二

代，以真情流露的「我是混血兒」散文，獲得這項文學比

賽的國中組佳作，是一位新台灣之子活生生的吶喊，多令

人為之心酸與動容啊！無論是因為政府、民間的警覺或覺

醒，當我們的教育資源逐漸地重視到外籍配偶子女的身上

時，在台灣有一群同樣是「移入者」－來自西藏的同胞及

其子女，正因為他們人數少，更容易被多數人遺忘與忽略，

相對著，不知在台灣的任一角落還有多少相同的吶喊，身

為教育工作最前線的我們，應更細心的體察與教導，為台

灣累積出更好的人力資源與社會資本
2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學校是擔任社會領域－公民科教師，學術興趣專長在人

權法治領域，校園中有關人權方面的議題通常會自然而然地吸引研究

者的注意力，並嘗試去探究此議題的真相為何？九十四學年研究者擔

                                                 
1 引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list （2006/11/08）。 
2 研究者認為台灣是個族群豐富、文化多元的移民社會。誠如造就美國國力的強盛，是因為她成功

融合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在社會及政治文化的認同下，促使政治穩定、社會團結；而紐約治安的敗

壞正因為有所謂的印度幫、西班牙幫、韓國幫、日本幫、中國幫、義大利幫、阿拉伯幫、黑人幫、

本土幫等等，所以美國社會成也民族文化，敗也民族文化。2006 年 8 月法國北非裔民族的暴動，

歷歷在目，殷鑑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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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學校的生教組組長一職，「走動管理」是生教組管理並與學生、老師、

家長、社區人士互動的重要管理方式之一。 

根據研究者多年的教學經驗，青少年的喜怒哀樂很容易形之於色

（外），只要老師們稍加留心都能適時的化解學生的問題。擔任生教組

長期間常注意且觀察到某些學生總是缺乏現階段同年齡學生應有的活

潑與純真，寂靜中總是帶有一些孤單及憂鬱，靜靜的過著僅屬於個人

天地的校園生活，忍不住會想去多了解及多關心，也許這就是教育工

作者的本性吧！此時研究者赫然發現本校也有外籍配偶子女，這是一

個多麼令人熟悉且又陌生的感覺
3
，其中又以老榮民與外籍配偶結婚的

新台灣之子，令人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情感，那一股想要去了解及協助

的熱情油然而生。 

但是，根據研究者實際教學經驗中發現，外籍配偶子女在國中階

段，尤其分佈到各校後，人數及比例都居少數，加上國中升學壓力大，

尚未在國中校園引起廣泛關注與討論。 

或許是那一份的感動加上教育工作者天性上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在出席幾次的研討會，發表過幾篇短文，做過一篇實證的行動研究，

2007 年 8 月應在台藏胞行動關懷小組的邀請，出席由國立暨南大學沈

慶鴻教授所主持「在台藏胞親職教育成長營」擔任國中組講師，赫然

發現當我們一直將「新台灣之子」的教育議題與困境的重心都放在外

籍配偶子女的同時，在台灣也有一群同樣是具有「移入者」的身分－

來自西藏的同胞及其子女（在台藏胞）
4
。 

正因為西藏同胞及其子女人數比外籍配偶及其子女人數上顯得更

少，所以更容易被大多數人遺忘與忽略，但他們和外籍配偶一樣為追

                                                 
3 熟悉是因為前些日子常有外籍配偶及其子女的報導，並以負面居多，印象深刻。陌生是因為國中

升學壓力大，且此類學童不多，老師之間的討論少之又少。 
4 這裡所指的在台藏胞是由立法委員陳學聖向行政院建議並推動以人道專案救援的方式解決逾期

滯留的藏人問題；經過多年的協商與折衝，終於在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援的方式解決了 139 位藏

人逾期滯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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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更美好的生活品質、生活條件而離鄉背景來到台灣，在移民適應的

生活裡，他們和所有外籍配偶一樣面臨語言文化的衝擊與挑戰，也一

樣的思考著下一代的教育和學習問題，在有別於外籍配偶子女文化差

異上，究竟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為何？此為研究者研究本題目之動

機。 

貳、 研究目的 

教育是百年大計，也是一個國家競爭力養成的重要關鍵與資源，

李遠哲（2004）在「教改省思」中提到：「多元文化教育的理念，在於

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使每一個人不但能珍惜自己族

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界不同的文化。在社會正

義的原則下，對於不同性別、弱勢族群、或是身心障礙者的教育需求，

應予以特別的考量，協助其發展
5
。」 

誠如上述不可諱言的，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議題因為人數不

多，不如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議題受到重視，所以相關研究並不多，

但是隨著民主化及人權議題普及化加上國際化、全球化的腳步加劇，

近年來臺工作的西藏人有急速上升的趨勢
6
，也許未來幾年後也會如外

籍配偶子女成為台灣社會新興的議題，為了能收未雨綢繆之效，研究

者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對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有一概念化的瞭

解，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 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個人心理適應情形。 

                                                 
5 此時期多元文化教育的主張僅針對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以及兩性平等教育。對於外籍配偶子女

的教育問題，卻是支字未提。直到教育部（2004）度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中，才將「外籍新娘」

列為因為家庭結構、語言文化而導致學習不利的因素，視其子女為教育上的「社會弱勢者」，希望

「健全社會弱勢者的教育政策，落實教育機會均等」，可知政府部門已察覺到此一問題的重要性，

相對的，在台藏胞子女的教育問題卻還是被忽略。 
6 根據蒙藏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www.mtac.gov.tw/main.php?lang=TradCh（2006/03/05）固

定在台設籍之藏人的戶數約 100 戶，人口數中有身分證者 260 人，持居留證者 139 人（此 139 人陸

續取得身分證），總計 399 人，另有數目不定的流動人口，主要是短期來台弘法的藏傳佛教喇嘛估

計每年約有兩千餘人，這些數字仍可能會與實際有一些極小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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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瞭解在台藏胞子女人際關係適應情形。 

三、 瞭解在台藏胞子女課業學習適應情形。 

四、 針對研究發現並提出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具體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壹、 研究問題 

西藏同胞來台的歷程與來台後的經歷均有其獨特性，西藏同胞來

台前因為對台灣社會的不了解，許多資訊都是受到在印度流亡藏人社

區所流傳著來台打工的故事影響，因此許多西藏青年就聽信仲介人的

說法，可以持觀光護照到台灣合法工作賺錢，於是向人借錢籌措來台

旅費和各項辦理護照及仲介的費用，不料來到台灣後卻不像聽說的那

樣子，在沒有錢回家，也沒有錢還債的情況下，只好留在台灣過著躲

警察的打工日子，此種尷尬情景與苦悶日子在台藏胞約過了近八、九

年的生活，最後在立法委員陳學聖向行政院建議並推動以專案的方式

解決此一問題，經過多年的協商與折衝，終於在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

援的方式解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的問題，使他們得到了合法的居

留權，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中都顯示在台藏胞和所有移民者相同，同

樣為著能使自己及其家人子女過更好的生活，而且這群新移入的在台

藏胞，都已打算長期定居台灣並陸續將家人及子女接到台灣發展。 

本研究的個案－在台藏胞子女，在來台以前都已在印度的西藏流

亡政府所在地讀過西藏人或是印度人所辦的學校，所以，在台藏胞子

女來台接受教育首先必須面臨語言隔閡及文化差異的挑戰，接下來是

渾然不一樣的教材教法及強大升學壓力的適應，在我國義務教育的型

態下，學校生活是每個學童必須要面對的一種社會型態，而且是長期

影響著學童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在台藏胞子女如何在上述的挑戰與

壓力下與學校的教師、同學一起生活、學習，而在這樣的人際互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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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在台藏胞子女的適應問題就成了非常重要且必須重視的問題

了，有了良好的學校適應，其在學校的學習與生活才能順利進行，能

有在學校的學習與生活順利進行的經驗，將來面對其他社會不同團體

時才能有順利遷移的經驗，也才能有良好的適應。 

而學校適應的義意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可以定義為是學生在學校

環境中，為了因應自身需求與人際互動的衝突，以其問題解決方式來

維持個人與學校生活間和諧關係的狀態。研究者將分為三大意涵來探

討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情況：一為個人（心理）適應層面，一為

社會（人際）關係層面，一為學習（課業）適應層面。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臚列如下： 

一、 探討在台藏胞子女在國中階段，學校學習世界中的個人心理適

應情形為何？ 

二、 探討在台藏胞子女在國中階段，學校學習世界中的人際關係適

應情形為何？ 

三、 探討在台藏胞子女在國中階段，學校學習世界中的課業學習適

應情形為何？ 

貳、 研究方法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藉由個案

的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多元測定方法，探討在多族群的

文化差異中，在台藏胞子女個案在國中學校適應的情形。 

研究者認為個案研究乃著重在一項特殊狀況、事件、方案或現象，

情境脈絡係個案研究的研究核心，其興趣在於討論現象的過程、意義

的詮釋、以及理解的追求，而非傳達一些統計的數據，並透過豐富、

厚實的現象描述，顯現出現象在情境脈絡裡的完整性與意義性。本研

究採取個案研究法的理由有二：一是使用量化的研究方式來進行，所



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三位國中生為例 

 6

得到的結論多半傾向普遍化的通則，無法具體反應被研究者的心理歷

程，及其和環境、族群互動的真實細微情形，探討在台藏胞子女之學

校適應過程的主觀心理感受。一是由於目前在台藏胞子女就學於國中

小的人數尚不多，約五人左右，由於母群及樣本數量太少，若使用量

化的研究方式來進行研究所得到的結論將不具代表性。 

在個案研究中，經常被運用來收集相關資料的方式，包括：檔案

文件法、訪談法與參與觀察法。本研究欲探索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

的情形，所以在資料蒐集的部分採用訪談方式為主，主要訪談對象為

個案學生，並包括個案學生生活中重要他人（教師、導師、家長、同

儕），並配合課堂、巡堂及下課時間的觀察，另外對於教學日誌、輔導

AB 資料、點名簿、個案學生的日記、聯絡簿、成績單則視為一般文件

資料加以蒐集。 

本研究所採取參與觀察的方式，是以局內人的角色觀察教室內、

外的教學及作息過程，用以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在學校生活環境中的調

適，對學習環境（教師、同儕、課程教學）的反應和互動情形，研究

期間初期將採取的開放式觀察，當研究者對於觀察場域有一定的認識

後，採逐步聚焦觀察。研究者藉由透過參與，希望能融入研究對象真

實的學校生活中，以期對研究對象的認知與作為能有正確的描述。 

觀察紀錄本按研究者構想將分為兩種：一是教室觀察札記本，用

於觀察現場的即時紀錄，二是省思札記本，用於無法當場紀錄下來的

時候，例如事後的回溯、健體、綜合、藝術與人文課、課餘、放學時

間甚至假日等等，研究者將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紀錄於觀察紀錄本

上，以求完整的呈現事實的真相。 

有關文件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使用三角測量法（又稱多元測

定），在資料來源的多元測定方面，為能更真實呈現研究對象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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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更圓融的觀點以符合研究的目的，資料來源除了以訪談記錄、觀

察紀錄為主外，將再透過研究對象的輔導資料 AB 表、教室日誌、個案

學生的日記、聯絡簿、點名表、學籍資料，教學日誌等文件，以了解

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的選定是以2001年 5月政府以人道專案救援的方式解

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的問題，並發給居留證且陸續取得身分證的

藏籍人士，在取得居留證或身分證後，將其在印度西藏流亡政府所在

地的子女接到台灣定居及就學，而且以父母雙親必須均為西藏人，並

已由「在台藏胞關懷行動小組」專案追蹤輔導且就讀於桃園縣某國中

的七年級學生兩位及九年級學生乙位，共三位個案為研究的對象。 

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是以三位在台藏胞子女個案在國中學校適應的情形為研究

範圍，研究者根據訪談及觀察紀錄資料中，將可能影響在台藏胞子女

學校適應的重要因素歸納為七項，分別是個人因素中的學業成就、家

庭因素中的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及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因素中的

教師及同儕關係、社會因素中的族群刻板印象及文化差異，藉由上述

可能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七項重要因素，來探討三位個案在

國中階段學校學習世界中的個人心理適應、人際關係適應、課業學習

適應情形，針對研究發現並提出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具體建議，

以供在台藏胞子女教育之參考。 

貳、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學校適應之三大內涵：個人心理適應、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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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適應、課業學習適應，來探討在台藏胞子女學校生活適應情形及其

相關影響因素對在台藏胞子女學校生活適應之影響，有關影響在台藏

胞學校適應之相關因素，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研究者的訪談、觀察

紀錄資料中，可以歸納為七項重要影響因素分別為：學業成就、家庭

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教師、同儕關係、族群刻板印

象、文化差異，綜合上述，本研究的架構如下圖（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四節 名詞界定 

壹、 國內藏胞 

為了方便於研究的進行，本研究對「國內藏胞」界定如下：於 1949

影響在台藏胞學校適應之

相關因素 學校適應之內涵 

1. 學業成就 

2. 家庭社經地位 

3. 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

情形 

4. 教師 

5. 同儕關係 

6. 族群刻板印象 

7. 文化差異 

1. 個人心理適應 

2. 人際關係適應 

3. 課業學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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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1間隨國民政府撤退來台的藏族人士及拉薩抗暴後由政府接濟來

台定居並取得身分證的藏籍人士。 

貳、 在台藏胞 

為了方便於研究的進行，本研究對「在台藏胞」界定如下：係指

1991 年以後，以「購買」或其他非法方式所取得印度、尼泊爾護照進

入台灣後逾期滯留；並於 2001 年 5 月由政府以人道專案救援的方式解

決逾期滯留問題，並發給居留證而陸續取得身分證的藏籍人士。 

參、 學校適應 

係指學生在學校環境中，為了因應自身需求與人際互動的衝突，

以其問題解決方式來維持個人與學校生活間和諧關係的狀態，因此學

校生活適應可以說是學生與學校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其中包括： 

一、 心理適應 

指個體在學校生活中，獲得心理的動機與需求滿足，自我概念澄

清，情緒表達控制的情形。 

二、 人際關係適應 

指個體在學校生活中的同儕關係以及師生關係的互動情形。 

三、 課業學習適應 

指個體學習課程，對課程內容的理解，以及個體在課業學習上獲

得有效學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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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在台藏胞子女來台背景及就學現況探討 

壹、 前言 

達賴喇嘛（1995）曾說：「多少世紀以來，西藏人和中國人相鄰而

居，多數時間和平友好相處，偶爾也有戰爭和衝突的時候。今後，我

們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毗鄰而居。……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待在一

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

做一個好鄰居。無論如何，與中國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一項

根本的原則
7
。」 

雖然達賴喇嘛本著宗教情懷，散發出民胞物與的仁愛精神，願意

與中國長期為善的理念，然而歷史上的經驗卻活生生的告訴我們，地

理環境與政治現實對西藏人而言其實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一切民族

的問題都不是因為不同民族存在的本身，而是因為有製造民族問題的

統治者，正如一向關心西藏問題的中國流亡民運人士茉莉（2007：

105-06，206-09）表示，西藏問題最主要是來自中國政府政治野心和

統治方式的問題，終於釀成現今西藏民族問題，所以，西藏人唯一走

得通的道路，就是只有和廣大的中國人民一起共同努力奮鬥爭取民主

自由和人權，只有在整個中國的民主制度建立起來之際，西藏民族才

能有真正的自由。 

西藏和中國各自都有幾千年的歷史，到底以哪一段歷史來劃分兩

者之間的關係呢？目前尚且眾說紛紜，進而演變為現今「西藏問題」

的由來。而台灣與西藏原本亦有各自的歷史與民族問題，卻因中國的

因素而使兩者間出現微妙的關連，所以，台灣與西藏之間，始終夾雜

著中國，也讓彼此之間的關係建立從蔣中正、蔣經國之反攻時代起，

                                                 
7 引自西藏之頁 http://www.xizang-zhiye.org/（200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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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曖昧多變，乃致惡化的複雜關係，直到「後李登輝時代」及民進

黨政府執政後，雙方才逐漸建立正常關係，研究者將按時序的演化說

明台灣與西藏有所關連的歷史脈絡如下： 

1950 年代，可以說是西藏有史以來最劇烈變動的年代，當中國共

產黨打敗國民黨後就積極計畫以武力解放西藏，西藏在中國強大武力

的壓迫下簽訂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

法的協議」（因具體內容有 17 條，因此又簡稱為「17 條協議」），中國

軍隊就根據此協議逐步擴散將整個西藏置於中國嚴密控制之下，後來

因為宗教、社會、文化、政治等因素，導致問題擴大衝突日益加劇，

終於在 1959 年 3 月西藏與中國爆發全面性衝突－拉薩抗暴事件。 

拉薩抗暴事件期間達賴喇嘛出走印度，當時的蔣介石總統對西藏

抗暴行動持高度肯定之意，並將之納入反攻陣營的一員，然而蔣介石

時代又因反對西藏獨立的堅定立場對達賴喇嘛始終抱持著懷疑的態

度，因此，又與西藏的關係形同撕裂，加上一些情治人員以反對西藏

獨立為由在印度、尼泊爾、不丹等西藏游擊隊的活動地點進行破壞，

中華民國（台灣）因而成為西藏抗暴過程中，中國以外的次要敵人。 

1960 年代，在印度的西藏流亡政府曾經嘗試與台灣的蔣經國總統

建立友好關係，並希望透過總統之名公開支持達賴喇嘛，但由於蔣經

國總統並未表態，西藏流亡政府與台灣關係以致中斷。但是台灣與西

藏關係的惡化是在 1969 年，也就是達賴流亡後十年，台灣方面曾找了

幾個西藏流亡官員成立「噶倫辦事處」（西藏內閣），宣稱在台灣成立

另一個噶廈，形成噶廈雙胞胎案，西藏流亡政府對此事相當憤怒與不

能諒解，最後因在印度的達蘭莎拉西藏流亡政府獲得藏人普遍認同，

以致台灣這個噶廈不但連混淆視聽的功能都達不到，還弄得台灣政府

與達賴喇嘛關係形同決裂，雙方從此不再往來。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1980 年代起，隨著台灣經濟起飛，民間對西藏的佛教、喇嘛興趣

日濃，廣大的信徒和宗教組織亦將所信奉的西藏佛教從密宗正名為「藏

傳佛教」，往來台灣與印度的喇嘛逐漸增多；近年來，政府轉與民主自

由國家站在一起，支持西藏爭取獨立自由，捍衛西藏人權的態度越加

堅定，逐漸改善了與西藏流亡政府的關係並開啟了台灣和西藏的對話

窗口。 

1990 年代起，可以說是台灣與西藏流亡政府關係最密切的時期，

1997 年達賴喇嘛首次訪問台灣，這是自 1969 年以來雙方關係形同決

裂，不再往來後，歷經近四十年來台藏關係的最佳狀態，西藏流亡政

府更以「達賴喇嘛西藏宗教基金會」的名義，在台北成立辦事處，雖

是一個向內政部登記的宗教團體，但同時也是達賴喇嘛在台灣的辦公

室，而台灣的「達賴喇嘛西藏宗教基金會」幾乎成為西藏流亡政府在

台灣的大使館。 

另外，台灣民間也由台灣關心與支持西藏的熱心人士所籌組的「台

灣西藏交流基金會」也正式在 2003 年成立，爾後更在政府支持下，這

個新成立的台灣西藏交流基金會，將是主要與西藏流亡政府對口的台

灣機構，雙方往來日益活絡；但 2008 年台灣再度政黨輪替，國民黨贏

得台灣的大選重新取得執政權，台藏關係是否會有變化？將會如何發

展，值得密切觀察（蘇嘉宏，2005：294-97；林照真，2001：337，341，

362；林照真，2000：188）。 

貳、 藏人來台的階段與特性 

由上述台藏關係歷史脈絡的論述，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對西

藏的政策因為階段性目標的不同而有異動，因此連帶影響了藏人來台

的動機。以下依時間順序，分別說明藏人來台的脈絡，使本研究的三

位個案來台的歷史背景能更清楚的交代（沈慶鴻，2005:17-19；吳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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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2000：19-28）： 

一、早期來台藏人(1949~1980) 

1949 年隨國民政府撤退來台的藏族國大代表，是最早一批來到台

灣的西藏人。1959 年發生拉薩抗暴事件，為了反抗中國軍隊的入侵，

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以「策動藏胞擁護中央政府、以配合國際宣傳

起見」，乃策動具有代表性之西藏領袖秘密來台，這些領袖主要是抗暴

軍、義軍、義民代表，另為了給於抗暴軍實際的支援，政府更從印度

遴選了三十多位西藏青年來台做軍事和情報上的訓練。 

同一時期，邀請來台的還有兩位宗教領袖及少數的西藏官員
8
，這

些做法對當時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有其擁護正統中國地位

的功能及作為「民族聯合、國家統一的象徵」。而這些早期來台的西藏

人大約有 100 人左右，現今他們有些人去世了、有的回鄉了、也有的

轉往其他的國家，續留在台灣的不多，且多與台灣漢人通婚，也有了

通婚後的下一代。 

二、中期來台藏人(1980~1991) 

1959 年拉薩抗暴後，藏人流亡至印度、尼泊爾，國民黨黨工就在

當地佈線，並吸收一些藏人創辦「中央週報」作為政治宣傳，或居中

牽線招募西藏青年來台接受軍事訓練；政府為了幫助派駐尼泊爾、印

度當地國民黨的黨工安置家庭，所以從 1980 年起，便在救總原有的兒

童福利中心底下成立「西藏兒童之家」，接濟西藏兒童來台接受教育。 

這些兒童原先大多是黨工和當地藏人所生的孩子，另外加上後來

有些藏人因家庭因貧窮無法籌措孩子的教育費用，故選擇將孩子送來

台灣的「西藏兒童之家」，總計最多時高達 102 位兒童，而救總也為這

些孩子登記了戶籍，他們擁有居留權，父母也可以來台依親。 

                                                 
8 一位是薩迦派（花教）的十五輩明珠活佛，另一位是格魯派（黃教）的格賴達吉仁波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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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因為預算問題，加上兒童之家的教養成效不佳，同時也為了

修正以「救濟」為出發點的政策，1991 年政府決定裁撤「西藏兒童之

家」，而蒙藏委員會也改將工作重點放在已具高中、高職學歷的西藏青

年升大學的培訓上，並提供就學、就業上的協助。此外，為照顧海外

藏人，政府自 1983 年起亦開辦「藏族青年職業訓練計畫」，利用以工

代賑的方式，為年滿 16 歲的藏族青年提供 3-6 個月職業訓練，讓他們

學得謀生技能，自 1983 年至 1989 年 9 月，總共辦了 15 梯次，計 250

人次的訓練，他們所有人都持外籍護照入境，並需依照切結書規定於

訓練完畢後離開台灣。 

然而在承辦職業訓練的過程中，有些藏人反應受訓時間太短，要

求延長訓練，蒙藏委員會幾經評估後，決定自 1989 年 9 月的 15 梯次

起，改採一年半受訓加有薪實習的新方式，訓練時間乃維持半年，再

加上一年的工廠實習。不過，自 1990 起，卻發生有人為了在台灣停留

更久，而出現參與職業訓練完畢後卻續留台灣的情形，計有 20 多位個

人自行離開工廠，就在當時戶籍登記作業乃未電腦連線的時候，持入

境證在各地辦理流動戶口，加入原本就已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藏胞

之行列。 

三、近期來台藏人(1991 至今) 

然而，1991 年「國人入境短期停留、長期居留戶籍登記作業要點」

修改後，不再主動發給來台參加教育計畫的藏族學生身分証，除依親

或商業投資外，藏人在台取得身分證就愈來愈難了。由上述原因來台

參加職業訓練的藏族青年，在結訓後逾期未歸又未辦理流動戶口取得

身分證明的藏族青年，離開工廠後就和蒙藏委員會失去聯絡，入境時

由蒙藏委員會代管的護照也過期了，在沒有取得居留權、護照又過期

的狀況下，就成了非法滯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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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上述的原因是因為許多西藏青年來台灣之前，受到許多在流

亡藏人社區所流傳著來台打工的故事影響，許多西藏青年聽信仲介人

的說法，可以持觀光護照到台灣合法工作賺錢，同時也為了能夠來台

參加職業訓練，許多西藏青年雖然可以向印度政府或尼泊爾政府申請

難民證做為暫時的旅遊證件，但由於難民身分的認定乃有爭議，爲了

方便起見，多數的西藏青年來台都以「購買」或其他非法方式所取得

印度、尼泊爾護照進出，不管原因為何，西藏青年來台的旅費和各項

辦理護照及仲介的費用都是向人借錢籌措來的，不料來到台灣後卻不

像聽說的那樣子，在沒有錢回家，也沒有錢還債的情況下，只好留在

台灣過著躲警察的打工日子。 

上述西藏青年的這種作為卻成了後續一連串問題的起因，在進入

台灣後，當他們想要辦理依親或因逾期居留想要延長簽證時間時，卻

被查出使用非法護照而被駁回，以致於使得他們在台灣成了進退兩難

的黑戶，只好繼續非法滯留台灣打工。 

滯留台灣打工的問題，也暴露了西藏人在流亡處境中公民身份取

得的尷尬，台灣憲政層次和實務政策運作上的落差，加上外交部、蒙

藏委員會、僑委會、內政部戶政司、入出境管理局及警政署等各單位

事權不統一，處理原則各異且相互矛盾，更讓在台藏人成了這些問題

下的犧牲者。 

面臨上述困境的藏人於是自力救濟求助多位的民意代表，立法委

員陳學聖為了解並解決這一百多位入境藏人逾期滯留的問題，於是向

行政院建議並推動以專案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經過多年的協商與折

衝，終於在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援的方式解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

的問題，使他們得到了合法的居留權，有了合法的居留權之後這些「在

台藏胞」陸續將其親人或子女以依親方式接應至台灣來定居，所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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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研究個案的由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專案特赦之後，反而使

得更多的人蛇集團鎖定藏人，助其違法滯留台灣，部分的在台藏胞親

友誤信其宣傳，為追求更美好的生活亦接踵來台尋找工作機會。 

除了上述各因素來台的藏人外，另外還包括應邀來台弘法的藏

僧，且自 1997 年達賴喇嘛訪問台灣以後，這種現象越來越普遍，據估

計每年由民間佛學中心邀請來台的喇嘛就有一千多人次並持續增加

中。 

參、 在台藏胞子女就學現況探討 

本研究所指「在台藏胞」係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援的方式解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的問題後其子女就學現況為探討對象。根據上述情

況，在蒙藏委員會指導下，以專案的性質成立「在台藏胞關懷行動小

組」從事在台藏胞實質照顧行動，該專案小組於 2005 年起逐步追蹤訪

問並造冊輔導，以 2006 年 10 月以前且目前子女在台及受訪時曾表示

有計畫接子女來台就讀者進行聯繫，共聯繫 22 位，訪問所有的聯繫名

冊其現況如下（詳如表 2-1），經扣除配偶中有一人為本國人後之藏胞，

其中正在國內之國中及國小就學者有 5 位。 

表 2-1：在台藏胞子女就學現況調查表 

編號 子女現況 現況瞭解及結果 

94003 14 歲，2005 年 6 月來台。
孩子尚未就學，在國語日報學中文，目前學

習狀況尚可。 

94085 19 歲，2005 年來台。 
現在印度讀大學，希望來台讀大學，但無管

道。 

94092 3 歲、9歲。 現在印度接受教育。 

94034 4 個兒子，希望來台。 
正在台南服役中，妻小皆在尼泊爾，服役結

束希望接妻小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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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3 11 歲、13 歲，希望來台。 未取得居留權，尚未考慮孩子的問題。 

94044 
一女兩男（5歲、13 歲、15

歲），希望來台。 
有兵役問題，妻小皆在尼泊爾。 

94065 一女兩男。 太太是台灣人，無問題不需協助。 

94093 6 歲、8歲，希望來台。 
不考慮來台就學，因教育費過高，先留在印

度受教育。 

94114 5 歲、9歲，希望來台。 小的在台讀幼稚園，大的在印度。 

95003 國中二年級。 

在台出生，成長至幼稚園階段回尼泊爾讀

書，國小三年級時再由尼泊爾來台，就讀至

今。 

94028 9 歲、12 歲，希望來台。 因無法接太太來台，尚無法接小孩來台。 

94094 13 歲，希望來台。 因小孩尚無護照，申辦中。 

94005 國小二年級。 
在台出生，兩歲時回印度，5 歲時回台灣自

幼稚園中班讀起至今。 

94007 
一女一男，均為國中一年

級。 

在印度出生，女生 12 歲、男生 9歲時來台灣，

兩者均由小學三年級讀起。為本研究之個案。

94008 國中三年級。 
在印度出生，2005 年來台就讀國一。為本研

究之個案。 

94015 15 歲。 無法連絡。 

94023 14 歲、16 歲，希望來台。 電話未接聽。 

94032 兩女三男，希望來台。 正服役中，妻小皆在尼泊爾。 

94082 14 歲，希望來台。 電話未接聽。 

94089 6 歲、10 歲，希望來台。 目前小孩在印度讀小學，預計來台讀大學。

94104 10 歲、16 歲，希望來台。 電話未接聽。 

95004 19 歲、24 歲，屬妹妹的孩 無法連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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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高中畢業，已辦妥依親

來台。 

資料來源：研究者依據 2006 年在台藏胞關懷行動小組工作報告自行整理 

肆、 結語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援的方式解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的問

題，人道專案救援後至今，在台藏胞已陸續取得身分證，在工作逐漸

安定，生活逐漸適應後，子女的教育開始成了在台藏胞生活的重心和

關注的焦點。希望孩子能在人生的起跑點上站穩、有新的未來，以後

也可以找到好的工作，過著比較好的生活。（080524.P31-02 訪）因此，

從子女的教育做起，成為在台藏胞最大的希望。 

第二節 學校適應的意涵 

壹、 前言 

何謂「適應」（adjustment）呢？每一個成長的個體有一定的社會

化過程，青少年也不例外；尤其青少年此時「第二性徵」明顯發展，

對國中階段的學童而言，會因為生理上的變化進而影響其心理而造成

情緒上的變化，在面對著自我統整的發展、訊息萬變的社會環境，所

有的桃戰都在這時候發生，因此如何去調適自己，使自己適應整個大

環境是非常重要的。但並非人人皆具有適應的能力，因此才有「適應」

的問題產生。所以本節將透過瞭解適應的內涵，並以適應的內涵為基

礎，去探討學校適應的意涵。 

貳、 適應的意義 

「適應」（adjustment）一詞，起源於生物學，是達爾文（C. R. 

Darwin, 1809-1882）在其「進化論」（Theory of evolution）中提到，

係指生物為求生存，而適度的改變自己，並與其客觀環境配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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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心理學家皮亞傑（J. Piaget, 1896-1980）也在其認知發展理論

中提到，適應是改變個體的基本行為模式，以適合環境要求的歷程。

適應的方式有兩種：一為同化（assimilation），另一為調適

（accomodation），而適應就是透過同化與調適以達到平衡狀態的歷

程。在此之後的心理學家更借用此一概念，把適應視為人類應付各項

內外環境要求及壓力的心理過程，並且進一步把適應一詞由

adaptation 改為 adjustment（吳新華，1996：21；羅婉麗，1998：8-9）。

因學者專家各持不同的觀點及理論來探究適應一詞的意義，就相關學

者的看法，首先，黃冠盈（1998：28-29）根據吳新華（1996：11-23）

的著作將外國學者的看法及研究者自行整理歸納如下： 

Freud 認為適應是個體能在愛和工作中得到快樂，是三我（自我、

本我、超我）間的和諧融合。 

Adler 認為個體能夠充分的社會化，且具有創造力，追求卓越，以

真實的角度關注生活，即是適應的表徵。 

Roger 認為個體能夠具有自我意識，向經驗開放，信任自己，接納

自己，有穩定的自我同一感，將個人的功能充分的發揮，即是良好的

適應。 

Maslow 認為一個能夠自我實現的個體，能接納自己也能接納別

人，不以自我為中心，能夠建立較久遠和諧的人際關係，亦即能達到

較高層次的適應水準。 

Allport 認為個體具有良心與意向系統的完美的、自我核心（core 

of self )，必能善用其認知功能，呼應環境的變化，不斷的調適自己，

具有成熟的人格和不斷成長的特質。 

Piaget 認為個體將新經驗納入舊經驗的結構中，形成一種新經驗結

構，是為同化，而改變原有的結構，以迎合環境的要求，即是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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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化與調適達到一個暫時平衡的狀態時即是適應。 

Arkoff（1963:4）認為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是為適應，是一種雙向

的互動過程。 

Henry（1972：10）指出適應乃是有關個體的技能，如何有效應付

環境的一種過程。 

Lazarus（1976：47-49）說明適應乃是個體一種成功或適當的因

應行為，能夠幫助個體達成環境對他的要求，或是克服個人內在加諸

於自身的壓力，使個體與其內、外在環境之間能夠維持和諧的關係。 

Kaplan 與 Stein（1984：3）定義適應為個體藉著各種技能及策略

用以應付、超越生活挑戰的一種過程。 

張春興（1998:18）認為個體為了與其生活的環境（社會環境外也

包括自然環境）保持和諧狀態所表現的各種反應。 

朱敬先（1995：65-82）認為適應是有機體想要滿足自身需求，而

與環境發生調和的過程，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而良好的適應就是個

人能有效追求並達到目的而不違反社會規範和侵犯人際關係。 

李坤崇（1995：27）認為適應應界定為個體與內在和外在環境持

續互動中，為滿足內在需求和外在壓力而採取適切因應行為，已獲致

美滿和合諧的關係。 

簡茂發（1986：13）認為適應是成就也是歷程，是個人為滿足其

生理、心理及社會的基本需求，而在現實環境中是當解決困難，在朝

向自我實現的歷程中，力求與環境的和諧，並從中得到滿足的狀態。 

由上述，乃因學者們之研究著眼點不同而有大同小異之分而已，

綜合分析後可定義適應乃為個體與環境間之交互作用的情境。 

參、 學校適應的意涵 

誠如上述探討可定義適應乃為個體與環境間之交互作用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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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國義務教育的型態下，學校生活是每個學童必須要面對的

一種社會型態，而且是長期影響著學童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在這麼

長的一段時間內，與學校的教師、同學一起生活、學習，在這樣的人

際互動過程中，青少年的適應問題就成了非常重要且必須重視的問題

了，有了良好的學校適應，其在學校的學習與生活才能順利進行；將

來面對其他社會不同團體，也才能有好的適應。而學校適應的義意為

何？綜合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看法，研究者將其整理歸納如下： 

王鍾和（1979：440-44）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有令人滿

意的成績及良好的師生互動關係之後，並能在社會關係上兩者皆能做

最滿意的發揮。 

徐慕蓮（1987：13）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中，與其週遭

的人、事、物發生互動關係，一方面快樂、充分學習，滿足自我需求；

一方面擁有良好和諧的人際關係，並遵守符合學校規範的行為，以達

到良好的學校生活適應。 

吳武典（1991：43-46）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環境中，所

表現的行為和學校環境取得均衡和諧的相符程度。 

吳新華（1996：95）針對學校適應亦指出，學校不僅是學習知識

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生活的場域，在這個空間中的人、事、物交互

作用著一連串複雜的互動關係，因而界定一個學生是否適應學校環

境，可由兩個方向來進行：一是學業成績，一是社會適應。 

張春興（1998:578）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在校的適應情形。學

生在校是否適應良好，主要按以下三個標準來評定：1.學業方面的成

就能達到適於自己能力的水準。2.行為方面能遵守學校既定的規範。

3.社會關係與情緒人格方面，能友愛合群與同伴融洽相處。 

李曉晶（2002：41）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進入學校環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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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隨學校環境裡所衍生而來的一切有形或無形的人、事、物，使用

各種得當的方式，使其和己身之需求，不互相衝突，從中個體並能感

到愉快和滿足的歷程。 

Youngman（1979：261）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環境中，所

表現的行為和環境取得均衡和諧的相符程度。 

Ladd（1989：280）指出學校適應主要是強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和

感覺（例如：喜歡和參與程度）以及在學校裡的行為表現（例如：學

業成就和同儕關係）。 

Perry (1998：185）則將學校適應的內涵分為：學業適應（包括

技能獲得、動機）、人際關係（包括同儕關係、與成人的關係）和合宜

行為（包括角色行為、注意力與情緒的自我調節）。 

林進材（1996：68-69）則更進一步指出學校適應是學生與學校環

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因此，他認為良好的學校適應加入個人適應的層

面，分為三方面來探討： 

一、個人適應層面： 

(一) 個體動機和需求的滿足：在學校生活中，個體的動機與需求能

夠獲得滿足，且是經由大家所認可的方式來進行。 

(二) 明確的自我概念：學生能夠了解自己、尊重他人、確定個人目

標與價值、智能成熟、情緒穩定、有滿意的心理效能。 

(三) 適度的情緒表達：學生的自身情緒表達和情緒控制適當。 

二、社會關係適應層面：指與學校的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包括： 

(一) 師生關係：學生能夠與老師相處融洽，認同老師角色。 

(二) 同儕關係：學生能與同學維繫良好的人際調適，保持良好的互

動關係。 

三、學習適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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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業成績：學生能在學習過程中得到自我滿足。 

(二) 課業學習：學生在學校生活中透過課業學習，學習到各種知識，

並達有效學習。 

(三) 課程適應：學生滿意學校課程內容與安排，學習所產生的困擾

少，對於學習抱持積極態度。 

綜合以上文獻的探討，對應本研究的目的，「學校適應」可定義為

是學生在學校環境中，為了因應自身需求與人際互動的衝突，以其問

題解決方式來維持個人與學校生活間和諧關係的狀態。研究者將分為

三大意涵來探討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情況：一為個人（心理）適

應層面，一為社會（人際）關係層面，一為學習（課業）適應層面。 

第三節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相關因素 

壹、 影響學童學校適應之一般因素 

根據研究者閱讀相關文獻後，發現影響學童學校適應的一般因素

有很多，歸納整理後通常包含了下列四大因素： 

一、 個人因素：如性別、智力、出生序、年級及年齡、學業成就。 

二、 家庭因素：如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和教養態度、家庭

結構、親友支持系統、教育期望。 

三、 學校因素：如學校規模、班級、教師、同儕關係。 

四、 社會因素：如族群刻板印象、族群差異、城鄉差距、文化差異

等等。 

有關學者及其論述研究者歸納整理如下： 

1.性別因素：羅婉麗（2000：63-64）的研究發現不同性別國中小

學生在整體生活適應、學校生活適應及人際適應有顯著差異，且女生

優於男生；廖思涵（2005：87-89）的研究亦指出國中男女學生性別與

生活適應在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男學生與女學生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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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2.智力因素：徐慕蓮（1987：24-25）的研究指出，綜合國小新生

之個人及家庭因素，對其學業成就具有顯著影響之因素，影響程度大

小依次為智力、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態度、性別、就讀幼稚園月

數；蔡瑞全（2005：28）的研究亦指出容易遭受同儕拒絕而導致學校

適應不良的學生，其智力顯著低於一般學生。 

3.出生序因素：徐慕蓮（1987：22-23）指出，國小新生之個人因

素中，在家的排行對其學校適應有顯著之影響。一般而言，父母對於

長子的期望較高，因此比較容易造成長子的壓力，產生學校適應困擾；

吳萬春（2006：103）的研究發現國中生的學校適應，會因出生序與社

經地位之不同而有不同程度的差異。 

4.年級及年齡因素：李坤崇（1992：95）發現，隨著年級之增加

學生的學習適應則是退步；吳新華（1996：136-37）同樣指出不同年

級學童生活適應上會隨年級增加而有差異，其中功課與遊戲的調適方

面中、低年級顯著優於高年級，另外在社會適應方面則是高年級顯著

優於中、低年級；羅婉麗（2000：73-75）亦發現不同年級的國中小學

生在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及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差異，其中國小

五年級的學生優於國中二、三年級的學生。 

5.學業成就因素：學業成就是衡量學童學校生活適應情形的一個

指標，而本身也會影響學童友伴關係（簡茂發，1983：83）與學校生

活適應（徐慕蓮，1987：29-30）。然而，何秀珠（1994：137) 研究指

出，學生學業成就主要受其學校生活適應之影響，如果學生與老師關

係良好、在學校生活愉快則學校適應良好，學業表現亦優異；鄭衣婷

（2007：105）的研究指出國中生學業成就表現愈好，其愈能享受學習，

反之，學業成就表現不理想時，愈會加深其焦慮、無助的情緒，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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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間有密切的關係，兩者是交互影響的。 

6.家庭社經地位因素：林淑華（1997：33；93-97)不同的家庭社

經地位會形成不同的次級文化，個體在不同的文化中長大，自然會形

成其獨特的行為方式、價值觀念、與生活型態；徐慕蓮（1987：31-33)

研究發現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同儕關係」、「社會成熟性」、「常規遵

守」、「生活適應」上皆優於低社經地位與高社經地位的學生；蔡瑞全

（2005：87）的研究亦同樣指出在學習適應方面高社經地位子女顯著

優於低社經地位子女；周國民（2007：180）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

好，家長社會資本愈豐富，子女的學業成就、學校適應也愈好。 

7.父母教養方式和教養態度因素：徐慕蓮（1987：33-35）綜合過

去的研究指出，父母管教態度若偏向於關愛者，其子女在學校的表現

較佳；反之，過於權威的家庭，其子女之學校生活適應則較差；楊憲

明（1988：145-48）在有關父母管教態度的研究中，發現權威、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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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雅芳（2005：164）研究指出父

母在管教子女時，應適時給予子女回應與要求，儘量採用高回應、高

要求的「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少用低回應、低要求的「忽視冷漠」

管教方式，如此便能營造良好家庭氣氛，建立和諧親子關係，子女便

能出現良好行為，而有良好的生活適應；吳萬春（2006：89）研究發

現國中生的學校適應會因父母親不同的教養方式而有顯著差異，父親

採用開明權威、寬鬆放任的教養方式之國中生的適應情形較父親採用

專制權威及忽視冷漠的教養方式之國中生的適應情形良好。 

8.家庭結構因素：羅婉麗（2000：81-82）的研究指出不同家庭結

構的國中小學生在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學校生活適應及人際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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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顯著的差異，且來自完整家庭的學生優於來自不完整家庭的學

生；余思靜（1999：143）的實證研究中發現，生長在不穩定的家庭（例

如：父母不合，經濟壓力大）的孩子較有可能有學校生活適應不良的

問題；陳金蓮（2006：16）亦指出能夠同時擁有父母完整關愛的孩子，

在其成長過程中自然得到充分的支持，才能獲得最佳的發展；反之，

則容易出現發展危機，進而影響其學校適應情形；葉川榮（2002：

177-78）研究原住民學童適應問題時亦發現家庭結構完整，父母婚姻

正常、工作正常或收入穩定且與子女一起居住的家庭，子女學校適應

上比較沒有問題。 

9.親友支持系統因素：余淑貞（2006：36）研究發現在家族中若

沒有人成為生活中的導師，除先生外，最有可能的就是公婆或妯娌，

若是親族關係融洽，從孩子的照顧、教養、課業的督導、與老師的溝

通、遇到困難的協助等等，都可以有人從旁協助或引導，對於國中學

生在學校生活適應及人際適有正面的效果；吳柏姍（2004：30）研究

指出，學童本身的特質與家庭的支持等因素對學童的學校適應也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當這些因素對學童有不同的期望或給予不同的支持

時，不同文化背景的學童就會產生不同的學校適應模式，並影響其學

校適應情形。 

10.教育期望因素：徐慕蓮（1987：24-25）指出，綜合國小新生

之個人及家庭因素，對其學校生活適應具有顯著影響之因素，影響程

度大小依次為性別、學業成就、父母教育期望、排行、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教育態度，共同可解釋及預測其學校生活適應的總變異量；鄭衣

婷（2007：24）指出教學、自律支持、教育期望、目標結構、成就回

饋和人際關係等環境因子皆與學童的學業成就有高度相關性；周國民

（2007：61）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態度與教育期望會影響子女學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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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適應的情形，父母若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是積極的、支持的、關心的、

興趣的，則子女的學習動機、自我抱負較高，學業成就的表現亦較佳；

反之，若是消極的、不支持或不聞不問，則學童的自我要求也降低，

學校適應欠佳，學業表現也就得過且過。 

11.學校規模因素：學校類型或規模愈大或所在地愈近都市國小學

生的學習適應、學習行為愈佳（李坤崇，1990：145；陳英豪、林正文、

李坤崇，1988：25）；吳新華（1996：139）研究指出學校類型中規模

愈大的學校，其學生在師生或同儕互動的社交技巧上與規模較小的小

型學校有顯著得差異；陳春輝（2006：117）研究發現學校規模愈小（如

12 班以下），師生互動影響教學的成效愈好，而班級數愈往上如 13-36

班、37-60 班至 61 以上則教學的成效卻愈遞減。 

12.班級因素：林清山（2005：582-86）指出學生的成就會隨班級

大小的增加，學生成就隨之減低，班級組成中的學生能力，低能力學

生在異質班級中的成就要比在同質班級中的成就顯著的低，而極端異

質的班級也與學生成就低有關連；黃玉枝（1991：80）在對國中資優

生與普通生的學校適應比較研究中發現，資優學生的勤學適應、師生

關係及同儕關係優於普通學生，而勤學適應、師生關係及同儕關係都

是影響學生學校適應的因素。 

13.教師因素：Starr（1970：99）指出教師與學童的互動關係中，

若有較多正面且積極性的認知則學童的學業成就較高，進而影響學童

學校適應；何秀珠（1994：131-38)研究指出教師亦是學生學校生活適

應的靈魂人物，教師性別與性別化特質，對學生學校適應、學業成就

均有直接影響；張慧文（1984：90-107)的研究同時發現，教師性別差

異對學生課業適應、人際適應、努力與動機及班級適應上均有顯著的

影響，而且不同的教師領導類型在藝能表現、課業適應、實作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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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班級適應上的差異皆達到顯著程度；洪郁雯（2007：209-13）研究

指出教師是學生知識學習最主要的來源，教師的教學引導與技巧方式

上，多鼓勵同學提問、相互討論、對教學內容做詳盡的陳述與發表，

過程中同學彼此的激勵、運思力量之大，常會引發意想不到的學習效

果。 

14.同儕關係因素：Bernstein（2002：29-31）指出同儕關係的重

要性是因為在過去生活型態以大家庭為主的社會中，學童有很長一段

時間都與親人居住生活在一起，協助學童成長的過程中除父母親以

外，祖父母、叔伯、姑嬸…亦扮演重要角色，如今社會結構的改變，

以小家庭為主及雙薪的父母親必須將學童送進托兒所、安親班…，而

同儕團體就取代了親人，成為學童成長中的重要他人；林生傳（2005：

281-90）亦指出由於國中生看重學業價值，因此，學生在同儕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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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儕關係之優劣確實與學生學業成就優劣成正相關；許瑞蘭

（2003：76）研究指出同儕關係在國中生時期地位會變得重要，所以

同儕間互動所發生的人際問題也比較多，依「青少年依附量表」所得

的結果，其中「同儕互動」的適應平均分數（3.42）與整體適應平均

分數（3.43）接近，顯示國中生其與同儕之間互動的品質，與其在學

校整體生活適應的品質相近，可知同儕間的互動關係是學校生活整體

適應中很大的要素之一。 

15.族群刻板印象因素：Weedon（2004：13-14）指出在移民社會

中，學童對彼此認同存在著很大差異的看法，一般當地學童首先會以

族群的外表作為是否認同對方的要件，而移民者會先以心態上主觀認

定是否認同新移入的族群為要件，所以，族群刻板印象影響學童彼此

的認同，進而影響學童學校適應，譚光鼎（2002：123）指出就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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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行為而言，教師的族群刻板印象、成就期望都有可能影響學生的

學習行為；黃冠盈（2000：24-27)的研究亦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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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秀芳（2004：143-44）的研究

中提到老師對跨國婚姻家庭子女沒有歧視，因為會盡力提供他們協

助，但提供協助不表示老師對跨國婚姻家庭子女沒有刻板印象，老師

對他們的期望較低，無形中就可能影響他們的學業成就與表現。 

16.族群差異因素：許木柱（1991：405）指出由於族群差異的因

素，原住民社會的教育問題，就是原住民學生的學業適應普遍較差，

尤其是與漢人社會文化密切相關的國文和數學兩科；李曉晶（2002：

100）在慈輝班學生學校適應研究中發現原住民學生在勤學適應上優於

非原住民學生，而勤學適應是影響學生學校適應的面向之ㄧ；柯乃文

（2006：39-40）研究指出不同的族群對社會資本的掌握及對子女的教

育態度與想法也不同，進而造成不同族群之學生學業成就有明顯差

異，就美國而言，中國與韓國的移民家庭，對子女的教育有較高期望，

所以有較高的學業成績，相對於墨西哥裔的移民家庭，則對子女的教

育期望不高，而不利於子女的學業成績。 

17.城鄉差距因素：吳新華（1996：105-07）指出，來自不同地區

的學童在學校適應上有顯著差異，來自城市的學生優於來自郊區的學

生，都市或大規模的學校較有利於學童的學習，其學習成就或學習適

應較佳；而小規模或郊區的學校有利於學童社會層面的發展，心理的

壓力也較輕；林梅蓉（2006：106-14）研究發現就單親家庭學童而言，

其整體學校適應並不因為城鄉差距而有所差異，但是因為偏遠地區學

校，單親比率較高，學童之間並不避諱談論單親身分，反而在同儕之

間有更好的互動，也間接影響到學童整體學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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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文化差異因素：蔡文輝（1995：93-95）指出文化是每一個社

會為適應其自然環境而發展出來的一套生活方式，那麼文化間的差異

自然存在，而文化的差異不僅在兩個社會裏可見，在同一個社會裏也

可發現分歧現象；黃冠盈（2000：29）在文化差異下的學校適應研究

指出，個體一但遭受心理的失衡狀態時，會依循著不同的方式進行調

適的工作，但不同調適方式的採用會導致不同的行為結果，是以，少

數族群在面對社會強勢文化的壓迫下，所採取的適應方式除了認同之

外，也有可能以反向作用的方式進行無聲的、消極的反抗，反應在學

習上的結果，採取認同策略的，便能獲得較多的成功機會，採取反抗

策略的，多半於學業成就上無法有較好的表現；王聖雯（2006：218-20）

研究指出，由於跨國婚姻家庭文化上的差異，班級導師及學童父母親

在對學童管教與輔導方面時常存在落差，而這種落差造成親師之間的

對立關係，進而影響學童的學校適應。 

綜合以上的論述得知影響學生學校適應的背景因素總共有 18 項，

但在這 18 項因素中，哪一些才是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重要因

素呢？有哪一些因素是能夠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目的的關鍵因素

呢？這是當初一直困擾著研究者的問題，當研究者進入質性研究中的

重要階段，參與觀察及深度訪談後
9
，從深度訪談中所獲得的資料與所

探討的相關文獻加以比較與驗證後，研究者將可能影響在台藏胞子女

學校適應的重要因素歸納為七點，分別是個人因素中的學業成就、家

庭因素中的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及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因素中的

教師及同儕關係、社會因素中的族群刻板印象及文化差異，分述如下： 

貳、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人因素 

由上述的分析後可定義適應為個體與環境問的交互作用的情境。

                                                 
9 本次的研究共訪談 20 位，分別為導師 3位、專任教師 6位、家長 2位、同儕 6位及研究對象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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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適應如何，端視其是否與環境取得和諧關係而定。適應良好者所

表現之人格特徵，是具有安全感與自信心，能接納自己；保持內心之

和諧，情緒穩定；能與人維持和睦關係，且進一步其行為能符合社會

期望，並能發展良好的社會態度與技能（羅婉麗，2000：19）。然而，

何秀珠（1994：137) 研究指出，學生學業成就主要受其學校生活適應

之影響，如果學生與老師關係良好、在學校生活愉快則學校適應良好，

學業表現亦優異；鄭衣婷（2007：105）的研究指出國中生學業成就表

現愈好，其愈能享受學習，反之，學業成就表現不理想時，愈會加深

其焦慮、無助的情緒。可知學業成就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間有密切的關

係，兩者是交互影響的。在研究者訪談的個案中有這麼一段對話，符

合上述學者的看法：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的學業成績如何？ 

天  格：平平，應該說是不好，約在全班中下。 

研究者：你滿意嗎？ 

天  格：不滿意吧！ 

研究者：既然不滿意，你認為該如何解決？ 

天  格：除了數學以外，其他科目我自己應該都讀的來，自生

要背，只有數學要理解，數學我不想考得太難看。 

研究者：為什麼數學不想考得太難看？ 

天  格：因為數學老師對我們全班都很好；如果我數學能考好

一點我就有機會進入全班 15 名以內。 

研究者：能夠進入全班 15 名以內這代表什麼意思？ 

天  格：表示我是一個好學生，爸爸媽媽、老師及同學就會更

接納我，我會更快樂。（080407.S2-03 訪） 

從天格表情與語氣中，研究者可以感受到國中生課業的壓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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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們的教育體制將衡量一個學生的優劣窄化到以學業成就為唯一標

準或重要標準，此一標準在學生內心是如何影響其學校適應與家庭適

應，值得進一步探討。 

參、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家庭因素 

自古以來家庭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組織。個人的生存、

種族延續、文化的傳承、國家的建立，莫不以家庭為根據。雖然，隨

著社會的變遷與文化的進步，家庭結構的逐漸改變，跨文化家庭組合

更加特殊，家庭的功能也起了質的變化，但是家庭仍是人類社會生活

的重心所在。鄭淵全（1997：51）指出家庭背景、環境因素對學生個

人學業成就的影響，在心理學、社會學的研究裡，早已肯定其影響力。

根據徐慕蓮（1987：31）研究指出舉凡家庭的社經地位、家人關係、

父母教養態度與參與情形、家庭生活氣氛……，均對兒童的學業成就

和人格適應有很大的影響。 

  一、家庭社經地位 

有關學童學校適應之家庭因素，一般研究最常見的是家庭社經地

位與子女學業成就的關係，而大多以父母親教育程度及職業階層來代

表社經地位的指標。鄭淵全（1997：53）指出大多數的研究均證實父

親的職業地位高低對子女學業成就有極大的影響，父母親教育程度高

低與子女教育有密切相關，父母親教育程度及職業階層愈高，其子女

學業成就愈高。徐慕蓮（1987：31-33)研究發現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

「同儕關係」、「社會成熟性」、「常規遵守」、「生活適應」上皆優於低

社經地位與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周國民（2007：180）研究發現家庭社

經地位愈好，家長社會資本愈豐富，子女的學業成就、學校適應也愈

好。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中有一段研究個案－天寧的導師 M1 如下的說

明，恰好符合上述論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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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請問導師貴班天寧同學的課業表現如何？ 

導師 M1：差不多後十名，我們班約三十五個同學。 

研究者：導師您能不能描述貴班天寧同學重要考科課業表現如

何？ 

導師 M1：文科如果願意讀是可以讀得來，英文其實以前應該有

底子，但文法應加強，數學幾乎不行，分數幾乎都是

零分或落在十分以內，以前以為他不會背九九乘法

表，加強他背九九乘法表後，成績是有比較起色。 

研究者：家長知道他的孩子在學校學業成績的表現嗎？ 

導師 M1：絕對知道（導師已肯定的語氣回答），聯絡簿都有成

績的顯現，家長也很關心孩子的學業，上學期還會為

孩子的課業成績問題到校與我討論。 

研究者：成效如何呢？ 

導師 M1：家長配合著督促，孩子雖不是有很大的進步，但起碼

也不至於退步。下學期開始後我漸漸發現家長在聯絡

簿上只簽名，不像上學期有頻繁的互動，孩子的課業

也就越來越退步，經過我的詢問後，得知父親的工作

不穩定，有將近兩個多月的失業，最近又有一新工

作，且忙於現階段的工作，下學期有好一段時間我撥

打父親的手機都沒有接聽，進入語音信箱後也沒有回

我的電話，應該是為工作忙碌。（080328.M1-02 訪） 

由上述的文獻探討與研究者訪談的資料，究竟家庭社經地位對在

台藏胞子女的學校適應為何呢？頗值得更進一步的探討。 

  二、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 

在學童由家庭踏入學校的環境中，接著是開始接受教育、學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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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並且也會開始留意自己在課業方面的表現，有些學童往往在課業

方面遭受到相當挫折，因而對學童的適應產生影響。羅婉麗（2002：

33）研究指出父母親如採民主開放的方式教養，則對子女的學習有利。

在此教養方式下，子女受到較多的關懷、親子間有良好的溝通、親密

的親子關係，因而得以專注學習發展其潛能。徐慕蓮（1987：33-35）

綜合過去的研究指出，父母管教態度若偏向於關愛者，其子女在學校

的表現較佳；反之，過於權威的家庭，其子女之學校生活適應則較差。

李雅芳（2005：164）研究指出父母在管教子女時，應適時給予子女回

應與要求，儘量採用高回應、高要求的「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少用

低回應、低要求的「忽視冷漠」管教方式，如此便能營造良好家庭氣

氛，建立和諧親子關係，子女便能出現良好行為，而有良好的生活適

應。研究者在與天格的訪談中，發現在台藏胞對子女的管教方法與態

度似乎以中國傳統教養方式並以打罵的體罰教育為主： 

研究者：你在台灣求學過程中，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家庭跟其他

同學的家庭有不一樣的地方？ 

天  格：有，我們那邊（指西藏）是爸爸管比較嚴，這邊（指

台灣）是媽媽管的比較嚴，【台灣在邊】父親只負責

去工作賺錢養家。 

研究者：這樣有差別嗎？能不能再進一步說明。 

天  格：有。老爸力氣比較大，打起來比較痛，媽媽力氣比較

小，我覺得應該被打時必較不會痛，所以我覺得讓媽

媽管比較好。 

研究者：老爸管你的方式都以打你為主嗎？ 

天  格：是，不如他的意，他就會打我。 

研究者：那媽媽管你時會不會打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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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格：也會。（080319.S2-02 訪）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在學校的表現如何？你滿意嗎？ 

天  格：搖頭。 

研究者：不滿意嗎？ 

天  格：是，不滿意。 

研究者：你認為要怎樣改善呢？ 

天  格：不知道（猶豫一下）。應該說大人只會罵我，也不告

訴我如何改，整天只會罵罵罵，怎麼做不好、怎麼做

不好、怎麼做不好……（連續強調好幾次，情緒似乎

有點激動）。（080407.S2-03 訪） 

打罵的管教方式與態度，就研究者在國中校園裡教育現場的觀察

幾乎已是不存在的事實，但家庭教育裡依然存在許多打罵的管教方式

與態度，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管教方式與態度的落差對在台藏胞子女

的學校適應為何呢？也頗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肆、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學校因素 

學校是依照教育的目的，為便於教學而特別安排的結構化環境，

在我國九年義務教育的正式教育環境中，學童每天大部分的時間生活

在學校裡，學校環境與氛圍的良窳，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品質與生活

適應，而其中最重要的兩個因素為學童與教師及同儕互動的關係（吳

新華，1996：105；Starr，1970：386-87）。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中，

就學校因素對個案影響最大的因素，亦是顯示出為學童與教師及同儕

互動關係這兩項因素。 

  一、教師 

洪郁雯（2007：209-13）研究指出教師是學生知識學習最主要的

來源，教師的教學引導與技巧方式上，多鼓勵同學提問、相互討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對教學內容做詳盡的陳述與發表，過程中同學彼此的激勵、運思力量

之大，常會引發意想不到的學習效果。曾惠敏（1994：33）指出舉凡

教師的人格特質、領導方式、學識經驗、教學技巧的運用均將影響學

習的成效；然而，學生對學科好惡的態度，大半決定於師生間的關係，

因為豐富的知識與靈活的教學技巧可決定「教師教什麼」，而師生間的

關係卻可決定「學生學到什麼」。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中幾乎所有研究

的個案天寧、天格、天魯（三位個案的化名）都與上述文獻的論點相

互驗證： 

研究者：在學校所有老師中，你最欣賞哪一位老師，為什麼？ 

天  寧：健教老師，還有公民老師。 

天  格：導師及數學老師。 

天  魯：國文老師、音樂老師還有我們班導。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寧：他們上課時候不會太嚴肅，講的笑話比較多。

（080407.S1-04 訪） 

天  格：他們常常鼓勵我。（080416.S2-04 訪） 

天  魯：國文老師是常會教我中文，音樂老師也是一樣（尤其

在一年級的時候），班導時常都會主動幫我。我最渴

切的就是中文趕快加強，而這些老師都會主動幫忙

我。（080407.S3-04 訪） 

  二、同儕關係 

同儕（peer）係指同年齡、同背景的友群而言，青少年階段最明

顯的轉變之一即係同儕的影響力大增，父母的影響力相對的減低。黃

德祥（1994：501-02）指出不同年級階段父母與同儕取向之差異資料，

發現在國小至高中四個年級階段中，國小六年級時，接近 60%的學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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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父母親取向（parent orientation），此外同儕取向（peer 

orientation）的比例甚低（在 10%以下），但到了國中二年級（八年級）

時，父母親取向明顯下降（至約 35%左右），而同儕取向顯著提高，到

了高一（十年級）時，同儕取向就超過父母親取向，到了高三（十二

年級）時，同儕取向比率接近 40%，父母親取向下滑至 15%左右，此可

顯示父母的影響力日益消退。曾惠敏（1994：33）指出同儕團體的文

化亦會影響個人對於學校生活及學習態度的看法及表現，學生在同儕

團體中的地位與其學業成就有正相關存在，同時學生的同儕地位也影

響其在班上的行為表現。林生傳（2005：281-90）同樣指出，由於國

中生看重學業價值，因此，學生在同儕團體的互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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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儕關係之優

劣確實與學生學業成就優劣成正相關。 

伍、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社會因素 

譚光鼎（1998：95-96）指出以文化因素為探究出發點的學者認為，

導致教育失敗的原因是後天教養（nurture）方式的差異，而不是先天

本質（nature）的缺陷。因此，後天教養的環境（包括家庭、社區）

所涵蓋的價值觀、道德觀、行為模式、語言、風俗習慣都會因為文化

的不同而產生差異，而學校體系大多是反映一個社會主流文化價值的

場域，少數民族進入這樣的體系中受教育，勢必遭逢一些文化適應的

問題。黃冠盈（2000：10）研究指出許多國外的文獻對於影響少數民

族教育成就因素的探討，已由原先生物上的遺傳不利的基因學觀點，

轉而強調後天環境的文化差異因素來加以探討。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

中就文化因素的族群、文化差異兩項因素屢屢被提及，頗值得研究者

進一步的研究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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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族群刻板印象 

何謂族群？何謂刻板印象？又如何產生族群刻板印象呢？王甫昌

（2003：18）指出所謂的族群一般被認為是在「國家」或「民族」的

範圍內，具有不同文化的社會團體。刻板印象一詞本身原是中性的，

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描述，或可說是對某一事物或是人的固定印象，

亦可以視為是關於可辨認團體之成員的基模，是一種建構化的概念。

但由於在做辨認的過程中附加了價值判斷，而這種價值判斷通常是負

面的，因此弱勢族群經常被賦予負面的刻板印象，例如少數族群經常

會被認為是學業成就低落的，而以台灣原住民為例的話，一般而言大

多是負面的，在體質特徵方面會認為原住民都是眼睛大、皮膚黑、輪

廓深等等；在性格特徵上則被認為是喜歡酗酒、生活水準低、懶散，

另外較正面的則是純樸、熱情豪慢等等（許木柱，1991：406-07 ）。 

由於各民族之歷史背景語言型態生活方式禮儀風俗之不同族群之

間極容易產生不良的互動關係和衝突。不良的族群關係主要包括偏見

和歧視，並且構成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譚光鼎，2002：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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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4-27)。研究者訪談了研究個案－天格的導師 M2 及研究個案－

天魯的國文專任教師 T31，對在台藏胞子女分別的印象如下： 

研究者：老師您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在台藏胞的子女？  

導師 M2：沒有。 

教師 T31：沒有，從來沒有。。 

研究者：您對這些孩子有些什麼印象？ 

導師 M2：外表皮膚較黝黑，長相與本地學生也不大一樣。 

教師 T31：就像是演電視的連續劇，看到青康藏草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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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真的很純真，很開朗，聽到音樂聲就會開始動，

剛來時只會講西藏話及英文。（080222.T31-01 訪） 

研究者：天格在您班上的整體表現如何？ 

導師 M2：中下。 

研究者：您覺得天格喜歡上學嗎？ 

導師 M2：不大喜歡上學。前一陣子他常找藉口到健康中心休

息。剛開始他會遞單子（假單），後來常沒遞單子就

跑去健康中心休息，為此我還鄭重的警告並糾正其行

為。 

研究者：對天格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導師 M2：也許是我的刻板印象吧，他比較像我們的原住民學

生，比較會偷懶，比較不喜歡做，應該說是比較喜歡

打混或是混水摸魚。（080328.M2-03 訪） 

  二、文化差異 

人類行為的差異，尤其是偏差行為方面，究竟由於種族的遺傳生

理因素，亦或由於後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至今對這個問題雖然無法

做一決斷性的答案，但在不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個體的發展情形多

少有所不同，則是不可否認的事實，許多文化人類學家及心理學家，

都會發現不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孩子，在幼時就有其特殊行為模式（林

正文，2002：193）。黃冠盈（2000：124)研究指出，文化差異是否存

在向來是為大部分的人所質疑，從部分漢人的觀點出發，在原、漢都

服膺一套共同的學校教育體系之下，文化差異並不明顯。然而如果文

化是一種生活的形式與態度，那麼不同的文化之下所孕育的思考模式

必定會有差異，只是大部分的人並沒有敏覺到。事實上，文化差異仍

然影響著原住民的學習式態，數學科是他們最感困難的科目，以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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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學習為例，由於在泰雅族的日常生活中不太需要進行大量的運

算，因此泰雅族普遍缺乏精確的數量觀念與運算策略，同時也缺乏

「乘」、「除」相對的概念。本研究的個案裏，發現其學業成績當中也

以數學科是他們共同最感困難的科目。研究者訪談了三位研究的個案

及個案的三位導師均有如下的表示：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在課業方面的表現如何？ 

天  寧：還不錯，但有待加強。 

天  格：平平（中下）。 

天  魯：還好。因為我自我要求不高。 

研究者：成績最好的是哪一科？ 

天  寧：最好的是社會科。 

天  格：英文跟公民，就算我不讀也可以考九十幾分。 

天  魯：英文跟地理。 

研究者：成績最不好的是哪一科？ 

天  寧：最不好的是數學，其次是自生。（080319.S1-03 訪） 

天  格：最不好的是數學。其次就是自生。（080407.S2-03 訪） 

天  魯：最不好的是數學、其次是理化（最近比較好）、歷史、

公民。（080328.S3-03 訪） 

此外，陳銘祥（2002：36）在受蒙藏委員會的委託研究報告裡指

出，經過其研究小組在初步了解西藏社會與台灣社會最大的不同在於

西藏乃是一個宗教社會，宗教規範所有的生活方式，所以，文化差異

是最重要的變數。 

另外，文化的差異也直接影響父母對子女教養的方式與態度，本

地學生傳統文化中，教養學童的責任通常母親大於父親，在訪談的資

料當中發現在台藏胞子女父母親管教份量的分工是以父親為主體與本



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三位國中生為例 

 42

地學生父母親管教份量的分工是以母親為主體恰好相反，而在台藏胞

子女的父親管教態度較偏向專制權威管教方式，天寧的導師對研究者

如此的說明：「……其實是希望小孩子讀好，只是教導的方式我覺得有

一點不對，尤其是爸爸，有一些觀念還蠻執著的，比如說，他會認為

他自己最了解自己的小孩應該用什麼方式是最有效的，這一點他還蠻

堅持的，換句話說就是以打罵和嚴格的要求才是最有效的……，爸爸

及媽媽都管的很嚴，但是管教方法是乎有待商榷（以打罵教育為主），

所以與孩子常有衝突發生……，但在溝通的過程中（指學生家庭聯絡

簿），我覺得爸爸不是很好溝通，很堅持自己的想法，家裡媽媽只會簽

字，內容是完全看不懂。」（080523.M1-03 訪）這種文化差異如何影響

在台藏胞子女的學校適應，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陸、 結語 

綜合上述文獻與訪談資料，研究者將欲探討的背景因素歸結分為

四個面向，七個項目。分別為個人一般因素中的學業成就、家庭因素

中的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及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因素中的教師及

同儕關係、社會因素中的族群刻板印象及文化差異，做為本研究探討

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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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質性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採用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藉由個案

的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多元測定方法，探討在多族群的

文化差異中，天珠國中（化名）在台藏胞子女來台就讀國中後學校適

應的情形，並深入瞭解天珠國中在台藏胞子女在國中就學裏學校適應

的情形與有關影響在台藏胞學校適應之重要相關因素。本章節將就本

研究採個案研究的理由、研究場域、個案選擇與介紹、研究的限制、

資料蒐集方法以及資料處理與分析做說明。 

第一節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的理由 

壹、 前言 

台灣有關外來移民者的學童學校適應議題，這幾年來大部分關注

及焦點均著重在外籍配偶子女身上，幾乎沒有人探討到一樣為外來的

移民者－在台藏胞；同樣地，在為生活打拼的同時亦必須關心下一代

子女教育的問題。由於目前在台藏胞子女就學於國中小的人數尚不

多，約五人左右，由於母群及樣本數量太少，若使用量化的研究方式

來進行研究，所得到的結論將不具代表性，這是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

究法的理由之ㄧ。 

另外，一般使用量化的研究方式來進行，所得到的結論多半傾向

普遍化的通則，無法具體反應被研究者的心理歷程，及其和環境、族

群互動的真實細微情形，探討在台藏胞子女之學校適應過程的主觀心

理感受，這是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究法的理由之二。 

個案研究是指：「以某一個社會單元做為一個整體所從事的研究，

而從事研究之單位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團體、一個機關、

一個社區、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不過，並非個案研究的對象只能

是一個，研究者視研究問題與目的做為單一個案（single-case）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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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個案（multiple-case）選擇的參考依據（Yin,2003：14-15,21-28）。

林佩璇（2005：240）主張個案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討一個個案在

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性質，以了解他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個案研究

應用於教育情境中，通常都是從一較整體的觀點來了解教育實際的問

題；對個案研究者而言，研究的興趣在於了解過程，而不在結果；在

於了解脈絡，而非一個特定變項。 

潘淑滿（2003：246）指出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為

一種個別深度的描繪，且偏向質的一種研究方法，期望對個案深入的

了解，來探索其與全體的相同與相異點。也是一種探索及分析社會單

位生活過程的方法。Starr（1970：58-64）認為在教育上所應用的個

案研究法至少有三種方法：理論尋構與檢驗的個案研究法

（theory-seeking and theory-testing case studies），就是藉由尋

找既有的理論為依據，並運用不同理論觀點切入整個研究過程對個案

的觀察與資料蒐集及檢驗其合理性、真實敘事方式的個案研究法

（story-telling and picture-drawing case studies），就是藉由個

案情境脈絡中的圖片或文字等資料的蒐集，並以結構化方式描述來真

實反應研究個案的實際情形、評估性的個案研究法（evaluative case 

studies），就是研究者將自己視為最方便及有效的評估者，並建立一

種同理心的理解將研究個案資訊傳達給讀者。 

其中以真實敘事方式的個案研究法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個案研究

法；所以，研究者認為個案研究乃著重在一項特殊狀況、事件、方案

或現象，情境脈絡係個案研究的研究核心，其興趣在於討論現象的過

程、意義的詮釋、以及理解的追求，而非傳達一些統計的數據，並透

過豐富、厚實的現象描述，顯現出現象在情境脈絡裡的完整性與意義

性。而個案研究的特點就是具有強調整體性、特殊性、描述性、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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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歸納性、探索性和自然類推性
10
（林佩璇，2005：243），其中自然

類推性即研究者欲加以發揮之處。 

加上研究者為現職國中教師兼任組長，與天珠國中學校校長、主

任、組長及研究的個案學生關係良好，對天珠國中環境相當瞭解，透

過天珠國中校長、主任的引介，認識與本研究相關的導師及專任教師，

師生對此議題雖感陌生，但多積極願意參與本研究，為在台藏胞子女

學校適應之教育議題奉獻心力。 

貳、 個案研究資料蒐集與檢核 

  一、資料蒐集部分 

潘淑滿（2003：264）指出個案研究者在進行個案研究的過程中，

會運用何種方式來收集資料呢？一般而言，在個案研究中，經常被運

用來收集相關資料的方式，包括：檔案文件法、訪談法與參與觀察法。

Yin ( 2003：85-97）亦歸納個案研究蒐集資料的方法有六種方式：為

文件(documentation）、檔案紀錄（archival records）、訪談

（interviews）、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s）、參與觀察

（participant-observation）、外在的人為物件（physical artifacts）

等。 

因此，本研究欲探索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情形，所以在資料

蒐集的部分採用訪談方式為主，主要訪談對象為個案學生，並包括個

案學生生活中重要他人（教、導師、家長、同儕），並配合課堂、巡堂

及下課時間的觀察，另外對於教學日誌、輔導 AB 資料、點名簿、個案

學生的日記、聯絡簿、成績單則視為一般文件資料加以蒐集。 

 

                                                 
10 所謂自然類推並不在產生新的通則，而是將個人的經驗融入個案發現中，產生一種新的理解後

對原有以認識的通則作依修正（林佩璇，20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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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料檢核部分 

信度與效度是關係到研究結果被採信的程度。質性的個案研究是

屬於自然情境的探究方法，研究的結果具有獨特性，長久以來，個案

研究的信度與效度一直引人爭議，因此，如何提高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將影響著研究的品質。有關如何確保個案研究的信度與效度，潘淑滿

（2003：265）提出五種策略供參考： 

策略一：被研究者共同檢核 

當資料收集完成，在進行資料分析與研究報告撰寫之際，可邀請

被研究個案提供回饋意見，期能充分掌握被研究個案之觀點與想法。 

策略二：三角檢定法 

將不同資料來源或方法所收集之資料，經由交互檢核印證方式，

提高資料詮釋與報告之可性度。 

策略三：長期參與 

研究者必須長期參與整個個案研究過程，才能充分、完整掌握被

研究現象或行為之意義。 

策略四：情境脈絡之了解 

研究者必須對研究情境脈絡，進行完整、豐富的描述，才能幫助

讀者充分掌握研究重點與了解研究現象。 

策略五：同儕討論 

研究者可以透過與同儕討論及交換意見的過程，進一步釐清研究

問題的焦點，並發展出務實可行的研究策略。 

林佩璇（2005：257-59）亦表示，質的個案研究標準是不同於科

學典範的判斷，相對於科學典範的判斷，質的研究的品質判斷標準在

於研究的確信性（trustworthiness)，並提出四種平行於科學典範的

準則：可信性（credibility）、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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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ability）、一致性（conformability)，以提高質的研究的確

信程度，分別敘述如下： 

(一) 可信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度，指個案研究資料真實

的程度。有五個方法可增加資料的真實性：l.資料來源多元化。2.研

究的同儕參與討論（peer debriefing）。3.相異個案資料的蒐集

（negative case analysis）。4.資料蒐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

（referential analysis）。5.資料的再驗證。 

(二) 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度，指資料的可比較

性與詮釋性。遵守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原則，不只是陳述

受訪對象的表面行為，更進一步要闡明其行為背後的環境脈絡、意向、

意義。 

(三) 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內在信度，研究者要將整個研

究過程與決策加以說明，以供判斷資料的可靠性。 

(四) 一致性（conformability)：指資料的客觀性。為確保「資

料來源與詮釋乃立基於受訪者的環境脈絡」之原則，研究者的角色儘

可能客觀、中立、不介入，且不以主觀看法和預設立場來解釋受訪者

的世界，而是直接、真實呈現之。 

根據上述原則，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為了能確保研究資料的可

信，先與受訪者建立一個互信的關係，而研究者專注的傾聽、適時的

同理、適時的眼神接觸與表達感受，讓受訪者感覺到被尊重與理解，

這樣將有助於受訪者敞開心胸，將真實的想法與感受娓娓道出。在研

究過程中，除了運用錄音機來進行文本的蒐集外，訪談中亦會記下受

訪者非口語訊息。在謄寫訪談逐字稿或反覆閱讀逐字稿時若發現問

題，會當面或以電話向受訪者查證。在逐字稿謄寫完成後，將逐字稿

送與受訪者檢視與確認，以求資料的有效性，以確保分析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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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料校正部分 

本研究主要使用三角測量法（triangulation）又稱多元測定，是

指在同一事件中使用一個以上的來源資料，並且透過使用不同資料、

方法與人員進行交叉檢驗，檢驗不同資料來源的一致性。Winter

（1995：23）認為在使用三角測量法時，最好使用三種以上的方法來

比較並描述，才可以獲得比較正確的結論，因為使用三個角度來探究，

比較不易將注意力集中在某一個單一方向，而忽略另一個方向，而且

經由三個不同觀點的對照，更可以從兩個對立觀點以外的第三個觀點

來協調折衷其間的對立與差異，甚至提出更圓融的觀點。 

在「單一的多元測定」（within methods triangulation）中可分

為：方法的多元測定（methods triangulation）、資料來源的多元測

定（data triangulation）、分析者的多元測定（analyst 

triangulation）、理論觀點的多元測定（theory-perpective 

triangulation）（潘淑滿，2003：73-74）。因此「觀察、深入訪談、

文件分析等皆成為主要來源，文件又包含日誌、田野日記、自傳、隨

筆、心得報告、考卷、作業、錄音（影）帶、照片等」（蔡清田，2000：

194）。 

在方法的多元測定方面，以深度訪談法為主，參與觀察法為輔，

本研究將從不同現場蒐集資料進行校正，如訪談資料、課堂觀察、下

課觀察、教學日誌、輔導 AB 資料、點名簿、個案學生的日記、聯絡簿

等文件的多重來源，進行資料來源的多元測定與校正；而在分析者的

多元性方面，則採用成員檢核（member check）的方法，針對同一資

料進行另一面向的詮釋與判讀。在觀察與訪談結果做成逐字稿後，商

請個案的導師或專任教師對內容做修正與意見提供。資料初步分析之

後，將分析後之原始資料交給個案的導師或專任教師，檢閱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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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其原意是否有過大出入，並將其意見予以修正。 

第二節 研究場域 

在台藏胞子女進入國中、小學校就學的人數，根據蒙藏委員會 2007

年人數統計為 5人，而且均集中在桃園縣，分別國中有 3 人，國小有 2

人。天珠國中地屬桃園縣北區，目前就讀的在台藏胞子女人數為 3 人，

亦能提供多元及豐富的資訊供研究。 

壹、 天珠國中背景綜合介紹 

天珠國中坐落於桃園縣北區高人口密度的市中心裏，與台北縣形

成交匯，亦是外來流動人口聚集的新移民社區，學校四周交通發達，

生活機能便利齊全，工商業聚集發達，學校是已成立十年左右的大型

學校，班級數六十一班以上，除兩班特殊性向的管樂班單獨成班外，

其餘班級均按教育部常態編班規定編班，學校並設有資源班，提供身

心障礙的學生便利的學習，學生數近二千二百人，全校教職員工平均

年齡約 35 歲，鬥志高昂，每年學生升學進入國立高中、職約 280 人以

上，是家長心目中的明星學校。 

一、 天珠國中的地理環境 

天珠國中是坐落於桃園縣北區新興開發區的一所大型學校，來到

學校附近馬上可以感覺到新舊交雜的現象，充滿無限的想像與可能

性，由於與台北縣仳鄰而居，外來人口相當多，居民為了生活打拼到

處充滿著活力，現代化群居型的公寓大廈稀疏整齊的坐落，道路規劃

十分完善，對外交通十分便利，學校就位在二十米的大馬路旁。 

二、 天珠國中的歷史與規模 

天珠國中是一所創辦十多年歷史的大型學校，每一年級差不多有

二十一個班級，全校共有班級數六十一班以上，將近二千二百位學生。

大部分學生平常自己走路或騎腳踏車上學，較少部份則由家長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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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珠國中的校長、主任、老師、工友加上職員將近 125 人，師生相處

融洽，全校教職員工平均年齡約 35 歲，鬥志高昂，每年學生升學進入

國立高中、職約 280 人以上，是家長心目中的明星學校。 

三、 天珠國中的校園環境 

有關校園環境方面，當驅車前往時在遠處即可看見巍峨校園及寬

廣的操場映入眼簾，校區的綠化工作相當不錯，令人有清爽的感覺，

學校主要的建築物行政及教學大樓大致交織成一「目」字型的五層樓

現代化的建築，規劃得宜，動線順暢，班級教室則安排在一至三樓層，

分別是九至七年級各擁有一個樓層，四、五樓層分別是各實驗室及專

科教室，校園環境可以說是一所相當完善的學校。 

四、 天珠國中的學校特色 

天珠國中是一所大型學校，我國國中各學校均面臨強大的升學壓

力，升學成績亮麗則學校班級數增加，反之，升學成績不佳則學校班

級數快速流失，天珠國中在如此強大的升學競爭壓力中，除了能幫助

學童順利升學至理想的高中、職外，學校也能適時提供學生接觸各項

社團，如管樂、體育、英語、數理資優社團等發展學生多元智慧，學

校並設有資源班，提供身心障礙的學生便利的學習。 

貳、 研究對象班級介紹 

三位個案的班級是以 S 型編班下的常態班級，同學男女比例相當，

導師及專任教師以隨機抽籤方式產生。本研究主要的場域即在各研究

對象所處之班級中的教室氣氛、師生互動，以及研究對象對於教學、

人際關係的反應情形都是介紹的重要面向。以下即針對個案一所在的

寧班、個案二所在的格班及個案三所在的魯班作大致的介紹。 

一、 個案一：天寧的寧班 

個案一天寧的寧班是七年級的班級，班級是按教育部常態編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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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電腦採 S 型隨機編班，班導師則由抽籤決定，是一位帶班及教學

經驗相當豐富的年輕國文女老師，班上共有 37 位學生，班上有 19 位

男生及 18 位女生，同時有一位男同學是原住民，寧班班級平均學業成

績在全校七年級班級中屬於中上水準。 

二、 個案二：天格的格班 

個案二天格的格班亦是七年級的班級，班級亦是按教育部常態編

班規定由電腦採 S型隨機編班，班導師則由抽籤決定，也是一位帶班

及教學經驗相當豐富的年輕英文女老師，班上共有 38 位學生，班上有

19 位男生及 19 位女生，格班班級平均學業成績在全校七年級班級中

屬於中等水準。 

三、 個案三：天魯的魯班 

個案三天魯的魯班是九年級的班級，班級亦是按教育部常態編班

規定由電腦採 S型隨機編班，班導師則由抽籤決定，是一位帶班及教

學經驗相當豐富的年輕數學女老師，班上共有 37 位學生，班上有 19

位男生及 18 位女生，同時有一位女同學是原住民，由於九年級馬上將

要面臨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升學壓力，置身在魯班時可以感受班上因

升學壓力而用功的氣氛，魯班班級平均學業成績在全校九年級班級中

屬於中等水準。 

第三節 個案的選擇與介紹 

壹、 個案選擇 

研究者是桃園縣少數較早關懷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的教師之

一，或許是那一份的感動，在出席幾次研討會，發表過幾篇短文，做

過一篇實證的行動研究後；2007 年的暑假應蒙藏委員會的邀請，出席

由國立暨南大學沈慶鴻教授所主持「在台藏胞親職教育成長營」擔任

國中組講師，赫然發現在台灣有一群同樣是「移入者」－來自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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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及其子女，正因為他們人數少，更容易被多數人遺忘與忽略；研

究者在成長營中與其家長、研究的對象、工作人員彼此的接觸與互動，

有了更深層的了解後，是那份無名的感動，決定為這一群樂天知命卻

被我們社會所遺忘與忽略的在台藏胞盡一份棉薄的力量；因為參加成

長營中就讀國中小學童共五位（國中三位、國小二位），而國中階段是

研究者所熟悉的場域，此時正在職進修的研究者毅然決定以這三位在

台藏胞子女為研究的主題與方向
11
，三位研究對象分別是就讀國一的天

寧、天格及就讀國三的天魯。 

貳、 個案介紹 

研究者與個案並不陌生，因為在 2007 年 8 月時擔任「在台藏胞親

職教育成長營」國中組講師，彼此有不錯的接觸與互動；研究者在本

研究裡為保護研究的對象，均採取化名的方式進行，個案的化名按研

究者當初的想法是要被研究的個案自己決定，經幾番的互動與討論

後，三位研究的個案均靦腆的請研究者代為決定即可，經研究者幾番

思量與討論後，決定以具有西藏特色的方式加以化名，並在尊重個案

的意願後，將三位被研究的個案化名為：天寧、天格、天魯
12
，分述如

下： 

  一、個案一：天寧（化名） 

天寧：在印度出生，9 歲時來台灣，來台灣後從小學三年級讀起。

現為國中一年級的學生，是一位皮膚黝黑、臉型輪廓深邃的小男孩，

個子不高，從外表上一看就能感覺與本地的學童有所不同；感覺稍胖

一些，身體健康個性開朗時常保持笑容，為人熱心喜歡出公差，渴望

                                                 
11 參加成長營中就讀國中小學童共五位，國中階段是研究者所熟悉，因此以僅有的三位研究個案

為對象，當時一位是天珠國中二年級學生，另兩位為是小六學生但畢業後將進入天珠國中就讀。 
12 「天」字取自於頗能代表西藏文化之ㄧ的—天珠；「寧」、「格」、「魯」三字取自於藏傳佛教四大

教派之ㄧ的寧瑪派（紅教）及格魯派（黃教），所以，天寧、天格、天魯三位被研究個案的化名就

誕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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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對師長很有禮貌，在與他訪談的時候即能感覺得來他樂觀與天

真無邪的性格，訪談的紀錄中發現他處世的標準就是—「凡事快樂就

好」。 

雖然在乎他自己的學業成績，但是不強求，快樂的時候就多唸一

點書，不快樂的時候就不想唸，班上成績自己知道並不理想屬於中下，

最喜歡的科目是童軍及健教；班上的人際關係不錯，根據研究者的觀

察紀錄：「上課的時候與老師及同學有經常的互動，常常逗得全班笑嘻

嘻，但有時候也會有不知節制甚至擾亂到上課秩序，經任課老師制止

後會安靜一下子，但沒多久又故態復萌，可以說是上課中最活耀的一

位。」（080128.S1-03 觀），下課的時候，從來不見他孤單一人，一定

會三兩好友聚ㄧ群在聊天；在家中排行老么，家裡有一位大他兩歲的

姊姊，姊姊亦是本研究的個案--天格。 

  二、個案二：天格（化名） 

天格：在印度出生，12 歲時來台灣，是本研究的個案--天寧的姊

姊，姊弟兩者來台灣後均由小學三年級讀起。現亦為國中一年級的學

生，也是一位皮膚黝黑、臉型輪廓深邃，蓄著短髮的小女孩，從外表

看起來有一點像是印度人，聲音略帶點低沉的磁性。 

2007 年 8 月參加「在台藏胞親職教育成長營」時，是小學六年級

的學生，靦腆好學經常發問，但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瀟灑的自信，英

文可以說是在台藏胞子女第二個母語，而天格對英文的表達流暢，令

研究者對她的印象特別深；這次因為做研究的關係，再次與天格見面，

發現其性格已有些微的改變，變的比較自我也比較叛逆，與其導師訪

談的資料中發現導師已開始擔憂她的狀況，尤其功課有下降的趨勢，

國中一年級上學期成績還能維持在全班 15 名以內，一點都不輸給本地

的學生，最近因交友複雜，交了蠻多二、三年的學長學姊，還曾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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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家的紀錄，班上成績都掉在 20 名以後了，最喜歡的科目是社會及視

覺藝術；班上的人際關係似乎較冷淡，在與其同儕的訪談資料中，同

學對她的看法是：「也許因為年紀比班上同學大三歲，所以她若不主動

找我，我是不會主動找她，但是她如果主動找我，我會與她做朋友，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因為他講義氣。」

（080602.C21-02 訪）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上課的時候與老師及同學幾乎沒有任何的互

動，有時候還會沒有聽課，偷偷地拿學校訂購的雜誌墊在底下看，不

敢讓老師發覺，下課時幾乎馬上不見人影，去找別班的同學互動；在

家中排行老大，家裡有一位小她兩歲的弟弟，弟弟亦是本研究的個案

－天寧。 

  三、個案三：天魯（化名） 

天魯：在尼泊爾出生，15 歲時由印度來台灣，因為已超過台灣就

讀小學的年齡上限，來台時直接就讀國一，是一位長的英俊挺拔的美

少男，從外表看不出來自西藏籍的學生，與本地的學生幾乎在外表上

沒有甚麼差別。 

該生導師表示，該生國一時中文的聽、說、讀、寫均有待加強，

經過天珠國中師生的努力，搶救其中文能力後，現為三年級的學生，

研究者在與其訪談過程中中文的溝通並無障礙，對師長很有禮貌，為

人也很客氣，班上成績不理想屬於中下，自己本身認為是因為一、二

年級時，尤其是一年級時中文程度跟不上，所以，幾乎除英文以外的

科目都聽不懂，現在中文程度已經好許多了，自己也懂得加緊用功，

他渴望升學，希望自己未來在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中可以得到好成績；

班上的人際關係只能用「超好」這兩個字來形容。 

根據研究者訪談的資料中無論男同學或女同學都很喜歡與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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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認為他是一位和藹親切的好同學，尤其是他能表演一手好的

Bigbox
13
，全班幾乎都到過他們家玩過，也吃過他們家的西藏料理；另

外，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紀錄：「上數學課的時候與老師及同學有經常的

互動，老師有時會特別詢問他對講課的內容有瞭解嗎？同時前後左右

座位的同學也會主動上前為他做第二次的解釋。」（080319.S3-05 觀）；

沒有兄弟姐妹，是家中唯一的獨子。 

第四節 研究的限制 

壹、 研究者的角色與身分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為一研究工具，應保持中立，在研

究的歷程中，如何避免讓個人主觀的態度、價值判斷去影響到研究的

過程與成果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每次個別訪談或觀察結束後，研究

者會儘快將訪談或觀察過程中所發生的重要事件、訪談或觀察進行時

的心得與發現，詳盡的紀錄下來，這些訪談或觀察札記除了可以幫助

研究者誠實的進行自我反省，讓自己能夠更明確的掌握研究進程外，

更可以將這些觀察紀錄與心得，用來補充逐字稿，進一步輔助資料的

分析，用以確保研究的可信度。 

另外，基於學術倫理的考量在進行觀察時，個案及老師均已事先

知曉，觀察時是否為最真實的自然情境，難免會有失真的情況，加上

研究者的現職是教師身分，受訪個案及個案同儕在面對學校師長的情

況下難免會有壓力出現，受訪個案及個案同儕對於問題的回答可能會

避重就輕或有所推託。 

貳、 研究對象對私領域的保留 

屬於私密性的個人及家庭生活被提出來討論時，有些研究對象或

受訪者，可能會有所保留或隱瞞，以致造成資料蒐集的不足。所以研
                                                 
13 是口技的一種，能藉由口腔及胸腔模擬各種樂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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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盡可能在訪談之前先與研究對象或受訪者建立密切的關係，並取

得其信任，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專注的傾聽、適時的同理，讓研究

對象或受訪者感覺到被尊重與理解，希望藉此將有助於真實資料的蒐

集。 

參、 文化差異的限制 

西藏文化自古以來就有別於漢文化，而本研究的個案及其家人，

來台灣的背景更為特殊，來台灣前都曾在尼泊爾及印度居住過一段時

間後，接受過一段時間印度式的教育與其生活方式，研究對象蘊含著

是西藏文化與印度文化的融合體，由於不同文化間的差異，會有不同

的行為表現、思考模式、風俗習慣等等，所以研究者在分析歸納整理

資料時，務必凡事小心，時時加入文化差異的因素做考量，避免資料

的誤判。 

肆、 資料來源的限制 

本研究在資料來源的校正部分是使用三角測量法又稱多元測定，

基本上，多元測定的運用是假定沒有一種研究方法是絕對的好或不

好，有優點也有限制；既然沒有一種研究方法可以完全回答研究者想

要探究的問題，那麼多元測定有助於互補不足，在「單一的多元測定」

（within methods triangulation）中可分為：1.方法的多元測定

（methods triangulation）、2.資料來源的多元測定（data 

triangulation）、3.分析者的多元測定（analyst triangulation）、

4.理論觀念的多元測定（theory-perpective triangulation）（潘淑

滿，2003：73-74）。本研究採用方法的多元測定、資料來源的多元測

定及分析者的多元測定，希冀藉由這三者多元測定的互補性，將資料

來源的限制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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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成果類推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研究成果乃是針對特定

個案的問題，加以分析整理後歸納出來的結論，因此也就不具普遍的

類推性。 

第五節 資料蒐集方法 

本研究為達研究之目的，欲藉由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方式，採取

深度訪談法，參與觀察法及文件分析法等多元測定來蒐集個案資料，

希望藉由資料的相互驗證後真實呈現在台藏胞子女的學校適應情形。 

壹、 深度訪談部分 

訪談法是質性研究收集資料的方法之ㄧ，基本上，訪談法是研究

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特定對象收集與研究有關的資料，以便

對研究的現象或行動有全面是的了解（潘淑滿，2003：138）。所以，

深度訪談是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面對面的接觸方式，訪談者透過設計

的問題來詢問受訪者，以得到符合研究假設的答案。 

  一、訪談對象與內容 

  （一）三位研究對象 

根據研究者選取之研究對象進行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過程先徵

詢受訪者的同意（詳如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再於訪談過程中進行全程

錄音，以了解研究對象學校適應的情形。訪談大綱詳如附錄二。 

  （二）六位同儕 

根據三位研究的個案及導師於深度訪談中所提及的同儕，選取研

究對象在學校要好的同儕進行深度訪談，訪談過程先徵詢同意（詳如

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再於訪談過程中進行全程錄音，用以了解研究

對象的學校適應情形。訪談大綱詳如附錄三。 

  （三）九位教師（三位導師、六位專任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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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研究對象的三位導師及六位專任老師進行半結構式深度訪

談，訪談過程先徵詢同意（詳如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再於訪談過程

中進行全程錄音，藉以了解研究對象學校適應之情形。訪談大綱詳如

附錄四。 

  （四）兩位家長 

針對研究對象的父親或母親進行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訪談過程

先徵詢同意（詳如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再於訪談過程中進行全程錄

音，藉以了解研究對象學校適應之情形。訪談大綱詳如附錄五。 

  二、訪談時間 

本研究訪談時間由 2008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08 年 6 月 17 日止，將

以電話及親自訪談的方式進行，分別了解研究對象學校適應之情形。

個案訪談與觀察時間分配一覽表詳如附錄六。 

貳、 參與觀察部分 

人類的活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許多人類行為的現象必須透過互

動才有意義，而意義更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不同（嚴祥鷺，

1996：196）。而觀察法通常運用在質性研究中以實地觀察法為主，又

可區分為「參與觀察」及「非參與觀察」兩種情形。本研究將採取參

與觀察的方式，以局內人的角色觀察教室內、外的教學及作息過程，

用以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在學校生活環境中的調適，對學習環境（教師、

同儕、課程教學）的反應和互動情形，研究期間初期將採取的開放式

觀察，當研究者對於觀察場域有一定的認識後，採逐步聚焦觀察。研

究者藉由透過參與，希望能融入研究對象真實的學校生活中，以期對

研究對象的認知與作為能有正確的描述。 

  一、觀察時間 

為瞭解研究對象在學校的適應狀況，本研究擬採參與觀察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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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 1月 1日起至 2008年 6月 17日止，進行約22週的觀察研究（詳

如附錄六，個案訪談與觀察時間分配一覽表）。在時間安排上，理想上

是希望能觀察到每堂課的上課情形，但因研究者的時間限制，僅能固

定於每週中不固定的選定三個半天進行觀察，並同時注意研究對象下

課時間的行為表現，以觀察到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以外的表現。 

  二、進入現場 

在研究過程中，取得守門人（gatekeeper）的同意是必要的，也

是整個研究能否進行的關鍵（嚴祥鷺，1996：204）。研究者透過本身

服務學校的校長介紹，認識了天珠國中的校長與教務主任，在經由教

務主任認識了三名研究對象的導師，在與研究對象的導師懇談後，認

識了各班重要幹部（如班長、副班長、風紀、學藝等股長）並再次的

與研究的對象見面
14
，導師也首肯願意大力支持本研究，且代為轉達各

班的任課專任教師，以利研究者能隨時進入研究現場觀察。 

  三、維持關係 

研究者為了與現場的所有被觀察者（如研究的個案、同儕、導師、

專任教師）維持良好關係，研究者每次進行觀察時一定攜帶自行準備

的禮物百寶箱（內含一些小禮物如棒棒糖、飲料、原子筆等等），適時

適地的拿出來獎勵或感謝支持與參與研究的所有人，很快地，研究者

不再是一位陌生人，完全融入研究場域中。 

  四、主要報導人 

參與觀察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和現場幾位報導人（或關鍵人）

（key informants）建立密切的關係，這些主要報導人往往就是研究

者在現場最好的朋友和資料的來源（潘淑滿，2003：283）。研究者發

現也許是研究者的誠意亦或是禮物百寶箱的作用，縮短了與研究現場

                                                 
14 研究者於 2007 年 8 月「在台藏胞親職教育成長營」擔任國中組講師時即與三位研究對象建立良

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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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距離，很快地，專任教師，班長、副班長風紀、學藝等幹部

都成為研究者的主要報導人。 

  五、觀察紀錄簿 

觀察紀錄簿按研究者構想將分為兩種：一是教室觀察札記簿，用

於觀察現場的即時紀錄，二是省思札記簿，用於無法當場紀錄下來的

時候，例如事後的回溯、健體、綜合、藝術與人文課、課餘、放學時

間甚至假日等等，研究者將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紀錄於觀察紀錄本

上，以求完整的呈現事實的真相。 

  六、退出現場 

通常質性研究工作者，往往不會感覺研究是完全的，總是會覺得

還有一些甚麼事需要被了解，也總是有一些事情會讓研究者感到興趣

（潘淑滿，2003：285）。從務實的角度來看，研究者若是想要完成本

研究，就必須彈性的確定研究的完成點為何時。所以，在距離研究者

預計退出現場的前三星期，便已告知三位研究的個案，對於研究者的

即將離開，三位研究的個案並未出現太多的情緒反應，其中個案－天

格流露出期待的眼神向研究者請求說：「老師，以後您有空能不能來教

我數學，我想讓我的成績變得更好。」（970606 省思札記）。 

研究者知道三位研究的個案中就屬天格對自己的學業成績期望最

高，是這 20 週的相處使研究者和三位研究的個案彼此更加的認識與了

解，感動之餘研究者告知天格今年暑假或許不行，因為我要進行研究

論文的後續寫作，也許明年的寒假或暑假我會撥出一段空檔時間教她

數學，同時也一並告訴她讀書的方法中有一項重要的因素就是－不累

積錯誤；遇到不了解或不懂的問題，寧願慢慢來都沒有關係，就是一

定要將問題搞懂，就會有進步；最後一天要離開的時候再一次的與三

位研究個案的導師、教務主任、校長致謝，作一正式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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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文件分析部份 

本研究主要使用三角測量法又稱多元測定，在資料來源的多元測

定方面，為能更真實呈現研究對象的樣態，提出更圓融的觀點以符合

研究的目的，資料來源除訪談記錄、觀察紀錄為主外，將再透過研究

對象的輔導資料 AB 表、教室日誌、個案學生的日記、聯絡簿、點名表、

學籍資料，教學日誌等文件，以了解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 

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資料收集來源主要有二，一是訪談記錄，一是參與觀察紀

錄，本節將兩者資料的處理與分析的方式分述如下： 

壹、 資料處理部份 

質性研究資料的收集工作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而且所收集的資料

形式往往都是複雜且多元；所以，研究者在資料收集之前，最好就能

發展出一套簡單明瞭，合乎資料的管理原則，方便研究者對研究過程

所收集的資料，分門別類儲存、管理與取用（潘淑滿，2003：321）。

以下將就受訪對象的編碼、受訪及觀察對象內容的編碼、訪談問題的

編碼，分別說明如下： 

一、 受訪對象的編碼 

受訪對象學生的部分，天寧為 S1、天格為 S2、天魯為 S3；老師的

部分 M1 為天寧的導師、M2 為天格的導師、M3 為天魯的導師；天寧的

專任老師為 T11 及 T12、天格的專任老師為 T21 及 T22、天魯的專任老

師為 T31 及 T32；天寧的同儕為 Cl1 及 Cl2、天格的同儕為 C21 及 C22、

天魯的同儕為 C31 及 C32；天寧及天格為親姊弟，所以家長父親為 Pl1

及母親為 P12、天魯的家長父親為 P31 及母親為 P32（詳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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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對象編碼一覽表 

個案 暱稱 班別 導師或專任老師 同儕 家長 

導師 M1 
S1 天寧 甲 

專任 T11、T12
C11、C12 父親 P11 

導師 M2 
S2 天格 乙 

專任 T21、T22
C21、C22 母親 P12 

導師 M3 父親 P31 
S3 天魯 丙 

專任 T31、T32
C31、C32 

母親 P32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 受訪及觀察對象內容的編碼 

正式訪談將採錄音，在訪談結束後轉譯為逐字稿，逐字稿會依據

「日期」、「訪談對象」、「次數」、「資料類別」四大部分予以編碼（詳

如表 3-2）。例如：2008 年 3 月 19 日對個案天寧-S1 第三次訪談，則編

碼為（080319.S1-03 訪）。 

表 3-2：受訪及觀察對象內容的編碼意義表 

編碼 意義 舉例 

080319.S1-03 訪 

080319：2008 年 3 月 19 日

S1：代表個案-天寧 

03：代表流水號，依訪談的

順序排序 

訪：代表訪談所得之資料 

研究者：有準備升學嗎？ 

S1：有想過，家裡有經濟壓力

會考慮先就業，念書有機會再

說。（080319.S1-03 訪） 

080116.T21-01 觀 

080116：2008 年 1 月 16 日

T21：代表個案天格在第一

位任課老師的觀察 

天格很愛上歷史課，看得出來

每次上課精神都不錯，尤其愛

聽歷史故事。（080116.T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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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代表流水號，依觀察的

順序排序 

觀：代表觀察所得之資料 

觀） 

（    ） 代表解釋說明 同學（分組時）會故意排擠我！

…… 代表省略的話語 
國一的時候人際關係較差……

常常搞不清楚…… 

【    】 
代表補充文字使句子表達

更完整 

他就像本國籍的孩子一樣，不

會說因為他是【在台藏胞子女】

就有什麼不一樣。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 訪談問題的編碼 

本研究的目的在分析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個人心理適應情形、人際

關係適應情形及課業學習適應情形，訪談大綱對應於本研究的目的，

對於研究對象，同儕、老師及家長的部分，皆可分為個人心理適應、

人際關係適應及課業學習適應三個部分的問題加以編碼，分別編為 P：

個人心理適應、S：人際關係適應、L：課業學習適應。 

貳、 資料分析部份 

不論是經由何種資料收集方法，質性研究往往收取大量語言資

料，解釋分析這些資料便益形重要。「敘說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亦稱「言詞分析」或「言說分析」）也變成為是當前質性研究的分析

方法上快速發展的方法。「敘說分析」發展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

故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問題」而予以剖析。而剖析的訣

竅除了分類結構、登錄技術考量外，最重要乃是研究者在此「安排」

和「再安排」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澄清和洞察人們的語言中到底「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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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胡幼慧，2003：159-64）。以下將就受訪對象資料的檢核、受訪

及觀察對象資料的分析，分別說明如下： 

一、 受訪對象資料的檢核 

本研究主要使用三角測量法又稱多元測定，在同一事件中使用一

個以上的來源資料，並且透過使用不同資料、方法與人員進行交叉檢

核，檢核不同資料來源的一致性。所以，本研究將從不同現場收集到

的資料進行校正，例如訪談資料、課堂觀察、下課觀察、教學日誌、

聯絡簿、輔導資料 AB 表、點名表、學籍資料等等文件的多重來源進行

校正，以期能更真實的反應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 

二、 受訪及觀察對象資料的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分析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個人心理適應情形、人際

關係適應情形及課業學習適應情形，所以，訪談及觀察紀錄轉成逐字

稿之後，將重要有關的陳述句予以畫線標明，並於訪談及觀察紀錄資

料檢核的同時一並分析資料應屬於個人心理適應、人際關係適應及課

業學習適應三個部分的那一部分後加以編碼，分別對應編碼為 P、S、L，

以便資料的分析能對應到研究的目的。有關資料分析編碼的意義（詳

如表 3-3）。 

表 3-3：資料分析編碼的意義表 

編碼 意義 舉例 

080118.S1 訪-P 

080118：2008 年 1 月 18 日 

S1：代表個案-天寧 

P：代表訪談回答到個人心理適

應問題 

我有綽號，不會排斥，這是

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有的

（080118.S1 訪-P） 

080220.S1 觀-P 
080220：2008 年 2 月 20 日 

S1：代表個案-天寧 

下課時有同學故意的一直

輕推天寧，天寧不耐煩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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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代表觀察到個人心理適應問

題 

對方咆嘯，並反推回去

（080220.S1 觀-P） 

080319.S3 觀-S 

080319：2008 年 3 月 19 日 

S3：代表個案-天魯 

S：代表觀察到人際關係適應問

題 

 

課堂中老師於台上講解

時，天魯會不定時的向前後

左右的同學請教，同學亦會

不厭其煩的為他解說

（080319.S3 觀-S）。 

080328.S3 訪-L 

080328：2008 年 3 月 28 日 

S3：代表個案-天魯 

L：代表訪談回答到課業學習適

應問題 

我數學很差，都不會，基礎

不好（080328.S3 訪-L）。 

080425.T22 訪-S 

080425：2008 年 4 月 25 日 

T22：代表個案天格第二位任課

老師 

S：代表訪談回答到人際關係適

應問題 

他就像本國籍的孩子一

樣，不會說因為他是【在台

藏胞子女】就有什麼不一樣

（080425.T22 訪-S）。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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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之剖析 

由於本研究中的三位個案各有不同的經驗與經歷，若一開始便將

三位個案予以統整分析，恐難以深刻地瞭解他們的學校適應情形，也

恐怕會因此切斷他們的經驗，因此，本章試著從三位個案的個別經驗

出發，將個案於學校生活中的心理層面、人際關係與課業學習，透過

文字的鋪陳，將個案的學校適應情形作逐一的呈現，希望能貼近三位

個案的學校生活經驗。 

第一節 個案一：天寧學校適應情形 

天寧是在印度出生的小男孩，在印度讀過印度人辦的小學，來台

灣的時候由小學三年級開始就讀，研究者做研究的這一段時間與他相

處，發現他整天都很快樂，笑口常開，加上他的長相圓潤，耳垂大且

下垂，頗有彌勒佛之相，也有幾分討人歡喜的樣子，但是，有時候與

他的言談之中只要話匣子打開就是講個不停似乎稍嫌聒噪些，來台灣

後適應的蠻好，身心都很健康。 

研究者：你在台灣讀過小學嗎？ 

天  寧：有。 

研究者：從小學幾年級開始讀？ 

天  寧：從小三開始唸的。 

研究者：小學一、二年級在哪裡讀的？ 

天  寧：在印度。 

研究者：你能說明一下印度小學的情況嗎？ 

天  寧：【學校】是印度人辦的學校，學校很大（與天珠國中

作比較），大四、五倍，印度籍的學生居多，都用英

文溝通，同學（在印度的同學）也處得不錯，上課講

話、寫字都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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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台灣與印度的學校綜合比較你較喜歡那邊的學校？ 

天  寧：我比較喜歡這邊（台灣）的小學。 

研究者：是什麼原因呢？ 

天  寧：因為這邊（台灣）有畢業旅行，東西也比較好吃，這

邊（天珠國中）朋友又更多。（080116.S1-01 訪） 

壹、心理適應 

  一、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 

相對於在台藏胞子女而言，由印度的西藏流亡政府所在地來到台

灣，是從物資缺乏進而到物資富裕的轉變；對於在台灣的青少年而言

由國小升上國中又是一種快樂學習進而到競爭學習的轉變，物質的富

裕滿足了天寧成長發育的需求： 

研究者：台灣的東西也比較好吃，你都喜歡吃些什麼？ 

天  寧：【我】最愛炸雞、珍珠奶茶、壽司……反正很多很多

啦！（天寧展現喜悅愉快的心情） 

研究者：在印度吃不到這一些嗎？ 

天  寧：是的。 

研究者：那你都吃一些什麼東西呢？ 

天  寧：反正我也不會講（不會形容）啦！幾乎每天都吃ㄧ樣

的東西，也不好吃。 

研究者：你在印度的時候就這麼胖了嗎？ 

天  寧：沒有。來台灣之後差不多胖了十多公斤，我想我該減

肥了！（此時天寧笑的很靦腆卻又很滿足的樣子）。

（080116.S1-01 訪） 

也許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類每一個人的本能與權利；讓自己的下

一代過得更舒適些則是每一位為人父母親的天性與職責，在台藏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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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千辛萬苦來台的目的就是要盡一位為人父母親的職責，讓下一代過

得更好而且更有未來，天寧的父親這樣子說道：「孩子是我們的希望，

台灣這裡比我們在印度那裡好太多了，機會多但競爭也大，我希望孩

子在這裡（台灣）能過得快樂，以後也能更有前途。」（080524.P11-01

訪）天寧的父親希望天寧在台灣能夠以升學為主，如果不是一塊讀書

的料時，也希望天寧能學得一技之長，找份好的工作： 

研究者：你來台灣（國中階段）讀書的主要目的是什麼？ 

天  寧：好玩就好了，就是每天都很開心就好了。 

研究者：我們先不談好玩或不好玩或是開心與不開心，你知道

父母親對你的期望是升學還是就業呢？ 

天  寧：不知道耶！應該會是升學吧！（080116.S1-01 訪）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的學業成績如何？ 

天  寧：還可以。 

研究者：你滿意嗎？ 

天  寧：滿意。 

研究者：為什麼滿意？ 

天  寧：因為我差不多落在全班 26 名，我想會越來越好，我

還贏一些人（該班有 36 人）。（080416.S1-05 訪） 

西藏民族就是宗教性的民族，由於佛教的影響，西藏民族也較能

樂天知命，而天寧在個性上就屬於達觀型這一類的孩子，其次，因為

由印度的西藏流亡政府所在地來到台灣，是從物資缺乏進而到物資富

裕的轉變，與在印度的比較之下，除了見識到台灣富足的一面外，同

時也見到台灣學校活潑教學的另一面，本研究的三個個案在性格上都

顯示出其樂觀的本質，天寧這樣子說道：「我上課每一堂課都很開心，

這裡（台灣）上課老師講很多笑話，我自己也有很多笑話，所以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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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課都】很開心。」（080319.S1-03 訪）研究者就觀察到：「天寧上

課時幾乎沒有安靜過，時常與老師及同學有互動，有時候甚至互動到

不知節制而影響到上課秩序，被任課老師制止後全班會哄然大笑，不

過一會兒，天寧又故態復萌與老師及同學又互動起來。」（080128.S1-03

觀）也由於天寧有許多的笑話，為人也不屬於比較衝的那一型，在班

上的人緣是不錯的，天寧的導師這樣子描述：「【天寧在班上的人際關

係】其實還不錯。他的個性還算溫和，其實我們班有一些個性是很衝，

他不會。」（080328.M1-02 訪）由上述與天寧的重要他人－導師和研究

者的觀察及與之言談之間，天寧在國中階段學校生活中個體動機與需

求的滿足是有正面且增強的作用。 

  二、心理與自我概念 

天寧無論在生活上、學習上或與人互動上，凡事均以自己應該開

心或快樂為目標的自我概念是非常強烈的。天寧這樣子對研究這表達

到：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跟其他同學有什麼不一樣嗎？ 

天  寧：有。比別人胖，耳朵也比別人大，就這樣。 

研究者：你喜歡這種的不一樣嗎？ 

天  寧：有時候喜歡這樣的不一樣，有時候不喜歡這樣的不一

樣。 

研究者：在什麼情況會喜歡，什麼情況會不喜歡？ 

天  寧：在開心的時候喜歡，不開心的時候不喜歡。 

研究者：在台灣從國小到國中的學校裏讀五年了，回想一下，

哪一個年級，你覺得比較愉快， 

天  寧：國小六年級的時候。 

研究者：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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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寧：跟同學玩得比較開心。（080310.S1-02 訪） 

研究者：你會主動找你的老師聊天嗎？ 

天  寧：會啊。像童軍老師啊。 

研究者：為什麼是童軍老師？ 

天  寧：因為童軍老師上課有許多的笑話，我最愛聽笑話。 

研究者：你會主動幫老師做事情嗎？ 

天  寧：有的時候會。 

研究者：在什麼情況會呢？ 

天  寧：開心的時候會主動幫老師做事情。幫忙拿東西。不開

心的時候老師叫我做事，我會覺得不爽。

（080319.S1-03 訪） 

研究者在與天寧的訪談中發現天寧除了凡事講求讓自己快樂、開

心以外，天寧在其他自我概念的表現就不是那麼的清楚與了解，在問

及他有關自我概念的問題時，天寧最常回答的就是「不知道」及

「嗯……」而無法回答： 

研究者：你知道父母親對你的期望是升學或就業？ 

天  寧：不知道耶！應該會是升學吧！  

研究者：根據我（研究者）對你上課的觀察，你知不知道有時

你上課時是有點吵，並會影響到全班上課秩序。 

天  寧：不知道，嗯……（表情是靦腆且不好意思）。

（080310.S1-02 訪） 

所以，天寧除了凡事講求讓自己快樂、開心以外，對於其他事情

或是對自己內心的感受及同儕對他的評價為何？他並沒有太多的知

覺，對自我概念的敏覺度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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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情緒的表達 

誠如天寧的導師說過，天寧在他們班上不算是比較衝的學生，但

根據研究者對他上課及下課的觀察，天寧在情緒的表達都是直接的，

有時甚至不加思索會不會有嚴重的後果：「英文課時有小考，老師要學

生用紅筆互相批改，天寧找不到自己的紅筆，後來發現在左後方第二

位同學桌上，天寧起身二話不說，直接由同學桌上迅速取走紅筆並推

了同學一下。」（080118.S1-02 觀） 

研究者：在學校有沒有什麼事讓你覺得很生氣？ 

天  寧：無緣無故被推的時候（國中生喜歡在下課玩耍的時候

推來推去）。 

研究者：當你很生氣的時候，你會怎樣做？ 

天  寧：我通常會【直接】推回去。 

研究者：這樣子會有危險，你不想想而忍一下嗎？ 

天  寧：不用忍啊，甚至跟對方打架。 

研究者：打架是在學校還等放學後在校外呢？ 

天  寧：通常在學校【當場】就會打起來。 

研究者：是打群架嗎？ 

天  寧：只有單打不會是群架。（080416.S1-04 訪） 

天寧在情緒的抒發上都是很直接的，不會用其他管道宣洩，而是

訴諸直接的行動反應，用肢體或語言表達他不滿的情緒。 

研究者：在學校什麼事會讓你心情不好？ 

天  寧：被記過的時候，就會不爽。 

研究者：你會怎麼處理？ 

天  寧：我就不跟別人講話，不理別人，這時候如果別人講我

壞話，我會不爽，甚至罵回去。（080416.S1-04 訪） 



第四章 三位個案個學校適應情形之剖析 

 73

天寧雖然在情緒的表達上屬本能性的直接反應而且激烈，容易與

人發生口角及肢體摩擦，但這種行為與舉動卻沒有影響他在班上的人

際關係，就其原因是由於天寧平日可以說是班上的開心果，加上他常

常關心別人，適時的給同學鼓勵，所以同學們還是喜歡親近天寧並與

他交朋友。 

貳、人際關係適應 

  一、同儕關係 

同儕關係的好壞對天寧來說是決定它能不能過得比較快樂的重要

因素之ㄧ，愛表現的天寧幾乎每堂課都是他快樂地展現自我的舞台： 

研究者：在學校有什麼事情讓你覺得很快樂？ 

天  寧：上體育課和上藝能科時會比較快樂。 

研究者：當你很快樂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天  寧：快樂時就做一些很好笑的動作。 

研究者：會不會影響其他同學？ 

天  寧：不會啊！藝能科的老師不會管這麼嚴，同學感覺也不

錯。 

研究者：說說看有哪一些很好笑的動作？ 

天  寧：比如有時候會裝死（天寧這時吐出舌頭，四腳朝天的

要躺下去），說冷笑話……（080416.S1-04 訪） 

然而上課時同學與天寧的互動也很頻繁，研究者就觀察到：「英文

老師上課時與學生有頻繁的互動，天寧頗喜歡與老師互動，上課肢體

動作頻繁，較無法專心，笑容滿面，心情都保持愉快，有做筆記的習

慣，上課亦很忙碌，老師要天寧做英文翻譯時，不是很專心也會耍寶，

當英文老師點到一位他座位附近的女同學做英文翻譯時，這位同學英

文翻譯有困難，天寧身體動來動去，幫助女同學打 pass，頗愛表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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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英文老師故意問天寧今天是幾號，以暗示天寧專心並不能為同學

打 pass，天寧不知道今天是幾號，老師故意調侃天寧連今天是幾號都

忘記了，幫同學打的 pass 會答對嗎？這時有同學故意打 pass 給天寧

錯誤的日期，天寧說錯日期又被英文老師糾正一次，這時天寧因上課

時被耍會激動的大叫，並引來全班哄堂大笑。」（080118.S1-02 觀） 

天寧就像是全班的開心果，雖然有時班上同學會覺得他有一點聒

噪，但是不會因此排斥他，天寧的兩位同學 C11 及 C12 不約而同的這

樣說道： 

研究者：你對天寧的印象如何？ 

同儕 C11：很活潑，尤其上課時。 

同儕 C12：太主動。 

研究者：他有些什麼優點？ 

同儕 C11：很開朗，會主動幫助別人。 

同儕 C12：他會主動的去關心別人。 

研究者：你喜歡跟天寧一起玩嗎？ 

同儕 C11：還好。 

同儕 C12：如果他態度不要這麼散漫，我會想跟他玩。 

研究者：【還好的】原因是什麼？ 

同儕 C11：我也不知道原因。應該說我不會主動找他玩（聊天），

如果他主動找我，我是不會排斥的。 

同儕 C12：因為我覺得這個朋友可以交。 

研究者：天寧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同儕 C11：很好。全班對他都很熟，不會排斥他，對他都很好。

因為他很主動，很快的就可以跟同學玩在一起。

（080222.C11-01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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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C12：私底下問班上的同學，會說討厭他（指天寧），因為

他講話太直接，常傷害到別人。但大家表現出來又蠻

喜歡他，他在班上的人際關係應該是普通。我不會刻

意去排斥他。（080425.C12-01 訪） 

  二、師生互動 

由於天寧個性開朗活潑甚至是不甘寂寞，上課時與老師的互動十

分熱絡，有時候會熱絡到中斷全班課堂的學習，經老師的制止後才稍

加收斂，但是，過不了多久的時間，天寧又不安其份的與老師熱絡的

互動起來了：「天寧的班級全班與數學老師應蠻熟悉的，全班的上課氣

氛熱絡，天寧的話很多，上課蠻自由，會起來走動，上課不專心被老

師點出來，愛與老師抬槓（互動），老師講課外的事或說笑話時天寧特

別有興趣且專心聽講，只專注在課堂以外的事；坐姿亦不良，老師善

意糾正，還會耍寶，幾乎是本堂課的重點人物，被老師罰站，討價還

價後，又快樂的到後面罰站，罰站時常出怪笑聲，站姿亦不良，身體

語言特多，老師調侃他需要重罰才會聽，同學對老師說：『要拿字典給

他。』老師問什麼意思？同學回答說：『他可能會聽不懂。』罰站亦不

專心，東張西望，是今日的值日生，擦黑板時，故意慢慢擦，並向數

學老師要求去上廁所。」（080128.S1-03 觀）根據研究的觀察及訪談的

資料中可以得知天寧除了對他有興趣的科目會認真學習及班導師的國

文課時師生互動是屬於正面且積極性以外，其他科目的師生互動均較

屬於負面且消極性而對其知識的獲得及課業成績的改善沒有正面性： 

研究者：天寧在貴班的人際關係如何？ 

導師 M1：其實還不錯。他的個性還算溫和。 

研究者：師生互動情形如何？ 

導師 M1：有時候對脾氣比較好的老師，比較會耍寶，常中斷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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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老師的講課。（080328.M1-02 訪） 

研究者：天寧在您的課堂上的整體表現如何？ 

老師 T11：有展現出強烈學習的企圖心，尤其是上它比較有興

趣的課程，比如繩結…甚至下課時候還會意猶未盡，

抓著我問東問西，我知道他喜歡上童軍課。 

研究者：您覺得天寧喜歡上您的課嗎？ 

老師 T11：應該喜歡。有時候會主動充當小老師協助管理班上

秩序，可能是因為他嗓門比較大的關係；或是我發考

卷的時候，會很熱心的幫我叫同學的名字。 

研究者：天寧的師生互動情形如何？ 

老師 T11：其他老師我不了解。以我上課（童軍課）時，他會

跟我互動，我教的東西他會有反應也會積極的去學

習。（080416.T12-01 訪） 

參、課業學習適應 

  一、學業成績 

天寧雖然活潑開朗且熱心助人，所以，班上的人際關係屬正面性

的，但這種正面性的發展只用來補強天寧自我概念中必須快樂而已，

並沒有轉移到以人際關係互動的優勢來彌補學業成績的不足，上課時

常常跟老師在抬槓，下課時也忙於玩耍，幾乎沒有在討論功課，研究

者曾訪談過天寧下課時間都在做什麼？下課時間，你會和同學一起討

論功課嗎？天寧如此的回答：「有時候會買東西吃，有時候會跟別人玩

在一起。不會跟同學一起討論功課。不想問。問了他們，他們會說自

己（指天寧本身）不會算啊！（指數學科，數學是該生弱科之一）」

（080319.S1-03 訪）；天寧在學業成績方面，在班上卻屬於偏低的，導

師及同學對他卻有一致的期望與看法天寧的導師這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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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天寧在貴班的課業表現如何？ 

導師 M1：差不多後十名，我們班約三十五個同學。 

研究者：老師您能不能再進一步說明詳細，比如說天寧的考科

學業成績是如何
15
？ 

導師 M1：文科如果願意讀是可以讀得來，英文其實以前應該有

底子，但文法應加強，數學幾乎不行，分數幾乎都是

零分或落在十分以內，以前以為他不會背九九乘法

表，加強他背九九乘法表後，成績是有比較起色。 

研究者：天寧學業成績偏低是什麼原因呢？ 

導師 M1：數學方面個人是比較不努力，而且上課時也經常會與

數學老師抬槓，沒大沒小，影響班上秩序。 

研究者：您認為考科中他哪一科成績最好？ 

導師 M1：最好的科目應該是英文，但他自認為是公民。 

研究者：天寧非考科學業成績是如何？ 

導師 M1：美術方面滿有興趣，我曾經讓他擔任美術小老師。體

育較差，跑步時都會偷懶。（080523.M1-03 訪） 

 

研究者：天寧在貴班平常上課的表現情形如何？ 

同儕 C11：太吵。 

同儕 C12：太吵。 

研究者：天寧在班上學業成績如何？ 

同儕 C11：在下面（後半段），25 名以下。 

同儕 C12：屬於後半段，【只有】國文較好，其他都很差。 

研究者：您認為是什麼原因造成呢？ 

                                                 
15 國中校園稱考科指的是：國、英、數、社（歷史、地理、公民）、自（理化、生物、地球科學）

五大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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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C11：太愛玩，上課不專心，愛耍寶，老師制止他，他還

是好沒多久又開始愛講話。（080602.C11-02 訪） 

同儕 C12：國文較好是因為【他】上課較專心，其他科目上課

很吵且不專心。（080523.C12-02 訪） 

相較於導師及同學的期望與看法，天寧有著另一種詮釋，不願給

自己心情上有太大的負擔：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在課業方面的表現如何？ 

天  寧：還不錯，但有待加強。 

研究者：說說看每次段考班排名約落在第幾名呢？ 

天  寧：差不多落在全班 26 名【左右】 

研究者：這樣你就滿意了嗎？ 

天  寧：滿意。 

研究者：說說看為什麼會滿意？ 

天  寧：我想【我】會越來越好，我還贏一些人。我數學最差，

如果我數學好好寫，就會更好，數學對我比較困擾是

因為題目看不懂，數學符號很多我也不了解，應該是

我上課不專心。 

研究者：你的回家作業，如果遇到問題找誰幫忙？ 

天  寧：姊姊。如果姊姊也不會，就去看自修，再不會就算了。 

研究者：班上學業成績好的同學幾乎都有補習，你會渴望補習

嗎？ 

天  寧：不會。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寧：因為我比較喜歡玩，而且【在補習班】有更多的考試，

煩死了，在家自己複習還比較好，補習班也不能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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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功課，回家還要自己寫功課，這樣很累。

（080505.S1-06 訪） 

對於天寧學業成績較低落的原因，應是自我期望與外界期望的落

差及上課時專心程度不夠，天寧的數學老師及童軍老師同時這樣的表

示： 

研究者：您覺得天寧的課業表現如何？ 

老師 T11：我覺得他學科（指的是五大考科）的表現應該沒有

這麼優秀。 

老師 T12：不是很好。 

研究者：您覺得原因為何呢？ 

老師 T11：應該是他本身比較容易分心或用功度不夠，像班上

座位的安排，導師有刻意的將他安排在最前面第一位

（即特別座：代表須被任何一位老師多關懷）。

（080514.T11-02 訪） 

老師 T12：上課就超愛講話，自己的努力也不夠。

（080514.T12-02 訪） 

  二、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 

我國國中、小學教育中，課程的內容與設計、教材與教法上有著

顯著的差距，研究者在國中的教育現場中所觀察到的是，從國小到國

中轉變最大的衝擊，最直接的感受莫過於來自於課業及升學壓力的變

化，不論是新科目的增加，像是英文，或是舊科目的分科，像是生物、

健教、歷史、地理、公民；課程難度的增加，像是數學及國文，定理、

公式及文字的增加與背誦的負擔，教材與教法中考試的次數大量的增

多，都是莫大的改變，而老師對功課的要求也相對的嚴格，學校生活

的步調也因此快，令人有喘不過氣的感覺，天寧對研究者這樣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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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你覺得國中與國小最大的差別是什麼？ 

天  寧：國中考試比較多一點，段考多一次，小考就超多的，

老師比較兇一點，罵人的時候超兇的。 

研究者：一般學生認為國中課業壓力很大，你的看法如何？ 

天  寧：小考很多，然後要一直準備，回家都不能看電視，回

家時要準備功課就不快樂。（080310.S1-02 訪） 

對於課程適應天寧認為自生及數學較難，有適應上的問題，最喜

歡的科目是童軍及公民，都是因為老師教材教法較為活潑幽默的緣故： 

研究者：你認為國小與國中的功課難度差異很大嗎？ 

天  寧：有，差別很大。 

研究者：說說看你認為的差異的科目？ 

天  寧：自生差異最大，以前（小學）都考的很好，現在（國

中）都考不好，數學也很難。 

研究者：自生功課難度差異是如何呢？ 

天  寧：不好玩，自生的內容蠻無聊，又有一大推要背【誦】。 

研究者：數學功課難度差異是如何呢？ 

天  寧：數學符號變好多，很多我都不了解；數學對我比較困

擾是因為題目看不懂。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 

天  寧：童軍、公民。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寧：因為老師上課比較幽默，我也比較開心。

（080319.S1-03 訪） 

國中階段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對天寧來說心理上是有負擔，但由

於他個性的活潑開朗，加上對我國升學制度及日後生涯規劃並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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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所以天寧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上都採取隨性的態度而未給自己

心理上有太大的負擔，所以學業成績自我向上提升的動能不足，而是

需要依賴他律的力量來促使天寧學業成績的向上提升，研究者觀察到

天寧上課時只有班導師的國文課會比較專心，少些抬槓式的互動，其

他科目的上課幾乎都在耍寶。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紀錄有一段這麼寫

著：「或許老師角色、期望及班級經營方式的不同，導師及專任導師的

課程，天寧上課態度完全不一樣，平常上課愛耍寶的天寧今天上班導

師的國文課，學習態度完全不一樣，專心聽講，會主動回答導師的提

問，也會爭的搶答，備有字典，隨時會查閱；上課不覺得無趣，雙向

中文溝通無障礙，偶而會有身體語言，會在班上逗趣，導師幾乎以忽

略法處理之。」（080416 省思札記） 

肆、綜合摘要 

天寧的外表給人感覺就與本地的小孩不同，頭大耳大個子不高圓

圓胖胖，頗有彌勒佛之相，活潑開朗就是他個性的表徵，加上他熱心

助人也會適時的關懷同學，對老師也很有禮貌，所以天寧在學校適應

方面屬正向發展。 

在學校心理適應方面，由於從印度的西藏流亡政府所在地來到台

灣，是從物資缺乏進而到物資富裕的轉變，滿足了天寧個體動機與需

求；台灣這幾年的教育改革，教師觀念上已有根本的改變，不再升學

主義一元掛帥，對天寧的學習是以自己快樂與否為本位，師生能以更

包容的態度面對，教師更透過循循善誘的方式，使天寧在心理與自我

概念的定位沒有太大的衝突；天寧在情緒的表達方面雖然過於直接且

是不加思索的本能性反應，應有所改進，但正因為他的活潑開朗與熱

心助人的本性，使天寧人際關係是正向發展。 

在人際關係適應方面，雖然師生都一致的認為他上課時太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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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太吵是為耍寶逗大家開心且自己也開心，師生並不會排斥

他；所以，天寧在人際關係適應方面應屬正面性發展。 

在課業學習適應方面，學業成績自己知道是不理想，在班上排名

屬於後半段，也知道應該要努力但決心不夠（這是一般孩子的通病）；

但由於他個性的活潑開朗，加上對我國升學制度及日後生涯規劃並不

清楚，所以天寧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上都採取隨性的態度而未給自

己心理上有太大的負擔，所以學業成績自我向上提升的動能不足，而

是需要依賴他律的力量來促使天寧學業成績的向上提升，由天寧上班

導師的國文課較能專心用功，國文也是他眾所科目中成績最好的一科

就能證明他律是現階段對天寧課業學習適應方面提升的重要性。 

第二節 個案二：天格學校適應情形 

天格也是在印度出生的小女孩，是本研究個案天寧的姊姊，較天

寧大兩歲，亦在印度讀過印度人辦的小學，來台灣的時候由小學三年

級開始就讀，現在是國中一年級的學生，2007 年暑假「在台藏胞親職

教育成長營」研究者擔任國中組講師時，三位個案對天格的印象特別

深刻，天格活潑開朗，勤學有禮貌，聲音甜美動人，英文的單字量頗

多，表達能力很好；事隔半年後，研究者為本研究資料的收集再次與

天格見面，研究者發現天格臉上的表情多了幾分的深沉與憂鬱的氣

質，做研究的這一段時間與他相處，處處可以感覺到天格叛逆的思維，

發現他不再像以前那樣的天真無邪，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與他的言

談之間總是會欲言又止，需要更多的耐心與技巧才能動悉天格內心真

正的世界。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學生？ 

天  格：壞學生。 

研究者：爲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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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格：因為爸媽都這麼講。 

研究者：能再講詳細一點嗎？ 

天  格：功課一直退步，家事越做越少，爸媽都覺得我都在玩。

【變成】是一位會偷懶的學生。 

研究者：導師覺得你的表現如何？ 

天  格：越來越壞。 

研究者：為什麼？ 

天  格：時常違規吧！如穿衣服時常混搭，因為我不喜歡穿裙

子。 

研究者：同學對你的看法如何？ 

天  格：不知道，我也不想知道（稍具靦腆）。（080319.S2-02

訪） 

壹、心理適應 

  一、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 

就研究者在國中教育現場的觀察，小學與國中除了課程內容的難

度加深加廣以外，學校的生活管理也趨於嚴格，天格顯然對國中的校

規有些許的不適應，尤其動不動就要被記過很不以為然： 

研究者：在學校有什麼事情讓你覺得很不快樂？ 

天  格：被記過 

研究者：為什麼會被記過？ 

天  格：穿衣服時常混搭
16
。 

研究者：為什麼會時常混搭穿校服呢？ 

天  格：因為我不喜歡穿裙子，這樣也不行，我都快氣炸了。

（080319.S2-02 訪） 

                                                 
16 混搭就是沒有將制服或運動服整套穿，如上半身穿制服則下半身穿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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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每一位女孩子都喜歡或都必須要穿裙子，天格對學校的規

定不符合每一位學生的需求，卻又要被迫去遵從她覺得不合理的規

定，使她在對彼此尊重的需求上並沒有達到滿足。 

天格在健康的需求也未能達到滿足，也因而連帶會困擾著她的學

習： 

研究者：你的身體狀況如何？ 

天  格：常有肚子痛。 

研究者：肚子痛的情況嚴不嚴重？ 

天  格：肚子痛是可以忍受的，是莫名奇妙的肚子痛。 

研究者：有去看過醫生嗎？ 

天  格：有。醫生說偶爾有心律不整的現象。 

研究者：你會常常生病嗎？ 

天  格：不常生病，但很容易緊張。 

研究者：為何很容易緊張呢？ 

天  格：我也不知道原因。 

研究者：肚子痛和容易緊張會不會影響你的學習呢？ 

天  格：會。我的心情會不好，而無法專心。（080116.S2-01

訪） 

在情感穩定的需求上，對天格而言，似乎沒有傾訴的對象而有自

我封閉的傾向連帶影響其情緒的表達： 

研究者：如果你在學校遇到困難，你會告訴誰？ 

天  格：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我通常會悶在心裏。 

研究者：任何人都不會講嗎？ 

天  格：不會（表情語帶肯定的說）。 

研究者：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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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格：因為同學之間還是會有距離感，就是【同學】在你面

前是一個樣子，在妳後面又是另一個樣子。 

研究者：那老師呢？ 

天  格：也不會。因為在我認知裏，老師說什麼都認為自己對，

小孩都是錯的，所以我就不敢找（老師）。 

研究者：那父母親呢？ 

天  格：我覺得爸媽他們自己的事情都做不完，他們每次工作

回來，都說很累、很累、很累，就不敢跟他們講話。

（080407.S2-03 訪） 

也許因為上述個體動機與需求無法滿足的原因，研究者觀察到天

格課堂上或下課時與老師或同學的互動並不多，甚至有獨來獨往的傾

向，「下課期間並不在班級周圍活動，下課後就一直到上課時才會回到

班上，這次回班上表情看來似乎有心事；該節為國文課，有隨堂小考，

該生並不在意有沒有考，卻忙著紙雕，老師下台巡視，會趕快收起紙

雕，老師回到講台後，又繼續他的紙雕，交換改時，自己的小考本會

請前面的男同學幫她拿向最前排的同學幫忙改，自己繼續紙雕，別人

交給他的小考本乃請前面的同學幫自己改後，又繼續紙雕，一直專心

他的紙雕，自己小考本回來只看了一下分數後就收起來。」

（080128.S2-02 觀） 

  二、心理與自我概念 

天格的自我概念應該算是很強烈的，她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什麼

樣的人，也很清楚的知道來台灣讀書的目的及父母親對她的期望： 

研究者：你來台灣的國中讀書的主要目的是什麼？ 

天  格：升學。 

研究者：升學是你自己的目標還是父母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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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格：自己的目標。爸媽說至少要讀完大學，之後其他事情

他們就管不著。（080116.S2-01 訪） 

在眾多同學學習的競爭環境中，天格不認為自己比別人差，甚至

認為自己的資質還比同學好的自我概念也很強烈： 

研究者：你在台灣讀書有沒有達到你原先所想的目的？ 

天  格：沒有。 

研究者：就還沒有做好升學的準備嗎？ 

天  格：是的。功課有壓力。 

研究者：功課有壓力你如何處理呢？ 

天  格：我也不知道，每天唸吧！ 

研究者：有進步嗎？ 

天  格：我覺得自己並不是笨小孩，我們班上有一些男生或女

生他們比我用功好幾倍，不管他們怎麼讀，成績還是

比我差，就是我隨便讀跟他們【比我】用功好幾倍，

他們也都跟不上來，所以說只要我肯努力，考好應該

不是問題。 

研究者：其實就是對自己有信心（研究者順勢鼓勵該生）。

（080319.S2-02 訪） 

  三、情緒的表達 

對於本身是西藏人而被同學視為外國人，天格表示了剛開始不能

適應的心聲，在情緒的表達方面採取直接打架這種激烈的方式解決： 

研究者：你在學校曾經遇到什麼問題或困難？ 

天  格：嗯……，就是一開學的時候，大家覺得我是外國人，

就不敢靠近我，就覺得有距離，有距離感，然後過了

一兩個月之後就沒有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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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你跟同學有過吵架或打架的事情發生嗎？ 

天  格：有，開學第二天。 

研究者：為了什麼原因呢？ 

天  格：人家故意挑釁我。 

研究者：挑釁你什麼是呢？ 

天  格：應該是說【我是】外國人吧！有一些人的觀念就是很

奇怪，認為外國人就是好欺負。（080407.S2-03 訪） 

經過與同學相處的磨合期及學校校規規定的了解後，天寧很快的

調整自我情緒的表達但是表達的方式是從打人或打架的侵權行為轉變

為自我封閉或自我傷害的負面發展傾向： 

研究者：在學校有沒有什麼事讓你覺得很生氣？ 

天  格：很生氣的事沒有。 

研究者：當你很生氣的時候，你會怎樣做？ 

天  格：不知道。因為沒碰過。 

研究者：那有沒有會讓你小小生氣的時候呢？ 

天  格：嗯……沒有。 

研究者：再想看看？ 

天  格：嗯、嗯…除非有些人很「七八」（此時天格靦腆的刻

意把聲音壓低）（研究者帶笑意的糾正該生嗯！這是

髒話對不對，天格笑得更不好意思，嗯，對啦。研究

者告訴天寧應該說是「白目」，天格笑著說，對啦！） 

研究者：如果你碰到時會如何處理？ 

天  格：不要理他就好。 

研究者：當你在學校遇到心情不好時，你會怎麼處理？ 

天  格：心情不好時就躲在房間裡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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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除了躲在房間裡面哭以外還會怎麼處理？ 

天  格：去敲牆壁。 

研究者：是用什麼去敲牆壁？ 

天  格：拳頭。 

研究者：手會不會受傷？ 

天  格：會，有一次敲到瘀青。 

研究者：還會不會想與人家打架呢？ 

天  格：不會。 

研究者：為什麼不會再想打架呢？ 

天  格：會被記過。同學相處的也還不錯。（080407.S2-03 訪） 

貳、人際關係適應 

  一、同儕關係 

誠如天格自己所言，就是一開學的時候，大家覺得天格是外國人，

就不敢靠近天格，天格覺得有距離感，然後過了一兩個月之後天格就

沒有這種感覺。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剛開始（開學）不大好，都是

跟隔壁班互動，因為小學的同學在那裡，現在已經蠻不錯的。」

（080328.M2-03 訪）由於性別的差異，加上天格不認為自己比別人差，

甚至認為自己的資質還比同學好的自我概念也很強烈，反映在同儕關

係上就以性別及學業成績相當的同學為主要的互動對象： 

研究者：在班上你覺得自己受不受同學歡迎？ 

天  格：中等。 

研究者：同學喜歡和你親近嗎？ 

天  格：大部分的女生會親近我。 

研究者：你們在一起都做些什麼事？ 

天  格：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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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聊些什麼呢？會討論功課嗎？ 

天  格：什麼事都會聊，但是討論功課則沒有。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常跟誰一起玩？ 

天  格：簡○○、吳○○、張○○。 

研究者：介紹一下你的玩伴。 

天  格：我也不知道怎樣形容他們，反正就是比較談得來。 

研究者：他們的功課成績如何？ 

天  格：一個在我後面一點點，一個在我前面一點點，就是與

我差不多。（080416.S2-04 訪） 

由於天格個性溫和，也很有禮貌，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其實他

很乖，資質也很好，跟老師、同學互動都很好，對老師都很尊敬。」

（080118.M2-02 訪）所以在同儕關係的互動上屬於正面性的發展，天

格的同學對研究者這樣說道： 

研究者：你喜歡跟天格一起玩嗎？ 

同儕 C21：很少。 

同儕 C22：我很少跟她玩在一起。 

研究者：為什麼？ 

同儕 C21：應該是他不主動。 

同儕 C22：如果他不主動，我是不會對他主動，他似乎從來沒

有。 

研究者：天格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同儕 C21：還好！（080602.C21-02 訪） 

同儕 C22：沒有人討厭他，也沒有人特別喜歡她。也就是很普

通。（080514.C22-02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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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師生互動 

儘管天格對老師都很尊敬但與老師的互動卻不多；數學課是該班

上課相當愉快且多數同學與數學老師頗有互動的，但天格卻從來沒有

與數學老師互動過，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紀錄有一段這樣寫著：「上數學

課時全班與老師似乎蠻親近，多有互動，但班級秩序亦要花較多時間

維持，天格座位在第四排第五位，班上沒有特別座，天格上課表面上

能專心聽講，但幾乎都在作與數學無關的自己的事，班上整體常有人

與老師互動但天格並無與老師的互動，聽到笑話有感覺且會稍微笑一

下。」（080319.S2-05 觀）；天格的地理老師幾乎從來都沒有與天格互

動過，甚至是研究者因研究本主題時才驚訝天格是在台藏胞子女的地

理老師如此表示： 

研究者：天格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老師 T21：應該還不錯。  

研究者：與老師您的互動情形如何？ 

老師 T21：沒有互動過，從來沒有。（080514.T21-02 訪） 

天格的國文老師從天格的作文中認為她是一位相當需要親情的小

孩： 

研究者：天格在您班上的整體表現如何？ 

老師 T22：中文程度還是不行，需要再加強。 

研究者：您覺得天格喜歡上學嗎？ 

老師 T22：應該喜歡吧！就國文課而言她沒有缺課過。 

研究者：對天格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老師 T22：我的感覺是她滿需要親情，有一次她在作文上有如

此的表達，其實她是一個蠻重感情的人。

（080523.T22-02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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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格的聯絡簿寫得算是用心，導師這樣說：「天格的聯絡簿算是班上寫

得用心的學生之ㄧ，心情雜記寫得很好，看得出她看過很多書，有時

我會透過她的心情雜記了解她並與她聊天，適時的輔導天格。」

（080328.M2-03 訪）所以，天格的師生互動主要是透過她自己想要的

文字工具來表達，且屬於正面性的發展。 

參、課業學習適應 

  一、學業成績 

有關天格的學業成績，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不是很好，以前還

可以維持在班上 15 名左右，現在已經落在 20 幾名以後。英文部分沒

問題，其他科目表現不太好，因為它的中文程度還是不行。」

（080328.M2-03 訪）同學對天格的學業成績看法也一致的認為不是很

好： 

研究者：天格在班上成績如何？ 

同儕 C21：嗯……應該屬於中下。 

同儕 C22：普遍來講都很爛，英文是很爛當中比較好一點，這

是對她來講。  

研究者：天格其它非考科的表現如何呢？ 

同儕 C21：還好。也沒有很特殊。（080602.C21-02 訪） 

同儕 C22：也很平常沒有特別明顯【的好】。（080514.C22-02

訪） 

天格對自己的學業成績也是有不滿意而無法自我滿足的看法：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的學業成績如何？ 

天  格：平平（中等） 

研究者：你滿意嗎？ 

天  格：不滿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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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不滿意，你認為該如何解決？ 

天  格：除了數學以外，其他科目我自己應該都讀的來，自生

要背，只有數學要理解，所以，我會盡量請教別人（同

學），可是有時我還是聽不懂。（080505.S2-05 訪） 

天格雖然對自己的學業成績也是有不滿意的看法，但同時也展現

出想要積極改善的作為： 

研究者：在課業方面，你目前最想改善的問題是什麼？ 

天  格：就是數學吧！ 

研究者：如何改善呢？ 

天  格：就是遇到不會的就請教別人吧！多請教別人（同學）。

大部份可以解決我的問題，可是有一些他們也不會。 

研究者：如果他們也不會的時候你都如何解決？ 

天  格：就算了！ 

研究者：班上誰的數學最好？ 

天  格：楊○○。 

研究者：你有觀察他是如何讀數學？ 

天  格：他是有上安親班（補習班），他說上課要認真聽講（天

格自己笑得靦腆，研究者也笑了。據該生及研究者的

觀察，天格自認自己上課不是很認真） 

研究者：妳有在校外補習嗎？ 

天  格：沒有。 

研究者：妳會渴望補習嗎？ 

天  格：會。（語氣相當肯定） 

研究者：為什麼？ 

天  格：二年級的時候我想跟我爸媽談談，就是說我想要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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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因為我想如果像這種方式【一直】混下去不是辦

法，我想讓自己的成績好一點，因為在家裡都不能請

教別人，在學校找協助也有限，問同學所得到的也有

限，所以我漸漸會渴望補習。（080514.S2-06 訪） 

  二、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 

天格雖然知道在課業上要用功努力，但是上課又常常不專心，研

究者上課期間觀察發現到：「天格每堂上課都不是很專心，一直做自己

的事，不是上國文課做紙雕、上數學課又偷偷看雜誌、上英文課時又

是偷偷看雜誌，上課期間會隨性地找同學講話或有一些小動作要引起

同學的注意。」（080220.S2-03 觀）有時會向後面偷偷的瞄一下研究者，

研究者經常用眼神告訴天格上課要專心聽講。 

天格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和一般的小孩都一樣，比較喜歡上課

聽講，而不喜歡考試：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 

天  格：都可以。 

研究者：為什麼？ 

天  格：我喜歡他們（老師）上課，不喜歡考試。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不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 

天  格：都喜歡。 

研究者：為什麼？ 

天  格：我喜歡聽課，不喜歡考試。（080416.S2-04 訪） 

國小到國中課程內容的加深加廣，相對於天格而言較為困難的只

有數學： 

研究者：你認為國小與國中的功課難度差異很大嗎？ 

天  格：只有數學差異比較大，其他都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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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上數學課時會聽不懂嗎？ 

天  格：會。就是【數學】符號很多，我都搞不大清楚。

（080407.S2-03 訪） 

天格的數學老師對天格的數學學習態度這樣描述： 

研究者：老師請問天格的數學成績如何？ 

老師 T21：不太理想。段考成績都二十幾分而已。 

研究者：是什麼原因造成她成績不理想？ 

老師 T21：我想她上課並不是很專心，還有中文程度應該有落

差，有時我發現她會不了解數學題目要問什麼。

（080220.T21-01 訪） 

天格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除英文較為理想以外，大部分的科目

與其說是中文程度的落差倒不如說是自我努力程度不夠所造成的，天

格的導師這樣說明：「英文部分沒問題，其他科目表現不太好，因為她

的中文程度還是不行。大概國文沒什麼底子，錯別字很多。但是換句

話說，本地學生有的錯別字也不少。她的資質很好，學東西是很快就

學會；但是在班上【屬於】比較會偷懶，比較不喜歡做，應該說是比

較喜歡打混或是混水摸魚。」（080328.M2-03 訪） 

肆、綜合摘要 

綜合以上所述，天格已漸漸脫離孩子天真無邪的性格，越來越有

自己的想法與做為，但在適應的過程中並沒有太大的衝突性發生，而

導致不能適應的現象產生，而是會主動的改變自己的觀念與做為來適

應學校的團體生活。 

在學校心理適應方面，天格本身因為常有不知原因的肚子痛，也

容易緊張，所以，有關健康的需求無法滿足，但是在融入主流社會文

化有相當的認知，適應的過程並沒有太多的扞格與衝突，只是缺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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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及情感寄託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其自我成就的動機相當高，並

不認為在台藏胞子女會比本地的學生差，自我概念也比較強烈；天格

由於情感上缺乏寄託與抒發的對象，在情緒的表達方面只是從初期偏

向暴力傾向進而轉化為，以自我傷害或自我封閉的方式表達，天格在

情緒的表達方面頗值得被關注與輔導。 

在人際關係適應方面，經過初期的磨合相處，老師及同學都認為

她是一位善良的學生，但是天格在心理情感的歸屬上較為內斂且不容

易向外人表達，產生在人際關係的作為上，較為不主動與人互動，會

保持距離，但懂得相互尊重，所以並不影響天格的人際關係適應。 

在課業學習適應方面，學業成績自己知道是不理想，成績一次比

一次的往下降，知道應該要努力也認為自己可以讀的好，但是天格一

樣有一般小孩的通病就是決心不夠，溫習功課遇有問題會查閱自修，

若無法解決時就直接放棄，上課也時常因喜愛做課堂以外的事而不能

專心上課；研究者認為天格就是要常常被叮嚀與關懷，幫助天格建立

信心，可以從天格成績最好的英文科著手，並多施於個別指導，再藉

由英文科的優勢建立起天格課業學習的信心，進而能帶動起其它弱勢

科目的學習動機。 

第三節 個案三：天魯學校適應情形 

天魯是在尼泊爾出生的小男孩，在印度讀過西藏人辦的學校，讀

了六年的小學，根據天魯的表示，在印度西藏人辦的學校，是國小到

高中都是同一學校。那邊的學校規模比較大，學生人數也很多。來到

台灣就讀後，天魯似乎很滿足的對研究者這樣說到：「在印度那邊的老

師很混又很兇，台灣這邊的老師真的很認真，吃的東西也差很多，在

印度幾乎每天都吃一樣的東西，可是我們台灣這邊吃的每天常常會

換。我比較喜歡這邊的學校。」（080116.S3-01 訪）從天魯身高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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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公分左右，言談之間溫和又善良，來台灣後的適應應屬正面發展。 

壹、心理適應 

  一、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 

天魯在情感獲得及人際關係的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呈現相當正

面的發展，從印度西藏流亡政府所辦的學校轉換到台灣來，適應的很

好並相當的滿足，天魯這樣描述著： 

研究者：在學校讀了三年了，回想一下，哪一個年級，你覺得

比較愉快？ 

天  魯：二年級。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魯：因為那時已經會講中文，認識比較多的同學，會跟同

學出去玩，同學也會到我家來，所以感覺很快樂。 

研究者：當你在學校遇到心情不好時，你會怎麼處理？ 

天  魯：很少有心情不好的時候。有心情不好的時候，就會一

直跟同學聊天，同學也會安慰我。通常都是同學主動

來找我，問我。我跟班上的同學都處得不錯。

（080319.S3-02 訪） 

相對於情感獲得及人際關係，天魯在課業學習的個體動機與需求

的滿足呈現殷殷期待而有不滿足的現象產生： 

研究者：你來台灣的國中讀書的主要目的是什麼，就業或升

學？ 

天  魯：升學 

研究者：那對升學的目標有沒有把握？ 

天  魯：只有一點點而已。 

研究者：為什麼只有一點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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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魯：因為有些科目會聽不懂或不會，因為一年級來的時候

就聽不懂，就一直沒有學好，所以就一直聽不懂。 

研究者：聽不懂或不會的原因是什麼？ 

天  魯：因為語言，【課程內容】加深也有，但老師都講的很

快（該生表情緊縮及困惑）。 

研究者：在課業方面，你目前最想改善的問題是什麼？ 

天  魯：最重要的就是國字要會念，懂得意思。我的國字【的

形、音、義】還有待加強。（080319.S3-02 訪） 

  二、心理與自我概念 

就像一般的移民者一樣，在台藏胞移民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或下

一代能過更舒適的生活，而且能有更美好的未來，天魯的父親曾對研

究者這樣表示：「我們這一代【在中國大陸】過得太苦了，比如說我是

高中的學歷，其實沒讀到什麼書，因為遇上文化大革命，每天都在鬧，

我希望他【天魯】在台灣安定的環境下多讀一點書，將來能找一份好

工作。」（080524.P31-01 訪）相對於父母親的期望，天魯對升學的自

我概念能感受得到，並能了解自己的能力與目標，不會好高騖遠，努

力去實現，97 年國中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結束後天魯對研究者表示： 

研究者：國中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剛結束，你覺得自己的成績

如何？ 

天  魯：本次基測【總分】考 55 分。考最好的是英文，31 分，

考最差的是國文，1 分，數學 5 分，自然 8 分，社會

6 分，作文 4 分。 

研究者：你滿意嗎？ 

天  魯：不滿意。 

研究者：原因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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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魯：當天太緊張，甚至會發抖。也寫不完，所以寫很快。

在學校模擬考我都可以考 80-90 分，不知道基測為何

考這麼差！只有數學與國文我覺得很難，其他都還

好。英文是文法的關係使我考不好。 

研究者：你認為該如何解決？ 

天  魯：我準備考第二次，我第二次一定會比這次高，至少有

90 分左右，總分有 90 分我就滿意，最好有 100 分，

最低一定要有 80 分。若是考得到 100 分以上就想讀

○○高中的觀光科，若沒有時就讀◎◎高中，學校我

已經找好了，也已經【繳費】報名了。（080613.S3-07

訪） 

根據研究者在國中任教的經驗中，嚴格的來說國中基測考 100 分

並不是一理想分數，但就天魯而言，由印度來台灣時已超過讀小學的

年齡，所以直接就由國中一年級開始讀，國中的教學步調在升學的引

導下節奏是相當的快速，天魯在語言的隔閡下努力學習，在班上的成

績並不是最後一名，至少還贏過三、四位本地的學生，天魯的老師高

興的表示： 

研究者：天魯在班上成績如何？ 

導師 M3：算是倒數，不過，差不多贏三、四個人（老師面帶得

意的笑容）。（080328.M3-03 訪） 

另外，在族群的相處中，天魯對自己定位為本國人或為外國人常

有混淆的情形，所以族群的想像常會烙印在天魯的內心裡，使天魯有

時無法接受現實，產生在族群的自我概念上有一些負面的感覺： 

研究者：你在台灣求學過程中，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家庭跟其他

同學的家庭有不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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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魯：差不多吧！只差宗教信仰，我們家一定會擺設佛堂，

很多同學都到過我們家來玩過都會【如此】問。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跟其他同學有什麼不一樣？ 

天  魯：會覺得……感覺自己是外國人，所以很奇怪。 

研究者：是怎麼樣的感覺呢？ 

天  魯：是一種不好的感覺。同學很少叫我外國人，是我自己

的感覺。 

研究者：在印度的時候會有這種感覺嗎？ 

天  魯：以前在印度時都是西藏人不會有這種感覺。

（080319.S3-02 訪） 

  三、情緒的表達 

天魯在情緒的表達方面比一般學生來得沉穩，研究者的觀察紀錄

這樣寫道：「下課時天魯全班幾乎無所事事，有人打鬧追逐著玩耍，一

不小心撞上天魯的背部，同學又快速的跑離，天魯略帶微笑地回頭看

一下，並沒有過多的反應。」（080310.S3-04 觀）經研究者長期接觸與

觀察，天魯由印度來到台灣就學，首先是台灣物質的豐富滿足了天魯

生理上的需求，來台後一家團圓不必過著在印度時由天魯父親友人代

為照顧，時常有遷居異動的不確定感，加上天魯本身活潑開朗，在班

上又樂於助人，家長時常參與學校活動並與天魯同學常有互動，同學

們幾乎都到過天魯的家玩過並吃過西藏美食，因此天魯的同儕關係密

切良好，更滿足了天魯情感上的需求，由於天魯個體動機與需求常能

滿足也頗受到同學的喜愛，與同學的互動也屬正面性，連帶的情緒的

表達也是健康有效的： 

研究者：在學校有什麼事情讓你覺得很不快樂？ 

天  魯：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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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能不能再想一想？ 

天  魯：有時候同學鬧我，譬如午休睡覺時，就會感覺很生氣

的感覺。 

研究者：你會怎樣做？ 

天  魯：就會叫他們不要鬧，他們就不會鬧了。（080319.S3-02

訪） 

天魯也許不自覺自己在快樂或無聊的時候會自然反映出某些動

作，表達了自己的情緒，天魯的導師這樣描述：「他一開始剛來時，老

師上課他都聽不懂中文，他就會比較無聊，因為他比較喜歡有節奏感

的音樂，他就會拿筆在桌子上敲，也不是故意的…」。（080118.M3-02

訪）天魯的同學也表達了這樣的看法： 

研究者：你對天魯的印象如何？ 

同儕 C31：很吵。 

研究者：為什麼會覺得他太吵？ 

同儕 C31：當他笑起來很吵，似乎中氣十足。（080220.C31-01

訪） 

貳、人際關係適應 

  一、同儕關係 

天魯的同儕關係若不是超好的關係就屬非常正面性的發展，探究

原因有二：一是其個性活潑開朗，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一是他要進

入天珠國中就讀時全班甚至於全校師生均得知這一訊息後產生一種既

期待又不知如何與他相處的喜悅又緊張的心情，天魯的導師這樣描述

著： 

研究者：老師您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在台藏胞的子女？ 

導師 M3：沒有，他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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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您對這些孩子有些什麼印象？ 

導師 M3：剛開始是別人都說要來一個轉學生，是印度人，後來

結果是西藏人；他們真的很純真，很開朗，聽到音樂

聲就會開始動，剛來時只會講西藏話及英文。 

研究者：班上同學都知道他是在台藏胞子女嗎？ 

導師 M3：都知道。 

研究者：與同學的互動情形如何？ 

導師 M3：在他還沒來帶班上時有跟同學們說有這麼一位同學要

來，本班大家都很興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一

開始得用英文，大家又不太會講。 

研究者：天魯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導師 M3：還不錯，我們班男生都跟他感情都很好。 

研究者：女生呢？ 

導師 M3：應該說我們班比較特別，男生一群，女生一群，他就

自然跟男生比較好，跟女生就是一般同學這樣。

（080118.M3-02 訪） 

由於天魯個性活潑開朗，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為班上解決許多

擾人的昆蟲問題，同學 C32 這樣說明著： 

研究者：你覺得天魯跟其他同學有沒有不一樣的地方或跟其他

同學都一樣？ 

同儕 C32：【皮膚】很黑，頭髮都會翹起來，他很會抓蜘蛛、蟑

螂等昆蟲，幫我們班上解決昆蟲的問題。 

研究者：你喜歡跟天魯一起玩嗎？ 

同儕 C32：喜歡啊！ 

研究者：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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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C32：不知道。也許【他】和藹可親，很容易親近。 

研究者：天魯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同儕 C32：不錯。就是大家都不會討厭他。（080416.C32-01 訪） 

天魯自己很滿足也很喜歡和同學們相處的日子，天魯這樣的表達

著： 

研究者：在班上你覺得自己受不受同學歡迎？ 

天  魯：受歡迎。 

研究者：說說看怎麼受歡迎？ 

天  魯：同學喜歡和我親近，同學常會到我家來玩。 

研究者：你下課時間都在做什麼？ 

天  魯：跟同學聊天。 

研究者：下課時間，你會和同學一起討論功課嗎？ 

天  魯：也會討論功課，比如上一節課不會時，我會請教同學，

同學也會教我。（080407.S3-04 訪）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紀錄也這樣的寫著：「本節是導師的數學課，天

魯座位在第一排最後一位，天魯戴著眼鏡上課時相當用心記筆記，前

座位的同學時常會主動回頭為其講解數學，老師並未制止兩人的討論

與交談，似乎是老師的允許與安排。」（080319.S3-05 觀）由於天魯的

同儕關係互動良好使他樂意來學校上課並與同學相處，每天幾乎都是

班上第一個到班上的，天魯的導師這樣說明著：「天魯很喜歡上學，他

每天都六點半第一個到學校，他覺得在家裡很無聊，這裡有許多同儕

較好玩」。（080328.M3-03 訪） 

  二、師生互動 

由於天魯是在台藏胞特殊的身分，在還沒有進入天珠國中時，消

息就已經傳入天珠國中，加上入學的第一天媒體記者的大幅採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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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生幾乎都認識天魯，剛進入天珠國中的天魯由於中文的聽、說、

讀、寫幾乎都不行，也許主動關懷弱勢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天性，天珠

國中的老師們很快地自願加入搶救天魯中文程度的行列裡，教務主任

曾這樣說明：「很多改變都是自然而然，學校多一位身分特殊學生，無

疑也是學生多元學習的一環，重點是老師也跟著加入，好比音樂科呂

○○及美術科蘇○○老師，自願幫天魯『補習』。」
17
，天魯的國文老

師對研究者這樣表示： 

研究者：老師您對在台藏胞的子女是否會特別關心？ 

老師 T31：會啊！會啊！ 

研究者：老師您是如何的特別關心？ 

老師 T31：我是一個禮拜給他加強兩次中文，因為他的中文發

音聽起來洋腔洋調，我是有去找一些羅馬發音的書籍

來幫助他，可能他們【是】英語發音的，所以【中文

的】二、三聲會混在一起。 

研究者：這樣持續多久呢？ 

老師 T31：差不多持續了一年多才中止掉，我覺得應該是 OK 了。

（080222.T31-01 訪） 

由於老師們自願的主動幫忙，天魯在幾個月後就可以用中文表達

了，天魯的導師描述：「我覺得他們小孩子學語文真的很快，沒幾個月

他（天魯）就可以說中文了。」（080118.M3-02 訪）天魯雖然表達了他

在天珠國中主動與老師的互動次數不多，但他知道每位師長都很關心

他，並對師長都很有禮貌，天魯向研究者這樣表達： 

研究者：你會主動找你的老師聊天嗎？ 

天  魯：很少。 

                                                 
17 引自當年網站資料，由於資料上個案姓名及就讀學校均以真實資料呈現，為保護當事人，本引述

省略資料來源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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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什麼原因呢？ 

天  魯：因為老師的辦公室離我們【班】很遠。 

研究者：在學校所有老師中，你最欣賞哪一位老師？ 

天  魯：國文老師、音樂老師還有我們班導。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魯：國文老師是常會教我中文，音樂老師也是一樣（尤其

在一年級的時候），班導時常都會主動幫我。我最渴

切的就是中文趕快加強，而這些老師都會主動幫忙

我。 

研究者：你覺得老師會特別關心你嗎？ 

天  魯：幾乎所有的老師都很關心我，常問我快要基測了，你

會不會緊張。（080328.S3-03 訪） 

根據研究者訪談資料中，天魯在師生、同儕的互動呈現良好的正

面發展的另一項重要因素是天魯的家長態度採取積極的、接納的作為

並時時感謝幫助他們的任何人，天魯的導師這樣說明： 

研究者：天魯在班上與老師、與同學的互動情形如何？ 

導師 M3：很好啊！（導師堅定並迅速回答） 

研究者：老師能不能更進一步說明呢？ 

導師 M3：一開始大家可能因為好奇，【後來】加上他的爸媽也

很和藹可親，會作許多的西藏料理，比如西藏奶茶、

糌粑…同學也經常到他家去玩。（080328.M3-02 訪） 

參、課業學習適應 

  一、學業成績 

天魯的學業成績在班上屬於倒數幾名的成績，在班上還贏過本地

的學生三至四位同學，由於從印度來台灣在沒有中文的基礎下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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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國中一年級，天魯的父親雖然不滿意兒子的成績但是也能欣然接受

天魯的父親這樣表達說： 

研究者：你對孩子的期望是如何？ 

父親 P31：希望他（天魯）能繼續升學。 

研究者：你對孩子的學業成績還滿意嗎？ 

父親 P31：這怎麼說呢！一開始他中文就不行，現在中文已不

錯了，成績雖然不是理想，但在他們班上還贏過三、

四個同學。（天魯的父親此時笑的很開心）

（080524.P31-01 訪） 

相較於天魯本身自己的想法也和父親差不多，都呈現自我滿足的

狀態： 

研究者：你覺得自己在課業成績方面的表現如何？ 

天  魯：還好。因為我自我要求不高。 

研究者：為什麼自我要求不高呢？ 

天  魯：一開始我的中文就不行，二年級以前的課程除了英文

以外我都不大清楚在上什麼。 

研究者：在課業方面，你目前最想改善的問題是什麼？ 

天  魯：應該多讀吧！最重要的就是國字要會念，懂得意思。

我的國字【的形、音、義】還有待加強。（080416.S3-05

訪） 

有關天魯的學業成績，導師及同學也持正面發展的看法： 

研究者：天魯的課業表成績現如何？ 

導師 M3：只有英文一科比較好，其他科就都不行了，可能一開

始就陷在中文的困境裏，國文後來慢慢有起色，其它

科目也就漸漸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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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C31：英文還不錯，其他都不怎麼樣，但都有在進步中。

差不多中下。 

同儕 C32：算是倒數，差不多贏三、四個人。應該以前的學習

環境吧！聽他說以前（指在印度的時候）教的跟這裡

差很多。只有英文比較好，其他的就比較不好。 

研究者：整體而言，你覺得天魯喜歡上學嗎？ 

導師 M3：很喜歡，他每天都六點半第一個到學校。

（080328.M3-03 訪） 

同儕 C31：蠻喜歡的。【天魯】來學校都很開心。（080220.C31-01

訪） 

同儕 C32：算是喜歡，但是碰上肚子痛就會請假。

（080514.C32-02 訪） 

  二、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 

天魯從印度的小學課程銜接到台灣國中課業學習，首先即面臨教

材及教法重大的改變，造成天魯心裡相當的負擔，天魯描述說： 

研究者：你認為在印度上國小與台灣唸國中的功課難度差異很

大嗎？ 

天  魯：這裡跟印度的教法與學習差很多，學生的反應也差很

多。 

研究者：差在哪裡呢？ 

天  魯：在印度時比較自由學習，老師也較隨性教，壓力不大。

這裡【課程】有一定的進度也比較難，每天都有考試，

考試很多，同學【相互】競爭也很大。（080319.S3-02

訪） 

另外，天魯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方面深受中文理解程度、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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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及文化差異的影響並未能達到有效的學習，天魯向研究者表達： 

研究者：你在學校曾經遇到什麼問題或困難？ 

天  魯：大部分是課業的問題，課業幾乎都有問題。 

研究者：問題在哪裡呢？ 

天  魯：是中文的問題。尤其是國文及數學【課】，上課幾乎

都聽不懂，同學有主動教我，還是不懂。功課或習作

或考試看了之後，就是要想很久，就是不會做。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 

天  魯：地理。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魯：老師上課很風趣，一直講我也聽得懂，也很喜歡聽。 

研究者：還有哪一科呢？ 

天  魯：除了地理以外就是英文，如果不上文法，一直講課文

（英文）我聽得懂我就喜歡上。 

研究者：在學校你最不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 

天  魯：理化，公民還有歷史。 

研究者：為什麼？ 

天  魯：理化有很多公式，老師在講什們我實在聽不懂，就會

覺得很無聊，大部分我問了還是很難，考試也都考不

好。公民一些法律【專有】名詞我幾乎都聽不懂是什

麼意思。 

研究者：公民中的兩性平等法你知道意思嗎？ 

天  魯：這個我知道。 

研究者：刑法你知道意思嗎？ 

天  魯：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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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民法你知道意思嗎？ 

天  魯：不知道。 

研究者：歷史呢？ 

天  魯：有好多名字、地名要記，漢字的名字很難記，好像都

很像，我有想辦法去解決，還是記不起來。

（080407.S3-04 訪） 

儘管天魯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因中文理解程度的問題而產生了

許多的困擾，但在學態度上乃抱持積極的態度努力學習，研究者的訪

談資料中有這樣一段紀錄： 

研究者：你回家會溫習或預習功課嗎？ 

天  魯：會，以英文及數學為主。 

研究者：為什麼以英文及數學為主呢？ 

天  魯：英文的功課比較多，通常一寫就是三、四個小時，晚

上我一定會再十一點前睡覺。早上通常五點半起床， 

研究者：如何完成你的回家作業，如果遇到問題找誰幫忙？ 

天  魯：關懷小組的老師有來我就會問
18
，沒有來時我就先放

著。 

研究者：一星期關懷小組的老師會來幾天呢？ 

天  魯：一個禮拜來的天數不一定，有時候考試時我會請他密

集的來，通常是一個禮拜來兩次吧。 

研究者：你有在校外補習嗎？ 

天  魯：沒有。只有家教而已（指關懷小組的老師）。 

研究者：你會渴望補習嗎？ 

天  魯：很想。 
                                                 
18 關懷小組就是在台藏胞行動關懷小組的簡稱，是一任務型的編組；每星期固定有輔導老師到天

魯的家裡，為天魯做課業學習輔導，但現今因經費不足，天魯及其父親表示每星期對天魯輔導的次

數已逐漸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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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為什麼？ 

天  魯：如果可以讓我的成績好一點我會想補習。但我覺得去

補習班效果不會比較好，因為關懷小組的老師一對一

的教我，效果應該比補習班一大堆人上課要來得好，

補習班應該很難問問題，人太多了，所以對我來講不

見得有效。（080505.S3-06 訪） 

肆、綜合摘要 

綜合以上所述，天魯的外表給人感覺與本地的學童沒有什麼不

同，卻是長得帥氣又令人有一種沉穩的感覺，加上他熱心助人也是班

上昆蟲問題的解決者，又能表演一手的好口技－Bigbox，天魯不僅與

班上所有男同學相處融洽，班上的女同學私底下也都表示超喜歡與天

魯做朋友，對老師也很有禮貌，所以天魯在學校適應方面屬正向發展。 

在學校心理適應方面，天魯本身因為常有不知原因的喉嚨痛，公

開場合面對大眾也容易緊張，所以，有關健康的需求較無法滿足，但

從印度西藏流亡政府所辦理的西藏學校蹍轉到台灣學校就讀，在個體

動機和需求的滿足上最明顯的就是台灣物質的富裕，尤其是豐富多樣

性的飲食滿足了天魯成長發育的需求，加上天魯個性上均屬活潑開

朗，人格特性上有較多正面性的特徵，所以，同儕關係互動良好滿足

了個案情感上的需求，導（教）師負責盡職，隨時關懷到學生滿足了

個案愛與隸屬上的需求，在情緒的表達方面屬相當正面性的溫和及說

理的方式，天魯很喜歡來學校上課，而且對學校產生強烈的歸屬感。 

在人際關係適應方面，由於天魯將進入天珠國中就讀時全班師生

在得知這一訊息後產生一種既期待又不知如何與他相處的喜悅中夾雜

著緊張的心情，天魯是一位很有禮貌又乖巧的學生，在與師長互動中

老師們均很喜歡天魯，加上天魯個性活潑開朗，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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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邀請同學至天魯家玩，全班同學沒有人會討厭他，甚至可以說都

超喜歡他，所以天魯的人際關係適應屬於相當正面性的發展。 

在課業學習適應方面，天魯的課業學習與學業成績深受中文的理

解程度、考試多寡及文化差異的影響，而未能達到有效的學習，台灣

由於升學壓力關係，國中階段的學習實況是平日大小考試多、同儕競

爭大，造成天魯心理上有相當的負擔，由於天魯來台灣的時間不像天

寧與天格的時間長，在文化差異的調適方面尚有不適應的現象，反應

在課程內容方面，天魯時常無法判別中文字形、字音及字義，最明顯

的就是他常認為中文裏有許多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都很相似而很難

被記憶；天魯的學業成績雖然不理想，但根據研究者的研究資料中可

以發現天魯還是相當用功，家長對其學業成績也相當重視與支持，如

何提升天魯的中文程度將是提升其學業成績的重要因素之ㄧ。 



第五章 三位個案個學校適應情形之比較 

 111

第五章 三位個案個學校適應情形之比較 

本章研究者將藉由上一章對三位個案的學校適應情形之剖析，對

應本研究的目的，旨在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個人心理、人際關係、課業

學習適應之情形，做一綜合性的整體分析與比較後，整理與歸納出三

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異同之處，並做為下一章「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

校適應相關因素」探討之基礎。 

第一節 三位個案個人心理適應情形之比較 

壹、 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 

就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而言，是指個體在學校生活的互動中，

能經由大家所認可的方式來進行並獲得滿足的過程，而三位個案在個

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上所採取的方式如何呢？研究者將就三位個案的

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情形 

對天寧而言，由印度的西藏流亡政府所在地來到台灣，是從物資

缺乏進而到物資富裕的轉變，所以，在台灣物質的富裕滿足了天寧成

長發育的需求；對於在台灣的青少年而言，由國小升上國中又是一種

快樂學習進而到競爭學習的轉變，而升學的壓力加諸於天寧的身上不

像台灣本地學生有如此大的沉疴，天寧的父親希望天寧在台灣能夠以

升學為主，如果不是一塊讀書的料時，也希望天寧能學得一技之長，

找份好的工作過著穩定的生活即是美好的人生；西藏民族就是宗教性

的民族，由於佛教的影響，西藏民族也較能樂天知命，而天寧在個性

上就屬於達觀型這一類的孩子，所以，天寧在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

是呈現相當正面且增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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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格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情形 

就研究者在國中教育現場的觀察，小學與國中學校生活是有很大

的差別，除了在課業學習的步調緊湊，大小考試頻繁，課程內容的難

度也加深加廣以外，學校的生活管理也趨於嚴格，社會控制力強度較

強。 

天格顯然對國中的校規有些許的不適應，尤其動不動就要被記過

很不以為然，就服裝儀容的規定來說，國中的學校一般都有明確且嚴

格的規定，為團體的統一管理及整齊有紀律，是不容許學生擅自穿著，

對天格而言她並不認為每一位女孩子都會喜歡或都必須要穿裙子，所

以，天格對學校服裝儀容的規定不能符合每一位學生的需求，卻又要

被強迫去遵從她覺得不合理的規定，使她在對學校與個體之間彼此尊

重的需求上並沒有達到滿足。 

另外，天格也因為常有不明原因的肚子痛及莫名奇妙的緊張，所

以在健康的需求也未能達到滿足，也因而連帶會困擾著她的學習，使

個體在學業成就的動機與需求無法獲得滿足。 

在情感穩定的需求上，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天格課堂上或下課時

與老師或同學的互動並不多，甚至有獨來獨往的傾向，幾乎每次下課

均不見人影，直到上課鐘響才匆忙的回對教室來，據天格導師的描述

天格交友日趨複雜，常與八、九年級的學長姐互動，對天格而言，在

班上似乎沒有傾訴的對象而有自我封閉的傾向，連帶的也影響其情緒

的表達，所以，天格在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是呈現較為負面而且有

不滿足的現象。 

三、 天魯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情形 

天魯在三位個案中是年紀較大時才來到台灣，由於已超過台灣小

學生的學習年齡上限，所以，來台後就直接就讀國中一年級，就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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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的隔閡使天魯曾有半年左右的時間是生活在鬱鬱寡歡的學習

日子裏，後來在天珠國中全體師生共同響應與努力下，搶救天魯的中

文程度後，隨著中文程度的提升，天魯與人的溝通漸入佳境後，在情

感獲得及人際關係的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立即呈現相當正面的發

展。 

天魯這樣描述著，因為那時已經會講中文，認識比較多的同學，

會跟同學出去玩，同學也會到我家來，所以感覺很快樂。所以，現今

的天魯從印度西藏流亡政府所辦的學校轉換到台灣來，已適應的很好

並相當的滿足。 

在課業學習方面，天魯是一位懂得努力用功的孩子，在相對於情

感獲得及人際關係裏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後，天魯亦想使自己的學

業成績有所進步，但是，能用中文與人的溝通不等同於能對課業內容

及測驗時用中文文字表達的理解能力，由於天魯對中文的閱讀及理解

能力尚顯不足，所以，在課業學習的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呈現殷殷

期待而有不滿足的現象產生。 

四、 三位個案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均因為台灣物資富裕滿足生理上的需求，天

寧由於個性開朗，所以，在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是呈現相當正面且

增強的作用；天格則因為在學校生活中缺乏被尊重及情感寄託需求的

滿足，所以，天格在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是呈現較為負面而且有不

滿足的現象；天魯在情感獲得及人際關係的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呈

現相當正面的發展，但是在課業學習的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上呈現

殷殷期待而有不滿足的現象產生。 

貳、 心理與自我概念 

就心理與自我概念而言，是指個體能夠了解自己、尊重他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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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個人目標與價值、智能成熟、情緒穩定並有滿意的心理效能之過程，

而三位個案在心理與自我概念裏的內心世界分別為何呢？研究者將就

三位個案的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心理與自我概念之情形 

天寧由於個性開朗活潑，對應於行為的表現，無論在生活上、學

習上或與他人互動上，凡是以自己及同學們均應該開心或快樂為目標

的自我概念是非常強烈，除此之外的學校生活如課業學習、課堂表現、

班級常規的遵守等等都不是很重要。所以，天寧除了凡事講求讓自己

快樂、開心以外，對於其他事情或是對自己內心的感受及同儕對他的

評價為何？天寧並沒有太多的知覺，對自我概念的敏覺度不夠。 

二、 天格心理與自我概念之情形 

天格的自我概念應該算是很強烈的，她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什麼

樣的人，也很清楚的知道來台灣讀書的目的及父母親對他的期望，在

眾多同學學習的競爭環境中，天格不認為自己比別人差，甚至認為自

己的資質還比同學好的自我概念也很強烈，與同學的相處中同學並不

會排斥她，甚至許多同學都認為天格是一位值得交往的好同學，所以，

天格在心理與自我概念的發展上應屬相當正面性並有滿意的心理效

能。 

三、 天魯心理與自我概念之情形 

就像一般的移民者一樣，在台藏胞移民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或下

一代能過更舒適的生活，而且能有更美好的未來，天魯的父親曾對研

究者這樣表示：「我們這一代【在中國大陸】過得太苦了，比如說我是

高中的學歷，其實沒讀到什麼書，因為遇上文化大革命，每天都在鬧，

我希望他【天魯】在台灣安定的環境下多讀一點書，將來能找一份好

工作。」（080524.P31-01 訪）相對於父母親的期望，天魯對升學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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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念能感受得到，並能了解自己的能力與目標，不會好高騖遠，努

力去實現。 

97 年國中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結束後，天魯對研究者表示其總分

只有 55 分，根據研究者在國中任教的經驗中，嚴格的來說國中基測考

100 分並不是一理想分數，常模的分數應落在 180 至 200 分之間，但就

天魯而言，由印度來台灣時已超過讀小學的年齡，所以直接就由國中

一年級開始讀，相對於印度的教學及我國國中的教學步調在升學的引

導下，節奏是相當的快速，天魯在語言的隔閡下努力學習，在班上的

成績並不是最後一名，至少還贏過三、四位本地的學生，天魯的老師

曾經高興的如上述的表示。 

另外，在族群的相處中，由於 1979 年以前的西藏是追求獨立，在

台藏胞及其子女在國家概念上「我是西藏人民」已形成，因此，天魯

時常因為無法解釋自己是否為外國人而感到困擾，族群的想像會烙印

在天魯的內心裡，使天魯有時無法接受現實，產生在族群的自我概念

上有一些負面的感覺，但是這種負面的感覺會因天魯時常自己告訴自

己多想也沒用，很快的又能為天魯自我接受而有所調適，所以，天魯

在心理與自我概念的發展上亦屬相當正面性並有滿意的心理效能。 

四、 三位個案心理與自我概念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來台灣的學校就讀後出現不同的心理與自我

概念，天寧由於個性開朗活潑，凡是以自己及同學們均應該開心或快

樂為目標，其他的事就不是這麼重要，所以，在自我概念的呈現較為

模糊且確定個人目標與價值方面也較不符合社會期待與規範，雖然天

寧的自我概念尚屬良好，而且能自我接受，但是在成就與學習動機的

表現相當不強烈，而且生活中努力目標與方向亦不明確。 

天格的自我概念應該是三位個案中最強烈的一位，她很清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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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什麼樣的人，也很清楚知道來台灣讀書的目的及父母親對她的

期望，所以，在成就與學習動機的表現相當強烈，而且生活中努力目

標與方向亦相當明確，因為自我概念較正面積極，所以行動力較強，

因此，天格在心理與自我概念的發展上應屬相當正面性並有滿意的心

理效能。 

天魯在個性上屬於相當溫順得孩子，在初步克服語言隔閡後，天

魯在情感獲得及人際關係上滿足了個體動機與需求進而強化了同儕與

天魯本身的自我概念，所以，天魯在心理與自我概念的發展上亦屬相

當正面性並有滿意的心理效能。 

參、 情緒的表達 

就情緒的表達而言，是指個體本身能夠有適度的情緒表達和適當

的情緒控制進而滿足自身需求，而與環境發生調和的過程，而三位個

案在情緒的表達上所採取的方式如何呢？研究者將就三位個案的情形

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情緒的表達情形 

天寧的導師認為天寧在他們班上裏情緒的表達不算是比較衝動的

學生，但根據研究者對他上課及下課的觀察，天寧在情緒的抒發與表

達都是很直接的本能反應，不會用其他管道宣洩，而是訴諸直接的行

動反應，用肢體或語言表達他不滿的情緒，在玩耍或與同儕互動時，

稍有不如意甚至不加思索行為舉止會不會有嚴重的後果，就直接訴諸

於身體語言，天寧雖然在情緒的表達上屬本能性的直接反應而且激

烈，容易與人發生口角及肢體摩擦，但是，由於天寧平常懂得體貼及

安慰別人，加上他可以說是班上的開心果，所以，這種行為與舉動卻

沒有影響他在班上的人際關係。 

雖然如此，研究者認為天寧在情緒表達與適當的情緒控制上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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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更多正面與有意義的情緒表達方面的教導，以期能用尊重與包容的

態度去面對不同環境，以符合社會期待與規範。 

二、 天格情緒的表達情形 

天格在對於本身是西藏人而被同學視為外國人，剛開始表現出不

能適應及無法接受的心聲，當面對如此的衝突時，反應在情緒的表達

方面就是直接採取打架這種激烈的方式解決，經過與同學相處的磨合

期及學校校規規定的了解後，天寧很快的調整自我情緒表達的方式，

但是表達的方式是從打人或打架的侵權行為轉變為自我封閉或自我傷

害的負面發展傾向，因此，天格本身因為無法有適度的情緒表達和適

當的情緒控制進而無法滿足自身需求，而常與環境發生扞格的現象，

而有些偏差行為的產生。 

三、 天魯情緒的表達情形 

天魯在情緒的表達方面比一般學生來得沉穩，研究者的觀察紀錄

這樣寫道：「下課時天魯全班幾乎無所事事，有人打鬧追逐著玩耍，一

不小心撞上天魯的背部，同學又快速的跑離，天魯略帶微笑地回頭看

一下，並沒有過多的反應。」（080310.S3-04 觀）經研究者長期接觸與

觀察，由於天魯個體動機與需求常能滿足，也頗受到同學的喜愛，與

同學的互動也屬正面性，連帶的情緒的表達也是健康而有效的。 

天魯也許不自覺自己在快樂或無聊的時候會自然反映出某些動

作，表達了自己的情緒，天魯的導師這樣描述：「他一開始剛來時，老

師上課他都聽不懂中文，他就會比較無聊，因為他比較喜歡有節奏感

的音樂，他就會拿筆在桌子上敲，也不是故意的…」。（080118.M3-02

訪）天魯的同學也表達了上述同樣的看法，所以，天魯本身能夠有適

度的情緒表達和適當的情緒控制進而滿足自身需求，而與環境發生相

當正面的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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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位個案情緒的表達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在情緒的表達情形方面，天寧在情緒表達與

情緒控制較負面，屬於衝動型，應給於更多正面與有意義的情緒表達

方面的教導；天格在情緒表達與情緒控制亦屬於較負面，是一種情緒

衝動而轉壓抑的內心狀態，也應給於更多正面與有意義的情緒表達方

面的教導；天魯則在情緒表達與情緒控制方面較有正向的發展，屬於

溫和說理型，進而滿足自身需求，而與環境發生相當正面的調和。 

肆、 小結 

依據本節對三位個案個人心理適應情形之比較後，研究者將三位

個案在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心理與自我概念、情緒的表達三方面

適應情形比較整理如下（詳如表 5-1）： 

表 5-1：三位個案個人心理適應情形比較表 

         個案 

比較項目 
天寧 天格 天魯 

個體動機與需求的

滿足 

1. 台灣物資富裕

滿足生理上的

需求。 

2. 成就與學習動

機不強烈，目標

與方向不明確。

3. 個體動機與需

求的滿足是呈

現相當正面且

有增強的作用。

1. 學校生活中缺

乏被尊重及情

感寄託需求的

滿足。 

2. 健康與學業成

就的需求無法

獲得滿足。 

3. 個體動機與需

求的滿足是呈

現較為負面而

不滿足的現象。

1. 在台灣獲得較

多情感與人際

關係及生理上

的滿足。 

2. 成就與學習動

機不強烈，目標

與方向明確。 

3. 課業學習的個

體動機與需求

有不滿足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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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與自我概念 

1. 自我概念良

好，能自我接

受。 

2.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1. 自我概念較正

面積極，行動力

較強。 

2.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1. 自我概念尚

可，無法解釋自

己是否為外國

人。 

2.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情緒的表達 

1. 情緒表達較負

面，屬於衝動

型。 

2. 情緒表達需給

於更多正面與

有意義方面的

教導。 

1. 情緒表達較負

面，屬於衝動轉

壓抑狀態。 

2. 情緒表達需給

於更多正面與

有意義方面的

教導。 

1. 情緒表達正面

發展，屬於溫和

說理型。 

2. 情緒的表達是

健康而有效，進

而滿足自身需

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節 三位個案人際關係適應情形之比較 

壹、 同儕關係 

就同儕關係而言，是指個體與學校的重要他人－同儕的互動關

係，個體若能為同儕接受，沒有心理上的挫折與困擾，則較能致力於

學習，如果能與同學維繫良好的人際調適，並能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時個體本身就能夠獲得支持與鼓勵，進而影響個體的學校適應，而三

位個案在同儕關係互動上所表現的真實狀況是如何呢？研究者將就三

位個案的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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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寧的同儕關係 

對天寧來說同儕關係的好壞是決定他能不能過得比較快樂的重要

因素之ㄧ，愛表現的天寧幾乎視每一堂的上課都是他表現快樂及展現

自我的舞台，然而上課時同學與天寧的互動也很頻繁。 

研究者就觀察到，天寧就像是全班的開心果，天寧的兩位同學 C11

及 C12 不約而同的這樣認為，雖然有時班上同學會覺得天寧有一點聒

噪，但是不會因此排斥他，甚至認為天寧是一位值得交往的同學，因

為天寧對人其實很體貼，當有人情緒不好或不快樂時，天寧總是會適

時的安慰同學，給同學鼓勵，所以，天寧與同儕的人際關係良好，並

能保持良好的同儕互動進而在心理上獲得支持與鼓勵，使天寧的學校

適應有正面的發展。 

二、 天格的同儕關係 

誠如天格自己所言，就是一開學的時候，同學們似乎覺得天格是

外國人，所以都不敢靠近天格，天格覺得與同學有距離感，然後過了

一兩個月之後天格就沒有這種感覺。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剛開始（開

學）不大好，都是跟隔壁班互動，因為小學的同學在那裡，現在已經

蠻不錯的。」（080328.M2-03 訪）。 

由於性別的差異，加上天格不認為自己比別人差，甚至認為自己

的資質還比同學好的自我概念也很強烈，反映在同儕關係上就以性別

取向及學業成績相當的同學為主要的互動對象，由於天格個性溫和，

也很有禮貌，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其實他很乖，資質也很好，跟老

師、同學互動都很好，對老師都很尊敬。」（080118.M2-02 訪）所以，

在同儕關係的互動上屬於正面性的發展。 

天格的同學對研究者這樣說道，其實同學們不會排斥與天格交朋

友，同學們都認為天格是一位肯幫助別人又很講義氣的同學，只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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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格比較不會主動的與同學交往，如果天格不主動，同學也很少會

主動與她交往，因此，天格在同儕關係上應沒有心理的負擔，而產生

太多的扞格，若是能在同儕關係上多給於天格輔導與教導，就能使天

格在心理上獲得更多的支持與鼓勵，而使天格的學校適應有更正面的

發展。 

三、 天魯的同儕關係 

天魯的同儕關係在三位個案中，若不用超好的同儕關係來形容，

就應屬非常正面性的發展，探究原因有二：一是其個性溫和活潑開朗，

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一是在天魯要進入天珠國中就讀時全班甚至於

全校師生均得知這一訊息後產生一種既期待又不知如何與他相處的喜

悅及又緊張的心情，天魯的導師及同學都曾這樣描述著，由於天魯個

性活潑開朗，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為班上解決許多擾人的昆蟲問題，

同學們都很喜歡他。 

天魯自己在情感的獲得亦感覺到很滿足，也很喜歡和同學們相處

的日子，天魯曾這樣的表達過：「同學喜歡和我親近，同學常會到我家

來玩，也會討論功課，比如上一節課不會時，我會請教同學，同學也

會教我」，由於天魯的同儕關係互動良好使他非常樂意來學校上課並與

同學相處，每天幾乎都是班上第一個到班上的，因此，天魯在勤學適

應表現特別好，也因為能為同儕接受，沒有心理上的挫折與困擾，所

以較能專心致力於學習。 

四、 三位個案同儕關係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在同儕關係方面，天寧因為個性開朗加上對

待同學也體貼並會適時給予同學安慰與鼓勵，所以，與同儕的人際關

係良好，並能保持良好的同儕互動進而在心理上獲得支持與鼓勵，使

天寧的學校適應有正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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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格在同儕關係方面雖然以性別取向及學業成績相當的同學為主

要的互動對象，也比較不會主動的與同儕互動，但由於天格個性溫和，

也很有禮貌，同學們也都認為天格是一位肯幫助別人又很講義氣的同

學，並不排斥與天格做朋友，所以，天格在同儕關係上應沒有心理的

負擔，而產生太多的扞格，若是能在同儕關係上多給於天格輔導與教

導，就能使天格在心理上獲得更多的支持與鼓勵，而使天格的學校適

應有更正面的發展。 

天魯的同儕關係在三位個案中屬於發展最正面性的一位，所以，

天魯由於的同儕關係互動良好使他非常樂意來學校上課並與同學相

處，每天幾乎都是班上第一個到班上的，因此，天魯在勤學適應表現

特別好，也因為能為同儕接受，沒有心理上的挫折與困擾，所以較能

專心致力於學習。 

貳、 師生互動 

就師生互動而言，是指個體與學校的重要他人－老師的互動關

係，個體如果能與老師相處融洽，認同老師角色時個體本身就能夠獲

得較多正面且積極性的認知而產生較高的學業成就，進而影響個體的

學校適應，而三位個案在師生互動上所表現的真實狀況是如何呢？研

究者將就三位個案的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的師生互動情形 

由於天寧個性開朗活潑甚至是不甘寂寞型，下課時忙著與一般同

學互動很少與老師互動，但是上課時與老師的互動卻十分熱絡，有時

候會熱絡到中斷全班課堂的學習，經老師的制止後才稍加收斂，但是，

過不了多久的時間，天寧又不安其份的與老師熱絡的互動起來了。 

根據研究的觀察及訪談的資料中可以得知，天寧除了對他有興趣

的科目及班導師的國文課時會認真學習，因班導師對班級經營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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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度較有權威性，所以，導師生互動是屬於正面且積極性以外，其

他科目的師生互動均較屬於負面且消極性，而且對其知識的獲得、課

程的學習及課業成績的改善並沒有因與老師熱絡的互動而有較正面性

的發展。 

二、 天格的師生互動情形 

天格對老師的態度都是很尊敬並有禮貌，但與老師的互動無論是

上課或下課期間卻不多，下課時幾乎是常常不見蹤影一直到上課鐘響

才回到班上。 

數學課是該班上課相當愉快且多數同學與數學老師頗有互動，但

天格卻從來沒有與數學老師互動過，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紀錄有一段這

樣寫著：「上數學課時全班與老師似乎蠻親近，多有互動，但班級秩序

亦要花較多時間維持，天格座位在第四排第五位，班上沒有特別座，

天格上課表面上能專心聽講，但幾乎都在從事與數學無關的自己的

事，班上整體常有人與老師互動但天格並無與老師的互動，聽到笑話

有感覺且會稍微笑一下。」（080319.S2-05 觀）。 

天格的地理老師曾表示，幾乎從來都沒有與天格互動過，甚至是

研究者因研究本主題時才驚訝天格是在台藏胞子女，而天格的國文老

師曾表示，從天格的作文中他認為天格是一位相當需要親情的小孩，

天格的聯絡簿在她們班上算是寫得相當用心的一位學生，天格的導師

這樣說：「天格的聯絡簿算是班上寫得用心的學生之ㄧ，心情雜記寫得

很好，看得出她看過很多書，有時我會透過她的心情雜記了解她並與

她聊天，適時的輔導天格。」（080328.M2-03 訪）由上述可知，天格的

師生互動主要是透過她自己想要的文字工具來表達，對學校的老師也

沒有好惡之分，所以，天格的師生互動亦屬於較正面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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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魯的師生互動情形 

由於天魯是在台藏胞這一特殊的身分，在還沒有進入天珠國中

時，消息就已經傳入天珠國中，加上入學的第一天媒體記者的大幅採

訪，全校師生幾乎都認識天魯。 

剛進入天珠國中的天魯由於中文的聽、說、讀、寫幾乎都不行，

此時，天珠國中的老師們很快地自願加入搶救天魯中文程度的行列

裡，教務主任曾這樣說明：「很多改變都是自然而然，學校多一位身分

特殊學生，無疑也是學生多元學習的一環，重點是老師也跟著加入，

好比音樂科呂○○及美術科蘇○○老師，自願幫天魯『補習』。」
19
。 

也許主動關懷弱勢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天性，但是，另一項重要因

素是天魯的家長態度採取積極的、接納的作為並時時感謝幫助他們的

任何人，天魯的國文老師對研究者這樣表示，由於老師們自願的主動

幫忙，天魯在幾個月後就可以用中文表達了，天魯的導師有如此的描

述：「我覺得他們小孩子學語文真的很快，沒幾個月他（天魯）就可以

說中文了。」（080118.M3-02 訪）。 

天魯雖然表達了他在天珠國中主動與老師的互動次數不多，但天

魯曾向研究者表達，他知道每位師長都很關心他，並對師長都很有禮

貌，根據研究者訪談資料中，天魯在師生、同儕的互動呈現相當良好

的正面發展，所以，天魯相當認同學校老師的角色而能夠獲得較多正

面且積極性的認知，並對課業學習產生較高度得興趣，進而使本身有

較良好的學校適應。 

四、 三位個案師生互動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在師生互動方面，天寧由於個性開朗活潑甚

至是不甘寂寞，上課時與老師的互動十分熱絡，有時候會熱絡到中斷

                                                 
19 同前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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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課堂的學習，經老師的制止後才稍加收斂，但是天寧與老師熱絡

的互動卻對其知識的獲得、課程的學習及課業成績的改善並沒有因此

而有較正面性的發展。 

天格在師生互動方面雖然與老師的互動不多，但是天格會藉由她

自己想要的方式，即文字工具－聯絡簿或作文來表達，而對學校的老

師也沒有好惡之分，所以，天格的師生互動屬於較正面性的發展。 

天魯在師生互動方面和一般本地學生一樣，都是屬於被動型而不

會主動與老師互動，但是由於天魯是在台藏胞子女來台就讀國中裏少

數的第一位，曾經引起社會的關注，因此，老師們對天魯也投入較多

的關愛，天魯及其家長都知道每位師長都很關心天魯，所以，天魯相

當認同學校老師的角色而能夠獲得較多正面且積極性的認知，並對課

業學習產生較高度得興趣，進而使本身有較良好的學校適應。 

參、 小結 

依據本節對三位個案人際關係適應情形之比較後，研究者將三位

個案在同儕關係、師生互動兩方面適應情形比較整理如下（詳如表

5-2）： 

表 5-2：三位個案人際關係適應情形比較表 

         個案 

比較項目 
天寧 天格 天魯 

同儕關係 

1. 與同儕相處和

諧，是班上的開

心果。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3. 與同儕能保持

1. 與同儕相處有

距離，但沒有人

排斥她，尚屬正

面發展。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1. 與同儕相處超

好，是班上昆蟲

問題的專家。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3. 同儕關係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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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互動進

而在心理上獲

得支持與鼓勵。

3. 同儕關係上應

多給於輔導與

教導。 

位個案中發展

最為正面性。 

師生互動 

1. 上課與老師經

常有互動，但常

因耍寶被老師

制止。 

2.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有

興趣的科目會

盯著老師提問。

3.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1. 上課與老師幾

乎沒有互動。 

2.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但

會幫老師做事

情。 

3.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1. 上課與老師偶

有互動。 

2.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但

會幫老師做事

情。 

3.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三節 三位個案課業學習適應情形之比較 

壹、 學業成績 

就學業成績而言，是指個體能在學習過程中得到自我滿足，對國

中生來說學業成就表現愈好，其愈能享受學習，反之，學業成就表現

不理想時，愈會加深其焦慮、無助的情緒，可知學業成就與學校生活

適應之間有密切的關係，而三位個案在學業成績上所表現的真實狀況

是如何呢？研究者將就三位個案的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的學業成績 

天寧知道學業成績的好壞將影響升學與否的目標，但個性開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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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不強求自己一定要升學，雖然活潑開朗且熱心助人，在班上的人

際關係屬正面性的，但這種正面性的發展只用來補強天寧自我概念中

必須快樂而已，並沒有轉移到以人際關係互動的優勢來彌補學業成績

的不足，上課時常常跟老師在抬槓，下課時也忙於玩耍，幾乎沒有在

討論功課。 

研究者曾訪談過天寧下課時間都在做什麼？下課時間，你會和同

學一起討論功課嗎？天寧的回答就是「沒有或不會！」，所以，天寧在

學業成績方面，在班上是屬於偏低的，在研究者的資料中天寧自認為

學業成績最好的科目是英文，最差的是數學及自生，非考科中的表現

以視覺藝術及童軍最好，導師及同學對天寧卻有一致的期望與看法－

就是希望天寧多花一點心思在自己的學業成績上，但相較於導師及同

學的期望與看法，天寧有著另一種詮釋，不願給自己心情上有太大的

負擔，對於天寧學業成績較低落的原因，應是自我期望與外界期望的

落差及上課時專心程度不夠所造成，但是，個性活潑開朗的天寧卻沒

有因為自己學業成績的低落而產生焦慮、無助的情緒，進而影響到學

校適應。 

二、 天格的學業成績 

有關天格的學業成績，天格的導師這樣描述：「不是很好，以前還

可以維持在班上 15 名左右，現在已經落在 20 幾名以後。英文部分沒

問題，其他科目表現不太好，因為它的中文程度還是不行。」

（080328.M2-03 訪），同學對天格的學業成績看法也是一致的認為不是

很好，天格的升學目標是很明確而且有強烈的需求，對自己的學業成

績亦是有不滿意而無法自我滿足的現象。 

在研究者的資料中天格自認為學業成績最好的科目是英文，最差

的是數學，非考科中的表現以視覺藝術最好，天格雖然對自己的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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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也是有不滿意的看法，同時也展現出想要積極改善的作為，但是

就像一般學生一樣在努力的過程中所表現出來的決心與毅力都不夠，

常常會半途而廢，又再一次的使自己陷入悔恨與懊惱中，而產生焦慮、

無助的情緒，進而影響到學校適應。 

三、 天魯的學業成績 

天魯的學業成績在班上屬於倒數幾名的成績，在研究者的資料中

天魯自認為學業成績最好的科目是英文，最差的是數學、公民及歷史，

非考科中的表現以聽覺藝術最好，在班上還贏過本地的學生三至四位

同學，由於從印度來台灣時，在沒有任何中文的基礎下就直接就讀國

中一年級，使天魯曾因為語言的隔閡而陷入學習上的苦悶。 

天魯的父親雖然不滿意兒子的成績但是也頗能欣然接受天魯的學

業成績現況，相較於天魯本身自己的想法也和父親差不多，都因了解

自己的現況－中文程度須再加強，呈現自我滿足的狀態，有關天魯的

學業成績，導師及同學也持正面發展的看法，基本上都認為天魯是一

位懂的用功的學生，只是中文程度的問題，相信克服中文程度問題後

的天魯學業成績一定會突飛猛進，所以，天魯並沒有因為學業成績的

低落而產生焦慮、無助的情緒，進而影響到學校適應。 

四、 三位個案學業成績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在學業成績方面，天寧由於個性活潑開朗，

所以沒有因為自己學業成績的低落而產生焦慮、無助的情緒，進而影

響到學校適應。 

天格由於升學目標是很明確而且有強烈的需求，在積極改善自己

的學業成績時，決心與毅力都不夠，常常會因半途而廢，又再一次的

使自己陷入悔恨與懊惱中，而產生焦慮、無助的情緒，進而影響到學

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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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魯及其家人雖然不滿意天魯的成績但是也頗能欣然接受天魯的

學業成績現況，所以，天魯並沒有因為學業成績的低落而產生焦慮、

無助的情緒，進而影響到學校適應。 

貳、 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 

就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而言，是指個體在學校生活中對學校課程

內容與安排能感到滿意，學習所產生的困擾少，進而對於學習抱持積

極態度，並透過課業學習，學習到各種知識，並達有效學習，而三位

個案在學業成績上所表現的真實狀況是如何呢？研究者將就三位個案

的情形相互交叉比較加以說明。 

一、 天寧的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情形 

我國國中、小學教育中，課程的內容與設計、教材與教法上有著

顯著的差距，研究者在國中的教育現場中所觀察到的是，從國小到國

中轉變最大的衝擊，最直接的感受莫過於來自於課業及升學壓力的變

化，不論是新科目的增加，像是英文，或是舊科目的分科，像是生物、

健教、歷史、地理、公民；課程難度的增加，像是數學及國文，定理、

公式及文字的增加與背誦的負擔，教材與教法中考試的次數大量的增

多，都是莫大的改變，而老師對功課的要求也相對的嚴格，學校生活

的步調也因此快，令人有喘不過氣的感覺。 

天寧對研究者這樣的表示，對於課程適應天寧認為自生及數學較

難，有適應上的問題，究其原因是中文程度應該有落差，有時天寧會

無法精確掌握中文要表達的意義；最喜歡的科目是童軍及公民，都是

因為老師教材教法較為活潑幽默的緣故。 

國中階段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對天寧來說心理上是有負擔，但由

於他個性的活潑開朗，加上對我國升學制度及日後生涯規劃並不清

楚，所以天寧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上都採取隨性的態度而未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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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上有太大的負擔，所以學業成績自我向上提升的動能不足，而是

需要依賴他律的力量來促使天寧學業成績的向上提升。 

研究者觀察到天寧上課時只有班導師的國文課會比較專心，少些

抬槓式的互動，其他科目的上課幾乎都在耍寶，所以，天寧在學校生

活中對學校課程內容與安排不感到滿意，學習當中產生許多的困擾，

進而對於學習抱持較消極的態度，無法透過課業學習達到有效學習。 

二、 天格的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情形 

天格雖然知道在課業上要用功努力，但是上課又常常不專心，研

究者上課期間觀察發現到：「天格每堂上課都不是很專心，一直做自己

的事，不是上國文課做紙雕、上數學課又偷偷看雜誌、上英文課時又

是偷偷看雜誌，上課期間會隨性地找同學講話或有一些小動作要引起

同學的注意。」（080220.S2-03 觀）有時會向後面偷偷的瞄一下研究者，

研究者經常用眼神告訴天格上課要專心聽講。 

天格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和一般的小孩都一樣，比較喜歡上課

聽講，而不喜歡考試，國小到國中課程內容的加深加廣，相對於天格

而言較為困難的只有數學，天格的數學老師對天格的數學學習態度這

樣描述，天格上課並不是很專心，還有中文程度應該有落差，有時我

發現她會不了解數學題目要問什麼，天格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除英

文較為理想以外，大部分的科目與其說是中文程度的落差倒不如說是

自我努力程度不夠所造成的。 

所以，天格在學校生活中對學校課程內容與安排是能感到滿意，

但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方面，由於自我努力程度不夠，還有近來交

友狀況日趨複雜，課程內容的適應雖有壓力，但屬積極正面發展。 

三、 天魯的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情形 

天魯從印度的小學課程銜接到台灣國中課業學習，首先即面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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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及教法重大的改變，造成天魯心裡相當的負擔，天魯曾描述說，在

印度時比較自由學習，老師也較隨性教，壓力不大。 

天魯表示，台灣這裡課程有一定的進度也比較難，每天都有考試，

考試很多，同學之間相互競爭也很大，另外，天魯在課業學習與課程

適應方面深受中文理解程度、考試多寡及文化差異的影響，因而並未

能達到有效的學習。 

天魯向研究者表示，現在使用中文與同學溝通是沒有太大的問

題，但是上課或考試時將中文轉化為文字或考題的敘述時，常常會有

無法精準掌握中文所要表達的義涵而有不明瞭的問題產生，尤其是國

文及數學課，上課時幾乎都聽不懂，雖然同學會主動教天魯，但是教

完之後還是聽不懂，功課、習作或考試時看了之後，天魯就是要想很

久，還是不會做， 

但是，在研究者的訪談資料及觀察紀錄中發現，儘管天魯在課業

學習與課程適應，會因中文理解程度的問題而產生了許多的困擾，但

在學習態度上乃抱持積極的態度努力學習，所以，天魯對台灣學校生

活中對學校課程內容與安排未能廣泛考慮到個別差異而能達有效學

習，天魯還是抱持積極態度，會盡可能的用功學習，期望自己能學習

到各種知識。 

四、 三位個案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之比較 

綜合上述，三位個案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方面，天寧在課業學

習與課程適應上都採取隨性的態度而未給自己心理上有太大的負擔，

所以學業成績自我向上提升的動能不足，對學校生活中對學校課程內

容與安排感到不滿意，學習當中產生許多的困擾，進而對於學習抱持

較消極的態度，無法透過課業學習達到有效學習。 

天格雖然知道在課業上要用功努力，但是上課又常常不專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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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中對學校課程內容與安排是能感到滿意，但在課業學習與課

程適應方面，由於自我努力程度不夠，課程內容的適應雖有壓力，但

屬積極正面發展。 

天魯是三位個案中再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上較努力學習的一位，

但由於來台灣的時間較晚，語言隔閡較大，學習的過程中會因中文理

解程度的問題而產生了許多的困擾，但是天魯在學習態度上乃抱持積

極的態度努力學習，期望自己能學習到各種知識。 

參、 小結 

依據本節對三位個案課業學習適應情形之比較後，研究者將三位

個案在學業成績、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兩方面適應情形比較整理如下

（詳如表 5-3）： 

表 5-3：三位個案課業學習適應情形比較表 

         個案 

比較項目 
天寧 天格 天魯 

學業成績 

1. 國中學業成績

普遍低落，尚無

進退步跡象。 

2.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及自生。 

3.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視覺藝術

及童軍最好。 

1. 國中學業成績

由中上逐漸退

步下滑。 

2.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 

3.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視覺藝術

最好。 

1. 國中學業成績

普遍低落，尚無

進退步跡象。 

2.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公民及歷

史。 

3.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聽覺藝術

最好。 

課業學習與課程適 1. 課程內容與安 1. 課程內容的適 1. 課程內容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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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排感到不滿

意，無法透過課

業學習達到有

效學習。 

2. 學業成績低落

受自我努力不

足大於中文程

度的影響。 

應雖有壓力，但

屬積極正面發

展。 

2. 學業成績下滑

受交友複雜大

於中文程度的

影響。 

應雖有負擔，但

屬積極正面發

展。 

2. 學業成績低落

受中文程度影

響很大。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四節 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之綜合比較 

壹、 三位個案整體分析與比較 

根據上一章對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之剖析及本章第一至三節三

位個案在心理、人際關係、課業學習三方面之適應情形之比較後，研

究者再將三位個案在學校適應情形做一綜合性比較，有關三位個案學

校適應情形比較表整理如下（詳如表5-4）： 

表 5-4：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比較表 

         個案 

適應項目 
天寧 天格 天魯 

個人心理適應 

1. 台灣物資富裕

滿足生理上的

需求。 

2. 成就與學習動

機不強烈，目標

與方向不明確。

3. 個體動機與需

1. 學校生活中缺

乏被尊重及情

感寄託需求的

滿足。 

2. 健康與學業成

就的需求無法

獲得滿足。 

1. 在台灣獲得較

多情感與人際

關係及生理上

的滿足。 

2. 成就與學習動

機不強烈，目標

與方向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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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滿足是呈

現相當正面且

有增強的作用。

4. 自我概念良

好，能自我接

受。 

5.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6. 喜歡上學，認為

學校比家裡好

玩。 

7. 情緒表達較負

面，屬於衝動

型。 

3. 個體動機與需

求的滿足是呈

現較為負面而

不滿足的現象。

4. 自我概念較正

面積極，行動力

較強。 

5.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6. 喜歡上學，學校

較自由，在家裡

壓力大。 

7. 情緒表達較負

面，屬於衝動轉

壓抑狀態。 

3. 課業學習的個

體動機與需求

有不滿足的現

象。 

4. 自我概念尚

可，無法解釋自

己是否為外國

人。 

5. 心理健康且達

觀，凡事樂觀以

對。 

6. 喜歡上學，認為

在家裡太無聊。

7. 情緒表達正面

發展，屬於溫和

說理型。 

人際關係適應 

1. 與同儕相處和

諧，是班上的開

心果。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3. 與同儕能保持

良好的互動進

而在心理上獲

1. 與同儕相處有

距離，但沒有人

排斥她，尚屬正

面發展。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3. 同儕關係上應

多給於輔導與

1. 與同儕相處超

好，是班上昆蟲

問題的專家。 

2. 師生均視為本

地生，沒有族群

隔閡。 

3. 同儕關係在三

位個案中發展

最為正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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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支持與鼓勵。

4. 上課與老師經

常有互動，但常

因耍寶被老師

制止。 

5.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有

興趣的科目會

盯著老師提問。

6.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教導。 

4. 上課與老師幾

乎沒有互動。 

5.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但

會幫老師做事

情。 

6.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4. 上課與老師偶

有互動。 

5. 下課與老師的

互動屬被動，但

會幫老師做事

情。 

6. 導師的態度與

期望有一定的

影響力。 

課業學習適應 

1. 國中學業成績

普遍低落，尚無

進退步跡象。 

2. 課程內容與安

排感到不滿

意，無法透過課

業學習達到有

效學習。 

3.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及自生。 

4. 學業成績低落

1. 國中學業成績

由中上逐漸退

步下滑。 

2. 課程內容的適

應雖有壓力，但

屬積極正面發

展。 

3.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 

4. 學業成績下滑

受交友複雜大

1. 國中學業成績

普遍低落，尚無

進退步跡象。 

2. 課程內容的適

應雖有負擔，但

屬積極正面發

展。 

3. 學業成績最好

的科目是英

文，最差的是數

學、公民及歷

史。 

4. 學業成績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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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我努力不

足大於中文程

度的影響。 

5. 升學目標已確

認。 

6.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視覺藝術

及童軍最好。 

於中文程度的

影響。 

5. 升學目標已確

認。 

6.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視覺藝術

最好。 

 

受中文程度影

響很大。 

5. 升學目標已確

認。 

6. 非考科中的表

現以聽覺藝術

最好。 

資料來源：本研究 

 

貳、 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異同之處 

透過上表的綜合性整體分析與比較後，可以整理與歸納出三位個

案學校適應情形異同之處為： 

一、 個案相同之處 

1. 台灣物資富裕滿足生理上的需求。 

2. 心理健康且達觀，凡事樂觀以對。 

3. 均喜歡上學。 

4. 與同儕相處和諧。 

5. 在班級中沒有族群的隔閡。 

6. 下課與老師的互動均屬被動。 

7. 導師的態度與期望有一定的影響力。 

8. 國中學業成績普遍低落。 

9. 學業成績最好的科目是英文，最差的是數學。 

10. 學業成績低落受中文程度的影響。 

11. 升學目標已確認。 

12. 非考科中的表現以藝術與人文領域較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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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相異之處 

1. 成就與學習動機只有天格較強烈，天寧與天魯則不強烈。 

2. 個體動機與需求的滿足天寧是呈現滿足，天格與天魯則有不滿

足。 

3. 自我概念天魯與天格對自己是否為外國人有所困惑，天寧則能

自我接受。 

4. 情緒表達天魯較正面，天寧與天格較為負面。 

5. 與同儕相處技巧方面，天格應多給於輔導與教導。 

6. 上課除天寧與老師較有互動，天格與天魯幾乎沒有互動。 

7. 課程內容的適應方面天寧感到不滿意，無法透過課業學習達到

有效學習，天魯與天格雖有負擔，但屬積極正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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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影響三位個案個學校適應相關因素之探討 

本章節乃藉由第四、五章對三位個案學校適應情形的剖析與比較

分析後成為綜合性論述的基礎，並針對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將可

能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重要因素歸納為七點，分別是個人因

素中的學業成就、家庭因素中的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及家庭社經

地位、學校因素中的教師及同儕關係、社會因素中的族群刻板印象及

文化差異，做一驗證性的探討。 

第一節 個人一般因素對個案的影響 

天寧學業成績自己知道是不理想，在班上排名屬於後半段，知道

應該要努力但決心不夠（這是一般孩子的通病），也明瞭導師及家長的

期望與看法，但是天寧就是有著另一種詮釋，不願給自己心情上有太

大的負擔，但是若學業成績有進步時均會感到更滿足與快樂。 

天格的自我概念應該算是很強烈的，她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什麼

樣的人，也很清楚的知道來台灣讀書的目的及父母親對她的期望，在

眾多同學學習的競爭環境中，天格不認為自己比別人差，甚至認為自

己的資質還比同學好，因為她都不必補習或上安親班，學業成績在班

上已屬於中等，天格雖然對自己的學業成績也是有不滿意的看法，但

同時也展現出想要積極改善的作為，她有信心能使自己的學業成績更

好，進而會感到更滿足與快樂。 

天魯的課業學習與學業成績深受中文的理解程度、考試多寡及文

化差異的影響，而未能達到有效的學習，台灣由於升學壓力關係，國

中階段的學習實況是平日大小考試多、同儕競爭大，造成天魯心理上

有相當的負擔，天魯的父親雖然不滿意兒子的成績但是也頗能欣然接

受天魯的學業成績現況，而且天魯在班上還贏過本地的學生三至四位

同學，天魯及其父親對此均會感到滿足與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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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業成就在心理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個案都希望自己的

學業成績能很好，所以若學業成績有進步時均會感到滿足與快樂，更

因能積極的回應師長與父母親的期望而自我肯定，這與其他研究（羅

婉麗，2000：19；何秀珠，1994：137；鄭衣婷，2007：105）結果相

符。 

但有關學業成就與人際關係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的

學業成績普遍是低落，但學業成績的低落並不影響三位個案的人際關

係，天寧因為個性開朗加上對待同學也體貼並會適時給予同學安慰與

鼓勵，所以，與同儕的人際關係良好，並能保持良好的同儕互動進而

在心理上相互獲得支持與鼓勵。 

天格在同儕關係方面雖然以性別取向及學業成績相當的同學為主

要的互動對象，也比較不會主動的與同儕互動，但由於天格個性溫和，

也很有禮貌，同學們也都認為天格是一位肯幫助別人又很講義氣的同

學，並不排斥與天格做朋友。 

天魯個性活潑開朗，善良又樂於幫助同學，為班上解決許多擾人

的昆蟲問題，加上天魯的父母親常常參與學校活動並邀班上同學至天

魯家中作客，所以對天魯同儕關係的描述與形容，若不是超好的同儕

關係就屬非常正面性的發展，而天魯的人際關係更是好到滿足個體情

感動機上的需求。 

所以，同儕之間人際關係的互動不會以個案學業成績的高低做為

友伴關係的判準，這與其他研究認為學業成就是衡量學童學校生活適

應情形的一個重要指標，而本身也會影響學童友伴關係與學校生活適

應（簡茂發，1983：83；徐慕蓮，1987：29-30）的結果不相符。 

究其原因是台灣本來就是多族群的社會，文化呈現相當多元的面

貌，加上近年來一般社會均強調並肯定多元文化的意義及價值，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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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的教育理念也已在我國國中的教科書上逐漸落實。 

另外，根據研究者在教育現場的觀察，國中階段的學生，處事或

與人交往的態度，比較不會凡事以本身利益為依據或考量的標準，而

是以自我心理概念為出發點，作為判斷友伴關係的標準，換句話說，

國中階段學生們比較在意的是同儕的人格特質，如散漫、不衛生、愛

計較、很白目或隨和、有趣、熱心、合作等等為同儕之間人際關係互

動的依據。 

第二節 家庭因素對個案的影響 

壹、 家庭社經地位 

自古以來家庭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組織。個人的生存、

種族延續、文化的傳承、國家的建立，莫不以家庭為根據。雖然，隨

著社會的變遷與文化的進步，家庭結構的逐漸改變，跨文化家庭組合

更加特殊，家庭的功能也起了質的變化，但是家庭仍是人類社會生活

的重心所在。 

天寧的導師 M1 認為天寧文科如果願意讀是可以讀得來，英文其實

以前應該有底子，但文法應加強，數學幾乎不行，分數幾乎都是零分

或落在十分以內，以前以為他不會背九九乘法表，加強他背九九乘法

表後，成績是有比較起色，家長知道他的孩子在學校學業成績的表現

後，也很關心孩子的學業，上學期還會為孩子的課業成績問題到校與

導師 M1 討論，在家長配合著督促下，天寧雖不是有很大的進步，但起

碼也不至於退步。 

但是，下學期開始後導師 M1 漸漸發現家長在聯絡簿上只簽名，不

像上學期有頻繁的互動，天寧的課業也就越來越退步，經過導師 M1 的

詢問後，得知父親的工作不穩定，有將近兩個多月的失業，最近又有

一新工作，且忙於現階段的工作，下學期有好一段時間導師 M1 撥打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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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手機都沒有接聽，進入語音信箱後也沒有回我的電話，應該是為

工作忙碌。 

天格其實很在意自己學業成績的不理想，同時也展現出想要積極

改善的作為，她有信心能使自己的學業成績更好，天格曾對研究者表

示，在二年級的時候想跟爸媽談談，也就是說天格很想要去補習，因

為天格常會想如果像這種方式一直混下去不是辦法，天格想讓自己的

成績好一點，因為在家裡無法請教家人，在學校找協助也有限，問同

學所得到的也有限，所以天格漸漸會渴望補習，但常常又因為自己家

裡的經濟狀況不甚理想而有作罷的意念。 

有關家庭社經地位在課業學習適應上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班上

成績好的同學幾乎都有上補習班加強學業成績，三位個案也都認為課

後補習或上安親班對學業成績的提升會有實質的幫助，促使三位個案

內心深處均有放學後從事課後補習或上安親班以提升學業成績的渴

望，但常常又會因擔心家裡經濟問題而作罷。 

天魯雖然有在台藏胞行動關懷小組的大哥哥或大姐姐擔任課後輔

導員，由於輔導費與車馬費日漸拮据，輔導員也是有一天沒一天的輔

導，加上父母親忙於工作與對台灣課程的不熟悉在課業方面無法指導

子女，造成三位個案學業成績普遍低落，這與其他研究認為家庭社經

地位愈好，家長社會資本愈豐富，父母親教育程度及職業階層愈高，

子女的學業成就、學校適應也愈好（鄭淵全，1997：53；周國民，2007：

180）的結果相符。 

但有關家庭社經地位在心理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個案的價值

觀，如三位個案本身及父母親均注重升學及未來的發展，在生活、飲

食、作息、娛樂習慣幾乎都與本地的學生沒有差別，同學們喜歡的東

西或常談論事項三位個案均亦如此，同時三位個案心理健康且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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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樂觀以對，與一般本地學生家庭一樣並沒有獨特的行為方式或價

值觀念，這與其他研究認為不同的家庭社經地位會形成不同的次級文

化，個體在不同的文化中長大，自然會形成其獨特的行為方式、價值

觀念、與生活型態（林淑華，1997：33，93-97) 的結果不相符。 

根據研究者在教育現場的觀察，究其原因是因為現今傳播媒體發

達，無論社會價值、流行資訊等等訊息流通快速，再經由學校教育與

同儕互動加速了學童社會化的過程與同質性。 

貳、 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 

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在整體學校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天

寧與天格父親因工作較不穩定，忙於家庭生計的問題，為快速達其教

導的效果，父母親對個案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逐漸從以往採用多關

懷、多要求的管教方式與高度參與學校活動轉變為採用專制權威，手

段上甚至會用懲戒或體罰的方式處理，造成常與孩子有衝突發生。 

除了對於學校活動也鮮少參與外，甚至家庭聯絡簿也改由較不懂

中文的母親簽閱，與學校唯一的溝通管道（家庭聯絡簿）有了障礙，

造成天寧與天格在情緒的表達方面都較為負面，屬於衝動型或自我壓

抑型而需要被更多的教導與輔導。 

天格學業成績有下滑的情形，甚至有逃學翹家的跡象，在研究者

訪談的期間天格就曾經因為不滿父母親專制權威及體罰的管教方式，

而有翹課即離家出走的紀錄。 

相對於天魯的父母親對個案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則採用多鼓勵、

多關懷、多參與的方式，天魯在情緒的表達方面較正面發展，屬於溫

和說理型，這與其他研究認為父母在管教子女時，應適時給予子女回

應與要求，儘量採用高回應、高要求的「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少用

低回應、低要求的「忽視冷漠」管教方式，如此便能營造良好家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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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建立和諧親子關係，子女便能出現良好行為，而有良好的生活適

應（徐慕蓮，1987：33-35；楊憲明，1988：145-48；李雅芳，2005：

164；吳萬春，2006：89）的結果相符。 

第三節 學校因素對個案的影響 

壹、 教師 

教師是學童學校適應的靈魂人物，就教師而言，國中階段可分為

導師及專任教師，導師在心理適應及課業學習適應上本研究發現，天

寧除了對他有興趣的科目及班導師的國文課時會認真學習，因班導師

對班級經營與秩序掌控度較有權威性，所以，導師生互動是屬於正面

且積極性以外，天寧與其他科目的師生互動均較屬於負面且消極性，

而且對其知識的獲得、課程的學習及課業成績的改善並沒有因與老師

熱絡的互動而有較正面性的發展。 

天魯在對中文可以說完全陌生的情形下，由印度來台後就直接進

入天珠國中就讀一年級，語言的隔閡及完全陌生的教育環境下，在該

班導師主動的關懷與主導下，加上國文、英文、音樂等專任老師的積

極參與，展開為期一年的搶救天魯中文程度計畫後，天魯的導師這樣

說明：「我覺得他們小孩子學語文真的很快，沒幾個月他（天魯）就可

以說中文了」（080118.M3-02訪）。 

天魯能與班上同學有互動後，不再是當初剛進教室眉目深鎖，封

閉的心靈隨著語言的進步漸漸打開，拾起自信，也看到希望與曙光，

另外由三位個案學習經驗中可以驗證出學生感受到導師對他們抱持較

高的期待時，學生更會專注於學業上；這與何秀珠（1994：131-38)認

為，教師是學生學校生活適應的靈魂人物，教師性別與性別化特質，

對學生學校生活適應、學業成就均有直接影響的研究結果相符。 

專任教師在課業學習適應上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的學習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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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幾乎一致的來自於對專任教師人格特質、領導方式、教學

技巧的運用，甚至學生對學科好惡的態度，大半決定於師生間的關係。 

天寧在學校最喜歡上的課是童軍課及公民課，都是因為老師上課

比較幽默，時常與班上同學對答，天寧也比較開心，而天寧在學科中

也自認為自己公民成績最好。 

天格在課業學習與課程適應和一般的小孩都一樣，比較喜歡上課

聽講，而不喜歡考試，若太多的考試時甚至會排斥這一科目的學習。 

天魯在學校最喜歡上的課是地理科，因為地理老師上課很風趣又

很會舉例說明，就算一直講課天魯也聽得懂，也很喜歡聽；這與其他

研究認為教師豐富的知識與靈活的教學技巧可決定「教師教什麼」，而

師生間的關係卻可決定「學生學到什麼」，教師是學生知識學習最主要

的來源，教師的教學引導與技巧方式上，多鼓勵同學提問、相互討論、

對教學內容做詳盡的陳述與發表，過程中同學彼此的激勵、運思力量

之大，常會引發意想不到的學習效果（曾惠敏，1994：33；洪郁雯，

2007：209-13）的結果相符。 

貳、 同儕關係 

同儕關係在心理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同儕之間似乎有一些師

長或家長不能也不應該知道的秘密，或許不是什麼大不了的事，但這

些事就只能對同儕傾訴，同儕間心靈相互溝通達慰藉的功效，天格逃

學翹家的事情最早知道的是天格的同學，事情的來龍去脈知道的最詳

盡的也是天格的同學。 

天寧是班上的開心果也懂得關懷及安慰別人，班上同學有委屈時

會找天寧傾訴，天魯若在學校有不如意的事情，同樣的會先找同學傾

訴，彼此慰藉後再出發，這與黃德祥（1994：501-02）指出青少年階

段最明顯的轉變之一即係同儕的影響力大增，父母的影響力相對的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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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不同年級階段父母與同儕取向之差異性，發現在國小至高中四個

年級階段中，會隨年級增加父母取向逐漸下降與同儕取向逐漸上升，

國小六年級時，接近 60%的學生仍有顯著的父母親取向，此外同儕取向

的比例甚低（在 10%以下），但到了國中二年級（八年級）時，父母親

取向明顯下降（至約 35%左右），而同儕取向顯著提高，到了高一（十

年級）時，同儕取向就超過父母親取向，到了高三（十二年級）時，

同儕取向比率接近 40%，父母親取向下滑至 15%左右，此可顯示父母影

響力日益消退的結果相符。 

同儕關係在課業學習適應上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在研究者的觀

察及訪談資料中對於下課所從事的活動中就是沒有與同儕之間相互討

論功課，與其說三位個案不會去討論功課，不如說是三個班級根本沒

有下課討論功課的習慣文化。 

上述天格逃學翹家及學業成績有下滑的跡象，從訪談的資料得知

是交友日趨的複雜化，常與國二或國三的學長姐交往而受其影響，另

外，三位個案與班上較長往來互動的同儕中，就其班級學業成績排名

而言，與個案前後排名差距不大（均屬中下或倒屬幾名），除天魯因為

導師有特別安排小老師（學業成績都是名列前矛）在課堂上隨時教導

與講解給天魯以外，研究者的訪談資料中，天寧的班長亦是全班第一

名的同學就這樣表示，如果天寧在課業學習上不要這麼散漫，我會更

想與他做朋友，但是我們互動並不多，也從沒有討論過功課。 

相同地，天格全班數學最好的同學也表示，天格的數學成績不是

很好，他很少主動找人討論功課，如果他（天格）不主動，我是不會

先主動的，但如果他（天格）主動，我會與他討論功課，因為我覺得

天格這個朋友是可以交往，這與其他研究認為同儕團體的文化亦會影

響個人對於學校生活及學習態度的看法及表現，學生在同儕團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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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與其學業成就有正相關存在，同時學生的同儕地位也影響其在班

上的行為表現（曾惠敏，1994：33；林生傳，2005：281-90）的結果

相符。 

第四節 社會因素對個案的影響 

壹、 族群刻板印象 

族群刻板印象在人際關係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西藏或西藏民

族對生長在台灣在塊土地的人民來說是既陌生又似熟悉的感覺，陌生

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台灣人都沒有去過西藏這地方，又似熟悉的原因是

因為政治與歷史的因素在台灣的教科書中我們都讀過一些西藏的知

識。 

對在台藏胞子女族群印象本研究發現，就教師而言是有一些特定

的印象存在，天格的導師則認為或許是自己的刻板印象，認為研究的

個案比較像我們的原住民學生，比較會偷懶，比較不喜歡做，應該說

是比較喜歡打混或是混水摸魚，天魯的國文老師則認為看到研究的個

案就像是看到演電視的連續劇，有一種看到青康藏草原的感覺，他們

真的很純真，很開朗，聽到音樂聲就會開始動。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無論這一印象是正面或負面都不影響教師對

在台藏胞子女的教導與關懷，這與其他研究認為所謂的族群一般被認

為是在「國家」或「民族」的範圍內，具有不同文化的社會團體。刻

板印象一詞本身原是中性的，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描述，或可說是對

某一事物或是人的固定印象，亦可以視為是關於可辨認團體之成員的

基模，是一種建構化的概念（王甫昌，2003：18；許木柱，1991：406-07；

盧秀芳，2004：143-44）的研究相符。 

但就同儕而言，本研究發現國中階段的學生同儕互動中，不會因

為同儕間族群的不同及身分高或低而畏懼或歧視對方，班上師生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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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個案為本地生，沒有族群隔閡，相對的是以同儕的人格特質，如

負面特性的散漫、不衛生、愛計較、很白目或正面特性的隨和、有趣、

熱心、合作等等為同儕互動的依據。 

三位個案與同儕均能保持良好的互動進而在心理上獲得支持與鼓

勵，這與其他研究認為各民族之歷史背景、語言型態、生活方式、禮

儀風俗不同的族群之間極容易產生不良的互動關係和衝突；而弱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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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4-27；

譚光鼎，2002：118）的研究不相符。 

究其原因與第一節所探討的同儕之間人際關係的互動不會以個案

學業成績的高低做為友伴關係的判準相同，是台灣本來就是多族群的

社會，文化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加上近年來一般社會均強調並肯定

多元文化的意義及價值，而多元文化的教育理念也已在我國國中的教

科書上逐漸落實，使老師與學生在面對不同族群時的心態與作為上，

懂得用更多的包容與尊重去面對與處理。 

貳、 文化差異 

文化差異在心理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在台藏胞子女個性較本

地學生活潑開朗，遇到挫折時較能朝向正面發展的坦然面對與接受，

加上在台藏胞子女家庭都是藏傳佛教家庭，對萬物本著民胞物與的仁

愛心境，甚至一隻蟑螂也不殺生，也頗能得到同儕的認同，早上有禮

佛的習慣，三位個案通常都是班上第一個到班級，而勤學適應是影響

學生學校適應的重要因素之ㄧ，進而對學校產生歸屬感，這與其他研

究認為文化是每一個社會為適應其自然環境而發展出來的一套生活方

式，那麼文化間的差異自然存在，在不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個體的

發展情形多少有所不同，則是不可否認的事實，許多文化人類學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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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學家，都會發現不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孩子，在幼時就有其特殊行

為模式（蔡文輝，1995：93-95；林正文，2002：193；李曉晶，2002：

100）的研究相符。 

文化差異在人際關係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在台藏胞子女的父

母親管教態度較偏向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當導師發現在台藏胞子女

因父母親管教態度與方式而在學校有異樣產生時，與其父母親探討對

子女的管教與輔導方法時，在台藏胞子女的父母親通常會堅持己見，

亦會採取消極不理會或不再溝通的模式，造成親師之間溝通的障礙而

影響台藏胞子女的學校適應，這與王聖雯（2006：218-20）研究指出，

由於跨國婚姻家庭文化上的差異，班級導師及學童父母親在對學童管

教與輔導方面時常存在落差，而這種落差造成親師之間的對立關係，

進而影響學童的學校適應相符。 

 

 

 

 

 

 

 

 

 

 

 

 

 



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三位國中生為例 

 150

 



第七章 結論 

 151

第七章 結論 

本章節將按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深入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個人心

理、人際關係、課業學習適應的情形，透過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

以真實呈現三位個案的學校適應情況及經驗，同時按學校適應的內涵

與定義依前一章綜合性的整體分析與比較，整理與歸納出結論，再依

研究的結論按影響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七大背景因素與文獻做比

較性的驗證後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個人心理適應 

一、 在台藏胞子女來台後個體動機和需求得到更多的滿足，而對學

校產生歸屬感。 

在台藏胞子女從印度西藏流亡政府所辦理的西藏學校蹍轉到台灣

學校就讀，在個體動機和需求的滿足上最明顯的就是台灣物質的富

裕，尤其是豐富多樣性的飲食滿足了個案成長發育的需求，加上三位

個案個性上均屬活潑開朗，人格特性上有較多正面性的特徵，所以，

同儕關係互動良好滿足了個案情感上的需求、教師上課活潑生動滿足

了個案學習上的需求、導師負責盡職隨時關懷到學生滿足了個案愛與

隸屬上的需求，研究者發現三位個案均很喜歡來學校上課，而且對學

校產生強烈的歸屬感。 

二、 在台藏胞子女對自己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的自我概念常有混

淆情形。 

根據西藏流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切的表示，在1979年為止以

前西藏是追求獨立，但現的西藏流亡政府已不追求獨立（蘇嘉宏，

2005：295）。所以，在台藏胞及其子女在國家概念上「我是西藏人民」

已形成；而在台藏胞子女通常是經由依親來到台灣，台灣身分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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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程序，暫時擁有居留證的在台藏胞子女，因此對自己是本國

人或是外國人的自我概念常有混淆情形產生，進而影響個案學校適

應，天格剛進國一時常常將自己在學校不如意事情與自己被視為外國

人連結在一起，而有較負面的情緒表達，天寧也有類似的感覺，只是

個性活潑的天寧常告訴自己不用去想，想了也沒用而作罷，天魯也時

常會想起自己是不是外國人而有一種說不出來不好的感覺，造成心理

上的負擔。 

三、 在台藏胞子女情緒表達深受父親管教態度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台藏胞子女的父母親管教份量的分工是以父親為主

體與本地學生父母親管教份量的分工是以母親為主體恰好相反，這是

因為在台藏胞家庭中通常父親是唯一能用中文與學校的溝通者，母親

的中文程度普遍有落差，加上在台藏胞子女的父親通常亦是家庭經濟

的來源者，父親在承受對子女較重的教養壓力下，很容易出現以短期

效果較明顯而長期卻對子女有負面影響的專制權威管教方式；天魯的

父親管教態度已由打罵體罰式的教養態度轉變為多關懷、多說理的方

式，天魯在學校情緒表達的方式也是以較正面的說理方式，相對於天

寧與天格父親的管教態度還是以打罵體罰式的教養態度為主，天寧與

天格在學校情緒表達的方式也是以較負面的衝突方式處理。 

貳、 人際關係適應 

一、 在台藏胞子女師生互動屬被動模式。 

根據研究者在國中教育現場的經驗對應本研究，發現國中階段的

學生幾乎不會主動與學校的師長互動，若在課業上有問題時，才會偶

爾在下課的十分鐘裏請教師長，在台藏胞子女的師生互動也不例外的

屬於被動模式，究其原因是我國國中階段的導（老）師通常都是採取

積極的作為主動來關懷學生，誠如天魯曾經對研究者表示過台灣的老



第七章 結論 

 153

師都很認真也很負責，正因如此，導師們幾乎都會經由教學現場經驗

上的察言觀色與班級幹部的責任劃分制度，主動積極的發掘學生問題

與適時關懷學生。 

二、 學校大部分老師不知道有在台藏胞子女學童的存在。 

我國中小學教育已朝向開放多元，族群相互尊重，在這一教育理

念下，學童的身分並不會影響教師實際對待方式，這是正面並值得肯

定的教育作為；而學校大部分老師不知道有在台藏胞子女學童的存

在，是因為我國國際化的程度不夠，造成教師對族群外表特徵上的判

別，很容易將歐、美、紐、澳的學童窄化指認為英、美學童，將印尼、

馬來西亞、菲律賓等國家學童窄化指認為台灣原住民學童，而在台藏

胞子女外表特徵常被誤認為是原住民學童。 

三、 教師期望與上課方式影響學生的表現。 

教師上課的班級經營技巧、教學方式、教育期望是影響學童在課

堂上學習動機的重要因素之ㄧ。天寧導師的班級經營較嚴謹，所以，

天寧除導師的課堂較專注學習，其他課程天寧在課堂上容易與老師抬

槓及耍寶而不能專注學習，天格的上課情形根據研究者的觀察，若是

老師的課堂掌握度較鬆散，上課氣氛學生自由度較高時，天寧幾乎不

會專注課堂學習而喜歡一心兩用地偷偷看雜誌或做與克堂無關的事，

而天魯因為導師在其鄰座安排各學習領域的小老師，小老師在課堂上

會隨時與天魯討論或教導，所以天魯相較下更能專注於課業的學習。 

四、 在台藏胞子女與同儕互動沒有族群問題。 

根據研究者在國中教育現場的經驗對應本研究，發現國中階段的

學生不會因為同儕的身分高或低而畏懼或歧視對方，相對的是以同儕

的人格特質，如負面特性的散漫、不衛生、愛計較、很白目或正面特

性的隨和、有趣、熱心、合作等等為同儕互動的依據，而在台藏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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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在人格特質方面給師長及同儕的感覺是活潑開朗、隨和、有趣、熱

心等正面人格特質的觀感，所以在台藏胞子女與同儕互動屬於相當正

面性的發展。 

參、 課業學習適應 

一、 中文程度是造成在台藏胞子女學業成績低落的主因。 

研究發現在台藏胞子女在使用中文上，口語的表達與閱讀能力上

有明顯的落差，三位個案的任課老師幾乎同時均有與上述相同的看

法，課堂教學中與個案口語的互動不感覺有問題，一但各科測驗方式

是將題目轉化為文字的敘述後，個案就常誤解或不懂題意而答錯或無

法解題；天魯來台灣就學已有三年的時間仍然表示對中文的很多字詞

感覺都很相似而不知其差異，尤其對歷史課本的歷史人物名字及地

名，感覺都很像又很難記憶，天寧與天格來台灣就學雖有六年的時間，

但對考題很多詞句尚無法精準掌握，尤其數學方面最為明顯。 

二、 家庭社經地位低落亦是在台藏胞子女學業成績低落的重要因

素。 

由於升學壓力，我國國中階段的教育現場，學童每日課業學習是

呈現量多且忙碌，學童每天要吸取新課程知識，還要面對已知課程知

識的複習並應付學校日常安排的大小考試，在如此快速的步調與節奏

上學習，如何使學童徹底了解已知的課程知識不累積錯誤，並做好吸

取新課程知識的準備，在這日復一日的學習當中，家庭對學童學習的

支持就相當重要，研究發現在台藏胞對子女課業學習的家庭支持度不

亞於本地學生的家庭，但由於在台藏胞工作忙碌加上對台灣課程的不

了解，均無法有效幫助子女課業學習，致使個案在家複習與準備功課

時，因無法獲得有效的指導，常有累積錯誤與問題的現象，而三位個

案同班中學業成績較優秀的同學大部分有課後補習或上安親班，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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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本身都認為課後補習或上安親班對課業學習是有正面的幫助，內

心底層都渴望能夠課後補習或上安親以提升自己的學業成績，但是都

在考慮家裡的經濟狀況後而作罷。 

三、 在台藏胞子女均有明確的升學目標。 

根據研究者在國中教育現場的經驗對應本研究，發現國中階段的

學生若能越早確認升學目標則其課業學習成就會越高，在台藏胞子女

在升學規劃上目標明確，均以升學普通高中再進入大學為主，若無法

進入普通高中就讀時，也會有改讀職業學校在高職中學得一技之長，

為日後就業作準備。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由於本次現場深入的研究，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並依影響在台藏

胞子女學校適應的七大背景因素，研究者要提出幾點的研究建議說明

如下： 

壹、 在台藏胞子女整體學校適應的建議 

在台藏胞子女從印度來台就學後的學校適應以台灣課業較重有明

顯的影響，衍生的問題就學業成績普遍低落，而學業成績低落的主因

從研究者的訪談資料可得知就是中文程度不足，有關提升中文程度，

研究者將就家長、教育處、蒙藏委員會三方面提出建議： 

一、 家長應由中文閱讀方向積極培養子女的中文閱讀能力。 

從天寧與天格是由台灣的小四開始讀起，其學業成績明顯比由國

中一年級讀起的天魯好可以得到驗證，根據研究者在國中階段的教學

經驗，國中生應有的中文程度至少能閱讀古典四大小說：西遊記、水

滸傳、紅樓夢、三國演義，建議家長能使子女先由閱讀與西藏文化有

關的中文書做起，循序漸進培養子女中文閱讀能力，以提升在台藏胞

子女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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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處應將在台藏胞子女納入外籍配偶子女教育資源中統合

運用。 

建議教育處應函告所屬各校將在台藏胞子女納入教育優先區並結

合外籍配偶子女教育資源中統合運用，藉以彌補在台藏胞家庭社經地

位的低落。 

三、 蒙藏委員會可就部份教科書先以中、藏雙語發行彌補文化差

異。 

建議蒙藏委員會能運用其雄厚中、藏雙語的人力資源，先就在台

藏胞子女學科中最弱的數學科發行中、藏雙語教科書，提供家長、學

童及教師教學準備，以提升學童學習效果。 

貳、 對在台藏胞子女國中階段的教學與輔導策略的建議 

一、 學校的教學與輔導策略 

(一) 設立語言中繼班加強在台藏胞子女中文程度。 

建議學校可以以教育優先區方式積極的向政府（教育處）爭取經

費，結合校內專業教師成立常態性的語言中繼班，以加強在台藏胞子

女、外籍配偶子女或弱勢家庭子女的中文程度。 

(二) 學校應有課後教學補救計畫彌補家庭社經地位的弱勢。 

建議學校結合家長會及社會資源並運用現行國中的課業輔導措

施，調整教學方式對家庭社經地位弱勢的學童改採補救教學以提升學

童學習能力。 

(三) 加強親子教育改變父母管教態度。 

建議學校可表列有關父母管教子女的相關書籍，鼓勵家長閱讀並

多參與校內、外舉辦的親子輔導活動，以提升父母管教的效能。 

(四) 對教師提供與舉辦在台藏胞子女教育研討會。 

經常提供或鼓勵第一線教師研討最適合在台藏胞子女之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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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求建立共識，使教師期望與上課方式能更有正面性的影響在台

藏胞子女的綜合表現，提供更好的教育服務。 

二、 班級經營的教學與輔導策略 

(一) 為在台藏胞子女在班上選定各學習領域專屬小老師提升學

習效能。 

從三位個案導師所運用的教學與輔導策略中，發現為在台藏胞子

女在班上選定各學習領域專屬小老師不僅能提升學習效能，同時也有

正面性的同儕互動效果，是一項頗值得推行的教學與輔導策略。 

(二) 強化多元文化教育的理念。 

建議可透過班級讀書會（班會）提供學生討論與學習多元文化內

涵中的瞭解、尊重、欣賞、接納…概念，尤其是先能接納自己的文化

開始，激發強烈的價值感與自尊心，進而理解與尊重其他文化，並將

其同情的理解延伸至他人，藉以消除在台藏胞子女對自己是本國人或

是外國人的自我概念常有混淆情形。 

第三節 研究展望 

壹、 研究的貢獻 

一、 增加閱讀者對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了解。 

目前有關「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探討，大多集中在外籍配偶

的子女身上，而同樣是具有「移入者」的身分－來自西藏的同胞及其

子女，也正因為他們人數更少，而更容易被多數人遺忘與忽略，本研

究採用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藉由個案的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及

文件分析等多元測定方法，來呈現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有助

於閱讀者了解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增加閱讀者對在台藏胞子女的

認識。 

二、 了解在台藏胞及其子女來台的經歷與過程，促使社會進步族群



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三位國中生為例 

 158

更融合。 

在台藏胞與其他移民者一樣為追求更美好的生活品質、生活條件

而離鄉背景來到台灣，由於許多西藏青年來台灣之前，是受到許多在

流亡藏人社區流傳著來台打工的故事影響，許多西藏青年聽信仲介人

的說法，可以持觀光護照到台灣合法工作賺錢，於是向人借錢籌措來

台旅費和各項辦理護照及仲介的費用，不料來到台灣後卻不像聽說的

那樣子，在沒有錢回家，也沒有錢還債的情況下，只好留在台灣過著

長達八、九年躲警察的打工日子，終於在 2001 年 5 月以專案救援的方

式解決了 139 位藏人逾期滯留的問題，使他們得到了合法的居留權，

重新燃起在台藏胞的希望，打算長期定居台灣並陸續將家人及子女接

到台灣發展，有助於閱讀者了解在台藏胞及其子女來台的經歷與過程

後產生更多的同理心，促使社會進步族群更融合。 

三、 歸納研究發現並提出建議，以供在台藏胞子女教育之參考。 

在台藏胞子女的教育問題有別於外籍配偶的子女，並有其獨特

性，研究者藉由本研究歸納出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十項研究發

現，並針對此十項的研究發現提出具體的研究建議，以提供政府、學

校及教師日後對在台藏胞子女教育之參考。 

貳、 未來研究方向的展望 

一、 在研究個案方面 

本研究中的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是以桃園縣在學之國中生為研

究個案，未來之研究，可考慮擴大涵蓋全國在台藏胞子女的在學學生，

以比較其差異情形。此外，同樣具有移民性質的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

應研究之文獻與資料頗豐富，未來可將在台藏胞子女與外籍配偶子女

學校適應情形做一比較研究，以了解不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者之差異情

形。 



第七章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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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研究變項方面 

影響學童學校適應的因素很多，根據文獻探討裏至少有 18 項，研

究者只從三位個案的訪談及觀察紀錄中判別出最有可能影響在台藏胞

子女學校適應的 7項因素：學業成就、父母管教態度與參與情形、家

庭社經地位、教師、同儕關係、族群刻板印象、文化差異等變項來進

行探討；未來研究可再以其他可能影響學童學校適應的因素如性別、

智力、出生序、年級及年齡、家庭結構、親友支持系統等變項來進行

探討，以進一步了解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差異情形。 

三、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是以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藉由個案的深

度訪談、參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多元測定方法，來了解在台藏胞子女

學校適應之相關問題，未能對所有的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做一

全面性的了解，因此未來的研究可考慮注入問卷調查的途徑，加上進

行量化的研究，將更深入了解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影響層面及其生

活適應差異情形。 

四、 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之內容，僅在了解桃園縣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相關問

題，未來可進一步地研究出預測學校適應之指標，以預防國中學生學

校適應問題之發生。 

參、 研究者的省思 

值得省思的是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情形良好與否，我們是應該

高興還是擔憂呢？ 

李遠哲（2004）在「教改省思」中提到：「多元文化教育的理念，

在於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使每一個人不但能珍惜自

己族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界不同的文化。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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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義的原則下，對於不同性別、弱勢族群、或是身心障礙者的教育

需求，應予以特別的考量，協助其發展。」由上述得知只有多元文化

同時的並存，而各族群文化與世界不同的文化就成為人類寶貴的資

產，因此豐富了我們的生活。 

但是，在文化接觸與融合中卻常常隱藏著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無

聲無息宰制與同化的危機，這一弔詭的矛盾心態由天魯的父親曾向研

究者表達的這一段話足以說明之：「起初天魯從印度來台灣就學時，語

言與生活習慣均不同，深怕天魯不能適應，現在天魯已能用中文溝通，

生活習慣也適應了，如今卻又怕他的藏語與西藏文化接觸得越來越少

而遺忘了……」 

台灣原本就是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西藏文化及其他

文化的保存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如何盡此責任呢？研究者回憶起

康德的墓誌銘曰：「有兩種東西，我們對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

所喚起的那種驚奇和敬畏就會越來越大的充溢著我們心靈；這就是繁

星密佈的蒼穹和我心中的道德律」。 

 

 



 161

中文書目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北：群學。 

王聖雯（2006），《從多元文化看跨國婚姻家庭子女的生活場域經驗》，私立東吳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王鍾和 編譯（1979），《適應與心理衛生》，台北：文笙。 

向芳誼（2006），《臺北市國民小學東南亞新移民子女學校適應之研究》，臺北市立

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朱敬先（1995），《健康心理學》，台北：五南。 

何秀珠（1994），《國篠男女教師性別角色與學生學校適應、學業成就之研究》，國

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余思靜（1999），〈幼稚園大班的畢業生真的準備好上一年級了嗎？國小新生的同

儕適應與學校適應〉，《國立台東師範學院學報》，第 10 期，頁 124－153。 

余淑貞（2006），《台北縣新移民女性的國中子女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吳武典 編著（1991），《心理衛生》，台北：空大。 

吳柏姍（2004），《外籍配偶子女幼稚園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國立台北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吳珮琪（2000），《撒落的西藏天珠──流亡藏人在台灣》，國立臺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吳新華（1996），《兒童適應問題》，台北：五南。 

吳萬春（2006），《高雄市國中生父母教養方式與生活適應之調查研究》，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李坤崇（1990），〈我國國小學生學習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立台南師範

學院學報》，第 23 期，頁 133－159。 

李坤崇（1992），〈國小學生學習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賡續研究〉，《國立台南師範

學院學報》，第 25 期，頁 83－122。 



 162

李坤崇（1995），〈其實您不懂我的心－談如何及早發現適應欠佳兒童〉，《國教之

友》，第 47 期，頁 24－34。 

李雅芳（2005），《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父母管教方式、教師領導風格與生

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立台南大學教育學系輔導教學碩士班碩士論文，〈未

出版〉。 

李曉晶（2002），《台灣慈輝班學生在校生活狀況及學校適應之調查研究》，國立花

蓮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沈慶鴻等（2005），《在臺藏胞家庭發展深度訪查及社會福利資源網絡結合之研

究》，臺北：蒙藏委員會。 

周秀潔（2005），《外籍配偶子女的學校適應 : 教師的覺知與應對》，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周國民（2007），《家長社會資本與學童學業成就、學校適應關係之研究－以台南

縣國小為例》，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林正文（2002），《青少年的問題與輔導》，台北：五南。 

林生傳（2005），《教育社會學》，台北：巨流。 

林佩璇（2005），〈個案研究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編，《質的研究方法》，高雄：麗文，頁 239－263。 

林梅蓉（2006），《國小單親家庭學童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立臺東大學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林清山 譯（2005），Richard E. Mayer 著，《教育心理學－認知取向》，台北：遠

流。 

林淑華（1997），《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童父母管教態度與社會適應之比較研究－

以台東縣為例》，國立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林進材（1996），《青少年問題檔案：新新人類個案與對策》，台北：商鼎。 

林照真（2000），《最後的達賴喇嘛》，台北：時報。 

林照真（2001），《喇嘛殺人--西藏人流亡四十週年專書》，台北：聯合文學。 



 163

林義男（1988），〈國小學生家庭背景、父母參與及其學業成就的關係〉，《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輔導學報》，第 11 期，頁 95-138。 

柯乃文（2006），《台東縣外籍與大陸配偶子女之學習適應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國

立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洪郁雯（2007），《發展外籍配偶子女數學教與學模式之個案研究─以國小四年級

學生為例》，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的分析與寫成〉，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理論、方

法及本土女性研究實例》，台北：巨流，頁 159－169。 

茉莉（2007），《山麓那邊是西藏 : 一位中國流亡者的觀察》，台北：允晨文化。 

張文菁（2005），《外籍配偶子女學習適應現況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南投縣為

例》，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張春興（1998），《張氏心理學辭典》，台北：東華。 

張慧文（1984），《國小師生領導類型、師生關係及班級適應相關之研究》，國立政

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莊婉妮（2005），《高雄市國中資優班學生父母教養方式與成就動機關係之研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許木柱（1991），〈弱勢族群的問題〉，載於楊國樞、葉啟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

台北：巨流，頁 399－428。 

許瑞蘭（2003），《國中生依附關係、人際問題解決態度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研

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陳金蓮（2006），《四位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國

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陳春輝（2006），〈原住民國中教育師生互動關係與教學成效之研究〉，《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政治學學報》，第 6期，頁 93-135。 

陳英豪、林正文、李坤崇（1988），《我國國小學生學習適應之評量研究》，省立台

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研究報告，〈未出版〉。 



 164

陳銘祥等（2002），《藏胞在台生活狀況調查及輔導措施之研究》，臺北：蒙藏委員

會。 

曾惠敏（1994），《國一學生學校生活適應研究 : 一個國中教室的觀察》，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黃玉枝（1991），《國中資優學生輿普通學生學習風格及學校適應之比較研究》，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黃冠盈（2000），《從文化差異面向探討原住民國中新生之學校適應－以三位泰雅

族學生為例》，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黃德祥（1994），《青少年的發展與輔導》，台北：五南。 

楊憲明（1988），《國中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方式及學業成就與師生互動

關係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葉川榮（2002），《都市原住民國中生學校適應之殖民論述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廖思涵（2005），《高雄市國中生網路使用行為、網路沉迷與生活適應、學業成就

之相關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理論與應用》，台北：心理。 

蔡文輝（1995），《社會學》，台北：三民。 

蔡清田（2000），《教育行動研究》，台北：五南。 

蔡瑞全（2006），《台灣、外籍與大陸配偶子女學校之比較研究》，國立花蓮教育大

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鄭衣婷（2007），《國中生學業情緒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立成功大學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鄭淵全（1997），《社經地位、能力、學校教育過程與國小學生學業成就之關係--

功能典範與衝突典範之探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

出版〉。 

盧秀芳（2004），《在台外籍新娘子女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立政治



 165

大學學校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簡茂發（1983），〈國小學童友伴關係的相關因素之分析〉，《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心理學報》，第 16 期，頁 71－88。 

簡茂發（1986），〈大學生適應問題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頁 1－90。 

顏錦珠（2001），《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歷程之研究》，國立嘉義大

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羅婉麗（2000），《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之訪談、評量與調查研究》，國立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台北：五南。 

譚光鼎（2002），《多元文化教育》，台北：空大。 

嚴祥鷺（1996），〈參與觀察法〉，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理論、方法及本土女

性研究實例》，台北：巨流，頁 195－221。 

蘇嘉宏（2005），《流亡中的民主 : 印度流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台北：水牛。 

 

 

 

 

 

 

 

 

 

 

 

 



 166

二、英文部分： 

Arkoff, A.（1968）,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 McGram Hill.  

Bassey, M.（1999）,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Bernstein, E.（2002）, Middle school and the age of adjustment : A guide for parents, 

Westport, CT : Greenwood. 

Henry, E. Adams（1972）, Psychology of adjustment, New York : Ronald. 

Kaplan, P.S. & J.Stein（1984）, Psychology of adjustment, California : Wadsworth. 

Ladd, G.W.（1989）,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supports : Precursors of 

Early school adjustment?”In B. Schneider, G.Attili, J. Nadel, & R.Wissberg（eds.）, 

Social competence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Smsterdam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277-299. 

Lazarus, R.S.（1976）, Patterns of adjustment, New York : McGram Hill. 

Perry, K. E. & R. S. Weinstein（1998）, “The social context of early school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 33:177-194. 

Starr, B.D.（1970）, The psychology of school adjustment, New York : Random House. 

Weedon, C.（2004）, Ident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 McGram Hill. 

Winter, R.（1995）,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action-reseaech, 

London : Falmer. 

Yin, R.K.（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 Design and methods , Thousand Oaks, CA : 

Sage Publications. 

Youngman, M.B.（1979）, “Assessing behavioral adjustment to school.”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258-264. 

 

 

 

 

 

 

 



 167

附錄一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研究主題：在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三位國中生為例 

研究者：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法律與生活教學碩士班 研究生：魏建宗 0953XXXXXX 

研究簡介： 

1.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藉由對研究個案的訪談及觀察紀錄或您本身教導在台藏胞

子女的實務經驗中，瞭解在台藏胞子女在學校適應的現況。 

2. 本研究的程序擬進行四至六次的訪談，每次的訪談時間約為 30-50 分鐘。 

3. 訪談內容將和其他受訪者的資料一同分析處理與呈現。 

訪談的程序： 

1. 訪談的時間和地點您可以自行決定，以您感到舒適和方便且不受干擾的環境為

原則；在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若讓您感到不舒服，可以要求研究者作調整，

更可以拒絕說話，並可以隨時停止訪談，終止本訪談同意書的效力，選擇退出

本研究。 

2. 為方便日後資料的整理與分析，訪談過程都將全程錄音。而關於您所提供的任

何訪談資料，研究者保證不隨意公開，僅供研究者及指導教授分析討論。 

3. 研究論文的撰寫與報告或將來有公開發表的機會，需要討論或引用這些資料

時，都將以假名或匿名方式處理，以保護您的隱私。 

最後，誠摯地感謝您對本研究的貢獻，因為您的真誠分享，使得我們對於在

台藏胞子女學校適應的情形，有了更深一層的瞭解，並提供所有讀者及教育工作

者進一步省思的機會。 

 

□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 本人不同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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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個案用訪談大綱 

1-1 你是在台灣出生的嗎？還是別的國家？ 

1-2 你的父母親現在都居住在台灣嗎？ 

1-3 你的身體狀況如何嗎？會常常生病嗎？ 

1-4 你在台灣讀過小學嗎？從小學幾年級開始讀？ 

1-5 你來台灣國中讀書的主要目的是什麼？就業或升學？ 

1-6 你在台灣讀書有沒有達到你原先所想的目的？ 

1-7 你有讀過小學嗎？是在台灣、尼泊爾、印度？ 

1-8 你覺得國中與國小最大的差別是甚麼？ 

1-9 一般學生認為國中課業壓力很大，你的看法如何？ 

1-10 你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學生？你對自己的想法或看法？ 

1-11 你覺得自己在學校的表現如何？你滿意嗎？如果不滿意，你要怎樣改善？ 

1-12 當你在學校遇到心情不好時，你會怎麼處理？ 

1-13 在學校有什麼事情讓你覺得很快樂？當你很快樂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1-14 在學校有什麼事情讓你覺得很不快樂？當你覺得不快樂的時候，你會怎樣

做？ 

1-15 在學校有沒有什麼事讓你覺得很生氣？當你很生氣的時候，你會怎樣做？ 

1-16 你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上學嗎？還是覺得壓力很大？ 

1-17 你有沒有綽號，有的話，你喜歡嗎？ 

1-18 你在學校曾經遇到什麼問題或困難？如果你在學校遇到困難，你會告訴誰？ 

1-19 你在台灣求學過程中，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家庭跟其他同學的家庭有不一樣的

地方？ 

1-20 你覺得自己跟其他同學有什麼不一樣？ 

1-21 在學校讀了幾年了，回想一下，哪一個年級，你覺得比較愉快，為什麼？ 

2-1 在班上你覺得自己受不受同學歡迎？同學喜歡和你親近嗎？ 

2-2 在學校，你最常跟誰一起玩？介紹一下你的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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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中通常較有小團體（幾個要好的同學在一起）的產生，你認為呢？ 

2-4 你下課時間都在做什麼？下課時間，你會和同學一起討論功課嗎？ 

2-5 在學校所有老師中，你最欣賞哪一位老師，為什麼？ 

2-6 你會主動找你的老師聊天嗎？你會主動幫老師做事情嗎？ 

2-7 你覺得老師會特別關心你嗎？老師對你的期望是什麼？你能感受到老師對你

的期望嗎？ 

2-8 你跟同學有過吵架或打架的事情發生嗎？ 

3-1 你覺得自己的學業成績如何？你滿意嗎？如果不滿意，你認為該如何解決？ 

3-2 如何完成你的回家作業，如果遇到問題找誰幫忙？ 

3-3 你回家會溫習或預習功課嗎？ 

3-4 你認為國小與國中的功課難度差異很大嗎？ 

3-5 在學校你最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為什麼？ 

3-6 在學校你最不喜歡上的課是哪一科？為什麼？ 

3-7 你覺得自己在課業方面的表現如何？成績最好的是哪一科？成績最不好的是

哪一科？ 

3-8 你有在校外補習嗎？你認為需要補習嗎？你會渴望補習嗎？為什麼？ 

3-9 在課業方面，你目前最想改善的問題是什麼？ 

 

 

 

本研究大綱為訪談前的重點提醒，實際訪談內容隨著當時需要以及訪談過程 

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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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同儕用訪談大綱 

1、你對○○的印象如何，他有些什麼優點？ 

2、你對○○的印象如何，他有些什麼缺點？ 

3、你覺得○○跟其他同學有沒有不一樣的地方或跟其他同學都一樣？ 

4、你平常跟哪些人玩？玩些什麼？ 

5、你喜歡跟○○一起玩嗎？原因？ 

6、○○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 

7、○○平常上課的表現情形如何？ 

8、○○在班上成績如何？ 

9、整體而言，你覺得○○喜歡上學嗎？ 

 

 

 

 

 

本研究大綱為訪談前的重點提醒，實際訪談內容隨著當時需要以及訪談過程 

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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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老師用訪談大綱 

1、老師您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在台藏胞的子女？您對這些孩子有些什麼印象？ 

2、老師您覺得在台藏胞的子女和一般學生有什麼不同還是沒有什麼差別？ 

3、老師您對在台藏胞的子女是否會特別關心？其他同學知道他們是在台藏胞的子

女嗎？ 

4、○○在您班上的整體表現如何？您覺得○○喜歡上學嗎？對○○您印象最深刻

的事情。 

5、○○在班上的人際關係如何？與老師、與同學的互動情形如何？ 

6、○○的課業表現如何？ 

7、○○最拿手的科目是什麼？ 

8、○○最感困難的科目是什麼？ 

9、老師您覺得在台藏胞的子女的家庭對學生的學習支持度是否足夠？跟我們學區

內一般家庭比較有沒有什麼不同？ 

10、老師您是否有對班上在台藏胞的子女的學習狀況研擬出特別的學習計畫？如

果有，請您詳細說明一下。 

11、老師您覺得○○在學校最需要協助的是哪一方面？ 

 

 

 

 

本研究大綱為訪談前的重點提醒，實際訪談內容隨著當時需要以及訪談過程 

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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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家長用訪談大綱 

1、你在西藏文化的社會角色是喇嘛還是一般老百姓？ 

2、你屬於藏傳佛教四大教派：寧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葛舉派（白教）、

格魯派（黃教）的哪一派？ 

3、你是由哪一國家來台灣的？在該國家待多久了？ 

4、你是由觀光簽證還是其他管道來到台灣？ 

5、目前是否領有身分證或居留證？請說明一下申請身分證或居留證的過程。 

6、你目前在台灣是否有固定工作？是何種工作性質請說明一下？ 

7、你熟悉的語言為何？藏語、國語、英語、印度語。 

8、家中的經濟狀況如何？ 

9、你平常跟孩子以哪一種語言溝通較多？ 

10、你的教育程度是什麼？ 

11、你目前有幾個孩子？○○是妳的第幾個孩子？ 

12、○○平常回家會不會跟你聊學校發生的事情？內容是什麼？（回家作業、考

試、同學、老師） 

13、○○平常的課業由誰負責？遇到困難找誰？ 

14、就你的了解，○○喜歡上學嗎？ 

15、○○有沒有要好的同學或朋友？ 

16、你對孩子的期望是如何？ 

17、你覺得在台灣教養孩子的經驗跟你在西藏文化的經驗有沒有不一樣的地方？ 

18、你覺得學校方面可以提供什麼樣的輔導來幫助○○？（課後輔導、交朋友……

等） 

 

本研究大綱為訪談前的重點提醒，實際訪談內容隨著當時需要以及訪談過程 

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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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個案觀察及訪談時間一覽表 

時間 星期 訪談對象 觀察對象 訪談次數 觀察次數 地點 科目 

970107:1250 一 M1   1   科任辦公室 導師國文

970107:1345 一 M2   1   科任辦公室 導師英文

970107:1445 一 M3   1   科任辦公室 導師數學

970116:1010 三 S2   1   操場 體育 

970116:1105 三 S1   1   班級教室 童軍 

970116:1220 三 S3   1   班級教室 午休 

970116:1250 三   S3   1 班級教室 數學 

970116:1345 三   S1   1 班級教室 國文 

970116:1445 三   S2   1 班級教室 數學 

970118:0820 五 M2   2   班級教室 班會 

970118:0915 五 M3   2   班級教室 聯課 

970118:1010 五   S1   2 班級教室 補救英文

970128:1250 一   S3   2 班級教室 公民 

970128:1345 一   S2   2 班級教室 國文 

970128:1445 一   S1   3 班級教室 數學 

970220:0820 三   S1   4 班級教室 生物 

970220:0915 三   S2   3 班級教室 英文 

970220:1010 三   S3   3 班級教室 英文 

970220:1220 三 T11   1   科任辦公室 數學老師

970220:1345 三 C21   1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220:1445 三 C31   1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222:0820 五 C11   1   班級教室 班會 

970222:0915 五 T21   1   科任辦公室 數學老師

970222:1010 五 T31   1   科任辦公室 國文老師

970310:1250 一 S1   2   班級教室 自習 

970310:1345 一   S3   4 班級教室 補救社會

970310:1445 一   S2   4 班級教室 生活科技

970319:1010 三 S2   2   操場 體育 

970319:1105 三 S1   3   班級教室 童軍 

970319:1220 三 S3   2   班級教室 午休 

970319:1250 三   S3   5 班級教室 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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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19:1345 三   S1   5 班級教室 國文 

970319:1445 三   S2   5 班級教室 數學 

970328:0820 五 M2   3   班級教室 班會 

970328:0840 五 M1   2   班級教室 班會 

970328:0915 五 M3   3   班級教室 聯課 

970328:1010 五 S3   3   班級教室 補救數學

970407:1250 一 S1   4   班級教室 自習 

970407:1345 一 S2   3   班級教室 自習 

970407:1445 一 S3   4   班級教室 健教 

970416:0820 三 S1   5   班級教室 生物 

970416:0915 三 S2   4   班級教室 英文 

970416:1010 三 S3   5   班級教室 英文 

970416:1105 三 T12   1   班級教室 童軍 

970416:1345 三 C22   1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416:1445 三 C32   1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425:0820 五 C12   1   班級教室 班會 

970425:0915 五 T22   1   科任辦公室 國文老師

970425:1010 五 T32   1   科任辦公室 英文老師

970505:1250 一 S1   6   班級教室 自習 

970505:1345 一 S2   5   班級教室 自習 

970505:1445 一 S3   6   班級教室 健教 

970514:0820 三 T11   2   科任辦公室 數學老師

970514:0915 三 S2   6   班級教室 英文 

970514:1010 三 T21   2   科任辦公室 地理老師

970514:1220 三 T12   2   科任辦公室 英文老師

970514:1345 三 C22   2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514:1445 三 C32   2   班級教室 視覺藝術

970523:0820 五 C12   2   班級教室 班會 

970523:0840 五 M1   3   班級教室 班會 

970523:0915 五 T22   2   科任辦公室 國文老師

970523:1010 五 T32   2   科任辦公室 英文老師

970602:1250 一 C11   2   班級教室 自習 

970602:1345 一 C21   2   班級教室 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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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02:1445 一 T31   2   科任辦公室 國文老師

970613:0820 五 S3   7   操場邊 自習 

970613:1000 五 退出現場，向三位個案、導師及主任與校長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