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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文化

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此外，由於國內較少有同時檢視族群歧

視與文化認同的復原力研究，因此，為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具有復原

力的補償效果，本研究乃著重於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皆存在的狀況下，新住民子

女的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是否能發揮直接的正向影響力。本研究以嘉義縣五個鄉

鎮市中，就讀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為對象，最後分析的有效樣本共 345 位。此

外，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有先經過專家效度、Cronbach's α 與再測信度的檢驗，

而調查所得之資料則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2.0 版，進行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 

1. 將近三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其中相對較多

的是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經驗，包含被「老師」、「同學」、「朋友」不公平

對待，「被取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以及「為

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爭吵或打架」的情況。 

2. 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主要是由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情境所造成。其

中，輕微的歧視壓力大多發生在被「老師」、「同學」、「朋友」不公平對待的

情況下，中等（含）以上的歧視壓力主要是因為「被取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

「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的情況而產生。 

3. 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情形良好，其中以「文化統合」的表現最好，其次為

「文化歸屬」，「文化投入」則相對最低，都具有中等以上程度。 

4. 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表現良好，其中以「同儕適應」的表現最好，「家庭適

應」與「個人適應」次佳，「學校適應」的表現相對最低，都有達到中等以上

程度。 

5. 最近的歧視經驗會顯著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學校適應與同

儕適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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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會明顯負向影響整體生活適應、個人適應、家庭

適應、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的狀況。 

7. 當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視壓力感受存在時，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能夠正向

影響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的狀況，表示文化認同具有復原力

的補償效果。 

最後，研究者將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期望能提供服務方向與實務建議

給學校、政府相關單位、社會福利機構、社工與家長作為參考。 

 

關鍵字：新住民子女、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生活適應、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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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recent discrimination and appraised discrimin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n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life adjustment. However, few resilience studies have 

simultaneousl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aiwan.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out whether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al 

identity includes compensatory eff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discusses whether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al identity could have a direc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life adjustment when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e 

simultaneously present.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five townships in Chiayi County. A total of 345 

valid samples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expert validity, Cronbach's α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Nearly thirty percent of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experienc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st year. These adolescents’ experiences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we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school and peer levels, such as being 

treated unfairly by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as well as “being called 

a racist name”, “being made fun of or threatened with harm” and “getting into an 

argument or a fight about something racist that was done to you or done to other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2.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stress due to discrimination (appraised discrimination)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school and peer contexts. Moreover, minor stress from 

discrimination resulted from being treated unfairly by “teachers”,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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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riends.” Medium to severe stress due to discrimination was caused by 

“being called a racist name” and “being made fun of or threatened with harm.” 

3.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al identity was above average. Among all 

aspects of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ntegration”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cultural belonging”, and “cultural involvement” was the lowest. 

4.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life adjustment was above average. Among all 

aspects of life adjustment, “peer adjustment”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family 

adjustment”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and “school adjustment” was the lowest. 

5. Recent discrimination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influenced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overall life adjustment, school adjustment and peer adjustment. 

6. Appraised discrimin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overall life adjustment, personal adjustment, family adjustment, 

school adjustment and peer adjustment. 

7. When recent discrimination and appraised discrimination were present,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al identity mad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overall 

life adjustment, family adjustment and school adjustment. In other words,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al identity had a compensatory effect. 

Last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schools,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social workers and 

parent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Ethnic discrimination, Cultural identity, 

Life adjustment,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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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台灣新住民子女的形成背景 

新住民女性透過跨國婚姻來台組成新住民家庭的景象，可追溯至1970年代中

期，然而在全球化發展以及台灣女性自主意識提升、教育程度提高、婚姻觀念改

變的影響下，自身條件較弱勢或持有傳統婚姻觀念的男性不易找到婚配對象，因

而有越來越多人轉往距離、語言、生活習慣與台灣較接近的大陸地區或東南亞邊

陲國家，尋求符合傳統文化概念的婚姻對象（夏曉鵑，2000；莫藜藜、賴珮玲，

2004；趙彥寧，2004；潘淑滿，2004），在這發展趨勢下，國內的跨國婚姻移民

逐漸成為普遍現象。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6）統計資料顯示，從1987年1月至

2016年3月底止，我國東南亞與大陸（含港澳）女性配偶人數達462,460人，其中

東南亞籍配偶占30.17%，大陸（含港澳）配偶占69.83%。此外，由於新住民女

性嫁來台灣後隨即背負生育的重責大任，分別有41%的大陸籍配偶與50%的

東南亞籍配偶於婚後四個月內便懷有身孕（鄧秀珍，2004），新住民女性及其

子女儼然成為台灣另一大新興族群，對人口結構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吳秀照，2004；

莫藜藜、賴珮玲，2004；潘淑滿，2004）。 

隨著新住民子女的成長，其入學比例逐年升高，教育部統計處（2016a）即

指出，這 10 年來國中、小學生人數不斷下降，但新住民子女學生卻由 6 萬人成

長至 20 萬 8 千人，快速增長 14 萬 8 千人。在新住民子女學生不斷增加的情形下，

其於個人、家庭、學校、同儕等層面的生活適應處境逐漸受到重視，國內也有越

來越多學者投入相關研究中，但著重焦點大多在學習或學校適應層面，以及國小

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身上。然而教育部統計處（2016a）資料顯示，國小新住民子

女學生於 101 學年度達高峰，但國中新住民子女學生仍持續成長，在 104 學年度

已達 7 萬 3,337 人，換言之，已超過 7 萬名新住民子女進入青春期階段也就是國

中階段，然而其生活適應與發展狀況如何，卻鮮少有實證資料以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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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對新住民族群的污名與歧視 

由於社會中仍有許多新住民家庭屬於社經地位較弱勢的一群，再加上新聞媒

體偏頗報導的影響，這段跨國婚姻常被簡化為買賣婚姻而不被看好，社會大眾也

容易對新住民女性抱持族群偏見的態度，將新住民女性問題化、污名化，使其背

負唯利是圖、假結婚真賣淫等歧視眼光與不公平對待（夏曉鵑，2000；陳美玉，

2010；趙彥寧，2004；劉淑微，2010；劉樹雯，2013）。在這樣的氛圍下，社會

對新住民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偏見，也可能進一步轉嫁到新住民子女身上（張敏華，

2005），使得新住民子女可能因母親的原生國背景、族群特徵等因素而遭到歧視

行為，或被貼上本身能力與素質差的標籤（王世英等人，2006；吳瓊洳、蔡明昌，

2009；徐榮崇、徐瑞霙，2007；張琬涓，2013；劉樹雯，2013）。 

除此之外，車達（2004）、許殷誠（2005）發現，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不

會有明顯的族群歧視感受。但隨著年齡增加與認知逐漸成熟的情形下，新住民子

女的觀察能力變得更加敏銳，以至於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不僅能知覺到同學、

老師、家長的差別待遇或輕視眼光，也會使其產生較多的族群歧視感受（侯年陽，

2008）。然而，當新住民子女感受到社會的族群歧視與污名時，會使其較沒有自

信（李淑吟，2014），並且族群歧視的壓力感受越大時，也會對生活適應表現產

生越多不利影響，包括可能有心理困擾問題、學校表現低落、同儕關係適應較差，

以及出現行為適應不良的狀況（陳毓文，2010）。因此，對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

女而言，來自於新住民家庭的背景，可能使其比一般同齡孩子承受更多的壓力與

挑戰（吳瓊洳、蔡明昌，2009；夏曉鵑，2007；陳毓文，2010）。 

 

三、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特殊議題值得關注 

對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而言，正處於認同發展的過程(Erikson, 1968)，但

是他們所面臨的認同議題往往比一般孩子更加複雜，有著文化認同的特殊任務，

必須在主流文化與他們自身的族群文化間來來回回，從中定義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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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trom-Adams, 1992, cited from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此外在這

階段中，會有越來越多機會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觸，並且透過家庭外的經驗以

及與父母溝通互動的過程，新住民子女對不同文化及價值體系的差異，將有更深

一層體悟（吳瓊洳、蔡明昌，2009；張琬涓，2013；龔元鳳，2007; Costigan, Koryzma, 

Hua & Chance, 2010; Matsunaga, Hecht, Elek & Ndiaye, 2010; Phinney, 1990）。另一

方面，根據國內外的研究顯示，若新住民子女能建立良好的文化認同，通常會有

較健康的心理與幸福感(Abu-Rayya, 2006; Wakefield & Hudley, 2007)，較好的學

業成就和學校行為表現(Costigan et al., 2010;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 

Umaña-Taylor, Wong, Gonzales & Dumka, 2012; Wakefield & Hudley, 2007)，或是

有較佳的個人適應與自我接納狀況，對母親也能有正向情感，以及在家庭生活與

同儕關係適應上會有較好的情形（吳瓊洳、蔡昌明，2009；林秀蓉，2011；張琬

涓，2013；陳毓文，2010；劉樹雯，2013）。 

綜合以上所言，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議題，對其適應狀況可能

具有重要影響，然而值得探究的是，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其文化認同是否具

有復原力的保護因子效果，能直接協助新住民子女擁有正向的適應狀態？則有待

透過研究加以探討。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了解新住民子女自覺的族群歧視狀況及其對適應的影響情形。 

由於張琬涓（2013）、劉樹雯（2013）在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歷程研究發

現，多數受訪的新住民子女在國小、國中階段，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甚至被

以文化不對等的關係看待，造成某些新住民子女曾發生家庭與學校適應上的問題，

以及自我認同上的困擾。此外，研究者本身生長於嘉義偏鄉村落，生活周遭漸漸

地圍繞許多新住民家庭，然而在這偏鄉地區中，仍有一些居民對新住民女性及新

住民子女持以刻板印象和偏見之論述。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了解，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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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認知到的族群歧視發生狀況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為何？以及這可能對

生活適應產生哪些負面影響？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二、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狀況及其對適應的影響情形。 

由於研究者在家鄉中曾經看過身為新住民子女的青少年，認為母親的原生國

文化比台灣落後，而有拒絕學習或說母親原生國語言的情形，並且當他人討論其

母親原生國的語言與習俗時，會顯露出不自在、沒有自信的模樣，和他人的互動

也較為冷漠。但相對來說，並非每個新住民子女都有適應不良的狀況，研究者在

求學階段中認識一位新住民子女，當他聽到班上有人提出新住民子女通常會看不

起自己的母親，或排斥母親原生國文化的言論時，他不贊同這樣的說法，反而很

樂於和大家分享他與家人接觸母親原生文化的經驗，也會邀請朋友一起參與潑水

節的活動，或帶著朋友品嘗母親親手做的家鄉料理，能看出他對母親原生國文化

的喜愛。此外，他與同儕的相處、互動都很好，生活狀況和一般人也無不同，甚

至多了點活潑與自信。從以上經驗中，新住民子女對於文化認同的反應，以及和

他人的互動表現皆有明顯差異，這使得研究者對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與生活適

應議題產生關注，也期望透過本研究來了解新住民子女對母親文化認同的狀況，

並進一步探討文化認同對於生活適應的影響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效果。 

當新住民子女面臨到族群歧視的危險因子時，是否有維持正向適應的可能？

如同 Werner 和 Smith 於 1982 年的復原力觀點研究所示：夏威夷 Kauai 島上出生

於 50 年代的 698 位兒童，其生長在貧窮、家庭關係不和、父母有精神疾病等危

險因子之下，然而長時間的縱貫性追蹤發現，這些孩子之中雖有三分之二出現學

習與行為不佳、心理健康問題等適應不良的狀況，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學校、

家庭與社會生活適應上與一般兒少沒有不同，甚至也有適應更好的狀況(Werner 

& Smith, 1982, cited from Wern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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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復原力觀點的角度來看，新住民子女如有正向適應的結果，是否由於

文化認同能夠作為保護因子的角色，發揮直接的正向影響作用所致，也就是補償

效果。至於何謂補償效果，將於第二章文獻回顧時進行討論。此外，國內雖然有

量化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程度越高，生活適應表現越佳的結果（吳

瓊洳、蔡明昌，2009；林秀蓉，2011；陳毓文，2010），但卻較少同時探討族群

歧視與文化認同皆存在的狀況中，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是否仍具有

直接的正向影響力？不過，國外有關多元族裔或移民家庭兒少的文獻中，大多強

調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的角色，並且認為文化認同能成為其發展上的保護資產

(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Choi, Harachi, Gillmore & Catalano, 2006; 

Stein, Kiang, Supple & Gonzalez, 2014; Umaña-Taylor, Tynes, Toomey, Williams & 

Mitchell, 2015)。若能發展以新住民子女為對象的實證研究，則有助於了解新住

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如國外研究結果所示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效果。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三。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研究將採用復原力觀點，檢驗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皆存

在時，族群歧視對適應的影響情形，以及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具有補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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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討論，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可能對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有所影響，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 

一、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現況。 

二、探討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對生活

適應的影響情形。 

三、探討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歸納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現況為何？ 

二、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是否對生活

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 

三、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對生活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 

 

第四節 操作型定義 

此節將針對本研究的「新住民子女」、「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生活適應」

提出定義。 

一、新住民子女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教育部統計處（2015）使用新移民子女一詞，並將之定義為：父母其中一人

為持有有效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或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或為申

請入境停留、居留及定居之大陸（含港澳）配偶。而本研究定義的「新住民子女」

是指：母親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包括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尼、柬埔

寨、馬來西亞、緬甸，並與台灣男子結婚者。此外，又依據內政部移民署（2013a）

於「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中的「偏好稱謂」統計結果，大部分雖

然表示不需特別稱呼，但其次偏好以「新住民」稱之。因此，新住民女性所生之

子女就讀國中階段者，為本研究所稱的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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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歧視 (Ethnic discrimination) 

族群歧視為本研究中的自變項，屬於危險因子，是個體知覺到自己因具有特

定的族群身分，而受到排斥、不公平對待的行為與感受。 

本研究的族群歧視係指，研究者修訂 Landrine, Klonoff, Corral, Fernandez & 

Roesch (2006)的一般族群歧視量表(GED)所得之分數，該量表面向包含最近的歧

視經驗(Recent discrimination)與歧視壓力感受(Appraised discrimination)，皆採用 6

點計分。而「最近的歧視經驗」總分越高，表示個體認知到的族群歧視行為發生

頻率越多。「歧視壓力感受」總分越高，則表示個體的族群歧視壓力感受越大。 

 

三、文化認同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認同是一種在文化參與或社會互動中，個人對某一群體的語言、歷史傳

統、習俗、價值觀等等產生情感歸屬，並內化至心靈與思維的過程。為本研究欲

檢驗的保護因子自變項。 

而本研究的文化認同係指，吳瓊洳（2009）發展的「新移民子女文化認同」

量表所得之分數，以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得分越高代表文化認同程度越高；

得分越低，則表示文化認同程度越低。該量表的面向包括（吳瓊洳，2009）： 

（一）文化投入：指新住民子女了解母親的原生文化背景與歷史傳統，並展現對

該文化認知和參與的熱忱。 

（二）文化歸屬：指新住民子女與母親原生文化間共生共榮的整體情感。 

（三）文化統合：指新住民子女面對父母雙方文化時，採取的調適整合策略。 

 

四、生活適應 (Life adjustment) 

本研究對生活適應的概念解釋為，個體在所處環境中與自我、他人或其他生

活情境的互動下，能夠因應隨之而來的壓力與挑戰，達到個人需求滿足與維持內

外在的平衡（簡茂發，1986；羅婉麗，2001; Arkoff, 1968），亦即在個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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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同儕層面上的滿足與平衡狀態。 

而本研究的生活適應係指，陳富美（2005）發展的「兒童生活適應量表」所

得之分數，採用Likert式四點量表計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適應狀況越好。該量

表的面向包括（黃玉臻，1997）： 

（一）個人適應：是個體在接納自己與肯定自我上的適應狀態。 

（二）家庭適應：是個體對於家庭生活以及和家人相處的適應情形。 

（三）學校適應：是指個體對於學校老師、班級常規與學習上的適應狀態。 

（四）同儕適應：是指個體與同儕相處、互動的適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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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章將文獻分成四節，首先第一節說明本文論述的

復原力觀點，再分別探討第二節族群歧視的內涵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文化認同的

內涵與補償機制研究；第四節生活適應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 復原力觀點 

壹、復原力的意義 

復原力(Resilience)的概念是源自於高風險兒少的研究，由於其中的研究發現，

有部份兒少雖然生長於貧窮、家庭關係不和或父母有精神疾病的家庭中，但是在

這樣的環境下，這些兒少卻具備克服不利處境的能力，並呈現正向適應的結果，

因此這樣的現象被認為是一種復原力的展現(Werner, 2005)。然而，復原力會隨著

危險因子、保護因子或時間的變動而產生變化（沈瓊桃，2010），在這樣的特性

下復原力難以有統整定義，但許多學者大致上將復原力界定為：在逆境之中個體

仍能透過保護因子的效果，維持正向適應的動力過程（曾文志，2006;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Rutter, 1987）。 

至於正向適應的指標，在不同復原力研究中的判斷標準十分多元，例如：沒

有憂鬱或心理健康問題（曾文志，2006; Chen & Kovacs, 2013）；行為上具有低

度外向性與內向性問題（沈瓊桃，2010）；擁有社會能力、適應能力、學校能力

與學業成就（曾文志，2006; Chen & Kovacs, 2013; Masten et al., 1999）；或是具

備符合其年齡、性別的合理能力表現（曾文志，2006）。而本研究則是以生活適

應作為指標。 

除此之外，Fergu & Zimmerman (2005)提到，復原力關注的是暴露於風險中

的青少年，但即便如此，著重的焦點在於優勢而非僅止於個體在危機中的不足。

因此，談及復原力的保護機制時，需同時討論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兩者，復原力

才能夠被彰顯(Fergu & Zimmerman, 2005; Luthar et al., 2000; Masten, 2001; R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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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故本研究將採取此一觀點，同時探討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皆存在的情況，

並關注於保護因子對個體適應的影響作用。 

 

貳、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一、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是任何會導致個人、家庭、學校有負面後果的相關因素（陳毓文，

2004）。然而，對新住民子女來說，受到社會、媒體對新住民家庭的問題化，以

及對新住民女性的族群偏見渲染下，新住民子女也可能因而被社會施以歧視性的

行為、言語，或遭受同儕嘲弄與他人異樣眼光，甚至被標籤為能力較差、有問題

的一群（王世英等人，2006；吳俊憲、吳錦慧，2009；夏曉鵑，2002；張明慧，

2005；黃素惠、徐偉培，2008；劉樹雯，2013；蔡榮貴、黃月純，2004）。當新

住民子女知覺到社會對自己與母親持以族群歧視或不公平對待時，這些經驗可能

在新住民子女心中帶來一種莫名的原罪感，甚或是擔心再受到族群歧視，而不願

承認自己的身分（林照真，2004），無形中將成為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壓力，

並可能進一步影響與他人的互動，或自我調適上出現失衡（陳毓文，2010；龔元

鳳，2007）。尤其目前就讀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其母親是在十多年前來到台

灣，當時社會氛圍相對保守，特別是在偏鄉地區，大眾對新住民女性與新住民子

女的了解並不多，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新住民子女很可能有遭受他人施以族群

歧視的經驗或壓力感受。 

綜上所述，族群歧視對新住民子女而言，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影響適應的不利

來源，因此，研究者將族群歧視作為本研究的危險因子。 

 

二、保護因子 

保護因子是一種能增進個體正向適應的心理、社會資源（沈瓊桃，2010；曾

文志，2006）。然而，國外有關移民家庭兒少的復原力研究，在保護因子上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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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文化認同對於適應的保護效果，此外對新住民子女來說，文化認同可能也具有

重要功能。有研究即指出，文化認同可協助雙文化家庭背景的子女，或移民家庭

子女連結豐厚的正向因素，例如：擁有參與父母雙邊文化的機會、能融合雙邊好

的文化價值與態度、接收到兩個社會支持系統的資源與輔助，或能從文化提供的

應對資源裡，尋求正向的壓力因應策略(Abu-Rayya, 2006; Edwards & Romero, 

2008; Holleran & Waller, 2003; Kuperminc, Wilkins, Roche & Alvarez-Jimenez, 

2009)。因此，若能建構良好的文化認同，通常會有較健康的心理與幸福感

(Abu-Rayya, 2006; Wakefield & Hudley, 2007)，或能促進自尊與自我概念的發展

（陳毓文，2010；黃瓊瑤，2008；楊若杰，2013），以及擁有正向的生活適應情

形（吳忠基，2011；吳瓊洳、蔡昌明，2009；卓石能，2002；林秀蓉，2011；陳

毓文，2010; Holleran & Waller, 2003）。 

所以說，文化認同不僅能讓新住民子女獲得較寬廣的文化視野，當面對文化

差異時，還能使其以欣賞、共存共榮的觀點看待不同面向的獨特性（徐榮崇、徐

瑞霙，2007；張琬涓，2013；劉樹雯，2013），此外也可增進正向生活適應的發

展（吳瓊洳、蔡昌明，2009；林秀蓉，2011；陳毓文，2010）。因此，對新住民

子女而言，文化認同可能具有正向影響作用，並能成為其發展上的優勢。故研究

者將以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作為本研究的保護因子焦點。 

 

參、復原力的保護效果模式 

Luthar et al. (2000)整理過去相關的復原力研究，提到兩種主要的保護因子效

果，分別為補償模式（直接效果）與交互作用模式（緩衝效果）。茲說明如下： 

一、補償模式 (Compensatory model)： 

補償模式效果的概念中，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呈現相反的作用情形，此外保

護因子的效果獨立於危險因子，並且保護因子對適應結果能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

力（王齡竟、陳毓文，2010; Fergu & Zimmerman, 2005; Masten, 2001）。亦即，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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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子雖可能降低個體的適應情形，但保護因子也能夠直接正向促進個體的適應

表現，以補償適應所受之衝擊（陳昱志，2011；曾文志，2006; Luthar et al., 2000; 

Masten, 2001），如圖 2-1-1。 

 

 

 

 

 

圖 2-1-1 補償模式圖（修改自 Masten, 2001, P. 229） 

 

二、交互作用模式 (Interaction model)： 

交互作用模式效果是指，保護因子可與危險因子產生交互作用，特別是在高

度危險時，能使個體免於受到逆境傷害，或能緩衝逆境的負面衝擊，間接影響個

體正向適應的效果（王齡竟、陳毓文，2010；曾文志，2006; Masten, 2001）。也

就是，保護因子能夠調節或緩衝危險因子對個體的影響（陳昱志，2011），如圖

2-1-2。 

 

 

 

 

圖 2-1-2 緩衝模式圖（修改自 Masten, 2001, P. 231） 

 

另一方面，具有復原力的新住民子女身上，勢必擁有獨特的保護因子，特別

是新住民子女在雙文化家庭的背景中，有著文化認同的特殊議題，文化認同的發

展能否成為新住民子女的保護資產，並發揮保護因子的效果？此外，由於國內過

+ 

危險因子 

適應結果 

–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適應結果 

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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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研究大多指出，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各方面的發展與生活狀況有直接性的

助益（吳瓊洳、蔡昌明，2009；林秀蓉，2011；陳毓文，2010；黃瓊瑤，2008；

楊若杰，2013），所以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當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皆存在時，

這樣的直接性助益是否仍可發揮？換句話說，文化認同是否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模

式效果，可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力？此為本研究所關注並將進行檢驗的保護因子

效果。後續章節將會進一步討論文化認同的補償機制，以及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

對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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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群歧視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族群歧視的定義 

Fishbein曾對歧視提出一個簡單的定義，認為歧視是一種對於他人的群體身

分，所涉及的傷害行為(Fishbein, 1996; cited from Brown & Bigler, 2005)。而Berry, 

Poortinga, Segall & Dasen (2002)認為，歧視不只是一種排除(exclusion)行為的展現，

如排斥、種族隔離，也包括強力的包容(inclusion)，如同化歷程。此外Brown & 

Bigler (2005)指出，歧視是一種基於個人的性別、族群、身體、出生國或心理能

力等狀態所產生的行為，而外在的歧視行為非常廣泛，包含排斥、不公平對待、

人身攻擊等，這些行為可以是一種曖昧、模糊或明確、公開的形式，對個人而言

皆具有傷害性。另一方面，國內有學者指出，歧視是由偏頗的認識和態度所引起，

進而對受偏見的特定群體或個人施以消極行為，但歧視不一定都是負面的行為，

也有可能是一種對某群體的正向行為表現（薛國致，2009）。 

然而，個體的歧視認知往往受主觀因素影響(Brown & Bigler, 2005)，在相同

情境下，新住民子女不一定都會感覺到自己被歧視或者產生壓力。因此，綜合以

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將族群歧視定義為：個體知覺到自己因具有特定族群身分，

而受到排斥、不公平對待的行為與感受。 

 

貳、族群歧視的內涵 

Brown & Chu (2012)指出，社會對於移民家庭子女的族群歧視行為，可能發

生在同儕、教師與社區三個層面上，例如：同儕的排斥與戲弄、教師給分不公或

持以較低的期望，以及在多數族群社區中的反移民情緒等等。Schulz et al. (2000)

在有關歧視的論述上，則將歧視分為個體性的歧視(Subjective discrimination)與體

制性的歧視(Systemic discrimination)，茲以此兩面向進行說明： 

一、個體性的歧視 (Subjective discrimination) 

個體性的歧視是個體基於特定的族群身分或特質，而受到他人（如：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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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教師、其他成人）的不公平對待或其他歧視行為(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Umaña-Taylor et al., 2015)。此外，主流成員對移民群體的偏見態度，

不但會強烈影響其適應狀況(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個體對這些歧視

經驗的主觀認知，也會與心理上或身體上的健康結果有所關聯(Schulz et al., 2000)，

例如：可能產生焦慮感、憂鬱症、低自尊或身心症(Juang & Alvarez, 2010; Romero 

& Roberts, 2003a;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因此有研究指出，對移民群

體與移民家庭子女而言，個體性的歧視是一種具有明顯影響的危險因子和壓力來

源(Fernando, 1993; Juang & Alvarez, 2010)。 

 

二、體制性的歧視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歧視不只是個人的偏見，於社會體制之中，或多或少也存在著對少數族群與

移民群體的不平等之處，並且可能透過個人主觀認知的途徑影響其健康

(Fernando, 1993; Schulz et al., 2000)。例如：2002 年政府曾訂定發布的「優生保

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將「外籍配偶」列為裝設避孕器及結紮手術費用

的補助對象（陳雪慧，2007）。內政部於 2003 年，將生育與優生保健納入「外

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的重點工作之一（內政部移民署，2003）。以及教

育部於 2005 年訂定發布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要點」，將學習成就低落並且具有

「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身分的學生，特別列為受輔導之對象（陳毓文，

2010）。劉行五（2013）認為，這樣的政策可能暗示著國家對新住民子女人口素

質的擔憂，並且官方出自善意的措施，在透過社會過程、媒體負向操弄，以及過

度關注新住民子女身分的影響下，也可能加深或引發出新住民子女容易有發展遲

緩或素質較差的體制性歧視。除此之外，這些國家政策往往是由政府單位，或其

他公私立機構加以執行，因此，體制性的歧視很可能透過與機構的互動及運作過

程下被實踐。然而，這些存在於體制中的歧視，若再由新住民子女的主觀認知作

用下，也可能進一步對其身心發展與社會生活產生不利影響。雖然體制性的歧視

可能難以察覺，但具有的傷害性不見得較小(Brown & Bigl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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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族群歧視影響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一、國外相關之研究 

研究者蒐集到一些有關族群歧視的國外文獻，其中有研究發現，多元族裔或

移民家庭子女由於具有的族群身分較為敏感，因此在族群歧視的威脅下，這些不

利的經驗與壓力會對個體的適應結果產生明顯傷害(Brown & Chu, 2012; Choi et 

al., 2006; Juang & Alvarez, 2010; Romero & Roberts, 2003a; Romero & Roberts, 

2003b;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首先，Romero & Roberts (2003a)以 881

位具有墨西哥血統的青少年進行調查發現，雙文化脈絡會使其經歷多重壓力，包

括代間文化隔閡的壓力，以及族群內外的歧視壓力等，當這些壓力越大時，青少

年的憂鬱症狀會越明顯。Romero & Roberts (2003b)與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的研究也進一步指出，族群歧視會直接導致墨西哥裔與拉丁裔的青少年產

生低自尊或憂鬱狀況。再者，Brown & Chu (2012)雖然發現墨西哥裔的移民家庭

兒童，整體自覺的族群歧視比例偏低，但當這些兒童認知到老師及社區施以的族

群歧視時，會導致較差的學校歸屬感，並且知覺到老師將其視為麻煩製造者、給

予低度期望或視而不見的族群歧視經驗，還會進一步負向影響兒童的學業態度。 

此外，Choi et al. (2006)從 2082 位具有多元族裔身分的 6、7、8 年級學生身

上發現，這些兒少由於時常體驗到社會中的族群矛盾，以及個人能力被否定的經

驗，因此，比起一般家庭的孩子會有較高的藥物濫用與暴力行為之外，族群歧視

還會增強這些問題行為的發生機會。另一方面，Juang & Alvarez (2010)以華裔美

籍青少年為對象的移民家庭子女研究還發現，由於青春期階段中個人層面的發展

議題會不斷地湧現，因此族群歧視的認知更容易對青少年的自我感覺產生直接地

傷害威脅，並且導致孤獨感、憂鬱症狀與低自尊的現象產生。 

從以上研究可知，族群歧視對具有多元族裔身分，或移民家庭子女的適應情

形而言，很可能產生負向影響力，因為身處在一個敵對、矛盾、歧視與不公的環

境中，可能導致這些青少年產生無力感，並逐漸失去自信、抱負與向上的動機，

 



17 
 

因而對適應結果有不利影響。 

 

二、國內相關之研究 

陳毓文（2010）的研究發現，全國391位國中新住民子女整體自覺的族群歧

視狀況偏向中低程度，但其中約四成左右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存有的新住民族群

負面報導會感到沮喪、困擾。另外，侯年陽（2008）的研究也發現，新住民子女

的族群歧視認知狀況屬於中低程度，不過隨著認知發展逐漸成熟下，新住民子女

的觀察能力越趨敏銳，以至於年紀較大的國中新住民子女會有較多的族群歧視感

受。再者，當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越嚴重時，可能在

這些歧視的傷害下，漸漸地也為自己貼上偏差者的標籤，因而容易出現自我貶抑

或怪罪母親的行為，另外發生心理困擾或行為問題的機率往往越高，在同儕關係

與學業表現上也可能有較差的現象（侯年陽，2008；陳毓文，2010）。因此，對

新住民子女而言，族群歧視很可能使其產生較差的生活適應狀況（李維純，2007；

陳毓文，2010；陳靜穎，2011）。 

以下乃透過國內文獻蒐集期間回顧的相關質化、量化研究，分別探討族群歧

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對不同生活適應層面可能產生的影

響： 

（一）個人適應層面 

當社會大眾對新住民女性持有偏見態度下，新住民子女很可能因母親的族群

特徵、說話口音等因素，而遭受族群歧視或異樣眼光，若新住民子女感知到社會

與周遭他人施以的族群歧視越嚴重時，新住民子女也越容易出現負面情緒、沒自

信、低自我評價或心理失調問題（李淑吟，2014；李維純，2007；車達，2004；

夏曉鵑，2007；許殷誠，2005；陳毓文，2010；楊艾俐，2003；蔡榮貴、黃月純，

2004）。特別是處於青春期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其身心正面臨急遽變化，不僅對

他人看法越趨敏感，受壓力影響時多呈現外顯、強烈的情緒反應，也容易出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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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發展上的困擾（陳星孜，2010），因此若再加上族群歧視壓力的影響，新住民

子女的個人適應狀況可能面臨更大挑戰。 

 

（二）家庭適應層面 

邱琡雯（2003）指出，在受到社會偏見與族群歧視的影響下，有街坊鄰居會

灌輸新住民子女歧視自己母親的心態。除此之外，有部分夫家人對新住民女性是

抱持鄙視態度，甚至在子女面前也表現出這樣的族群輕視狀況，或不願讓子女學

習母親的語言、文化，在這樣的氛圍下，新住民子女的內心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不僅害怕站在支持母親這方，是否也會被歸類為弱勢並遭受不被尊重的對待，但

若站在父親與主流社會這方，就又如同成為歧視自己母親的人（吳瓊洳，2009；

邱琡雯，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這樣的內在矛盾狀態，以及因新住民

子女身分而生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容易影響子女對母親的看法

或出現怪罪母親的行為，無形中將進而導致親子或家人關係的疏離（車達，2004；

邱琡雯，2003；侯年陽，2008；張琬涓，2013）。 

 

（三）學校適應層面 

王聖雯（2006）、車達（2004）、張琬涓（2013）與黃森泉、張雯雁（2003）

皆於研究中指出，有學童因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而遭受老師、家長貼標籤或施以

族群歧視的經驗，這些負向經驗不利於新住民子女的學校生活表現或師生互動狀

況。此一現象，可能是受到主流社會對新住民子女持以學習表現不佳的刻板印象

影響，導致老師對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狀態產生錯誤解釋，而將其學校表現歸因於

本身能力差（吳秀照，2004；莫藜藜、賴佩玲，2004），或以不適當的管理行為

處理適應不良的狀況（王光宗，2003；王聖雯，2006）。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

在此一刻板印象影響下，新住民子女於學業上經常受到老師關注而備感壓力，可

能進而影響學習自信與在校表現（李維純，2007）。整體言之，將個人表現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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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背景加以連結而生的族群歧視經驗與壓力感受，容易使新住民子女產生低學習

自信與低自我能力認同的問題，也可能進而引發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出現狀況

（李維純，2007；車達，2004）。 

 

（四）同儕適應層面 

雖然有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在同儕適應上未受到族群歧視的影響（余淑貞，

2006；黃志銘，2008）。但由於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較為敏感，再加上媒體針對新

住民的負面議題反覆操作與論述下，同儕對新住民子女可能產生負面或錯誤的認

知（劉樹雯，2013），使得部分新住民子女在學校作業分組時遭同學排擠，因而

出現人際互動困難與退縮的情形，逐漸地這些新住民子女在同儕與班級間較容易

缺乏歸屬感（李維純，2007；陳靜穎，2011）。此外，同儕對新住民子女也容易

有言語上的族群歧視表現，例如：以「泰勞」、「菲傭」、「大陸妹」等不雅綽

號稱呼，並且遭逢這些言語對待的新住民子女，可能產生不良的同儕互動經驗與

壓力感受，甚至會有較低落的同儕適應結果發生（呂紹貿，2010；李維純，2007；

張琬涓，2013；許殷誠，2005；陳毓文，2010；鄭靜瑜、周雨樺，2011）。 

 

雖然，有些新住民子女曾遭受外界施以的族群歧視和嘲弄而受到傷害，但有

研究還發現，文化認同讓新住民子女有機會理解母親原生文化的價值與優越之處，

使其可以逐漸摒除心中存有的芥蒂，開始以欣賞、肯定的角度看待母親及其文化，

並且親子間的關係與溝通互動上，也會因此有正向轉變（張琬涓，2013；劉樹雯，

2013；龔元鳳，2007）。李維純（2007）也進一步指出，當新住民子女對母親及

其文化擁有認同時，不但能促使其看見與接納自己身為新住民子女的價值，也能

為自己與母親感到自信、光榮，並使其更有辦法以平常心和他人相處。因此，新

住民子女倘若能發展出對母親的文化認同，是否可為其適應結果帶來正向的補償

效果？則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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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新住民子女於生活中可能因族群特徵、說話口音等因素，而遭逢他人的異樣

眼光與不公平對待，如鄰居、同儕、教師或其他成人，甚或是被排擠、嘲弄、取

不雅綽號，以及被貼上學習表現不佳的錯誤標籤。若身處在這樣敵對與不公的環

境中，這些因新住民子女身分而生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可能使

新住民子女產生無力感，並逐漸失去自信與向上的動機，也可能在這些族群歧視

經驗與壓力的傷害下，漸漸地為自己貼上偏差者的標籤，因而出現自我貶抑、低

學習自信、人際互動困難或怪罪母親的行為，進而導致新住民子女有生活適應不

良的問題（車達，2004；邱琡雯，2003；侯年陽，2008；張琬涓，2013；陳毓文，

2010）。 

但是，即便有著族群歧視對個體的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仍可能具備保護因

子，能直接提升其生活適應的表現，尤其新住民子女在跨文化家庭的成長背景下，

李維純（2007）、張琬涓（2013）、劉樹雯（2013）與龔元鳳（2007）的質性研究

發現，文化認同讓新住民子女有機會理解母親原生文化的價值與優越之處，也可

促使其看見與接納自己身為新住民子女的價值，並能為自己與母親感到自信及光

榮，有助於親子關係以及和他人的相處互動。然而，文化認同是否具備保護因子

的補償效果？將透過下一章節的研究文獻進行瞭解。 

  

 



21 
 

第三節 文化認同的內涵與補償機制研究 

壹、文化認同的定義 

一、文化 

英國人類學家 Tylor (1889)是最早對「文化」一詞提出明確定義的學者，認

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體，包含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社

會成員獲得的任何能力和習慣。而人類學家 Goodenough 在文化的定義中，明確

指出文化具有兩種層面的意義，一種是可觀察到的現象，屬於物質層面，包括社

群中的規則、活動；另一種是觀念思想，屬於精神層面，包括知識體系和信仰體

系，並且一個民族會藉由該體系來建構他們的行為（Goodenough, 1961; 引自藍

麗春、邱重銘，2008）。此外，藍麗春、邱重銘（2008）整理了國內外學者的觀

點，將文化的定義歸納為三個面向： 

（一）人類學觀點：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包含食衣住行，以及人與人的關係。 

（二）社會學觀點：是特定群體共享的信仰、價值、行為和物質的組合，包含語

言知識、倫理道德、宗教信仰、法制禮俗等。 

（三）藝術美學觀點：是藝術與美學的相關創作，包含藝術活動的展演。 

根據上述學者的看法，文化可說是一種符號系統與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包

含價值、信仰、習俗、行為模式、語言與藝術活動等。 

 但以新住民家庭來說，因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結合，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

著文化差異，與不同價值、習慣的碰撞。其中，大陸籍配偶由於語言、文字以及

華人文化背景與台灣較具相似性，因此，新住民子女在家中受到的文化衝擊可能

較輕微（楊若杰，2013）。不過，因為大陸籍配偶受到「婦女能頂半邊天」觀念

的影響，講求夫妻平等分擔家務，個性也較為強勢，此與台灣傳統男主外、女主

內的觀念有所差異，容易導致家庭間的衝突產生（韓嘉玲，2003）。 

然而，就東南亞籍配偶而言，不論是文化習俗或生活習慣，都與台灣社會相

當不同。例如：在日常飲食方面，東南亞國家口味較偏酸、鹹、辣，臺灣卻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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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油膩（潘淑滿，2004）；在宗教文化方面，印尼有多數人口信奉伊斯蘭教，而

菲律賓籍女性多信奉基督教，至於越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等國家則深

受南傳佛教文化影響，此與臺灣多數民間信仰的理念或祭祀習俗有很大差異（嚴

智宏，2006）。 

不過，文化不僅最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文化的意涵也可以引領我們的行為

與觀念，對人類來說有其重要性，對新住民子女而言，雖然有著主流社會與母親

原生國的兩種不同文化，但是家中所展現的文化差異，也有提供多元觀點的正向

刺激作用（徐榮崇、徐瑞霙，2007; Anderson, 1999）。因此，文化的認同可能具

有潛在正向影響性。 

 

二、文化認同 

根據Geertz於1963年提出的觀點認為，文化認同是社會的產物，特別是在少

數族群成員的互動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己族群體和多數族群加以分類所產生，並

且成員間的共同文化才是認同基礎，包括語言、習俗、宗教、種族等等(Geertz, 1963; 

引自譚光鼎，1998)。Astuti (1995) 則指出，文化認同是透過實踐的過程所形成

的，包含了行為模式與共同經驗的實踐，因此文化認同是可以選擇與轉變的，此

一觀點也如同學者洪鎌德（2002）的界定，認為文化認同是個人或群體對其承繼

的傳統文化，是否接受與內化的過程，可經由個人思考後做出選擇。 

在國內則有多數學者採用江宜樺（1997）以及譚光鼎（1998）的文化認同定

義，認為文化認同是一群人分享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與無數集體記憶，從

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江宜樺，1997）。或是指個體接受某一特定族群

的文化態度與行為，並將此文化的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譚光

鼎，1998）。 

除此之外，湯仁燕（2002）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將文化認同歸納為：群體

成員在集體的生活實踐過程中，內化共同的價值、信念、語言、行為與習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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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群體所建構的文化來界定自我與族群身分，能夠作為區分我群和他群的界線，

也能凝聚群體成員的心理歸屬趨向，因此文化認同可視為一種動態發展的社會化

過程。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意義相近，都是一種內化的心理過

程，兩者間往往也相互影響，而被視為一體兩面的概念（譚光鼎，1998）。再者，

謝繼昌（2006）指出，族群認同是由文化的範疇所建構，基本上可說是一種文化

認同，因此本研究統一以文化認同一詞稱之。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文化認同定義為，在文化參與或社會互動中，個人

對某一群體的語言、歷史傳統、習俗、價值觀念等等產生情感歸屬，並內化至心

靈與思維的過程。 

 

貳、文化認同的內涵 

文化認同有多種分類方式，有認知特定文化歷史與傳統的投入層面，以及對

文化產生情感依附的歸屬層面，另外對少數群體而言，由於容易遭遇己族文化與

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或衝突，因而有研究還會採取一種調適性的文化統合分類方

式（吳瓊洳，2009；劉炳輝，2006）。而 Berry (1997)的涵化1觀點認為，少數族

群或移民群體在面臨文化衝突時，有融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

(Separ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等四種處理策略，其中融合型的文化衝突處

理策略，是一種理想、積極的雙文化認同取向。對新住民子女來說，處於跨文化

背景的家庭中，若能將父母雙方的兩種文化良好融合，也是重要的文化認同議題，

故本研究採用吳瓊洳（2009）的文化認同測量方式，將之分為文化投入、文化歸

屬與文化統合三個面向，說明如下： 

 

                                                      
1涵化論(Acculturation)關注的焦點在於，少數群體或移民群體與主流社會間的關係(Phinney, 1990)。

當面臨族群文化衝突時，處理策略可分為，(1)融合：高認同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2)同化：低

認同我族文化與高認同主流文化；(3)疏離：高認同我族文化與低認同主流文化；(4)邊緣化：低

認同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Berr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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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投入 

文化投入是一種社會參與和文化實踐的表現(Phinney, 1990)，包含某一群體

成員能認識自己所屬群體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語言、文字等文化內涵，並且

展現出對此文化的參與學習熱忱，屬於認知與行動層面（朱雅萱，2011；吳瓊洳，

2009；陳美玉，2010；游靖喻，2010；劉炳輝，2006）。此外，Phinney (1990)

認為，在文化認同發展的過程中，青少年會開始透過閱讀、交談與各種文化活動

參與的機會，沉浸、投入在自身文化之中，在這文化探索的過程裡，青少年可能

進而對自身文化價值產生認同。因此，當新住民子女願意了解、接觸或學習母親

的原生國文化時，可視為一種文化投入的表現，並且有助於文化認同的發展。不

過有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文化投入情形，相對於其他面向是有比較低的狀況

（朱雅萱，2011；吳瓊洳，2009；黃瓊瑤，2008；劉樹雯，2013），這樣的現象

可能源於，新住民子女不知道如何使用母親的原生國語言稱呼自己的名字（吳瓊

洳，2009）。 

 

二、文化歸屬 

文化歸屬是指，個體的情感隸屬於某文化群體的過程，也是一種個體與文化

群體間不可分割、共生共榮的情感（朱雅萱，2011；吳忠基，2011；吳瓊洳，2009；

陳美玉，2010；游靖喻，2010；劉炳輝，2006）。雖然，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多

數時間是參與在台灣本土文化中，但新住民子女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若有歸屬感時，

對於相關或重大的母親原生國文化，仍會感到興趣與喜愛，甚至能發展出以此文

化為榮的態度。而朱雅萱（2011）、吳瓊洳（2009）、劉樹雯（2013）與龔元鳳

（2007）的研究確實都發現，大部分新住民子女對母親的原生國文化都能表示認

同，並且認為應該受到尊重與推廣，而吳瓊洳（2009）更進一步指出，多數新住

民子女普遍能為自己擁有一位新住民母親而感到驕傲。可以顯示出，新住民子女

對自己的母親與文化都能具有正向情感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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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統合 

文化統合是指，個體在少數族群文化與主流文化間，能夠良好認同兩者文化

的概念，亦即在面對兩種文化時能夠加以調適、整合（朱雅萱，2011；吳瓊洳，

2009；陳美玉，2010）。換句話說，倘若新住民子女能夠同時欣賞父母雙方的文

化，在文化統合上也會較為順利。而朱雅萱（2011）、吳瓊洳、蔡明昌（2009）

與劉樹雯（2013）的研究都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文化統合程度，相較於其他面向

往往最高，表示新住民子女在面對父母雙方的文化時，能夠順利地加以調適並且

良好認同兩者，而不需要一味地在兩種文化中做單一選擇，因此並不會導致文化

忠誠與內在衝突發生。除此之外，良好的文化統合情形，有助於新住民子女學習

和發揮雙文化的長處，並能為未來生活與發展帶來一大優勢（吳瓊洳，2009）。 

 

參、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的補償機制研究 

一、國外相關之研究 

研究者蒐集到國外有關文化認同補償機制的研究發現，即便少數族群或移民

家庭的兒少，遭到外在族群歧視經驗與內在族群歧視壓力影響，而對適應結果存

有傷害性，但同時，文化認同的角色也具有直接影響個體能力的促進作用，可正

向補償兒少的適應結果，故能使其維持生活適應之平衡(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Choi et al., 2006; Stein et al., 2014; Umaña-Taylor et al., 2015)。 

首先，Choi et al. (2006)在具有多元族裔背景的兒少學子身上發現，文化認同

能對藥物濫用與暴力行為發揮直接的補償效果，以減少兒少的問題行為發生頻率，

但卻也發現，文化認同的意識會提升兒少對於環境的警覺性，而這樣的警覺性容

易促使他人採取威脅攻擊的方式加以回應。不過大多數研究還是指出，文化認同

的效果有助於個體正向適應發展。其中，Umaña-Taylor et al. (2015)的研究即發現，

文化認同的效果讓青少年在遭遇危險因子負面影響的同時，可直接補償其心理與

行為適應的結果，另外，在學習適應上同時考量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時，卻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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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文化認同的正向影響作用，而不見族群歧視的預測力。Umaña-Taylor et al. 

(2015)認為，這樣的發現其實更凸顯出文化認同的促進功能，並且相較於族群歧

視的經驗，文化認同可能擁有更多重要性意義，不僅能提供青少年自信心，也能

增強其對所屬文化群體的信念、積極感與明確承諾感，因而有助於青少年的心理、

行為與學習適應發展。 

除此之外，Borsato (2008)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補償作用，該研究是以 409

位就讀國中階段的多元族裔學生，與移民家庭子女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指出，

族群歧視壓力會增強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行為問題，以及降低學業效能感、學校

歸屬感與學業成績。然而，文化認同在學業成績與行為問題上雖然不具補償效果，

但青少年擁有的文化認同，會直接影響憂鬱症狀的降低，並提升學業效能感與學

校歸屬感，此外，在學校重要性認知上，族群歧視壓力雖然沒有顯著預測力，不

過文化認同仍具備直接的正向促進作用(Borsato, 2008)。因此，在青少年的憂鬱、

學業效能感、學校歸屬與重要性認知上，文化認同可說是扮演著復原力的保護資

產角色，具有補償效果。 

另一方面，在有關學校適應的結果上，Brown & Chu (2012)檢視 204 位住在

白人社區的墨西哥裔子女，也同樣指出文化認同具有復原力的保護功能，因為文

化認同的意識讓移民子女能了解到，對自身文化群體抱持正向感覺是重要的，並

可促使其擁有積極的處事態度，因此文化認同能夠直接補償移民子女的學校適應

結果。不過，研究還進一步發現，文化認同也可能具有減緩教師歧視影響的緩衝

效果，當移民子女具有高度文化認同時，教師的族群歧視就不會對學業態度與學

校歸屬感造成傷害(Brown & Chu, 2012)。 

然而，Stein et al. (2014)檢視亞裔美籍青少年的文化認同是否具有復原力保

護效果時，第一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文化認同雖然不具有對抗族群歧視經驗的緩

衝作用，也無法降低青少年的憂鬱情形，不過在青少年的自尊上，能夠給予直接

的正向補償。然而，第二年的研究追蹤發現，文化認同對自尊仍擁有直接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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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外，還能對憂鬱症狀加以補償，可能是因為這些青少年生活的社區中只有少

數移民群體，必須透過長期的文化探索，青少年才有辦法接收到關於自身群體的

正面訊息，因此在文化認同的長期影響下，青少年對自身群體逐漸能發展出正向、

穩固的看法，以至於能明顯補償心理適應的結果(Stein et al., 2014)。 

經過以上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文化認同大致上對移民家庭子女而言，具有促

進正向適應結果的補償功能，不僅能使移民家庭子女認知到自身文化群體的重要

性，並可使其在社會生活中擁有較正向的處事態度。然而，在我國的新住民子女

身上，文化認同是否能對生活適應結果加以補償，則透過以下研究繼續了解。 

 

二、國內相關之研究 

國內以新住民子女為對象的研究中，大致上能顯示出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有

正向關係。其中吳瓊洳、蔡明昌（2009）以 181 位國中新住民子女為對象的研究

發現，當新住民子女的文化歸屬與投入越高時，教師適應、同儕適應以及課業上

的適應表現越好，並且新住民子女統合父母雙方文化的情況越好時，各層面的學

校適應結果也越佳。林秀蓉（2011）的研究也指出，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有正向

關係，並且還能夠促進個人、家庭、學校、人際以及整體生活適應上的正向結果。

可能是因為良好的文化認同，能使新住民子女以健康、積極的態度去接納母親的

原生文化，也能幫助自己找到自身定位，而不易有內外在衝突發生（吳瓊洳、蔡

明昌，2009；林秀蓉，2011），因此新住民子女較能在生活中好好發揮自身能力，

連帶著整體與各層面的適應表現較佳。 

除此之外，陳毓文（2010）在全國 391 位國中新住民子女身上進一步發現，

族群歧視壓力的感受會直接導致新住民子女出現學業、同儕、心理及行為適應上

的問題，也會透過自尊對生活適應產生間接作用。不過，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

也能直接影響心理及行為問題的減少，或間接透過自尊對各層面的適應產生正向

影響（陳毓文，2010）。雖然此一研究指出，文化認同在同儕關係適應與學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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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上，僅有間接影響作用，但是在新住民子女的心理與行為問題上，仍具有直接

的正向影響力，可說是具有補償效果。 

 

肆、小結 

對新住民子女而言，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結合的家庭背景，於成長過程中可能

受到文化差異的衝擊（莫藜藜、賴珮玲，2004；楊艾俐，2003），但雙文化的展

現，也可能為新住民子女帶來多元與正向的刺激作用（徐榮崇、徐瑞霙，2007; 

Anderson, 1999），因此文化認同可能具有潛在的正向影響性。從國外的移民家庭

子女研究即可發現，當危險因子對適應結果存有傷害時，文化認同能使移民家庭

子女認知到自身文化群體的重要性，並使其在社會生活中擁有較正向的處事態度

與信心，因此具有直接正向影響適應的補償效果，包含減少暴力、破壞規矩與藥

物濫用等行為適應問題 (Borsato, 2008; Choi et al., 2006; Umaña-Taylor et al., 

2015)、降低憂鬱症狀與提升自尊(Borsato, 2008; Stein et al., 2014; Umaña-Taylor et 

al., 2015)、增進學校適應結果等(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Umaña-Taylor 

et al., 2015)。 

然而，在台灣雖然有研究指出，文化認同能夠幫助新住民子女以健康、積極

的態度去接納母親的原生文化，有助於找到自身定位不易發生內外在衝突，也使

其能在生活中好好發揮自身能力，因而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家庭、學校、同儕

等生活適應結果能提供正向影響（吳瓊洳、蔡明昌，2009；林秀蓉，2011）。但

是國內的研究，卻較少同時探討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皆存在的狀況，因此新住民

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如國外研究所示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效果？仍需要更多實

證資料加以驗證，此亦為本研究欲著重探討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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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適應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生活適應的定義 

關於適應的探討，最早出現在 Darwin 的生物學進化論中，認為適應

(adaptation)是生物為了生存而適度改變自己，使之能與環境相配合（Darwin, 1859; 

引自簡茂發，1986）。而後 Arkoff (1968)指出，適應(adjustment)是個體與環境的

相互作用過程，個人會採取某些方式因應環境的壓力，努力達到環境的需求和目

標。此外，國內學者也認為，適應不僅是一種個人需求得到滿足的生活幸福感與

心理健康狀態，也是個體為滿足生心理和社會需求，而適當解決現實環境中的困

難，使其能與環境保持和諧的過程（簡茂發，1986）。 

整體來說，適應其實就是一種總體生活的歷程，「適應」也可說是「生活適

應」，不過生活適應的概念面向廣泛，較難使用單一的定義詮釋（羅婉麗，2001）。

然而，跨文化的家庭背景，可能使新住民子女在生活各層面上，受到比一般同齡

者較多不利因素的挑戰。故本研究認為，生活適應是個體在所處環境中與自我、

他人或其他生活情境的互動下，能夠因應隨之而來的壓力或挑戰，達到個人需求

滿足與維持內外在的平衡（簡茂發，1986；羅婉麗，2001; Arkoff, 1968），亦即

在個人、家庭、學校、同儕層面上的滿足與平衡狀態。 

 

貳、生活適應的內涵 

在生活適應內涵的探討上，國內於兒少領域以及有關新住民子女的研究中，

有多數學者將生活適應分為個人、家庭、學校、同儕或人際層面（陳富美，2005；

黃玉臻，1997；黃素惠、徐偉培，2008；羅婉麗，2001），而本研究採用陳富美

（2005）的生活適應測量工具，將之分為個人、家庭、學校與同儕層面，故本研

究茲以這四個面向，討論新住民子女近年來的生活適應狀況。說明如下： 

一、個人適應層面： 

有研究認為，個人適應包含了個體在身心發展、自我關懷、情緒控制上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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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狀態（林秀蓉，2011；許馨心，2008；羅婉麗，2001），而個人適應較好的人，

能夠接納自我、有自信，以及維持情緒的穩定（黃玉臻，1997；羅婉麗，2001）。

此外，有關新住民子女在個人層面的適應結果，大多研究指出個人與心理適應的

狀況和本國籍子女並無差異（巫珮如，2015；林惠玲，2009；陳毓文，2010；陳

靜穎，2011）。但新住民子女若有個人適應方面的問題，可能在於對未來感到疑

惑與不確定，或是容易遭受挫折感影響所致（陳星孜，2010）。 

 

二、家庭適應層面： 

家庭適應是個體與家人之間的相處適應情形，然而子女遇有困難時，家人是

否能給予協助也會影響子女的適應，因此家庭適應包含與父母、家人的相處互動

狀況（陳妍樺，2008；羅婉麗，2001）。此外，家庭適應良好的人，能對家庭生

活產生歸屬，並且能與家人良好相處（黃玉臻，1997）。然而，新住民子女的家

庭適應情形，大多研究雖然指出有中等以上程度（林秀蓉，2011；許馨心，2008；

陳妍樺，2008），不過也有研究發現，相對其他適應面向可能呈現較低的狀況（陳

妍樺，2008；鄭靜瑜、周雨樺，2011；賴琇民，2013）。原因在於，新住民子女

和家庭成員的溝通互動可能不是那麼順利，或是父母較無法適時提供協助與關懷，

以及多使用打罵、不信任或疏忽放任的態度對待所造成（陳星孜，2010；鄭靜瑜、

周雨樺，2011）。 

 

三、學校適應層面： 

學校適應是個人對於學習、班級常規、師生互動的適應情形（陳妍樺，2008；

羅婉麗，2001; Arkoff, 1968），若能擁有良好適應，通常會有較佳的學習狀態，

並能適應老師的管教與班級常規（黃玉臻，1997）。然而，有關新住民子女的學

校適應狀況，國內研究出現較分歧的結果，有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會有較低的學

業成績或學校學習狀況（吳孟娟，2006；林惠玲，2009；林璣萍，2003；陳星孜，

 



31 
 

2010）。不過也有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不必然處於弱勢（吳瓊洳、

蔡昌明，2009；陳毓文，2010；謝紹文，2008）或比本國籍子女差（吳毓瑩、蔡

振洲、蕭如芬，2010）。因此，新住民子女在學校適應的狀況仍值得進一步檢視。 

 

四、同儕適應層面： 

同儕適應是個人與同儕間的相處互動狀態（卓石能，2002；黃玉臻，1997）。

就青少年階段來說，同儕間的交流、互動是影響適應的重要指標，若能獲得同儕

的支持，其心理需求也較易得到滿足（陳妍樺，2008）。有關新住民子女的同儕

適應研究中，吳毓瑩、蔡振洲、蕭如芬（2010）透過大樣本的調查發現，新住民

子女在同儕關係感受上，難免會受到族裔身分影響，使得同儕適應情形比本國籍

子女來得低。但近幾年的研究結果普遍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狀況屬於良

好（吳瓊洳、蔡昌明，2009；陳毓文，2010；陳星孜，2010；鄭靜瑜、周雨樺，

2011；賴琇民，2013）。可能是因為多元文化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新住民子女

越來越能接納自己的身分與母親，因此能以平常心和同學良好相處（李維純，

2007）。另外，也可能是新住民子女並未因母親身分而遭到同儕不公平對待（余

淑貞，2006；黃志銘，2008），所以沒有出現太大的同儕適應問題。 

 

參、影響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的人口變項 

有關新住民子女的研究中，較常檢驗的人口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級與母親

原生國籍，雖然有研究發現，這些人口背景變項可能會影響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

應狀況，但仍缺乏一致的定論，僅性別方面有比較一致且明確的文獻支持。此外，

由於人口變項的效果並非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部分，因此有呈現明顯差異者，本研

究將加以控制。以下茲分別說明： 

一、年級 

在年級方面，有一部分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不受年級影響（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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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娟，2006；那昇華，2007；林秀蓉，2011；林惠玲，2009；陳妍樺，2008）。

但也有一部分研究發現，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在整體生活適應上有明顯差異

（余淑貞，2006；許馨心，2008；陳星孜，2010）。其中在各別適應層面上，余

淑貞（2006）、許馨心（2008）、陳星孜（2010）大致指出，七年級的學校適應、

學習適應、師生關係優於八或九年級。可能因為八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處於身心發

展的劇烈變動期（許馨心，2008），或八、九年級階段逐漸面臨升學壓力的緣故

（陳星孜，2010），因此適應狀況會較七年級低。 

 

二、性別 

在性別的部分，許多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性別會明顯影響適應結果。其中

有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對於生活適應有顯著影響，整體上女性優於男性（吳孟娟，

2006；吳淑娟，2008；林秀蓉，2011；鍾文悌，2005）。就生活適應層面來說，

在人際適應（吳孟娟，2006；林秀蓉，2011；林惠玲，2009；許馨心，2008；陳

妍樺，2008；陳星孜，2010）與學校適應上（吳孟娟，2006；吳淑娟，2008；林

秀蓉，2011；許馨心，2008；陳妍樺，2008；陳美玲，2011；鍾文悌，2005），

研究幾乎都指出女性的適應表現高於男性。此外，在家庭適應上，林秀蓉（2011）、

黃素惠、徐偉培（2008）與蔡河霖（2010）的研究也發現女性優於男性。可能是

因為女性得到的家庭、學校與人際支持較多，或是因為女性具有較佳的包容與接

納性格，以及生活經營的能力較好所致（林秀蓉，2011；陳妍樺，2008）。另一

方面，有研究在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身上發現，女性的心理適應（陳毓文，2010）

或個人適應（陳星孜，2010）較男性差，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女性學生在國

中的發展階段上，心思較為敏感、細膩，導致女性學生容易受到內外在壓力影響，

所以心理或個人適應的表現才會較男性低。 

 

三、母親原生國籍 

有研究指出，母親原生國籍不同的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皆可達到中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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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並且沒有顯著差異（余淑貞，2006；那昇華，2007；林秀蓉，2011；許馨

心，2008；賴琇民，2013；羅惠清，2008）。研究者推測，可能因為不同母親國

籍的新住民子女，在生活上都能得到老師、同學的協助，因此不會有顯著的生活

適應差異。或是因為新住民子女從小就在台灣生長，母親也大多以台灣的習慣加

以教養，因此新住民子女並不會因母親國籍不同，而有明顯的生活適應差異產生

（林秀蓉，2011）。但另一方面也有相關研究發現，大陸籍子女的學習適應較東

南亞籍子女好（張樹閔，2007；梁雅萍，2006；廖張鷬，2008），可能因為中國

大陸的語言、文字、生活習慣與台灣較為相近，母親可以給予子女較多生活與學

習上的指導，所以適應狀況較好（林佳靜，2014）。 

 

肆、小結 

社會若普遍對新住民族群持有負向觀點，這些刻板印象或偏見往往也會轉嫁

到新住民子女身上，不僅容易使其遭受族群歧視的經驗與壓力，更可能進一步成

為影響生活適應的不利因素。但是本節透過文獻的回顧與整理發現，近年來雖然

仍有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在生活適應上可能還是有比較弱勢的地方，不過有越

來越多研究認為，新住民子女的適應情形傾向於良好，也不見得比一般家庭子女

來的差。對於此一現象，可能是因為多元文化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新住民子女

越來越能認同自己的身分與母親，因而對適應狀況有所助益（李維純，2007）。

或是新住民子女並未因身分背景而遭到不公平對待（余淑貞，2006；黃志銘，2008），

研究者認為可能因此連帶降低了族群歧視的負向影響作用，所以新住民子女的適

應狀況才沒有出現明顯問題。 

另一方面，在族群、文化越趨多元的台灣社會中，若能對新住民子女的生活

適應狀況及相關影響因素有多一點了解，就能多減少一點對他們的誤解。此外，

也更應該進一步探討文化的議題，從中發現哪些可能的文化因素具有保護作用，

能成為新住民子女的發展優勢，並促使其獲得不比本國籍子女差的生活適應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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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從以上文獻可知，新住民家庭為台灣的新興族群占有一定比例，就讀國中階

段的新住民子女也占了國中生的 9.81%（教育部統計處，2016a）。此外，從國內

外研究中皆可發現，新住民子女可能會遭遇族群歧視的問題，對於這樣的狀況，

國外有不少以移民家庭子女為對象的復原力量化研究，探討文化認同在個體適應

上的補償機制(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Choi et al., 2006; Stein et al., 

2014; Umaña-Taylor et al., 2015)。國內雖然有相關研究（吳瓊洳、蔡明昌，2009；

林秀蓉，2011；陳毓文，2010），但較少同時將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放在一起討

論，或僅以質性方法論述新住民子女在危險因子下的調適情形（李維純，2007）。

因此，為檢測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能發揮復原力的補償模式效果，本研

究採取量化方法加以檢驗，以便了解族群歧視、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

的影響狀況，也期望能為新住民子女的復原力研究增加實證基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動機、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探討，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而

人口變項在過往研究中發現可能對生活適應有所影響，但並非本研究主要探討的

效果，因此加以控制後將能進一步瞭解主要變項與生活適應的關聯。如圖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族群歧視  

1.最近的歧視經驗 

2.歧視壓力感受 

生活適應 

1.個人適應 

2.家庭適應 

3.學校適應 

4.同儕適應 

人口變項 

1.性別 

2.年級 

3.母親原生國籍 文化認同 

1.文化投入 

2.文化歸屬 

3.文化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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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在控制人口變項的情況下，根據研究問題和以上架構提出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一、研究問題：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

是否對生活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 

假設一：族群歧視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1-1：最近的歧視經驗對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1-2：最近的歧視經驗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1-3：最近的歧視經驗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1-4：最近的歧視經驗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1-5：最近的歧視經驗對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2-1：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2-2：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2-3：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2-4：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1-2-5：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 

 

二、研究問題：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對生活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 

假設二：當族群歧視的經驗與壓力感受存在時，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

況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即具有補償效果： 

2-1-1：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2-1-2：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2-1-3：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2-1-4：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2-1-5：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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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樣本來源 

壹、研究對象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a）資料顯示，104 學年度的國中新住民子女占各

該縣市學生比例中，以外島地區與嘉義縣、苗栗縣、雲林縣等偏鄉農業縣市最高，

其中嘉義縣的國中新住民子女比例為台灣本島最高之縣市，占 17.83%（詳見表

3-2-1），因此本研究以嘉義縣作為取樣之縣市。然而，各國中校所目前多採常態

分班與融合教育，故新住民子女多分散於各班級之中，再加上研究經費、人力與

距離的考量下，研究者參考教育部統計處（2016a，2016b），有關嘉義縣各鄉鎮

市的國中新住民子女人數，以及公、私立國中校所數據（詳見表 3-2-2），將以新

住民子女人數較多且較為集中的朴子市、六腳鄉、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內共

七所國中，作為本研究的調查範圍。因此，就讀嘉義縣此五個鄉鎮市的在學國中

新住民子女，其母親是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而父親屬於本國籍男子者，

為本研究對象。約有 795 位新住民子女2符合條件，此為本研究的母群體人數。 

 

表 3-2-1 新住民子女就讀國中學生數及占該縣市比（104 學年度按前十名分） 

 國中新住民子女人數 百分比 

金馬地區 486 20.10 

嘉義縣 2,574 17.83 

澎湖縣 406 15.21 

苗栗縣 2,732 14.96 

雲林縣 3,365 13.92 

南投縣 2,158 12.51 

基隆市 1,428 12.42 

新竹縣 2,290 11.96 

屏東縣 3,069 11.72 

桃園市 8,617 11.29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2016a）。104學年新住民子女就讀國中小人數

分布概況統計。檢索日期：2016年5月18日。取自http://goo.gl/MPNsKM 

                                                      
2教育部統計處（2015）使用新移民子女一詞，將之定義為：父母之中一人為持有有效外僑居留

證、永久居留證或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以及申請入境停留、居留及定居之大陸(含

港澳)配偶。因此，795 位新住民子女之中包含了父親非屬於本國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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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嘉義縣各鄉鎮市之國中新住民子女學生數（104 學年度） 

鄉鎮市 
新住民子女就讀

國中人數 

公、私立校所與學生總數 

(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新住民子女學生

占各鄉鎮市比例 

總計 2,574 27 所／14,440 人 17.83 

太保市 142 3 所／1,330 人 10.68 

朴子市 359 2 所／1,861 人 19.29 

布袋鎮 30 1 所／168 人 17.86 

大林鎮 173 2 所／1,045 人 16.56 

民雄鄉 360 3 所／3,352 人 10.74 

溪口鄉 39 1 所／195 人 20.00 

新港鄉 234 1 所／1,606 人 14.57 

六腳鄉 71 1 所／274 人 25.91 

東石鄉 123 2 所／458 人 26.86 

義竹鄉 150 1 所／549 人 27.32 

鹿草鄉 92 1 所／322 人 28.57 

水上鄉 252 2 所／1,087 人 23.18 

中埔鄉 156 1 所／574 人 27.18 

竹崎鄉 225 2 所／943 人 23.86 

梅山鄉 86 1 所／330 人 26.06 

番路鄉 52 1 所／208 人 25.00 

大埔鄉 24 1 所／61 人 39.34 

阿里山鄉 6 1 所／77 人 7.79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2016a）。104學年新住民子女就讀國中小人數

分布概況統計。檢索日期：2016年5月18日。取自http://goo.gl/MPNsKM 教育部

統計處（2016b）。國民中學校別資料。檢索日期：2016年5月18日。取自

http://goo.gl/rEi37Q 

 

貳、樣本來源 

一、預試樣本來源 

研究者使用便利抽樣方式選取預試樣本，樣本來源有以下三類： 

（一）嘉義縣大林國中的在學新住民子女。 

（二）嘉義縣布袋國中的在學新住民子女。 

（三）研究者方便接近的外縣市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 

在預試的前測階段中，有效樣本共計 35 名，而同一群研究對象中，共有 23

名進行預試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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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施測樣本來源 

由於研究經費與時間、距離的限制下，無法對嘉義縣的新住民子女展開全面

性的調查，因此為抽出較具代表性的樣本，故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選取新

住民子女人數較多、比例較為集中的地區學校，以及符合下述條件的新住民子女，

作為本研究的正式施測樣本，有效樣本共計 345 名： 

（一）母親是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而父親屬於本國籍男子者。 

（二）就讀嘉義縣朴子市、六腳鄉、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內，共七所國中的

在學新住民子女，包含朴子國中、東石國中、六嘉國中、東榮國中、過溝

國中、義竹國中與鹿草國中。 

（三）以上在學新住民子女本人及其家長同意參與研究問卷調查者。 

 

參、嘉義縣五個鄉鎮市的場域狀況 

由於本研究是以嘉義縣朴子市、六腳鄉、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此五個

鄉鎮市作為調查範圍，為進一步了解新住民子女居住的鄉鎮市樣貌，茲以這幾個

鄉鎮市的生活環境與文化脈絡做簡要介紹： 

一、產業與人文性格 

位於嘉南平原的這五個鄉鎮市，多半是以農、漁產業的發展為主。其中朴子

市雖然有著較多的商業行為，但仍是以農墾為主的地區，六腳鄉與鹿草鄉則屬於

傳統農村聚落，大部分鄉民是以務農維生，至於東石鄉因位處濱海地帶，農地鹽

化較為嚴重，因此鄉內雖然有著農業的發展，不過多數居民是以討海和從事養殖

漁業維生，而義竹鄉雖然不靠海，但鄉內有一半的面積是海水，所以義竹鄉除了

有務農人口之外，從事養殖漁業的人口也眾多（嘉義縣文化觀光局，2016）。整

體而言，這五個鄉鎮市的多數居民，除了具有農人刻苦耐勞與直率的性格之外，

以沿海漁業維生的東石鄉、義竹鄉民，在長期面對多變的環境下，性格也較為豪

邁。 

 

 



39 
 

二、文化方案的實施現況 

內政部於 2012 年開始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希望能協助新住民家庭及

其子女有穩定生活，並促進社會大眾對多元文化有更多尊重和理解，此外，也將

母語傳承課程、母語歌謠暨才藝活動等列為重點工作要項（葉郁菁，2012）。然

而，此一行動方案的重點實施對象主要還是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以嘉義縣

103 學年度的實施狀況來說，只有 19 所小學被列為計畫實施的重點學校，其中 2

所重點學校位在朴子市，東石鄉與義竹鄉各有一間小學辦理，六腳鄉與鹿草鄉則

無（內政部移民署，2014）。除此之外，雖然有培力與獎助學金能補助國中階段

的新住民子女，但其餘不管是在新住民親子共學母語心得競賽，或是新住民家庭

家譜競賽等等，參與對象都僅限於國小的新住民子女（內政部移民署，2013b）。

不過，嘉義縣政府每年都舉辦多元文化國際日暨移民節活動，讓新住民家庭成員

與一般民眾能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學習機會（嘉義縣政府，2014）。 

另一方面，嘉義縣政府於2009年在鹿草鄉的碧潭國小成立新移民學習中心，

除了安排課程幫助新住民女性的生活適應外，也陸續推出多元文化與越南語課程

（嘉義縣政府，2009）。其中，104 年度的實施狀況，朴子市與東石鄉分別有一

所小學開班辦理多元文化學習課程，但主要實施對象為新住民女性，並且有關新

住民女性的原生國文化活動，僅占課程的四分之一左右。至於異國文化的培力課

程，實施對象僅限於國小學童，而越南語文的研習課程中，實施對象是以新住民

家庭為優先，不過可擴及至一般民眾，讓嘉義縣民眾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欣賞與

尊重新住民的語言文化，但全縣僅開放 20 位參與名額（嘉義縣政府，2015）。此

外，國中階段所辦理的越南語學習課程中，東石鄉的過溝國中於 103 學年度，特

別開班給該校有興趣的國中生、新住民子女及其家人來學習越南的語言文化，讓

新住民子女有更多機會能進行雙語言文化的學習和認同。 

整體言之，嘉義縣雖然逐步推展了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語言及文化，但這些

課程、活動的可及性與可近性，對這五個鄉鎮市的新住民子女來說仍舊不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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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對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而言，並且嘉義縣有關新住民子女的母語學習推行

狀況，主要還是只著重在越南語的學習層面上。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然而為避免研究對象受到社會期待影響，

研究問卷則以「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稱之，問卷共有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文化認同，第二部分為族群歧視，第三部分為生活適應，第四部份為

人口變項。以下說明每一部分的測量面向、計分方式與信效度分析。 

壹、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為本研究探討的保護因子自變項。在文化認同的測量上，本研究採

用學者吳瓊洳（2009）編製的「新移民子女文化認同量表」，量表的說明如下： 

一、測量面向：該量表分為文化投入、文化歸屬與文化統合三個面向，共有 34

題（見附錄四），題號、題數與反向題，如表 3-3-1。題目如：「我願意學習

母親原生國的傳統技藝或歌謠」、「我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充滿興趣與喜愛」、

「面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和臺灣本地文化，我覺得自己調適得很好」。 

 

表 3-3-1 文化認同量表所含層面與題項 

量表層面 題號 題數 

文化投入 1、2、3、4、5、6、7、8、9、10、11、12 12 

文化歸屬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 13 

文化統合 26、27、28、29、30、31、32、33、34 9 

反向題題號：19、21 

 

二、計分方式：該量表使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反向題的計分方式則相反。當量表總分越

高時，表示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程度越高。 

三、信效度分析：在原量表信效度上，吳瓊洳（2009）完成初稿問卷與專家效度

後，以 100 位雲林縣的國中新住民子女進行預試，首先於項目分析上，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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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值 3 為標準選取 34 題，接著在效度檢測上，以特徵值大於 1 抽出文化投

入、文化歸屬與文化統合三個因素，並以因素負荷量大於.30 的標準選取正

式問卷題目，結果顯示各因素累積解釋量達 54.79%，建構效度尚屬良好。

在信度分析上，原始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文化投入.94，文化歸屬.91，

文化統合.91，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此外，本研究在預試階段中，以 35 份

有效問卷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文化認同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整體

文化認同.94，文化投入.91，文化歸屬.80，文化統合.86，有達到良好的信度

標準。而正式樣本的 Cronbach's α 值為：整體文化認同.97，文化投入.92，

文化歸屬.92，文化統合.94，也呈現良好的信度結果（如表 3-3-2）。 

 

表 3-3-2 文化認同量表之信度檢測值 

         信度 

因素 

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預試樣本 

Cronbach's α 

正式樣本 

Cronbach's α 

文化投入 

文化歸屬 

文化統合 

.94 

.91 

.91 

.91 

.80 

.86 

.92 

.92 

.94 

總量表 -- .94 .97 

 

貳、族群歧視 

族群歧視為本研究探討的危險因子自變項，在族群歧視的測量上，本研究是

翻譯並修訂Landrine et al. (2006)的一般族群歧視量表(GED)。量表說明如下： 

一、測量面向：原始量表共有三個測量面向，分別為最近的歧視經驗(Recent 

discrimination)、一生的歧視經驗(Lifetime discrimination)與歧視壓力感受

(Appraised discrimination)。此外，原始量表有18個題目，前17題都有以上三

個面向的答項，最後一題則只有最近歧視經驗與一生歧視經驗的答項。而本

研究是採用「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視壓力感受」，來測量新住民子女自

覺到的族群歧視行為發生頻率和族群歧視壓力感受狀況，但因為原始量表中

有一題關於工作歧視的題目，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較不會有這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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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予以刪除。故本研究中「最近的歧視經驗」有17題，「歧視壓力感受」

有16題，並且此兩面向的前16個題目皆相同，僅答項不同（見附錄四）。題

目如：「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鄰居不公平對待？」、「我多常

被別人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另外，「最近的歧視經驗」第17

題為：「如果我不曾被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話，我的生活會有多麼不

同？」。 

二、計分方式：本研究修訂的族群歧視量表，在「最近的歧視經驗」上是以發生

頻率詢問，1=從來沒有，2=很少如此，3=偶爾如此，4=經常如此，5=大部

分如此，6=總是如此，此外本研究於第17題的答項中增加不適用的選項，以

利於最近一年未曾有過歧視經驗的研究對象作答，總分越高表示個體認知到

的族群歧視行為發生頻率越多。「歧視壓力感受」則以感受度的方式詢問，

也是6點計分，從沒有壓力到壓力極大，總分越高表示個體的族群歧視壓力

感受越大。另外，此兩面向是獨立的，分數將單獨處理。 

三、信效度分析：原量表的信效度方面，Landrine et al. (2006)是以868位大學生

和701位社區成人為對象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三個測量面向中只有一個單因

素存在，並且每一題的因素負荷量在大學生組介於.80到.98之間，在社區成

人組則介於.82到.99之間，而Cronbach's α值在「最近的歧視經驗」為.94，「歧

視壓力感受」為.95，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 

然而，該量表在國內沒有中文翻譯，因此研究者在指導教授協助下取得

原作者同意，並進行問卷的翻譯以及再測信度檢驗後才正式施測。過程首先

是，透過倒譯法(Back translation)將翻譯後的問卷，交由一位具雙語能力者

回譯成英文，再邀請一位美國人進行問卷對照。接著，為使問卷能符合國中

生的理解程度，研究者邀請兩位有新住民子女相關教學經驗的國中老師進行

專家效度檢核，並委請指導教授審閱提供修正建議（專家效度名單見表

3-3-3），作為預試量表修正之依據（預試量表見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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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信度結果方面，本研究在預試前測中，以35份有效問卷進行分

析，結果顯示Cronbach's α值在「最近的歧視經驗」為.62，可能因為樣本數

較少，受測者的族群歧視經驗異質性不大，而未達到理想的信度標準，但吳

明隆、涂金堂（2005）認為，Cronbach's α值在.60以上，尚屬勉強可接受的

範圍，而「歧視壓力感受」的Cronbach's α值為.93，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另外，間隔十天左右的時間後，再以同一群新住民子女進行預試後測，以利

於考驗族群歧視量表的再測信度，有效問卷共23份，而量表的再測信度係數

為：「最近的歧視經驗」.89，「歧視壓力感受」.81，表示前後兩次的施測

結果呈現高度相關，量表的再測信度佳具有穩定性。除此之外，本研究的正

式樣本Cronbach's α值為：「最近的歧視經驗」.87，「歧視壓力感受」.94，

皆有達到良好的信度標準（如表3-3-4）。 

 

表 3-3-3 專家效度檢核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列） 

代碼 服務單位 

A 嘉義縣朴子國中 

B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C 嘉義縣朴子國中 

 

表 3-3-4 族群歧視量表之信度檢測值 

         信度 

因素 

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預試樣本 正式樣本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再測信度 

最近的歧視經驗 

歧視壓力感受 

.94 

.95 

.62 

.93 

.89 

.81 

.87 

.94 

 

參、生活適應 

生活適應為本研究的依變項，是採用學者陳富美（2005）編制的兒童生活適

應量表加以測量，量表的說明如下： 

一、測量面向：該量表共有四個面向，分別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及

同儕適應，每個面向各有10題，共計40題（見附錄四）。題目如：「我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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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未來有信心」、「我在家裡過得很快樂」、「我覺得到學校上課是有趣

的事」、「我能和睦地和同學一起遊戲」。至於量表的題號、題數與反向題，

見表3-3-5。 

 

表 3-3-5 生活適應量表所含層面與題項 

量表層面 題號 題數 

個人適應 1、2、3、4、5、6、7、8、9、10 10 

家庭適應 11、12、13、14、15、16、17、18、19、20 10 

學校適應 21、22、23、24、25、26、27、28、29、30 10 

同儕適應 31、32、33、34、35、36、37、38、39、40 10 

反向題題號：1、3、4、6、7、8、9、10、18、19、21、22、23、25、26、28、

29、30、31、32、35、37、38、39、40 

 

二、計分方式：此量表採用Likert式四點量表計分，1=完全不符合，2=有一點符

合，3=大部分符合，4=完全符合，反向題的計分方式則相反。而量表得分

越高表示個體的適應狀況越好。 

三、信效度分析：在效度方面，該量表是根據黃玉臻（1997）發展出具有理論建

構效度的生活適應量表，選取其中因素負荷量較高的題目，並將部分題目改

以正向描述。在信度方面，此量表是以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為對象進行分

析，結果顯示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92，分量表則介於.78到.86之間，有不

錯的內部一致性。而本研究預試樣本的Cronbach's α值為：整體生活適應.90，

個人適應.82，家庭適應.87，學校適應.81，同儕適應.70，有可接受的內部一

致性。此外，正式樣本的Cronbach's α值則為：整體生活適應.92，個人適應.81，

家庭適應.88，學校適應.82，同儕適應.84，表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如

表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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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生活適應量表之信度檢測值 

         信度 

因素 

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預試樣本 

Cronbach's α 

正式樣本 

Cronbach's α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同儕適應 

介於.78~.86 

.82 

.87 

.81 

.70 

.81 

.88 

.82 

.84 

總量表 .92 .90 .92 

 

肆、人口變項 

1. 年級：(1)七年級、(2)八年級、(3)九年級。為順序尺度。 

2. 性別：分成男性與女性；(1)男性、(2)女性。為類別尺度。 

3. 母親國籍：分為九項，(1)中國大陸、(2)越南、(3)印尼、(4)泰國、(5)菲律賓、

(6)柬埔寨、(7)馬來西亞、(8)緬甸、(9)其他。為類別尺度。 

4. 父親國籍：分為四項，(1)台灣、(2)中國大陸、(3)東南亞國家、(4)其他。該

問題是用來判斷非屬於本研究對象條件者，將刪除父親為非台灣國籍者的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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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過程 

一、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然而在考慮各種資料蒐集執行方式的

優缺點後，本研究主要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是請學校安排研究參與者可集體填

寫問卷的時間後，由研究者進行問卷集體施測。此方法具有方便與快速蒐集資料

的優點，研究者也能親自參與問卷施測過程，適時解除研究參與者的疑惑，並可

確保資料蒐集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但學校若不方便研究者到校施測，則在轉達相

關注意事項後，由學校單位人員協助問卷施測的方式為輔。 

 

二、資料蒐集過程 

（一）預試階段：由於本研究的族群歧視量表，是修訂於 Landrine et al. (2006)

的一般族群歧視量表，因此為增加問卷的信效度，在中文版問卷編製完成

後，透過倒譯法(Back translation)與專家效度進行檢核，再委請指導教授

審閱提供修正建議。在信度方面，是以便利抽樣方式抽取預試樣本，包含

嘉義縣大林國中、布袋國中，以及研究者方便接近的外縣市新住民子女。

此外，在獲得研究對象本人及其家長同意後，於 2015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由研究者進行前、後兩次的問卷集體施測（兩次問卷施測日期間

隔十天左右），若學校不方便研究者到校施測，則由學校單位人員協助施

測事宜，外縣市的新住民子女則委託研究協助者代為施測。預試前測共發

出 37 份問卷，回收 37 份，經刪除資料遺漏過多者後，有效問卷共 35 份。

而同一群研究對象中，共有 23 名同意進行預試後測，發出 23 份問卷，回

收 23 份，有效問卷 23 份。 

（二）正式施測準備階段：首先，研究者逐一以電訪方式，與嘉義縣朴子市、六

腳鄉、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當中的七所學校聯絡，邀請學校單位人員

協助，若該人員表示須經主管同意，則請其詢問或由研究者直接詢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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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得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問卷之同意，若學校不方便研究者到校施測，則

由學校單位人員協助施測事宜。在獲得同意後，則與學校單位人員確認研

究進行之方式、流程、時間、地點與新住民子女人數。再者，為確保問卷

的施測是在研究對象本人及其家長同意的基礎下進行，研究者會於問卷施

測前一至二週，將研究同意書郵寄至學校，請學校單位人員把同意書交給

研究對象帶回簽署，並隨研究同意書告知研究目的、研究倫理、研究對象

權益、問卷施測時間與地點。另一方面，因本研究問卷僅針對新住民子女

填寫，可能會有標籤化的疑慮，為避免新住民子女有不舒服感受，原則上

此一階段會請託學校單位人員，盡量以私下方式和中性言語邀請其參與，

以及安排課餘時間（如午休）進行施測。 

（三）正式問卷施測階段：若由研究者親自進行問卷施測，研究者事前會再與學

校聯繫提醒施測時間，並依據每間學校的研究參與人數準備問卷後，親自

前往施測。若為學校單位人員協助施測者，研究者會親自送交問卷，並充

分轉達問卷施測與收發注意事項，有獲得研究對象本人及其家長同意者，

才會請其填寫問卷。此階段於 2015 年 12 月中旬開始進行。 

（四）正式問卷回收階段：若由研究者親自進行問卷施測，會於研究參與者寫完

問卷時請其再次檢查，確保問卷沒有漏答的地方後隨即回收問卷，並贈送

一份文具。若為學校單位人員協助施測者亦同，並且研究者會於問卷轉交

約3週左右的時間後，先禮貌性致電給對方，委婉詢問是否遇有任何困難，

並與單位人員約定時間後親自到校回收問卷。於 2016 年 1 月中旬回收完

畢，總共發出 406 份問卷，回收 368 份，有效問卷共計 345 份（其中 23

份無效問卷的判定方式與第五點合併說明）。回收率為 90.6%，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85.0%（詳見下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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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正式施測樣本數量 

樣本來源 施測方式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朴子市 
朴子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52 52 50 

東石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68 68 63 

六腳鄉 六嘉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20 20 20 

東石鄉 

東榮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16 16 16 

過溝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45 45 42 

學校單位人員施測 9 9 8 

義竹鄉 義竹國中 學校單位人員施測 150 112 100 

鹿草鄉 鹿草國中 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 46 46 46 

總計 406 368 345 

 

（五）正式施測問卷整理階段：問卷回收後，研究者會先檢查是否有無效以及不

符合研究對象條件的問卷，才會在問卷上依序編碼，作為統計軟體的資料

輸入使用。檢查結果發現，有 23 份正式問卷因為空白過多、填答出現圖

形排列或重複寫相同答案，而被研究者判定為無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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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當正式問卷回收完畢與排除無效問卷後，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2.0 版，將編

碼的問卷資料輸入，並使用次數分配表偵錯後，才會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採用

的分析方法如下： 

一、為回答研究問題一，以了解本研究樣本的現況，將使用描述統計進行檢視。 

（一）描述統計 

透過次數分配表、百分比、標準差、平均數等描述統計方式，了解本研究

樣本在各變項的分佈狀況。 

二、為回答研究問題二與研究問題三，會先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了解新

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的關係。另一方面，人口變項的

效果雖然並非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部分，但為避免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間的關

係產生干擾，因此仍會初步檢視人口變項在生活適應上的差異情形，以利於

後續的統計控制。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兩分類別尺度的變項，例如：性別，在

整體與各層面的生活適應平均值上，是否存有顯著差異。若人口變項的類別高

於兩組時，例如：年級，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其在整體與各別適應

層面的平均值差異，若有達統計顯著性時，再使用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此外，人口變項若出現統計上的顯著，則表示可能影響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

結果，因此，為避免本研究主要檢視的自變項效果受到干擾，有顯著影響的變

項將會在假設考驗時予以控制。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適用於兩連續變項間的線性關係分析（邱皓政，2010）。

而本研究的族群歧視自變項、文化認同自變項，以及生活適應依變項，皆為連

續變項，因此適用此分析方法來了解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兩兩共同產生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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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度與相關方向。 

三、為考驗研究問題二與研究問題三所衍生出的研究假設，將使用多元迴歸分析

方法進行檢驗，說明如下： 

（一）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方法適用於自變項與依變項皆為連續變項的條件下，探討多

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和預測情形（邱皓政，2010）。因此，本研究會先將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存有顯著差異的人口變項轉換為虛擬

變項(dummy variable)後，才投入迴歸模型中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因為迴歸

模型須符合線性關係、常態性、誤差等分散性、無多元共線性的基本假設，因

此，本研究會透過迴歸標準化殘差直方圖與常態機率圖(probability plot)，進行

常態性檢視。以殘差值與預測值的交叉散布圖(scatter plot)，作為誤差等分散性

與線性關係的判斷。此外，自變項間可能出現共線性問題而影響預測效果，因

此，本研究會透過自變項間的相關（若大於 0.8 可能有共線性）、VIF 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若大於 10 可能有共線性），來進行共線性診斷（邱皓政，2010；

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劉子鍵，2003）。  

整體言之，針對研究假設一、二，本研究會在迴歸模型中同時投入人口控

制變項，以及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與文化認同自

變項，並以同時迴歸法檢驗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皆存在時，對適應依變項的直

接效果。若族群歧視的數值達顯著，則研究假設一成立，表示族群歧視對適應

結果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若文化認同的數值達顯著，則研究假設二成立，表

示文化認同對適應結果具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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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是以集體施測方式進行，但為避免研究對象有強烈不舒服

的感受，研究者將採取以下六種方式處理倫理問題： 

一、告知後同意 

研究者會事先與學校聯繫，說明本研究目的與意旨，以便於徵得學校同意研

究之進行。此外，由於本研究對象為未成年者，為符合人類研究倫理的規範，因

此研究者會在問卷施測前，透過學校把家長與學生的研究同意書交給研究對象帶

回簽署，並隨同意書告知研究目的、研究倫理、資料處理與使用方式。另外，為

保護研究對象的權益，也會告知其可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參加調查，並且問

卷的填寫與學校成績無關，避免研究對象是在畏懼學校權威下參與本研究。最後，

在獲得研究對象本人及其家長同意後才會進行問卷施測。 

 

二、降低社會期待效果 

為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社會期待影響，研究者將原始量表名稱刪除，改以「在

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稱之，並且在指導語中附上：「本問卷並沒

有標準答案，請依照您個人的實際狀況回答即可」等字詞。 

 

三、傷害最小化 

由於本研究問卷僅針對新住民子女進行施測，可能會使其有不舒服感受，再

加上問卷內容涉及敏感議題，可能使其想起過去的不愉快經驗或引發不舒服情緒。

因此，為降低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的可能性，本研究會先於同意書中告知此一訊

息使其有心理準備，也告知若感到不舒服想退出，研究者會尊重其意願。此外，

還會請託學校單位人員盡量以私下方式進行邀請，降低新住民子女被公開區辨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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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惠原則 

為感謝學校單位人員的協助，研究者於問卷調查結束後會寄送感謝卡，表達

研究者的感謝之意，在研究完成後也會於論文致謝詞上再次表達感謝。另一方面，

研究者會提供每位研究參與者一份文具作為補償，並感謝其願意花費時間、心力

參與本研究。 

 

五、匿名與保密 

為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本研究的正式問卷不會使用任何記號或編碼，避

免有辨識出問卷填答者的疑慮，問卷也不會詢問姓名、電話、地址等隱私資料，

此外，會在問卷指導語上說明研究匿名與保密原則。不過，預試問卷為進行再測

信度檢驗，須確保前後測問卷為同一人所寫，因此會詢問研究參與者的學號作為

判斷，但研究者承諾，研究蒐集之資料僅供學術使用，研究者也會嚴格保密，並

於研究完成後銷毀問卷。 

 

六、誠實信用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蒐集的資料，例如：研究數據、分析結果，將如實呈現，

不做欺騙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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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此一章節將呈現本研究發現之結果，共分三節：第一節為族群歧視、文化認

同與生活適應之現況，第二節為人口變項、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關

係，第三節為族群歧視、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 

 

第一節 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現況 

本節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一，藉此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

生活適應之現況。首先，會先使用次數分配表與百分比來描述本研究的樣本，接

著，再以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百分比等描述統計方法，檢視研究樣本的族

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情形。 

壹、新住民子女的人口背景描述 

本研究的新住民子女是來自嘉義縣的五個鄉鎮市，有效問卷共計 345 份。以

下根據新住民子女在年級、性別與父母國籍的分布狀況進行說明，詳見表 4-1-1。 

接受問卷調查的新住民子女之中，最多的為八年級學生（137 位，39.7%），

其次為七年級學生（126 位，36.5%），而九年級學生的比例最低（82 位，23.8%），

主要是由於其中一所學校的九年級學生，在學校的考量下並未參與研究問卷調查

所致。不過，與嘉義縣 104 學年度的新住民子女年級資料相比，分布情形都是以

八年級的比例最高（35.8%），九年級最低（31.4%）。在性別部分，本研究的男

性有 155 位（44.9%），女性有 190 位（55.1%），女性人數比男性多，但大致上

比例接近 1：1，也和嘉義縣整體新住民子女的性別分布情形極為相似（男性為

47.5%，女性為 52.5%）。接著在父母親國籍3的分布上，本研究的新住民子女其

父親皆為台灣籍，而母親的國籍較為多元，其中以越南（179 位，51.9%）、中國

大陸（111 位，32.2%）、印尼（35 位，10.1%）分占前三名，並且和嘉義縣整體

新住民子女的母親國籍分布結果相同，都是以越南籍最多（48.4%），中國籍次之

                                                      
3
 父親國籍僅用於篩選研究對象資格，並未納入後續的研究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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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印尼籍占第三（15.0%）。 

 

表 4-1-1 新住民子女的人口變項分析摘要表 

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嘉義縣 104 年度分布狀況

（教育部統計處，2016a） 

年級 

（N=345）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26 

137 

82 

36.5 

39.7 

23.8 

32.9 

35.8 

31.4 

性別 

（N=345） 

男性 

女性 

155 

190 

44.9 

55.1 

47.5 

52.5 

母親國籍 

（N=345）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馬來西亞 

緬甸 

其他 

111 

179 

35 

3 

3 

11 

2 

1 

0 

32.2 

51.9 

10.1 

0.9 

0.9 

3.2 

0.6 

0.3 

0.0 

30.7 

48.4 

15.0 

0.9 

0.7 

3.4 

0.2 

0.6 

0.1 

父親國籍 

（N=345） 
台灣 345 100.0 -- 

 

貳、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的描述性統計 

此部分將針對本研究的主要變項，如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生活適應，進行

描述統計結果的說明。 

一、族群歧視 

族群歧視量表在「最近的歧視經驗」面向上，每題平均分數為 1.36 分（標

準差=.45），介於從來沒有到很少如此之間，中位數為 1.18 分。另外在「歧視壓

力感受」面向上，每題平均分數為 1.11 分（標準差=.36），介於沒有壓力與輕微

壓力之間，中位數則為 1.00 分。就整體而言，此兩面向的樣本分布接近常態分

配的正偏態，並且「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視壓力感受」的得分偏向中低程度

（見表 4-1-2）。以下將進一步針對量表的百分比分布情形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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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族群歧視量表的描述統計 

面向 題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單題平均數 單題中位數 單題標準差 

最近的歧視經驗 17 62 18 1.36 1.18 .45 

歧視壓力感受 16 60 16 1.11 1.00 .36 

 

（一）最近的歧視經驗 

從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的歧視經驗來看（表 4-1-3），每一題的族群歧視狀況

中，有多數受訪者未曾受到周遭他人或機構的不公平對待與歧視。但即便如此，

在第 1、2、8、14、15、16 題的情形上，都分別有 6%至 8%左右的受訪者表示，

曾有過被老師（6.4%）、同學（8.4%）、朋友（6.4%）不公平對待的經驗，或是

曾被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8.7%）、被嘲笑捉弄（8.7%），以及為了發生

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有過爭吵打架的情況（6.9%）。另一

方面，第 11、12 題也分別有 13.1%的人表示，有發生過想告訴別人不要對自己

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出來的情況，以及 11.2%的人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

視感到生氣過。然而整體言之，有將近三成左右（27.8%）的新住民子女，最近

一年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此外，有過族群歧視經驗的新住民子女之中，有

32.4%的人認為，如果不曾被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話，他們的生活或多或少

可能也有不同於現在的地方。 

 

表 4-1-3 族群歧視─最近的歧視經驗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從來

沒有 

很少

如此 

偶爾

如此 

經常

如此 

大部分

如此 

總是

如此 

1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老師不公平對待 93.6 6.1 0.0 0.0 0.3 0.0 

2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同學或同校的人不

公平對待 
91.6 5.8 1.7 0.6 0.3 0.0 

3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服務業人員(店員、

服務生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95.9 3.8 0.0 0.0 0.3 0.0 

4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陌生人不公平對待 94.5 4.6 0.6 0.0 0.3 0.0 

5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助人工作者(醫生、

護士、社工、學校輔導老師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98.0 1.7 0.0 0.0 0.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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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項 

從來

沒有 

很少

如此 

偶爾

如此 

經常

如此 

大部分

如此 

總是

如此 

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鄰居不公平對待 94.5 4.6 0.6 0.0 0.3 0.0 

7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機構不公平對待？

(例如：補習班、郵局、交通運輸單位、學校、律師

事務所、警察局、法院、社會局或其他公家福利機構、

民間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機構) 

97.7 2.0 0.3 0.0 0.0 0.0 

8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我認為是我朋友的

那些人不公平對待 
93.6 5.2 0.6 0.6 0.0 0.0 

9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指控或懷疑做錯

事？(例如：偷東西、說謊、沒有做好被分配到的工作、

違反校規或法律) 

95.1 2.0 2.6 0.0 0.0 0.3 

10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他人誤解做事的意

圖和動機 
94.2 4.1 1.7 0.0 0.0 0.0 

11 
我有多常想告訴別人不要對我有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

出來 
86.9 8.7 2.3 0.9 0.9 0.3 

12 我多常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感到很生氣 88.7 5.2 2.0 2.0 0.3 1.7 

13 

我多常被迫採取激烈手段，去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

族歧視？(例如：轉學、搬家、告訴媒體或民意代表，

或是採取法律行動) 

96.8 2.3 0.9 0.0 0.0 0.0 

14 我多常被別人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 91.3 5.2 2.3 0.6 0.0 0.6 

15 
我多常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

歧視而爭吵或打架 
93.0 5.5 1.4 0.0 0.0 0.0 

1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

脅 
91.3 6.1 1.4 0.6 0.0 0.6 

  

最近一年有過歧視經驗者(27.8) 最近

一年

未受

歧視 

和現在

一樣 

很少

不同 

有些

不同 

很多

不同 

大部分

不同 

完全

不同 

17 
如果我不曾被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

話，我的生活會有多麼不同 
67.6 16.7 7.8 4.9 2.0 1.0 72.2 

分量表平均數=1.36；中位數=1.18；標準差=.45 

 

（二）歧視壓力感受 

接著，在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層面上（表 4-1-4），各題的狀況雖然都

有九成左右的人未感到壓力。但即便如此，每一題的歧視情境也都分別有 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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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右的受訪者經歷輕度或以上不等的壓力。其中題數為 1、2、8、11、16 的

歧視類型上，都有將近 6%或是以上的新住民子女，自述在該情境中有感到輕微

壓力，包含被老師（6.1%）、同學（5.8%）、朋友（6.4%）不公平對待，以及想

告訴別人不要對自己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出來（6.7%），或是被嘲笑、捉弄、傷

害威脅（5.5%）等歧視狀況。再者，越嚴重的歧視壓力感受大多集中在第 11、

12、14、16 題的狀況，大約都有 3%至 6%的受訪者認知到中等（含）以上甚至

是極大的壓力。 

 

表 4-1-4 族群歧視─歧視壓力感受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1= 

沒有

壓力 

2= 

輕微

壓力 

3= 

中度

壓力 

4= 

中高

壓力 

5= 

高度

壓力 

6= 

壓力

極大 

1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老師不公平對待 91.6 6.1 1.2 0.6 0.6 0.0 

2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同學或同校的人不

公平對待 
92.2 5.8 0.6 0.6 0.6 0.3 

3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服務業人員(店員、

服務生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95.4 3.2 0.6 0.3 0.6 0.0 

4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陌生人不公平對待 94.8 4.1 0.3 0.3 0.3 0.3 

5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助人工作者(醫生、

護士、社工、學校輔導老師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95.1 3.8 0.6 0.3 0.3 0.0 

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鄰居不公平對待 94.5 3.2 1.4 0.3 0.6 0.0 

7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機構不公平對待？

(例如：補習班、郵局、交通運輸單位、學校、律師

事務所、警察局、法院、社會局或其他公家福利機構、

民間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機構) 

96.2 3.2 0.3 0.3 0.0 0.0 

8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我認為是我朋友的

那些人不公平對待 
92.2 6.4 1.5 0.0 0.0 0.0 

9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指控或懷疑做錯

事？(例如：偷東西、說謊、沒有做好被分配到的工作、

違反校規或法律) 

93.0 4.6 1.7 0.0 0.3 0.3 

10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他人誤解做事的意

圖和動機 
93.9 4.6 0.9 0.0 0.3 0.3 

11 
我有多常想告訴別人不要對我有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

出來 
89.2 6.7 2.0 0.9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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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項 

1= 

沒有

壓力 

2= 

輕微

壓力 

3= 

中度

壓力 

4= 

中高

壓力 

5= 

高度

壓力 

6= 

壓力

極大 

12 我多常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感到很生氣 89.8 4.4 2.9 1.2 0.6 1.2 

13 

我多常被迫採取激烈手段，去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

族歧視？(例如：轉學、搬家、告訴媒體或民意代表，

或是採取法律行動) 

95.4 2.6 1.4 0.3 0.0 0.3 

14 我多常被別人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 92.2 4.9 1.5 0.6 0.0 0.9 

15 
我多常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

歧視而爭吵或打架 
93.9 4.3 0.9 0.9 0.0 0.0 

1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

脅 
91.6 5.5 1.2 0.3 0.6 0.9 

分量表平均數=1.11；中位數=1.00；標準差=.36 

 

二、文化認同 

從表 4-1-5 可以了解到，新住民子女的整體文化認同得分呈現常態分配的負

偏態，每題平均數為 3.97 分（標準差=.65），中位數為 4.00 分。整體而言，新住

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情形屬於良好。就平均值來看，文化認同的三個面向中，以文

化統合分數最高（平均數=4.15，標準差=.72），文化投入最低（平均數=3.71，標

準差=.75）。可以顯示出，新住民子女在母親原生國與台灣文化間的調適狀況良

好，雖然在母親原生國文化的實際投入相對較少，但都有中等以上程度。以下則

分別了解各分量表的百分比分布狀況。 

 

表 4-1-5 文化認同量表的描述統計 

面向 題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單題平均數 單題中位數 單題標準差 

文化投入 12 60 12 3.71 3.75 .75 

文化歸屬 13 65 21 4.06 4.15 .67 

文化統合 9 45 9 4.15 4.22 .72 

整體文化認同 34 170 42 3.97 4.00 .65 

  

 



59 
 

（一）文化投入 

在文化投入的細部題項百分比上，有八成的新住民子女願意到母親的原生國

去看看（80.6%），另外也有七成的人喜歡聽母親談論她在原生國發生的往事

（71.0%）。其餘的題項中，不管是在第 3 題母親原生國傳統技藝的學習（42.8%），

或是第 6 題喜歡學習語言文字的部分（45.2%%），都只有四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

展現較佳的投入取向。此外，在第 5 題母親原生國語言的使用上，雖然有四成的

新住民子女表示知道如何以母親原生國的語言稱呼自己的名字（45.5%），但是不

知道的人也占了 25%（詳見表 4-1-6）。 

 

表 4-1-6 文化投入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原生國的歷史事蹟 1.7 2.3 34.5 28.4 33.0 

2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在原生國所發生的往事 1.4 1.2 26.4 31.9 39.1 

3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傳統技藝或歌謠 5.2 7.6 44.5 23.0 19.8 

4 我願意參加和母親原生國相關的各種活動 3.8 5.2 43.9 25.3 21.8 

5 我知道以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如何稱呼自己的名字 12.5 12.5 29.6 20.0 25.5 

6 我喜歡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4.9 6.1 43.8 22.3 22.9 

7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3.5 5.8 37.3 24.8 28.6 

8 我願意到母親的原生國去看看 2.9 2.6 13.9 22.3 58.3 

9 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以後會有幫助 2.3 2.3 29.4 30.5 35.5 

10 我很喜歡參加和母親原生國文化有關的活動 3.5 4.7 45.6 22.5 23.7 

11 參加有關母親原生國文化的活動，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4.1 5.2 47.4 24.7 18.6 

12 我應該要好好去學習及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2.6 3.2 41.0 29.4 23.8 

分量表平均數=3.71；中位數=3.75；標準差=.75 

總量表平均數=3.97；中位數=4.00；標準差=.65 

 

（二）文化歸屬 

在文化歸屬分量表中（見表4-1-7），可以發現有高達八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

覺得母親的原生國文化應該受到尊重（81.4%），此外，也有八成的人並不會覺得

身為新住民子女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80.9%），甚至在往後有機會成名的話，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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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承認自己的母親是位新住民女性（82.9%）。另一方面，第 13 題中認為自己

與母親原生國文化關係密切的比例，雖然有四成左右（44.8%）的受訪者表示認

同，但相較於其他文化歸屬題項的百分比，則低了許多。然而就整體而言，新住

民子女對母親的原生國文化可說是具有良好情感歸屬。 

 

表 4-1-7 文化歸屬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3 我和母親原生國文化的關係密切 3.5 7.0 44.8 25.3 19.5 

14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是珍貴且重要的 1.7 1.2 28.6 34.4 34.1 

15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受到尊重 1.2 1.2 16.2 25.2 56.2 

16 我會大方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2 0.6 16.8 21.7 59.7 

17 
如果以後我成了名人，我還是會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

民女性 
1.2 0.6 15.4 19.7 63.2 

18 我以有一位新移民女性的母親為榮 1.2 2.0 23.0 22.7 51.2 

19 我不喜歡別人知道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54.5 20.1 21.0 2.3 2.0 

20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下輩子仍然出生在一個新移民女

性的家庭中 
2.6 3.8 45.3 16.6 31.7 

21 身為「新移民子女」，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59.7 21.2 14.8 3.2 1.2 

22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繼續被保存以及推廣下去 1.2 0.3 24.9 29.3 44.3 

23 我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充滿興趣與喜愛 1.4 2.3 38.3 26.1 31.9 

24 我覺得關於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介紹給大家知道 1.7 1.7 41.7 25.8 29.0 

25 我想探索與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1.4 2.6 36.5 29.9 29.6 

分量表平均數=4.06；中位數=4.15；標準差=.67 

總量表平均數=3.97；中位數=4.00；標準差=.65 

 

（三）文化統合 

接著在文化統合層面，整體分數偏高，代表新住民子女在面對父母雙方的文

化時，能夠順利地加以調適、整合，較不會有衝突產生。其中，題數為 27、28、

31、32、33、34 的情形，都有七、八成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包括認為自己和班

上同學沒有什麼不同（82.0%），也認為臺灣與母親的原生國文化都有值得學習和

欣賞的地方（77.4%），並且受訪的新住民子女普遍認為，雙文化的認識有助於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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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視野（76.1%），或能成為學習上的助力（74.7%）。其餘題項，如 26、29、30

題，也都有六成以上的新住民子女展現出良好的文化調適取向（詳見表 4-1-8）。 

 

表 4-1-8 文化統合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26 我願意同時學習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文化 1.4 0.9 29.0 33.0 35.7 

27 
認識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更可以幫助我

拓展視野 
0.9 0.6 22.4 33.4 42.7 

28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都應該受到保留與

發揚 
1.2 0.0 23.6 28.0 47.2 

29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 
0.9 0.0 32.3 29.7 37.2 

30 
面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和臺灣本地文化，我覺得自己調

適得很好 
0.9 3.2 32.3 31.7 32.0 

31 
雖然母親的原生國不在臺灣，可是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一

樣，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 
2.3 1.7 21.2 23.2 51.6 

32 
當我和班上其他同學在一起，我並不會覺得自己跟他們

有什麼不一樣 
1.2 1.5 15.4 21.2 60.8 

33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各方

面的學習是一種助力 
0.9 0.6 23.8 33.3 41.4 

34 
臺灣本地文化和母親原生國文化，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

去學習、認識和欣賞 
0.9 0.3 21.4 26.7 50.7 

分量表平均數=4.15；中位數=4.22；標準差=.72 

總量表平均數=3.97；中位數=4.00；標準差=.65 

 

三、生活適應 

就整體生活適應量表而言，新住民子女的每題平均分數為 3.36 分（標準差

=.41），中位數為 3.43 分，整體得分呈現常態分配的負偏態，表示低分端可能有

一些偏離值出現。此外，在生活適應的四個面向當中，以同儕適應的平均得分值

最高（平均數=3.56，標準差=.47），而學校適應的平均分數相對之下最低（平均

數=3.26，標準差=.55）。但整體上，無論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或各層面的

適應狀況，都有高於 3 分的分數，因此適應表現都還算良好（詳見表 4-1-9）。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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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一步了解分量表的描述統計狀況。 

 

表 4-1-9 生活適應量表的描述統計 

面向 題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單題平均數 單題中位數 單題標準差 

個人適應 10 40 12 3.29 3.40 .52 

家庭適應 10 40 16 3.29 3.40 .61 

學校適應 10 40 12 3.26 3.40 .55 

同儕適應 10 40 13 3.56 3.70 .47 

整體生活適應 40 160 62 3.36 3.43 .41 

 

（一）個人適應 

在個人適應分量表中（表 4-1-10）可以發現，第 1 至 10 題的情形中，大部

分的新住民子女對自己都能具有一定的信心。其中，有七至九成左右的新住民子

女大致上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90.8%），也不會常常無緣無故

感到緊張、害怕（91.3%），反而認為自己是一個很有精神的人（73%），並且能

夠對自己的未來抱持信心（74.8%）。但比較不同的是，有三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

可能會因為擔心犯錯而感到焦慮（32.9%）。 

 

表 4-1-10 個人適應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完全

不符

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1 我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緊張、害怕起來 61.7 29.6 6.7 2.0 

2 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 5.8 19.4 34.5 40.3 

3 我覺得不論我再如何努力，我也不會成功 74.2 17.1 6.7 2.0 

4 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 72.8 18.0 5.5 3.8 

5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精神的人 6.1 20.9 36.5 36.5 

6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很差 56.2 31.6 9.6 2.6 

7 我會因自己的能力不好而討厭自己 52.5 28.7 11.3 7.5 

8 我想做的事都做不好 54.5 34.8 8.1 2.6 

9 我會因擔心犯錯而感到緊張焦慮 29.1 38.1 19.8 13.1 

10 我覺得很多事都不如我的意 37.9 35.9 16.0 10.2 

分量表平均數=3.29；中位數=3.40；標準差=.52 

總量表平均數=3.36；中位數=3.43；標準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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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適應 

接著，在家庭適應分量表（表 4-1-11）的部分，新住民子女普遍對自己的家

庭生活情形感到滿意，不論是在第 20 題與家人的相處上（80.5%），或是第 16

題的父母要求上（75.1%）。不過在第 14 題的父母親責罰方面，雖然有六成以上

的人感到滿意（65.8%），但相較之下，可能有比較多的人認為不是那麼公平

（34.2%）。另一方面，有九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並不覺得父母對不起自己

（93.4%），反而認為在發生困難時，父母親是能夠予以協助的（74.8%）。因此

整體來說，有 82.5%的新住民子女覺得自己在家裡過得很快樂。 

 

表 4-1-11 家庭適應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完全

不符

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11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很快樂 5.2 11.9 27.3 55.5 

12 我對我的家人覺得很滿意 4.1 15.9 25.8 54.2 

13 我平常的心情都很愉快 4.1 17.2 27.6 51.2 

14 我覺得父母親的處罰或責罵，對我是公平的 5.5 28.7 27.0 38.8 

15 我在家裡過得很快樂 3.8 13.7 27.6 54.9 

16 父母親對我的要求剛剛好 4.1 20.8 30.2 44.9 

17 發生困難，我可以找父母親幫我 5.8 19.4 27.0 47.8 

18 我認為別人家的小孩比我幸福 48.8 29.9 13.1 8.1 

19 我覺得父母對不起我 80.6 12.8 4.1 2.6 

20 我和家人相處得好 4.1 15.4 27.6 52.9 

分量表平均數=3.29；中位數=3.40；標準差=.61 

總量表平均數=3.36；中位數=3.43；標準差=.41 

 

（三）學校適應 

關於學校適應分量表（表 4-1-12）的得分，雖然是四個分量表中平均分數最

低的部分，但進一步探究各題的百分比分布情形可以發現，仍有很高比例的新住

民子女展現不錯的學校適應表現。其中題數為 21、25 和 30 的情形中，都有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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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的新住民子女，不會很常被老師罵或很少被稱讚（90.4%），也不會覺得老師

很偏心（89.3%）或被老師討厭（94.5%），表示新住民子女在學校師生互動的適

應情形良好。此外在常規的部分，約八成的新住民子女對老師訂的規定（83.1%），

或是要規矩地坐在學校座位上（86.0%），都還算適應得不錯。不過，對於到校上

課方面，僅有 59.7%的人認為是有趣的事情，相對於其他題的表現狀況，則較為

不理想。 

 

表 4-1-12 學校適應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完全

不符

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21 我常被老師罵，很少被稱讚 68.2 22.2 6.1 3.5 

22 
要規規矩矩地坐在學校的座位上，是一件很難

過的事 
67.7 18.3 7.6 6.4 

23 只要老師不在，我就覺得很快樂 39.8 34.9 11.9 13.4 

24 我覺得老師們很和藹可親 9.9 29.0 27.0 34.2 

25 我覺得老師偏心 69.5 19.8 6.1 4.7 

26 我討厭上學 54.9 26.2 11.0 7.8 

27 我覺得到學校上課是有趣的事 9.9 30.3 29.7 30.0 

28 我覺得老師訂的規定，令人很煩 44.9 38.2 8.7 8.2 

29 我覺得學校的升旗、週會或其他活動很無聊 41.2 35.4 14.2 9.3 

30 我覺得老師討厭我 79.7 14.8 2.3 3.2 

分量表平均數=3.26；中位數=3.40；標準差=.55 

總量表平均數=3.36；中位數=3.43；標準差=.41 

 

（四）同儕適應 

最後，在新住民子女同儕適應的部分，為生活適應中表現最好的面向，代表

新住民子女大致上能與同儕建立良好關係。從各題項的分布狀況（表 4-1-13）可

以看到，有八至九成的人普遍能和同學相互合作（90.8%），或能和睦地一起遊戲

（83.4%），也不會被同學故意找麻煩（95.4%）或嘲笑（91.9%），因此大部分的

新住民子女並不會討厭自己的班級（95.3%），可說是對自己的班級有所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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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同儕適應分量表之各題項百分比分布 

題

號 
題項 

完全

不符

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31 我寧願自己做事也不願和同學合作 75.1 15.7 5.5 3.8 

32 我的同學喜歡嘲笑我 78.8 13.1 4.4 3.8 

33 我覺得同學喜歡跟我做朋友 4.7 19.8 32.0 43.6 

34 我和同學在一起覺得很愉快 3.5 11.3 26.4 58.8 

35 我覺得同學會故意找我麻煩 81.7 13.7 2.6 2.0 

36 我能和睦地和同學一起遊戲 5.2 11.3 27.2 56.2 

37 玩遊戲時，許多同學都不讓我加入 87.8 8.4 2.9 0.9 

38 我討厭我的班級 81.4 13.9 2.9 1.7 

39 我會因意見不合而和同學吵架 58.8 28.1 8.1 4.9 

40 許多同學在背後說我壞話 69.9 22.6 4.9 2.6 

分量表平均數=3.56；中位數=3.70；標準差=.47 

總量表平均數=3.36；中位數=3.43；標準差=.41 

 

參、綜合討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一、人口資料 

本研究的有效樣本共 345 人，集中於七、八年級，並且新住民子女以女性較

多占 55.1%。此外，在父母親的國籍組成上，是由本國籍的父親與大陸或東南亞

籍的母親所結合的家庭，其中母親的國籍以越南最多占 51.9%，其次為中國大陸

占 32.2%。 

 

二、族群歧視現況 

在主要變項的部分，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狀況偏向中低程度，此發現與侯

年陽（2008）、陳毓文（2010）的研究結果類似，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的樣本屬性

和侯年陽（2008）、陳毓文（2010）的研究對象相似，都是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

女，並且大多為七、八年級的學生。另一方面，在「最近的歧視經驗」上，有將

近三成左右（27.8%）的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其中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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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經驗是屬於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族群歧視，包含被「老師（6.4%）」、「同學

（8.4%）」、「朋友（6.4%）」不公平對待的經驗，或是「被取種族歧視意味的名

字（8.7%）」，「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8.7%）」，以及「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

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爭吵或打架（6.9%）」的情況。這樣的現象與過

去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在求學過程中，容易因為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而受到老師

的差別待遇，或是遭到同儕嘲笑、捉弄、排擠、取不雅綽號的經驗有雷同之處（呂

紹貿，2010；李維純，2007；張琬涓，2013；許殷誠，2005；陳靜穎，2011；鄭

靜瑜、周雨樺，2011）。然而，也正如李維純（2007）所指出的，雖然新住民子

女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但也有許多人是持以開放的態度來接納新住民子女，

因此本研究在每一題的歧視情況中，都有八至九成的人未受到歧視與不公平對

待。 

此外，在「歧視壓力感受」上，每一個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情境中，都分

別有 6%至 8%左右的新住民子女，會因而產生輕度或以上不等的壓力，至於較

嚴重的歧視壓力感受，大多是發生在「被取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被嘲笑、捉

弄或傷害威脅」，「想告訴別人不要對自己有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出來」，以及

「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感到很生氣」的情況下，都分別有 3%至 6%的

受訪者認知到中等（含）以上甚至是極大的壓力。 

然而，新住民子女實際上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都不高，與研

究者原本預想的情況不同，但與侯年陽在 2008 年時，於國中新住民子女身上所

發現的族群歧視經驗相近，都是偏向中低程度（侯年陽，2008），也與陳毓文在

2010 年的研究結果類似，都發現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族群歧視的壓力感受

出現中等以下狀況（陳毓文，2010）。可能是因為 2007 年起，開始有學校單位在

推動多元文化的教學（黃庭舒等人，2007），內政部更於 2012 年時，推展「全國

新住民火炬計畫」（內政部移民署，2013b），逐漸培養學生與社區民眾對多元

文化的理解，進而減少了排擠與族群歧視行為的發生，以至於近幾年來新住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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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沒有遭遇到太多的族群歧視經驗。此外，可能也因為這些多元文化方案推展的

緣故，週遭他人較能以正向態度面對新住民子女，因此新住民子女較不會有族群

歧視的壓力感受產生。 

 

三、文化認同現況 

由研究結果可得知，在文化認同的部分，新住民子女獲得的平均分數大致上

偏高，可以顯現出新住民子女對母親文化認同的情形良好。這樣的文化認同狀態，

和研究者在求學階段所認識的新住民子女相符合，但是與研究者在家鄉中曾看過

的狀況較不相同，有可能是因為研究者的家鄉是屬於較傳統、偏鄉的地區，居民

對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文化可能還是有比較多的偏見或誤解，對新住民子女的文

化認同發展較為不利，因此所展現的文化認同狀態和本研究結果有所出入。 

另一方面，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以「文化統合」面向的表現最好，此結果

與朱雅萱（2011）、吳瓊洳（2009）、劉樹雯（2013）的研究發現一致。可能是

因為本研究和朱雅萱（2011）、吳瓊洳（2009）的樣本年齡層相似，都是調查國

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與劉樹雯（2013）的研究時間也較為接近，因此出現比較

類似的結果。此外，也符合 Berry (1997)所論述的融合型(Integration)涵化觀點，

表示新住民子女在跨文化的家庭背景中，能夠良好認同與欣賞父母雙方的文化。 

然而，相對於其他面向，認同程度較低的部分和過往研究相同，都出現在「文

化投入」層面（朱雅萱，2011；吳瓊洳，2009；黃瓊瑤，2008；劉樹雯，2013），

雖然整體上新住民子女的文化投入情形還算不錯，大部分都能展現出文化參與、

學習的意願，但也如同吳瓊洳（2009）所發現的，有較多新住民子女不知如何以

母親原生國語言稱呼自己的名字，本研究共占了 25%。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

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語言文化還未得到相對重視（吳瓊洳，2009），以及夫家人

不願意讓子女學習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語言所致（莫藜藜、賴珮玲，2004）。 

至於「文化歸屬」方面，和吳瓊洳（2009）、龔元鳳（2007）的研究結果有

類似之處，該研究都指出，新住民子女整體上對母親的文化擁有共生共榮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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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但另一方面也發現到，覺得自己和母親原生國文化關係密切的人，相對之

下少了許多，本研究占四成左右（44.8%）。這樣的結果可能也呼應了，新住民

女性的原生國文化在台灣並沒有得到相對重視，或是在家庭中被隱形、壓抑，久

而久之，新住民女性的文化與這些青少年的生活連結感會慢慢消失，因此，新住

民子女可能逐漸感到自己與母親原生國文化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吳瓊洳，2009；

邱琡雯，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 

 

四、生活適應現況 

在生活適應的部分，新住民子女不管是整體生活適應或各別適應層面，皆有

不錯的適應結果，和林秀蓉（2011）、許馨心（2008）、陳妍樺（2008）的研究發

現相近。原因可能為，林秀蓉（2011）與本研究的調查時間比較接近，生活適應

的面向分類也較為類似，並且本研究和許馨心（2008）、陳妍樺（2008）的樣本

類型，皆為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因此呈現出較為相似的生活適應狀態。 

此外，在各別適應層面上，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以「同儕適應」最佳，「個

人適應」與「家庭適應」皆為次佳，「學校適應」相對最低，但仍舊有中等以上

程度，與許馨心（2008）的研究結果較為接近，該研究是以人際適應表現最高，

學校適應最低，不過也都具有中等以上程度。其中，在「同儕適應」方面，有許

多研究也都發現，青春期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在此一層面的表現狀況最好（吳孟娟，

2005；巫珮如，2015；許馨心，2008；陳妍樺，2008），研究者推測，可能因為

新住民子女的人際交往能力不錯，普遍都懂得和同學相互合作，並且能與同儕和

睦相處、建立友好關係，因此新住民子女整體上的同儕適應表現良好。至於「學

校適應」的平均分數相對之下較低，主要是因為有四成左右（40.2%）的新住民

子女，覺得到學校上課並不是那麼有趣，而林佳靜（2014）的質性訪談研究中，

也有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出現類似狀況，原因可能在於，學校課程多為講述方

式，較缺乏實作類型的課程與活動所造成，或是因為找不到學習目標，進而影響

到校上課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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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變項、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在進入本研究的復原力模式效果檢驗之前，為回答研究問題二與研究問題三，

此節將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檢測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

活適應的關係。另一方面，人口變項的效果並非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部分，但為避

免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間的關係產生干擾，因此本節也會初步依據人口變項的性

質，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視，此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的部分，會進一步透過 Scheffe 法比較不同組別的差異情形。若人口變項有達顯

著差異時，會作為控制變項納入後續的多元迴歸模型中。 

壹、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的差異性 

一、年級 

在年級的部分，從表 4-2-1 的結果可以得知，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在整

體或各層面的生活適應狀況中，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新住民子女的適應表現，

並不會因為年級的不同而存有顯著差異。 

表 4-2-1 不同年級在整體與各層面生活適應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面向 組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整體生活適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18 

126 

78 

3.38 

3.37 

3.31 

.38 

.43 

.42 

.78 -- 

個人適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26 

134 

82 

3.26 

3.34 

3.22 

.47 

.53 

.56 

1.52 -- 

家庭適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24 

133 

80 

3.31 

3.31 

3.23 

.60 

.57 

.67 

.58 -- 

學校適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21 

134 

80 

3.35 

3.18 

3.28 

.53 

.59 

.47 

2.87 -- 

同儕適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25 

135 

82 

3.60 

3.59 

3.45 

.43 

.49 

.49 

2.75 --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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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 

在性別方面，從表 4-2-2 的結果能夠發現，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在學校

適應（t=-3.22，p<.01）與同儕適應（t=-2.53，p<.05）層面，皆有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換句話說，女性在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的表現上，皆明顯優於男性。

但是在個人、家庭與整體生活適應上，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4-2-2 不同性別在整體與各層面生活適應之 t 檢定摘要表 

面向 組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結果 

整體生活適應 
男性 

女性 

140 

182 

3.32 

3.38 

.41 

.41 
-1.32 -- 

個人適應 
男性 

女性 

152 

190 

3.34 

3.24 

.47 

.55 
1.75 -- 

家庭適應 
男性 

女性 

150 

187 

3.26 

3.32 

.61 

.61 
-.88 -- 

學校適應 
男性 

女性 

150 

185 

3.16 

3.35 

.55 

.53 
-3.22

**
 女>男 

同儕適應 
男性 

女性 

152 

190 

3.49 

3.62 

.48 

.45 
-2.53

*
 女>男 

*
p<.05; 

**
p<.01; 

***
p<.001 

 

三、母親國籍 

在新住民子女的母親國籍方面，原始分類為 9 類，但因為中國大陸與越南以

外的其他國家人數分布過少，因此予以重新編碼分類，最後合併為中國大陸與東

南亞國家，共計 2 類。而以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面向進行探討可以發現，不

同母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無論是在整體生活適應或各層面的適應表現上，皆未

達到統計顯著性，表示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並不會因為母親國籍不同而存有

明顯差異（見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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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母親國籍在整體與各層面生活適應之 t 檢定摘要表 

面向 組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結果 

整體生活適應 
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 

103 

219 

3.33 

3.37 

.42 

.41 
-.90 -- 

個人適應 
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 

110 

232 

3.28 

3.29 

.52 

.51 
-.17 -- 

家庭適應 
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 

110 

227 

3.26 

3.31 

.64 

.59 
-.67 -- 

學校適應 
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 

105 

230 

3.19 

3.30 

.58 

.53 
-1.71 -- 

同儕適應 
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 

111 

231 

3.57 

3.56 

.43 

.49 
.18 -- 

*
p<.05; 

**
p<.01; 

***
p<.001 

 

貳、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的相關性 

在進入復原力效果的考驗之前，為了解本研究問題二：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

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是否對生活適應有直接的負向影響？

以及研究問題三：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對生活適應有直接的正向影響？本

研究會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進行探討。 

首先，族群歧視與生活適應的關係，從表 4-2-4 可以看到，最近的歧視經驗

與整體生活適應（r=-.34，p<.01）、學校適應（r=-.29，p<.01）、同儕適應（r=-.50，

p<.001），都有顯著的負相關存在。而歧視壓力感受方面，無論是與整體生活適

應（r=-.36，p<.001），或是與個人適應（r=-.27，p<.001）、家庭適應（r=-.19，p<.01）、

學校適應（r=-.30，p<.001）、同儕適應（r=-.43，p<.001）之間的相關性，皆呈現

出顯著的負向關係。 

接著，在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的關係上可以發現（見表 4-2-4），文化認同與

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r=.21，p<.001）、家庭適應（r=.30，p<.001）以及

學校適應的狀況（r=.18，p<.01），都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存在，特別是在家庭適應

方面（r=.30，p<.001）。不過，在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的面向上，文化認同並未

與之存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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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與文化認同之

間沒有顯著相關存在，並且兩者在與適應的關係方向上，皆呈現相反的情形（見

表 4-2-4），此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復原力補償模式概念相符。 

 

表 4-2-4 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
p<.05 

**
p<.01 

***
p<.001 

 

參、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一、人口變項與適應之關係 

在人口變項與適應的關係中，僅有性別方面達到部分的顯著差異，其中女性

的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表現皆顯著高於男性。可能是因為女性具有較佳的包容和

接納性格，或是女性獲得的學校與同儕支持較多，在這些面向的生活經營能力可

能也比較好的關係（林秀蓉，2011；陳妍樺，2008），所以女性的學校與同儕適

應狀況才會比較突出。而這樣的差異狀況，與吳孟娟（2006）、林秀蓉（2011）、

許馨心（2008）、陳妍樺（2008）所指出的結果較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於，本

研究和林秀蓉（2011）的研究調查時間較為接近，此外，和吳孟娟（2006）、許

馨心（2008）、陳妍樺（2008）的樣本屬性類似，都是以就讀國中階段的新住民

子女為對象，因此才會有比較相近的研究發現。不過，在個人適應和家庭適應上，

本研究並未發現男女性有顯著差異存在，此與林秀蓉（2011）、陳星孜（2010）、

 1 2 3 4 5 6 7 8 

1 最近的歧視經驗 -- -- -- -- -- -- -- -- 

2 歧視壓力感受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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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化認同 -.15 -.05 -- -- -- -- -- -- 

4 整體生活適應 -.34
**

 -.36
***

 .21
***

 -- -- -- -- -- 

5 個人適應 -.15 -.27
***

 .06 .79
***

 -- -- -- -- 

6 家庭適應 -.12 -.19
**

 .30
***

 .75
***

 .48
***

 -- -- -- 

7 學校適應 -.29
**

 -.30
***

 .18
**

 .77
***

 .46
***

 .39
***

 -- -- 

8 同儕適應 -.50
***

 -.43
***

 .10 .77
***

 .52
***

 .39
***

 .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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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惠、徐偉培（2008）、蔡河霖（2010）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研究

調查區域不同的關係所造成，本研究是以嘉義縣為調查範圍，而過去的研究則是

以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屏東縣等地作為調查區域。另外，也可能是因為樣

本屬性的差異所導致，本研究是以國中的新住民子女為對象，而林秀蓉（2011）、

黃素惠、徐偉培（2008）與蔡河霖（2010）的樣本則為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女。 

除此之外，本研究在年級方面，並未發現整體生活適應、個人適應、家庭適

應、學校適應、同儕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這樣的結果和余淑貞（2006）、許馨

心（2008）、陳星孜（2010）所發現，七年級的學校適應優於八或九年級的狀況

不同。原因可能在於，這些研究是以新北市或彰化縣的新住民子女為調查對象，

而本研究則是以嘉義縣地區的新住民子女為樣本，因此可能會有一些地域上的差

異因素干擾。再者，母親國籍的部分，本研究也未發現有任何適應上的顯著差異，

此與張樹閔（2007）、梁雅萍（2006）、廖張鷬（2008）所指出，大陸籍子女的學

校適應優於東南亞籍子女的結果不一致。有可能是因為張樹閔（2007）、梁雅萍

（2006）、廖張鷬（2008）的研究調查時間和本研究相距較遠，或者是受到樣本

屬性不同的因素影響，本研究的調查對象是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而這些研究

則是以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為樣本，所以研究結果會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發現性別變項會顯著影響某些層面的適應結果，並且

性別變項的顯著結果，大致上都能從過去的研究文獻中獲得一致且明確的支持，

因此，本研究的性別變項會作為控制變項，並納入後續的多元迴歸模型中。 

 

二、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適應之關係 

在主要變項的部分可以發現，最近的歧視經驗和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同

儕適應以及整體生活適應有顯著負向關係，表示新住民子女最近的歧視經驗越多

時，其學校適應、同儕適應和整體生活適應的狀況會越低。而侯年陽（2008）的

研究也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歧視經驗和學校以及同儕層面上的狀況有顯著負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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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可能是因為該研究的樣本屬性和本研究較為相似，都是以國中階段的新住民

子女為對象，所以出現類似結果，不過該研究還發現，歧視經驗和個人以及家庭

層面的狀況有顯著相關存在，和本研究結果有所出入，原因可能在於，該研究在

個人層面上所使用的變項概念是屬於自我控制，而家庭層面的概念則為家庭控制，

和本研究的個人適應、家庭適應概念不完全相同所致。 

此外，歧視壓力感受不僅與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有顯著負相關外，更

與每一個適應層面存有顯著負向關聯，換言之，當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越

大時，其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應以及整體生活適應的狀況會

越差。而陳毓文（2010）的研究也同樣發現，歧視壓力感受與其所檢驗的每一個

生活適應面向都存有顯著關聯，可能是因為歧視壓力感受容易對青春期的孩子產

生較大且廣泛的衝擊，再加上陳毓文（2010）與本研究都是以國中階段的新住民

子女為樣本，因此有類似的研究發現。 

另一方面，作為保護因子的文化認同越高時，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學校

適應與整體生活適應會有越佳的傾向。若對照林秀蓉（2011）的研究結果，其發

現文化認同越高時，家庭適應、學校適應與整體生活適應會越好，與本研究結果

類似，但是在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上，該研究也發現文化認同與之存有顯著正向

關係，此部分結果和本研究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樣本屬性不同的關係，林秀蓉

（2011）是以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為對象，而本研究樣本則為國中階段的學生，

也可能是受到研究地域不同的影響，該研究的調查區域在台北市，而本研究為嘉

義縣，可能有城鄉差距的干擾因素存在，所以研究結果不完全相同。 

然而，因為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僅是兩兩變項共同產生變化的關係，並未納

入第三變項的影響作用，因此，必須透過下一章節的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統計控制，

才能真正了解族群歧視、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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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族群歧視、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 

此節主要在考驗由研究問題二以及研究問題三所發展出的假設。以便於探討

危險因子自變項（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與保護因子

自變項（文化認同）對於適應依變項的影響。因此，本節將在控制人口變項的架

構下，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來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

的直接影響力為何？以及文化認同是否具有補償效果？ 

壹、多元迴歸分析的假設檢驗 

由於多元迴歸的模型須符合線性關係、常態性、誤差等分散性、無多元共線

性的假設，因此本研究在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之前，會分別透過迴歸標準化殘差直

方圖與常態機率分布圖(probability plot)進行常態性檢視，並以殘差值與預測值的

交叉散布圖(scatter plot)，作為誤差等分散性和線性關係的判斷，此外藉由自變項

間的相關、VIF 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進行共線性診斷（邱皓政，2010；陳

正昌等人，2003）。檢測結果說明如下： 

一、迴歸標準化殘差直方圖：由於研究可能有取樣誤差存在的緣故，因此直方圖

與完全常態分配鐘形曲線有些差距，但本研究的樣本分布狀況，大致上都在

正負三個標準差的範圍內，代表本研究樣本分布接近常態分配的假設。 

二、常態機率分布圖：在常態機率分布圖方面，研究樣本大抵上是分布在右上到

左下的 45 度線上，因此本研究的狀況大致符合常態分布。 

三、殘差值與預測值的交叉散布圖：本研究的樣本落點大多是隨機分布在 0 度線

的兩側，雖然有一些偏離值存在，但整體而言不算太嚴重，因此迴歸模型算

是符合誤差等分散性與線性關係的假設。 

四、共線性診斷：根據陳正昌等人（2003）的建議，若 VIF 值大於 10，表示可

能有共線性的問題存在，而本研究中的 VIF 值大致上都小於 2，符合標準。

此外，若自變項間的相關大於 0.8也可能出現共線性問題（陳正昌等人，2003），

在本研究中雖然自變項間的相關都小於 0.8，但是「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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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壓力感受」間的相關高達 0.79，可能會有共線性問題產生，因此，後續的

迴歸分析會將此兩變項分開投入模型中作為處理方式。 

 

貳、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的補償效果檢測 

本研究為了驗證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同時存在的狀況中，新住民子女的文化

認同是否能發揮復原力的補償模式效果，因此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把作為危

險因子的族群歧視，以及作為保護因子的文化認同，一起納入迴歸模型中。在此

同時，也將獨立樣本 t檢定中有達到顯著結果的性別變項放入，以進行統計控制。

然而，本研究的性別變項並非連續變項，所以會先進行虛擬化處理，詳見表

4-3-1。 

 

表 4-3-1 人口變項的虛擬化說明 

變項 類別 組別 虛擬變項 

性別 
男性 

女性 

 

參照組 

1 

0 

 

一、對整體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 

從表 4-3-2 可以得知，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文化認同，在對整體生活適應的補

償模式效果檢測上，多元迴歸模型有達顯著水準（F=5.912，p<.01），表示迴歸

效果具有統計意義，而該模型的解釋力為 19%。此外，從表 4-3-3 也可以看到，

歧視壓力感受與文化認同，對整體生活適應的迴歸模型考驗有達顯著水準

（F=21.891，p<.001），該模型解釋力為 18%。另一方面，進一步檢視所有自變

項對整體生活適應的解釋力時可以發現，作為危險因子的最近歧視經驗（β=-.36，

p<.01）以及歧視壓力感受面向（β=-.37，p<.001），都能夠解釋新住民子女的整

體生活適應狀況。而作為保護因子的文化認同，其解釋力也都有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性，分別為 β=.23（p<.05）和 β=.21（p<.001）。 

這樣的結果可以顯示出，在控制人口變項的情形下，新住民子女最近認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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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歧視經驗，會負向影響整體生活適應的狀況，不過文化認同對整體生活適

應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此外，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會對整體生活適應

產生負向影響力，但在此同時，新住民子女擁有的文化認同，也能對整體生活適

應的狀況發揮直接的補償效果。 

 

表 4-3-2 最近的歧視經驗、文化認同對整體生活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原始係數(B) 標準誤(SE)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性別（男性） .09 .10 .10 

最近的歧視經驗 -.43 .13 -.36
**

 

文化認同 .18 .08 .23
*
 

模式顯著性 

模式解釋力 

F=5.912
**

 

R
2
=.19  adj R

2
=.15 

*
p<.05 

**
p<.01 

***
p<.001 

 

表 4-3-3 歧視壓力感受、文化認同對整體生活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原始係數(B) 標準誤(SE)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性別（男性） .02 .05 .03 

歧視壓力感受 -.51 .07 -.37
***

 

文化認同 .13 .04 .21
***

 

模式顯著性 

模式解釋力 

F=21.891
***

 

R
2
=.18  adj R

2
=.17 

*
p<.05 

**
p<.01 

***
p<.001 

 

二、對各別適應層面的影響情形 

接著，在各別適應層面的迴歸結果上，從表 4-3-4 可以看到，最近的歧視經

驗與文化認同的多元迴歸模型中，對個人適應的整體模式有達統計上的顯著

（F=3.289，p<.05），迴歸效果解釋力為 10%。在家庭適應的部分，檢驗結果也

指出整體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F=3.708，p<.05），解釋力為 12%。學校適應方

面，整體迴歸模型同樣具有顯著性（F=3.583，p<.05），模式解釋力為 11%。最

後，在同儕適應層面上，多元迴歸模型也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F=10.92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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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效果能夠解釋 28%的變異。除此之外，在表 4-3-5 的結果中也能得知，歧視

壓力感受與文化認同，對個人適應的多元迴歸模型有達顯著水準（F=12.126，

p<.001），解釋力為 10%。其次，在家庭適應方面，多元迴歸模型有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性（F=14.045，p<.001），解釋力為 12%。在學校適應的部分，整體迴歸

模式也具有顯著結果（F=15.565，p<.001），解釋力為 13%。同樣地，在同儕適

應層面上，多元迴歸模型亦表現出顯著的統計結果（F=29.588，p<.001），迴歸

效果解釋力達 22%。 

 

表 4-3-4 最近的歧視經驗、文化認同對各別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同儕適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男性） .34 .12 .29
**

 .21 .13 .17 -.10 .13 -.08 -.00 .11 -.00 

最近的歧視經驗 -.32 .16 -.21 -.15 .15 -.11 -.37 .14 -.27
*
 -.82 .15 -.52

***
 

文化認同 .08 .10 .09 .32 .11 .30
**

 .11 .11 .11 .06 .09 .06 

模式顯著性 

模式解釋力 

F=3.289
*
 

R
2
=.10 

adj R
2
=.07 

F=3.708
*
 

R
2
=.12 

adj R
2
=.09 

F=3.583
*
 

R
2
=.11 

adj R
2
=.08 

F=10.924
***

 

R
2
=.28 

adj R
2
=.25 

*
p<.05; 

**
p<.01; 

***
p<.001 

 

表 4-3-5 歧視壓力感受、文化認同對各別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同儕適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男性） .17 .06 .16
**

 .10 .07 .08 -.12 .06 -.11 -.06 .05 -.06 

歧視壓力感受 -.50 .09 -.29
***

 -.31 .10 -.18
**

 -.45 .08 -.29
***

 -.70 .08 -.45
***

 

文化認同 .08 .05 .10 .29 .05 .31
***

 .11 .05 .14
*
 .05 .04 .07 

模式顯著性 

模式解釋力 

F=12.126
***

 

R
2
=.10 

adj R
2
=.10 

F=14.045
***

 

R
2
=.12 

adj R
2
=.11 

F=15.565
***

 

R
2
=.13 

adj R
2
=.12 

F=29.588
***

 

R
2
=.22 

adj R
2
=.21 

*
p<.05; 

**
p<.01; 

***
p<.001 

 

另一方面，進一步檢視所有自變項對各別適應的影響力時可以發現，在表

4-3-4 的情形中，文化認同的正向影響力僅涉及於家庭適應層面（β=.30，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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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一層面中，最近的歧視經驗雖然未具顯著預測力，但根據 Borsato (2008)

與 Umaña-Taylor et al. (2015)的看法認為，在同時考量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迴

歸效果時，僅有文化認同產生顯著影響力，這樣的發現其實更能凸顯文化認同的

正向促進功能。此外，在控制人口變項的效果下，作為危險因子的最近歧視經驗，

不管是在學校適應（β=-.27，p<.05）或同儕適應上（β=-.52，p<.001），皆具有顯

著預測力，表示最近的歧視經驗會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結果產生

負向影響，這或許也代表著，最近的歧視經驗主要是來自於學校和同儕層面，特

別是同儕之間的族群歧視，因此同儕適應的狀況才會受到最明顯的衝擊。然而，

在這兩個適應層面中，文化認同的影響力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文化認同不具

有補償學校與同儕適應的效果。至於個人適應層面上，不管是最近的歧視經驗或

文化認同，皆未發現顯著效果存在。 

接著，在表 4-3-5 的復原力迴歸模型中可以發現，歧視壓力感受雖然會對家

庭適應（β=-.18，p<.01）與學校適應（β=-.29，p<.001）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作

用，但在此同時，作為保護因子的文化認同，其具有的正向影響力也能分別補償

家庭適應（β=.31，p<.001）和學校適應的結果（β=.14，p<.05）。不過，在控制

人口變項的效果下，進一步探究個人與同儕適應時，卻未發現文化認同具有顯著

的預測力，只有歧視壓力感受會顯著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個人適應（β=-.29，

p<.001）與同儕適應狀況（β=-.45，p<.001）。 

整體言之，在同時考量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文化認同時，可以發現最近的歧視

經驗會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特別是同儕適應的狀況，至

於文化認同的正向影響力，僅於家庭適應上有所發揮。另外，在歧視壓力感受與

文化認同的作用下，歧視壓力感受雖然會降低新住民子女的個人、家庭、學校與

同儕適應表現，但同時，文化認同也能正向補償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和學校適

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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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的假設一：族群歧視對新住民子女的

適應狀況有直接的負向影響力，以及研究假設二：當族群歧視的經驗與壓力感受

存在時，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以上假設都有

獲得部分驗證，以下則進一步討論： 

一、族群歧視的影響力 

從先前的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中可以發現，最近的歧視經驗和新住民子女的

整體生活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應有顯著負向關聯存在。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

力感受，更與整體生活適應以及每個適應層面都存有顯著負向關係。然而，在多

元迴歸分析中控制人口變項的效果後也發現，最近的歧視經驗確實對新住民子女

的學校適應、同儕適應與整體生活適應狀況有負向影響力。另外，新住民子女的

歧視壓力感受方面，也能有效解釋整體生活適應與每一個適應層面的狀況，換言

之，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的確對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

應與整體生活適應具有負向影響力。 

另一方面，就族群歧視在個人、家庭、學校與同儕適應上存有的負向影響力

而言，在個人適應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歧視壓力感受會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

適應狀況產生負向影響，可能是因為，處於青春期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身心正面臨

急遽變化（陳星孜，2010），其個人層面的發展議題也會不斷地湧現(Juang & 

Alvarez, 2010)，因此受到內在壓力影響時，個體的身心狀況更容易遭受衝擊而出

現茫然、信心不足、負面情緒或是自我貶抑的問題（李淑吟，2014；李維純，2007；

夏曉鵑，2007；陳毓文，2010）。並且對照陳毓文（2010）的研究也發現，同樣

正值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其感知到的歧視壓力會對個體的內在狀況產生傷

害。 

在家庭適應方面，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對家庭適應結果

存有負向影響。而過往的研究也曾指出，新住民子女會因為母親的弱勢處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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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內心承受相當大的族群歧視壓力，不僅會害怕自己被歸類為弱勢，也會擔心遭

受不被尊重的對待（吳瓊洳，2009；邱琡雯，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

這樣的內在狀態可能進而影響子女出現怪罪母親的行為，甚至使親子或家人間的

關係產生隔閡（車達，2004；邱琡雯，2003；張琬涓，2013）。可能因為如此，

內在歧視壓力的產生，才會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情形有不利影響。 

另外，在學校適應方面，受到主流社會對新住民子女持以學習表現不佳的刻

板印象影響，外界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狀態可能產生錯誤解釋，新住民子女也因

此容易在學校生活中遭到不公平對待（吳秀照，2004；李維純，2007；莫藜藜、

賴佩玲，2004）。而這些加諸在新住民子女身上的族群歧視行為，可能導致新住

民子女在學校之中，無法獲得適當的表現機會與正常的師生互動關係，尤其本研

究有較多比例的新住民子女曾遭受學校類型的族群歧視，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本研究結果才顯現出，最近的歧視經驗會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狀況。

再者，本研究也發現，歧視壓力感受對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結果具有負向影響

力。探究原因，可能是受到刻板印象影響，外界容易過度關注新住民子女的學習

表現，或是將新住民子女歸類為學習弱勢族群，這樣的現象可能使新住民子女產

生族群歧視的壓力感受，此一內在壓力還可能讓新住民子女不斷懷疑自己的課業

學習狀態或擔心在校表現（李維純，2007）。因此，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結果，

可能在歧視壓力感受的影響下而受到傷害。 

除此之外，在同儕適應方面，由於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較為敏感，再加上青春

期階段的同儕關係更容易遭受內、外在事件影響，所以有研究發現，當新住民子

女因族群身分而遭到同儕嘲笑、排擠的行為時，這樣的經驗可能使其產生人際互

動困難（李維純，2007；陳毓文，2010；陳靜穎，2011），特別是本研究的受訪

者之中，最近一年遭受同儕之間的族群歧視情形相對較多，可能因為如此，最近

的歧視經驗才會強烈衝擊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結果。另外，本研究發現，同儕

之間的歧視情境，例如：被「同學」、「朋友」不公平對待、「被取種族歧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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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等狀況，都容易使新住民子女產生壓力感

受。再加上過去有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內在歧視壓力，可能使其在與同儕相

處互動時會存有更多的擔心和戒心（李維純，2007），因此在歧視壓力感受的影

響下，新住民子女的同儕適應結果容易受到明顯的負向影響。 

 

二、文化認同的影響力 

從先前的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文化認同和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

適應、家庭適應以及學校適應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但是在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上

則未有顯著相關。此外，在多元迴歸分析中控制了人口變項的效果後，也確實發

現，當族群歧視存在時，文化認同對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學

校適應狀況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可說是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效果。 

然而，就文化認同具有的正向影響力而言，在整體生活適應上，雖然新住民

子女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皆會對此產生負向影響作用，但即便如

此，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也能對整體生活適應發揮正向影響力。這樣的結果，

與學者Fergu & Zimmerman (2005)以及Masten (2001)所論述的復原力補償模式效

果相符，亦即危險因子雖然會降低個體的適應情形，但保護因子也能直接促進個

體的適應表現，以補償適應所受之衝擊。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文化認同能幫助

新住民子女找到自身定位，還可以協助新住民子女連結豐厚的正向因素，像是除

了台灣本身的文化因素之外，也能融合母親原生國好的文化價值與態度，讓新住

民子女在生活中有辦法以較健康、積極的處事態度來發揮自身能力，或是有機會

接收到兩個社會支持系統的資源與輔助（吳瓊洳、蔡明昌，2009；林秀蓉，2011; 

Abu-Rayya, 2006; Brown & Chu, 2012; Edwards & Romero, 2008; Holleran & 

Waller, 2003; Kuperminc et al., 2009）。因此，即使有著族群歧視的負向影響，新

住民子女也可以藉由文化認同來增強內、外在的資源與能量，以利於補償整體生

活適應的表現，因而新住民子女有辦法維持較正向的生活適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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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家庭適應上，新住民子女雖然會受到歧視壓力感受的負向影響，但

同時，文化認同也能對家庭適應的狀況產生正向影響力，以補償家庭適應所受之

衝擊。然而，就文化認同對家庭適應的正向影響力來說，李維純（2007）、張琬

涓（2013）、劉樹雯（2013）、龔元鳳（2007）都曾指出，文化認同能使新住民子

女對自己的母親和文化背景產生安全感與正向依附，Umaña-Taylor et al. (2015)

也指出，文化認同能提升移民家庭子女對所屬文化群體的信念與積極感，還能增

強對於文化群體成員的明確承諾感。可能正因為如此，新住民子女對母親、家人

能夠產生積極感、承諾感與正向依附感，文化認同因而能協助新住民子女建立正

向的家庭互動關係，並促進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狀況。所以當新住民子女遭受

歧視壓力感受的衝擊時，文化認同較有辦法進一步補償家庭適應的結果。 

接著，在學校適應上，根據 Borsato (2008)與 Brown & Chu (2012)的研究發

現，文化認同能促使移民家庭的子女擁有積極處事態度，並可提升學業效能感與

增強對學校的依附和承諾，因而有利於學校適應的表現。再加上文化認同的發展，

能幫助新住民子女學習與發揮雙文化的長處，例如：母親原生國語言的學習以及

文化視野的拓展（吳瓊洳，2009）。研究者認為，這不僅給予新住民子女一個良

好的學校表現機會，並能提升新住民子女在學校努力的動力、自信與意義。因此，

本研究即便有著內在歧視壓力感受的負向衝擊，文化認同也能在學校適應上產生

正向影響，使其有機會發展正向的學校生活表現。 

然而，文化認同在某些情形下卻無法發揮明顯的補償效果，這樣的狀況特別

是出現在，最近的歧視經驗對適應結果造成負向影響時。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

為文化認同的效果比較有辦法去補償內在不利因素（歧視壓力感受）所造成的傷

害，而較無法補償外在不利因素（最近的歧視經驗）造成的衝擊，因此，當新住

民子女的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遭受外在歧視經驗影響時，文化認同難以有明顯的

補償效果產生。不過，歧視壓力感受對個人和同儕層面的適應狀況造成傷害時，

文化認同也無法有效加以補償。可能是因為，就讀國中的新住民子女正值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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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此一階段極容易陷入個人身心與同儕關係的發展危機之中，所以再加上歧

視壓力感受的負向影響時，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遭到的衝擊將更為深層、嚴重，

也因此文化認同的影響力不足以有效補償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上所受之傷害。另

一方面，文化認同雖然在個人適應與同儕適應上，皆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正向影

響力，但或許在這兩個適應層面上，還存在著本研究沒有探討到，但有助於補償

適應結果的其他保護因子，例如有文獻提到，樂觀、開朗的特質有助於新住民子

女發展正向的人際關係（陳筱方，2010；黃雅琪，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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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中階段的在學新住民子女，其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

活適應間的關係，並著重於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皆存在的狀況中，新住民子女的

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是否具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力。由於，國內過去有關的質化、

量化文獻中，較少見到有同時檢視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的研究，大多是以單一變

項探討對於生活適應的影響情形。然而，國外有關移民家庭子女與多元族裔兒少

的復原力文獻中，已累積了不少同時討論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適應關係的研究。

因此，為了解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是否如國外研究結果所示，具有復原力的補

償效果，本研究乃透過量化的實證研究加以檢驗。然而研究發現，在控制人口變

項後，有部分的研究結果獲得支持，以下則依據研究結果進行結論與摘要，並據

此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現況 

一、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現況（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 

（一）將近三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其中相對較

多的是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經驗，包含被「老師」、「同學」、「朋友」不

公平對待，「被取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以

及「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爭吵或打架」的

情況。 

（二）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主要是由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情境所造成。

其中，輕微的歧視壓力大多發生在被「老師」、「同學」、「朋友」不公平對

待的情況下，中等（含）以上的歧視壓力主要是因為「被取種族歧視意味

的名字」，「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的情況而產生。 

 

 



86 
 

二、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情形屬於良好 

整體而言，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都有達到中等以上程度，傾向於良好，其

中又以「文化統合」最好，表示新住民子女在面對父母雙方的文化時，能夠認同

與欣賞父母雙方的文化，並且順利地加以調適、整合，較不會有衝突產生。此外，

「文化歸屬」的表現次佳，「文化投入」則相對最低，其中表現相對較不理想的

部分在於，新住民子女較不知道如何使用母親的原生國語言稱呼自己的名字。 

 

三、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狀況傾向於良好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住民子女在整體與各層面的生活適應表現上，都有達到

中等以上程度。其中以「同儕適應」的表現最高，表示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都能

與同儕和睦相處、建立友好關係。次佳的表現為「家庭適應」和「個人適應」，

而「學校適應」的部分相對最低，其中表現較弱的地方在於，新住民子女對學校

的上課學習並未特別感到有趣。 

 

貳、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對新住民子女適應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以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作

為危險因子，並以文化認同作為保護因子。而研究結果發現，危險因子會對新住

民子女的個人、家庭、學校、同儕與整體生活適應產生明顯的負向影響力。在保

護因子方面，國內過往的研究雖然指出，文化認同能促進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

適應，以及個人、家庭、學校、同儕等面向的各別適應狀況（吳瓊洳，2009；林

秀蓉，2011；陳毓文，2010），但本研究在同時考量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時，僅

發現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層面上的保護影響力獲得驗證，不過這

也說明文化認同確實會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提供正向補償作用。以下進一步

指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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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歧視具有負向影響力：研究假設一獲得部分驗證 

本研究的族群歧視分成兩個部分，分別為「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視壓力

感受」。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了人口變項後，新住民子女的最近歧視經

驗，會對整體生活適應、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產生負向影響力，故研究假設1-1-1、

1-1-4與1-1-5獲得支持。歧視壓力感受則對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個人適

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都具有負向影響力，故研究假設1-2-1、1-2-2、

1-2-3、1-2-4與1-2-5獲得驗證。 

 

二、文化認同具有正向影響力：研究假設二獲得部分驗證 

本研究結果發現，人口變項進行統計控制後，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

雖然會受到最近的歧視經驗與歧視壓力感受的負向影響，但文化認同也同時具有

正向補償整體生活適應的效果，故研究假設2-1-1獲得驗證。此外，新住民子女

的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都會遭到歧視壓力感受的負向衝擊，但文化認同在家庭適

應與學校適應上，也能發揮直接的正向影響力，表示研究假設2-1-3、2-1-4獲得

支持。另一方面，家庭適應雖然不會受到最近的歧視經驗影響，但在同時考量歧

視經驗與文化認同的模型中，文化認同也會展現明顯的正向影響力。 

綜上所述，新住民子女擁有的文化認同，是提升適應的重要因子，如同國外

研究發現，可說是扮演著復原力的保護資產角色(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Choi et al., 2006; Stein et al., 2014; Umaña-Taylor et al., 2015)，在本研究中則

能正向補償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學校適應以及整體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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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目前國內有關新住民子女的文獻中，較缺乏同時探討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的

復原力量化研究，因而本研究希望藉由假設檢驗的過程，來了解文化認同的復原

力補償模式效果，並期望研究結果能提供服務方向與實務建議給學校、政府相關

單位、社會福利機構、社工與家長作為參考。以下根據研究之發現提出建議： 

一、有將近三成左右的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曾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尤其是學校

與同儕類型的歧視經驗，因此仍應致力於消除校園中的族群歧視行為。 

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的族群歧視經驗主要是來自學校和同儕，

並且這些歧視行為的發生會影響新住民子女的學校與同儕適應表現。因此，為了

預防和消除校園中的族群歧視，研究者建議，學校教職人員、輔導老師、社工與

其他助人工作者，應屏除對於新住民子女的刻板印象，勿因學生具有新住民子女

的身分，而標籤化或錯誤解釋其學校適應狀況，因為新住民子女的學校適應表現

不佳，不見得是源於本身能力低弱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來自族群歧視經驗的傷害

結果。此外，為避免在實務過程中對新住民子女造成無意的傷害，學校人員應持

以客觀、多元的觀點來對待新住民子女，在規劃相關的補救課程或方案時，也不

需要特別將新住民子女與其他有需求的學生加以區隔，以減少新住民子女產生被

不公對待，或因新住民子女身分而受差別待遇的認知。另外，在全國新住民火炬

計畫的推動下，多元文化的教育作為也陸續展開，但因為火炬計畫的重點實施學

校主要還是在小學，嘉義縣也較少有針對國中學生的多元文化方案，因此，對國

中階段的學生來說，獲得有關新住民族群以及多元文化知識的機會仍需增加。此

外，為了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多元文化觀念，以減少學生因錯誤偏見或認識不足，

而對新住民子女產生排擠、嘲弄或其他不當對待的行為，研究者建議，學校社工

或輔導老師可發展以一般國中學生為對象的文化方案，除了加強多元文化的知識

教育，還要透過方案的設計，讓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多元文化的知能，藉此機

會也讓新住民子女有獲得正向互動經驗與合理對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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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造友善、包容的社會氛圍，以協助降低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壓力。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歧視壓力感受，主要是由學校與同儕類型

的歧視情境所造成，然而在鄰居、陌生人的歧視類型上，也都有新住民子女會因

此感壓力。此外，這些歧視壓力感受所造成的傷害，會遍及新住民子女的每一個

生活適應層面，因此，為避免新住民子女的生活適應狀況再受到進一步傷害，學

校單位、政府、社區組織，都應致力於營造一個友善、包容、尊重的人際互動氛

圍，讓新住民子女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氛圍下成長，使其能減除內在的擔憂與壓

力。首先，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雖然有在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的宣導，但以嘉義

縣五鄉鎮市的狀況來說，這些多元文化的宣導活動和講座，場次不多也較難以深

入新住民族群所在之社區。因此，政府、社區組織仍應加強辦理對於新住民家庭

成員與社區民眾的多元文化觀念宣導活動，或邀請媒體、社福機構對新住民族群

做正向的專題報導，並且加強這些正向報導的曝光率，幫助民眾能更加認識新住

民族群，減少其心中存有的刻板印象和偏見。再者，學校方面可以透過相關影片

與議題的討論，或是角色扮演與其他文化體驗的活動，來培養全校學生尊重、包

容與欣賞多元文化的態度，以及感同身受的能力，而學校人員也應以一視同仁的

態度面對每位學生。 

 

三、規劃文化認同取向的介入策略，協助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保護因子得以發

展，並藉此促進新住民子女的家庭、學校以及生活適應結果。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認同不僅能正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

狀況，還能進一步補償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的結果。因此，應該善用文化認同具

有的復原力補償功能，來增進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與學校適應狀況。不過本研究也

發現到，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情形雖然屬於良好，但也出現較多新住民子女不

知如何以母親原生國語言稱呼自己的名字，以及覺得自己和母親原生國文化關係

密切的人相對少了許多。可能是因為，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語言文化在台灣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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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相對重視，或是在家庭中被隱形、壓抑所致（吳瓊洳，2009；邱琡雯，2003；

莫藜藜、賴珮玲，2004）。因此，為增強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保護因子與適應

表現，以下將針對學校、政府相關單位、社會福利機構、社工以及家長，分別提

出建議： 

（一）學校教育單位 

由於本研究發現，約有二到三成的新住民子女不知如何以母親原生國語言稱

呼自己的名字，可以顯示出，母族語言的教育對新住民子女來說其實還不夠普及，

並且在對照嘉義縣五鄉鎮市的新住民語言文化推動狀況，可以發現嘉義縣有關新

住民子女的母語學習，主要還是著重在國小階段以及越南語的學習層面上。然而，

本研究中有超過五成的新住民子女表示，願意學習母親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因

此研究者建議，對於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而言，學校應聘請師資開設專門的新

住民語言課程，並且語言種類應擴及至越南以外的其他東南亞語言，以及安排課

餘時間舉辦語言傳承營隊，或是邀請相關單位的社工人員、新住民女性進行專題

演講與文化經驗分享等等，讓新住民子女有更多機會能夠熟悉母親的原生國語言、

文化，並使其能多具備一項長才。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提升新住民子女的文化投

入表現，這樣的優勢也能豐富自我價值，以及協助新住民子女找到在學校努力的

自信和動力，對未來生活發展也會有所幫助。 

 

（二）政府相關單位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政府相關單位與民間有關的社會福利機構，應該要重視、鼓勵與加強推廣新

住民女性的原生國文化。由於嘉義縣五鄉鎮市中，有關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語言

課程和文化活動較少，開放的名額不多，實施對象也多以新住民女性或是國小階

段的新住民子女為主體，因此，應該增加以青少年階段為主體的母族文化活動，

並且透過經常性與主動性的在社區中舉辦有關新住民族群的傳統飲食、歌謠、技

藝、節慶等文化活動或競賽，使新住民女性的原生國文化能夠深入新住民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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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活，也藉此幫助青春期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能對母親的文化產生連結感。另

一方面，政府當局也應加強對於民間相關社福機構的協助和輔導，使其有更多的

軟硬體資源來發展各類型的文化方案。此外，政府未來在規畫新住民文化方案時，

也應該將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納入重點實施對象，並且針對新住民子女建構一

個有連續性與階段性的文化學習計畫，讓新住民子女在母親的原生國語言、文化

學習上，能夠更加完整和深入。 

 

（三）家長 

由於本研究結果發現，文化認同的發展能夠促進新住民子女的家庭適應表現，

當家庭適應狀況遭到歧視壓力感受的衝擊時，還能正向影響新住民子女與家人的

相處互動關係。因此研究者建議，家長應該幫助新住民子女在家中進行雙文化的

學習，並且研究者也鼓勵新住民家庭成員共同支持家庭內的新住民女性，在家中

使用其原生國的語言、文化來教育新住民子女，讓新住民子女有更多機會能以正

向、欣賞的角度整合起父母雙方的文化，不僅有助於新住民子女建立正向文化認

同，也能使其在發展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不易產生內外在衝突。如此一來，新住

民子女對母親、家人不僅有機會產生更積極、穩固的正向依附感之外，即便有著

族群歧視壓力的負向影響，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生活狀況也能得到有利的正向補

償。 

 

（四）社會工作者 

對社會工作者來說，若要服務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新住民子女，具備文化知識、

文化敏感度、文化技巧、文化反思等多元文化能力是重要的，並且有賴多元文化

教育的養成。然而，近幾年在大學部的社會工作教育之中，雖然多元文化的議題

逐漸受到關注，但是開設的相關課程幾乎皆為選修，並且以新住民族群為主軸的

課程仍較為少見。因此，建議大學部的社會工作教育，可以加入新住民族群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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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課程或專題討論，讓社會工作學系的學生未來在投入實務場域服務新住民

子女時，能有足夠的多元文化知能來提供適切地服務，以及協助新住民子女進行

文化議題的探索。 

除此之外，由於文化認同的議題在新住民子女的認同發展過程中較容易被忽

略，因此，社會工作者可以辦理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成長團體，讓同樣具有雙

文化背景身分的孩子，能夠分享彼此接觸母親原生國文化、返回母親原生國的正

向經驗，如此一來，不但使新住民子女有文化互動與經驗交流的機會，透過新住

民子女相互支持的過程，共同探索、了解自身文化的內涵，也能幫助新住民子女

建立對於己族文化的正向認同。另外，還可以藉由社會工作者的帶領，共同討論

當面對同儕或他人施以文化差異的壓力時，如何以正向的方式加以應對、調適，

讓新住民子女在文化認同發展的過程中能較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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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樣本上的限制 

本研究是使用非隨機的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取樣，希望能較全面了解本研究所

選取的五個鄉鎮市中，共七所學校的在學新住民子女狀況。但因為在進行問卷施

測前，研究者會透過老師把家長與學生的研究同意書，交由研究對象帶回家簽署。

然而，在本研究的經驗中，因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較為敏感，學生與家長容易擔心

參與研究會有標籤化的疑慮，因此學生與家長的研究參與意願通常不高。這樣的

情形也如同陳毓文（2010）所提及的，社會對新住民族群的觀感可能在無形中傷

害了他們，因而會選擇遠離社會關注或拒絕參與研究調查，以避免被貼上標籤。

所以，研究者原來預設可訪問到這七所學校的所有新住民子女，但結果只有達到

半數左右，並且在發放研究同意書的篩選過程中，每間學校的新住民子女及其家

長勾選不同意的狀況大致上都超過五成，只有少數一、兩間學校為兩成左右，可

能是因為透過學校單位人員來施測問卷的關係，施測者是學生和家長較為熟悉的

學校老師，因此，對於填寫問卷這件事會比較放心地參與。至於本研究主要採用

的問卷施測方式，是由研究者親自到校施測，對學生和家長來說，一個外來且陌

生的人員，可能會使其感到較多的疑慮和威脅性，因而導致多數學校的學生和家

長勾選不同意的狀況較高。對於這樣的情形，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在邀請新住民子

女參與研究時，不管是使用研究同意書或請託學校人員協助，所使用的字詞和言

語都必須更加小心謹慎，並且採取較不會讓新住民子女感到不舒服或困擾的方式

進行。另一方面，會選擇拒絕參與研究調查的那些對象，可能也具備某些重要特

性，例如：自覺到的族群歧視經驗或壓力感受可能較為嚴重，因此本研究的樣本

代表性可能會因為他們的拒絕而降低。再者，本研究的結果與推論也可能因而受

到影響，例如：此一狀況可能使本研究樣本的族群歧視得分出現偏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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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施測方法上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在問卷施測上，是採用研究者親自集體施測問卷為主，學校單位

人員協助施測為輔的方式進行。然而研究者觀察到，在問卷集體施測的過程中，

有部分新住民子女會和鄰座認識的同學交頭接耳，雖然研究者有再三提醒每個人

的情況不同，需要仔細閱讀題目後依照自己的狀況回答，但是在同儕壓力之下，

有些人偶爾會有修改答案，或沒有仔細閱讀題目而快速回答的情形。有鑑於這樣

的狀況，建議未來研究者若採用集體施測的方式，可盡量分散研究參與者的座位

距離，或避免同班級與相互認識者相鄰而坐。除此之外，由學校人員協助施測的

部分，雖然有告知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問卷的填寫也不會影響學校成績，並且問

卷蒐集的資料會予以保密，但因為研究參與者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同

儕或他人干擾，再加上問卷是直接交給學校單位人員，恐怕會使研究參與者感到

壓力，或在作答時產生一些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的問題，因此可

能導致測量結果有所誤差。 

 

三、推論上的限制 

在研究經費、人力、時間與距離等因素的考量下，研究者僅以嘉義縣五個鄉

鎮市的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為研究對象，因此在研究結果的討論上，不宜輕易推

論至外縣市、嘉義縣其他鄉鎮市或拒絕參與本研究的新住民子女身上，若要進行

推論，則必須謹慎考量不同地區與不同對象具有的特性差異。 

 

四、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由於本研究取樣的新住民子女，僅來自於嘉義縣的部分鄉鎮市，無法將研究

發現的結果推論到全國各地的新住民子女身上，因此建議往後的研究可將其他縣

市的新住民子女也納入考量。除此之外，本研究僅選擇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來

進行探討，可能不足以全面了解青少年階段的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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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此未來研究可將研究對象擴及至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也能藉此了解文

化認同的保護功能，是否也存在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身上。 

另一方面，新住民子女除了文化認同之外，可能還存有其他重要且值得關注

的文化保護資產，例如：母親原生國或外婆家的接觸經驗、家人的文化接納態度、

新住民子女的母族語言使用能力等等（張琬涓，2013；劉樹雯，2013；龔元鳳，

2007），未來研究可再進一步探討，並將之作為另一保護因子一併納入復原力模

式中進行考量。除此之外，本研究並未檢測文化認同的緩衝效果，不過根據國外

研究結果所示，高度的文化認同可能也具備對抗族群歧視的緩衝功能，能夠消除

或降低族群歧視對憂鬱、自尊等心理適應產生的負面影響(Costigan et al., 2010;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在此一主題下可進一步檢驗

緩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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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量表使用同意書

The General Ethnic Discrimination (GED) Scale 使用同意書 

 

Landrine, Hope (LANDRINEH@ECU.EDU) 

 

Yes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use the Schedule of Racist Events (attached) in your 

research. My other discrimination scale, the General Ethnic Discrimination (GED) Scale 

(also attached) might be better for your purposes. Best wishes, 

  

Hope Landrine, Ph.D. 

Director, Center for Health Disparities 

Professor of Public Health, Brody School of Medicin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1800 W. 5th Street, Medical Pavilion Suite 6 

Greenville, NC 27858 

Phone: (252) 744-5535 

Fax: (252) 744-2634 

Email: landrineh@ecu.edu 

  

 

From: 李 秋娟  

Sent: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10:36 PM 

To: Landrine, Hope 

Subject: Asking permission for SRE 

Dear Dr. Landrine, 

I am a social work graduate student from Taiwan, and interested in using racist events 

scale to understand immigrant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use the Schedule of Racist Events Scale in my master 

thesis? I may also publish the results in the future.  

Best Regards, 

Ciou-Ju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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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同意書 

 

碩士論文研究 家長同意書（預試版）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秋娟，目前

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希望能有機會邀請貴子弟，填寫有關在學國

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約需 40 分鐘的時間填寫。該問卷須

施測兩次，將於     與     的課餘時間，於校內進行問卷施測。問

卷蒐集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並將於研究完成後銷毀問卷，敬請

安心。為感謝貴子弟填寫此份問卷，研究者將會贈予一份文具。 

謝謝您耐心閱讀上述資訊，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同意

孩子參與研究。若您不同意，也請不要感到為難！我會尊重您的決定；

如果您同意讓孩子參與這個研究，還請您協助簽署這份同意書，我也

會進一步詢問貴子弟的意願！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聯絡： 

研究者：   電  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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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同意讓我的孩子參加研究，並享有以上權益與保護 

□ 不同意讓我的孩子參加研究 

家長/監護人簽名：                        

請貴子弟將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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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研究 學生同意書（預試版）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秋娟，目前正在進行碩

士論文研究，希望有機會邀請您填寫有關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

如果您有意願參與，在得到家長同意後，我將會進行下面的安排： 

一、 時間及地點：此份問卷將施測兩次，第一次於_______，在_______舉行，

第二次於_______，在_______舉行，敬請前往。 

二、 參與方式：填寫一份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作答時間約 40 分鐘。請

記得攜帶筆，並將家長同意書、學生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 

三、 致贈感謝小禮：完成問卷後，將會提供一份文具，感謝您願意協助填寫此

份問卷。 

四、 保護您的權益，且尊重意願： 

1. 此份問卷施測目的在於檢測問卷的可信度，所以會詢問您的學號，但蒐集的

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研究者也會嚴格保密、不外流，並於研究完成後銷

毀問卷，敬請安心。 

2. 您可依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另外，問卷內容可能使您想起一些

不愉快的經驗，若讓您感到不舒服想退出，我也會尊重您的決定！ 

3. 問卷的填寫不會影響您的任何學業成績。如果您有其他顧慮或疑問，歡迎與

我聯絡：         研究者：   電  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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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同意參加研究，並享有以上權益與保護 

□ 不同意參加研究 

 

請將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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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研究 家長同意書（正式版）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秋娟，目前

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希望能有機會邀請貴子弟，填寫有關在學國

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約需 20 分鐘的時間填寫，原則上以

貴子弟在校的課餘時間，於校內進行問卷施測。為保護貴子弟的隱私，

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作答，蒐集的資料也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並於研

究完成後銷毀問卷，敬請安心。為感謝貴子弟填寫此份問卷，研究者

將會贈予一份文具。 

謝謝您耐心閱讀上述資訊，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同

意孩子參與研究。若您不同意，也請不要感到為難！我會尊重您的決

定；如果您同意讓孩子參與這個研究，還請您協助簽署這份同意書，

我也會進一步詢問貴子弟的意願！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聯絡： 

研究者：   電  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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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同意讓我的孩子參加研究，並享有以上權益與保護 

□ 不同意讓我的孩子參加研究 

家長/監護人簽名：                        

請貴子弟將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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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研究 學生同意書（正式版）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秋娟，目前正在進行碩

士論文研究，希望有機會邀請您填寫有關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

如果您有意願參與，在得到家長同意後，我將會進行下面的安排： 

一、 時間及地點：於_______，在_______舉行，敬請前往。 

二、 參與方式：填寫一份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作答時間約 20 分鐘。請

記得攜帶筆，並將家長同意書、學生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 

三、 致贈感謝小禮：完成問卷後，將會提供一份文具，感謝您願意協助填寫此

份問卷。 

四、 保護您的權益，且尊重意願： 

1. 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蒐集的資料也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並於研究完成後銷

毀問卷，敬請安心。 

2. 您可依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另外，問卷內容可能使您想起一些

不愉快的經驗，若讓您感到不舒服想退出，我也會尊重您的決定！ 

3. 問卷的填寫不會影響您的任何學業成績。如果您有其他顧慮或疑問，歡迎與

我聯絡： 

研究者：   電  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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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同意參加研究，並享有以上權益與保護 

□ 不同意參加研究 

 

請將同意書交回給研究者本人，謝謝！ 

  

 



112 
 

附錄三：預試問卷 

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主要希望了解您的實際生活經驗與感

受，問卷蒐集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研究者會嚴格保密不外流。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第

一部分 34 題、第二部分 17 題、第三部分 40 題、第四部份 4 題，約需 40 分鐘的時間填寫。本問

卷所有的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請依照您個人的實際狀況回答即可。完成問卷後請記得再次檢查，

確認每一題都有填寫！謝謝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杏容 博士 

研 究 生： 李秋娟 敬上 

 

《第一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對母親家鄉文化的看法，請仔細閱讀每一題後，圈

選一個最符合自己的答案。非常不同意請圏 1、不同意請圈 2、普通請圈 3、同意請圈

4、非常同意請圈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原生國的歷史事蹟。 1 2 3 4 5 

2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在原生國所發生的往事。 1 2 3 4 5 

3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傳統技藝或歌謠。 1 2 3 4 5 

4 我願意參加和母親原生國相關的各種活動。 1 2 3 4 5 

5 我知道以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如何稱呼自己的名字。 1 2 3 4 5 

6 我喜歡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1 2 3 4 5 

7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1 2 3 4 5 

8 我願意到母親的原生國去看看。 1 2 3 4 5 

9 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以後會有幫助。 1 2 3 4 5 

10 我很喜歡參加和母親原生國文化有關的活動。 1 2 3 4 5 

11 參加有關母親原生國文化的活動，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1 2 3 4 5 

12 我應該要好好去學習及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1 2 3 4 5 

13 我和母親原生國文化的關係密切。 1 2 3 4 5 

14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是珍貴且重要的。 1 2 3 4 5 

15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受到尊重。 1 2 3 4 5 

16 我會大方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17 如果以後我成了名人，我還是會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18 我以有一位新移民女性的母親為榮。 1 2 3 4 5 

19 我不喜歡別人知道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20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下輩子仍然出生在一個新移民女性的家庭中。 1 2 3 4 5 

21 身為「新移民子女」，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1 2 3 4 5 

22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繼續被保存以及推廣下去。 1 2 3 4 5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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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3 我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充滿興趣與喜愛。 1 2 3 4 5 

24 我覺得關於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介紹給大家知道。 1 2 3 4 5 

25 我想探索與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1 2 3 4 5 

26 我願意同時學習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文化。 1 2 3 4 5 

27 認識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更可以幫助我拓展視野。 1 2 3 4 5 

28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都應該受到保留與發揚。 1 2 3 4 5 

29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30 面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和臺灣本地文化，我覺得自己調適得很好。 1 2 3 4 5 

31 雖然母親的原生國不在臺灣，可是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一樣，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 1 2 3 4 5 

32 當我和班上其他同學在一起，我並不會覺得自己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1 2 3 4 5 

33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各方面的學習是一種助力。 1 2 3 4 5 

34 臺灣本地文化和母親原生國文化，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學習、認識和欣賞。 1 2 3 4 5 

 

《第二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生活中的一些經驗與感受，每一題都有兩個問項，請仔細閱讀後，勾選

一個最符合您個人情況的頻率與感受。 

1.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老師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同學或同校的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3.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服務業人員(店員、服務生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4.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陌生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5.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助人工作者(醫生、護士、社工、學校輔導老師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鄰居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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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機構不公平對待？(例如：補習班、郵局、交通運輸單位、學校、

律師事務所、警察局、法院、社會局或其他公家福利機構、民間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機構)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8.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我認為是我朋友的那些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9.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指控或懷疑做錯事？(例如：偷東西、說謊、沒有做好被分配到的工

作、違反校規或法律)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0.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他人誤解做事的意圖和動機？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1.我有多常想告訴別人不要對我有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出來？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2.我多常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感到很生氣？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3.我多常被迫採取激烈手段，去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例如：轉學、搬家、告訴媒體或民意

代表，或是採取法律行動)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4.我多常被別人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5.我多常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爭吵或打架？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6.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7.如果我不曾被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話，我的生活會有多麼不同？ 

(1)過去一年會？ □和現在一樣 □很少不同 □有些不同 □很多不同 □大部分不同 □完全不同 

                □不適用，因為我過去一年從沒有受到歧視與不公平對待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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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目前生活適應的狀況，請仔細閱讀每一題

後，圈選一個最符合自己的答案。完全不符合請圈 1、有一點符合請圈 2、大

部分符合請圈 3、完全符合請圏 4。 

完全 

不 

符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1 我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緊張、害怕起來 1 2 3 4 

2 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 1 2 3 4 

3 我覺得不論我再如何努力，我也不會成功 1 2 3 4 

4 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 1 2 3 4 

5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精神的人 1 2 3 4 

6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很差 1 2 3 4 

7 我會因自己的能力不好而討厭自己 1 2 3 4 

8 我想做的事都做不好 1 2 3 4 

9 我會因擔心犯錯而感到緊張焦慮 1 2 3 4 

10 我覺得很多事都不如我的意 1 2 3 4 

11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很快樂 1 2 3 4 

12 我對我的家人覺得很滿意 1 2 3 4 

13 我平常的心情都很愉快 1 2 3 4 

14 我覺得父母親的處罰或責罵，對我是公平的 1 2 3 4 

15 我在家裡過得很快樂 1 2 3 4 

16 父母親對我的要求剛剛好 1 2 3 4 

17 發生困難，我可以找父母親幫我 1 2 3 4 

18 我認為別人家的小孩比我幸福 1 2 3 4 

19 我覺得父母對不起我 1 2 3 4 

20 我和家人相處得好 1 2 3 4 

21 我常被老師罵，很少被稱讚 1 2 3 4 

22 要規規矩矩地坐在學校的座位上，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1 2 3 4 

23 只要老師不在，我就覺得很快樂 1 2 3 4 

24 我覺得老師們很和藹可親 1 2 3 4 

25 我覺得老師偏心 1 2 3 4 

26 我討厭上學 1 2 3 4 

27 我覺得到學校上課是有趣的事 1 2 3 4 

28 我覺得老師訂的規定，令人很煩 1 2 3 4 

29 我覺得學校的升旗、週會或其他活動很無聊 1 2 3 4 

30 我覺得老師討厭我 1 2 3 4 

31 我寧願自己做事也不願和同學合作 1 2 3 4 

32 我的同學喜歡嘲笑我 1 2 3 4 

33 我覺得同學喜歡跟我做朋友 1 2 3 4 

34 我和同學在一起覺得很愉快 1 2 3 4 

問卷快要完成囉！請翻開最後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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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不 

符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35 我覺得同學會故意找我麻煩 1 2 3 4 

36 我能和睦地和同學一起遊戲 1 2 3 4 

37 玩遊戲時，許多同學都不讓我加入 1 2 3 4 

38 我討厭我的班級 1 2 3 4 

39 我會因意見不合而和同學吵架 1 2 3 4 

40 許多同學在背後說我壞話 1 2 3 4 

 

《第四部分》 

1. 年級：□(1)七年級 □(2)八年級 □(3)九年級 

2. 性別：□(1)男性   □(2)女性 

3. 母親國籍：□(1)中國大陸 □(2)越南 □(3)印尼 □(4)泰國□(5)菲律賓  

□(6)柬埔寨   □(7)馬來西亞 □(8)緬甸 □(9)其他：        

4. 父親國籍：□(1)台灣     □(2)中國大陸 □(3)東南亞國家  

             □(4)其他：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作答！ 

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或忘記填寫的地方！ 

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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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正式問卷 

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在學國中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經驗問卷，主要希望了解您的實際生活經驗與感

受，問卷蒐集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研究者會嚴格保密不外流。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第

一部分 34 題、第二部分 17 題、第三部分 40 題、第四部份 4 題，約需 20 分鐘的時間填寫。本問

卷採用不記名方式作答，所有的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請依照您個人的實際狀況回答即可。完成

問卷後請記得再次檢查，確認每一題都有填寫！謝謝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杏容 博士 

研 究 生： 李秋娟 敬上 

 

《第一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對母親家鄉文化的看法，請仔細閱讀每一題後，圈

選一個最符合自己的答案。非常不同意請圏 1、不同意請圈 2、普通請圈 3、同意請圈

4、非常同意請圈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原生國的歷史事蹟。 1 2 3 4 5 

2 我喜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在原生國所發生的往事。 1 2 3 4 5 

3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傳統技藝或歌謠。 1 2 3 4 5 

4 我願意參加和母親原生國相關的各種活動。 1 2 3 4 5 

5 我知道以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如何稱呼自己的名字。 1 2 3 4 5 

6 我喜歡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1 2 3 4 5 

7 我願意學習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文字。 1 2 3 4 5 

8 我願意到母親的原生國去看看。 1 2 3 4 5 

9 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以後會有幫助。 1 2 3 4 5 

10 我很喜歡參加和母親原生國文化有關的活動。 1 2 3 4 5 

11 參加有關母親原生國文化的活動，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1 2 3 4 5 

12 我應該要好好去學習及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1 2 3 4 5 

13 我和母親原生國文化的關係密切。 1 2 3 4 5 

14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是珍貴且重要的。 1 2 3 4 5 

15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受到尊重。 1 2 3 4 5 

16 我會大方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17 如果以後我成了名人，我還是會承認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18 我以有一位新移民女性的母親為榮。 1 2 3 4 5 

19 我不喜歡別人知道我的母親是位新移民女性。 1 2 3 4 5 

20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下輩子仍然出生在一個新移民女性的家庭中。 1 2 3 4 5 

21 身為「新移民子女」，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1 2 3 4 5 

22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繼續被保存以及推廣下去。 1 2 3 4 5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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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3 我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充滿興趣與喜愛。 1 2 3 4 5 

24 我覺得關於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介紹給大家知道。 1 2 3 4 5 

25 我想探索與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1 2 3 4 5 

26 我願意同時學習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文化。 1 2 3 4 5 

27 認識臺灣本地文化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更可以幫助我拓展視野。 1 2 3 4 5 

28 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都應該受到保留與發揚。 1 2 3 4 5 

29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30 面對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和臺灣本地文化，我覺得自己調適得很好。 1 2 3 4 5 

31 雖然母親的原生國不在臺灣，可是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一樣，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 1 2 3 4 5 

32 當我和班上其他同學在一起，我並不會覺得自己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1 2 3 4 5 

33 同時學習母親原生國的文化與臺灣本地文化，對我各方面的學習是一種助力。 1 2 3 4 5 

34 臺灣本地文化和母親原生國文化，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學習、認識和欣賞。 1 2 3 4 5 

 

《第二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生活中的一些經驗與感受，每一題都有兩個問項，請仔細閱讀後，勾選

一個最符合您個人情況的頻率與感受。 

1.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老師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同學或同校的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3.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服務業人員(店員、服務生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4.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陌生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5.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助人工作者(醫生、護士、社工、學校輔導老師或其他)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6.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鄰居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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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機構不公平對待？(例如：補習班、郵局、交通運輸單位、學校、

律師事務所、警察局、法院、社會局或其他公家福利機構、民間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機構)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8.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我認為是我朋友的那些人不公平對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9. 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指控或懷疑做錯事？(例如：偷東西、說謊、沒有做好被分配到的工

作、違反校規或法律)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0.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他人誤解做事的意圖和動機？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1.我有多常想告訴別人不要對我有種族歧視，但卻沒有說出來？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2.我多常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感到很生氣？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3.我多常被迫採取激烈手段，去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歧視？(例如：轉學、搬家、告訴媒體或民意

代表，或是採取法律行動)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4.我多常被別人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5.我多常為了發生在自己或其他新住民子女身上的種族歧視而爭吵或打架？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6.我多常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子女而被嘲笑、捉弄或傷害威脅？ 

(1)過去一年發生頻率 □從來沒有 □很少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大部分如此 □總是如此 

(2)壓力感受度，1=沒有壓力，6=壓力極大：(請勾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7.如果我不曾被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話，我的生活會有多麼不同？ 

(1)過去一年會？ □和現在一樣 □很少不同 □有些不同 □很多不同 □大部分不同 □完全不同 

                □不適用，因為我過去一年從沒有受到歧視與不公平對待 

 

 

請翻開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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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目前生活適應的狀況，請仔細閱讀每一題

後，圈選一個最符合自己的答案。完全不符合請圈 1、有一點符合請圈 2、大

部分符合請圈 3、完全符合請圏 4。 

完全 

不 

符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1 我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緊張、害怕起來 1 2 3 4 

2 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 1 2 3 4 

3 我覺得不論我再如何努力，我也不會成功 1 2 3 4 

4 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 1 2 3 4 

5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精神的人 1 2 3 4 

6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很差 1 2 3 4 

7 我會因自己的能力不好而討厭自己 1 2 3 4 

8 我想做的事都做不好 1 2 3 4 

9 我會因擔心犯錯而感到緊張焦慮 1 2 3 4 

10 我覺得很多事都不如我的意 1 2 3 4 

11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很快樂 1 2 3 4 

12 我對我的家人覺得很滿意 1 2 3 4 

13 我平常的心情都很愉快 1 2 3 4 

14 我覺得父母親的處罰或責罵，對我是公平的 1 2 3 4 

15 我在家裡過得很快樂 1 2 3 4 

16 父母親對我的要求剛剛好 1 2 3 4 

17 發生困難，我可以找父母親幫我 1 2 3 4 

18 我認為別人家的小孩比我幸福 1 2 3 4 

19 我覺得父母對不起我 1 2 3 4 

20 我和家人相處得好 1 2 3 4 

21 我常被老師罵，很少被稱讚 1 2 3 4 

22 要規規矩矩地坐在學校的座位上，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1 2 3 4 

23 只要老師不在，我就覺得很快樂 1 2 3 4 

24 我覺得老師們很和藹可親 1 2 3 4 

25 我覺得老師偏心 1 2 3 4 

26 我討厭上學 1 2 3 4 

27 我覺得到學校上課是有趣的事 1 2 3 4 

28 我覺得老師訂的規定，令人很煩 1 2 3 4 

29 我覺得學校的升旗、週會或其他活動很無聊 1 2 3 4 

30 我覺得老師討厭我 1 2 3 4 

31 我寧願自己做事也不願和同學合作 1 2 3 4 

32 我的同學喜歡嘲笑我 1 2 3 4 

33 我覺得同學喜歡跟我做朋友 1 2 3 4 

34 我和同學在一起覺得很愉快 1 2 3 4 

問卷快要完成囉！請翻開最後一頁繼續作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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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不 

符合 

有一

點符 

合 

大部

分符 

合 

完全 

符合 

35 我覺得同學會故意找我麻煩 1 2 3 4 

36 我能和睦地和同學一起遊戲 1 2 3 4 

37 玩遊戲時，許多同學都不讓我加入 1 2 3 4 

38 我討厭我的班級 1 2 3 4 

39 我會因意見不合而和同學吵架 1 2 3 4 

40 許多同學在背後說我壞話 1 2 3 4 

 

《第四部分》 

1. 年級：□(1)七年級 □(2)八年級 □(3)九年級 

2. 性別：□(1)男性   □(2)女性 

3. 母親國籍：□(1)中國大陸 □(2)越南 □(3)印尼 □(4)泰國□(5)菲律賓  

□(6)柬埔寨   □(7)馬來西亞 □(8)緬甸 □(9)其他：        

4. 父親國籍：□(1)台灣     □(2)中國大陸 □(3)東南亞國家  

             □(4)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作答！ 

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或忘記填寫的地方！ 

祝  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