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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內容為相關文獻，以期對研究主題能有更深入之瞭解。內容共分為

五節，第一節跨國婚姻家庭的演變及特性；第二節新移民女性成長趨勢及其子女

的就學現況；第三節學校生活適應的意義與內涵；第四節影響學校生活適應相關

因素；第五節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第一節 跨國婚姻家庭的演變與特性 

跨國婚姻，並非台灣單一的獨特現象，許多世界經濟體系中邊陲的國家出口

的婦女，必須透過婚姻來解決其生存的問題，在美國、日本、澳洲、德國均有過

相同的現象，以「郵購新娘」的形式存在，這種由低度發展地區的女子嫁往高度

發展地區，即 del Rosario 所稱的「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是一種女性的特殊移民

現象，在台灣這群來自大陸及東南亞的新移民女性配偶，不僅完成了許多農工階

級家庭傳宗接代的心願，更成了台灣廉價勞動力的來源(夏曉鵑，2003)。茲就跨

國婚姻家庭在婚姻的演變、媒介管道與特性說明如下： 

壹、大陸配偶來台的發展背景 

一、形成之歷程 

（一）民國七十六年，開放兩岸探親 

「大陸女性配偶」的起始淵源，係於民國三十八年，大陸淪陷，隨著而來的

是大量的軍人，有許多是留下新婚的妻子在大陸。民國七十六年我國政府基於倫

理親情、人道考量開放台灣地區民眾前往大陸地區探親，海峽兩岸跨出了歷史性

的第一步，改變了四十年隔絕對峙的局勢，也開啟了兩岸民間的接觸與交流，許

多在台未再娶或未婚的退伍老兵，在法令的解禁下終於回到故鄉去尋找其妻或原

配。隨後，政府又基於人道的考量，在七十八年三月，行政院大陸工作委員會首

次以正式法規開放「滯留大陸台籍前國軍、配偶及其未成年子女」返台定居；民

國七十九年則開放「滯留大陸受俘難國軍、配偶及其未成年子女」及「滯留大陸

台籍人士、配偶及其未成年子女」返台定居，對於這個因特殊時空背景造成問題，

即成了最初的兩岸婚姻。 

政府於此階段陸續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台定居、居留、探親等政策，因而也

促使在台的老榮民們為自己或為其子女物色對象，返回故鄉探親的同時，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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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識同鄉的大陸女子，進而共結連理。 

（二）放寬台商到大陸投資 

1992 年以後，我政府對大陸的投資逐漸放寬，部分台商又轉進中國大陸投資

設廠，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自 1991 年到 2004 年 8 月止台灣對大陸地區經

貿總額已高達 372,466.5 百萬美元，台資已經成為中國大陸最主要外資之一；而

政府也逐步開放兩岸民間交流，無論是文教學術或經貿都因此熱絡起來；同年七

月公佈「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為兩岸人民往來之重要法律依據。

此時，由於至大陸探親、旅遊和經商的人數也日益增加，兩岸婚姻隨之增加。  

我政府從開放大陸探親後，再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定居、居留、延期照顧、

探親、奔喪及從事各項交流活動、放寬台商到大陸投資等政策，隨著政策的鬆綁

兩岸人民探親、經貿、觀光、文教等各種交流日益頻繁，兩岸婚姻也與日倶增。 

兩岸婚姻的由來雖然從上述政府政策面開放後，可看到其推波助瀾功效之

外，另一個注意因素則是台灣經濟相對優勢使然，台灣曾經創造了經濟奇蹟，是

亞洲四小龍之一，在資本主義市場運作下，雖然面臨國際自由競爭市場的壓力，

產業結構改變、勞力密集產業必須轉型的命運，但是比起中國大陸，台灣在經濟

上仍是有強大的優勢存在。 

中國傳統男女雙方在婚姻的選擇過程中通常存在著「上嫁」與「下娶」的觀

念，女性通常較會朝著「上嫁」，往上找婚配對象。一般來說，跨國婚姻之所以能

夠成立，除了兩方面同意結為夫妻外，還必須有一方願意移民，而移民方向通常

是由窮國的這一方移往富有的國家，因此對於大陸配偶的形成，可說是台灣男性

以相對的經濟優勢和大陸女性配偶經濟弱勢的交易，雙方各取所需。張佳琪（1999）

研究指出，老榮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大陸女性配偶」，她們同時也獲得在台

居留的機會，用此來換取「大陸女性配偶」照顧生活起居和陪伴，而大陸女性配

偶結婚獲得更好的生活環境及來台的身份。這種各取所需、互利共生的婚姻關係

也存在兩岸婚姻中。 

過去由於歷史因素兩岸特殊的關係，造成夫妻台海兩地隔閡，近年來又因開

放大陸政策，兩岸經濟貿易文教交流，也由於語言相通使得兩岸人民交流更為頻

繁，文化相近加上台灣社會經濟高度發展的吸引，又再度促成兩岸通婚的現象。 

二、媒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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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婚姻媒介的婚配管道主要可歸納下列幾種形式（王春益，1998；陳小紅，

1997；陳淑芬，2003）。 

（一）親友介紹 

本人或在台出生外省籍子女隨長輩返鄉探親，無論年齡大小，只要是單身都

有熱心的親友為其介紹，另外嫁來台灣的「大陸女性配偶」也會居中介紹，這類

都是經由親朋好友介紹進而論及婚嫁。 

（二）兩岸經貿往來 

赴大陸經商或是台灣各大企業派駐大陸之工作幹部，因工作關係而認識，是

有經過交往相戀再結婚，屬於這類型的台灣配偶，其社經地位不見得會比較低，

而且很多因為工作事業的關係，婚後也不一定就會在台定居，反而也可能會留在

大陸長期居住。樓其豪（2004）表示，這類型的婚後都幸福美滿，因為有些尚須

靠太太娘家的人脈及地緣關係，幫助其推展事業。再者就是觀光旅遊中，因緣份

認識大陸配偶而結婚。 

（三）海外留學認識 

男女雙方於海外留學期間認識的朋友或同學，經交往相戀進而結婚。此類婚

姻姻教育程度高，自主性的選擇意識較強，返台後，工作的類別較為專業，相對

收入也較一般為高，根據統計此類婚姻生活都是相當美滿幸福。 

（四）婚姻仲介 

透過婚姻仲介居間媒合而成婚。許多在台灣不容易找到好對象，例如：身心

障礙者，在對岸找尋配偶，只有求助婚姻仲介，花費約在新台幣 20-50 萬。 

三、兩岸婚姻的特性 

根據陳小紅（1997）的研究，兩岸婚姻特性有： 

（一）大陸女性嫁遷台灣，女性人數多於男性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大陸配偶含港澳地區自 1987 年 1 月至 2004 年 8

月底，入境台灣人數共有 207,427 人，其中男性有 14,467 人佔總比例的 6.96％，

女性有 193,427 人佔總比例的 93.04％。顯示大陸來台配偶中九成以上為女性，大

陸女性嫁給台灣男性比例比台灣女性嫁給大陸男性比例高出很多相差懸殊。這種

男女性別失衡嚴重的存在兩岸的婚姻中。 

（二）老夫少妻組合、再婚現象居高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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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入出境管理局公佈來台依親居留的資料顯示，大陸女性配偶與其先生婚

齡差距超過 10 歲的共有 41,776 人，佔總比例的 50.41％，換句話說有超過一半的

人是「老夫少妻」的組合。另外，內政部（2004）「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

報告中亦指出：受訪的大陸配偶平均年齡為 33 歲，台灣配偶的平均年齡為 45 歲，

平均差異為 12 歲。台灣配偶的年齡普遍高於大陸配偶，且在高齡組尤其明顯，透

露出兩岸聯姻者中有不少「老夫少妻」案例之事實。 

除了上述的「老夫少妻」組合外，兩岸配偶彼此再婚的比率也相當高，在中

華救助總會 2001 年和 2002 年針對全省「大陸配偶」的調查中，也連續兩年都呈

現高比率的再婚現象。台灣配偶結婚次數在二次以上者在兩年的調查中分別達

32.57％、40.2％，大陸配偶再婚者亦將進 29.2％、40.9％，而且兩岸的配偶再婚

都有攀升的現象出現。 

（三）職業以商人、工人和農民較多 

根據入出境管理局依親居留分析統計資料顯示，兩岸通婚者職業以農人和商

人較多，也不乏公教人員、專業人士，唯總體而言，大陸配偶中其它業者與無業、

農民比例最高，而台灣配偶則以商人、工人、無業及其他藍領階層比例較多。顯

示兩岸通婚中多半從事較低階層的工作。  

（四）大陸配偶原居住地分布以大陸沿海和大城市較多 

根據入出境管理局依親居留分析統計資料顯示，大陸配偶原居地以來自沿海

地區福建省居冠，其次是中部地區的湖南省，再其次是東部沿海地區廣東省，西

部地區四川省。其分佈仍以大陸沿海地區和大城市較多，居住於東部沿海地區因

改革開發早又與外界接觸機會較多，所以兩岸通婚比例也相對提高，此與兩岸發

展經貿關係發展由沿海向西部內陸延伸之趨勢是吻合，並與西部大開發也有相關

性。而來台後則大半居住在都會區中，其中又以台北縣、台北市所占比例最高。 

（五）申請大陸配偶來台之台灣人士絕大多數為一般民眾身分，榮民亦占相當比

例。 

貳、東南亞外籍配偶來台發展背景 

一、形成之歷程 

（一）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初期 

台灣東南亞外籍配偶早從 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初期，因部分民國三十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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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陸撤退的退伍老兵面臨擇偶困境，少數台灣的東南亞歸國華僑於是媒介印

尼、菲律賓、泰國、馬來西亞等地婦女，特別是以華裔貧困東南亞婦女為主（劉

秀燕，2003）。這些婦女多持偽造的觀光護照來台，誤以為來台打工，沒想到被仲

介賣身，有的則被帶到農村嫁人，因此受騙嫁到台灣的外籍配偶由於文化、語文

上的隔閡，或是無法忍受丈夫的勞力工作而逃家不知去向（夏曉鵑，1997）。部分

外籍配偶以偷渡的方式進入台灣，無法取得正式的身分；也有少數的外籍配偶在

原國籍無正式身分，可能盜用或向人買身分證而嫁入台灣，產生許多法律與社會

問題（蕭昭娟，2000）。 

（二）1980 年代初期至 1980 年代末期 

台灣男性娶東南亞外籍配偶的趨向與台資外流東協各國的趨向同步（夏曉

鵑，1997）。自 1980 年代中期主要以泰國和菲律賓配偶最為普遍，馬來西亞配偶

則不多，這與馬國生活較富裕有關（夏曉鵑，2000）；1980 年代末期，則以泰國籍

配偶最為普遍（蕭昭娟，2000）。 

（三）1990 年代以後 

民國 1994 年政府宣布「南向政策」，公開鼓勵台商至東南亞投資，隨著台灣

資金的外流，台灣男性娶外籍配偶的趨勢也逐漸升高，許多男性因社會與經濟權

力的弱勢困境，間接影響他們在台灣找不到適合的結婚對象，只好透過婚姻仲介

的管道，紛紛至東南亞地區尋找結婚對象。自民國 1991 年開始，台灣對印尼的投

資明顯增加，而此趨勢恰與印尼配偶開始顯著地增加趨勢同步（夏曉鵑，2002）。

1994 至 1996 期間，外籍配偶主要來至印尼及菲律賓（王宏仁，2000），但隨著越

南開放觀光及台商投資後，越南新娘急速竄升（蕭昭娟，2000），然而至 1996 年

起，越南配偶則躍升為首位。 

二、媒介婚姻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形式： 

（一）早期的婚姻仲介大多是女方誤以為來台工作後被迫相親，且男方亦不知女

方的情況下促成的(夏曉娟，1997)。 

（二）婚姻仲介形成 

在「吃好到相報（台語）」的情形下，早期台商與外派的勞工發現台灣與東南

亞地區間，有廣大的婚姻市場。在有利可圖的情形下，紛紛轉型或把它當成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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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的一波仲介者，最後慢慢演變成婚友社；或是跑單幫的經營者大多為已經

來台配偶，或覺得台灣生活不錯，熱心介紹給家鄉親友（張書銘，2002）。 

（三）國際跨國婚姻網絡的建立 

在 1994 年之後，轉變為台灣婚姻仲介與國外的外籍配偶仲介來操縱婚姻市

場。此時，隨著娶進外籍配偶人數愈來愈多，整個國際婚姻網絡也迅速地發展起

來（陳庭芸，2002）。 

三、跨國婚姻的特性 

（一）女性人數多於男性 

根據九十四年內政部戶政司的台閩地區外籍配偶人數資料顯示，外籍配偶（女

性）的人數比率為 93.68％，男性比例為 6.14％，顯示東南亞女性嫁給台灣男性

比例比男性高出許多。 

（二）老夫少妻的現象 

在周美珍（2001）對於新竹「外籍新娘」生育狀況探討的研究結果顯示，一

般國人婚配年齡差距在 0-6 歲之間，而外籍新娘年齡差距 10 歲以上，占 61.6％，

以 10-14 歲差距的為多數，占 28.9％，其次 15-19 歲，占 20.0％。 

（三）台灣男性社經地位偏低 

根據陳庭芸（2001）的研究指出，對於台灣男性選擇外籍配偶的動機與原因，

結果顯示由於選擇外籍配偶的男性社經背景上，大部分是屬於中、低收入狀況。 

（四）外籍配偶學歷偏低，然有女高於男的現象 

在跨國婚姻中，外籍配偶的學歷固然大多以具高中、國中、國小學歷者最多，

唯外籍配偶中，仍有大學畢業學歷（陳庭芸，2001）。 

（五）來台居住地區以邊陲地區為主 

    外籍配偶的分佈除了都會區以及台東、花蓮外，其它縣市外籍配偶比例均達

到 10％以上，其中又以澎湖縣占 21.19％，雲林縣占 16.06％的比例最高，由此可

以看出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的縣市，或是較為邊陲地帶（內政部統計處，

2004）。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比較如下： 

在兩岸婚姻與東南亞婚姻的形成歷程比較，可以看到歷史的因素在兩岸婚姻

所扮演的角色，由於兩岸特殊的關係，造成夫妻兩地的隔閡，然而，近來則是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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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經濟的開放，使得人民之間的交流更為頻繁，更促成了兩岸通婚的現象。而東

南亞跨國婚姻的形成，可以說是純粹經濟因素，從「南向政策」與國內邊陲地區

男性無法在婚姻市場中尋得適當，而形成的婚姻仲介，皆可從此看出兩者形成歷

程的差異。 

在婚姻媒介方式，兩岸婚姻的媒介方式主要透過親友的介紹，或是兩岸經貿

往來，至於透過婚姻仲介的方式則相對地較少（王春益，1998）；而東南亞跨國婚

姻的媒介，則是主要透過婚姻的仲介模式，甚至形成專業的仲介，僅有少部分是

透過工作或是觀光而認識。 

在跨國婚姻的特性上，兩岸婚姻與東南亞跨國婚姻則有較大的相似性，例如

女性人數多於男性、老夫少妻等現象；我們通常認為新移民女性配偶的學歷偏低，

但不論是大陸或是東南亞外籍配偶裡，仍不乏有高學歷者。此外來台居住地區，

大陸配偶來台居住地區以台北縣市居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2003c），

而東南亞外籍配偶則是以澎湖、雲林等農業縣市較多，屬於台灣相對屬於較為邊

陲的地區。由此可見，台灣娶東南亞外籍配偶的男性主要集中在以農業為主要的

經濟活動的縣市，或是較為邊陲地帶。 

叁、跨國婚姻家庭所面臨的問題 

基於上述大陸配偶及東南亞配偶的成因與婚姻特性後，發現在此背景下的家

庭將形成以下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商品化婚姻下的價值觀點扭曲，兒童成長背景堪憂 

從上述新移民女性的婚配管道之成因分析得知台灣的跨國婚姻已近似買賣行

為，大多抱持著迎娶是為了家務管理、生養後代、照顧老弱傷殘、或增加家庭勞

動人力。在這種意識形態之下的婚姻，往往將另一半視為傳宗接代的生育機器，

抑或是合法的外籍勞工用途，被視為「物化」為生育工具或是廉價勞工之機器。 

    跨國通婚的現象也讓國人在沒有相關的配套教育措施下，導致沒有以「人」

為本的尊重觀念，反而在金錢花費上打轉，而來衡量對於媳婦的付出是否划算，

是否「聽話」、「乖巧」，而不問自己是否給予關愛。同時，也有跨國媳婦原本就抱

持來台是為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環境，或有從事其他活動目的，到了台灣之後幾

天便不見蹤影，這種缺乏以「愛」為出發點之婚姻，往往在認知的觀點上有所落

差。青少年的問題是整體社會惡性循環的結果，更是一種社會病態現象，其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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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於家庭，病相顯現於學校，病情惡化於社會。如此環環相扣，且互為因果。

在新移民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如果因為家庭環境結構、家庭功能無法正常運作，

長久日積月累下，若不加以重視，事先擬定預防之策，孩子一開始較負向的行為

表現，將來長大後可能延伸成為偏差行為甚至是犯罪行為，此時整個社會將要付

出相當大的成本來解決，但最後可能只是亡羊補牢。 

二、文化背景遷移下的生活適應困難，家庭內部關係紛擾 

新移民女性進入台灣國度，由於她們有著與台灣配偶不同的語言、文字、生

活習慣、風俗文化及環境適應問題，她們將面臨跨文化適應的衝擊，諸如飲食習

慣、親屬關係適應、生活適應、情緒困擾、人際互動及家人溝通等適應問題。劉

秀燕（2003）於「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女行為表現之研究」文

中針對新移民女性嫁到台灣之後所面臨的跨文化適應困擾包括飲食習慣困擾、生

活習慣不同困擾、人際關係困擾，而這些困擾會導致後續的影響，其中人際關係

困擾是新移民女性最大之困擾，新移民女性有這些適應上之困擾之後，往往都會

造成其情緒上之困擾，這些情緒困擾包括認為先生冷漠、想家、想哭、睡不著、

寂寞、生氣、焦慮、後悔等等。當新移民女性有情緒困擾時，孩子所受其影響似

乎較會有負面行為。 

三、學歷及社經背景低落下的教養難題，弱勢族群代代複製 

跨國聯姻的本國男子其教育程度都不高，新移民女性配偶本身的學歷更加無

法期待，即使學歷高的也不會中文或看不懂中文；而在其子女進入學齡階段後，

彼此將會有更大的差異，他們將面臨到認同問題。由於孩子與母親臍帶相連，透

過母親認同社會，母親原本文化被壓抑，也不能認同台灣，將來對台灣也可能產

生認同問題，而且，小孩也可能遭受其他學童拒絕、排斥，對於學校與家長間的

互動也將產生影響，由於她們家庭大多居住在農村，或是邊陲地區，學校資源原

本較都市差，父母親的社經地位也較低。如同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理論而言，他認為：高社經地位家庭有較高程度文化資本的利用情形。

階級地位不同，個體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亦不同。父母親所佔有的社會階級位置能

提供其不同的文化資本及不同運用文化資本的程度，因而使其子女在教育立足點

的優勢也有不同，其學業成就必然有異。台灣社會流動的情形已不若六、七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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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而若是缺乏特別的輔導，這些孩童更可能終生陷於貧窮的循環中，不斷複製

其不利之社會地位（楊艾俐，2003）。 

    研究者認為新移民女性子女已成為台灣未來主要人口群，也是未來推動、創

造國家發展的一份子。在成長過程中，最先接觸的環境是家庭，從中塑造出自己

原型人格樣貌後，繼而進入學校，在學校這個社會環境的縮影中，學習各種價值

觀、信念，並加以實踐。這群新移民女性子女從一生下來，就背負了比一般人更

多的壓力與適應問題，他們在進入學校後，會不會產生生活適應不良的情況？值

得進一步的去深入瞭解。 

 

第二節 新移民女性成長趨勢及其子女就學現況 

壹、新移民女性成長趨勢 

近十年來新移民女性人數以飛快速度成長，引起政府重視。根據九十四年二

月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93 年國人結婚登記計 131,453 對，較 92 年減少 40,000

對，其中外籍配偶(不含大陸港澳人士)約 2萬人，較 92 年微增 695 人，大陸與港

澳地區配偶人數約 11,000 人，則較 92 年減少 23,000 人；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

數約達 33.8 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占 36.1％，大陸及港澳

地區配偶占 63.9％（表 2-2-1）。 

從中外聯姻比率來看，93 年國人結婚對象，外籍及大陸港澳人士，兩者合占

23.8％，較 92 年之 31.4％下降 7.6 個百分點，主要係與大陸港澳人士結婚人數大

幅下降所致。 

依縣市別觀察，93年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以臺北縣5,062人占

16.17％最多，臺北市2,961人占9.46％次多，桃園縣2,937人占9.38％再次之；如

就所占比率觀察，則以連江縣41.67％最高，金門縣32.94％次高，嘉義縣30.50％

再次之；以新竹市20.10％最低，臺北市20.30％次低，彰化縣20.57％再次之。至

93年底止，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估計達33.8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

得我國國籍者）12.2萬人占36.08％，大陸與港澳地區配偶21.6萬人占63.92％（表

2-2-2）。 

93年底持有效外僑居留證或合法在台居留之外籍配偶，較上年底增加。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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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女性配偶人數多於男性配偶；按國籍分，男性配偶以泰國籍最高，日本籍

次之，美國籍再次之；女性配偶以越南籍最高，印尼籍次之，泰國籍再次之（表

2-2-3）。 

表 2-2-1 結婚登記人數 

年別 我國結婚總

對數（對） 

外籍配偶人數（1） 大陸及港澳地區

配偶人數（1） 

外籍與大陸配偶

所佔比率（％）（1）

90 170515 19405 11.38％ 27342 16.03％ 46747 27.42％ 

91 172655 20107 11.65％ 29545 17.11％ 49652 28.75％ 

92 171483 19643 11.45％ 34426 20.08％ 54069 31.53％ 

93 131453 20338 15.47％ 10972 8.35％ 31310 23.82％ 

較上年增減 

（％或百分點） 

-23.34 -23.34 3.54 （1）-7.56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統計資料，研究者整理。 

註：（1）90-93 年為按結婚日期統計數；93 年按結婚登記日期統計數。 

（2）外籍配偶人數不含大陸港澳人士。  

 

表2-2-2外籍配偶居留人數按國籍別（截至民國93年底止）          單位：人 

合計 男性 女性 國籍別 

93年 92年 93年 92年 93年 92年 

外籍配偶總計 180977 161916 15567 13428 165410 148488

越南 116215 99332 228 204 115987 99128

印尼 20827 22198 548 482 20279 21716

泰國 15777 13527 5589 4726 10188 8801

菲律賓 7203 7321 598 592 6605 6729

柬埔寨 5047 5149 12 10 5035 5139

緬甸 1348 1147 327 218 1021 929

東南亞國籍總計 

其它國籍％ 

166417 

91.95％ 

13242

8.18％

8265

53.09％

7196

53.59％

6295 

3.81％ 

6046

4.07％

其它國籍總計 

其它國籍％ 

14560 

8.05％ 

13242

8.18％

8265

53.09％

7196

53.59％

6295 

3.81％ 

6046

4.07％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2004、2005）。註：本表外籍配偶人數不含大陸港澳人士。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與日俱增，尤其新移民女性配偶所占中外聯姻的比例遠

遠超過男性外籍配偶；經由內政部資料顯示，在國人總結婚對數下降23.3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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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外籍配偶結婚對數還上升3.54％，在93年度中，我國與外籍與大陸配偶聯姻

人數約達33.8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占36.1％，大陸及港

澳地區配偶占63.9％；依縣市別觀察，93年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以臺

北縣5,062人占16.17％最多，臺北市2,961人占9.46％次多，桃園縣2,937人占9.38

％再次之，由此可見新移民家庭比率日漸增加，而根據研究指出嫁來台灣新移民

女性通常年紀輕輕就懷孕且平均在頭一、兩年便會產下第一胎，隨著時間遞移，

這些孩子已經慢慢進入學校體系就學，甚至最早的一群新移民的小孩有些甚至已

經唸到國中，因此本研究將鎖定台北縣新移民女性國中子女為研究對象。 

表2-2-3九十三年各縣市登記與年底居留之外籍配偶人數                            單位：人 

93年結婚登記外籍與大陸配偶 截至93年底 

持有效外僑居留證之新

移民 

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留

人數 

縣 

市 

別 

結婚登記

總對數 

外籍配偶 大陸港

澳配偶

外籍與大配偶

佔比率（％）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台閩地區 131453 20338 10972 23.82 94744 8510 86234 86233 7057 79176

台北縣 22281 3179 1883 22.72 16754 2163 14591 15284 1845 13439

宜蘭縣 2597 455 176 24.30 1822 65 1757 1679 54 1625

桃園縣 111887 1987 950 24.71 10172 1389 8783 9238 1242 7996

新竹縣 3112 557 198 24.26 2500 124 2376 2221 105 2116

苗栗縣 3352 662 282 28.16 2883 115 2768 2675 100 2575

台中縣 8785 1304 625 21.96 6223 359 5864 5786 316 5470

彰化縣 7302 1110 392 20.57 5692 232 5460 5274 211 5063

南投縣 3066 588 222 26.42 3050 93 2957 2818 78 2740

雲林縣 4230 862 317 27.87 3755 84 3671 3500 76 3424

嘉義縣 3344 721 299 30.50 3320 41 3279 3072 33 3039

台南縣 5779 979 459 24.88 4495 181 4314 4192 161 4031

高雄縣 7420 1080 800 25.34 5064 194 4870 4642 155 4487

屏東縣 4885 930 414 27.51 4775 131 4644 4416 114 4302

台東縣 1411 237 96 23.60 907 26 881 853 21 832 

花蓮縣 2133 361 201 26.35 1274 121 1153 1175 103 1072

澎湖縣 459 99 22 26.36 481 12 469 459 11 448 

基隆市 2348 410 228 27.17 1636 73 1563 1498 59 1439

新竹市 2448 327 165 20.10 1459 180 1279 1316 150 1166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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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3九十三年各縣市登記與年底居留之外籍配偶人數                       單位：人 

93年結婚登記外籍與大陸配偶 截至93年底 

持有效外僑居留證之新

移民 

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留

人數 

縣 

市 

別 

結婚登記

總對數 

外籍配偶 大陸港

澳配偶

外籍與大配偶

佔比率（％）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台中市 5823 823 511 22.91 3006 550 2456 2683 462 2221

嘉義市 1484 231 100 22.30 856 59 797 801 46 755 

台南市 4010 578 315 22.27 2047 200 1847 1860 168 1692

台北市 14584 1758 1203 20.30 7693 1692 6001 6442 1231 5211

高雄市 8328 1080 1003 25.01 4699 425 4274 4181 315 3866

金門縣 337 14 97 32.94 167  167 154  154 

連江縣 48 6 14 41.67 14 1 13 14 1 13 

貳、新移民女性子女就學現況 

一、新移民子女就讀幼稚園人數概況分析 

依據教育部 93 學年度就讀公立及已立案私立幼稚園之「新移民子女」人數統

計發現：幼生總人數為 213,461 人，而「新移民子女」就讀幼稚園人數為 11,743

人，約佔總人數之 5.23﹪。 

從統計數字來看，新移民女性子女就讀幼稚園人數最多為台北縣，有 1,713

人，約佔就讀總人數之 14.59﹪；其次為台北市約佔 8.94﹪；台南縣約佔 6.29﹪，

而高雄縣也佔 7.19﹪；25 縣市中最少的為連江縣，約 0.35﹪（圖 2-2-1）。 

 

圖 2-2-1 新移民就讀幼稚園子女人數分圖（研究者整理） 

另從新移民來自國家人數分析顯示，大陸配偶子女 4,135 人（佔 41.44﹪）為最多；

其次是越南 2,698 人（佔 27.04﹪），印尼 1,747 人（佔 17.51﹪），最少的是新

台北市 高雄市 台北縣 宜蘭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蓮縣 澎湖縣 基隆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金門縣 連江縣

桃園縣 8.81％ 

台北市 8.97％ 

台北縣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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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為 14 人（佔 0.14﹪）（圖 2-2-2）。內政部統計資料指出，新移民女性子女

人數在 94 年度已達當年度人口出生之 13％，亦即台灣每 8名新生兒中，就有 1名

新生兒的母親為大陸或東南亞外國籍。                                          

二、新移民子女國小人數概況分析 

依據教育部公佈 93 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小 40,907 人，占國小學生總人

數之 2.17%。如與 92 學年度比較，在國小總人數均呈現下降情形下，國小新移民

子女人數卻分別增加 14,280 人，所占比率則分別提高 0.78 個百分點，（表 2-2-4）。 

以區域來分，國小新移民子女以北部 17,776 人占國小新移民子女總數之

43.45%居首，其次依序為南部 11,476 人占 28.06%；中部 10,453 人占 25.55%；東

部 922 人占 2.25%與金馬地區之 280 人、0.68%(圖 2-2-3)。 

                                                               單位：％ 

中 國(含港

澳), 41.44

菲律賓,

3.69

柬埔寨,

2.39

馬來西亞,

0.96

新加坡,

0.14

其他, 2.05

緬甸, 1.96

泰國, 2.83

印尼, 17.51
越南, 27.04

中國(含港澳)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律賓

柬埔寨

馬來西亞

緬甸

新加坡

其他

 

圖 2-2-2 新移民幼稚園子女來自國家人數分析圖 

資料來源：引自教育部統計處（2004）。 

 

 

圖 2-2-3 新移民子女就讀國小人數－依區域分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中部, 10453, 26%

南部, 11476, 28%

東部, 922, 2%

金馬, 260, 1%

北部, 17776, 43%

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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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縣市別來分：人數居前五名縣市依序為台北縣 6,125 人，桃園縣 4,725 人，

台北市 3,352 人，屏東縣 2,868 人，台中縣 2,406 人。如按占縣市學生總數比率

分析，比率最高前五名依序為連江縣 11.83%，澎湖縣 5.19%，金門縣 5.16%，屏東

縣 3.98%，雲林縣 3.80%，顯示在離島及中南部農業縣份所占較高比率之情形較國

中更為明顯。 

以國籍別分：國小新移民子女人數依序為中國（含港澳）14,033人，印尼10,651

人，越南 6,612 人，菲律賓 2,908 人，泰國 1,875 人（圖 2-2-4）。 

三、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人數概況分析 

日前教育部統計處公佈 93 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人數中，國中有 5,504 人，

占國中學生總人數之 0.58%。如與 92 學年度比較，在國中總人數均呈現下降情形

下，國中新移民子女人數卻分別增加 2,091 人，所占比率則分別提高 0.22 個百分

點（表 2-2-4）。 

中國(含港澳), 34.30%

越南, 16.16%

印尼, 26.04%

韓國, 1.13%緬甸, 2.22%

其他, 2.32%

其他, 6.21%

泰國, 4.58%

菲律賓, 7.11% 柬埔寨, 0.61%

日本, 1.42%

加拿大, 0.22%

馬來西亞, 2.42%

新加坡, 0.32%

美國, 1.14%

中國(含港澳)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律賓 柬埔寨 日本 馬來西亞
美國 韓國 緬甸 新加坡

加拿大 其他

 

圖 2-2-4 新移民就讀國小人數－依區域別分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以區域別來分，如將全國地區分為北、中、南、東與金馬五個區域，則國中

新移民子女以北部 3,028 人占國中新移民子女總數之 55.02%居首，其次依序為中

部 1,214 人占 22.06%；南部 1,080 人占 19.62%；東部 123 人占 2.23%與金馬地區

之 59 人、1.07%（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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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縣市別來分，人數居前五名縣市依序為台北縣 1,014 人（表 2-2-5），台北

市 814 人，桃園縣 763 人，高雄市 287 人，台中縣 262 人。如按占縣市學生總數

比率分析，比率最高前五名依序為連江縣 8.20%，金門縣 1.63%，雲林縣 0.88%，

桃園縣 0.87%，苗栗縣 0.81%，前項統計顯示比率較高者均位於離島及農業縣份。 

以國籍來分：國中新移民子女依序為中國（含港澳）1,731 人，印尼 874 人，

泰國 572 人，越南 529 人，馬來西亞 321 人（圖 2-2-6）。 

表 2-2-4 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人數                                         單位：人 

學生父母一方來自之國家分布 年度 學籍 學生人數 合計 

大陸 印尼 越南 菲律賓 泰國 

國小 13,028 91 

學年度 國中 2,062 

15,216 …… 4,515 1,315 1,117 1,334 

國小 26,627 92 

學年度 國中 3,413 

30,040 10,087 7,839 3,567 2,143 1,859 

國小 40,907 93 

學年度 國中 5,504 

46,411 15,764 11,525 7,141 3,185 2,447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表 2-2-5 台北縣九十三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人數分佈                      單位：人 

年級 中國 印尼 柬埔寨 泰國 馬來西亞 菲律賓 越南 緬甸 

七年級 145 40 0 24 23 26 35 33 

八年級 117 282 2 10 16 27 25 25 

九年級 108 30 0 19 21 25 24 6 

總計 370 98 2 53 60 78 84 64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綜上所述，新移民子女就讀幼稚園人數 11,743 人中，以台北縣 1713 人數為

最多，其次台北市、再其次為台南市，若按國籍人數來區分，人數比例第一為大

陸（4135 人）、其次為越南（2698 人）、再次之為印尼（1747 人）。新移民子女在

國小人數 40,907 人中，以台北縣 6125 人為最多，其次為桃園縣、台北市，若按

國籍來區分，依序為大陸（14,033 人）、印尼（10,651 人）、越南（6,612 人）、菲

律賓（2,908 人）、泰國（1,875 人）。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部份人數 5,504 人中，

以人數來看台北縣 1,014 人最多，其次為台北市，再其次為桃園縣；若按國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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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人數最多依序為大陸（1,731 人）、印尼（874 人）、泰國（572 人）、越南（529

人）、馬來西亞（321 人）。從這些資料顯示，新移民子女在國中以下就學人數最多

的是台北縣，若從國籍來分前三名為大陸、印尼籍、越南籍…（圖 2-2-7）。由於

多數的研究多以新移民就讀國小及幼稚園子女為研究對象，較少以國中子女為研

究對象，故本研究將以台北縣新移民女性國中子女為本研究對象。 

 

3028人

北部 55%

1214人

中部 22%

1080人

南部 20%123人

東部 2%

59人

金馬 1%

北部 3028人

中部 1214人

南部 1080人

東部 123人

金馬 59人

 

圖 2-2-5 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人數－依區域分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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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人數－依國籍別分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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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新移民女性子女 91-93 學年度就讀國中人數比較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4）。研究者整理 

 

第三節 學校生活適應的意義與內涵 

在探討學校生活適應之前，我們要先從「適應」這個觀點談起，透過瞭解適

應的內涵，並以適應的內涵為基礎，去探討學校生活適應的涵義。本節擬從適應

的意義、以及學校生活適應的意義、內涵來探討。 

壹、適應的意義 

適應（adaptation）起源於達爾文（C. R. Darwin）於1959年在其生物「進

化論」（theory of evolution），「優勝劣敗、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法則，從

此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廣為運用。後經由生物學家引申此種生物性之概念，將適

應視為個體與其所處之社會或環境維持和諧關係的過程，強調個體能主動運用各

種技巧，以增進個體內與外在環境維持和諧關係的歷程，後經過心理學家的不同

詮釋，提出了適應由adaptation修正為adjustment，強調個體在其所處的社會與

自然環境中的努力與謀生（吳新華，1993a）。  

因學者專家各持不同的觀點、理論來探究生活適應，難有一致性的論述，以

下就相關學者的看法，研究者將其歸納如下： 

一、強調交互作用、和諧的歷程 

Arkoff（1968）認為「適應」是指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所謂交互作用，

是一種「雙向的歷程」（two-way process），個人與環境相互忍受與影響，個人

接受環境壓力的影響，引發總總行為，相對地，環境也因個人的作為而改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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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達成雙方所要求的平衡和諧的狀態。他提出三個有關適應的重要概念：適應是

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而且也是兩者互動後的產物；適應是一種雙向（two-way）

的過程，受到個人與環境之間交互作用影響；適應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所以說適

應包含了兩方面的歷程：其一是個體改變所處的環境滿足自身的需求；其二為調

整自身去順應所處的環境。Patty,Johnson（1953）認為適應即生活適應的歷程（引

自羅婉麗，2001）；強調歷程觀的適應，以心理學的觀點而言，人生是為生活適

應的連續歷程。皮亞傑（1969）認為適應係指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環境限制

而主動改變的歷程，他並以「同化」（assimilation）和「調適」（accommodation）

說明人類的適應歷程。「同化」是指個體將新經驗納入舊有的認知基模中，亦即

將舊有知識類推運用於新經驗中；而「調適」則是指當個體既有的基模無法同化

新經驗時，個體主動修改基模以符合環境要求的心理歷程，當同化與調適作用達

到暫時平衡狀態時，就是所謂的適應。Maslo（1970）強調適應是一種和諧狀態或

關係，他認為當個人與環境間建立了美滿關係時，即為適應。 

張春興、林清山（1981）「適應」是主動與被動的因應行為，或一個人對自

己、別人與環境事物的反應。個體一方面因應環境改變自己內部的心理狀態（被

動），一方面則改變外在的環境（主動），以維持和諧的交互作用。洪冬桂（1986）

適應是個人與環境一種互動的關係，從動態而言，適應是個體為滿足其生理的、

社會的與心理的基本需求，以便在現實環境中，適當的解決困難，並在自我實現

的歷程中，力求與環境的和諧；從靜態而言，適應是個人的需求在環境中得到滿

足的狀態。簡茂發（1986）適應是成就也是歷程，是個人為滿足其生理、心理及

社會的基本需求，而在現實環境中適當解決困難，在朝向自我實現的歷程中，力

求與環境的和諧，並從中得到的滿足狀態。吳新華（1991）「適應」具有多重涵

義，但簡單的說只有兩種，消極的適應是指個體被動順應環境；積極的適應則指

個體一面企圖改變環境的條件，一面調整自我的需求，使個體與環境間處在最和

諧的狀態下。張春興（1994）適應是個體為了與其生活的環境保持和諧狀態所做

得各種反應。朱敬先（1995）認為「適應」是有機體想要滿足自身需求，而與環

境發生調和作用的過程。他是一種動態的交互的、有彈性的歷程，不僅是單向的，

而是雙向或多向的歷程。李坤崇（1995）將適應界定為個體與內在和外在環境的

持續互動中，為滿足內在需求和外在壓力而採取適切因應行為，以獲致美滿、和



 28

諧關係的歷程。成長過程中，個體與環境不停地在互動，因此適應是雙向、動態

的歷程。蘇慧君（1996）認為適應是個體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主要在使個體及環

境取得協調一致的狀態。王振宇（1999）「適應」是一個連續的歷程此歷程包含

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及人境和諧的結果，在交互作用的過程中，個體採取適當

的因應行為，改變自己與環境，以達到心理健康的理想狀態。吳淑媖（2001）「適

應」是指個體在環境中，一面調整自我的需求，一面改變環境的條件使自己能夠

和環境相協調，達到和諧狀態，無論是個體因為迫於環境因素調整，或是個體為

求更加發展機會而做改變，其目的皆是想要使個體在與環境互動中，有比較能為

個體所接受的情境，以其尋求個體在與環境和諧相處之下，能有更佳的表現及發

展機會。 

二、強調心理健康 

「適應」是強調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強調適應的歷程；強調每日功能運

作的和諧狀態或關係；強調生理、心理需求的滿足；強調表現良好的因應行為（曾

肇文，1996）。 

三、強調品質能力方法 

    Hollander（1967）適應是吾人以人類的經驗，適應社會變遷的品質或技能（引

自羅婉麗，2001）。Kaplan和Stein（1984）定義適應為個體藉著各種技能、策略，

以應付、超越生活挑戰的一種過程。Calhoun和Acocella（1978）適應是一種解決

困擾的方法（引自吳新華， 1993b）。 

四、強調壓力與因應行為 

Lazarus（1976）「適應」乃是一種成功或適當的因應行為，能夠幫助個體達

成環境對他的要求，或是克服個人內在加諸於自身的壓力，使個體與其內、外在

環境之間能維持和諧的關係。歐慧敏（1996）將適應界定為個體於內在心理狀態

和外在環境的不斷互動中，為滿足內在需要和外在壓力而採取適切的因應行為，

以獲致美滿和諧關係的歷程。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適應所下的定義可以知道，適應的意義，可依其重點之強

調，區分為以下五類：（一）強調交互作用的歷程。（二）強調和諧的狀態或關

係。（三）強調心理健康。（四）強調品質、能力或方法。（五） 強調壓力與因

應行為。因此，我們可以綜合各派學者對適應下一個定義，即適應就是個人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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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身、與他人及外在環境取得一交互作用的和諧歷程或狀態。也就是說，適應

是一生的歷程，其中包含如何因應所遭遇的危機與壓力，並實現目標與達成成果。 

貳、學校生活適應的意義 

承如上所探討「適應」的意義，可發現適應他是一種個體和環境間交互作用

的動態過程。適應的範圍，可小至個人心理某項特質的表達，也可以大至個人整

體社會的生存（婁立，1986）。「學校生活適應」主要是強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

和感覺如：喜歡和參與程度，以及學校裡的行為表現如：學業成就和同儕關係

（Ladd,1989）。所以孩子是否能適應學校情境，主要表現在孩子是否對學校有正

面的肯定、是否會焦慮新教室、是否能參與學校活動，以及是否跟的上學習且課

業表現良好（余思靜，1999）。由此可知學生在學校生活中任何與學校環境產生

互動的關係，都可視為學校生活適應範圍。 

以下綜合各學者對「學校生活適應」的定義，說明如下： 

   Youngman(1979)認為學校生活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環境中，所表現的行為和

環境取得均衡和諧的相符程度。學生大多數時間在校園中成長及學習，因此校園

之生活適應良好與否，會影響青少年的身心平衡，適應良好則使學生的自信心增

強，使其有勇氣去克服困難，提高學習成就與培養良好的學習態度，更有助於未

來的生活適應（王齡慶，1992）。但何謂學校生活適應？鄭夙芬（1988）認為學

校生活適應包含兩大要素：一是學生與學校中的重要他人是否具有良好的相處關

係；二則是學生行為及態度是否符合學校所認可的價值標準。徐慕蓮（1987）將

學校生活適應定義為：學生在學校中，與週遭所接觸的人、事、物產生互動之關

係。在學校環境中，學生一方面快樂的學習，滿足自我成長的需求，一方面與同

學、老師建立良好之人關係，並表現符合學校規定的行為，以達成良好的學校生

活適應。郭丁熒（1988）認為學生學校生活適應行為是學生與學校互動歷程中之

因應行為，有助於增進學生之能力、滿足感和自我實現，並達成與維持學生與學

校間之和諧關係，故良好的學校生活適應行為就是成功的適應學校之各種規範。   

  林進材（1992）將「學校生活適應」定義為：「學校生活適應是學生與學校

環境的交互作用過程，是一種動態過程。此過程中的因應行為，有助於增進學生

學習能力、滿足感和自我實現，並保持與同學、老師間良好的人際關係，及學校

與學生之間的和諧狀態。」所以，他認為學校生活適應可以從下列幾方面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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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一、學校生活適應是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與學校環境產生的一系列的關係：舉

凡學校的設備、規模、氣氛、教師行為、同儕關係、班級型態、學校課程等都會

影響學生學校適應。 

二、學校生活適應是學生在適應學校生活過程中的因應行為：透過此種因應

行為，學生得以滿足其在學校生活過程中個別的、社會的與心理層面的自我滿足。 

三、良好的學校生活適應，是可以成功地因應學校各種行為和要求。它是一

種自身內在環境和學校外在環境能保持圓滿和諧的過程。 

  吳新華（1996）定義學校生活適應如下：學校生活適應乃指兒童處學校環境

中，能安適的生活、有效的學習、並與老師及同學間建立和諧的關係。闡釋如下： 

一、安適的生活：兒童要在學校安適的生活，必須能夠客觀的覺知和評估學

校的現實環境，確實把握學校環境中對自己生活和學習有利的條件，瞭解學校環

境的限制所在，並對此做一適當的調適，則自然能夠在校園中在安適的生活。 

二、有效的學習：學生透過學習促進身、心及社會性的全面發展，與學校中

之人、事、物的互動，大體均與學習活動有關。所以兒童本身學習意願不高、學

習習慣不好，學習方法有沒有效率，都會關係到其學習活動的成效。 

三、和諧的關係：學生在學校中生活與學習，最重要的關係人便是老師與同

學，尤其是級任導師與同班同學，每天在教室中相處的時間相當長，因此，彼此

間關係是否和諧融洽，關係到其學校的生活適應 

  曾清一（1999）將學校生活適應定義為：學生與學校環境的交互作用歷程，

此學校生活適應的歷程乃在於尋得一組成功的因應學校環境的行為，為一種不斷

修正的動態歷程；而學校生活適應的目的在於達成及維持學生個人與學校環境之

間的和諧關係，就此和諧的狀態言之，學校生活適應亦具有靜態的特性。 

另有學研究者認為，學校生活適應即為兒童進入學校後，以自我需求的滿足

為前提，與學校人、事、物互動時，運用各種適當的方式，藉以增進自己與環境

的平衡關係，以使個體感到愉快和滿足歷程與結果（陳兪余，1999；李曉晶，2002）。 

許瑞蘭（2002）指出，學校生活適應係指學生在學校環境中，為了因應自身需求

與人際互動的衝突，以其問題解決方式來維持個人與學校生活間和諧關係的狀態。 

  吳佳蓉（2002）在探討隔代教養學生學校適應問題時，必須透過此類學生在



 31

校行為的表現，探求適應與不適應行為，藉以瞭解隔代教養學童適應狀況。因為

學生一天的活動時間學校佔了大部分，學生在校與師長、同學共同生活、學習，

而學校中也存在許多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適應的因素，包括學生本身、學生同儕

之間、教師教學與班級處理、學校活動、課程安排等等，有形的影響學生表現於

外在的適應行為，無形的則影響了學生的人格發展。 

    林雅婷（2005）在定義學校生活適應時指當幼兒進入幼兒園後，個人與幼兒

環境中人、事、物互動情形。 

    綜上所述，學校生活適應係指學生在進入學校環境中，使用各種方法，與學

校中的人、事、物等外在環境交互作用，包括個人與自己、個人與老師、個人與

同儕等。若學生與學校環境維持穩定和諧的狀態，不互相衝突，並從中獲得需求

的滿足，則學生便能有效運用學校環境，對學校生活具有控制力，而達到良好適

應。 

叁、學校生活適應的內涵 

學生在校是否適應良好，不同的學者有不同的評量內涵，常因特定的教育階

段或學校型態而有不同的重點，所採取的評量指標亦有所差異（Youngman,  

1979）。 

  莊明貞（1985）、賴明身（1990）、林淑理（2000）、黃玉枝（1991）以勤

學適應、常規適應、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為評量學校適應的標準。其中「勤學適

應」是指學生對學校生活的課業學習之主動、積極、努力的表現。「常規適應」

是指學生對學校生活中所訂定之常規，表現出的服從態度。「師生關係」指學生

與教師間關係的好壞。「同儕關係」則指學生與同輩友伴或同學間關係的好壞。 

  王瑞仁（1984）研究國民中學學生生活調適問題，則指出學生在學校生活與

學業適應方面可透過以下三方面來觀察：師生關係；課程與教材；設備與學習環

境。 

  劉焜輝（1985）提出有關學校適應方面，認為可包括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適應。其中個人生活適應是指個人能瞭解自己的能力、條

件，也瞭解自己的情緒、動機，欣賞自己、接納自己，也能體認自己的價值；家

庭生活適應則是指和家人相處及處理家庭問題時，成功、快樂的程度；學校生活

適應包括學業成就和個人成長兩方面；社會生活適應則是指個人在現實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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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的待人處事，達成現實環境對自己的要求。 

  徐慕蓮（1987）以學生的學業成就、常規適應、師生關係、學習適應、同儕

關係、自理能力為學校適應之內涵。 

  郭丁熒（1988）研究教師權力類型、學生參與心態與學生學校適應行為關係

中指出，學生在學校生活方面的適應行為，可以從學業適應：包括課程的適應、

學習態度和方法的適應及學業成就等；常規適應：涵括學校措施之意見、自我概

念和情緒表達等各方面的適應；社會關係適應：包括師生關係適應與同儕關係適

應，三個層面來探討。 

  張春興（1991）則認為學生在校是否適應良好，可從三個標準來評定：學業

方面的成就能達到自己能力的標準；行為方面能遵守學校既定的規範；社會關係

與情緒人格方面，能友愛合群與同學相處良好。 

  林進材（1992）則認為學生學校適應的內涵可由下列三個層面來探討：自我

適應：在了解學生自我的調節，確定學生個人的目的與自我價值系統，自我統整

及有關個體身心適應情形；社會關係適應：指學生在學校與師長關係、同儕關係

的適應情形。學習適應：包括學習方法、學習態度、學習技巧、學業成就、學校

課程的安排與學習環境等方面。 

  楊俊媛（1995）研究國小單、雙親兒童學校適應時，認為學校適應是指學生

適應學校環境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其中包括勤學適應、常規適應、師生關係與

同儕關係等評量重點。 

  孫良誠（1995）認為影響孩子學校生活適應的因素與孩子學校中人、事、物、

情境的熟悉度有關。他以國小一年級學童為觀察對象，經由觀察後的歸納分類，

將學校適應分為學習適應、常規適應、人際關係等三類。其中學習適應是指在學

校學習習慣的優劣及學業成績的高低；常規適應是指教師為了約束學生行為所做

的規定以及學童遵守的情形；人際關係是指教師與學童互動而達成教學目標，其

中又分為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兩種。 

  曾肇文（1996）認為學校適應是學生處理學校壓力之終點狀態。而學校適應

又分成「對學校的感受」、「與同學的關係」、「對教師的態度」、「對測驗的

適應」和「對學習的意願」五類。 

  吳新華（1996）指出，學校不僅是學習知識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生活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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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空間中的人、事、物交互作用著，產生一連串複雜的互動關係。因而界定

一個學生是否適應學校環境，一般可由以下兩個指標來衡量：一是學業成績；另

一是社會適應。一個學生如果學校習得較多的知識，或是獲得較高的學習成就，

自可認為其學校適應良好；若由社會適應來衡量學校適應的話，則是認為兒童學

校中最重要的關係人，一是老師，一是同學，若兒童能親近老師，並與同學相處

融洽，便可視為學校適應良好。 

  余思靜（1999）認為孩子是否能適應學校情境，主要表現在孩子是否對學校

有正面的肯定、是否不會焦慮新的教室、是否能夠參與學校的活動、以及是否跟

得上學習且課業表現良好。 

  吳佳蓉（2002）認為學校生活適應，是指個體為了與學校生活環境保持和諧

狀態，所表現的各種反應，藉以維持身心和諧愉快的過程。並將兒童的學校生活

適應分為學習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自我適應等四個層面。 

  林璣萍（2003）探討外籍新娘子女學校適應現況時，將學校適應分成量化的

學業成就及質性的生活適應兩部分。學業成就泛指實際的學科成績，而生活適應

則涵括了學習習慣、常規、師生及同儕關係等生活的面向。 

    林雅婷（2005）在探討外籍配偶子女幼兒園學校生活適應時，將其定義為幼

兒進入幼兒園後，個人與幼兒園環境中人、事、物互動情形。並將幼兒園學校生

活適應分為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同儕關係、師生關係、文化與國籍五個面向 

    周秀潔（2005）探討外籍配偶子女的學校適應，認為由於九年一貫課程實施

後，課程與教師教學的重視面向不在僅限於成績表現，所以將學校生活適應範圍

從學生學習表現、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三方面進行了解。學生學習表現泛指在學

校學習過程中所表現的學習態度、常規行為、成績比較與作業表現；同儕關係指

學生與教師的互動；師生關係則代表學生與教師的互動。 

根據諸多研究者對學校生活適應內涵的分類，研究者將其歸納整理如下，其

中包含七個層面，包括對自我適應、勤學適應、學習適應、心理適應、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及對學校的態度等。茲整理如下： 

（一）自我適應 

人本論者認為，適應良好的人是能接納自己的人。朱敬先（1994）表示，一

個人適應良好的人，必須有堅強的自我，不斷求取自我精進，才能在自我慾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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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要求間，取得有效調適。凌平（2001）指出，自我適應乃學生對自我的認知

與期許。許瑞蘭（2002）指出，自我適應乃指自我接納、自我瞭解，進而喜歡自

己、相信自己有價值，具有信心與相當的自理能力。吳佳蓉（2002）認為，自我

適應包括自我觀念和自我關懷。自我觀念係指個人對自我評價與態度；自我關懷

係指個人對自我能力、價值判斷及對未來期許等自我認定。蔡玉瑟（1998）指出，

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是互為影響的。李坤崇和歐慧敏（1993）研究結果指出，自

我觀念與學生的行為困擾、生活適應有關。亦有研究者指出，相較於一般兒童，

原住民子女因為來自獨特的文化，因此可能在自我適應認同上適應困難，故將其

學校生活適應內涵增加此一層面。 

（二）學習適應 

何秀珠（1994）、劉佳玫（2001）認為學習是學生在校的主要活動與工作，

因此，學習適應對其學校生活適應具有指標意義。林淑理（2000）指出，學習適

應在學校適應具相當重要的影響力，學校適應中首要的問題便是學習適應。李坤

崇（1994）認為，學習適應係指個體在教育情境中，為滿足求知需求和外在壓力，

而持續採取因應策略，以提高學業成就和促進人格發展的歷程。許多學者認為，

學習適應係指學生求學動機的強弱、對學業成就的積極及達到期望標準的狀況，

包括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度、學習環境、身心適應五方面（陳英豪、汪

榮才、李坤崇，1993；鄭翠娟，1997；許瑞蘭，2002；謝佩均，2003）。 許多研

究指出學習適應與學校生活適應有密切關聯，也是學校生活的重心之一

（Merrel,1991；徐慕蓮，1987；黃保勝，1996；劉佳玫，2001；林磯萍，2003；

陳烘玉等人，2004）。因此在探討學校生活適應時，學習適應是主要必須深入瞭

解的一部份。 

  本研究對象為新移民女性國中子女，誠如之前文獻所述，有許多新移民家庭

多屬於家庭社經地位較低，新移民女性因語言、文字受限而可能影響孩子的教養

態度進而影響孩子學習的適應，影響結果如何？將是本研究重點之一。 

（三）師生關係 

師生之間的關係是影響學校生活的重要因素。學生與教師間人際關係的互動

模式、學生與教師建立何種關係是評量其適應重要訊息（黃悅菁，2003）。多數

研究指出師生關係是指學童與教師關係的好壞，良好的師生關係包含：學生敢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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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說話、親近老師、喜歡老師老師對學生的稱讚與肯定（莊明貞，1985；徐慕

蓮，1987；孫良誠，1985；陳俞余，1999；黃保勝，1996）。劉佳枚（2001）指

出師生關係有助於師生間產生正面互動，且是教師能適時覺察學生困擾，幫助學

生適應學校生活；同時，師生關係親近表示學生喜歡老師，能適應學校生活。劉

福鎔（1996）研究發現，師生關係與學生生活適應有關。在學校中教師無疑是核

心人物之一，對學生的影響可說相當廣泛而深遠，因此師生關係的良窳、師生的

互動…等都是瞭解學生學校生活適應情形不可缺少的部分。 

（四）同儕適應 

兒童與同儕相處的經驗，提供他們學習如何與人互動及分享問題與感受的機

會。參與同儕團體是學齡兒童社會發展的健康表徵（曾嫦嫦、施欣欣，1994）。

王克先（1995）表示兒童後期對於同儕接納的需求更勝於父母或老師接納的需求。

因此，與同儕間的關係，可能影響兒童的學校生活適應。許多研究者亦指出，同

儕關係的好壞，會影響兒童日後的生活適應（吳新華，1996；石培欣，2000；馮

厚美，2001；許瑞蘭，2002）。在整個社會團體中，除了父母之外，對個體行為

發展影響最大的要屬同儕團體。早年的同儕關係是日後社會適應的重要指標（李

坤崇，1992）。綜合上述研究，可發現「同儕適應」主要是指個體在同儕團體中

的地位，與同儕互動情形，同儕對個體的影響等。余思靜（1999）研究國小一年

級新生的同儕關係與學校生活適應的相關，亦發現學童同儕關係的好壞與他們是

否能適應學校生活相關，故將其列為探討一部份。 

    研究者將以上述四個層面（自我適應、學習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適應），

作為評定學校生活適應的指標，來探討新移民女性國中子女學校生活適應情況。 

表2-3-1學校生活適應之內涵 

學校生活適應的內涵  

研究者/年代 自我適應 勤學適應 學習適應 心理適應 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 學校的態度 

莊明貞（1984）        

徐慕蓮（1987）        

郭丁熒（1988）        

賴明身（1990）        

黃玉枝（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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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3-1學校生活適應之內涵 

學校生活適應的內涵  

研究者/年代 自我適應 勤學適應 學習適應 心理適應 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 學校的態度 

張慧敏（1992）        

林進材（1992）        

孫良誠（1995）        

黃政傑（1995）        

楊俊媛（1995）        

羅皓誠（1996）        

吳新華（1996）        

曾肇文（1996）        

黃保勝（1997）        

陳俞余（1999）        

陳秋儀（1999）        

林淑理（2000）        

凌  平（2001）        

劉佳玫（2001）        

許瑞蘭（2002）        

卓石能（2002）        

李曉晶（2002）        

吳佳蓉（2002）        

吳淑惠（2003）        

涂信忠（2003）        

黃悅菁（2003）        

林磯萍（2003）        

陳碧容（2004）        

陳烘玉（2004）        

鍾文悌（2004）        

周秀潔（2005）        

林雅婷（2005）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2005）  

註：本表用 表示研究者曾提出的學校生活適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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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生活適應之背景差異 

綜觀前述文獻之探討與學者之理論，因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不同，影響

子女學校生活適應相關因素眾多，面對學校這個環境，其主要因素來自學生個人

特質、家庭教育關注，而家庭的組合涵括了父母背景及家庭狀況，由於新移民家

庭組成的特殊性，對於迎娶新移民女性的台灣男子而言，「傳宗接代」與「延續

香火」是他們結婚最主要的目的之ㄧ，而新移民女性雖然被賦予生兒育女的重責，

但在教養方面，卻明顯面臨的文化差異、語言文字溝通的難處與衝突，尤其在傳

統的家庭中，新移民女性在教養子女上更難有自主權，故本研究在探討父母背景

對其對子女學校生活適應的影響因素方面，將著重於母親對其子女的影響。 

壹、個人特質與學校生活適應 

一、性別 

綜合相關文獻發現，不論國內外學者，在大多數的研究發現，女性的適應較

男生為佳（Bartolini,1985；Lamborn,1991；吳新華，1991a；陳貴龍，1987；莊

千慧，1994；楊俊媛，1995）。Lamborn 等人（1991）的研究也發現性別對青少年

的適應（包括心裡社會發展、學校適應、自我憂慮與行為困擾四層面）都有極顯

著的差異。然而也有些研究發現女生與男生的適應並無明顯差異，如石樹培(1991)

在研究中發現，提前入學兒童，性別並不會造成學童學業成就與生活適應的差異；

他認為可能視研究對象或變項而有所差異。路渤瀛(1993)與洪智倫(1994)也都在

研究中發現男女生在生活適應以及行為困擾上，並無顯著差異。 

    在有關兒童生活適應的背景變項考慮上，性別為一重要因素，男、女在先天

上有生理與心理的差異存在，而性別所延伸的角色扮演在受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後，亦成為影響生活適應的因素之一。以下為性別與學校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 

徐慕蓮（1986）的研究發現，國小新生之個人因素中，以學業成就、性別及

排行，對學校生活適應之影響最為顯著。又簡茂發、何金針（1987）的研究發現，

學生性別會影響學童學校生活適應，女生在社會成熟性、衝動性、社會適應性、

總適應等方面的適應比男生好。 

吳新華（1993）研究國小學童的生活適應，結果發現性別是影響學童生活適

應的一重要因素，而且女學童的適應較男生為佳。吳淑玲（1998）研究發現國小



 38

男、女學生在個人適應、家庭適應、與總適應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但在學校適

應與同儕適應層面上，女生顯著優於男生。高明珠（1999）針對國小兒童的研究

發現性別在「學校適應」及「同儕適應」層面上達到了顯著差異，且皆是女生高

於男生；而生活適應的整體層面也達到顯著差異，且是女生高於男生。黃玉臻

（1997）研究顯示，國小四、六年級學童生活適應整體上女生優於男生，且「學

習適應」與「同儕關係」層面上的適應情形，女生也顯著優於男生。 

王沂釗（1994）研究發現國中生在個人適應或偏差行為上沒有性別差異。蔡

俊傑（1999）研究台灣地區南部國二學生在生活適應方面指出不同的性別在生活

適應總層面、家庭生活的適應、學校生活的適應無顯著差異。在健康生活的適應、

個人生活適應，男生比女生適應好；而在社區生活適應、異性生活適應，女生比

男生適應好；就整體生活適應而言，男女生適應並沒有差別。吳虹泥（1999）研

究發現不同性別、家庭結構青少年的生活適應並沒有不同。林玉慈（1999）針對

青少年的研究發現，女生的「自我關懷困擾」、「身心發展困擾」及「學校生活

困擾」等三方面的行為困擾比男生多；而在「身體反應」、「焦慮失眠」、「社

會功能失調」、「憂鬱」等四方面的身心健康表現都比男生差。黃雅婷（2000）

研究發現國中女生生活適應是偏向積極、正面的。陳曉蕙（2000）研究指出不同

性別國中學生在生活適應上的差異未達顯著。 

陳彥穎（ 2001）研究發現兒童生活適應方面，「個人適應」、「同儕適應」

及整體的生活適應因性別有顯著差異，且女生優於男生。林家屏（2001）研究顯

示，男生在自我關懷、學校生活困擾、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困擾的情形皆比女生

為高；羅婉麗（2001）在國中小學生活適應情形之研究中顯示，不同性別的國中

小學整體生活適應、學校適應及人際關係應有顯著差異，且女生優於男生。 

莫麗珍（2002）的研究中發現，國中學生的整體生活適應表現達中等以上的

程度，其中人際適應的表現狀況最好，而學校生活適應的表現狀況則有待加強，

且不同性別變項的國中學生生活適應的表現上有顯著差異；曾肇文（1995）的研

究中卻顯示學生之學校生活適應和性別之間必交互作用存在。 

    林珠琴（2003）研究指出，在生活適應方面，性別間有明顯的差別。女生在

「親和力」、「社交行為」、「生活的目標」、「行為成熟度」、「情緒穩定度」、

「適應感」、及「整體生活適應」的表現都比男生好；不過男生在「自我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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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女生好。 

鍾文悌（2004）研究指出，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因性別不同

有所差異；女生較男生為佳。 

綜合上述有關性別與學校生活適應的關係，大多數的研究者皆發現女生的適

應較男生佳，尤其是在有關社會、學校、同儕等層面適應更達顯著差異；少數研

究則發現男女在生活適應方面未有顯著差異且男生在個人生活適應與健康生活的

適應比女生佳，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針對學校生活適應所進行的研究中，性

別此一向度佔據了重要位置，尤其新移民女性來台肩負著傳宗接代使命，對性別

期待也許會有差異，故將性別列為探討變項。 

二、年級 

隨著年級的升高而更有能力處理事情，適應情況應該會更好，然而，近年來

的研究指出，國小學生的適應隨著年級增加而逐漸退步（李坤崇，1990；高明珠，

1999；蔡萬益，1975；陳英豪、林正文、李坤崇，1993）；亦有羅婉麗（2001）

研究指出不同年級的國中、小學生在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及學校適應有顯著

差異，且國小五年級的學生優於國中二、三年級的學生；然而曾肇文（1995）的

研究中卻顯示學生之學校生活適應情形和年級間並無交互作用存在。由於新移民

子女，必須適應跨文化諸多方面的差異，研究者瞭解新移民女性子女是否隨著年

級的增加學校生活適應情況為何，故列為探討的變項。 

貳、家庭結構與學校生活適應 

  一、父親職業及教育程度 

許雅惠（2004）針對民國七十九年以後入境、居留的東南亞外籍配偶進行抽

樣調查，發現新移民女性家庭的家庭經濟，合計「月收入在兩萬以下」以及「不

知有多少收入」的家庭佔八成五，其台灣配偶八成六有工作，但工作階層以「工

人」為主，有一成四沒有工作，其中過半是被迫失業。據夏曉鵑（2000）一項調

查，娶印尼新娘的台灣男子中有 17.2％務農，16.5％為務農兼做其它臨時工（如

木工、水泥）54.3％從事低技術性工業部門工作（如車床、電子、搬運等等），

另有 12％經營小生意（如攤販、賣早點等）。 

Pierre Bourdieu 的階級複製理論指出，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父母親必須忙

於賺錢養家，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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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造成子女較欠缺主流社會學習環境所需的各種刺激。人力資本基本論點「在

勞力市場上，ㄧ個教育程度愈高，代表所學得與經濟生產活動有關的專業技能與

知識，即人力資本愈高，因而在生產工作的效率也愈高，貢獻愈大，而得到愈多

收入」（引至黃毅志，1999），所以家庭中主要照顧者的學歷越高代表收入也越

好，較能提供較好資源給孩子，而許多研究顯示新移民女性家庭多屬低社經地位，

父親往往為了家計生活忙於工作，子女的教養落於新移民女性身上，由於多數的

研究多以家庭社經地位來做探討，較少以教育程度及職業來看對孩子生活適應的

差異，故本研究將其列為研究變項。 

  二、母親就業與否 

許多東南籍外籍配偶來台後，不僅扮演母親角色，亦需協助家中經濟，所以

有很大部分的人因此需要全職或部份時間就業，如此就減少了與孩子們遊戲、交

談、鼓勵及協助孩子們做功課等互動時間（Russell and Russill,1987；引自林

松齡，1999）。但是又有學者提出母親就業並不會減少與孩子互動的次數（林松

齡，1999），一些就業的母親可能提供更密集更有效的社會化，更快融入社會，

對教育子女有所助益。新移民女性透過就業以提升其文化的目標，促使其更快融

入社會，可能更易提升其教育子女的品質。由於新移民女性子女家庭多屬較低的

社經地位家庭，新移民女性需外出就業貼補家用，是否會因為忙於工作賺錢而疏

於和孩子的互動或可因為其外出就業可更快融入社會對子女的適應而有所影響，

是本研究欲瞭解之重要變項，故將母親就業否列為探討變項。 

  三、母親原國的教育程度 

根據朱玉玲（2002）與陳庭芸（2001）研究調查新移民女性的教育程度，以

當地（印尼、越南、柬埔寨）的小學居多，其次為中學，高中職與大專以上佔少

數。母親的教育程度對子女的學習能力、學業成就以及成年後的職業均有正向影

響。此一影響控制了父親的教育程度對子女學業表現有較強的影響。所以不論母

親在原國教育，或是來台後所進修的成人華語教育，都會提升家庭文化資源，對

孩子的學習適應也有直接的影響。 

  四、母親語言（華語能力、日常用語）與識字能力 

跨文化的新移民家庭中，子女理應承接語言發展上的優勢，但往往因家庭的

反對，害怕母親的口音或者是原鄉語言會影響子女將來入學的語言學習，因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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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新移民女性以不熟悉的語言教育孩子（陳佩足、陳小云，2003；吳雅玲，2004），

反而對於新移民女性子女語言學習造成干擾。 

近來的幾篇研究報告均顯示語言障礙已是新移民女性教養子女上的困難。如

蔡奇璋（2004）的研究顯示中文識字能力仍是新移民女性參與其國小子女學習的

最大的障礙。王光宗（2004）指出因為語言障礙，新移民女性在教導子女學習發

生困難。謝慶皇（2004）指出大部分的新移民女性在書寫以及閱讀方面有明顯的

限制，無法有效對子女的課業作輔導。劉秀燕（2003）的研究亦顯示，新移民女

性願意教導孩子，但侷限閱讀書寫能力而遇到困難。盧秀芳（2004）的研究也提

到家庭語言的弱勢，使得新移民女性子女複製母親的口音，對於注音符號的學習

出現障礙。顯見語言障礙為新移民女性無法參與子女學習的主要原因之一。 

母親中文語言能力對於其子女學習的實證研究中，林璣萍（2004）的研究顯

示，母親在原居地會說華語對於其子女主要學習領域（語文、數學、生活）有較

大的影響，其中會說閩南語組優於不會說，會說國語組也優於不會說的，說閩南

語組與說國語組無顯著差異。林氏指出母親的語言直接影響孩子早期的發展。相

反的，陳湘淇（2004）的研究結果卻發現，照顧者使用的語言對於新移民女性子

女在智力、語文能力以及學業成就均無顯著差異。陳湘淇認為對於剛進入小學階

段的新移民女性子女，母親的語言並未造成不利的影響。陳湘淇（2004）、林璣

萍（2004）兩人僅就新移民女性的語言能力是否影響子女的學業成就提出探討，

至今並有關於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生活適應仍舊不多，因此期藉由本研究能夠更

加釐清。 

在盧秀芳（2003）的三個研究個案中指出，因為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家庭

結構中，父親為了生活奔波，與子女接觸的機會相對減少，因此，東南亞外籍配

偶子女語言的發展受到母親影響較大，而語言表達能力的確影響到在學校的生

活。若由子女年齡反推回母親來台年數，無論是東南亞配偶或大陸籍配偶子女其

母親來台至少皆已超過 13-15 年，加上大陸籍母親因為同文同種優勢的緣故，其

母親的語言是否隨著母親來台年數的增加及同文同種的緣故，降低影響孩子的學

校生活適應，是本研究的重點。 

教育部統計處 2005 年公佈「外籍配偶就讀國小子女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

告，發現新台灣之子可能受東南亞籍母親影響，國小低年級階段語言發展遲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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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為百分之十點一，中年級下降至百分之六點七，高年級下降至百分之五點五，

新台灣之子語言發展除了與年齡有關外，也與新移民女性語言溝通能力有密切關

係。 

  伍、母親的原屬國籍 

由於母親來自不同國籍，語言文字受到限制，不易參加子女課業學習活動，

且新移民女性中文語言程度，影響其教導子女課業方面信心。親子關係中影響子

女的口語表達行為，是來自於父母的教養觀念，而非父母的國籍差異（李湘凌、 洪

瑞楓，2000）。 

根據學者Goodmam的研究指出，因為跨種族通婚者比同種族通婚者較少獲得認

同，通常也得面對更多感情衝突，同時必須忍受整個社會對他們較負面的看待（引

自蕭昭娟，2000）。不同的族群，生活適應的情形會不會有不同。不過國外已有

許多研究指出多樣文化背景對子女的發展而言，很可能是助力而非阻力。

Anderson(1985)指出不同文化組合的家庭提供子女文化認同的多樣而有趣情境，

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而建構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方式。然而Bronfenbrenner

（1979）則指出，來自兩個不同文化結合婚姻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可能比一

般孩子承受更多負面壓力，而且在建立自我認同方面遭受較大困難；此外，也由

於週遭社會成員的排斥而造成其適應困難或低自尊，導致心理適應失調。從國外

文獻可知，父母親的迥異文化背景能提供孩子更多樣的刺激，但如果外在環境不

友善，及可能造成其調適、自信等問題。 

謝慶皇（2004）研究指出，新移民女性受限語言及文字使用的限制，不易參

與子女課業學習活動。如大陸配偶，雖然其同文同種，會說國語，但在文字的部

分，大量的繁體字，還是造成其閱讀及指導上的困難；至於東南亞外籍配偶，不

同的語言及文字，雖然來台數年，可以說些簡單的中文，但在與學校教師的溝通

上還是出現許多困擾，如聯絡簿的中文無法閱讀，更不用說現今的九年一貫課程，

需要家長與孩子互動一起完成的課業部分。 

新移民女性因為來自不同的國度，其所使用的語言文字，與本國不盡相同，

如果家庭用語和學校用語不同，很容易造成兒童認知發展的障礙，及與教師溝通

的困難，因而增加學習困難（引自張建成，1994）。王美惠（2005）研究指出，

照顧者的教養態度與其個案偏差行為及語言發展遲緩有極大關聯，母親國籍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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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因素。由於各研究者有不同看法，故本研究將母親國籍列為其中一項重要變

項。 

  六、母親來台年數 

    根據 Ishii（1996）研究指出，亞洲新娘婚嫁日本男性的前五年首要問題為生

活適應與語言，而第二個五年則是子女教育、受到歧視及教導子女能力不足的問

題。若由子女年齡反推母親來台年數，為數不少的新移民女性，多數至少已經邁

入第十三年至十五年，是否因其特殊的背景因素對子女的教導能力不足或是已經

漸漸適應台灣的生活因而影響孩子的學校生活適應是本研究將列為探討重點。 

  七、 社經地位 

許多學者指出，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兒童、青少年，其生活適應狀況較好：如 

趙富年(1980)發現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國中生有較強自尊心、自信心，善於與他人

相處；徐綺櫻(1993)、洪智倫(1994)皆發現社經地位愈高，學童或國中生有較少

的行為困擾、較好的生活適應；同樣的，Schludermann 和 Shirin (1996)在研究

青少年的家庭背景，也發現家庭背景愈好，則青少年的生活適應愈好。黃保勝(1997)

對轉學生的學校適應也有同樣的發現，高社經地位的轉學生在師生關係上，高於

低社經地位家庭的轉學生，中社經地位的轉學生在學習適應、心理適應方面，高

於低社經地位的轉學生，整體來說，中高社經地位的轉學生在總適應上較低社經

地位的轉學生好。 

    但也有研究顯示，社經地位不同之兒童或國中生生活適應方面並無差異：如

莊明貞(1983)指出家庭社經背景和國中學生的學校適應行為並無顯著差異，但在

同儕關係項目中，中社經地位較低社經地位適應良好；而簡茂發、何金針(1987)

發現不同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在「社會成熟性」適應方面有差異，其中，低社經學

生在社會成熟性適應方面優於高社經地位，但是高社經地位與中社經地位之差異

並不顯著，他們認為可能因為研究對象不同為國中生之故。 

    根據研究發現，徐慕蓮（1986）的研究發現，國小新生家庭因素中，以其家

庭社經地位，對其學校生活之影響最為顯著。劉秀燕（2003）研究指出新移民女

性子女由於受到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度較放任疏忽，家庭成員溝通困難，

家庭衝突頻繁及主要照顧者語言能力不好，忙於家務生計等不利因素影響，致使

其子女在行為表現上似乎有負面表現，學業成就較低落，語言程度較差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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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璣萍（2003）普查高雄市所有一、二年級新移民女性子女進入小學候的學

習適應狀況，以問卷調查方式請各班教師填答，發現新移民女性子女在學校適應

上確實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現況，父親之社經地位及籍貫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

響；母親之語文能力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響。謝慶皇（2004）在探討「新移民

女性子女的學習成就表現，與其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及語言溝通等社會脈落的關

係」時發現：雖然新移民子女家庭社經地位不佳，但對孩子學習成就並未造成很

大影響。 

鍾文悌（2005）在「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中指

出，低年級及中高年級新移民女性子女整體學業表現與整體生活適應不因社經地

位不同有所差異；但中高年級新移民女性子女在數學、社會、自然與科技及學習

適應上因社經地位不同有所差異。黃婉玲（2004）在「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家

庭環境與學習適應情形之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影響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

學習適應。陳金蓮（2005）家庭社經地位低落是影響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適應的

重要因素。 

綜合以上文獻可以知道，多數研究（車達，2004；林璣萍，2003；劉秀燕，

2003；陳碧容，2003；蔡榮貴，2004）結果顯示跨國婚姻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子女

的學校生活適應確實有影響，社經地位越高者子女的適應越佳。與上述研究不同

的結果，柯淑慧（2003）和謝慶皇（2004）卻發現兩者間沒有絕對關係。此外鍾

文悌（2005）發現低年級學生的生活適應不受家庭社經地位所影響；中高年級新

移民子女的生活適應則受社經地位所影響。家庭社經地位高低影響著學校生活適

應，雖然大多數學者研究都指出，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學校生活適應的情況愈佳。

但也有些研究指出並未發現社經地位和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因此，來自不

利社經地位家庭的生相較於中、高經地位下所呈現的不利現象，便實際反應在孩

子的學校生活適應上。本研究家庭社經地位參照 Hollingshead（1965）雙因素社

會地位指數方法，新移民家庭中決定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往往取決於父親的部

分，對於父親的教育與職業是否會影響新移民國中子女其學校生活適應，研究者

將進一步探討家庭社經地位和學校生活適應的關係。 

  八、家庭完整性 

自古以來，家庭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組織。個人的生存、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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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續、文化的傳承、國家的建立，莫不以家庭為根據。雖然，隨著社會的變遷

與文化的進步，家庭結構的逐漸改變，跨文化家庭組合更加特殊，家庭的功能也

起了質的變化，但是家庭仍是人類社會生活的重心所在。在許多研究發現家庭是

影響國中小學生之生活適應情形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家庭結構之完整性是其中

一項重要關鍵。王伯元（1999）、余啟名（1994）、高明珠（1999）、路博瀛（1993）

及趙富年（1983）在研究中發現：單親家庭學生其生活適應情形不如來自完整家

庭的學生。但在王沂釗（1994）的研究發現男女青少年其個人適應情形，不會因

為生長在完整或離婚家庭中而有所差異。 

雙親家庭子女的學業成就優於單親家庭子女，因為單親家庭的子女知覺的父

母鼓勵和注意比雙親家庭少（Aston＆Mclanahan，1991；王鍾和，1993）。 

Paula（1995）指出家庭破碎、家庭疏於關心、家庭價值理念衝突等都是導致

美國中學生輟學的重要因素，而許多新移民女性家庭因素為老夫少妻，若適應不

良、溝通不足、個性不合及經濟問題或是親族誤解易導致婚姻破裂，她們需要獨

立撫養子女，或是拋夫棄子家門，而這些失親的孩子，若沒有替代照顧系統，對

於生活及學業成就可能會有極大影響。 

可見，家庭結構之完整之完整性是否會影響國中小學生之生活適應，多位學

者在研究中有不同發現，值得我們進一步再做探討。 

九、親友支持系統 

許多新移民女性因為不會中文，來到台灣後，在家族中若沒有人成為生活中

的導師，除先生外，最有可能的就是公婆或妯娌，若是親族關係融洽，從孩子的

照顧、教養、課業的督導與老師的溝通、遇到困難的協助者…等，都可以有人從

旁協助翻譯或引導，不但加速新移民女性適應新的環境以及家庭經營，也可以彌

補對子女教養的不足，是否當親友的支持系統進入會對新移民女性子女在適應上

造成影響是本研究想瞭解重要變項之ㄧ。 

叄、教育關注與學校生活適應 

學童知覺父母、師長對其課業關心、指導、投注的程度，往往經由子女本身

的知覺發揮效用（朱瑞玲，1989）。Martin（1984）認為父母對學生教育的態度

會影響其子女學校生活適應行為。而Reynods和Gill（1994）也認為父母態度及行

為的影響對學生的學校適應有影響（引自羅婉麗，2001）。楊肅棟（2001）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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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若是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較高，常與學校教師，或是其他家長保持聯絡，

常與孩子討論功課等，代表有較高的社會資本，有助於學童的學業成就。而學校

教師最常透過聯絡簿來和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溝通，在家庭中母親通常為孩子的主

要照顧者，若這時因為看不懂中文或無法用言語回答時，孩子的學業成就是否會

因為溝通不良而受到影響，在校的學習適應出現問題；也由於新移民女性家庭較

多為低社經地位家庭，父親常需外出工作，而管教孩子及課業輔導部分都落在外

籍母親身上，因此新移民女性家庭子女的課業輔導往往須由學校辦理課業輔導或

是由外面的安親班（補習班）來替代，學校的課業輔導是否能真能幫助新移民女

性子女在學習上的弱勢，安親班是否真能發揮替代新移民女性協助孩子的課業，

是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故將主要照顧者、聯絡簿簽閱者、學習輔導列為本研究

之變項。 

 

第五節 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以往有關跨國婚姻的研究，研究對象多以新移民女性為主，近兩年來新移民

子女進入學校就讀，有關新移民女性與其子女的研究，漸漸受到重視，相關研究

陸續出爐。 

茲將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生活適應相關研究，依據自我適應、學習適應、師

生關係、同儕適應說明如下，藉以瞭解相關研究結果： 

一、新移民女性子女「自我適應」相關研究 

陳碧容（2004）研究發現新移民子女的自我適應得分高於整體適應，且在學

校生活適應的五項適應中，以自我適應得分最高。熊淑君（2004）針對台北縣82

名新移民女性的高年級子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新移民女性與本國籍女性及不同

社經地位的新移民女性的國小高年級子女在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  

與陳碧容研究結果不同，車達（2004）的研究卻指出在剛入學的一、二年級

新移民子女，並未明顯感覺到母親身份差別所帶來的影響；然而到了三、四年級，

隨著學童觀察能力的更為成熟及交友的生活圈更為擴大，對於自己母親面貌較

黑、語言表達不流暢、母親與教師溝通表達不流暢，或是爸爸不願在公開的場合

提到外籍的媽媽等情形，讓孩子開始意識到自己母親與別人的母親不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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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童的認知及年齡繼續成長，逐漸對母親的異國身份產生困惑，對於自身身份

的認知也從一無所悉到產生疑惑，進而產生體會而感到自卑，且因受到社會標籤

的誤導而產生排斥母親的情形。  

謝慶皇（2004）研究中的新移民子女曾有同學當面說他的媽媽是「外籍配偶」，

原本嘻笑的臉，頓時沉了下來；另一位小朋友的皮膚黝黑，班上同學都說他黑，

父母因而到校關心與老師溝通。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學校同儕對新移民子女的看

法與對待，會影響到他們的自我適應。  

若是社會對於這群新移民及其子女，抱持正面的多元文化觀而加以尊重。則

這群新台灣之子將能夠承襲母系及父系的不同語言及文化，並在認知及智能上應

該會承襲多元文化所形成的學習優勢，對於社會不但不會形成負擔，反使社會更

有其彈性與競爭力；反之，若是社會缺乏多元文化的包容力，則外來種族在某些

層面上的先天弱勢會被更為放大，不但會對社會造成負擔，假以時日更會造成族

群間情感的撕裂，決非台灣社會之福（車達，2004）。孩子居家時受到家長的關

愛，在校時與同儕相處融洽，且師長多給予新移民子女鼓勵與公平的對待，儘管

母親與他人不同，但只要社會大眾能具備多元開放的精神，包容差異的存在，給

新移民女性及子女更多的空間，將有助於他們的自我適應。 

二、新移民女性子女「學習適應」相關研究 

柯淑慧（2004）以基隆市國小一年級學生中的外籍母親與本籍母親之子女學

業成就之比較研究發現：本籍母親之子女學業成就高於外籍母親之子女，尤其數

學領域成就達顯著差異。 鄧秀珍、林昆輝、蔡馥如與鄧秀桃（2004）研究中的新

移民子女學童，有較高的比率會擔心國語困難（32.5﹪）、數學困難（23.75﹪）。

楊淑朱、邢清清、翁慧雯、吳盈慧與張玉巍（2004）研究結果也顯示新移民子女

在校學業成就表現普遍以「語文領域」的表現最差；其次是「數學領域」。 综上

所述，研究顯示新移民子女學習上較感困難的領域，以國語、數學等主要領域為

主（柯淑慧，2004；鄧秀珍等人，2004；楊淑朱等人， 2004；蔡榮貴等人，2004）。

因著功能性的文盲，新移民女性欠缺識字能力，無法協助子女解決課業上的疑難；

也因家庭經濟因素的考量，無法到安親班上課，新移民子女學習上的問題皆有賴

於班級教師主動關懷、協助其子女學習，且需仰賴學校辦理課後輔導進行個別指

導並加強學校的認輔制度，來協助她們處理小孩的教育問題（陳烘玉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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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璋，2004）。 

部份研究認為新移民子女學習程度落後於母親為本國籍的學生，也有研究顯

示新移民子女的學業成就不比一般學生差，他們需要公平的看待。以下將研究結

果區分成「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不及一般學生」與「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與一般

學生無異」來加以探討。  

（一）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不及一般學生  

多數研究與調查（車達，2004；林璣萍，2003；柯淑慧，2004；陳碧容，2004；

鄧秀珍等人，2004；楊淑朱等人，2004；劉秀燕，2003；蔡榮貴等人，2004；鍾

文悌，2005）結果顯示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較一般學生落後，且以國語、數學等

主要學科為甚。  

車達（2004）研究的低年級的個案當中，有部份學生口齒不清、發音錯誤及

詞彙缺乏等語言學習遲緩的問題。就個案的導師觀察，孩子在剛入學的第一個學

期，可以感覺得到新移民子女在使用國語方面，明顯的較一般孩子生澀；在文句

的理解方面亦較一般學生弱。但是部分學童此一現象在入學後半年到一年之後便

漸漸改善，他肯定學校的國語教育成功；可是研究對象中仍有相當數量的個案有

適應不佳、學習表現不受老師肯定的情形。  

陳碧容（2004）研究指出新移民子女的學習適應低於整體適應，且在學校生

活適應的五項適應中，以學習適應得分最低。林璣萍（2003）研究也發現新移民

女性子女確實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情況，且父親的社經地位及籍貫對子女的學校

適應有影響，父母親之語文能力、母親之原國教育、華裔背景對子女的學校適應

有影響。特別的是新移民子女接受現有輔導措施愈多者，其學業成就表現愈低。 鄧

秀珍等人（2004）國小學童中外籍新娘子女與本籍婦女之子女生活難題及學習問

題之比較分析中發現在需要幫助的情形，外籍學童有顯著高度需求（40％），大

大高於本籍學童（16％），顯示外籍學童確實有顯著的學習困難或生活難題。  

楊淑朱等人（2004）針對雲林縣新移民女性配偶子女在校狀況之調查研究，

發現雲林縣新移民女性配偶子女中大約有四成的幼兒園所學童及五成的國小學童

出現學習上的問題。幼兒園所及國小學童在「是否喜歡上學」及「做任何事是否

能堅持到底」皆達顯著差異，學習意願有偏低的情形。  

蔡榮貴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外籍女性配偶子女之父母親社經地位普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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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子女學習成就會因背景的不同而有差異，多數外籍女性配偶子女在學校主

要學科的學習成就相對較低。  

此外，劉秀燕（2003）則發現新移民子女由於受到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

態度較放任疏忽、家庭成員溝通困難、家庭衝突頻繁及主要照顧者語言能力不好、

忙於家務生計等不利因素影響，致使新移民子女在行為表現上有負面表現、學業

成就較低落、語言程度較差的現象；在學業成就上，語文發展能力較為遲緩。鍾

文悌（2005）針對屏東縣的新移民子女所做的調查研究顯示：新移民子女在學業

表現上確實較為落後。從新移民子女的學業表現中發現，一年級在各學科領域上

與一般學童比較，有顯著的落後現象，可以看出新移民子女在學前教育的接受上，

可能有起步較晚或不足的現象，因此造成其在小學階段剛入學的第一年，學業表

現上較一般學童不佳。隨著年級的增加及和同儕相處時間的增長，新移民子女在

逐漸適應學校生活及學習方式後，學業表現上與一般學童的差異就減少了，不過

由於在上了高年級之後，一些學科的困難度加深，在缺乏適當補教教學，同時家

中也無人能提供適當協助的情形下，其學業表現與一般學童又形成了顯著的差

異。台北市教育局在2003年十月清查全市小學共兩千一百九十九名新移民女性子

女，經調查有33.29﹪、38.11﹪出現學業、生活適應欠佳，係因語言溝通障礙、

居於經濟弱勢與受限於文化差異所造成（引自林照真，2004a）。 

（二）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與一般學生無異  

另有研究（林忠仁、賴金河，2004；陳烘玉等人，2004；陳湘淇，2004；謝慶

皇，2004）結果顯示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與一般學生無異，甚至更好，且在語文

程度方面也沒有低落的情形，此項發現與前述研究結果截然不同。  

陳烘玉等人（2004）發現台北縣新移民女性子女的學業成就不比一般狀況差，

有四成的孩子相當好，為全班成績排序前三分之一，而表現較弱的人數比例，則

與一般狀況差不多。  

另有林忠仁、賴金河（2004）針對台北縣一千八百七十七名新移民女性子女，

九十二學年度在校的國語文成績分析，優等占3.5％、甲等占74.1％、乙等占16.4

％、丙等占3.4％、丁等占1.7％、戊等占1.0％，呼應陳烘玉等的研究，新移民子

女的學業表現不比一般狀況差（引自陳烘玉等人，2004）。  

陳湘淇（2004）探究新移民子女在母親語言因素的影響下，智力、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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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業成就之研究發現：新移民子女與對照組兒童在智力、語文能力、上下學期

各學習領域與整體學業成就表現上無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與一般大眾認知外籍

配偶子女的語文能力、智力表現及學業成就表現會不如一般兒童之認知事實不符。  

謝慶皇（2004）新移民子女學業成就及其相關因素探討指出新移民子女在注

音符號、國語科的學業成就表現，並未顯示受到不利的影響，國語科成績高過數

學，整體學業成就超越同儕。  

其實新移民子女的身份並不是主要影響其學習成就的因素，如同台北縣萬里國

小每四名學生就有一名具特殊身分，包括原住民、單親、低收入戶、隔代教養，

以及新移民子女。放學後老師會付出額外的時間協助他們完成功課，並相信只要

能夠按時交作業，這些文化不利的孩子便有了自信心，也就能急起直追（陳慧屏，

2003）。不要對新移民子女存有偏見，將他們視為一般的學生，只要教師能盡力

去教導學生，相信他們並不會比別人差。  

三、新移民女性子女「師生關係」相關研究 

「師生關係」是指新移民子女和任課教師間的相處情形。在新移民子女師生

關係相關研究中，也同樣有兩種相異的結果產生，有的研究（陳烘玉等人，2004；

鄧秀珍等人，2004）發現他們的師生關係不佳，需要特別關注；有的研究（陳碧

容，2004；謝慶皇，2004）則指出他們的師生關係與一般生無異，甚至較一般學

生與老師的互動更好。 陳碧容（2004）研究指出新移民子女的學校生活適應都在

中等以上，其中以自我適應最佳，其次依序為師生適應、學校環境適應、同儕適

應、學習適應，學習適應最差，但都在中上程度，情況良好。謝慶皇（2004）發

現學校老師在接觸新移民子女前會擔心，但進入學習課程後，就覺得他們和本地

小孩並沒有差別，也不會另眼相待，完全一視同仁。  

但是有部分教師對新移民子女存在著某種程度的偏見與歧視，認為他們的反應

與能力相對於一般學生較差。學者夏曉鵑曾聽一名小學教師很自信地說：  

「那種笨笨呆呆的，還有過動的，我一看就知道是外籍新娘的小孩，他們問題

真的很多！」（引自陳慧屏，2003）  

鄧秀珍等人（2004）研究外籍學童及本籍學童十大生活難題分布情形中，較有

差異的是外籍學童較擔心同儕關係、捉弄鬥毆、師生關係、自我傷害，且以上四

項比本籍學童排名較前。陳烘玉等人（2004）的研究也發現新移民子女的師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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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近四成適應，低於平均數，需要關注與改善。  

四、新移民女性子女「同儕適應」相關研究  

「同儕關係」是指新移民子女與同儕間相處的情形。有研究顯示新移民子女

在校的同儕關係不佳或較擔心自己的同儕關係（鄧秀珍等人，2004；劉秀燕，

2003）；另一部分的研究則指出，新移民子女在校的同儕關係良好，與一般學生

無異（陳烘玉等人，2004；陳碧容，2004；黃琬玲，2005；楊淑朱等人，2004；

蔡榮貴等人，2004；謝慶皇，2004）。  

鄧秀珍等人（2004）的研究也顯示外籍學童及本籍學童十大生活難題分布情

形中，較有差異的是外籍學童較擔心同儕關係。劉秀燕（2003）也同樣指出新移

民子女的同儕關係不佳， 行為表現上，負面行為表現較多，如打架、遊蕩、頂撞

大人等。  

不同的是陳烘玉等人（2004）的研究從問卷或教師訪談中發現，新移民子女

並無嚴重生活適應不佳的情形出現，訪談時老師們普遍認為，新移民女性子女的

表現，在人際關係、同儕互動等方面與一般的學生一樣。而且根據此研究中新移

民女性子女生活適應表現統計資料顯示近六成的學生高於平均數，同儕互動（低

年級 55％、高年級 89％）適應最佳。楊淑朱等人（2004）的研究亦發現雲林縣新

移民子女在幼兒園所及國小階段的同儕關係大部分 表現良好。而蔡榮貴等人

（2004）的調查研究中，整體上新移民子女在學校生活適應表現與一般學生相當。  

謝慶皇（2004）訪談中發現新移民子女的人緣不錯，同儕間溝通良好。黃琬

玲（2005）研究發現新移民子女的同儕互動未受到種族影響，反而人格特質的影

響程度大於其為新移民子女的身分。  

由熊淑君（2004）的研究中可知，新移民女性與本國籍女性的國小高年級子

女在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上沒有顯著差異，且不同社經地位的新移民女性之國小

高年級子女在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也無顯著差異，新移民女性並非影響子女自我

適應與人際適應的因素。但是新移民女性之國小高年級子女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

係具顯著相關。  

鍾文悌（2005）研究的結果在人際關係層面上低年級平均得分較高，其主要

原因可能是由於低年級的學生較為單純無心防，容易與同學打成一片及接近老師

的緣故，彼此間的差異情形則是差不多。中高年級隨著年級的增長，由於學科難



 52

度的增加，連帶著可能會使某些學生在學習適應上遇到困難；再加上心智漸漸成

熟後，人際關係之間的互動可能會產生一些排斥及分野的情況，所以在學習適應

及人際關係上的得分較常規適應稍差，只有表現尚可，顯示其在學習適應、師生

互動及同儕相處上有待加強。 

茲將上述新移民女性配偶子女學校生活適應與一般學童表較的研究結果，依

據本研究學校生活適應內涵，統整如表2-5-2。 

表2-5-1  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生活適應各層研究結果彙整表 

 自我適應 學習適應 師生關係 同儕適應  

 

研究者 

 

年代 

適
應
困
難 

無
異 

適
應
較
好 

適
應
困
難 

無
異 

適
應
較
好 

適
應
困
難 

無
異 

適
應
較
好 

適
應
困
難 

無
異 

適
應
較
好 

林璣萍 （2003）             

劉秀燕 （2003）             

車達 （2004）             

柯淑慧 （2004）             

陳烘玉等 （2004）             

陳碧容 （2004）             

陳湘淇 （2004）             

楊淑朱等 （2004）             

鄧秀珍等 （2004）             

熊淑君 （2004）             

蔡榮貴等 （2004）             

謝慶皇 （2004）             

蔡玲雪 （2004）             

黃婉玲 （2005）             

鍾文悌 （2005）             

周秀潔 （2005）             

註：標示 為與一般學童比較結果。本研究者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