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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家效度問卷 

題目：台北縣新移民女性的國中子女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     【專家效度】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你（妳）平日家中家人互動情形及在學校的適應情況，

以作為提出輔導方案的參考。這份問卷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對或錯。您的答案

純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與您的學業成績無關。我們也不會對外公布您的資料，

請您放心的填答。 

請您先閱讀填答說明後，在依據較適合您的選項逐題填寫。每題只有一個答

案。您的每個答案，對學術研究都有很大的影響，請您仔細填寫。 

感謝您的幫忙！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 

                                      指導教授：林歐貴英  教授 

                                                   研 究 生：余淑貞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二月 

 

【第一部份  個人資料】                                        問卷編號： 

_______1.性別（1）男 （2）女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父母婚姻狀況 

（1） 同居 （2）分居 （3）離婚 （4）父亡 （5）母亡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3.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 

（1）母親 （2）父親 （3）主要照顧者 （4）伯叔父 （5）嬸伯母 （6）

繼父 （7）繼母 （8）其他人：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4.有否接受過學校補助教學服務【可複選】 

（1）從未接受過課堂外的其他學習服務  

（2）接受資源班服務，從    年級開始（3）轉介輔導處個案輔導  

（4）接受教育優先區輔導            （5）班級教師自行課後輔導  

（6）班級愛心媽媽輔導              （7）參加校外安親班    

（8）其他狀況：          。【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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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5.家庭聯絡簿主要簽名者 

（1）母親 （2）父親 （3）祖父母 （4）伯叔父 （5）嬸伯母 （6）繼 

 父 （7）繼母 （8）其他人：                        （9）無人查閱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6.何種學習領域最弱 

（1）語文 （2）數學 （3）社會 （4）自然與生活科技 （5）藝術與人 

 文 （6）健康與體育 （7）綜合活動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第二部份  父親資料】 

_______7.父親年紀是 

（1）在 25 歲以下（2）在 26～30 歲 （3）在 31～40 歲 （4）在 41～50 

 歲 （5）在 51～60 歲 （6）在 60 歲以上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 8.父親職業 

請寫出職業名稱或工作內容：                                            。  

（如：無業、攤販、商店老闆、佃農、漁夫、管理員、清潔工、送報、、搬運、

抄表、版模工、油漆工、自有土地農人、會計師、中小學老師、律師...）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9.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請參考身心障礙手冊登錄類型） 

（1）無 （2）視覺障礙 （3）聽覺障礙 （4）肢體障礙 （5）顏面損傷  

（6）智能障礙 （7）多重障礙 （8）失智症 （9）自閉症 （10）植物人  

（11）平衡機能障礙 （12）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3）重要器官師功能  

（14）慢性精神病患者 （15）頑性癲癇症 （16）罕見疾病  

（17）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0.父親教育程度 

（1）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 （3）國中 （4）高中 （5）專科 （6） 

 大學 （7）研究所以上（碩博士） （8）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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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11.父親籍貫 

（1） 閩南人 （2）客家人 （3）大陸各省 （4）原住民 （5）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2.父親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 閩南語 （2）客家話 （3）一般國語 （4）原住民語 （5）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第三部份  母親資料】 

_______13.母親年紀是 

（1）在 25 歲以下（2）在 26～30 歲 （3）在 31～40 歲 （4）在 41～50 

 歲 （5）在 51～60 歲 （6）在 60 歲以上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4.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請參考身心障礙手冊登錄類型） 

（1）無 （2）視覺障礙 （3）聽覺障礙 （4）肢體障礙 （5）顏面損傷  

（6）智能障礙 （7）多重障礙 （8）失智症 （9）自閉症 （10）植物 

 人 （11）平衡機能障礙 （12）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3）重要器官 

師功能 （14）慢性精神病患者（15）頑性癲癇症 （16）罕見疾病  

（17）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5.母親有無就業 

（1）無 （2）有：工作內容：         ； 每日約工作          小時。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6.母親在原國家的教育程度（以受教年數轉換成本國年數） 

（1）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 （3）國中 （4）高中 （5）專科 （6） 

 大學 （7）研究所以上（碩博士） （8）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7.母親來台後有無接受華文教育（含成人教育、國小補校、外籍新娘識

字班之總計） 

（1）無 （2）約一年以下 （3）一年以上～二年 （4）二年以上～三年  

（5）三年以上～四年 （6）四年以上～五年 （7）五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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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8.母親在台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 閩南語 （2）一般國語 （3）客家話（4）英文（5）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19.母親國籍 

（1）大陸籍 （2）印尼 （3）越南籍 （4）泰國 （5）菲律賓 （6）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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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0.母親是否為華僑（1）是 （2）否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1.母親在原居地的娘家是否會說華語 

（1）不會說 （2）會說閩南語 （3）一般國語 （4）客家話 （5）潮州 

 話（6）廈門話 （7）廣東話 （8）其他：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2.母親來台時間 

（1）約 1年以下 （2）約 1 年以上～3年 （3）約 3年以上-5 年  

（4）約 5年以上-7 年 （5）約 7年以上-9 年 （6）約 9年以上-11 年  

（7）約 11 年以上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3.母親目前仍繼續住台灣 

（1） 是 （2）已回原居地 （3）不知去向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_______24.生活中有無其他人可以幫忙處理事情【可複選】 

（1）沒有人幫忙 （2）奶奶 （3）爺爺 （4）大伯或伯母 （5）叔叔或 

 嬸嬸（6）鄰居 （7）其他人，如：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第四部分  學校生活適應調查問卷 】 

1.這部分問卷主要是想瞭解你（妳）的學校生活適應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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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個題目都沒有標準答案，只要依實際情況來填答就可以了，但請務必每一題

都要回答。 

3.每個題目後面都有四個選項，但只能有一個答案，請仔細想過後，圈選適合的

答案。 

4 非常感謝你（妳）的合作。 

例題：我喜歡自己……………………………………………………1   2   3   ④ 

                                                        很  同  不  很 

                                                        同  意  同  不 

                                                        意      意  同 

                                                                    意               

1. 我能每天心情都很愉快……………………………………………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2. 我知道自己有一些缺點，但我也有優點…………………………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3. 我不喜歡別人知道我媽媽是外國人………………………………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4. 我對自己的長相很滿意……………………………………………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5. 我能很明確的說出自己喜歡和討厭的事…………………………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6. 假如可以的話，我希望可以不用上學……………………………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7. 老師規定的功課我才做，沒有規定的我就不做…………………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8. 我覺得老師上課講的東西很多我都聽不懂………………………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9. 我能於遊戲時盡情玩樂，也能於做功課時專心一意……………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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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0.每天都能夠把老師交代的功課做完………………………………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1.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找老師討論………………………………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2.老師請我幫他拿東西時，我會很高興……………………………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3.我覺得老師不瞭解我（導師）……………………………………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4.我經常無緣無故的被老師罵………………………………………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5.我覺得老師知道我的學習狀況……………………………………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6.老師對同學都很公平，不會偏心…………………………………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7.我覺得同學會在背後講我的壞話…………………………………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8.我覺得我們班的同學會看不起我…………………………………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19.遇到困難時我會向同學求救………………………………………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20.我很高興能跟現在的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學習或玩耍…………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21.如果有同學有不懂的來問我，我很樂意告訴他…………………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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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22.每次討論我都覺得其他同學是錯的，我才是對的，他們要聽我的 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23.班上同學都能夠互相幫忙，大家很合作…………………………1   2   3   4 

□適合    □不適合，專家意見是：                                     

               

綜合意見欄 

 

 

 

 

 

 

 

 

 

 

 

 

問卷至此結束，誠摯感謝您百忙之中惠賜卓見，您辛苦了！謝謝！ 

躺有任何指正，住址：台北縣汐止市樟樹二路 135 號～余淑貞 

TEL：09281*****、2643****或 

E-mail：yujean2001@yahoo.com（不用加 tw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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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專家效度修正意見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1.性別（1）男（2）女 陳：將就讀國中：     就讀年級:      

列入第一題 

 

2.父母婚姻狀況 

（1）同居（2）分居（3）離婚（4）父亡

（5）母亡（6）其他   。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1）同住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1）有婚姻關

係且同住 

2.父母婚姻狀況 

（1）有婚姻狀況且同住（2）分居

（3）離婚（4）父亡（5）母亡

（6）其他   。 

3.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 

（1）母親 （2）父親 （3）主要照顧者 

（4）伯叔父 （5）嬸伯母 （6）繼父 

（7）繼母 （8）其他人：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加註【單選】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8）其他人：

    。加註【請說明】 

黃*：題目：家庭主要照顧你的人是： 

3. 家庭主要照顧你的人是 

（1）母親 （2）父親 （3）主要照

顧者 （4）伯叔父 （5）嬸伯母 

（6）繼父 （7）繼母 （8）其他

人：        【請說明】 

4.接受過學校補救或教學服務【可複選】 

（1）從未接受過課堂外的其他學習服務

（2）接受資源班服務，從    年級開始

（3）轉介輔導處個案輔導             

（4）接受教育優先區輔導（5）班級教師

自行課後輔導（6）班級愛心媽媽輔導

（7）參加校外安親班   （8）其他狀

況：       【請說明】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你是否接受過

學校補救教學或校外教學服務？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參加過學校補

救教學或教學服務；（4）接受學校辦理

之課後輔導（教育優先區） 

黃*：（可複選）你是否參加過下列學校

補救教學或校外教學服務（可複選） 

4.你是否接受過學校補救教學或校

外教學服務？（可複選） 

（1）從未接受過課堂外的其他學習

服務（2）接受資源班服務，從    

年級開始（3）轉介輔導處個案輔導  

（4）接受學校辦理之課後輔導（教

育優先區輔導）（5）班級教師自行

課後輔導（6）班級愛心媽媽輔導

（7）參加校外安親班   （8）其他

狀況：       【請說明】 

5.家庭聯絡簿主要簽名者 

（1）母親（2）父親（3）祖父母 （4）

伯叔父（5）嬸伯母（6）繼父 （7）繼母 

（8）其他人：                  （9）

無人查閱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與第 6題一致

加上『鄰居』 

黃*：你的「……」是（不知國中生是否

還用家庭聯絡簿） 

5. 你的.家庭聯絡簿主要簽名者是 

（1）母親（2）父親（3）祖父母 

（4）伯叔父（5）嬸伯母（6）繼父 

（7）繼母 （8）鄰居（9）無人查

閱（10）其他人：     【請說明】

6.當家中遇到困難時，除了爸媽之外，會

幫忙處理的人有哪些【可複選】 

（1）沒有人幫忙 （2）奶奶 （3）爺爺 

（4）大伯或伯母 （5）叔叔或嬸嬸 

（6）鄰居 （7）其他人，如：   。       

陳*：修改後選用。選項:（4）伯父或伯

母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7）其他人：

    。加註【請說明】 

 

當家中遇到困難時，除了爸媽之

外，會幫忙處理的人有哪些【可複

選】 

（1）沒有人幫忙 （2）奶奶 （3）

爺爺 （4）伯父或伯母 （5）叔叔

或嬸嬸 （6）鄰居 （7）其他人，

如：     【請說明】 

7.哪一種學習科目最強 

（1）國文（2）英文（3）數學（4）歷史

（5）地理（6）公民（7）美術（8）音樂

（9）表演藝術（10）生物（11）理化

（12）自然與生活科技（13）健康教育

（14）體育（15）輔導活動（16）家政 

（17）童軍（18）其他：  。【請說明】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太多項目可否

有些科目合併成領域。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你覺得自己那

一科目的學習最強？ 

蔡：修改後採用。選項：（12）省略自

然（即為生活科技） 

黃*：在你所有功課中，……… 

7.在你所有功課中，.哪一種學習科

目最強 

（1）國文（2）英文（3）數學

（4）歷史（5）地理（6）公民

（7）美術（8）音樂（9）表演藝術

（10）生物（11）理化（12）生活

科技（13）健康教育（14）體育

（15）輔導活動（16）家政 （17）

童軍（18）其他：   。【請說明】

8. 哪一種學習科目最弱 

（1）國文（2）英文（3）數學（4）歷史

（5）地理（6）公民（7）美術（8）音樂

（9）表演藝術（10）生物（11）理化

（12）自然與生活科技（13）健康教育

（14）體育（15）輔導活動（16）家政 

（17）童軍（18）其他：  。【請說明】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太多項目可否

有些科目合併成領域。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你覺得自己那

一科目的學習最強？ 

蔡：同上 

黃*：在你所有功課中，……… 

8. 在你所有功課中，.哪一種學習

科目最弱 

（1）國文（2）英文（3）數學

（4）歷史（5）地理（6）公民

（7）美術（8）音樂（9）表演藝術

（10）生物（11）理化（12）生活

科技（13）健康教育（14）體育

（15）輔導活動（16）家政 （17）

童軍（18）其他：   。【請說明】

第二部份父親資料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9.父親年紀是 

（1）在 25 歲以下（2）在 26～30 歲 

（3）在 31～40 歲（4）在 41～50 歲 

（5）在 51～60 歲（6）在 60 歲以上 

黃*：建議空白讓學生填寫 9. 父親年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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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父親資料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10.父親職業請寫出職業名稱或工作內 

容:                     。  

（如：無業、攤販、商店老闆、佃農、漁

夫、管理員、清潔工、送報、、搬運、抄

表、版模工、油漆工、自有土地農人、會

計師、中小學老師、律師...）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請寫出父親職

業請寫出職業名稱或工作內容……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建議將職業系

統分類，以利後續統計分析。例如：

（1）農（自有土地農人、佃農、果農-

）（2）工（清潔工、搬運工、模板工-

）（3）商（4）漁（5）法（6）教育

（7）科技（8）無業（9）其他……… 

黃*：建議改為社經地位量表 

10.請寫出父親的職業類別並從職業

選項 1-5 中選出最是當代碼，加以

填入。 

11.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請參考身心

障礙手冊登錄類型） 

（1）無（2）視覺障礙（3）聽覺障礙 

（4）肢體障礙（5）顏面損傷（6）智能

障礙（7）多重障礙（8）失智症（9）自

閉症 （10）植物人（11）平衡機能障礙 

（12）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3）重要

器官師功能（14）慢性精神病患者 

（15）頑性癲癇症（16）罕見疾病（17）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 

黃*：父親……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父親有無身心

障礙手冊證明；選項：增加（3）不清楚

11.父親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無（2）有 

12.父親教育程度 

（1）未接受過學校教育（2）國小 （3）

國中（4）高中（5）專科（6）大學（7）

研究所以上（碩博士）（8）其他：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1）不識字或

接受過學校教育；（5）（6）合併成大

專 

 

12. 父親教育程度 

（1）不識字或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 （3）國中（4）高中

（5）大專（6）研究所以上（碩博

士）（8）其他：     【請說明】 

13.父親籍貫 

（1）閩南人（2）客家人（3）大陸各省 

（4）原住民 （5）其他： 

蔡：修改選用。選項：外省人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本國籍：

（1）閩南人（2）客家人（3）大陸各省 

（4）原住民 （5）其他 

外國籍：（1）印尼（2）越南（3）泰國

（4）菲律賓（5）馬來西亞（6）緬甸

（7）柬埔寨（8）美國（9）墨西哥

（10）其他人：    。 

13.請問您父親是哪裡人 

本國籍：（1）閩南人（2）客家人

（3）大陸各省 （4）原住民 （5）

其他         【請說明】 

外國籍：（1）印尼（2）越南（3）

泰國（4）菲律賓（5）馬來西亞

（6）緬甸（7）柬埔寨（8）美國

（9）墨西哥（10）其他：    【請

說明】。 

14.父親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閩南語（2）客家話（3）一般國語 

（4）原住民語（5）其他：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5）其

他：    。加註【請說明】 

蔡：修改後採用。（3）國語 

14.父親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閩南語（2）客家話（3）國語 

（4）原住民語（5）其他：   【請

說明】 

第三部份  母親資料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15.母親年紀是 

（1）在 25 歲以下（2）在 26～30 歲 

（3）在 31～40 歲 （4）在 41～50 歲  

（5）在 51～60 歲 （6）在 60 歲以上 

黃*：空白比較方便統計 15. 母親年齡是 

16.母親的稱謂 

（1）生母 （2）養母 （3）繼母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母親的身分；

選項：修改（2）繼母（3）養母 

蔡：同學研究對象，只研究生母是外籍

配偶者，還是其他類 

16. 母親的身分 

（1）生母 （2）繼母（3）養母 

17.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請參考身心

障礙手冊登錄類型） 

（1）無（2）有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母親有無身心

障礙手冊證明；選項：增加（3）不清楚

17. 母親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無（2）有 

18.母親的工作狀況 

（1）母親沒有在工作賺錢 

（2）我的母親在家裡工作賺錢 

（3）我的母親在外面工作 

（4）其他：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1）母親沒有

在工作（2）母親在家裡工作賺錢（3）

母親在外面工作 

蔡：母親若有工作，從事何種工作 

黃*：（3）………賺錢 

18. 母親的工作狀況 

（1）母親沒有在工作（2）母親在

家裡工作賺錢（3）母親在外面工作

賺錢（4）其他：      【請說明】

19.母親在原國家的教育程度（以受教年

數轉換成本國年數） 

（1）未接受過學校教育（2）國小（3）

國中（4）高中（5）專科（6）大學 

（7）研究所以上（碩博士）（8）其他：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2）識字或國

小、（5）（6）合併大專 

19. 母親原國家教育程度 

（1）不識字或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 （3）國中（4）高中

（5）大專（6）研究所以上（碩博

士）（8）其他：     【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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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第三部份  母親資料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20.母親來台後有無接受華文教育（含成

人教育、國小補校、外籍新娘識字班之總

計） 

（1）無 （2）約一年以下 （3）一年以

上～二年 （4）二年以上～三年  

（5）三年以上～四年 （6）四年以上～

五年 （7）五年以上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母親來台後有

無接受較正式的華文教育（含成人教

育、國小補校、外籍配偶識字班、自聘

家教……之總計） 

黃*：華文教育語意可自清楚 

20. 母親來台後有無接受正式的中

文識字課程（含成人教育、國小補

校、外籍配偶識字班、自聘家教…

之總計） 

（1）無 （2）約一年以下 （3）一

年以上～二年 （4）二年以上～三

年 （5）三年以上～四年 （6）四

年以上～五年 （7）五年以上 

21.母親在台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閩南語 （2）一般國語（3）客家話

（4）英文（5）其他：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增加「母國語

言」 

蔡：修改後採用。（3）國語 

 

21 母親在台灣平日最常使用語言 

（1）閩南語 （2）客家話（3）國

語（4）原住民語（5）母國語言

（6）其他：      【請說明】  

22.母親國籍 

（1）大陸籍 （2）印尼 （3）越南籍 

（4）泰國 （5）菲律賓 （6）馬來西亞  

（7）緬甸 （8）柬埔寨 （9）其他：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3）越南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加「寮國」；

（9）其他：    。加註【請說明】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3）越南；

增加（9）美國（10）墨西哥（11）其他

黃*：原來的國籍 

22.母親原來國籍 

（1）大陸籍 （2）印尼 （3）越南

籍 （4）泰國 （5）菲律賓 （6）

馬來西亞 （7）緬甸 （8）柬埔寨 

（9）寮國（10）其他：     【請

說明】 

23.母親是否為華僑 

（1）是 （2）否 

陳：修改後採用。選項：（3）不清楚 

 

23.母親是否為華僑 

（1）是 （2）否（3）不清楚 

24.母親來台灣之前是否會說華語 

（1）不會說 （2）會說閩南語 （3）一

般國語 （4）客家話 （5）潮州話 （6）

廈門話 （7）廣東話 （8）其他：         

黃：修改後採用。選項（8）其

他：    。加註【請說明】 

黃*：會說………（語意宜統一） 

24. 母親來台灣之前是否會說華語 

（1）不會說 （2）會說閩南語 

（3）會說國語 （4）會說客家話 

（5）會說潮州話 （6）會說廈門話 

（7）會說廣東話  

（8）其他：        【請說明】 

25.母親來台時間 

（1）約 1年以下 （2）約 1 年以上～3

年 （3）約 3年以上～5年 （4）約 5年

以上～7年（5）約 7 年以上～9年（6）

約 9 年以上～11 年（7）約 11 年以上 

蔡：若設定研究對象是生母為外籍配偶

者，則此題目必須重做修正 

25. 母親來到台灣的時間多久 

（1）約 1年以下 （2）約 1 年以

上～3年 （3）約 3 年以上～5年 

（4）約 5年以上～7 年（5）約 7

年以上～9 年（6）約 9年以上～11

年（7）約 11 年以上 

26.母親目前仍繼續住台灣 

（1）是（2）已回原居地 （3）不知去向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母親目前大部

分時間是否仍繼續住台灣 

黃*：題幹的回答應與答案一致 

26. 母親目前仍繼續住台灣 

（1）是（2）不是，已回原居地 

（3）不知去向 

第四部分  學校生活適應調查問卷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1.我能每天心情都很愉快 

    ………………………1   2   3    4 

  

2.我知道自己有一些缺點，但我也有優 

點…………………………1   2   3    4 

  

3.我不喜歡別人知道我媽媽是外國

人…………………………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我不喜歡別人

知道我媽媽原來的國籍 

3.我不喜歡別人知道我媽媽原來的

國籍 

4.我對自己的長相很滿

意…………………………1   2   3   4 

  

5.我能很明確的說出自己喜歡和討厭的

事…………………………1   2   3   4 

  

6.假如可以的話，我希望可以不用上

學…………………………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我喜歡上學。 6.我喜歡上學 

7.老師規定的功課我才做，沒有規定的我

就不做……………………1   2   3   4 

  

8.我覺得老師上課講的東西很多我都聽不

懂…………………………1   2   3   4 

  

9.我能於遊戲時盡情玩樂，也能於做功課

時全神貫注………………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在學校時，我

能玩的時候盡情玩樂，也能於做功課時

全神貫注。 

9. 在學校時，我能玩的時候盡情玩

樂，也能於做功課時全神貫注。 

10.每天都能夠把老師交代的功課做

完…………………………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每天我都能夠

把老師交代的功課做完 

10. 我每天都能夠把老師交代的功

課做完。 

11.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找老師討

論…………………………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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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第四部分  學校生活適應調查問卷 
原問卷題目 專家審查修正意見 修正後問卷題目 

12.老師會因為我母親是外籍身份而給我

特別待遇…………………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老師會因為我

母親是外籍身份而特別照顧我。 

黃*：特別待遇，語意不清是好還是不好

12. 老師會因為我母親是外籍身份

而特別照顧我。 

13.我覺得老師不瞭解我（導

師）………………………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我覺得老師

（導師）不瞭解我 

蔡：除此題是指導師外，其它部份是指

一般老師或導師 

13. 我覺得導師不瞭解我。 

14.我經常無緣無故的被老師

罵…………………………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我會無緣無故

的被老師罵 

14. 我會無緣無故的被老師罵 

15.我覺得老師知道我的學習狀

況…………………………1   2   3   4 

  

16.老師對同學都很公平，不會偏

心…………………………1   2   3   4 

  

17.我覺得同學會在背後講我的壞

話…………………………1   2   3   4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我覺得同學不

喜歡我 

陳*：修改後採用。題目：增加：並排斥

我 

17. 我覺得同學會在背後講我的壞

話，並排斥我。 

18.我覺得我們班的同學會看不起

我…………………………1   2   3   4 

  

19.遇到困難時我會向同學求

救…………………………1   2   3   4 

  

20.我很高興能跟現在的同學一起上課、

一起學習或玩耍…………1   2   3   4 

  

21.如果有同學有不懂的來問我，我很樂

意告訴他…………………1   2   3   4 

黃：修改後採用。題目：如果同學有不

懂的來問我…… 

21. 如果同學有不懂的來問我，我

很樂意告訴他。 

22.每次討論我都覺得其他同學是錯的，

我才是對的，他們要聽我的…1  2  3  4 

陳：不適合 

黃：我才是對的，他們要聽我的 

22.本題刪除 

23.班上同學都能夠互相幫忙，大家很合

作…………………………1   2   3   4 

蔡：我的同學在我遇到問題時會幫我的

忙 

23.我的同學在我遇到問題時會幫我

的忙 

第五部分  綜合意見 
陳：   

個人覺得新移民子女國中學生部分，研究甚少，但這一塊實在是重要，值得持續關注「新台灣之子」國中、高中、大

學、甚至未來之健康適性成長、個人成就與發展，均值得長期關注與支持，如果可以，建議可以增加一題，也許可以蒐集一

些更深入的資訊： 

親愛的同學：你是否有一些你在學校有關學習或生活上一些難忘的「愉快或不快樂之經驗或心得」，非常希望你能分享出

來，如果您願意，請寫在下面格子裡----------，祝福你學業猛進，快樂平安！ 

 

黃： 

看的出來你很用心！題目設計的也不錯！不過如果是國中生，我建議提問可以更完整一些！！另外，為免學生有被標籤

化的感覺，可能可以稍加注意學生自我防衛的狀況，問卷是要帶回家填答或是在學校找地方一起回答？或是利用什麼機會回

答？可能都要配合考慮！！ 

 

蔡： 

    新移民女性子女，若母親為繼母角色是否納入研究對象需謹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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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施測說明 

各位教育先進，您好： 

非常謝謝您願意協助本研究的進行，煩請您將問卷發予就讀貴校，身份

為新移民女性配偶國中子女（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填寫。 

新移民女性(外籍配偶)子女係指母親原生國籍為大陸籍、東南亞籍國中

子女。 

以下是關於施測流程的說明，請老師您於施測前撥空閱讀： 

1、請老師發下問卷，請學生確認頁數，共 5頁。 

2、請老師提醒學生作答前務必詳細閱讀第一頁及第四頁的填答說明。 

3、請老師提醒學生每一題都要作答，而且資料的處理我們絕對保密。 

4、學生繳交問卷時，請老師協助確認是否每一題均有作答。 

 

    施測完畢之後，煩請老師將回收的問卷以回郵信封寄予淑貞，由於時間

上較為緊迫，希望老師盡可能接獲問卷一個禮拜內，完成施測，造成老師不

便之處，請您多包涵！ 

    再次感謝貴校和老師您的協助，由於您們的參與，將使本研究更具意

義。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和研究者聯絡。 

聯絡電話：（02）2643**** 手機 09281***** 

敬祝  

教學順利，身體健康！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林歐貴英  博士              

研 究 生：余淑貞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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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你家中情形及在學校的適應情況，以作為提出輔導方案的參考。這份問卷

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對或錯。你的答案純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與你的學業成績無關。我們也不會

對外公布你的資料，請你放心的填答。 

請你先閱讀填答說明後，再依據較適合你的選項逐題填寫。你的每個答案，對學術研究都有很大

的影響，請您仔細填寫。 

感謝您的幫忙！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林歐貴英  博士 

                                                             研 究 生：余淑貞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四月 

 

問卷編號： 

※【填答說明】請你在下面      內填上適合的選項（除非特別註明【可複選】其餘皆為單選題），

並在        處填答適合的答案，此部份的資料僅供團體分析之用，請你（妳）放心填答，謝謝！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料                                       

1.現在就讀國中：           國民中學；就讀年級：        （1）七年級 （2）八年級（3）九年級 。 

_______2.性別（1）男 （2）女  

_______3.父母婚姻狀況 

（1）有婚姻關係且同住 （2）分居 （3）離婚  （4）父亡  （5）母亡 

（6）其他：                                                    【請說明】。 

_______4.家庭中最主要照顧你的人是 

（1）母親  （2）父親  （3）祖父母  （4）伯叔父  （5）嬸伯母  （6）繼父  

（7）繼母  （8）其他人：                                            【請說明】。 

_______5.你是否參加過下列學校補救教學或校外教學服務【可複選】 

（1）從未接受過課堂外的其他學習服務 （2）接受資源班服務，從    年級開始  

（3）轉介輔導處個案輔導             （4）接受學校辦理之課後輔導（教育優先區輔導）  

（5）班級教師自行課後輔導           （6）班級愛心媽媽輔導 

（7）參加校外安親班                 （8）其他：                      【請說明】。 

_______6.你的家庭聯絡簿主要簽名者是 

（1）母親  （2）父親  （3）祖父母  （4）伯叔父  （5）嬸伯母  （6）繼父  

（7）繼母  （8）鄰居  （9）無人查閱  （10）其他：                 【請說明】。 

_______7.當家中遇到困難時，除了爸媽之外，會幫忙處理的人有哪些【可複選】 

（1）沒有人幫忙  （2）奶奶  （3）爺爺  （4）伯父或伯母  （5）叔叔或嬸嬸  

（6）鄰居  （7）其他人，如：                                          【請說明】。   

_______8.在你所有功課中，哪一種學習科目最強 

（1）國文 （2）英文 （3）數學 （4）歷史 （5）地理 （6）公民 （7）美術 

（8）音樂 （9）表演藝術 （10）生物 （11）理化 （12）生活科技  

附錄四 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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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健康教育 （14）體育 （15）輔導活動 （16）家政 （17）童軍  

（18）其他：                                                 【請說明】。 

_______9. 在你所有功課中，哪一種學習科目最弱 

（1）國文 （2）英文 （3）數學 （4）歷史 （5）地理 （6）公民 （7）美術 

（8）音樂 （9）表演藝術 （10）生物 （11）理化 （12）生活科技  

（13）健康教育 （14）體育 （15）輔導活動 （16）家政 （17）童軍  

（18）其他：                                                 【請說明】。 

第二部份  父親資料 

10.父親年齡是                  歲（或寫出生年次      年次）。 

11.請寫出父親的職業類別並從下列職業選項 1~5 中選出最適當的代碼，加以填入。 

職業類別項目：                  ；並將選項寫下：                ）； 

例如：職業類別項目：    中小學教師    ；並將選項寫下：       4        ） 

選項 職業類別 

5 高級專業及行政人員：包括：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特任或簡任

級公務人員、立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國大代表、董事長、總經理、將級軍官等。

4 專業人員及中級行政人員：包括：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律師、

工程師、建築師、薦任級公務人員、公司行號科長、院轄市議員、省議員、經理、襄理、

協理、副理、校級軍官、作家、畫家、音樂家、新聞電視記者等。 

3 半專業人員及一般性公務人員：包括：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人員、科員、行員、出

納員、縣市議員、鄉鎮民代表、批發商、代理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女警隊員、消

防隊員、船員、秘書、代書、電視電影演員、服裝設計師等。 

2 技術性工人：包括：技工、水電匠、店員、小店主、零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裁

縫、廚師、美容師、理髮師、郵差、士官兵、打字員等。 

1 非技術性工人：包括：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庸工、女傭、服務生、舞（酒）

女、清潔工、雜工、臨時工、工友、建築物看管人員、門房、無業或家庭主婦等。 

_______12.父親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無 （2）有 

_______13.父親教育程度 

（1）不識字或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3）國中 （4）高中 （5）大專  

（7）研究所以上（碩博士）（8）其他：                            【請說明】。 

_______14.父親日常使用語言【可複選】 

（1）閩南語 （2）客家話 （3）國語 （4）原住民語 （5）其他：        【請說明】。 



 161

 

_______15.請問您父親是哪裡人 

本國籍：（1）台灣閩南人 （2）台灣客家人 （3）大陸各省市 （4）台灣原住民  

（5）其他：                                               【請說明】。 

   外國籍：（6）印尼 （7）越南 （8）泰國 （9）菲律賓 （10）馬來西亞 （11）緬甸 

  （12）柬埔寨 （13）寮國 （14）其他：                      【請說明】。 

第三部份  母親資料 

16.母親年齡是                  歲（或寫出生年次      年次）。 

_______17.母親的身份 

（1）生母 （2）繼母 （3）養母。 

_______18.母親有無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無 （2）有 

_______19.母親的工作狀況 

（1）母親沒有在工作 （2）我的母親在家裡工作賺錢 （3）我母親要去外面工作賺錢  

（4）其他 ：                                                        【請說明】。 

_______20.母親在原國家的教育程度 

（1）不識字或未接受過學校教育 （2）國小 （3）國中 （4）高中 （5）大專 

（6）研究所以上（碩博士） （7）其他：                           【請說明】。 

_______21.母親來台灣後有無接受正式的中文識字課程（含成人教育、國小補校、外籍配偶識字班、

自聘家教… 

之總計） 

（1）無 （2）一年以下 （3）一年以上～二年 （4）二年以上～三年  

（5）三年以上～四年 （6）四年以上～五年 （7）五年以上。 

_______22.母親在台灣平日最常使用的語言 

（1）閩南語 （2）客家話 （3）國語 （4）原住民語 （5）母國語言  

（6）其他：                                                 【請說明】。 

_______23.母親原來的國籍 

（1）大陸籍 （2）印尼 （3）越南 （4）泰國 （5）菲律賓 （6）馬來西亞  

（7）緬甸 （8）柬埔寨 （9）寮國 （10）其他：                 【請說明】。 

_______24.母親是否為華僑 （1）是 （2）否 （3）不清楚。 

_______25.母親來台灣之前是否會說華語 

（1）不會說 （2）會說閩南語 （3）會說國語 （4）會說客家話 （5）會說潮州話  

（6）會說廈門話 （7）會說廣東話 （8）其他：                        【請說明】。 

_______26.母親來到台灣的時間有多久 

（1）約 1 年以下 （2）約 1 年以上～3 年 （3）約 3 年以上～5 年  

（4）約 5 年以上～7 年 （5）約 7 年以上～9 年 （6）約 9 年以上～11 年  

（7）約 11 年以上 

_______27.母親大部分的時間是否仍繼續住台灣 

（1）是 （2）不是，已回原居地 （3）不知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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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學校生活適應  

※【填答說明】 

1.這部分問卷主要是想瞭解你（妳）的學校生活適應狀況。 

2.每個題目都沒有標準答案，只要依實際情況來填答就可以了，但請務必每一題都要回答。 

3.每個題目後面都有四個選項，但只能有一個答案，請仔細想過後，當你對該敘述很同意，就請你將

「很同意」的 4 圈選起來；若很不同意就請你將「很不同意」的 1 圈選起來，以此類推，（如：例題

說明）。                                                     很  不  同   很 

                                                            不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意 

例題：我喜歡自己…………………………………………………………1   2   3    ④ 

                                                            很  不  同   很 

                                                            不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意 

1. 我每天心情都很愉快……………………………………………………1   2   3    4 

2. 我知道自己有一些缺點，但我也有優點………………………………1   2   3    4 

3. 我不喜歡別人知道我媽媽原來的國籍…………………………………1   2   3    4 

4. 我對自己的長相很滿意…………………………………………………1   2   3    4 

5. 我能很明確的說出自己喜歡和討厭的事………………………………1   2   3    4 

6. 我喜歡上學………………………………………………………………1   2   3    4 

7. 老師規定的功課我才做，沒有規定的我就不做………………………1   2   3    4 

8. 我覺得老師上課講的東西很多我都聽不懂……………………………1   2   3    4 

9. 在學校時，我能於玩的時候盡情玩樂，也能於做功課時全神貫注…1   2   3    4 

10. 我每天都能夠把老師交待的功課做完…………………………………1   2   3    4 

11.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找老師討論……………………………………1   2   3    4 

12. 老師會因為我母親是外籍身份而特別照顧我…………………………1   2   3    4 

13. 我覺得導師不瞭解我……………………………………………………1   2   3    4 

14. 我會無緣無故的被老師罵………………………………………………1   2   3    4 

15. 我覺得老師知道我的學習狀況…………………………………………1   2   3    4 

16. 老師對同學都很公平，不會偏心………………………………………1   2   3    4 

17. 我覺得同學會在背後講我的壞話，並排斥我…………………………1   2   3    4 

18. 我覺得我們班的同學會看不起我………………………………………1   2   3    4 

19. 遇到困難時我會向同學求救……………………………………………1   2   3    4 

20. 我很高興能跟現在的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學習或玩耍………………1   2   3    4 

21. 如果同學有不懂的來問我，我很樂意告訴他…………………………1   2   3    4 

22. 我的同學在我遇到問題時會幫我的忙…………………………………1   2   3    4 

非常感謝你的幫忙，最後請你再仔細檢查有無漏答務必都要有答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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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您好： 

再次，感謝您的幫忙！最後，想以開放的問答方式請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您

願意，請寫在下面空白處。 

※關於在學校的學習或是生活適應方面，是不是有令你印象深刻的經驗呢？這個

經驗可能是快樂的、也可能是不快樂的，請你能以簡單的描述來分享你的個人心得。

謝謝你！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