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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包括第一節研究動機及重要性，第二節研究目

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名詞操作型定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重要性 

自 1987 年（民 76）開始，台灣農村即開始有東南亞新娘輸入。

並且隨著全球化及政府在 1994 年宣布的「南向政策」的影響，公開

的鼓勵台商到東南亞地區投資，促使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互動頻

繁，社會關係亦日漸密切，在台灣資金外流的同時，台灣男性娶外籍

新娘的趨勢也愈來愈高。這樣的跨國通婚早期是以泰國和菲律賓配偶

最為普遍，1990 年開始，印尼配偶開始顯著的增加，到 1996 年時，

越南配偶則躍居首位（夏曉鵑，2000）。 

根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2003 年國內結婚的新人中，由外籍配

偶或大陸新娘組成的「新移民家庭」已達到三成，也就是每 3.1 對新

人中，就有一對成員有外籍配偶聯姻（內政部，2003）。內政部 2005

年結婚登記資料顯示，有 13808 位外籍人士和國人結婚（新郎 2867

人，新娘 11121 人），佔當年台灣總結婚對數 141140 之比例為 9.78％，

再加上大陸及港澳人士所佔的 10.36％，兩者合計 20.12％，意即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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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人就有一對新移民家庭，雖較 2004 年的數據 23.82％略微下降，

但是統計到 2005 年底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已達 36.5 萬人，其中

外籍配偶的 13.1 萬人即佔 35.9％（內政部，2006）。這些外籍配偶當

中，以越南為最多，佔了所有外籍配偶之六成，其次為印尼、泰國、

菲律賓及柬埔寨等國籍。 

許多調查結果顯示東南亞跨國婚姻的台灣籍配偶大都為我國內

經濟地位較低、教育程度低、月收入較平均水準低或患有身心障礙之

弱勢者。而此類婚姻的目的多以傳宗接代為主，多數的新娘來台的主

要目的就是懷孕，生育子女成為生活中重要的任務。就外籍配偶的生

育率而言，一般都高於本地婦女，1998 年開始生母非本國籍者快速

攀升，從外國籍與大陸配偶所生嬰兒數占台閩地區嬰兒初生數的比例

為 5.12%，2002 年為 12.46%，2004 年提升到 13.25％，至 2005 年則

是 12.9％，意即在台灣出生的每 100 個嬰兒中，有 13 個嬰兒是外籍

與大陸配偶所生，其中 8 個是外籍配偶子女，5 個為大陸配偶子女(內

政部，2006）；換言之，每 7.7 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新生兒的生母非本

國女性，因此，在生育率漸趨下降的台灣，未來外籍配偶生育現象是

值得觀察及重視的。 

近年來外籍配偶的事件常見於新聞媒體，外籍配偶的中文普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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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育程度亦較低，與社會落差大，再加上生活習慣的不同、語言

隔閡等問題，往往容易受到歧視。事實上移民婦女是一群心理及身體

疾病高危險的婦女，這些婦女個人的健康及適應問題不只影響到她個

人及其嬰兒的健康，也連帶影響未來子女的身、心、社會及其後續養

育的問題，更會影響到家人及下一代的養育及健康問題（楊詠梅，

2003）。 

隨著外籍配偶的與日遽增，因語言、文化習俗及衛生觀念所造成

之的差異，其所接受的生育保健服務和嬰幼兒健康照顧的能力，受到

各方的關切。為了提高人口素質，以及維護異國通婚婦女健康之基本

權益，需收集外籍配偶生育保健之狀況、照顧需求、子女身心健康與

生長發育情形和家庭因素等，以提供適切的服務為基礎，再視需要予

以輔導及介入。外籍新娘如同本國新娘一樣，都是家庭的支柱，政府

若能輔導她們早日適應生活環境，並給予充足的支持，可以成為家

庭、社會安定的力量。 

根據研究發現，在有生育的外籍配偶中，39.2％是在婚後 1 年即

懷孕生子，婚後 1~2 年生的有 46.2％，只有 28.1％的人採取避孕措施

（周美珍，2001）。此外，李慧貞、 蘇秀娟、許芷音（2004）研究則

指出，因文化差異導致外籍配偶在坐月子時的不適應，以及在沒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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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缺乏正確有效性哺餵母乳的知識下，使她們住院天數少於本國婦

女，常在尚未準備好的情形下回到家中，因此護理人員應提供多元化

的產後保健服務。 

上述情形即有七成以上的外籍配偶在嫁來台灣的 2 年內，立即面

臨懷孕生產的狀況，但平均年齡只有 24.4 歲、平均教育程度多為國

中(內政部，2006)，年紀尚輕、也未適應台灣風俗習慣的新住民媽媽

們，往往不知如何應付。目前國內與外籍配偶相關之研究與文獻，大

部分都是在探討外籍配偶的社會文化、生活適應問題和成人識字教

育，對於生育保健方面的探討文獻相對較少。 

鑑於此議題的日益重要，也為了讓下一代的「新台灣之子」建構

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因此，本研究所欲進行的部分，即針對越南籍

配偶生育保健行為，並且以台灣、越南之文化與習俗差異等多元的角

度來進行相關因素的調查，以供後來學者或醫療相關人員做教育介入

之參考，使這些新移民女性在來台懷孕的同時，能妥善運用國內目前

相當普及的生育保健服務網路，以期達到維護婦幼健康、提升人口素

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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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這些在台的外籍配偶當中，以越南籍為最多，2004 年佔了所有

外籍配偶之六成，其次為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

國籍。本研究擬以台北市地區越南籍配偶做為調查對象，根據前述的

研究動機及重要性，歸納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瞭解越南籍配偶對生育保健相關的認知、行動線索及行為之現

況。 

二、 探討越南籍配偶之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其生育保健認知、行動線

索與行為之關係。 

三、 探討越南籍配偶其生育保健相關之認知、行動線索與行為彼此

之關係。 

四、 探討越南籍配偶之社會人口學變項、生育保健認知、行動線索

對生育保健行為的預測力。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越南籍配偶對生育保健相關的認知、行動線索及行為之現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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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二、 越南籍配偶之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其生育保健認知、行動線索及

行為之關係為何？ 

三、 越南籍配偶其生育保健相關認知、行動線索與行為彼此的關係

為何？ 

四、 越南籍配偶之社會人口學變項、生育保健認知、行動線索對生

育保健行為之預測力為何？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 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認知會因其各社會人口學變項之不同水準

而有顯著差異。 

二、 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動線索會因其各社會人口學變項之不同

水準而有顯著差異。 

三、 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為會因其各社會人口學變項之不同水準

而有顯著差異。 

四、 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認知與其生育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 

五、 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動線索與其生育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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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越南籍配偶的社會人口學變項、生育保健認知及生育保健行動

線索能有效的預測其生育保健行為。 

 

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和本研究相關之名詞界定如下： 

一、 越南籍配偶 

本研究所指越南籍配偶，為居住在台北地區就讀國小附設補校之

越南籍女性配偶。 

二、 生育保健認知 

指生育保健相關的知識、態度及情意，包括台灣習俗的認知、越

南習俗的認知、對懷孕的態度、懷孕的知識、家人支持的態度等。依

照本研究自擬之問卷，生育保健認知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

對生育保健的認知愈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 

三、 生育保健行動線索 

指促使越南籍配偶採行生育保健行為之訊息來源，包括個人經驗

（如：自己過去的生產經驗、曾經接受大眾媒體之相關訊息）、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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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醫療服務、親友的經驗（如：親友的經驗分享、重要他人的意

見支持）等。依照本研究自擬之問卷，生育保健行動線索量表的分數

愈高，表示研究對象對生育保健行動線索的接受情形愈良好。 

四、 生育保健行為 

本研究專指產婦在生產前的妊娠行為，及生產後調理的坐月子行

為，不含產程及新生兒照顧部分；內容包括台灣習俗、越南習俗、家

庭支持、遵醫囑行為等。依照本研究自擬之問卷，生育保健行為量表

的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生育保健的行為愈符合之台灣風俗習慣。 

五、 社會人口學變項 

含個人基本資料及家庭基本資料兩大部分。 

（一） 個人基本資料包括：研究對象之年齡、來台時間、越南居住

地、是否華裔、與家人之溝通程度、教育程度、目前是否懷孕

及過去生產的醫院。 

1. 年齡：研究對象到 9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實足年齡。 

2. 來台時間：研究對象嫁來台灣到填寫問卷為止的年數。 

3. 越南居住地：研究對象在越南時的居住地，若有遷移以居住時

間最久的城市為主，分北越、中越、南越三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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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華裔：研究對象的父母有其中一方為華人，即為華裔。 

5. 教育程度：指研究對象在原國籍時接受教育的程度，分為未受

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五個選項。 

6. 與家人之溝通程度：指研究對象在台灣與丈夫家人的日常溝通

情形，分為沒有困難、有一點困難、有困難，三個選項。 

7. 目前是否懷孕：指研究對象目前的懷孕情形，分為有懷孕、沒

有懷孕兩個選項。 

8. 過去生產的醫院：指研究對象過去生產時的醫院，由研究對象

填寫醫院名稱後，研究者再依據醫院分級，分為四級（基層診

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 

（二） 家庭基本資料包括：研究對象之丈夫年齡、丈夫的社經地位、

與丈夫認識方式、家庭收入情形、越南父親的教育程度、越南

母親的教育程度。 

1. 丈夫年齡：指個案的丈夫到 9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實足年齡。 

2. 丈夫的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本研究所指的

社經地位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是依據林生傳(1996)參照

Hollingshead 所設計的社會地位二因素（教育程度、職業）指數

(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將教育程度與職業各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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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等級（教育程度分為不知道或未受正式教育、國小、國中、

高中高職、大學以上，五個選項；職業分為無技術工人、技術

工人、半專業、專業人員、高級專業，五個選項，詳見附錄六），

並把兩者的分數加權的方法。                             

SES＝（教育程度 × 4）＋（職業等級 × 7）                  

加總所得之社經地位分數從 11～55，分數愈高，表示家庭社經

地位愈高。11～29 為低社經地位；30～40 為中社經地位；41

～55 為高社經地位。 

3. 與丈夫的認識方式：指研究對象婚前與丈夫的認識方式，分為

自由戀愛、親友介紹、婚姻介紹所，三個選項。 

4. 家庭收入情形：指研究對象家庭每個月的薪水所得夠不夠負擔

家庭的開支，分為不夠生活開支、足夠生活開支及使用寬裕，

三個選項。 

5. 越南父親的教育程度：指研究對象越南父親的教育情形，分為

未受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五

個選項。 

6. 越南母親的教育程度：指研究對象越南母親的教育情形，分為

未受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五

個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