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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加以探討，共分三節，包括第一節

移民婦女健康的相關研究，第二節東南亞婦女生育保健的相關研究，

第三節越南文化中生育保健的相關行為。 

 

第一節   移民婦女健康的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 

在歐美地區，因數十年來不同種族的遷入，少數民族的健康研究

受到相當的重視，例如移民族群，此群體在面對新環境時，是屬於健

康易感性的一群，常由於文化隔離、語言障礙、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

系統的缺乏，而使他們在健康資訊的獲得與健康資源的利用上較有困

難。 

在國外，許多研究都在探討移民與新的文化適應間的問題，像移

民帶來的適應壓力常反應在健康狀態上。適應壓力方面，新移民者常

出現的壓力為「喪失自己的文化」，以及語言溝通障礙、工作難覓導

致經濟困頓、種族偏見（歧視）、失去社會支持等（Aroian,1990）。而

影響個體在新文化裡的適應因素有「個人因素」，指個人的語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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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教育程度、家人支持等；其次為「遷入的環境」，即在地人

對遷入者是否展現支持與認同；最後是「新文化與故鄉文化之間的差

異度」（Lipson,1992; Foss,2001）。 

雖然，大部分的研究都說明了移民者在新文化中適應不良的問

題，新環境工作取得不易，語言障礙使其與他人缺乏溝通，因此這些

移民者的社會支持較差，但並非所有的移民者感受皆為負向，有些人

能將新世界視為「home」，成功的適應新的文化生活（Aroian,1990）。 

某些研究發現，外籍婦女融入移民社會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在生

產前導致較高的壓力，而生產前的壓力與早產等議題相關，同時，外

籍婦女的生產前後壓力也和家庭的物質所得程度與移民社會的支持

有關(Zambrana,1997)。 

而跨國婚姻的問題就如同國際移民，有學者發現移民者常罹患的

疾病，有消化道潰瘍、頭痛、腰痛、焦慮、憂鬱、失落與分離

（Aroian,1990）；異國婚姻婦女 40％有憂鬱症，35％有焦慮的傾向

（Foss,2001）。此外，醫療觀念的不同使得不同國籍的醫護人員和移

民婦女對疾病的認識以及醫療行為和西方醫學間有許多差異，然而了

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對於醫療工作有具體的幫助(Labun,2001)。  

搜尋國外相關文獻，移民婦女健康探討的議題，多為移民婦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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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問題、移民婦女的癌症檢查行為、移民婦女母親角色的健康

照護經驗、HIV 的預防行為、產前檢查使用率低的情形、產後憂鬱症

等相關研究，這些結果皆顯示了，移民或跨國婚姻均可能承受多元且

負向的健康問題，包括文化適應、語言隔閡、社會支持缺乏等，而使

其成為社會中的弱勢、高危險群體，也是這個議題受到重視的原因。 

 

二、國內研究 

在國內，跨國婚姻婦女的相關學術研究，有從資本主義下的國際

婚姻來探討台灣的婚姻仲介與外籍配偶的工作、經濟問題（夏曉鵑，

2000；王宏仁，2002）。或是以社會學鉅觀的角度討論跨國婚姻的現

象，經由社會學、資本主義、經濟勞動、全球化、國際化多元網路的

社會網絡、家庭關係、婚姻型態等角度來省視跨國婚姻—外籍新娘的

現象（楊詠梅，2002）。 

目前國內對跨國婚姻婦女所做的質性研究，分別指出：菲律賓籍

的外籍配偶普遍未受到台灣家庭成員的重視，讓她們覺得「我是庸

人」、「我不屬於這裡」、「這不是我想要的」（劉美芳，2001）；東南亞

籍配偶覺得人在他鄉，語言溝通不良、文化上的衝突，讓她們歷經挫

折與困擾（顏錦珠，2001）；由此顯示，異國婚姻婦女在進入一個截



 14

然不同的文化環境時，心理上是充滿了苦楚與矛盾的。 

台灣的跨國婚姻方式通常是以下列兩種方式進行：相親與親友介

紹；無論是商業化機構的安排或是個人人際關係的牽線，女性移民的

父母和新郎之間都必須有溝通的管道來協調這個跨國的婚姻，缺少適

當的溝通管道，也是異國婚姻婦女壓力產生的原因（Wang,2002）。 

就外籍配偶自己所關注的生活與健康議題方面，楊詠梅（2003）

歸納出印尼籍配偶關注的四個主題：移民適應、溝通困難、家族延續

及健康照護系統利用的障礙；而李慧貞等人（2004）對台北縣新店市

外籍新娘群體進行調查，其健康照護需求的項目分別有：孕期保健、

生育計畫、產後保健與哺育、不孕等健康問題。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籍配偶的逐年增多，關於外籍配偶其健康層

面的相關論文研究也陸續發表，但多是以探討「生活適應」為主（吳

美菁，2003；張雪真，2003；簡孟嫻，2002；夏瑞澤，2002；莊玉秀，

2002；李玫臻，2001；顏錦珠，2001；呂美紅，2000），其次為「識

字教育」（張維琴，2003；蔡秀珠，2003；李俊男，2003；黃正治，

2003；薛淑今，2002；廖雅婷，2002；林君諭，2002；賴建達，2001），

第三為「婚姻調適」（劉海平，2003；徐源生，2002；陳李愛月，2001；

陳庭芸，2001；鄭雅雯，1999），其他如「婚姻幸福感」（陳嘉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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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題。 

由上述情形可知，國內跨國婚姻婦女的相關研究仍著重於生活適

應、識字教育及壓力調適等之問題，其他健康相關議題相對較少探

討，因此，本研究擬以外籍配偶之生育保健為研究之議題。 

 

第二節   東南亞婦女生育保健的相關研究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 

搜尋國外關於東南亞婦女生育保健方面的相關文獻，發現多為探

討產前檢查使用率、產後憂鬱症的議題，例如：Kuss（1997）以質性

訪談探討美國之越南籍婦女其家庭計畫經驗；Foss（2001）探討居住

於美國的越南與阿曼婦女的產後壓力；Davis（2000）「在美國之東南

亞婦女的產後經驗」探討東南亞婦女在坐月子期間的飲食習慣、生活

行為；Kaewsarn（2003）探討泰國婦女的產後行為；Heh（2004）探

討台灣婦女在坐月子期間其社會支持和產後憂鬱之間的相關性。 

據 Choudhry(1997)研究印度的妊娠文化指出:(1)傳統印度家族中

年長的女性是提供資訊，指引和幫助的來源(2)印度人相信熱的食物

（Hot Foods：肉類、蛋、魚、印度的精鍊奶油、豆類、茄子、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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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棗子、棕櫚糖、木瓜、酒、咖啡、茶、大部分的香料含生薑及

辣椒、香蕉、米飯、小麥、優格、奶油牛奶）是有害的，而冷的食物

（Cold Foods：牛奶、優格、可可亞、小麥、深綠色蔬菜、米飯、香

蕉）則利於分娩及懷孕，因為懷孕處於『熱』的時期，所以要吃冷的

食物。懷孕早期冷的食物可避免流產，後期則可促進胎兒的生產。(3)

木瓜被認為是有害的食物，一般人相信它會導致流產。(4)生產後限制

在家中，坐月子約 40 天，避免吃冷的食物和水，建議食用牛奶、印

度的精煉奶油、堅果、棕櫚糖，生薑可以幫助控制出血和使尿液澄清。

(5)產後的地 5、7、9、11 天會有淨化的儀式，因為他們相信奇數天是

吉利的，所以還要避免洗冷水澡。(6)哺乳行為受到女性的教育和社經

地位的影響。 

Barbara(2001)研究移民美國的東南亞婦女，指出越南傳統認為健

康是由三個模式所結合，第一是健康為陰陽(Am-Duong)的調和，疾

病只要是因為陰陽的不平衡所引起；第二是越南傳統認為疾病是神經

系統功能的一種，例如精神病是神經組織的混亂引起；第三則是超自

然的因素是引起精神疾病的主因。Jenkins(1996)研究越南籍移民的衛

生保健行為後指出，越南人的傳統醫療觀念與一般西方社會的觀點不

同，但不影響越南人接受西方醫療行為的態度，婚姻與經濟狀況才是

影響越南人醫療行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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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s(1997)指出，越南婦女在考量生育子女的計畫時，會因居住

地的不同而有不同決定因素，例如嫁到美國的越南籍新娘會優先考量

家庭的財務狀況與工作，相對的在越南本地的新娘就不會太顧慮這兩

個問題，因為移民婦女通常需要工作以維持家庭的經濟情況，但是在

越南的已婚婦女則通常不需要外出工作，因為缺少自身家庭成員在兒

童照顧上的幫助，越南籍婦女在外國的生育數量明顯低於在越南本地

的生育數量。此外，越南籍的外籍移民婦女，生育計畫的相關知識主

要是由相同背景的社群朋友所提供。 

Williams(1996)研究產後行為指出，產後的母親最常向醫護請教

的問題是如何減少疼痛，關於新生兒的問題則主要是如何有效的哺

乳，而主要的產後家庭照顧則是由護理人員提供。Dat(2005)以越南鄉

村地區的 324 位婦女哺乳行為做調查，發現(1)在產後第一周有 83.6%

的婦女會哺乳，產後 16 週降至 43.6%，而到產後 24 週後即中止哺乳

行為。(2)影響母親哺乳行為的因素包括母親的教育程度、母親是否自

願哺乳、母親在公共場所哺乳的接納度、父親的職業、父親進食的優

先權以及家庭是否有足夠的食物。(3)哺乳的行為主要受到鄰居以及朋

友的影響，婦女的哺乳知識也是由婦女社群團體而來。 

由上述文獻部分，我們可以發現，就算是同處於東南亞地區，不



 18

同的國家對於懷孕及產後坐月子的認知、態度及行為，會因為其不同

的風俗習慣而有不同的行為表現。這些傳統的觀念不會因為離開原來

的國家而有太大的改變，移民婦女間的知識交流仍是以來自相同國

籍、背景的親友提供，家庭經濟狀況則是影響行為表現的可能原因。 

 

二、國內關於外籍配偶生育保健的相關研究 

外籍配偶在離開了固有的支持系統和社會文化來到台灣，常常在

短期之內又會面臨「懷孕、生產」這個人生歷程的雙重衝擊，然而國

內針對此一議題的相關研究卻相對較少，司整理目前文獻如下： 

 

表 2-2-1  國內外籍配偶生育保健的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戴君倚 

鍾聿琳 

2002 影響週產期外

籍新娘適應之

因素及護理省

思 

越南、大

陸、印

尼、韓國

籍婦女 

質性

研究 
影響週產期外籍配偶適應

之因素有：環境因素（氣

候、飲食型態不適應）、心

理因素（覺得孤單）、文化

和社會結構因素（價值觀

和生活方式不同、被歧

視、受教育不足、婆媳問

題等）。 
林靜佩 2003 台灣越南籍初

產婦女的坐月

子經驗及初為

人母之經驗 

越南籍

婦女 
質性

研究 
越南初產婦對台灣坐月子

經驗所呈獻的三大主題

為：坐月子規範（飲食、

身體清潔及居家休息）、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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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台灣媳婦的角色（傳宗

接代的壓力、婆媳位階的

壓制）、扮演初為人母的經

驗（母性工作的歡愉及母

情表現）。 
林妙玲 2003 台灣東南亞籍

孕產婦妊娠知

識、妊娠態度、

及就醫環境與

產前檢查行為

之相關探討—
以台灣及孕產

婦為對照 

東南亞

籍、台灣

籍孕產

婦 

量化

研究 
東南亞籍孕產婦的產前檢

查行為（開始時間、使用

次數）、妊娠知識、妊娠態

度及就醫環境均較本國孕

產婦差。 

劉秀祺 2003 苗栗地區台

灣、外籍、大陸

育齡婦女育嬰

知識、育嬰態

度、社會支持相

關研究 

苗栗地

區台

灣、外

籍、大陸

育齡婦

女 

量化

研究 
育嬰知識（外籍育齡婦女

的育嬰知識得分低於台灣

及大陸籍）、育嬰態度（無

統計上顯著差異）、社會支

持（大陸籍育齡婦女的社

會支持得分低於外籍及台

灣籍）、嬰兒生育發展（僅

在嬰兒出生身高達顯著差

異且為大陸籍高於外籍及

台灣籍）。 

孫麗娟 2003 公共衛生護士

執行外籍新娘

家庭計畫管理

之成效—以苗

栗縣為例 

公衛護

士 
質性

研究 
公衛護士在感受外籍配偶

家庭計劃管理執行的困境

上，依認同排序為：「因語

言溝通不良，致使衛教成

效不佳」、「婚姻生活尚未

適應，就已經懷孕」、「因

家屬的反對常難以確實執

行間隔生育」。家庭計劃的

衛教上較偏重避孕方法的

介紹，而較忽略申請居

留、家庭暴力防治及全民

健保等部份。 
念惠子 2004 越南新娘就醫

行為及醫療資

居住大

里市地

量化

研究 
越南新娘來台灣後就醫次

數增加的原因是「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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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分析-以
台中縣大里市

越南新娘為例 

區的越

南新娘 
而影響他們醫療資源利用

的主因是來台灣居住的時

間。 
蔡佳憓 2004 台南地區本地

籍與越南籍初

產婦在產後自

我照顧及新生

兒照護執行狀

況的分析與比

較 

台南地

區某社

區的本

地籍與

越南籍

初產婦 

量化

研究 
影響執行自我照顧項目多

寡的因素：本地籍產婦為

教育程度，越南籍為職

業、生活適應；產後自我

照顧之衛教需求：本國籍

婦女為懷孕生產期間所接

受的產檢次數、曾經接受

到自我照顧衛教項目，越

南籍則是其產後自我照顧

知識。 
呂靜妮 2004 希望種子在異

鄉的成長-探討

越南籍配偶於

產後之經驗歷

程 

居住在

台北縣

的 9 位

越南籍

配偶 

質性

研究 
家人的支持與照顧是產後

越南籍婦女身心復原的重

要關鍵， 
在家中沒有其它家人同住

或得到較少家人支持的家

庭更需要醫護人員關注。

周天給 2004 台灣外籍新娘

對婦產科診所

就醫評價之研

究 

全台灣

基層婦

產科診

所之就

醫婦女 

質性

與量

化 

焦點團體訪談發現東南亞

籍與大陸籍新娘缺乏關於

全民健保及社會福利的資

訊，以致失去一些醫療服

務的權利。東南亞籍配偶

在選擇就醫的考量，已離

家遠近為主，其次為親友

推薦和醫術高明，結果與

大陸、台灣婦女相同。 
洪宜盈 2004 跨國婚姻婦女

所生育資女之

健康狀況及其

相關因素 

九十二

年外籍

與大陸

配偶生

活狀況

調查(內
政部戶

政司) 

次級

資料

分析 

東南亞籍、大陸籍配偶的

國籍別對子女健康狀況的

影響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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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整理國內目前國內生育保健方面的相關文獻，大多數為質

性的訪談式研究，量化的研究多在探討產婦的育嬰知識或是醫療服務

利用率，較少由文化及習俗的觀點來探討外籍配偶本身的妊娠及坐月

子行為。因此，本研究擬以自擬問卷的量化研究由文化及習俗的觀點

來探討外籍配偶本身的妊娠及坐月子行為。 

 

第三節   越南文化中生育保健的相關行為 

一、越南的地理與人文 

越南（Vietnam）舊稱安南（Annam），或稱法屬印度支那半島，

位於中南半島東部東側，東濱南中國海，西鄰寮國和柬埔寨，北與中

國大陸的廣東、廣西、雲南接壤，南與馬來西亞、海南島與海南諸島

隔海相望，總面積 3296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8268 萬（2004 年時），

是通往東南亞地區的重要門戶。 

由於人種和地緣的接近，早在秦始皇時代（西元前 208 年）

越南便以越南之名，出現在中國的史籍之上，在十九世紀末

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前，中國始終將越南視為藩屬，漢人積極

將中國文明（政治體制、社會倫理、學術思想、文學藝術、

農業技術、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等）傳入越南，開始了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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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對越南長達 2000 多年的深遠影響。因此，今日越南人

在婚喪祀祖等各方面的習俗，較中國大陸若干少數民族更為

漢化，越南陰曆年節和華人是一致的。  

越南是由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主要為京族，約佔總人口數的

87%，其他有岱依、泰、芒、華、高棉、儂族等，共 54 個民族。通

用語言為越南語，略通華語、英語、法語、廣東話。越南宗教信仰自

由，大部分人民以信仰佛教為主，約佔全國宗教人口一半以上，其次

為天主教、道教（包括：西寧省之高台教、安江省之和好教），另有

少數基督教及回教。 

越南傳統上財產是繼承制的，土地的所有權通常只因為繼承而轉

移，女性是家庭與農務的主要勞力提供者，北越是父系的社會，男性

在家族中擁有一切的權利，中越與南越則是母系社會，儘管父親通常

仍被視為家族的象徵，但是財產的所有與繼承權卻是母親和女兒所擁

有與主導的，在南越，家族最小的女兒往往必須繼承家族的財產以及

承擔照顧雙親的責任(Dinh,2001)。 

越南社會基本上是以重視四維八德、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為主的

宗法社會。就經濟結構層面看來，雖然越南近年來經濟漸有成長，但

全國仍有 80％的人口從事農業，城鄉差距亦大。自 1994 年台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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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積極倡導「南進政策」，助長了國人前往投資的風氣，越

南新娘藉此政經交流的同時，陸續進入台灣的婚姻文化，希

冀改善其故鄉家人的生活條件與經濟狀況。  

儘管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越南婦女第一胎的生育年齡仍因地區

的不同而有差異，北越的婦女在 20 歲前生育第一胎的比例約為

28.3%，中越僅約 5%，南越婦女則為 16.5%，全越在 20 歲前生育第

一胎的比例平均為 20%，北越婦女的第一胎生育年齡平均較中越以及

南越為低(Barbara,2003)。 

越南教育制度原師法蘇聯及東歐模式，近年來因為開放改革需

要，教育制度及內容有相當大變革(駐越代表處,2006)。越南的教育由

教育與訓練部統一管理，到 2001 年為止，全越南共有國民小學

(primary school)和初級中學(lower secondary) 22,770 所，高級中學

1,900 所(APPIN,2005)。以 1999 年為例，北越的女性平均就學率

(83.3%)，高於中南越女性的平均就學率(76.5%)，而無論在越南的各

個區域，女性的就學率均高於男性的就學率(UNPAN,2002)。 

在義務教育之後，15~22 歲的越南婦女中，未就學亦無工作的比

例以中越的 43%最高，南越為 29%居次，北越的 14.6%為最低，全越

平均為 23%，若以都是和鄉村做區分，15~22 歲的都市婦女未就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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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業率為 42%，高於鄉村的 19% (Barbara,2003)。缺少適當的工作

機會是目前越南青少年的主要問題，而減低這個情況仍需要有效的經

濟政策(Population Council Projects,2003) 

 

二、越南婦女的妊娠文化與坐月子習俗 

文化是人類經由社會學習到的，包含了知識、信仰、價

值觀以及規範等，在代代相傳之下，文化也代表了一個社會

的特殊生活模式或生活道理，文化是可以創造的、傳承的，

同時也是變遷的、累積的。潘惠晴等人（1993）指出，懷孕

中的特殊活動通常是被文化信仰所決定，有些信仰是一代傳

一代的稱之「老婦人謠言」（old wive’s tale）；懷孕婦女處

於不同的種族文化，即有不同的保健信念。以往有人認為傳

統的東西就是不好的，而否認傳統習俗的價值觀，但傳統習

俗中如果是好的，對身體是有益處的，則必須保留下來（吳

宜樺等，1999）。  

「坐月子」（Doing the Month）是起源自中國文化對產後婦女的

一個方法與一種支持的形式。許多中國的產後婦女相信這個古老的坐

月子習俗，依循這個傳統能使她們不僅在分娩後的一段時間內恢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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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甚至延續到未來的生活。坐月子這項行為當中包含了很多意義，

它提供了產後婦女的健康，也象徵了一種社會支持的概念（Shu-Shya 

Heh，2004)。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妊娠、產後調理一直有諸多規

定與禁忌，這或許與過去以農立國有關，農業社會大家庭成

員眾多，為了農忙時有充足的人力，也為了能傳遞家族香

火，因此婦女懷孕自古即受中國文化所重視，從懷孕、生產

到產後的「坐月子」調理，自有一套特殊且獨特的文化習俗

及行為模式。越南自古在人種與地緣上與中國十分親近，受

中華文化習俗的影響亦深，那麼越南婦女在懷孕時的文化與

坐月子的習俗又是如何？對於這些遠渡重洋嫁到台灣的外

籍女子，我們一直將自己傳統的文化習俗加諸在她們身上，

卻忘了說不定她們也有自己慣有的的文化信念。  

目前國內關於越南民間的妊娠文化及坐月子習俗之相

關文獻實不多見，潘惠晴等人（ 1993）提及越南孕婦在孕期

參加婚喪禮，新生兒會有燥動不安、易哭鬧的現象。Kuss

（1997）則指出，美國的越南籍移民婦女生育率相當高，可

能與越南社會文化信念有相當大的關係，越南婦女認為家庭

計畫中裝置子宮內避孕器對身體是有害的，因此接受程度不

高，口服避孕藥則會影響身體平衡，因此傾向使用自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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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孕。Davis（2001）深度訪談 19 位在美國的東南亞婦女，

這些婦女一致認為在產後她們需要這種文化上的專屬調理。因為在柬

埔寨、越南、阿曼的文化中，分娩象徵著是婦女一生最重要的事件，

她們的女性親友也會協助她們度過這個重要的時期。產後調理是指延

緩老化和預防慢性疾病，還有嚴謹的飲食種類以及延長的休息時間。 

Le(2002)整理越南傳統作月子的習俗如下 (1) 傳統越南產

後 100 天內必需遵行許多限制，包括飲食、衛生以及治療行為等，有

益的食物有瘦肉、煮蛋、薑黃、糯米拌薑黃、天綠香(守宮木) 、豬腿

骨粥；有害的食物有魚、螃蟹、海鮮、含脂肪的食物、胡椒、辣椒、

甘藍、菜籽、西瓜、檸檬、柚子、葡萄；有益的飲品有限量的開水、

草藥茶；有害的飲品有茶、酒、咖啡(2) 產後 7~30 天內不可以洗澡，

以免受到風寒(3)喝 raungot 湯或釋放熱袋在腹部以加速排除惡露(4)

多休息與避免性行為(5) 其他產後習俗，束腹、在枕頭下放小刀、耳

朵內放棉花，不可以梳頭髮、跑跳、訂釘子。 

近年來則有林靜佩（2003）之論文研究經由訪問兩位有

接觸經驗的越南籍配偶，整理出越南婦女的妊娠文化及坐月

子習俗，為了清楚與台灣文化之對照比較，將結果製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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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越南與台灣的妊娠文化及坐月子習俗之比較  

越南文化  台灣文化  
有坐月子的習慣，為期一個月，

有時甚至會到六個月（過完年才

算做完月子），在這個月內都要

臥床休息，不能洗澡、洗頭直到

滿月，洗衣服、碰冷水要等三個

月後。但有些首都裡的婦女在坐

月子期間會使用草藥（五子樹樹

葉、香茅）燒水洗浴。  

有坐月子的習俗，一個月內臥床

休息，除照顧嬰兒哺乳以外，家

中大小粗活一概不做，不能洗

頭、洗澡，只能以熱水或薑、柚

子之類的樹皮和葉子用水煮開後

擦身體（潘惠晴、朱佩玲、林淑

娟、張翠樺、李幼華， 1993）。

坐月子期間是由產婦的母親、公

公、或婆婆來照顧（第一胎多在

娘家），暫停平時的勞力活動，

臥床休息時，床下要燒木炭，以

土塊熱敷下腹部，促進惡露排出。

傳統上主要照顧者為婆婆或產婦

的母親。促進子宮收縮和惡露排

出的方法為喝生化湯，產後二至

三日體溫恢復正常後服用，約七

帖左右（賴正均，1998；陳麗麗、

王純娟， 2000）。  
避免吹風、受寒，穿著長袖、長

褲、棉襪，以毛巾包住頭部，有

些地方習俗還會以棉花塞住耳朵

（一說是避免風灌入耳裡，造成

日後頭痛；另一說是不讓產婦聽

到害怕的聲音、受到驚嚇，而影

響到情緒、心裡的安適）。  

嚴禁身體直接吹冷風、碰冷水，

禁外出、禁入廟祭祀、禁進入別

人家中（沖犯對方家中神明）（翁

玲玲， 1994）。  

水果多為寒性食物，一個月後才

能食用。坐月子期間飲食以簡單

為主，飯、菜（有些地方習俗也

不吃菜，因為某些菜類亦屬寒性

食物）、魚（淡水魚，因為海魚

腥味較重）、肉（以雞肉、豬肉

為主；但有另一說是吃肉皮膚會

癢，因此要做完月子才吃肉類食

物），冰冷的食物或飲料是禁止

的。  

進食忌吃生冷、寒涼的食物（鴨

肉、鵝肉、兔肉，菠菜、白菜、

芹菜、苦瓜、冬瓜、茄子，梨、

西瓜、柑、橙，大麥、小麥、綠

豆），只能吃熟性或溫性的食品

（雞肉、牛肉、羊肉，胡蘿蔔、

蔥、蒜、油菜、芥菜、香菜，蘋

果、龍眼、榴慩，紅糖、羊乳、

麵粉）（吳宜樺、郭素貞，1999）。

越南習俗吃麻油老了以後筋骨會

不好，所以坐月子期間不吃麻

油，可以吃豬肚補子宮，慣用調

產後七日內不吃含酒等熱性食

物，七至十二日內飲食需營養清

淡（潘惠晴、朱佩玲、林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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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料為胡椒粉（或胡椒粒）、薑、

米酒。  
張翠樺、李幼華，1993；翁玲玲，

1994）。本省風行之麻油雞進補，

自然產者在服用生化湯後（產後

一星期）開始食用，剖腹產者應

先服用生化湯二週後再食用（賴

正均， 1998）。  
沒有吃補藥的習俗（不像台灣產

婦會喝生化湯），但會飲用草藥

酒來調養身體。  

生化湯（化瘀生血，促惡露排

出）、麻油雞（去風補血）、八

珍湯（補氣補血）、杜仲子湯（補

腎、壯筋骨，減少產後酸痛、落

髮、身倦、睡眠差等不適）（陳

麗麗、王純娟， 2000）。  
越南產婦在生產完後，新生兒立

即與母親同在一起，沒有分開照

護。  

大部分醫院仍將產婦與新生兒分

開照護，母嬰同室為近幾年新興

的產科護理。  
產婦人家會準備「黑醋煮豬腳」

分送親友、鄰居。  
準備紅蛋、油飯等物品分送鄰居

親友，生女則不可送油飯（翁玲

玲， 1994）。  

（本表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觀林靜佩對兩位越南籍婦女的訪問結果，發現略有不

同，而越南雖與我們民族親近，由上表也可發現兩民族在文

化習俗上之差異，或許可歸因於坐月子行為有其獨特性，不

同環境有不同的風俗習慣。無論坐月子的行為模式如何，它

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種文化價值，也是一股強大且持續的影響

力，儘管時代不斷進步，許多觀念也不斷的更新，但傳統的

文化習俗仍深深的影響著人們的健康信念與生活方式

（Leininger，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