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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題大綱 

＊請您談談坐月子的經驗（坐月子：飲食、運動、禁忌、主要照顧者） 

1. 坐月子期間，別人對妳的要求為何？ 

（1） 家人會對妳有什麼要求（飲食、其他）？ 

（2） 醫護人員對妳有什麼要求（飲食、運動、其他）？ 

（3） 家人與醫護人員的配合度如何？ 

2. 坐月子期間，自己的感受為何？ 

（1） 哪些事讓妳（您）覺得高興？ 

（2） 哪些事讓妳（您）覺得難過？ 

（3） 妳（您）最喜歡或最想要做的事是什麼？ 

（4） 妳（您）最不習慣或最不喜歡的事是什麼？ 

3. 妳（您）覺得台灣與越南的坐月子有什麼差異（相同、相異）？  

（1） 坐月子期間有哪些禁忌與習俗？  

（2） 哪些人會協助妳照顧寶寶？ 

4. 產後自己的感受？ 

（1） 對產後身體改變的主觀感受？ 

（2） 對產後生活改變的主觀感受？ 

5. 坐月子完後，整個生活步調上有何改變？ 

（1） 生活習慣是否與懷孕前不同？哪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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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團體訪談記錄  2005.09.12(一) 
  ◎對象：三芝鄉衛生所/越南籍配偶   ◎出席人數：12 人 

◎主持人：胡益進 副教授   ◎紀錄：薛雯冰 
說明： 

 本篇訪談記錄經過整理，盡量以條列方式呈獻訪談內容，若有受訪者的單獨

發言，會有標示受訪者的編號。 
 文中的統一用法：『媽媽』指越南配偶的生母，『婆婆』指台灣夫家的母親。 

 
 出席的越南籍配偶（十人）： 

【1】 武氏豔，27 歲，來自越南南部的堅江（鄉下）。來台三年，育有一子 10
個月大，目前小孩在越南娘家，由媽媽教養。 

【2】 吳清竹，25 歲，來自越南南部的前江（胡志民市下方一點的鄉下）。來台

六年，育有一女一子，老大女生 5 歲，老二男生 3 歲，帶在身邊親自撫養。

國語標準。 
【3】 黃雪蓉，25 歲，來自南越的前江（胡志民市下方一點的鄉下）。來台一年

十個月，育有一子 9 個月大（目前不想再生），親自帶小孩。 
【4】 黎氏紅，27 歲，來自南越的西寧。來台兩年多，育有一子 11 個月。越南

媽媽有來台灣幫忙坐月子。 
【5】 何金霜，25 歲，來自南越的西寧。來台兩年，育有一子 6 個月，腹中懷

第二胎 2 個月，親自帶小孩。越南媽媽有來台灣幫忙坐月子。 
【6】 黎蔡蘭芳，31 歲，來自胡志民市。育有一子 8 年（讀小二），自己開店經

營越南小吃（常常回去越南，去幫忙）。 
【7】 陳氏錢，23 歲，來自南越鄉下，華僑（所以略通台語）。來台三年多，育

有一女 1 歲半，腹中已懷第二胎 7 個月（預產期 11 月底），親自帶小孩。

越南媽媽有來台灣幫忙坐月子。 
【8】 陶氏清，35 歲，來自南越的同奈。來台四年，育有一女一子，老大女生 3

歲，老二男生 2 歲。 
【9】 胡氏嬌清，26 歲，來自南越鄉下。來台四年，育有一女一子，老大女生 3

歲，老二男生 2 歲。 
【10】周氏豔，？歲，來自南越鄉下。來台兩年，育有一子 13 個月大。 
 
 
Q.1：妳（您）覺得台灣與越南的坐月子有什麼差異（相同、相異）？ 

 【1】【7】在越南坐月子天天都要把木炭燒熱放在床下，來台灣就沒有，在

台灣要吃麻油雞（越南不吃麻油雞）。 
 （全）『燒木炭』是鄰居、親戚的經驗談，或是聽媽媽說過。 
 【2】【5】【6】坐月子『燒木炭』這樣以後比較不容易感冒、腰酸背痛、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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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手腳冰冷。 
 （全）一個月不可以刷牙、洗澡、洗頭。只能擦身體，台灣、越南都一樣。 
 q：那妳們坐月子情形呢？ 

＊ 【1】【2】自己坐月子，婆婆只幫忙第一個禮拜，後面三週只有幫忙準備

菜，三餐要自己煮，小孩自己帶。 
＊ 婆婆幫忙做好飯菜，時間到了或肚子餓再起來吃就好了。 
＊ 【7】陳氏錢的媽媽從越南來台灣幫忙坐月子，但沒有放木炭（因為台灣

放床墊，不能放燒木炭）。 
＊ 【6】現在越南進步了，有些城市也快沒有這種放燒木炭的習俗了；雖然

有聽媽媽那一輩的人說過，或告訴我們，但現在像是我住的胡志民市，

就沒看過了。 
 
Q.2：飲食方面，家人或婆婆通常準備哪些食物給妳們吃呢？ 

 【6】麻油雞。 
 q：跟妳們有衝突怎麼辦？在越南媽媽不是說不吃麻油雞嗎？ 
 【1】還是吃，沒有不能吃啦！而是因為越南沒有那些東西（麻油雞），在這

裡婆婆叫我們吃什麼我們就吃了。 
 q：所以在場的各位都吃過麻油雞囉？  
 （全）對。 
 q：還有吃什麼？ 
 【1】【2】還有魚湯煮薑、麻油炒腰子。 
 q：所以菜裡面都會放一些麻油嘛，妳們都照吃？ 
 （全）對。 
 q：那越南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食物，跟台灣不一樣？譬如說，在越南有

吃，在台灣卻沒有？ 
 【2】沒有ㄟ。在越南媽媽通常都是準備豬肉、雞肉、高麗菜煮排骨湯，吃

一些營養的，東西其實沒有這邊（台灣）多，但是那邊（越南）坐月子就是

不能下床，要躺在房間裡，連尿尿都是老公幫忙，要下床一定要別人看妳、

幫妳才行。頭要圍著毛巾，耳朵也要塞東西（棉花），會有嗡嗡的聲音。 
 q：妳坐月子時有這樣嗎？還是妳知道的越南的習俗都這樣？ 
 【2】我沒有啦！我有看過我越南的舅媽這樣做月子的。 

 
Q.3：雖然我不用生小孩，但這聽起來很有趣，而且聽妳們剛剛講的，好像方式

很多種喔？ 
 （全）對啊，方式比這裡（台灣）多。 
 q：那妳在台灣沒有這些習俗會不會怪怪的？ 
 【1】【6】也沒有啊，就是把自己照顧好就好了。 
 q：那妳坐月子時有洗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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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啊，兩天洗一次，因為夏天太熱了。 
 q：妳（【2】）兩個小孩都是夏天生的嗎？ 
 【2】一個是冬天，一個是夏天。 
 q：那其他人洗頭的情形呢？ 

＊ 【1】沒有。 
＊ 【2】兩天洗一次。 
＊ 【8】也是兩天洗一次。 

q：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吧？ 
【8】不會啦！沒感覺。 
q：那有沒有因為這樣而感冒或怎樣？ 
【6】有喔，會頭痛！ 
【8】嗯，會掉頭髮！ 
【8】？對啊！有一邊的頭髮都快掉光了！ 
（全）哪有？妳頭髮還很多呀！（笑） 

＊ 【3】一個月後才洗。 
＊ 【7】一個多月後才洗，我媽媽和老公都不給我洗頭啊！ 

q：像陳氏錢妳媽媽是過來這裡照顧妳，那她是用越南的方式照顧妳嗎？

還是用這邊的？ 
【7】用這邊的。像東西是我老公準備的，然後他會教我媽媽怎麼煮。 
q：所以就吃的部分是台灣的？ 
【7】對。 
q：那像剛剛說的可不可以下床啊、什麼的有沒有？ 
【7】沒有ㄟ！他們都不會給我下床，叫我躺在床上啊。 
q：就不讓妳下床啊？ 
【7】上廁所也是這樣子，他們都不給我做，好累喔！ 
q：那第二胎妳媽媽還要再來喔？ 
【7】對啊，還要再來。 
q：所以等於說都躺在床上囉？ 
【7】對啊，我老公說這樣以後老了不會痛，洗頭以後頭會痛，這樣子不

好。 
q：喔～那妳老公也知道這些嗎？ 
【7】對啊，他告訴我啊！他告訴我這些不能做，這樣子是為我好啊！ 
q：所以妳老公很照顧妳喔。妳說妳媽媽回的時候，有沒有說一些越南的

習俗在台灣也有做的？像剛說的木炭不行嘛，那其他有沒有？ 
【7】嗯～沒有ㄟ。 
q：那塞耳朵的呢？ 
【7】我老公說這裡不是越南不用塞啦！還有我媽媽說要我把頭包起來，

我老公也說不用啦！在房間又沒有風，到外面才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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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以，妳媽媽本來有叫妳塞耳朵、頭包起來，但是妳老公說不用？ 
【7】對。 

＊ q：那胡氏嬌清【9】妳有沒有？像剛剛講的那些坐月子的事，還是按照

台灣這邊的？ 
   【9】按照這邊的。 
   q：那這邊是妳婆婆在準備的嗎？ 
   【9】嗯（點頭）。 
   q：哪有沒有洗頭？ 
   【9】20 幾天才洗ㄟ。 
   q：那還好吧？有沒有像剛剛講的頭痛啊、什麼的？ 
   【9】不會啦，還好。 
   q：生兩個都是這樣？ 
   【9】嗯（點頭）。 
＊ q：黎氏紅【4】呢？有沒有洗頭？ 
   【4】沒有哇！我也是媽媽來。 
   q：哇！這麼好？妳也是媽媽來這裡喔？ 
   【4】對啊。 
   q：那等於都是媽媽幫妳準備囉？ 
   【4】她在這裡也不知道要吃什麼東西啊，都是我老公幫忙準備好，再叫

我跟她說怎麼煮。 
   q：那有沒有準備生第二個？妳才來 2 年啊。 
   【4】（笑）第一個孩子還小～ 
＊ q：何金霜【5】呢？有沒有洗頭？ 
   【5】有，兩天洗一次。 
   q：那有被別人念說妳怎麼在洗頭嗎？ 
   【5】有哇，我媽媽念。 
   q：妳媽媽也有來喔？所以她也是按照這邊的方式在準備東西嘛？ 
   【5】沒有。我媽媽會煮中午的給我吃，晚上是我老公煮給我吃。 
   q：那洗完頭後，有沒有像她們剛剛說的那種感覺？ 
   【5】有一些ㄟ。就是掉頭髮。 

q：那頭會不會痛？ 
   【5】會ㄟ。 
＊ q：妳（【2】）是會頭痛嘛？是因為小朋友嗎？ 

【2】也會ㄟ。每天都頭痛！對，很明顯！ 
   q：那妳是第一胎就洗頭？還是第二胎？ 
   【2】第一胎比較不會ㄟ，那時我跟我老公住淡水，然後老公會幫我煮好，

我就只有看他（小孩）而已，比較不會流汗，沒有常常洗頭第二個才

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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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那何金霜【5】呢？妳是生一個嘛？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會頭痛？還

是之前就有？ 
【5】生完之後。 

＊ q：生完之後，現在還會嗎？我比較好奇是哪一種痛法？ 
   【2】就是抽痛，很痛！這裡一片都是黑的。 

q：那都什麼時候開始痛？ 
【2】不一定啊！天氣變冷，一變天就會覺得頭痛，我有去照 X 光、腦

音波，醫生都說沒問題啊。 
＊ q：那妳（【5】）咧？也是變天會？還是怎麼樣會頭痛？還是平常的時間

會？ 
   【5】我下午 4～6 點會頭痛…… 
   q：（笑）是煮飯的時間就頭痛啊？！ 
   【5】沒有啊，我沒有煮，我老公會煮。 
   q：這麼好命喔？老公煮？ 
   （全）對啊，呵呵～（笑） 
＊ q：那陶氏清【8】呢？妳是什麼時候會痛？ 
   【8】我是早上起床後開始痛。每天都痛痛的。 
   q：那要看妳晚上幾點睡覺？ 
   【8】晚上十點睡覺。 
   q：還好啊！那早上幾點起來？ 
   【8】6、7 點。 
   q：那睡眠應該可以啊。 

 
Q.4：像妳們現在住的地方，有些是住的比較郊區嗎？還是？ 

 【2】對啊！我家只有一戶而已，沒有鄰居。走到鄰居的家就要 20 分鐘。 
 q：所以妳家算是在山上嘛？ 
 【2】對。 
 q：那還有其他人也是住山上的？ 
 【1】對，我家在北新莊。 
 q：妳們兩個（【4】【5】）也是？ 
 【4】【5】是。 
 q：那平常多久會下來？ 
 【2】下來這邊（三芝）喔？ 
 q：欸。 
 【2】有事情就會下來，幾乎天天都有下來。 

 
Q.5：好。那妳們生產的時候都是到醫院去生嗎？阿住院的時間都是幾天？ 

 【2】三天，三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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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那醫生護士有沒有去告訴妳們說要做哪些東西？比方說哪些運動啊、或

吃東西要注意什麼的？有沒有？ 
 【7】沒有ㄟ。 
 【2】只有叫我們要吃東西，沒有叫我們運動。就教我們把肚子壓好，這樣

子。 
 q：壓好？ 
 【2】就是肚子一直揉一直揉。 
 q：揉肚子而已？ 
 【2】【7】對啊。 
 q：沒有說怎麼以後回去的時候讓肚子慢慢可以... 
 【2】消掉？ 
 q：欸。有沒有？ 
 【2】沒有ㄟ。就教我們剛生出來嘛，就按摩啊，子宮很... 
 q：軟。 
 【2】欸。對！按摩到硬起來。 
 q：喔，所以就只有做這個喔？ 
 【2】欸！ 
 q：所以沒有教妳們回去以後產後所謂的，腳應該要怎麼動啊？肚子怎麼縮

回來？有沒有？ 
 【2】ㄟ，沒有。 
 q：那妳們（其他人）有沒有？ 
 （幾乎全部人都搖頭）沒有。 
 q：只有講子宮怎麼按摩而已喔？ 
 （很多位點頭）對。 
 q：妳們通常在哪裡生的？ 
 【1】淡水的小兒科診所。 
 【2】新光醫院。 
 【8】新光醫院，兩個（小孩子）都是。 
 【3】台北那邊的婦產科。 
 【7】【9】竹圍馬偕 
 【4】淡水的婦產科。 
 【5】淡水捷運站旁邊那裡的婦產科。 
 q：所以像婦產科那裡都沒有跟妳們解釋要做什麼的？ 
 【4】我因為那天早上七點多就生了，然後明天四點多就回來了！因為我老

公沒空啊，阿沒有人照顧我啊！ 
 q：啊！這麼快...喔，沒有人陪妳在醫院喔？ 
 【4】對啊！阿我媽媽也不知道怎麼啊。 
 q：阿所以後來就只有妳媽媽看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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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啊！阿隔天四點多我老公就把我接回家。 
 【5】我是開刀的。 
 q：所以你是住？六天？ 
 【5】嗯...（想一下）嗯（點頭） 
 q：那妳們在醫院裡面，像她們（【4】【5】【7】）都有媽媽陪嘛，阿妳們呢？

有誰陪呢？老公？小朋友？阿公阿媽？ 
 【2】阿公阿媽沒有空。 
 【1】老公跟婆婆陪。大部分都自己。 
 q：那像有媽媽的，妳們三位，是有媽媽來陪的嘛，那護理人員有沒有跟媽

媽說要注意的事情？還是怎麼樣的？ 
 【7】沒有啊 
 q：也都沒有喔？因為妳們在診所嘛？ 
 【5】嗯，因為我媽媽聽不懂。 
 q：妳呢？ 
 【7】我媽媽～我老公講喔，一點點台語聽的懂，因為她華僑... 
 q：喔！所以她聽的懂台語？ 
 【7】嗯，一點點。 
 q：那妳們其他人有沒有聽得懂台語的？ 
 【5】我一點點。 
 【7】我來這裡才聽得懂一點點。 
 【4】我可以一點點喔。 
 q：那醫護人員跟妳們講都是用國語還是？ 
 （很多位）國語。 
 q：有沒有很厲害，用越南話跟妳們講的？ 
 （全部人都笑）沒有...... 
 q：呵呵，我們以後要練一批用越南話跟妳們講的，比較方便一點。像我在

雲林縣那邊喔，本來想訓練一些來台灣比較久一點的，其實她可以做一些幫

忙，像在醫院那邊，有的剛來台灣做產檢不知道的話，那這些志工就可以跟

她們解釋，然後帶著她們做，這樣比較好。但是當時做的人不是很多，如果

人多一點喔，大家自己本身有空，像有些人小孩子都還很小嘛，像蘭芳啊，

小孩子已經國小二年級了，她本身可以自己去玩、什麼的，比較不用像妳們

現在要照顧的很勤。如果家人允許，等小孩比較大了以後，妳們有機會可以

做這些東西啊！ 
 
Q.6：那妳們在坐月子的時候，情緒上有沒有不穩定？所謂不穩定，就是說有沒

有很生氣啊？在坐月子當中，有沒有覺得自己生了小孩，很多事都不一樣了？ 
 【1】沒有ㄟ！生了小孩覺得很高興！因為小孩很可愛啊 
 q：妳的是男生、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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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男生。 
 q：呵，有繼續想生第二個嗎？ 
 【1】（笑著搖頭） 
 q：沒有喔？呵呵，怎麼大家都越來越不想生小孩了？那有沒有什麼事情讓

妳覺得很高興的，在坐月子的階段？像剛剛講的，有小孩啊，生小孩很高興

啊...... 
 【1】就是看小朋友在笑的時候，好可愛（笑） 
 q：其實現在看也很可愛啊，只要不哭就很可愛啊？！ 
 （全部人都笑）對啊～ 
 【1】現在都會『塞乃（撒嬌）』（笑） 
 q：喔？以後越大越好，女孩子也不錯，女孩子會跟媽媽關係很好喔。 
 【8】我的女兒都跟爸爸ㄟ。 
 q：那是現在，我剛剛說以後年紀大一點啊！會跟媽媽很好，對。那除了小

孩子以外，還有什麼事會讓妳高興的？ 
 【2】就是老公對我們好就好了。 
 【7】就看他開始走路啊、講話啊！只要聽到他說一句話，我們都很甘願、

高興。 
 q：那妳平常跟小朋友會不會說越南話？ 
 （有一半左右點頭）也有哇！有時候會喔。 
 q：那他們聽得懂嗎？ 
 【1】聽得懂。那個蘭芳的兒子喔，他講都講不太懂，但他聽他媽媽就聽懂

了。 
 q：喔，所以他會聽，但他不會講嗎？ 
 【1】欸，對！還不會。 
 q：所以，其實越南話他本身還是要學嘛，妳要很常的時間...... 
 【1】像我兒子住在越南，我媽媽顧他。 
 q：厚？妳兒子現在在越南喔？！ 
 【1】對！我媽媽顧他。 
 q：呵呵，那妳更好命捏！生了小孩後，送回越南去給妳媽媽帶。喔，所以

他在那裡就學越南話啦？因為妳媽媽一定教他越南話嘛？ 
 【1】對。有時候他們會跟他講國語。 
 q：嗯，對對！也要跟他們講國語。 
 【1】我媽媽那邊都跟他講越南話。 
 q：那坐月子的那個月中，有沒有讓妳難過的事情？ 
 （有幾個搖頭）沒有啦...... 
 【2】難過的事就是想媽媽啦 
 【7】就剛嫁過來..... 
 q：剛嫁過來就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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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是。生小朋友的時候親媽媽不在旁邊，就覺得很孤單。 
 q：因為妳是媽媽沒有來嘛。像其他三位媽媽都有來陪。所以有沒有什麼難

過的事情？ 
 【7】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啦！剛剛過來的時候，一個人在這裡也不會講話，

朋友也沒有，什麼是都不能做！阿～很無聊，很想爸爸、媽媽、姊妹啊！每

天都很想，在哭..... 
 q：那每天都打電話嗎？還是不行打？ 
 【7】沒有哇。我一個禮拜打一次，有時睡覺會一直哭 
 q：就是很想家人？ 
 【7】對。 
 q：可是妳坐月子的時候不會吧？ 
 【7】不會啦！媽媽就在旁邊陪我。 
 q：那坐月子的時候有沒有人說，啊！我生個小孩真的很痛苦的？有沒有這

樣想的？ 
 【7】剛剛生的時候也有！啊～想說不要再生了，生小孩這麼累、這麼痛！

我老公就跟我說，不會啦～看我們的小孩這麼可愛！看他越來越大真的很高

興喔！ 
 q：那妳在坐月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要做什麼事情？有一個衝動就想要做

什麼的，有沒有？ 
 （無人回應） 
 q：像我的話，我現在坐在這裡，就想啊如果有一碗冰很好吃啊，或是怎麼

樣？ 
 【1】有喔！有想吃喔 
 q：妳在就是懷孕的時候會有喔？想要吃什麼？ 
 【1】欸。就有懷孕的時候不能吃啊，要生完小孩才可以吃。要完一個月才

可以吃喔！ 
 q：那妳坐月子的時候有沒有想到要吃什麼？ 
 【1】有啊！想啊！但是不敢吃啊！因為吃冰對我們身體不好呀，牙齒會掉

光。 
 q：呵呵，牙齒會掉光所以不敢喔？ 
 （很多位點頭）對呀，想吃不敢吃啊。 
 q：那有沒有妳想要做的事情，有沒有？比方說，ㄟ～我想要跟老公去哪裡

啊，或是什麼樣的？坐月子的時候，有沒有想做的事情？ 
 【1】沒有想。 
 q：喔？只有想著怎麼帶小孩喔？ 
 【7】小孩會哭哭，哪有想去哪裡！ 
 q：喔，沒有想過要做什麼啦？ 
 【7】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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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那其他人咧？有沒有？坐月子的時候想要做什麼事情？ 
 【1】【7】沒有啊..... 
 q：就只想過照顧小孩喔？最想做的就是照顧小孩？ 
 （幾乎全部人都點頭）嗯！ 
 q：那妳們都把小孩子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啦？！ 
 （幾乎全部人點頭）對！ 
 q：那妳在這一段時間裡面，有沒有什麼不喜歡的？或不習慣的事情？剛剛

講的，像不能洗頭嘛！類似像這樣的，有沒有提他的？ 
 （無回應） 
 q：因為妳都有洗頭，所以覺得無所謂？阿有沒有其他覺得不喜歡的事情？

或是不能做的、妳沒辦法做的？ 
 【2】沒有啊！那時候我還帶這個、帶這個（指她兩個小孩）。看媽媽很忙.... 
 q：有沒有不喜歡做的？比方說，會不會想說越南那邊可以做的，阿我們這

邊不能做的，有沒有覺得？ 
 【1】（搖頭）就是想到越南那邊比較麻煩，這邊比較省事。 

 
Q.7：好。剛剛講的，我現在要問越南跟台灣之間，坐月子有幾個不一樣的，剛

剛有提到木炭的事情、麻油雞的事情，還有沒有？兩邊不太一樣的地方？ 
 【2】就那邊坐月子沒有吃酒。 
 q：酒？沒有用酒就對了？ 
 【1】還有在那邊坐月子可以吃鹹的東西。 
 q：可以吃鹹的喔，這邊不行吃太鹹的嗎？ 
 【1】對！那邊滷肉，太鹹的都可以吃ㄟ。 
 【7】豬肉煮鹹一點，放胡椒粉。 
 （很多人點頭）對啊，很辣又很鹹。 
 q：喔，辣、鹹這樣喔？還有沒有？ 
 q：不要讓妳吃太鹹，是因為怕妳火氣太大，怕嘴巴容易有破啊！或是怎麼

樣，所以～就怕妳太燥熱，就熱啦！一些辣的東西就比較不會給妳們吃啦。

還有，妳們有沒有喝生化湯？ 
 （大家交頭接耳）ㄟ...沒.有... 
 q：沒有？妳【5】有沒喝過生化湯？ 
 【5】有。那個開刀的才要喝。 
 q：啊？開刀的才要喝？ 
 【4】有喔！有。 
 q：就是用那個什麼東西熬的對不對？還要用泡的？喝起來苦苦的？ 
 【4】用泡的！好像茶一樣啦 
 q：對，像茶一樣的。 
 【4】那有啦，一點點有味道，不會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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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那妳有喝嗎？ 
 【9】沒有。 
 q：那妳有喝嗎？ 
 【7】那個中藥嗎？一個禮拜生完孩子，一個禮拜後喝，要喝一個禮拜的那

個藥？ 
 q：那個就是生化湯嘛！黑黑的？阿是用泡的嗎？ 
 【7】欸。ㄟ～是用燉的。 
 q：喔，有的是用燉的，有的是用泡的。 
 【4】對啊，像茶包一樣！一包一包的。 
 q：那妳【2】有沒有？ 
 【2】有，用燉的。 
 q：就是自己用中藥材燉出來的？ 
 【2】對，燉成一碗，再把它喝掉！ 
 q：那陶氏清【8】有沒有？ 
 【8】沒有ㄟ。 
 q：那黃雪蓉【3】有沒有？ 
 【3】有。 
 q：也是用燉的？還是用泡茶的？ 
 【3】泡茶的。 
 q：那陳氏錢【7】有沒有？ 
 【7】有。用燉的。 
 【6】我也有喝，是用燉的。 
 q：所以用泡的有 2 個（【3】、【4】），陶氏清【8】和胡氏嬌清【9】沒有喝，

其他人用燉的？ 
 （大家點頭）嗯。 
 q：那這邊的親戚沒有人講嗎？講說要喝這個東西？ 
 【8】沒有哇。 
 【7】有，我姑姑說要喝這個比較好。 
 q：姑姑喔？ 
 【7】嗯。也有買回來喝。 
 q：那還有沒有，台灣和越南之間坐月子不一樣的差異？譬如說剛剛說的木

炭以外，吃，還有一個什麼的.... 
 【1】鹹的。 
 q：鹹的。欸，對！還有沒有？因為我們現在就想要瞭解，台灣一些坐月子

的情形跟越南那邊坐月子的情形，有沒有互相.....像麻油雞我們這邊就吃，

妳們那邊沒有說一定要吃嘛？ 
 【2】那邊空心菜不能吃，我們這邊就可以吃。 
 q：喔？越南那邊不能吃空心菜？這是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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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嗯，越南不能吃。還有『蕃薯葉（台語）』台灣能吃，那邊不能吃。她

們說空心菜比較冷，所以不能吃。 
 q：所以等於說冷的東西，妳們不能吃嘛？ 
 【2】嗯（點頭）。 
 q：那還有沒有？ 
 （靜默） 
 q：那習俗的東西有沒有不一樣的？ 
 （靜默） 
 q：還是說有忌諱的東西？有沒有說越南那邊什麼不能做？或什麼東西部能

吃？或什麼不能怎麼樣的？ 
 (靜默) 
 q：在坐月子的這段時間裡面，剛剛講說不能洗頭是兩邊都有嗎？ 
 （大部分人點頭） 
 q：那洗澡可以吧？還是說？ 
 【2】洗澡那邊不可以。 
 【2】【6】用溫開水擦。 
 q：溫開水擦？那我們台灣這邊是可以洗澡的嗎？只要不洗頭就好了嘛？ 
 （大部分人點頭） 
 q：那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不要洗頭喔！因為早期住的房子的關係，因為她們

洗澡洗頭都要去外面，那在外面洗完頭風馬上就吹，頭髮還沒乾，就會變成

感冒或頭痛這樣。在台灣可能的情形，坐月子洗完頭，妳沒有馬上把他吹乾

啦.... 
 【2】沒有空啊。要帶小孩啊，老公又..... 
 q：沒有空？對。那妳就要變成說，洗完頭馬上把他吹乾，這樣就不會有風

吹到了。像現在家裡面都有冷氣，如果你洗完頭又去忙別的事，就跟在外面

吹風一樣的道理了！ 
 【2】沒有呀，我家沒裝冷氣。 
 q：那妳是在外面洗的嗎？ 
 【2】在浴室裡。 
 q：但是沒有吹乾啊！ 
 【2】我有擦啊！ 
 q：有擦但沒有馬上讓他乾掉？ 
 【2】吹也是慢慢吹，不能一下就吹乾呀。 
 q：所以這樣就會有影響嘛！像剛剛講的，洗頭要讓他完全乾了後，比較不

會有後遺症。 
 
Q.8：好。那還有一個問題，關於照顧寶寶。像妳【1】是給妳媽媽帶嘛？那妳【2】
就自己帶，婆婆有幫妳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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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沒有，自己帶。 
 q：那陶氏清【8】也是自己帶？有沒有人幫忙照顧？ 
 【8】沒有。 
 q：那妳【3】也是一樣？ 
 【3】嗯，對。 
 q：那陳氏錢【7】呢？ 
 【7】我也自己帶。 
 q：那妳媽媽來多久就回去？ 
 【7】一個月就回去了。 
 q：做完月子就回去了喔？ 
 【7】嗯，對。 
 q：那胡氏嬌清【9】呢？婆婆有沒有幫忙？ 
 【9】有。有幫忙帶。 
 q：那黎氏紅【4】呢？ 
 【4】我是自己帶ㄟ。 
 q：那妳媽媽也是妳做完月子就回去了？ 
 【4】對啊，我妹妹也是十個月大肚子。 
 q：所以就自己帶小孩？婆婆沒有幫忙帶嗎？ 
 【4】我沒有婆婆。 
 q：沒有婆婆喔，那～只有公公？ 
 【4】也沒有公公。公公、婆婆都沒有。 
 q：喔，只有妳跟老公兩夫妻喔？呵，那更幸福了喔？！ 
 （大家都笑） 
 q：沒有啦。其實這樣就沒有幫手了，有公公、婆婆有時候可以幫忙照顧一

下，這樣啦！那何金霜【5】呢？ 
 【5】我媽媽幫我帶。 
 q：是妳越南的媽媽？還是婆婆？ 
 【5】越南的媽媽。 
 q：那妳也是把他帶回去喔？ 
 【6】她媽媽來這裡待五個月了。 
 q：五個月？可以這麼久喔？那不錯啊，幾乎都是妳媽媽幫妳帶了。所以妳

很好命ㄟ！妳看妳飯可以不用做，小孩又有媽媽幫忙帶，好好喔～ 
 （大部分的人都點頭、笑） 
 q：那蘭芳【6】呢？妳那個自己帶？ 
 【6】自己帶。因為婆婆年紀大了。 
 q：欸，像這家店喔是多久開的？ 
 【6】開了，嗯，九個月了。 
 q：那之前怎麼沒想到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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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想到啦，嗯，可是...... 
 q：這家店是你家還是租的？ 
 【6】租的。 
 q：所以就變成妳要物色地點喔？看在哪裡開比較好？ 
 【6】嗯（點頭）。 
 q：那這位【10】是？ 
 【6】新來的。我帶她來的。 
 q：她叫什麼名字？ 
 【6】周氏豔。 
 q：那妳【10】來台灣多久？ 
 【10】兩年。 
 q：那妳是一個小孩？多大？ 
 【10】一個。13 個月。 
 q：那我是覺得喔，剛剛問的這些都跟妳坐月子的期間有關連性。那我們是

想瞭解往後坐月子，有一些機會，像是衛生所在妳懷孕、生小孩了的這段時

間去妳家，其實可以提供一些東西給妳們參考。比方說，剛剛說到妳們可能

都沒有人告訴妳，因為妳們也剛來，然後就要生小孩了，在生小孩的過程中，

如果有一些協助、幫忙，像妳【2】是一戶人家在山上，也不會有左鄰右舍

去問啊，就會比較辛苦嘛！ 
 【2】有一些阿姨會打電話跟我講要怎麼。 
 q：是妳的阿姨？還是？ 
 【2】就是鄰居，就很遠，大家還是會幫忙。 

 
Q.9：喔喔。我剛剛為什麼問妳生完小孩有沒有什麼不高興、什麼的？因為台灣

現在有那種生完小孩後，得了憂鬱症。憂鬱症，有沒有聽過？憂鬱症是什麼意思？ 
 （各自討論） 
 q：憂鬱症就是老公好像被小孩搶走了，老公只關心小孩不關心我啊！過日

子都沒有人關心，就很傷心啊、怎麼樣的。有沒有這樣？ 
 【1】沒有ㄟ。我看老公這樣關心小孩就很高興啊！ 
 q：嗯，這是很健康的想法。我剛是意思說，有人覺得老公好像應該要關心

我的，現在變成關心小朋友了？阿就吃醋嘛！有沒有？ 
 （全部人都在笑） 
 q；有沒有人在家裡面有時候會想喔，老公怎麼全部的注意力....。這問題通

常會在坐月子的期間會有，所以我剛剛問妳說哪些喜歡、哪些不喜歡？阿有

的人生完小孩後，身體應該就跟以前不一樣了。那有沒有覺得怎麼樣？哇～

這樣很辛苦啊！還是怎麼樣？有沒有去想這些？ 
 【7】剛開始也有哇！ 
 q：或者是說，像妳懷孕胖了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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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幾公斤… 
 q：50 幾公斤？！不是吧！我是說妳懷孕後比懷孕前胖了幾公斤？ 
 【1】喔，10 幾公斤。 
 q：阿妳呢？ 
 【2】胖了 10 幾公斤，原本 38 公斤胖到 40 幾。 
 q：因為坐月子那段時間體重還沒有降很多嘛！比方說妳原本 30 幾公斤，後

來胖到 40 幾或是 50，生完後還是 40 幾，等於說妳剛生完的時間還有胖很

多嘛？那身體會改變的時候，妳有沒有會覺得怎麼樣？還是沒有想到這些？ 
 (靜默) 
 q：胖就胖了這樣嗎？ 
 (大家討論)【7】有小孩胖就胖了啦！ 
 q：想法都只有在小孩子身上啊？ 
 (大家討論)【2】對呀！我老公說沒有錢怎麼漂亮怎麼瘦？ 
 【7】他說胖沒關係，身體健康最重要！我要去買藥回來吃，要減肥啊，他

說那樣不好… 
 q：喔，那這樣妳老公很好呀！ 
 【7】不是我老公，是我公公！我老公也會說妳太胖這樣子！但是我婆婆說

身體健康最重要。 
 q：ㄚ因為妳 11 月就要再生小孩了！妳現在已經胖了多少？ 
 【7】我現在胖了 7 公斤了。 
 q：7 公斤而已啊？！ 
 【7】欸！我 4 個月的時候還胖不到，因為都吃不下…… 
 q：喔，是因為害喜嗎？ 
 【7】到 7 個月還都吃不下，看到東西都吃不下… 
 q：好那我再問一個，生完小孩以後呢，妳的生活就多了一個小孩，妳會不

會覺得怪怪的？或是怎麼樣？ 
 (靜默) 
 q：假設啦！妳跟妳老公…妳應該沒有什麼變化阿！因為妳小孩到越南去

啦！所以只有妳跟妳老公，還是一樣兩個人啊？有沒有感覺生完小孩跟沒生

完小孩之前的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1】就…有點累… 
 q：累喔？那怎麼辦？ 
 【1】怎麼辦能怎麼辦？！ 
 q：有沒有想一些方法？還是只有想小孩子趕快長大？ 
 【1】(思考一下)…就希望小朋友快點長大…(笑)早點讀書 
 q：早點讀書就好？ㄟ，在座的有念小學的就只有妳【6】的小孩嗎？ 
 【6】嗯。 
 q：那其他的有沒有去念幼稚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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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窸窣窣)還沒ㄟ 
 q：都自己帶喔？！阿有沒有準備讓他們去念幼稚園的？ 
 【1】我的小孩還沒滿兩歲喔！現在他才 10 幾個月 
 q：但是像妳是給妳媽媽帶的嘛！那上幼稚園是要在那邊上嗎？還是帶回

來？ 
 【1】帶回來啊！上幼稚園就要帶回來啊 
 q：所以兩歲以後才要帶回來喔？ 
 【1】對，嗯。 
 q：她們呢？ 
 【1】我自己帶，打算明年在給他讀…因為自己帶也是要帶到大一點… 

 
Q.10：那再問一個，妳們有沒有身分證？妳【6】已經有了嘛？那妳【2】吳清竹

呢？ 
 【2】沒有，還在用。 
 q：咦？不是四年就可以申請了嗎？ 
 【2】三年就可以申請了，因為他要身份證，還要我老公戶頭裡要有四十萬

的存款.... 
 q：啥.... 
 【7】就是我們的老公戶頭裡要有四十萬的存款。 
 （大家附和） 
 q：喔～要妳們的先生戶頭裡有四十萬的存款的可以申請身份證喔？ 
 三年可以申請嘛，但是拿到的時候已經五年了！ 
 q：所以妳們現在都沒有囉？那妳們拿的證件是什麼？ 
 【2】居留證。 
 q：居留證喔？ 
 【2】對。我可以辦了啊！可是我老公還沒夠，他說慢一點。那個過三年就

可以了。 
 q：欸，陶氏清【8】妳是來...四年了嘛？ 
 【8】欸。 
 q：那妳有沒有去辦？ 
 【8】有。有在辦，還沒拿到。 
 q：妳們這裡有沒有一個組織是針對越南新娘去幫助或是協助的，有沒有？ 
 （靜默） 
 q：就是蘭芳妳這樣？在幫忙啊？ 
 【6】嗯。 
 q：喔。其實我覺得這個很種要，像我有一次去苗栗縣，也是上課程。苗栗

縣的衛生局辦的（不像我們今天只是衛生所辦的，衛生局比衛生所還要大），

結果才來四個人。結果我問他們，苗栗縣應該很大啊，大概有一千多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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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那天的活動只有四個人而已，因為他沒有類似這樣的組織，把一些人集

合起來，跟她們談，所以這樣的效果就會很差。像我們今天還有一些東西可

以告訴大家或是談的，那就沒有辦法了。所以這裡還不錯喔！可以看到這麼

多人，大家一起來。可是也要掌握一下時間，有人可能中午要回去煮飯的....
當然啦，有人不用煮.... 

 （笑） 
 q：那最後喔，有人生活上面的問題，妳有沒有因為生完小孩或做完月子以

後，你的生活步調因此而受到影響？所謂生活步調是說妳生活的一些方式，

有沒有因為小孩子，有很大的變化？或是很大的影響？ 
 （靜默） 
 q：妳【1】的話影響應該不大吧？生完小孩就給媽媽帶，應該沒什麼影響。

那其他人呢？像有生兩個小孩的，影響會不會比較大一點？ 
 【1】沒有。 
 【2】還好.... 
 q：妳老公是做什麼的？ 
 【2】做空調的。 
 q：做空調的....所以隨時要出去做嘛？沒有一定的時間嘛？ 
 【2】對呀！ 
 q：做的地點也不一樣嗎？ 
 【2】對啊！ 
 q：陶氏清【8】呢？妳生完兩個小孩後，有沒有因為生了兩個小孩後，生活

有什麼改變？跟以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8】有。 
 q：怎麼樣？  
 【8】（默）嗯.... 
 q：帶小孩？ 
 【8】對，帶小孩。還有啊，要出去不能出去，因為家住在山上.....（後半句

由蘭芳【6】補出說明） 
 q：對，她剛說住在山上。欸！那妳多久下來這邊？ 
 【8】我一週下來這邊一次 
 q：是買菜嗎？ 
 【8】是，是買菜。還有生病會下來.... 
 q：欸，黃雪蓉【3】妳是住在這附近嗎？ 
 【3】我住這附近。 
 q：所以妳影響應該比較少吧？！ 
 【3】嗯.....不過一個月出去不到兩次 
 q：阿？妳不是住在附近而已嗎？ 
 【3】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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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帶一個跟帶兩個其實也有差吧？！ 
 （全部人都笑了）【7】對啊！這個哭，那個鬧！ 
 q：妳不是只有一個？ 
 【7】就快要有兩個了啊！（笑～） 
 q：妳這個是很活潑喔？！ 
 【7】她喔，弄東西都弄得亂七八糟喔～ 

 
Q.11：還有整個我剛剛問的這些，有沒有我沒問到，而妳在坐月子的時候有碰到

的事情？就坐月子的過程裡面，妳覺得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提供給我們，往後如

果還有人新來台灣要生小孩、坐月子的，需要注意的事項或事情？ 
 （靜默） 
 q：我覺得第一個能夠叫媽媽來是最好的嘛！除了這個以外，還有沒有什麼？

其實可以注意的....東西或事情？ 
 （笑） 
 q：剛剛提過以外的東西。像剛剛提到吃鹹、跟吃辣的東西嘛！跟我們這邊

好像不太一樣？！ 
 【1】我跟這邊都一樣啊！ 
 q：妳都一樣啊啦？就台灣有的，妳都做？ 
 【1】嗯。 
 q：有沒有人覺得這樣不好的？ 
 【1】不會呀..... 
 q：不會啦喔。所以其他新的來了，我們也要告訴她說其實在台灣這樣坐月

子下來也差不多、還好，也可以接受啦？！ 
 （大家討論） 
 q：那我們這邊有沒有說什麼水果不能吃的？在坐月子的時候？ 
 【6】啊，冷的水果！木瓜、葡萄.... 
 【8】酸的東西不能吃。 
 【6】對！太酸的跟冷的東西不行啦！ 
 q：酸的話....像是檸檬汁嗎？ 
 【6】太酸的.... 
 【8】葡萄還好啦！ 
 【6】葡萄補血.... 
 【8】對。 
 【2】蘋果可以。 
 【8】好像只能吃三種：葡萄、蘋果、還有那個....榴槤 
 【6】榴槤？妳能夠吃榴槤喔？！ 
 【8】對啊！我老公還買了一箱回來ㄟ！ 
 （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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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榴槤喔？！我....也不敢吃ㄟ..... 
 【6】她們說榴槤很補ㄟ！ 
 q：很補喔？是涼補？還是熱補？ 
 【2】【6】【7】【8】熱補！ 
 q：所以吃一吃火氣會很大喔？！ 
 （全部人都笑）【6】對啦對啦～ 
 q：我剛忘了問，蘭芳妳生產是在哪裡生的？ 
 【6】這邊。 
 q：這邊的哪裡？ 
 【6】ㄟ....三重。因為我五嫂介紹.... 
 q：也是一間婦產科？ 
 【6】對。 
 q：那周氏豔呢，是在那邊生產的？ 
 【10】淡水馬偕。 
 q：那妳們在生產過程中，醫護人員有沒有跟妳們說要注意的是什麼事情啊？

比方說子宮要按摩啊.... 
 （靜默） 
 【6】沒有ㄟ。好像沒有教我們那個ㄟ.... 
 q：沒有教妳們這些？！ 
 （幾乎全部人都點頭）【2】【6】【7】【8】對ㄟ！沒有 
 q：奇怪..... 
 （部分人用越南語討論） 
 【7】她都沒有教我們按摩肚子 
 【8】有的沒有教怎麼餵小孩子奶 
 q：用母乳的？ 
 【6】欸，對。 
 【8】怎麼吃啊.... 
 q：乳房有沒有教妳們怎麼去保健？ 
 【6】沒有。 
 q：因為為母乳的時候，乳房不是需要保健嗎？有沒有教？ 
 【2】有，有教啊。 
 【8】沒有.... 
 q：喔？妳有教？新光那邊有教？ 
 【2】對，她有教怎麼放小朋友.... 
 q：譬如說，妳的小朋友要吸吮乳房的時候，奶頭那邊要去清潔，要洗嘛！

還要怎樣按摩這樣，讓她的乳汁、奶水比較容易吸起來。如果沒有這樣做的

話很容易....對了！妳們是餵母乳還是餵牛奶？ 
 【1】餵牛奶。在醫院就餵牛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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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妳一開始就餵牛奶了嗎？ 
 【1】因為在醫院就餵牛奶了，後來要給她吃母奶都不吃了！ 
 q：但是妳在醫院的時候，他不是都有一個什麼餵母室嗎？ 
 【1】那個不是.... 
 q：就一直喝牛奶而已喔？ 
 【8】對啊，然後回來就喜歡喝牛奶了.... 
 q：喔～這樣子喔？！一般我們都會說先讓他喝習慣喝一點母乳，就是訓練

他，讓他吸母奶的時候就是如果吸的不對喔，奶頭就會破掉，就會發炎，所

以才要訓練他。有時候醫院會講這些，除了像剛剛說的子宮要讓他硬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像母乳那些的都會講啊，都沒有嗎？ 
 【8】沒有啊！只有說要給小孩子喝哪種牛奶啊.... 
 q：喝哪一種品牌的，這樣而已？ 
 （笑）嗯～ 
 q：喔。那有餵母奶的有幾位？ 
 【7】我只餵了一個禮拜.... 
 q：還是一個月？ 
 【8】到現在還在吃啊.... 
 q：喔，妳的到現在還....是小的還在吃喔？ 
 【8】嗯。 
 q：ㄟ，小的是....兩歲喔？ 
 （笑）【6】兩歲還在吃？！ 
 【8】嗯.... 
 q：有啦，有的會。那妳很不錯啊！還一直讓他吃.....但是喔，可能要在一定

的時間給他斷奶啦！因為他只有喝母奶的話，營養的補充會不足，所以要再

給他副食品的東西去吃。那還有沒有人是餵母奶的？ 
 （沒人說有） 
 q：沒有啊？嗯，好。剛剛說吃水果，越南有別的規定嗎？還是只有剛剛講

的那三種台灣可以吃的？越南也是這樣？ 
 【8】也有啊！什麼可以吃、什麼不行吃。 
 【8】那邊蘋果、葡萄可以吃 
 q：那跟台灣差不多啊！ 
 【1】還有芭蕉..... 
 【6】芭蕉，對對對.... 
 q：芭蕉喔....還有沒有？ 
 （熱烈討論） 
 【6】大部分都芭蕉啦！沒什麼水果....鄉下人吃芭蕉比較多。蘋果、葡萄鄉

下比較少見... 
 q：因為芭蕉可以自己重嘛！那有沒有什麼是越南不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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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討論芭蕉） 
 q：那台灣芭蕉和越南芭蕉哪一個比較好吃？ 
 【6】越南的。比較甜。 
 q：因為台灣大都種香蕉，比較少種芭蕉。 
 （熱烈討論）對，比較少..... 
 q：還有沒有什麼禁忌的？在越南當中.... 像剛剛說的水果這樣聽起來，就有

很大的不一樣！妳看台灣都是吃葡萄、蘋果啊！那梨子可不可以吃？ 
 【8】不可以喔...... 
 （越南語討論）【6】梨子可以啦！ 
 【8】嗯，可以啦....我老公也有買給我吃。 
 【2】水梨嗎....？ 
 q：對！欸，像我這樣如果要學越南話，好不好學啊？要講的話，搞不好很

難ㄟ！ 
 （幾乎全部人都在笑） 
 q：因為妳看妳們講的，有一點....那種.... 
 【6】腔。 
 q：對，腔。那種腔跟台灣話、國語講的都不太一樣。所以要先學那個腔才

能講嘛？因為台中市曾經想要讓公務人員去學越南話，結果學到一半就學不

下去了，因為他們只上幾小時的課就要會講，不太可能啦！那我們現在也在

想有沒有什麼方法，來克服這樣的問題，因為有一些方式的改變，其實可以

幫助更多的人啦！那現在越南嫁到台灣的人數越來越多ㄟ，比例滿高的，兩

個可能就有一個是越南籍的，所以人數會越來越多，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就靠妳們了！ 
 （全部人笑） 

 
Q.12：台灣喝生化湯，那越南那邊有沒有在喝生化湯？ 

 （大部分人搖頭）【2】【6】沒有ㄟ！ 
 q：那越南有沒有類似吃生化湯這種的東西？ 
 （還是搖頭） 
 【6】我知道的是華僑。 
 q：喔，華僑會吃？那妳自己本身那時候有沒有吃？ 
 【6】有，因為那時候我有給小孩喝母奶四個月。 
 q：喔，有喝母奶四個月？ 
 【6】嗯，對。所以婆婆會煮給我喝。 
 q:喔。那還不錯！那妳現在住在哪裡？ 
 【6】呃，山上。 
 q：山上喔？ 
 【6】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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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等於妳店在這邊.... 
 【6】對。晚上再回家.... 
 q：那妳老公咧？ 
 【6】上班。 
 q：他自己上班？所以這間店是妳自己一個人....？ 
 【6】對，我一個人負責。 
 q：哇！那妳很厲害喔！那像越南菜的這些食材，台灣這邊應該都買的到

吧？！要不要有一些特別的添加料什麼的？ 
 【6】現在很方便會進口來。 
 q：會進口，所以就不怕找不到？ 
 【6】對對。 
 【8】她的店就賣了.... 
 q：她的店就進口進來的？ 
 【8】對啊～什麼都有賣啊！ 
 q：呵呵～下次有機會去光顧光顧。 

 
Q.13：那剛剛講嘛，妳們在坐月子的時候，調味料重鹹的嘛？鹹的跟辣的嘛呴？

那有沒有說，台灣的調味品跟越南那邊用的不一樣？像越南菜的特色是什麼？是

醬料的關係嗎？還是.....？ 
 【6】啊，醬料！那個魚露。 
 q：魚露？那妳們在吃東西的時候，會一直都用魚露這個東西嗎？ 
 【6】因為我們吃東西會用鹹的，所以用魚露來煮。 
 q：那妳們在越南吃的是不是都比較鹹？ 
 【6】嗯，比台灣鹹一點。 
 q：比台灣鹹喔？！那妳自己在餐廳做的話，會不會也比較鹹？ 
 【6】沒有。我是煮湯跟麵。 
 q：喔，麵食的....那妳來這邊也要煮給大家吃嘛！那妳一開始煮的時候，有

沒有去問要怎麼放這些調味料？ 
 【6】台灣好像不會很難ㄟ。很簡單，蒜頭跟油這樣子就好了，就一盤了。 
 q：呵呵，這樣喔～阿其他的咧？ 
 （全部人都在笑） 
 【8】還有鹽巴放下去..... 
 【6】油啊！我覺得台灣吃太多油了.... 
 q：喔，油太多了？！ 
 【6】對啊！炒什麼都要油，油油油油..... 
 （熱烈討論）炒菜油多..... 
 q：那妳們越南那邊呢？吃的是怎樣？ 
 【6】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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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燙啊.... 
 【6】不然就是燙一下，沾醬料。 
 q：只是鹹啊？就是要鹽的東西比較多，那醬油那邊會用的多嗎？不會？還

是鹽巴比較多？ 
 【6】鹽巴、魚露比較多。醬油看妳煮什麼口味才放啦！還有放醣..... 
 q：喔....有沒有說第一次來，結果煮出來的東西公公、婆婆..... 
 【6】說很臭！ 
 q：啥？！真的啊？ 
 【6】呵呵，對啊！他們嫌魚露很臭！ 
 q：魚露....可是妳們剛來的時候絕對不會自己帶魚露過來啊！ 
 【6】喔～對啦！ 
 q：所以妳第一次煮出來的時候，妳的老公、還有家人會覺得怎樣？ 
 【6】有人合口就說很好吃，有人不合口就說不好吃啊！沒有一樣呀。 
 q：所以就要看個人？自己調整成煮出來合她們的口味嘛，對不對？！ 
 （小孩子很吵） 
 q：所以妳在煮菜的時候，妳有沒有去想過說台灣煮的跟越南煮的有沒有什

麼不一樣？剛剛講的，除了魚露跟鹽巴以外，還有沒有？清燙？那越南有沒

有類似像生的這種吃法？菜類的東西？ 
 （靜默） 
 q：還是沒有？也都要炒過？ 
 【1】沒有啊，像是高麗菜可以生吃、還有空心菜啊 
 q：空心菜可以生吃？ 
 【1】對啊！還有小黃瓜.... 
 q：小黃瓜？我知道。 
 （大家討論）還有.... 
 q：喔，就是菜類的東西。越南菜裡面也滿多是生的東西嘛？！ 
 【1】嗯，生吃比較多.... 
 【2】對啊！因為那邊天氣比較熱嘛！ 
 q：所以越南那邊炒的不多啦？ 
 【2】是比較少啦。 
 q：是直接生吃嗎？還是涼拌？加什麼醬油、魚露？ 
 【6】有的是涼拌，有的是洗好了就有一個醬料很特別，這樣沾來吃。 
 q:喔，沾來吃？不是直接只吃菜？ 
 【6】這樣吃不下啦！要有一個沾的才吃的下。 
 q：那妳們也有吃滷肉的東西嘛？！  
 嗯。 
 q：那妳們是吃豬？還是吃牛？ 
 【6】【8】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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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沒有像印尼的.... 
 【6】豬肉就不能吃！ 
 q：對啊！只能吃牛不能吃豬.... 
 【8】他們那邊好奇怪喔。我們那邊能吃的大都吃啊！ 
 q：呵呵，沒有什麼不能吃的？ 
 （幾乎全部人都在笑）【8】對啊！ 
 q：那妳們的宗教呢？越南比較多的宗教信仰是什麼？佛教嗎？寺廟很多

嗎？ 
 【6】那個....基督教、天主教都有。以前是法國、跟美國在那邊啊！所以.... 
 q：喔。那妳們是有說不能吃麻油嗎？還是坐月子的時候沒有規定不能吃？ 
 （熱烈討論） 
 q：在越南.... 
 （大家回答一致）越南沒有麻油！！ 
 【6】來台灣吃的時候，婆婆、老公才有.... 
 q：喔，所以是因為沒有麻油的關係啊！那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6】不好吃啊！有時候就用吞的呀！ 
 q：不好吃喔？ 
 【8】嗯，剛開始吃有一個味道啦，不敢吃.... 
 【6】還有那個酒放很多..... 
 【8】對，放很多喔.... 
 q:所以，重點是在越南沒有麻油喔？對不對？ 
 【6】對。 
 q：因為有些論文有寫說越南不能吃麻油，其實不是不能吃，而是因為沒有

麻油.... 
 （大家一口同聲）沒有！！ 
 q：沒有麻油，所以就不會吃了嘛？！ 
 （大全部人點頭） 
 q：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略）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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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結果整理 

 
1.坐月子期間，別人對妳的要求為何？ 

（1）家人會對妳有什麼要求（飲食、其他）？ 
（2）醫護人員對妳有什麼要求（飲食、運動、其他）？ 
（3）家人與醫護人員的配合度如何？ 

 
 大部分台灣婆婆會要求吃麻油雞捕身子，不管受訪者喜不喜歡吃，但幾

乎全部的產婦都吃（勉強自己吃）。 
 大部分的產科院所似乎只有教授產後揉子宮的動作（要讓子宮變硬、復

位），但幾乎沒有教受產後運動（如：骨盆肌底運動）或乳房護理、哺

餵母乳，甚至有婦產科直接為寶寶牛奶，使的寶寶不再接受母乳。 
 
2.坐月子期間，自己的感受為何？ 

（1）哪些事讓妳（您）覺得高興？ 
（2）哪些事讓妳（您）覺得難過？ 
（3）妳（您）最喜歡或最想要做的事是什麼？ 
（4）妳（您）最不習慣或最不喜歡的事是什麼？ 
 

 看到先生很疼小孩就很快樂，不會有吃醋或被冷落的感覺。 
 希望小孩子快快長大、讀書。 
 最快樂的事就是有了小孩。 
 最想做的事就是照顧小孩。 
 最難過的事是想家、想念越南的家人、自己的媽媽（剛嫁來時）。 
 最難過的事還有剛生完小孩，媽媽不在身邊。 

 
3.妳（您）覺得台灣與越南的坐月子有什麼差異（相同、相異）？  

（1）坐月子期間有哪些禁忌與習俗？  
（2）哪些人會協助妳照顧寶寶？ 

 
4.產後自己的感受？ 

（1）對產後身體改變的主觀感受？ 
（2）對產後生活改變的主觀感受？ 
 

 產後身體變胖，但大部分的公公、婆婆、甚至先生都會說『身體健康最

重要』，不贊成減肥。 
 覺得雖然累，但看到小孩子就很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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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坐月子完後，整個生活步調上有何改變？ 

（1）生活習慣是否與懷孕前不同？哪裡不同？ 
 有些受訪者覺得產後有小孩子，要出去都不能出去，因為要照顧小孩

子，小孩子有時候炒、鬧，把東西弄得亂七八糟。 
 
◎台越的飲食整理 
行為 越南 台灣 
坐月子 有 有 
麻油雞 不吃（因為越南沒有麻油） 孕婦坐月子必吃 
生化湯 無，只有部分華僑在喝 有用泡的、燉的，坐月子婦

女幾乎都喝過 
坐月子期間

的食物 
豬肉、雞肉、高麗菜煮排骨湯、

很辣（胡椒粉）又很鹹的滷肉 
魚湯煮薑、麻油炒腰子（種

類比越南多） 
烹調與調味 喜用『魚露』調味、重鹹，烹煮

方式多用川燙，再沾調味料吃 
不吃太鹹的，但烹煮時喜歡

大量使用『油』 
冰 不可以，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 與越南同 
水果 芭蕉（蘋果、葡萄鄉下比較少吃，

因為不常見）常常吃，太冷、太

酸的不能吃（如：木瓜、檸檬）

蘋果、葡萄（補血）、榴槤（熱

補） 

酒 沒有 烹煮時會放入調味 
空心菜 不能吃（因為比較冷） 無限定 
蕃薯葉 不能吃 可以 
 
◎台越的生活整理 
行為 越南 台灣 
燒木炭放床

下 
傳統的習俗，現在漸漸也不常見

了 
無 

洗澡 不可以，只能用溫水擦澡 不可以，但台灣比較不嚴格 
洗頭 一個月內不可以 一個月內不可以（但比較不

嚴格） 
下床走動 不可以 無嚴格規定 
塞耳朵、把頭

包起來 
傳統習俗，怕非吹風以後會頭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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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家效度名單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王宏仁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長 

呂昌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洪進嘉  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陳政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黃松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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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中越文對照問卷 

越南配偶在台灣生育保健相關行為之問卷 

Thăm Dò Sự Sinh Nở Và Tình Trạng Sức Khoẻ Của Phụ Nữ  
Việt Nam Có Quan Hệ Hôn Nhân Với Công Dân Đài Loan Tại Đài Loan 

 

這份問卷是為了要瞭解目前越南配偶在台灣生育保健相關的行為及其影

響因素，以作為日後越南配偶在台灣生育保健之相關政策的改善。本份問卷約

耽誤您 20 分鐘的時間，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用途，我們會妥善保管此份資

料，以維護您的個人隱私，請放心作答。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Công tác thăm dò này là để tìm hiểu tình trạng sức khoẻ , việc sinh nở và tác 

động liên quan của phụ nữ Việt nam có quan hệ hôn nhân với công dân Đài loan 

đang sinh sống tại địa bàn Đài loan để là chính sách cải thiện tình trạng sức khoẻ , 

việc sinh nở sau này của phụ nữ Việt nam có quan hệ hôn nhân với công dân Đài 

loan đang sinh sống tại địa bàn Đài loan . Chỉ phiền bạn trả lời những câu hỏi trong 

hồ sơ này trong 20 phút , nội dung thăm dò chỉ được nghiên cứu trong giới học 

thuật , hồ sơ này sẽ được giữ gìn kín đáo để bảo vệ đời riêng tư của bạn , bạn cứ 

yên tâm điền ghi . Chúng tôi xin chân thành cám ơn sự phối hợp và ủng hộ của bạn!

敬祝 Kính chúc  

健康平安  萬事如意      Sức Khoẻ Bình An       Vạn Sự Như Ý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 

Khoa Giáo Dục Vệ Sinh Của Đại Học Sư Phạm Công Lập Đài Loan  

指導教授                     胡益進 博士 
Giáo Sư Chỉ Đạo                Tiến Sỹ  HU I CHIN 
碩士班研究生                 薛雯冰                      敬上 
Thạc Sỹ Nghiên Cứu Sinh         HSUEH WEN PING          Kính thư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Tháng 12 năm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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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人口學變項 Sự thay đổi của dân số xã hội học 

 

( 一 ) 個人基本資料 Tư liệu cơ bản của cá nhân 

1. 姓名 Họ tê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出生日期 Ngày tháng năm sinh：日 năm ____ 月 tháng ____ 西元年 Ngày_____ 

3. 來台灣的時間 Sang Đài loan vào ngày : 月 tháng ______ 西元年 Ngày_______ 

4. 在越南時的居住地點 Nơi thường trú tại Việt nam : ___ □北越 □中越 □南越 

5. 是否為華裔？Bạn có phải là người Việt gốc Hoa không? 

□是 Phải  □否 Không phải 

6. 與丈夫的家人溝通是否有困難： 

Có khó khăn khi xã giao với người nhà của chồng không ? 

□ 有困難 Có khó khăn       

□ 有一點困難 Hơi khó khăn một chút  

□ 沒有困難 Không có 

7. 在越南受過幾年教育 Trình độ văn hóa tiếng Việt :  

□ 未受過正式教育 Chưa qua đào tạo chính quy     □ 1～6 年 1 ~ 6 năm      

□ 7～9 年 7~9 năm    □ 10～12 年 10~12 năm   □ 13 年以上 Trên 13 năm 

8. 目前是否懷孕？Bạn đang mang thai phải không ?     

□ 沒有懷孕 Không có       

□ 有懷孕 Đang mang thai:________個月 tháng  

9. 過去生產的醫院 Trước đây sinh con tại bệnh viện nào?  

（填寫醫院名稱）( ghi tên bệnh việ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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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家庭基本資料 Tư liệu cơ bản hoàn cảnh gia đình 

1. 丈夫的年齡 Tuổi tác của ông chồng bạn là : ________ 歲（足歲）tuổi ( tròn tuổi ) 

2. 丈夫的教育程度 Trình độ văn hóa của ông chồng bạn : 

□不知道 Không biết  □小學 Cấp I  □ 國中 Cấp II   

□ 高中高職 Cấp 3Cao đẳng  □ 大學 Đại học ( gồm ) và sau thạc sỹ 

3. 丈夫的職業（請填寫職稱或工作內容） 

Nghề nghiệp của chồng bạn ( ghi chức vụ và nội dung công việc ) :____________ 

4. 您如何與丈夫認識的 Bạn quen biết ông chồng bằng phương thức nào ?  

□ 自由戀愛 Tự mình thương yêu nhau   

□ 親友介紹 Qua sự mai mối của bà con  

□ 婚姻介紹所 Qua sự mai mối của tổ chức kinh doanh   

5. 目前家庭收入 Tình trạng thu nhập hiện nay của cả nhà : 

□ 不夠生活開支 Không đủ chi tiêu      

□ 足夠生活開支 Đầy đủ để chi tiêu      

□ 使用很寬裕 Chi tiêu khá giả 

6. 您在越南的父親受過幾年教育 Trình độ văn hóa ở Việt nam của bố thân sinh 

bạn ? 

□ 不知道 Không biết      □ 未受過正式教育 Chưa qua đào tạo chính quy 

□ 1～6 年 1 ~ 6 năm      □ 7～9 年 7~9 năm     □ 10～12 年 10~12 năm  

□ 13 年以上 Trên 13 năm 

7. 您在越南的母親受過幾年教育 Trình độ văn hóa ở Việt nam của mẹ thân sinh 

bạn ? 

□ 不知道 Không biết      □ 未受過正式教育 Chưa qua đào tạo chính quy 

□ 1～6 年 1 ~ 6 năm      □ 7～9 年 7~9 năm     □ 10～12 年 10~12 năm  

□ 13 年以上 Trên 13 nă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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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生育保健的認知 Nhận thức về việc sinh nở và sức khoẻ 

【 作答說明 Trả lời theo hướng dẫn 】 

此部分量表問題是想瞭解您對懷孕及坐月子的一些看法跟觀念，下列的問題

可能有些是您同意的，有些是不同意的。 
Những câu hỏi sau đây là để tìm hiểu nhận thức và quan điểm của bạn về việc 

mang thai và ở cữ , có những câu hỏi bạn đồng ý , có những câu hỏi bạn không chấp 
nhận . 
如果您勾選 Khi bạn chọn câu trả lời là : 

「非常不同意」，表示您 100%的不同意。 

「不同意」，表示不同意但不完全贊成。 

「中立意見」，表示不贊成也不反對。 

「同意」，表示雖然贊成但不完全反對。 

「非常同意」，表示您 100%的贊成。 

「Rất là không đồng ý」- bày tỏ bạn 100% không đồng ý 

「Không đồng ý」- bày tỏ bạn không đồng ý nhưng không hoàn toàn chấp nhận 

「Ý kiến trung lập」- bày tỏ bạn không chấp nhận nhưng cũng không phản đối 

「Đồng ý」- bày tỏ tuy bạn đồng ý nhưng không hoàn toàn phản đối 

「Rất là đồng ý 」-  bày tỏ bạn 100% đồng 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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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不
同
意
﹁R

ất là không đồng ý

﹂ 

不
同
意 

﹁K
hông đồng ý

﹂ 

中
立
意
見 
﹁Ý

 kiến trung lập

﹂ 

同
意 
﹁Đ

ồng ý

﹂ 

非
常
同
意 

﹁R
ất là đồng ý

﹂ 

1. 我很期待能生育小孩。 
Tôi mong muốn được sinh nở con cái. 

□ □ □ □ □

2. 我的夫家非常重視及期待我能生育小孩。 
Nhà chồng của tôi rất là coi trọng và mong muốn tôi có khả 
năng sinh đẻ con cái . 

□ □ □ □ □

3. 我覺得生育是一件重要的事。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sinh đẻ là việc quan trọng nhất . 

□ □ □ □ □

4. 知道懷孕以後，我會想知道一些關於懷孕的過程或與生育有

關的事。Từ ngày được biết mình mang thai , tôi muốn hiểu biết 
về quá trình mang thai hoặc về những việc sinh nở . 

□ □ □ □ □

5. 懷孕期間，我會想要找專業人員或對生育有經驗的親友，幫

助我維護懷孕期間的健康。Trong quá trình mang thai , tôi 
mong muốn được sự hỗ trợ của nhân viên chuyên nghiệp hoặc 
những người thân đã từng có trải nghiệm về việc sinh đẻ để hỗ 
trợ và bảo vệ sức khoẻ của tôi 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 

□ □ □ □ □

6. 我覺得懷孕期間定期接受產前檢查，可以讓我生下健康的寶

寶。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phải đi 
khám thai định kỳ , như vậy bé của tôi sẽ được sinh ra có sức 
khoẻ tốt lành . 

□ □ □ □ □

7. 我覺得懷孕期間如果身體沒有不舒服，不需要定期去做產前

檢查。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sức 
khoẻ của tôi lành mạnh không có đau ốm gì cả thì không cần đi 
khám thai định kỳ . 

□ □ □ □ □

8. 我覺得懷孕生產的過程是有危險的。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có sự nguy hiểm trong quá trình mang 
thai và vượt cạn . 

□ □ □ □ □

9. 我覺得坐月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ở cữ là việc rất là quan trọng . 

□ □ □ □ □

10. 我的家人都很重視我坐月子這件事。 
Người nhà của tôi rất là coi trọng việc ở cữ của tô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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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覺得在坐月子期間，洗澡是必要的。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 tắm rửa là nhu cầu 
cần thiết . 

□ □ □ □ □

12. 我覺得在坐月子期間，洗頭是必要的。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 gội đầu là nhu cầu 
cần thiết . 

□ □ □ □ □

13. 我覺得在台灣坐月子，吃補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 ăn uống đồ bổ là việc 
rất là quan trọng . 

□ □ □ □ □

14. 在台灣坐月子期間要吃麻油雞，我覺得不喜歡。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phải ăn món dầu mè ( vừng ) 
hầm gà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ôi không thích món ăn này . 

□ □ □ □ □

15.在台灣坐月子期間要喝生化湯，我覺得不喜歡。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phải uống canh sinh hóa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ôi không thích uống món canh này . 

□ □ □ □ □

16. 在台灣坐月子期間床下沒有放燒熱的木炭，我覺得不喜

歡。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 dưới sàn giường không có 
để lò đang cháy than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ôi không thích 
lắm . 

□ □ □ □ □

17. 在台灣坐月子期間沒有把耳朵塞住，我覺得不喜歡。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không được bao bịt lỗ tai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ôi không thích lắm . 

□ □ □ □ □

18. 在台灣坐月子期間沒有用毛巾包住頭部，我覺得不喜歡。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ở Đài loan không được lấy khăn bao bộc 
đầu tóc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tôi không thích lắm . 

□ □ □ □ □

19. 坐月子期間，我會覺得心情低落、不開心。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 tâm trạng của tôi buồn chán không được 
vui vẻ . 

□ □ □ □ □

20. 生產完後，我覺得哺餵母乳是很自然的。 
Sau khi sinh con cho con bú sữa mẹ là chuyện lẽ tự nhiê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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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瞭解哺餵母乳的好處。 
Tôi biết về cái tốt cho con bú sữa mẹ . 

□ □ □ □ □

22. 我願意給我的寶寶吃母乳。 
Tôi vui lòng cho con tôi bú sữa mẹ . 

□ □ □ □ □

23. 生產完後，我覺得生活跟以前不一樣了。 
Sau khi sinh con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sinh hoạt sẽ khác hẳn 
với ngày xưa . 

□ □ □ □ □

24. 生產完後，我覺得家人都只關心寶寶，不關心我。 
Sau khi sinh con ,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người nhà chỉ quan 
tâm bé , không để ý đến tôi . 

□ □ □ □ □

25. 生產完後，我希望家人能夠幫忙我坐月子。 
Sau khi sinh con , tôi mong muốn người nhà hỗ trợ tôi ở cữ . 

□ □ □ □ □

26. 生產完後，我希望家人能夠幫忙我照顧寶寶。 
Sau khi sinh con , tôi mong muốn người nhà hỗ trợ tôi chăm sóc 
bé . 

□ □ □ □ □

27. 生產完後，我對身材的改變很不滿意。 
Sau khi sinh con , tôi bất mãn sự thay đổi về ngoại hình của tôi .

□ □ □ □ □

28. 生產完後，我的丈夫對我身材的改變很不滿意。 
Sau khi sinh con , ông chồng của tôi bất mãn sự thay đổi về 
ngoại hình của tôi . 

□ □ □ □ □

29. 我覺得生產過後身材變胖是自然的。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sau khi sinh sản , ngoại hình mập ra là 
việc đương nhiên . 

□ □ □ □ □

30. 坐月子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快樂的。 
Theo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ở cữ là một trải nghiệm vui vẻ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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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育保健的行動線索 

Đường dây tìm kiếm hiểu biết việc sinh nở và việc giữ gìn sức khoẻ 

【 作答說明 Trả lời theo hướng dẫn 】 

此部分量表問題是想瞭解您在懷孕及坐月子時，對於生育保健相關訊息的來

源。 

Những câu hỏi sau đây là để tìm hiểu khi bạn đang mang thai và ở cữ , từ đâu bạn 

bắt được các nguồn thông tin về việc sinh nở và việc giữ gìn sức khoẻ . 

下列問題，如果您認為 

Những câu hỏi sau đây , nếu bạn cho là : 

敘述正確請勾「有」。 

Trình bày chính xác , bạn đánh dấu vào ô「Có」 

敘述不正確請勾「沒有」。 

Trình bày không chính xác , bạn đánh dấu vào ô 「Không có」 

不清楚是否正確請勾選「不知道」。 

Không rõ có phải chính xác hay không , bạn đánh dấu vào ô 「Không bi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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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經看過關於懷孕的相關文章。 

Tôi từng đọc qua những tập sách liên quan đến việc mang thai . 

□ □ □

2. 我曾經看過關於懷孕的電視節目。 

Tôi được biết việc mang thai qua những kênh truyền hình . 

□ □ □

3. 懷孕期間，我知道要去哪裡做產前檢查。 

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 tôi biết đi khám thai ở đâu . 

□ □ □

4. 產檢時醫護人員會協助我減輕身體的不舒適的訊息。 

Khi khám thai nhân viên y tế hướng dẫn tôi nhiều thông tin để giảm bớt 

những gì không khoẻ trên cơ thể tôi . 

□ □ □

5. 產檢時醫護人員會解答我對懷孕的一些問題。 

Khi khám thai nhân viên y tế trả lời những thắc mắc về việc mang thai của 

tôi . 

□ □ □

6. 我在越南曾經幫忙親友坐過月子。 

Khi tôi còn ở Việt nam tôi từng hỗ trợ người thân ở cữ . 

□ □ □

7. 我在台灣曾經幫忙親友坐過月子。 

Khi tôi ở Đài loan tôi từng hỗ trợ người thân ở cữ .  

□ □ □

8. 我曾經看過關於坐月子的相關文章。 

Tôi từng đọc qua những tập sách liên quan đến việc ở cữ . 

□ □ □

9. 我曾經看過關於坐月子的電視節目。 

Tôi được biết việc ở cữ qua những kênh truyền hình . 

□ □ □

10. 我在越南的媽媽會告訴我坐月子的注意事項。 

Mẹ đẻ ở Việt nam của tôi có dạy bảo tôi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khi ở c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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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的婆婆會告訴我坐月子的注意事項。 

Mẹ chồng của tôi có dạy bảo tôi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khi ở cữ . 

□ □ □

12. 我的鄰居會告訴我坐月子的注意事項。 

Hàng xóm ở cạnh nhà có dạy bảo tôi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khi ở cữ . 

□ □ □

13. 社區衛生所人員有教導我坐月子時的注意事項。 Nhân viên y tế tại 

nơi tôi thường trú có dạy bảo tôi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khi ở cữ. 

□ □ □

14.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我能瞭解醫護人員的解釋。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tôi hiểu biết những gì mà nhân viên y tế phổ biến .  

□ □ □

15.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有教我如何做乳房護理。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 có dạy bảo tôi cách chăm sóc bầu vú của tôi . 

□ □ □

16.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有教我如何餵寶寶吃母奶。 

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 có hướng dẫn tôi cách cho con bú . 

□ □ □

17.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有教我如何按摩肚子，促使子宮收縮。 

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 có hướng dẫn cách massage cơ bụng 

để tử cung co thắt nhằm trở lại kích cỡ trước khi có thai . 

□ □ □

18.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有教我除了按摩肚子以外的產後運動。 

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 ngoài hướng dẫn cách massage cơ 

bụng còn luyện tập cơ thể để trở lại bình thường theo hướng dẫn của nhân 

viên y tế . 

□ □ □

19. 在我最近一次生產的醫院，有教我坐月子應該吃哪些東西。 

Bệnh viện tôi sinh sản lần gần đây , có hướng dẫn tôi nên ăn uống những 

gì trong thời gian ở c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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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保健的相關行為 Tác động tích cực trong việc sinh nở và việc giữ gìn sức khoẻ 

【作答說明 Trả lời theo hướng dẫn 】 

此部分量表問題是想瞭解您在懷孕及坐月子時，確實採行的行為。下列的問題請按照

行為的頻率來勾選。 

tìm hiểu khi bạn đang mang thai và ở cữ , bạn đã tích cực thực hiện những động tác nào . 

Những câu hỏi sau đây , bạn chọn theo số lần bạn thường xuyên lập đi lập lại tác động đó . 

如果您勾選 Nếu bạn đánh dấu vào ô :  

「常常總是」，表示您總是這麼做（以 100%為滿分，有＞90%）。 

  「經常」，表示您經常這麼做（以 100%為滿分，有＞75%）。 

  「偶爾」，表示您偶爾這麼做（以 100%為滿分，有＞50%）。 

  「很少」，表示您很少這麼做（以 100%為滿分，有＞25%）。 

  「從來沒有」，表示您從來沒有這麼做過。Những câu hỏi sau đây là để  

「Cứ thường xuyên có」- bày tỏ bạn cứ có làm vậy ( mức tiêu chuẩn là 100% , có đạt mức >90% ) 

「Thường xuyên」- bày tỏ bạn thường xuyên có làm vậy ( mức tiêu chuẩn là 100% , có đạt mức >75% )

「Có khi」- bày tỏ bạn có khi làm vậy ( mức tiêu chuẩn là 100% , có đạt mức >50% ) 

「Ít khi」- bày tỏ bạn ít khi làm vậy ( mức tiêu chuẩn là 100% , có đạt mức >25% ) 

「Chưa từng có」- bày tỏ bạn chưa từng làm vậy  

 從
來
沒
有
﹁C

hưa từng có

﹂ 

很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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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
爾   

﹁C
ó khi

﹂ 

經
常   

﹁Thường xuyên

﹂ 

常
常
總
是  

﹁C
ứ thường xuyên có

﹂ 

1. 在懷孕期間，我會找專業人員或對生育有經驗的親友，幫助

我維護懷孕期間的健康。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 tôi sẽ tìm 
đến nhân viên chuyên nghiệp hoặc người thân giàu kinh nghiệm 
về việc sinh nở , hỗ trợ bảo vệ sức khoẻ của tô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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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懷孕期間，我會定期去做產前檢查。  

Trong thời gian mang thai , tôi sẽ đi khám thai định kỳ . 

□ □ □ □ □

3. 生產後，我有按照醫護人員的教導做乳房護理。 

Sau khi sinh sản , tôi có chăm sóc bầu vú của tôi theo hướng 

dẫn của nhân viên y tế . 

□ □ □ □ □

4. 生產後，我有按照醫護人員的教導餵寶寶吃母奶。 

Sau khi sinh sản , tôi cho bé bú sữa mẹ theo hướng dẫn của 

nhân viên y tế . 

□ □ □ □ □

5. 生產後，我有按照醫護人員的教導按摩肚子，促使子宮收縮。

Sau khi sinh sản , tôi massage cơ bụng để tử cung co thắt nhằm 

trở lại kích cỡ trước khi có thai theo hướng dẫn của nhân viên y 

tế . 

□ □ □ □ □

6. 生產後，我有按照醫護人員的教導做除了按摩肚子以外的產

後運動。Sau khi sinh sản , ngoài việc massage cơ bụng tôi còn 

luyện tập cơ thể để trở lại bình thường theo hướng dẫn của nhân 

viên y tế . 

□ □ □ □ □

7. 生產後，我越南的親人會幫忙我坐月子。 

Sau khi sinh sản , mẹ đẻ ở Việt nam của tôi sẽ giúp tôi ở cữ . 

□ □ □ □ □

8. 生產後，我夫家的家人會幫忙我坐月子。 

Sau khi sinh sản , người nhà của chồng tôi sẽ giúp tôi ở c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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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產後，我的家人會幫忙我照顧寶寶。 

Sau khi sinh sản , người nhà của tôi sẽ giúp tôi chăm sóc bé . 

□ □ □ □ □

10. 坐月子期間，我還是會去洗澡。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vẫn tắm rửa như thường xuyên . 

□ □ □ □ □

11. 坐月子期間，我還是會去洗頭。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vẫn gội đầu như thường xuyên . 

□ □ □ □ □

12. 坐月子期間，我有吃麻油雞。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có ăn dầu mè ( vừng ) hầm gà . 

□ □ □ □ □

13. 坐月子期間，我有喝生化湯。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có uống canh sinh hóa . 

□ □ □ □ □

14. 坐月子期間，我有在床下放燒熱的木炭。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không có để lò đang cháy than dưới sàn giường . 

□ □ □ □ □

15. 坐月子期間，我有用棉花塞住耳朵。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có lấy bông gòn nhét lỗ tai . 

□ □ □ □ □

16. 坐月子期間，我有用毛巾包住頭部。 

Khi đang ở cữ , tôi có bao bộc đầu tóc bằng khăn long . 

□ □ □ □ □

17. 生產後，因為我對自己身材的改變很不滿意，所以我有想辦

法減肥。Sau khi sinh sản , do bất mãn về ngoại hình của tôi, nên 
tôi tìm cách giảm cân . 

□ □ □ □ □

18. 生產後，因為我丈夫對我身材的改變很不滿意，所以我有

想辦法減肥。Sau khi sinh sản , do chồng tôi bất mãn về ngoại 
hình của tôi , nên tôi tìm cách giảm câ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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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職業等級 

等級 5 
高級專業 

等級 4 
專業人員 

等級 3 
半專業 

等級 2 
技術工人 

等級 1 
非技術工人 

大專校長 中小學校長 技術員 
技佐 

技工 
水電匠 

工廠工人 

大專教師 中小學教師 委任級公務人

員 
店員 
小店主 

學徒 

醫師 會計師 科員 
行員 
出納員 

零售商 
推銷員 

小販 

大法官 法官 縣市議員 
鄉鎮民代表 

自耕農 佃農 
漁夫 

科學家 工程師 
建築師 

批發商 
代理商 
包商 

司機 
裁縫 

清潔工 
雜工 

特任或簡任級

公務人員 
薦任級公務人

員 
公司行號科長 

尉級軍官 廚師 臨時工 
工友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國大代表 
 

院轄市議員 
省議員 

警察 美容師 
理髮師 

建築物看管人

員 

門房 

董事長 
總經理 

經理 
襄理 
協理 
副理 

消防隊員 
船員 

郵差 傭工 
女傭 

將級軍官 校級軍官 
警官 
 

秘書 
代書 

士（官）兵 侍應生 
舞（酒）女 

 作家 
畫家 
音樂家 
 

電視 
電影演員 

打字員 無業 
家庭主婦 

 新聞 
電視記者 

服裝設計師 領班 
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