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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茲分成四節陳述之，分別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設計、實施程

序、資料處理等。在調查研究架構上，係分成問卷調查及訪談兩大部分，

各調查之內容，詳如圖5-1所示： 

問卷調查 

對象 問卷內容 

學校行政人

員 

教師 

教育行政人

員 

1.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面臨的教育問題及原因 

2.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的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及實施情形

3.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的國民教育政策執行問題及策略

 

 

訪談 

對象 訪談內容 

學校人員 

教育行政機

關人員 

專家學者 

外籍配偶家

庭成員 

針對問卷調查中各項問題的分析結果，擬定訪談大綱

如下： 

1.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面臨的教育問題情況及影響因素

2.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的國民教育政策內容、規劃及執
行滿意情況、經費運作情況、政策執行協助對象等 

3. 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相關策略內容，及
執行情況與其重要程度落差情況等 

圖5-1 調查研究架構圖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節針對研究對象及樣本選取情況說明之。首先，說明問卷調查對象

及樣本選取；其次，則是說明訪談對象及樣本選取。 

壹、問卷調查對象及樣本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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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問卷調查為主軸，首先說明問卷調查對象範圍，其次則是樣本

選取方式之說明。 

一、 問卷調查對象 

在問卷調查對象方面，範圍包括「學校人員」及「教育行政人員」

兩大類。在學校人員方面，以服務於國民中小學日間部教師及行政人員(含

校長、主任、組長)為對象；然並未包含夜間部補校之服務人員，此因目

前外籍配偶子女係處於就讀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並未就讀夜間部補校，因

此在問卷發放對象方面，也就不涉及補校之服務人員。在教育行政機關方

面，則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成員中，和外籍配偶子女教育業務有

相關者為對象。然而，並未包含專家學者及外籍配偶子女家庭成員，究其

原因，概因： 

(一) 針對外籍配偶子女家庭成員而言：外籍配偶因負責子女教養重
任，因此她們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然因為這些來自異域的外

籍配偶或礙於語言溝通能力不足，無法明確瞭解中國文字意

涵；或礙於無法確認哪些配偶已生下第二代子女，造成抽樣不

易；或礙於家庭因素，不便填答及回收問卷。因此本研究未將

外籍配偶及家庭成員列為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針對子女而

言，則因這些子女年紀尚小，無法有效回答問卷內容，所以也

不將其列為問卷調查對象。然而因為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為本研

究核心人物，礙於現實狀況無法使用問卷調查，以蒐集全面性

資料，本研究將以半結構面對面訪談方式，蒐集研究所需資料，

以彌補無法使用全面性問卷調查的缺憾。 

(二) 針對專家學者而言：目前外籍配偶子女教育議題重要性與日俱
增，開始有越來越多專家學者致力於該領域的研究。然而其人

數仍屬少數，若強行使用問卷調查，在統計結果分析上，恐因

人數太少造成統計誤差，影響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因此在問卷

調查對象中，並未將專家學者列入其中。然專家學者的意見常

是國民教育政策制定及執行的重要影響者，也常是和外籍配偶

家庭互動密切者，其觀點能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執行國民教育政

策之參考，故為克服人數過少，不宜使用問卷統計分析之難題，

本研究將輔以訪談方式，增加研究之客觀性及深度。 

 

二、 問卷樣本選取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研究的問卷調查樣本，係包括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及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以下將分別就學校人員樣本選取，及教育

行政機關樣本選取，分別說明之： 

(一) 學校人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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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學校及人數，各地情況不一，若使用隨機抽

樣，恐造成有些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甚少(甚至沒有)學校，也將成為問卷調

查樣本，影響問題填答的真實性。因此本研究將採取立意抽樣方式，以各

縣市外籍配偶子女就讀人數較多之國中小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為抽樣對

象。預計發出約1,000份問卷，最後經學校數調整後，國中問卷發放校數

共計有34所學校，170份問卷；國小則為185所，925份問卷；國中小發

放校數總計219所學校，共發放1,095份問卷。 

茲將發放方式依序說明如下： 

1. 確認國中小發放份數：以全台外籍配偶子女總數(46,411)為分母，
算出國小及國中外籍配偶子女所佔比率，分別為：88%及 12%。經

比率分配後，國小部分發放880份問卷，國中部分將發放120份問

卷。 

2. 確定各縣市發放份數：在國小問卷發放方面，800份問卷的發放以
各縣市外籍配偶子女比例為基準，決定各縣市調查份數。以台北縣

為例，外籍配偶子女人數佔全台外籍配偶子女總人數的百分之十

五，依其人數比例，經調整後共發出問卷 132 份(880*15%)，其餘

縣市分配方式詳如表5-1所示。在國中問卷發放方面，120份問卷

的發放以各縣市外籍配偶子女比例為基準，決定各縣市調查份數。

以台北縣為例，外籍配偶子女人數佔全台外籍配偶子女總人數的百

分之十八點四，依其人數比例，經調整後共發出問卷 20 份

(120*18.4%)，其餘縣市分配方式詳如表5-1所示。 

3. 確認學校抽樣份數：各學校則以學校中負責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相關
業務之行政人員二人(包含校長、主任或組長)、教師三名為原則，

每校填寫問卷者共計五名。 

4. 調整國中小發放份數：待確認各校抽樣人數(5 名/校)後，參酌各

縣市分配之問卷數，確定各縣市學校樣本總數。然而因為一所學校

以抽取五名成員為原則，故修正各縣市所分配的問卷數，不足五的

倍數者，皆進位為五的倍數(如：台北縣原定發放 132 份，經調整

後，改為135份)。經調整後，國小共發出185所學校/925份問卷；

國中發出34所學校/170份問卷(詳如表5-1)。 

5. 進行各縣市學校抽樣：確定各縣市學校數後，利用教育部提供之九
十三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外籍配偶子女學生就讀人數總表，抽取各縣

市外籍配偶子女人數最多的前幾名學校，作為問卷調查對象；以台

北縣為例，國小部分預計發放 27所學校，就從台北縣中外籍配偶

子女就讀人數最多的學校中選取，為顧及各區皆有學校被選取，因

此在立意抽樣過程中，會達成各區學校皆有被選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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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問卷調查樣本數一覽表 

國小 國中 

縣市別 就讀

人數 
百分比 

問卷發

放份數 

調整後問

卷發放數

抽樣學

校數

就讀人

數 
百分比

問卷發

放份數 

調整後問卷

發放數 

抽樣學

校數

台北縣 6125 15.0 132 135 27 1014 18.4 22 20 4 

桃園縣 4725 11.6 102 105 21 763 13.9 17 20 4 

雲林縣 2066 5.1 44 45 9 251 4.6 5 5 1 

台北市 3352 8.2 72 75 15 814 14.8 18 20 4 

屏東縣 2868 7.0 62 65 13 196 3.6 4 5 1 

高雄市 2008 4.9 43 45 9 287 5.2 6 5 1 

台中縣 2406 5.9 52 55 11 262 4.8 6 5 1 

新竹縣 1609 3.9 35 35 7 140 2.5 3 5 1 

苗栗縣 1411 3.4 30 30 6 193 3.5 4 5 1 

高雄縣 2193 5.4 47 50 10 160 2.9 3 5 1 

彰化縣 2310 5.6 50 50 10 226 4.1 5 5 1 

嘉義縣 1324 3.2 28 30 6 127 2.3 3 5 1 

台中市 1155 2.8 25 25 5 197 3.6 4 5 1 

南投縣 1105 2.7 24 25 5 85 1.5 2 5 1 

新竹市 611 1.5 13 15 3 105 1.9 2 5 1 

台南縣 1586 3.9 34 35 7 126 2.3 3 5 1 

基隆市 635 1.6 14 15 3 107 1.9 2 5 1 

台南市 835 2.0 18 20 4 121 2.2 3 5 1 

台東縣 413 1.0 9 10 2 47 0.9 1 5 1 

宜蘭縣 719 1.8 15 15 3 85 1.5 2 5 1 

花蓮縣 509 1.2 11 15 3 76 1.4 2 5 1 

金門縣 212 0.5 5 5 1 34 0.6 1 5 1 

嘉義市 331 0.8 7 10 2 54 1.0 1 5 1 

澎湖縣 331 0.8 7 10 2 70 1.3 2 5 1 

連江縣 68 0.2 1 5 1 25 0.5 1 5 1 

總計 40907 100 880 925 185 5504 100.0 120 170 34 

備註：「百分比」係指：各縣市中，外籍配偶子女學童就讀國小(國中)人數，佔該類學童就讀國小

(國中)總人數之比率。 

(二)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方面 
在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方面，包括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等教育行

政單位，共計發出104份問卷。 

在縣市政府教育局方面，則進行所有縣市政府教育局普查，包括：台

中市、台中縣、台北市、台北縣、台南市、台南縣、宜蘭縣、花蓮縣、金

門縣、南投縣、屏東縣、苗栗縣、桃園縣、高雄市、高雄縣、基隆市、連

江縣、雲林縣、新竹市、新竹縣、嘉義市、嘉義縣、彰化縣、及澎湖縣，

共計二十四個縣市政府教育局。 

在樣本抽樣上，採取立意抽樣方式，以從事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業務人

員為對象，從中選取合適樣本。在上述原則下，係選取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一人、課(科)長一人(負責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相關業務者)、課(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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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負責辦理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相關業務者)、及督學一人(督導學校有

外籍配偶子女者)，總計一個縣市政府教育局發放問卷四份，合計96份。 

在教育部方面，亦採立意抽樣，針對負責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業務的次

長、司長、科長、科員等人發出調查問題，合計發出8份問卷。 

 

貳、訪談對象及樣本選取 

在此，將先說明訪談對象後，再說明四種職務類型訪談樣本選取方式。 

一、訪談對象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之制定及推動，關係層面甚廣，不只和這

些新臺灣之子息息相關，在此過程中，學校人員、學生家庭、專家學者、

教育行政機關執行者及制定者都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訪談對象將包括學校

人員、外籍配偶家庭、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等四類型。 

在學校人員方面，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學生家庭方面，則包括

外籍配偶及其家人；在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方面，則選取各縣市教育行政機

關中，距離基層學校最近的督學；在專家學者方面，本研究採納廣泛性定

義，將社福團體社工人員列入專家學者之列，選擇社工人員概因其不只具

有專業性知能，更是最靠近外籍配偶家庭的服務者，加上其學有專精，瞭

解此類型學童之輔導，在政策制定時，政府亦常徵詢其意見，因此在選取

對象時，將以有從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的社福團體社工人員為主。 

 

二、訪談樣本選取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計四類型人員，分別為：學校人員(八名)、教育行

政機關人員(一名)、專家學者(二名)、外籍配偶家庭成員(五名)等，總計

十六名。選取四類別原因，一來為彌補問卷調查對象缺乏專家學者及外籍

配偶家庭成員聲音的缺憾，二來為增加研究的深度。各類型選取方式，說

明如下： 

(一) 學校人員方面：學校人員方面，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兩職
務別人員。因研究者訪談時間、經費及精力所限，將訪談對象

限定於北部學校中。因此將從北部學校中，以外籍配偶子女學

生數較多之學校為範圍，從中選擇四至五所學校，請負責外籍

配偶子女相關業務之學校成員，為本研究推薦並聯絡其它願意

接受訪談者，以利研究訪談活動之進行。在學校人員訪談人數

上，將顧及行政人員及教師人員人數之平衡，各選取四名成員，

分別為：行政人員四名及教師四名，共計八名學校人員。 

(二) 教育行政機關成員方面：因研究者時間及經費上的考量，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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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教育行政機關中，負責外籍配偶子女教育業務者為對象進

行連絡。經電話聯繫教育部及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宜蘭

縣等教育局負責業務成員後，確定某一單位中有一位負責外籍

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相關事宜之人員願意接受訪談。 

(三) 專家學者方面：首先從網路資料中，整理出有推動外籍配偶子
女相關教育活動的社福團體名冊。進一步一一打電話或以電子

郵件方式，連絡各單位工作負責者，並詢問該單位是否同意接

受研究者的訪問。最後，有兩個提供外籍配偶家庭服務的社福

團體，回電表示願意推派單位中具有專業知能的志工各一位接

受訪談。 

(四) 外籍配偶家庭成員方面：在家庭成員方面，係採展雪球抽樣方
式。使用之管道計有三種—首先，透過民間社福團體志工的引

薦，和外籍配偶取得聯繫，並藉由志工穿針引線，可以降低外

籍配偶的防衛性，提高願意受訪的意願。其次，則是利用研究

者曾在國小服務的關係，請周圍從事教職之教師推薦人選並代

為聯繫，以減低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排斥程度。最後，則試圖自

行聯繫相關協會成員，請其推介訪談對象。經此一連串聯繫過

程後，最後取得包含外籍配偶及其家人共計五名人員，同意接

受訪問。 

 

第二節 研究工具 

以下針對問卷調查工具設計及訪談工具設計兩部分，分別闡述如下： 

壹、問卷調查工具 

在問卷調查工具編製方面，則是根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文獻探討

等內容來編製問卷調查工具，發展出本研究問卷調查工具「臺灣地區外籍

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卷」。以下分別就問卷設計架構和編製過程

加以說明： 

 

一、 問卷設計架構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旨在瞭解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情

況，依本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結果，規劃出本研究問卷之架構如圖5-2所

示。由該圖可知，本問卷包括基本資料及問卷內容兩大部分，以下就兩者

分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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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所指稱之「基本資料」，係在描寫填答者的背景變項因素，目

的在瞭解整體問卷填答者的身分別分佈狀況；並且藉由填答者基本資料的

獲得，瞭解是否會因個人背景不同，影響其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

的看法。 

 

背景變項 問卷內容 

1. 性別 
2. 年齡 
3. 學歷 
4. 職務別 
5. 服務單位所在地區 
6. 學校層級 
7. 學校規模 
8. 學校類別 

 

1.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 
2.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 
3.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
4.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

備註：背景變項中劃有底線者，表現只進行填答者背景變項資料之統計。 

圖5-2 問卷調查研究架構圖 

在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內容設計上，將包含八個變項，分別為：性別、

年齡、學歷、職務別、服務單位所在地區、學校層級、學校規模及學校類

別等。其中年齡、學歷及學校類別三種背景變項，並不和問卷內容進行統

計分析，而只做為問卷填答者背景變項統計分析之用，以瞭解問卷發放情

形。茲分項說明如下： 

1. 性別變項：分成「男性」與「女性」，以瞭解性別變項不同，是否
會影響填答者對問卷題目的看法。 

2. 年齡變項：分成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51歲以上等四
大類別，用以瞭解問卷填答者背景資料的分佈情況。 

3. 學歷變項：分成專科以下、大學、研究所(含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等三類，用以瞭解問卷填答者背景資料的分佈情況。 

4. 職務別變項：分成教育部人員、教育局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含校
長、主任、正副組長)、教師等四大類，以瞭解職務別變項不同，

是否會影響填答者對問卷題目的看法。 

5. 服務單位所在地區變項：分成直轄市或省(縣)轄市、鄉鎮、偏遠
或離島等三大類，以瞭解服務所在地區變項不同，是否會影響填

答者對問卷題目的看法。 

6. 學校層級變項：分成國中及國小兩類，以瞭解服務於不同層級的
填答者，是否會因服務層級不同而影響其對問卷題目的看法。 

7. 學校規模變項：分成12班以下、13-48班、49班以上等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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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瞭解服務於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是否會因此背景變不

同，而對問卷題目有不同的看法。 

8. 學校類別：分成公、私立學校兩類，用以瞭解問卷填答者背景資
料的分佈情況。 

 

 (二)問卷調查內容 

本研究係以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為骨架，以文獻探討資料為基石，編

製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分成四大類：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的教

育問題及原因、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及執行策略。

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包括第六、七題，首先在瞭解
填答者對目前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的認知情況，其次在探討產生

這些問題的原因何在。 

2.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計有四題，包括第一題(政策內
容重要性部分)、第二題、第九題及第十題(內容規劃滿意度)等。

目的在探究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內容應遵循

的原則、政策經費負擔及內容規劃滿意度等。 

3.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計有五題，包括第一題(政
策執行頻率部分)、第三題、第五題、第八題、及第十題(政策執行

滿意度)等。目的在瞭解相關政策執行頻率、影響執行與落實的對

象情況、遭遇困難尋求協助對象及效果、政策執行方式及政策執行

滿意程度等。 

4.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為問卷第四題，共計四大類
二十項策略。目的在瞭解這二十項策略的重要性，及其在實際狀況

中落實的狀況。 

表5-2  問卷題目分配一覽表 

類別 問卷題次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 六、七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 一-1、二、九、十-1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 一-2、三、五、八、十-2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 四 

除上述四等量表的問卷題目外，為補足前項問卷題目之不足，每一題

都設有「其他」一欄供填答者表示不同的意見；並將問卷最後一題設計成

開放性問題，提供填答者進行意見的反應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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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編製過程 

(一) 擬定問卷大綱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果，訂定問卷調查工具的大綱，

依序為：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

內容、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及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

策執行策略等四大部分，以作為問卷編製的基本架構。 

 

(二) 編製問卷初稿 
根據上述問卷大綱，草擬問卷內容。在問卷內容上，係依循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及文獻探討之內容外，並參酙研究者本身之想法，進行問卷題目

的設計。因為問卷題目的設計，係在研究目的及問題的架構下，融合文獻

探討內容及研究者意見而成；所以並無法將所有問卷題目之選項，皆在同

一章節處呈現，而是分散在各章節內容中。 

最後，經與兩位指導教授討論，並經由服務於國中小及教育行政機關

之同學多次試填，確定各題題意清楚易懂後，完成「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

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卷」(初稿)。 

 

(三) 進行專家效度 
在完成「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卷」初稿後，再

延請多位教育行政與政策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以進行專家效度檢

測，名單詳如表5-3所示。 

於各專家學者所填之問卷版本中，針對問卷各題目皆列有三個選項：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等，並於各選項下，列出「修正意見」空格，

請各專家學者針對問卷內容及合宜性提出意見。茲將上述格式呈現如下： 

 

九、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的相關經費， 

應由哪個單位負擔？ 

1. 中央政府⋯⋯⋯⋯⋯⋯⋯⋯⋯⋯⋯⋯⋯⋯⋯⋯⋯⋯⋯□□□□ 
2. 各縣市政府⋯⋯⋯⋯⋯⋯⋯⋯⋯⋯⋯⋯⋯⋯⋯⋯⋯⋯□□□□ 
3. 外籍配偶子女就讀之學校⋯⋯⋯⋯⋯⋯⋯⋯⋯⋯⋯⋯□□□□ 
4. 社會公益團體⋯⋯⋯⋯⋯⋯⋯⋯⋯⋯⋯⋯⋯⋯⋯⋯⋯□□□□ 
5. 外籍配偶家庭⋯⋯⋯⋯⋯⋯⋯⋯⋯⋯⋯⋯⋯⋯⋯⋯⋯□□□□ 

 

□1.適合      □2.修正後適合      □3.不適合 

修正意見：                                      

１
非
常
不
同
意 

２
不
同
意 

３
同
意 

４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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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建立問卷專家效度之專家學者名單 

姓名 職稱 

王麗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吳清山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授 

林新發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邱琡雯 南華大學助理教授 

張德銳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授 

梁恆正 文化大學圖書館館長 

陳美瑩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陳雪玉 教育部社教司副司長 

湯志民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黃月純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賴淑芬 桃園縣育仁國民小學校長 

顏國樑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 

譚光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備註：以上係依姓氏筆劃排列 

 

表5-4  專家效度意見匯整表 

題

號 

適

合(人) 

修正後適

合(人) 

不適合

(人) 

一 8 5 0 

二 10 3 0 

三 5 8 0 

四 12 1 0 

五 8 5 0 

六 9 4 0 

七 10 3 0 

八 11 2 0 

九 10 3 0 

十 9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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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12 1 0 

匯整各專家學者意見，整理如表5-4所示。由表5-4中可知，針對第

三題，十三位專家學者中，有八位專家學者認為問卷題目應進行小幅度的

修正後，即適合本研究所需。整體而言，認為適合不需任何修正的專家學

者仍佔多數，其中提出需要修正之專家學者，亦提供修正意見。經與兩位

指導教授討論，並經多次刪減、修正、增補過程，最後修正確定「臺灣地

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卷」正式版。 

 

(四) 修正定稿 
經由上述專家學者意見的提供，並和兩位指導教授討論與修正後，確

定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工具—「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

卷」。 

 

貳、訪談工具 

在此，首先說明本研究的訪談設計架構，其次說明訪談工具編製過

程。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 訪談設計架構 

以下首先說明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後，其次說明訪談的問題內容為何。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針對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結果中較有疑義部分，進行訪談研

究。在訪談大綱擬定上，先草擬訪談問題後，再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

以確定訪談大綱之內容。訪談內容仍以問卷調查四大部分：外籍配偶子女

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外籍配偶子女國

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為基準，發展

出訪談大綱如下： 

1. 瞭解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面臨的教育問題情況及影響因素。 
2. 瞭解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的國民教育政策內容、規劃及執行滿
意情況、經費運作情況、政策執行協助對象等。 

3. 探究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相關策略內容，及執行
情況與其重要程度落差情況等。 

 

(二) 訪談內容 
因訪談對象不限於同一職務別人員，包含有社福專家、學校人員(含

行政人員及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及外籍配偶家庭成員等四類，因此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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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題目設計上，係依身份別不同略做調整。 

為保持訪談時的彈性，並顧及訪談當時氣氛及問題回答情況，將依當

時情境不同而適時調整問題順序，並且依受訪者當時的回答內容及情況，

適時加深問題深度，以期達到讓受訪者在最自然、最合宜的情境下回答所

有的問題，也讓研究者可以得到更多深入的答案，以利研究結果的獲得。

茲將各類人員之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1.學校、教育行政機關及專家人員 

為簡化文字之撰寫，以下將學校人員受訪者簡稱為「學」、教育行政

機關人員簡稱為「教」、專家人員方面簡稱為「專」。茲依問卷調查各節排

列方式，分項說明如下： 

(1)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分析 

a.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情況分析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嚴重情況看法

不一。這與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會如何解決他們面臨的教

育問題？ 

b.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產生原因分析 

◎學、教—本研究發現：「教師時間與精力不足」是影響學童教育問題原因，

這與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此問題？ 

◎專—在您工作經驗中，學校哪些因素可能造成外籍配偶子女在校表現不

佳？針對這樣的個案，你覺得應如何給予協助？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家庭因素」是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

題主要原因，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覺得應該如何解決此

問題？ 

(2)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分析 

a.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重要性分析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許多國民教育政策對外籍配偶子女有幫助，

但實際狀況卻不常推動，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

原因是什麼？ 

b.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相關原則分析 

◎學、教—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或行政人員，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之「內容品質」及「執行成效」較肯定；而國小成員也

比國中成員肯定度高，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原

因是什麼？ 

◎專—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或行政人員，對於目前所推動的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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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國民教育政策中之「內容品質」及「執行成效」比較肯定；在

您的工作領域內，是否也有這樣的現象？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c.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規劃滿意度分析 

◎學、教、專—在政府推動的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政策中，您較滿意的是什

麼？最不滿意的又是什麼？您認為應如何改善？ 

d.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經費負擔分析 

◎學、教—你覺得政府編列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經費是否充足？本研究中發

現，大家一致同意由中央政府來負擔，而最不同意由外籍配偶

家庭及學校來負擔，您認同這樣的想法嗎？為什麼？ 

◎專—你覺得政府所編列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經費是否充足？本研究中發

現，大家一致同意由中央政府來負擔，而最不同意由外籍配偶家庭

及學校、社會公益團體來負擔，您認同這樣的想法嗎？為什麼？那

你們推動活動時，經費是來自哪邊？ 

(3)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分析 

a.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之分析 

◎學、教—本研究發現：許多國民教育政策對外籍配偶子女有幫助，但實

際狀況卻不常推動，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原因

是什麼？(同前二-1) 

b.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與落實程度之分析 

◎學、教、專—您認為專家學者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是否有

所幫助？根據本研究發現，不管是理想上或是實際執行過程

中，其影響程度都不大，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

能原因是什麼？ 

c.協助解決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困難之分析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當面臨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問題時，

大家最常尋求「同事」、「參照自己的經驗」、或「網站資

料」來解決問題。然協助效果不理想，這和您的觀察是否

一致？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尋求他人協助頻率及效果，

都比學校人員高，您認為可能原因為何？那要如何增加學

校人員尋求協助頻率？ 

d.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實施方式之分析 

◎學、教—本研究發現：您認為學校可不可以同時扮演「規劃」與「執行」

角色嗎？為什麼？ 

◎專—您支不支持學校同時扮演「規劃」與「執行」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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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的角色？那民間社團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e.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滿意度之分析 

◎學、教、專—在政府推動的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政策中，您較滿意的是什

麼？最不滿意的又是什麼？您認為應如何改善？(同前二-3) 

(4)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 

◎學、教、專—本研究發現：實際執行過程中，「學校配合度足夠」是提

升執行成效最好的助力，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覺得可能

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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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上述問題整理如下表5-5： 

表5-5  訪談問題一覽表 

節 項 學校、教育行政人員 專家人員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問題情況 

本研究發現：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嚴重情況看法不一。這與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會如何解決他們

面臨的教育問題？ 

本研究發現：「教師時間與精力不足」是影響學童教

育問題原因，這與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應該如

何解決此問題？ 

在您工作經驗中，學校哪些因素可能造成外籍配偶子

女在校表現不佳？針對這樣的個案，你覺得應如何給

予協助？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國 民 教

育 問 題

及原因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問題產生原因 

本研究發現：「家庭因素」是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主要原因，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覺得應

該如何解決此問題？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許多國民教育政策對外籍配偶子女有幫助，但實際狀況卻不常推動，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

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內容相關原則 

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或行政人員，對外籍配偶

子女國民教育政策之「內容品質」及「執行成效」較

肯定；而國小成員也比國中成員肯定度高，這和您的

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或行政人員，對於目前所推

動的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中之「內容品質」及

「執行成效」比較肯定；在您的工作領域內，是否也

有這樣的現象？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內容規劃滿意

度 

在政府推動的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政策中，您較滿意的是什麼？最不滿意的又是什麼？您認為應如何改善？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國 民 教

育 政 策

內容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經費負擔 

你覺得政府編列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經費是否充足？

本研究中發現，大家一致同意由中央政府來負擔，而

最不同意由外籍配偶家庭及學校來負擔，您認同這樣

的想法嗎？為什麼？ 

你覺得政府所編列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經費是否充

足？本研究中發現，大家一致同意由中央政府來負

擔，而最不同意由外籍配偶家庭及學校、社會公益團

體來負擔，您認同這樣的想法嗎？為什麼？那你們推

動活動時，經費是來自哪邊？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執行 

本研究發現：許多國民教育政策對外籍配偶子女有幫助，但實際狀況卻不常推動，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

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國

民教育政策執行與落

實程度 

您認為專家學者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是否有所幫助？根據本研究發現，不管是理想上或是實際

執行過程中，其影響程度都不大，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本研究發現：當面臨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問題時，大家最常尋求「同事」、「參照自己的經驗」、或

「網站資料」來解決問題。然協助效果不理想，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您認為可能原因是什麼？ 

協助解決外籍配偶子

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

困難 
本研究發現：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尋求他人協助頻率及效果，都比學校人員高，您認為可能原因為何？那要如

何增加學校人員尋求協助頻率？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實施方式 

本研究發現：您認為學校可不可以同時扮演「規劃」

與「執行」角色嗎？為什麼？ 

您支不支持學校同時扮演「規劃」與「執行」外籍配

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的角色？那民間社團所扮演的

角色又是如何？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國 民 教

育 政 策

執 行 情

形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

育政策執行滿意度 

在政府推動的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政策中，您較滿意的是什麼？最不滿意的又是什麼？您認為應如何改善？

(同前二-3) 

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

行策略 

本研究發現：實際執行過程中，「學校配合度足夠」是提升執行成效最好的助力，這和您的觀察是否一致？

您覺得可能原因是什麼？ 

 

2.外籍配偶家庭成員 

(1) 您的小孩(或朋友的小孩)在學校如果發生學業或人際關係方面的問題： 

a.您認為老師會不會多花時間在小孩身上？ 



 16

b.如果老師時間和精力不足時，您會如何幫助小孩解決這些問題？ 

c.除了找老師幫助外，您還會找誰來幫忙？效果好不好？ 

(2) 您覺得家庭各種因素會不會影響您的小孩在校表現？如果會，您覺得要
如何降低家庭因素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3) 您的小孩在學校有沒有遇到各種教育問題？如果有，是哪些問題？又要
如何解決？ 

(4) 您覺得政府需不需要給外籍配偶子女額外性幫助？如果需要，您最需要
哪些幫助？ 

(5) 您的小孩在臺灣曾享受過哪些政府提供的服務？您覺得哪些活動對小
孩最有幫助呢？而經費應該由誰來出比較好？ 

 

二、訪談工具編製過程 

在談談工具編製方面，從擬定問題大綱及初稿，最後完成定稿三個步

驟析論起： 

(一)擬定訪談問題大綱 

依據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結果，草擬訪談問題大綱，概略分為：：外

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問題及原因、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外籍

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策略等

四大類問題。 

(二)編製訪談問題初稿 

根據上述訪談大綱及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從中找尋較有疑

義的問題，進一步深入探究其成因。因此在訪談問題的編製上，不以重複

問卷內容為考量，而是針對問題分析結果中，較需要深入探討部分，草擬

訪談問題，並詢問博士班同學數名的意見，請其針對字義是否清晰易懂，

給予意見指教後，確定訪談問題初稿。 

(三)修正定稿 

經和指導教授討論後，匯整相關意見，進行訪談問題初稿的修正、刪

減、增補過程，最後完成本研究的訪談問題。 

 

第三節 實施程序 

本節針對問卷調查實施程序及訪談實施程序兩部分，分別說明之： 

壹、問卷調查實施程序 

本研究使用「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調查問卷」蒐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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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其實施步驟如下： 

一、確定問卷發放對象 

經由前述抽樣結果，確定學校人員及教育行政機關人員發放份數。在

學校人員方面，確定各縣市發送問卷學校總數後，經由立意抽樣決定各縣

市學校樣本對象；每所學校共發放五份問卷，二份學校行政人員填寫，另

三份由老師填寫。 

在縣市政府教育局方面，係進行二十四個縣市政府教育局調查，樣本

對象包括教育局局長、課(科)長(負責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相關業務者)、課

(科)員(負責辦理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相關業務者)、及督學(督導學校有外

籍配偶子女者)。在教育部人員方面，針對負責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業務的

次長、司長、科長、科員等人發出調查問卷，合計發出八份問卷。 

在確認學校人員及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名單後，整理樣本學校及教育行

政機關名稱、住址、及郵遞區號，繕打成冊，以利問卷寄送及日後催收問

卷之用。 

 

二、寄發問卷及請託函 

利用郵寄方式發送學校人員及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問卷，在郵寄前先將

各問卷回郵信封編號，以利日後查核及催收尚未寄回問卷之學校或機關使

用。在學校人員方面，郵寄樣本至學校校長，請其依說明發放問卷；發放

方式為：負責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的行政人員二人(含校長、主任、

組長、副組長)、班上有外籍配偶子女學生的教師三人。 

在教育行政機關方面，將分兩部分來郵寄；在教育局方面，將直接向

問卷寄發給縣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填寫，並請其代為發放問題；在教育部人

員方面，次長方面則直接寄予個人，至於各司處或科，則寄予司長或科長，

請其填寫外，並代為選擇負責外籍配偶子女相關業務的科長及科員各一人

填寫問卷。 

 

三、催收逾期未寄回問卷 

自問卷發放日起算，十個工作天後，整理並核對已寄回之問卷，確定

尚未寄回之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名單後，再次寄發問卷及催收函給未寄回

問卷單位，同時打電話聯絡各學校及單位問卷收發負責人，請其代為提供

協助，以提高本研究問卷之回收率。 

 

貳、訪談實施程序 

經由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之後，對外籍配偶子女國民教育政策已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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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瞭解與認識，在整理分析兩者的研究成果後，針對本研究中尚存之

疑問及有待深入探究的問題，編製成訪談大綱，以訪談方式蒐集相關資

料。本研究之訪談實施程序可分成五個步驟，茲依序說明如下： 

一、 聯繫預定訪談對象 

提出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人員、專家學者、外籍配偶家庭成員的

人數，和指導教授商討後，確定各類型訪談名單。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

進行聯絡，取得受訪者同意後，約定訪談時間及地點，以利訪談活動之安

排。 

二、 寄發訪談大綱 

再確定訪談對象願意接受訪談後，依訪談者需求，先行寄送訪談大綱

內容。期望藉由事先提供訪談大綱方式，讓訪談者對於未來訪談內容有初

步的瞭解，並有充足的思考及準備時間，以增加訪談時的深度及廣度。 

三、 準備訪談所需工具 

訪談工作的進行，除了受訪者、訪談者及訪談大綱外，為了讓訪談進

行順利，事後分析工作得以進行，準備相關錄音及記錄工具，以利現場資

料的儲存及日後繕打逐字稿之用。 

四、 進行訪談 

在前述準備工作完備後，於約定訪談時間前五至十分鐘準時到現場等

待，並先備妥訪談工具。在徵得受訪者同意使用訪談輔助工具情況下，使

用所準備之錄音工具，並於訪談過程中進行紙筆記錄，記錄當時訪談者的

表現及環境狀況，以利未來資料分析處理時參考之用。 

五、 處理訪談資料 

針對訪談資料的處理，為避免因時間間隔過久，造成對訪談現場敏感

度的流失，及對訪談資料的陌生，將於訪談回來後，儘可能馬上進行轉譯

工作，整理成逐字稿，以利日後分析之用。 

 

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節將分成問卷調查資料處理及訪談資料處理兩部份，分別說明之。

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問卷調查資料處理 

在問卷調查資料處理方面，將先說明問卷回收狀況後，再說明資料處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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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資料回收情形 

本研究共計發放學校人員問卷1,095份，教育行政機關人員104份，

合計1,199份，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比率達67.6%；其中學校人員部分，

有效比率為 67.8%，而教育行政機關人員部分，有效比率為 64.4%。詳細

數字如表5-6所示。 

表5-6  問卷發放及回收情形統計表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有效比率(%) 

行政人員 438 372 84.9 371 84.7 

教師 657 394 60.0 372 56.5 學校人員 

小計 1095 766 70.0 743 67.8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 104 71 68.2 67 64.4 

總計 1199 837 69.8 810 67.6 

 

在回收問卷中，有效樣本填答者之基本資料，經統計分析後，各項基

本資料之分佈情形如表5-7所示。茲就有效樣本分佈情形說明如下： 

(一)性別 

男性填答人數為 37.3%，女性填答人數為 62.7%。此種填答者分佈情

形，符合實際從事教育工作者中，女性多於男性的現況。 

(二)年齡 

年紀在30歲以下的填答者，佔全部填答人數的18.3%；31-40歲者，佔

40.4%；41-50歲者，佔29.9%；51歲以上者，佔11.5%。由上述數據觀之，

中壯年的教育工作者人數最多，佔有七成左右。 

(三)學歷方面 

專科以下填答者人數比率最少，只有 3.2%；大學學歷填答者比率最

高，約佔64%；而具有研究所以上學歷者，約佔有32.8%。 

(四)職務別 

服務於教育行政機關的填答者比率，約佔8.3%；而學校人員部分，行

政人員佔 45.8%，教師佔 45.9%。其中服務於學校的填答者比率，就佔了

九成以上。此一結果，和現實狀況中教育行政機關人員較少，而學校人員

較多的情況相符。 

(五)服務單位所在地區 

服務於直轄市或省(縣)轄市的填答者，填答比率佔 45.8%；服務於鄉

鎮的填答者，填答比率佔48.8%；而服務於偏遠或離島者，填答比率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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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層級 

服務國中的填答者，填答比率佔 15.9%；而服務於國小的填答者，佔

所有填答者的 84.1%。造成國中填答比率較低的原因，乃是因為其在外籍

配偶子女就讀學校層級中，仍以國小層級為主。 

(七)學校規模 

服務於12班以下者，所佔比率為8.1%；服務於13-48班者，所佔比

率為47.7%；而服務於49班以上者，所佔比率為36.4%。 

表5-7  有效問卷之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 302 37.3 
性別 

女 508 62.7 

30歲以下 148 18.3 

31-40歲 327 40.4 

41-50歲 242 29.9 
年齡 

51歲以上 93 11.5 

專科以下 26 3.2 

大學 518 64.0 學歷 

研究所(含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266 32.8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 67 8.3 

學校行政人員 371 45.8 職務別 

教師 372 45.9 

直轄市或省(縣)轄市 371 45.8 

鄉鎮 395 48.8 
服務單位所在

地區 

偏遠或離島 44 5.4 

國中 119 15.9 
學校層級 

國小 628 84.1 

12班以下(小型) 66 8.1 

13-48班(中型) 386 47.7 學校規模 

49班以上(大型) 295 36.4 

 

二、問卷資料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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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回收完成後，先惕除無效問卷，進一步將有效問卷填答結果予

以編碼並輸入電腦，以SPSS for Windows 10.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相關

統計分析。在開放題目方面，則先將填答者意見予以建檔後，再分類分析

之。最後，則針對所得資料予以分析討論後，提出相關建議。茲將資料處

理方式分項說明如下： 

(一) 個人基本資料處理 
在個人基本資料方面，利用SPSS for Windows 10.0版統計軟體進行

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各樣本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佈狀況，以瞭解有效

樣本之個人背景變項分佈情況。 

(二) 問卷內容處理 
在問卷內容資料處理方面，共有下列三種統計方式： 

1.四點量表部分 

針對問卷中，第一題到第十題四點量表部分，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

分別求取整個大題中，各子題之次數、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數據，並進

行平均數的排序動作。其次，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各選項的填答

結果是否會因為填答者背景變項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見；若發現差異已達

顯著性差異，則進一步使用Scheffe事後比較法，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填

答者，對問卷題目的看法，有哪些不同的意見。 

2.實然面與應然面部分 

針對問卷內容中，第一、二、三、四、五題有關國民教育政策內容及

執行實際運作(實然面)和理想層面(應然面)的統計方式部分，將採取成對

樣本t檢定，以檢測應然面和實然面兩者間的差異，是否已達統計顯著性。 

3.開放問題部分 

首先，將全部填答者書面意見予以整理、記綠後，根據填答者意見內

容及本研究問卷題目分配方式，進行分類整理後，最後歸納出填答者意見

的主要重點。 

 

壹、 訪談資料處理 

在訪談資料處理方面，將先說明訪談者的狀況後，再說明資料處理方

式。 

一、訪談對象情況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計四類型人員，分別為：學校人員(八名)、教育行

政機關人員(一名)、專家學者(二名)、外籍配偶家庭成員(五名)等，總計

十六名。其人數、性別及年齡分佈情況，如表5-8所示。以學校行政人員



 22

為例，在四位學校行政人員中，男女訪談者各有二名，年齡都介於21-50

歲之間，其中21-30歲者有一名、31-40歲者有一名，而41-50歲者計有

二名。 

表5-8  訪談對象背景資料一覽表 

性別 年齡  人

數 男 女 21-30 31-40 41-50

行

政人員 

4 2 2 1 1 2 學

校 

教

師 

4 2 2 1 2 1 

教育行政人

員 

1 0 2 0 0 1 

專 家 學 者

(社工) 

2 0 2 1 1 0 

外籍配偶家

庭成員 

5 1 4 2 2 1 

 

二、訪談資料處理狀況 

在訪談結束後，重新審視訪談紀錄輔以錄音帶內容，立即進行整理工

作，並妥善標明受訪者之姓名、時間、地點等基本資料後，繕打成訪談逐

字稿。待所有訪談完成後，將所有訪談逐字稿，依研究目的及架構之內容，

進行文稿資料之分析與討論，以利撰寫結論及建議時之參考資料。 

表5-9  訪談代碼說明一覽表 

受訪者代碼 940815/SA1 

分解 940815 SA 1 

說明 表受訪時間： 

94年8月15日 

表身份別： 

1. 教師為「T」 

2. 學校行政人員為「SA」 

3.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為「EA」 

4. 社福團體人員為「FO」 

5. 外籍配偶家庭「M」或「F」(M表母親、F表父親) 

代 表 人

數：若「2」

代表第二

人，依此

類推之。



 23

 

為方便第七章訪談分析的進行及訪談者身份的保密原則，將以代號來

代表受訪者。編碼方式舉例：940815/SA1—940815代表此受訪時間，表示

該訪談是在94年8月15日進行的；而斜線後的英文字則代受訪者的身份

別，以各身份別英文字前一至二碼縮寫代表，教師為「T」、學校行政人員

為「SA」、教育行政機關人員為「EA」、社福團體人員為「FO」、外籍配偶

家庭「M」或「F」(M 表母親、F表父親)；英文字的數字則是表示訪談該

類別人數。茲將規則整理如表5-5。 

 

參、研究倫理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倫理方面，在訪談方面，將先徵求訪談者同意後才

進行錄音工作，同時應允未來訪談資料之使用，只作為研究用途，不作任

何公開訪談者姓名及營利之用途；而後，在資料分析及討論部分，將以代

號代表受訪者，不明列訪談者真實姓名，或作任何可能發現受訪者真實身

分之提示，以保障訪談者之權利。在問卷調查工具方面，問卷調查除採無

計名方式進行外，日後在資料分析及討論過程中，也不會透露填答者基本

資料。對於訪談及問卷調查過程中，若涉及和本研究無關之人身攻擊，研

究者將予以刪除。針對研究者本身而言，為避免對外籍配偶子女可能存在

的偏見，於調查過程中，時時反省自己所扮演的研究者角色及定位，儘量

保持研究者本身之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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