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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研究成果呈現，越南籍婚姻移民女性的在台灣社會的

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展；越南籍婚姻移民女性在台灣如何使

用電腦與社會聯繫；其個人社會網絡如何透過資訊通訊科技

連結、資訊通訊科技對她們的社會網絡有何意義，又如何發

展其社會資本。研究共計訪談十位在台灣的越南籍婚姻移民

女性，進行半結構式訪談、參與式各項越南移民的活動，以

及以田野日誌描繪並紀錄現場觀察。 

研究發現越南籍婚姻移民女性的線上社會網絡，是於線下打

好基礎，再進而擴張的，且關係建立的依據是「共同友人」

的多寡來決定；其次，越南籍婚配移民女性的人際網絡，在

實體和網路兩種社會的連結是交互助益，看似雙向，但其實

是互繞又互惠的，社群網站降低了新移民女性擴張網絡時的

地域性限制，以及縮短在地社會的適應時間。最後，越南籍

婚姻移民女性最後常成為家中資訊科技的主要使用者，顛倒

過去性別與科技的想像，透過資訊科技將自身擁有的社會資

本，轉化作為提升家庭權力地位的力量。 

本計畫研究成果有助了解外籍婚配移民女性如何使用網路資

通科技，作為建立、維繫社會網絡、發展社會資本的歷程與

現象。網路如何能為婚配移民女性族群帶來快速融入在地的

果效，並得到家庭以外的幫助。本計畫研究成果亦可轉換成

輔導新婚姻移民女性之協助機構的輔導教案參考，例如：婚

姻移民女性如何參與學習網路及資訊通訊課程、婚姻移民女

性如何運用社交媒體科技獲取需要的在地資源，婚姻移民女

性如何運用社交媒體科技拓展在地人際資本等；對婚姻移民

融入在台資訊化社會的輔導設計有實質貢獻。 

中文關鍵詞： 外籍配偶、婚姻移民、新移民、社會網絡、社會資本、

Facebook、社群網站 

英 文 摘 要 ： Whil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changes the way of people think, communicate, and 

work,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t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CT and users to the next level: 

more personal, relevant, and connected. Past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both ICT and 

social media promotes the feeling of acceptance and 

coherence, increases users＇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and enhances sense of actualization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learning and using ICT and social 

media can be helpful for transnational-marriage 

immigrant females to expand their original bonding 



with homelands, create new network and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en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who utilize 

Facebook,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successfully learn and use Facebook 

to connect and share information, thoughts, life 

experiences with friends over the Internet, although 

fac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hindrances from 

family members. Based on original connections in the 

real world, our participants have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location, expanded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formed the community for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in the cyberspace. Within this community, our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moreover, some participants have 

also gained more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ICT and social media can be 

helpful to new immigrant females, while adding to 

previous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new immigrant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mpact of ICT 

learning. 

英文關鍵詞： Transnational-Marriage Immigrant Female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Facebook, Social Media 

 



探討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 

如何以社交媒體建立其在地之人際網絡： 

線上與線下的連結 

 

中文摘要 

本計畫研究成果呈現，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在台灣社會的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展；

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如何使用電腦與社會聯繫；其個人社會網絡如何透過資訊通

訊科技連結、資訊通訊科技對她們的社會網絡有何意義，又如何發展其社會資本。研究

共計訪談十位在台灣的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參與式各項越南移民

的活動，以及以田野日誌描繪並紀錄現場觀察。 

研究發現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線上社會網絡，是於線下打好基礎，再進而擴張的，

且關係建立的依據是「共同友人」的多寡來決定；其次，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的人際網絡，

在實體和網路兩種社會的連結是交互助益，看似雙向，但其實是互繞又互惠的，社群網站

降低了新移民女性擴張網絡時的地域性限制，以及縮短在地社會的適應時間。最後，越

南籍婚姻移民女性最後常成為家中資訊科技的主要使用者，顛倒過去性別與科技的想像，

透過資訊科技將自身擁有的社會資本，轉化作為提升家庭權力地位的力量。 

本計畫研究成果有助了解外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使用網路資通科技，作為建立、維

繫社會網絡、發展社會資本的歷程與現象。網路如何能為婚配移民女性族群帶來快速融

入在地的果效，並得到家庭以外的幫助。本計畫研究成果亦可轉換成輔導新婚姻移民女性

之協助機構的輔導教案參考，例如：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參與學習網路及資訊通訊課程、

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運用社交媒體科技獲取需要的在地資源，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運用社交

媒體科技拓展在地人際資本等；對婚姻移民融入在台資訊化社會的輔導設計有實質貢

獻。 

 

關鍵詞：外籍配偶、婚姻移民、新移民、社會網絡、社會資本、Facebook、社群網站 

 

  



ABSTRACT 
 

Whil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changes the way of people think, 
communicate, and work,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t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CT and 
users to the next level: more personal, relevant, and connected. Past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both ICT and social media promotes the feeling of acceptance and coherence, 
increases users’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and enhances sense of actualization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learning and using ICT 
and social media can be helpful for transnational-marriage immigrant females to expand their 
original bonding with homelands, create new network and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en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who utilize Facebook,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successfully learn and use Facebook 
to connect and share information, thoughts, life experiences with friends over the Internet, 
although fac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hindrances from family members. Based on 
original connections in the real world, our participants have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location, expanded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formed the community for Vietnamese immigrant 
females in the cyberspace. Within this community, our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moreover, some participants have also gained more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ICT and social media can be helpful to new 
immigrant females, while adding to previous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new immigrant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mpact of ICT learning.  

 
Keywords: Transnational-Marriage Immigrant Female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Facebook, 
Social Media 
 
  



 

一、前言 

各方數據顯示台灣社會已是資訊科技高度發展的國家，如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以市場、政策及基礎建設三個環境條件，個人、企業及政府三者的整備度，個
人、企業及政府的使用，共九項指標，對全球共 138 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進行評比，台灣
在全球網路整備度排名中位居第 6，中國、越南及印尼分別為第 36、55及 53 名；又如 ITU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收集全球 222 個國家的上網率
調查中，中國 2010 年的平均上網率為 34.3%，越南、印尼分別為 27.56%及 9.1%，而台灣
則達 70%等。隨著新移民人口透過婚姻方式而增為台灣第五大族群之後，婚配移民女性在高
度資訊化的台灣社會中是否會受到因資通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發展及社會文化環境不同的衝擊，她們會如何藉由學習網路上的資通科技，進而逐漸融入在

地社會之過程，為一個急待了解的現象。 

過去研究指出，網路使用常因性別、經濟收入、種族、教育程度等而有差別（Cleary, Pierce 
& Trauth, 2006; Hoffman & Novak, 1998; NTIA, 1995; OECD, 2001; van Deursen & van Dijk, 
2010），但網路資通科技發展至今，已逐漸打破傳統分類規則，學者更針對網路對全球移民現
象的影響，探討新移民如何藉由使用網路與原鄉保持連繫、融入新國度，研究範圍涵蓋了資

訊科技對移民策略，及移民後在當地社會的適應與融入等議題（Codagnone & Kluzer, 2011; 
Komito & Bates, 2009; Maya-Jariego, Cruz, Molina, Patraca & Tschudin, 2009; Moon, Park, Jung  
＆  Choe, 2010）。故本研究認為，外來國籍之婚配移民女性，如何使用資通科技來發展在地
化的社會資本、人際網絡，助益融入在地資訊社會，又能聯繫本國家人朋友之人際網絡為一

重要議題。 

行政院《99年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報告》也指出婚配移民家戶中有 45.8%受訪者表示，
其婚配移民家人平常有使用網路，可見台灣的婚配移民亦有逐步透過資訊科技來維繫原鄉及

新居地關係的傾向。事實上，在政府機構的推動之下，在台灣的婚配移民女性其實不乏有參

加電腦課程的學習機會，而網路對其而言，除了是資訊搜尋、人際互動的工具，也是子女教

養中重要的一環，在婚配移民家庭之中，移民者反而有相對大的動機採用網路科技。但並非

所有的婚配移民的家戶都具有相同情況，例如婚配移民子女多為國中、小學生，年齡結構或

許與其它家庭不同，而有不同的資訊設備需求等；凸顯婚配移民女性在全球化資訊社會中所

呈現出的更複雜的多元面貌。 
 

二、研究目的 

在台灣的新移民相關研究中，探討新移民的社會融入、子女教養、生活適應、健康保健

及成人教育等等多項議題，然而台灣的資訊社會環境發達，新移民如何使用電腦資訊科技應

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本研究探討那些婚配移民女性會使用網路？為什麼使用？以及

她們如何學習、使用網路？網路與她們在台生活的關係為何？此外，本研究探討婚配移民女



性在台灣建立人際關係、傳播溝通的工具，了解社會網絡的連結與網際網路的關係，並更進

一步探討在此互動之下，婚配移民女性能如何在移居地累積社會資本。 

在理論的基礎上，將以 Granovetter（1973）提出的社會網絡的連結概念，以強連結（strong 
tie）及弱連結（weak tie）探討婚配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人際網絡關係，以及在不同的網絡關係
之下，能帶來何種社會資本的回饋，研究問題發展如下： 

第一：婚移女性隻身遠嫁來台，不再擁有原生國度的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這群女性必

須從家庭、識字班、職場等場域，重新建立的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透過不同的網路使用行

為，如 email、資訊搜尋、即時通訊，到 Facebook 新興的社群網站等，進而連結到不同的生
活場域（工作、家庭、社團、志工團體、親友等），也連結起不同的社會關係（同事、家人、

鄰居、同鄉友人、異鄉友人等）。這些透過網路串起的人們，期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在移民與

資訊社會研究中，都需要再深入探討。婚配移民女性如何是接觸、學習 ICT?  又是否會在接
觸、學習 ICT 後，進而建立、連結到網路上其他的社群，甚至擴大原先的人際網絡?此外，
學習、使用 ICT對婚配移民女性又意謂著什麼，故本研究第一個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婚配移民女性的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展？其社會網絡如何透過 ICT 
連結？  

 
第二：Hampton、Lee 與 Her（2011）探討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行為如手機、即時通、

部落格、社群網站等，與社交網絡的多樣性的關係，結果發現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間接的加

強傳統人際關係的參與。對台灣婚配移民女性而言，人際網絡在線上與線下發展的方向，則

可能隱含不同階段的移民歷程，這之間的互動關係，故本研究第二個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二：婚配移民女性的人際網絡，在實體和網路的兩個世界之間的連結方

向是如何？ 互動關係是如何？  
 
第三：Facebook 扮演社會潤滑劑的角色，讓人們去轉換弱連結，尋求支持或資訊。社會

網路與社會資本的關係相輔相成，多在移民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網際網路也早已融入在

其間。透過網路連結的社會網絡，也可能為婚配移民女性累積社會資本。相關研究指出，人

們可利用其社會網絡，透過情感的支持、資訊的分享，或者獲得工作的推薦等，在各種資源

交換之中取得利益，因此將社會關係視為個人資產，故本研究第三個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三：婚配移民女性如何透過資通科技在社會網路中，創造、累積社會本

資本？ 
 

三、文獻探討 

(一) 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的歷程發展 



自 1980 年代起，在台灣農村開始出現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女子遠嫁來台，隨著政府政
策，及民間通商貿易，台灣男子專門前往印尼、越南及柬埔寨等地，透過仲介者及當地媒人，

尋找單身女子結為連理。這個現象也開始出現在媒體上，大眾以「外籍新娘」指稱從東南亞

來台的婚姻移民女性，而事實上，「外籍新娘」的名稱帶有歧視及排斥外來者的意涵，2003 年，
夏曉鵑與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了「請叫我─」徵文活動，並舉辦投票，選出了「新移民女性」

作為這群婚姻移民女性的代稱（夏曉鵑，2005）。行政院也在民國 93 年 6 月 16 日起函令
各機關更名為「外籍配偶」（謝愛齡，2004），一般還常以新移民、新住民為代稱。 

由於新移民的人數逐年增加，引起社會重視，與婚配移民女性有關的研究數量也逐漸增

加。近十年來關於婚配移民女性的研究主題亦有所轉化，從剛開始著重生活適應與識字教育，

到現在焦點關注在跨國婚姻的政治經濟脈絡、新移民的成人教育、適應層面，以及其子女教

育議題（李明堂、黃玉幸，2008；柯瓊芳、張翰璧，2007）。婚配移民女性遠離家鄉來台，面
對人生的重大轉折，生活上常有許多阻礙，包括文化衝突、語言困境、社會歧視、經濟壓力、

子女教養及家庭暴力等問題（李淑蓉，2004；唐文慧、王宏仁，2011；葉乃靜，2007）。王宏
仁（2001)的研究發現，越南籍配偶平均在婚後 1.3 年內生下第一胎，較台灣女性早了一倍，
使得婚配移民女性在適應文化、學習中文的同時，更背負著子女教養的責任。 林月鳳與周慧
玲（2007）將婚配移民女性的生活適應分為四個層面，分別為個人、家庭、社會與政府，其
中個人的部分指婚配移民女性來台初期，即同時面臨生子、照顧家庭、語言不通、飲食習慣

不同等問題，生活壓力很大；而家庭中因文化不同，夫家常帶有傳統父權價值觀，甚至歧視

的眼光，以致生活適應受到阻礙；社會方面，是來自國人對多元文化的態度不夠開放，使婚

配移民女性需承受社會眼光；政府方面目前提供識字課程、親職教養、職業訓練等課程，協

助婚配移民女性適應在台灣的生活。 

(二) 電腦中介社會科技對新移民的助益 

Hiller 與 Franz（2004）探討網路與實體世界的關係，認為電腦代表一種社會資本的發展，
是移民者前所未有的新資源，在加拿大境內的移民，即使離開他們的家鄉，仍使用電腦和家

鄉及其他海外的猶太人聯絡。該研究訪談了 350 位移民，發現在移民過程的三個階段中，使
用搜尋工具、電子郵件、電子布告欄及聊天室分別有不同的使用行為。在移民之前（pre-migrant），
電腦是個資訊搜尋的工具，電子信箱也主要用來諮詢成功移居他地的人，遠房親戚或朋友的

朋友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在租房子、找工作等方面提供協助，預計要移民的人，更會在聊天

室拋出問題和顧慮，並獲得許多建議，或者聯絡資訊；在移民後期（post-migrant），回頭的凝
視是一個重要的元素，電腦不僅用來融入新的社群，更用來維繫原來的社群，比起電話，使

用電腦更容易且快速，家鄉的新聞網站是重要的地方，許多參與者每天都會造訪，作為一種

保持連絡的方式，也能排解思鄉的情緒，電子郵件、聊天室的存在，都讓移民者有回到家鄉

的感覺；在定居期，表示已經良好適應生活，而希望再挖掘曾失去的或是忽略的連結，搜尋

工具、電子佈告欄都被用來尋找失去的連結。Hiller 與 Franz 認為，電腦並不是為面對面的
互動建造一個虛擬社群，線上社群亦不是完全獨立於實體世界，事實上，線上社群產生一種

歸屬感，是基於對家鄉和團體的認同，並透過線上互動加強它們。Burrell 與  Anderson（2008）
探討移居倫敦（London）的迦納人（Ghanaians）  使用 ICT 的歷程，重現網路採用在移民



經驗中，如何超越與家鄉維持聯繫的角色。研究結果發現 IC T 的使用可以分為兩個軌跡，
第一個為尋求跨國的文化連結，以及尋找歸途（looking homeward）；第二個軌跡為迦納人採
用網路探索世界，廣泛的搜尋機會、資訊、聯繫和新的想法，試圖實現離鄉的抱負，迦納人

與外國人建立連結，同時接近了全球的資訊流以及事物。 

Komito 與 Bates（2009）探討社群媒體及各種社群網絡科技（social networking techonology）
對於移民策略及融入的影響，以在愛爾蘭（Ireland）首都都柏林（Dublin）的波蘭籍移民為對
象進行訪談，結果發現波蘭籍移民使用社群媒體的現象普遍，其中約有 49.1%的人為同鄉友
人，且在所有的受訪者中，最常到訪網站的前兩名一定包括波蘭網站，也就是說，社群媒體

不但連接遠距、跨國社群，也維繫在地的人際網絡。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移民明顯的傾向與

同為波蘭籍的人做朋友，在受訪者最常聯絡的前六名友人當中，有 82.2%為波蘭人，只有 4.2%
是愛爾蘭公民。Komito 與 Bates 認為，社群網站可以提供移民者情感上的緩衝，過去移民會
因為寂寞，而增加與旁人社交的動機，現在他們可以透過科技與家人和朋友連絡，感覺上還

持續參與過去的社交生活，而減少了移民融入當地文化的動機。 

Chen and Choi（2011）針對在新加坡的中國籍移民作研究，探討電腦中介社會支持
（computer mediated social support, CMSS）即意指透過網路的社會支持，對移民的使用與滿足
效果，進行量化調查後發現，電腦中介社會支持能夠對於移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且有價

值的支援，特別是對在早期階段的移民者而言，對於環境尚未熟悉，在地社會網絡也還沒有

建立，電腦網路的確能提供許多幫助，而影響其電腦中介社會支持搜尋行為的因素，為移民

的距離、是否能獲得傳統的社會支持，以及對於電腦中介社會支持的使用經驗滿足程度。 

(三) 婚配移民女性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發展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即為兩個行動者間的連結（tie）。Granovetter（1973）提出連
結的強弱概念，兩人之間網絡關係重疊程度高者為強連結（strong tie），例如家人，重疊程度
低者為弱連結（weak tie），例如同事、朋友。Gidengil 與 Stolle（2009）以居住在加拿大兩大
城市的移民女性為對象，探討移民女性的社會網絡與其政治參與行為。結果發現，移民女性

不如她們出生於加拿大的配偶，有各種不同的參與政治的方式，她們對於政府的服務、福利

都比較不熟悉，也就是說，弱連結並沒有為移民婦女的政治資訊帶來正面影響，對移民女性

而言，要認識更多政府服務及福利，特定的外部連結，如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能諮詢工作內

容與健康照護、法律相關的社工，更為重要。 

另外，Lin（2001）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從社會關係中取得的資本，也就是，
人們利用自己的社會網絡進行各種資源的相互交換。社會資本可行的原因，首先是資訊的影

響力，資訊本身為一種資本，提供個人及組織做出選擇的依據；第二是影響力，這些社會連

結可能對個人產生影響；第三是社會文憑（social credential），例如個人的連結被組織視為一
種保證，個人因而能接觸某些資源，也就是其個人的社會資本；最後是社會連結，作用在於

加強認同及認知，為社會網絡得以形成資本的要素之一。Lancee（2010）將社會資本的概念
應用於移民的勞動市場，解釋社會資本如何幫助住在荷蘭的移民，有經濟上的回饋。研究中，

有兩種社會資本的形式，一是內部連結，代表濃烈的網絡，以家庭連結、家庭中的信任作為



衡量；另一種是外部連結（bridging tie），指涉較淡薄的連結，以種族間的聯繫為衡量。研究
結果顯示外部連結對於受雇及收入都有正面幫助，而內部連結則沒有。Lin 認為社會資本的
改變，取決於其衡量方式，並主張社會資本應以社會網絡的鑲嵌資源（embedded resource）衡
量。 

王秀燕（2007）由婚配移民女性面臨的生活困境，強調社會資本累積的重要。她認為「角
色扮演與基本能力」及「社會歧視」為婚配移民女性帶來壓力，初來台灣的婚配移民女性，

在短時間內扮演「妻子」及「母親」的角色，沒有娘家或其他倚靠，缺乏社會網絡的支持。

而「人際和社會融入」能使個人有「連結感」，並可轉化成有價值的實質及潛在資源，而此時

語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能幫助婚配移民女性融入社會。王秀燕並提出透過不同的社會網絡，

能夠讓婚配移民女性在面臨困境時，獲得及時且適當的協助。 王秀喜（2005）針對高雄地區
越南及印尼籍的婚配移民女性進行問卷調查，在人際關係的拓展方面，主要透過自己、鄰居

及同鄉友人的介紹，雖有丈夫或婆家人的反對，且受到家庭的限制頗多，但是能夠與朋友聊

些家裡的事、教養子女的心得，對於身處異鄉的越南配偶而言，在生活適應及心理健康有很

大的幫助。  

許雅惠（2009）訪談 23 位來自越南與印尼婚姻移民，探討婚配移民女性如何從娘家、
同鄉友人與社區網絡累積社會資本。在夫家、鄰里、同鄉社群及工作職場四個場域中，婚配

移民女性能夠連結不同的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在台灣家中，往往因為缺乏夫家的信任資本，

使其拓展連結的機會受限；在社區鄰里之間，多保持表淺的互動關係，禮貌但卻疏遠；在同

鄉社群之間，則多由識字班認識，凝聚了資訊、情緒、支持等實質的互助行為，但是網絡功

能的發揮依移民階段有所不同，隨著來台時間漸長，與同鄉友人交往互動的動機與密度都越

來越低，且由於同鄉友人之間的競爭、閒話、忌妒等，使同鄉網絡縱使有潛在社會資本，婚

配移民女性仍傾向不深入參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職場中，婚配移民女性能獲得相對

平等、被接納的感受，即使婚配移民女性或許仍在勞動市場上受到不公待遇，如工資過低等，

但透過工作與社會產生的連結，提升婚配移民女性的自尊與自信，並感覺受到尊重，遠比受

限於家庭的主婦所感受到社會網絡、社會資本要健康許多。 

總結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七點做為後續本研究進行時的觀察、參與、訪

談等資料收集時的角度架構依據，來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 

(1)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線下社會網絡的輪廓 

(2)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使用網路的動機與情形 

(3)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使用網路連結社會關係 

(4)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的移民歷程與網路使用的關係 

(5)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在台灣建立社會網絡 

(6) 發現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取得社會資本 

(7) 發現婚配移民女性網路使用如何為其社會資本帶來影響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為對象，以參與觀察及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進行

資料收集，回答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觀察的重點在婚配移民女性彼此之間的互動，包含對

話、肢體語言及表情等；此外，也將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於訪談期間以錄音筆為輔助

工具，紀錄訪談過程，在邀請參與者及訪談進行時，都確保婚配移民女性的參與意願。訪談

大綱將包含線下的連結與線上的連結兩大部分。 
 

(一)  受訪者選擇 

在研究參與者的選擇方面，採用立意取樣方法，在邀請受訪者時，以有電腦網路使用經

驗，以及在不同場域中建立有在地社會網絡者（如識字班、社團、職場等）做為對象。參與

者從高雄市越南移民社團成員開始，再透過滾雪球的方式，請參與者引介願意受訪者的婚配

移民女性。  
 

(二)  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網路使用行為、網路使用與人際網路、結

語，以及基本資料，詳細的訪談大綱如下。 

1. 網路使用行為  
s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會上網？有沒有人介紹或教你？	  
s （如果會）為什麼想上網？	  
s （如果會）一個禮拜會上網多久？	  
s （如果會）大部份上網從事哪些活動呢（例如搜尋資料、看新聞、收

發 email、寫或看部落格、聊即時通或上 FB等）？	  
ü 搜尋資料：常去那些網站或部落格？內容是關於什麼的？ 
ü 看新聞：會看哪一國的新聞呢？常常上去看嗎？ 

n Email：	  
ü 什麼時候開始有用 Email？有人教你嗎？ 
ü 什麼情況下比較會使用 Email？ 

n 部落格：	  
ü 有開部落格嗎？內容都寫些什麼？ 
ü 有沒有人在上面和您留言互動？ 

n 即時通：	  
ü 當初使用的動機是什麼？有人教你嗎？ 
ü 和連絡人是怎麼認識的？ 



ü 比較常跟台灣／越南人聯絡？ 
ü 比較常用什麼語言？ 

n Facebook	  
ü 當初使用的動機是什麼？有人教你嗎？ 
ü 朋友大概有多少人？哪一國的人多？ 
ü 會不會加陌生人為朋友？ 
ü 最常用到 Facebook的那些功能？  
ü 您常在塗鴉牆上分享什麼訊息？比較常用什麼語言？為什
麼？ 

2. 網路使用與人際網絡  
s 在台灣有越南的親戚或來台灣以前就認識的朋友嗎？ 
s 來台灣之後，是怎麼開始慢慢認識其他人？ 
s 你覺得朋友對你的重要性是如何呢？ 
s 平常會參加新移民的活動嗎？是如何知道這些活動的呢？ 
s 你覺得和台灣的越南新移民朋友相處，帶給你的快樂或煩惱是什麼？ 
s 在生活上，家人帶給你的支持或幫助是什麼？同事或其他朋友呢？ 
s 有沒有朋友是因為網路而成為真正的朋友？您怎麼看待這段關係？ 
s 您覺得有了網路之後，您的朋友圈有沒有什麼變化（擴大？縮小或其

他）？ 
s 您覺得有了網路之後，和朋友的關係有什麼變化（更熟、疏遠或其他）？ 
s 您覺得網路工具（如網頁、email、即時通、Facebook、部落格等），帶

給您的好處或壞處是什麼？ 

3. 結語 

s 以你的經驗而言，你覺得學會上網、用電腦，對新移民來說重要嗎？

為什麼？ 
s 關於今天的訪談，您有沒有什麼想要補充或分享的？您的經驗？想法

或感受？	  

4. 基本資料  
s 受訪者：姓名/年齡/受教育年數/工作狀況/是否有台灣國籍/來台幾年 
s 丈夫：姓名/年齡/學歷/工作狀況 
s 孩子：人數/學校/年齡（年級） 
s 家庭居住狀況（位置；租/買；公寓/獨棟；同住家人）	  

 

(三)  受訪者資料 

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尋找適合的研究參與者，本研究共訪談 10 位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



10位越南女性的移民經驗不盡相同，在台灣的居住地有三位在台灣北部，一位在台灣東
部，另外六位在台灣南部，其中又有四位住在原高雄縣，兩位住在原高雄市。受訪者資

料如下： 
 
代稱 年齡 結婚年齡 結婚方式 來台年數 工作 子女 教育程度 

怡娟 33 23 相親 10 家管 二子 大學 

秀婷 33 19 自由戀愛 12 生管 二子 大學肆 

麗玲 29 19 親戚介紹 10 報社 一子 高中 

玉華 33 12 親戚介紹 12 志工 二女 高中 

佩玲 37 14 相親 13 講師 二子 高中 

佳玲 29 18 相親 10 早餐店 一子 高中 

阮雲 31 23 相親 8 飯店 一子 高中 

美玉 35 22 相親 13 志工 一子 國中 

美芸 28 18 相親 9 自家/打工 二女 國中肆 

思妤 31 21 相親 10 自家 一女一子 國小肆 

 

五、資料呈現與詮釋 

以下以 “在地網絡的起點與延伸”、 “當新移民女性遇上電腦”、 “從社會網絡到社會
資本” 三部分來做資料呈現與詮釋。 

PART I：在地網絡的起點與延伸  

新移民女性來台以後，幾乎放棄在原鄉建立的社會網絡，更是少有來自娘家的支援，處

於這樣孤立無援的位置，這群婚姻移民，來到台灣之後要如何透過行動，重建在台灣的社會

網絡，是本研究第一個要釐清的議題。以“是起點還是束縛”、“爭取與轉變”、及“跨出

家庭上學去” 三部分來做資料呈現與詮釋。 
 

(一) 是起點還是束縛？ 

夫家是新移民女性在台灣必需重建社會網絡的第一步，但不得不正視的是：在跨國婚姻

移民女性面臨種族、階級、性別等多重弱勢處境的同時，夫家卻也有著不同程度的束縛及期

待，如：傳統的家務性別分工觀念，理所當然認為女人應該為家裡的事負責，甚至是「變壞」、

「逃妻」等污名化的刻板印象，進而恐懼和不信任，甚至轉化為限制新移民女性的「學習」

和「行動」的行為。 



逃妻恐懼症  

嫁來台灣超過十年的怡娟，當初經由相親和先生認識，進入完全陌生的家庭，回想

當時初為人妻，人生地不熟的時候，因為夫家將外界對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投射在她身

上，限制她不能離開家庭，更不能結交同鄉的朋友，以免剛娶回來的媳婦被「教壞」、「跑

掉」，因此，不懂中文的她，在封閉的家庭生活中，只能靠著看電視自學中文。 
 
你看人家都講，你去上課的話，人家都會教壞什麼什麼都會啊，有

一些都是去做壞事這樣子，就比較不好，所以不去。 

逃不掉的束縛 

佩玲是越南華僑，和先生經由相親認識，結婚的第一年佩玲就懷孕了，生完小孩後，

她希望多學習，增加自己的能力，也想出去工作、見世面；但先生希望將傍晚以後的時

間留給家人，因此以「小孩需要人照顧」為由，為佩玲設下一道難以突破的關卡。 
 
以前剛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我說我要在工廠上班好不好？他就說

工廠不好，因為有時候要加班，他不希望這樣…我先生就就丟給我

一個說法，他說，只要有人幫你照顧小孩，你就可以工作，他認定

反正沒有人幫我照顧小孩。其實他也是出自好心，他說小孩那麼小

沒有人照顧，你要去上班那誰來照顧小孩？（顧慮）那是好的。 

 
怡娟到台灣的三年後才開始上課，由於沒有人幫忙分擔教養孩子的工作，為期三年

的國小成人教育課程，她只去了兩年就無法繼續。丈夫也不希望她去上學，也不希望她

出去工作，只要在家負責帶孩子、侍奉公婆就好。 

(二) 爭取與轉變 

來自家庭的束縛，幾乎是新移民女性共同的生命經驗，然而，本研究所接觸到的越

南籍婚移女性展現的卻是在面臨不平等的對待時，帶著她們的籌碼，與丈夫協商和互動，

在雙方交涉、讓步或妥協等不同的過程中，建立多元的新移民家庭家庭關係。  

化阻力為助力 

怡娟是我的受訪者中學歷最高的，她和先生有兩個小孩，分別是 3 歲和 8 歲，先生
認為，子女教養是她一個人的責任，剛開始這對怡娟而言是跨出家庭的阻力，但隨著指

導孩子課業的任務到來，教養責任反而成為助力，讓怡娟滿足求學的渴望。 
 
我說我不去上課，我以後怎麼教我孩子，孩子你教嗎？然後他就安

靜了，因為現在小孩子都是我教，根本他都沒教，結果他也給我去

啊，在我家附近上這樣子。 



為了孩子 

麗玲在台灣的長輩介紹認識了先生，並在結婚 3 年之後才有了兒子，但在孩子剛出
生的時候，先生在經營機車行，即便有心支持她去學習，礙於工作無法抽身，也不能提

供太多協助。但接受教育是勢在必行的，一方面為了充實自己，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孩子，

她必需先學起來，以後才有能力在台灣教育孩子，麗玲獨自帶著幼子去念書，即使辛苦

也覺得這樣的堅持是值得的。 
 
白天他（先生）可以幫我帶小孩，我煮飯，可是晚上就沒辦法...而

且那時候他沒有請人，一個人也是很辛苦，他也是很支持我！（上

課）就開始最辛苦，為什麼？（兒子）他睡著，騎車他會睡著，就

一手抓著：「快點起來，不要睡了，媽媽騎車很危險！」但是我還是

堅持下去，然後去讀，我老公很心疼，他說可以不要再讀了...先不

要讀了！可是我說沒關係，你現在不給我讀的話，斷了我真的是會

懶得去。那時候是為了自己也為了小孩！ 

折衷、暸解、與相挺  

新移民女性在不同的生命階段裡，面對生活情境的脈絡變化，而有不同的實踐。許多時

候，成為媽媽、妻子的新移民女性考慮到的是：如何撐起一個家，走出家庭無論是為了工作，

或是學習等，其考量都不只是為自己著想，而是把“家”擺在第一順位，也因此能獲得家人

的理解和體諒，進而建立相挺的家庭關係。 

玉華剛嫁來台灣，就擔負家庭的經濟危機，一年的時間雖然辛苦，但先生也因此感念玉

華在他困難的時候沒有離開他，在日後的婚姻生活多有互相協調和包容。 
 
他沒工作怎麼辦，我說沒關係，不然我去找工作，然後我就去我先

生的姊姊那邊工作，那時候每天哭，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那些工作

的。…我先生很感謝我，他蠻愛我，就是說當他遇到這麼大的經濟

困難，而且我也不會離開他，還是撐到現在。 

 

生完小孩之後，佩玲很希望能夠出去上課或是工作，當時新移民學習管道不像現在

一般普及，沒有地方上課的她，仍然希望能走出家庭，從工作經驗中學習，累積應對社

會的能力。為了自己，更是為了這個家，走進台灣社會是重要的，她必須積極增加自己

的資本，做好準備，以應對這個社會，這樣的想法成了佩玲和先生溝通時的有力籌碼。 
 
我跟我先生說我要上班的時候，他不要，我就跟他說：人生很無常，

萬一你怎麼了，我怎麼辦？所以你要讓我出去學習，萬一你真的是

沒工作，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或者怎麼了，我怎麼辦？那時候我

還有辦法撐起這個家的責任，我可以撐的起，但是，如果你沒有讓



我出去，就變成都是在你的保護下，等到哪一天，人生無常的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應付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走下去）？…那時候我

就跟他講，他才慢慢會讓我出來工作。 

 
而其他家人的體諒和幫忙，更是她能走出家庭的重要關鍵。 
 
我最感謝的其實是家人的支持，我可以出來，是我未進門的大嫂會

幫我照顧小孩，她說，我幫你照顧小孩，你就可以去工作！…我抓

到一個可以去上班的機會，我盡量，我希望我還是要去工作，因為

你抓到機會了，你就要去學習。 

 
佩玲透過溝通的方式，讓先生了解自己的想法，磨合彼此的生活觀念，從剛開

始不讓她出去上班，到現在能協調兩人的時間，共擔照顧工作，除了先生的改變之

外，佩玲原有的成長企圖、語言能力，到家人伸出援手，都是她手中的資本，在不

斷協商、進退的過程中，其家庭關係處於一個動態的均衡。 

(三) 跨出家庭上學去 

在獲得夫家的支持後，新移民女性得以跨出家庭，延伸在新國度的在地網絡。許多新移

民女性都從外出學習開始，逐步建立自己的在台人際網絡，因此，學習可謂新移民女性建立

社會網絡為起點。藉由到學校、機構上課，或外出工作，新移民女性能建立在地的新連結，

才有機會擴大社會網絡。而家庭外的社會網絡多從學校開始發展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國小

補校、識字班為政府提供的免費課程，只需付出時間成本，可行性較高；此外，與同質性相

似的同學學習，相對也較容易融入，對新移民女性建立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來說，是必須的。

因此新移民女性就此在學校聚首，展開其在台人際網絡的發展。 

二十八歲的美芸有兩個女兒，平時在丈夫開的機車行幫忙，並利用閒餘的時間到社福機

構上課，美芸回想十年前嫁來台灣，除了家人之外，她的社會網絡就是從學校開始擴張，在

台灣她交了兩個知心好友，三人互相支持、分享彼此的生活： 
 
以前剛來沒有什麼朋友，去學校才交朋友…我們在一起這幾個如果

有什麼事都會講，都在那邊談，都在那邊罵啊！ 

 
三十三歲的秀婷在台灣有幾個知心好友，也參加許多新移民活動，擴大視野也累積

了不少生活經驗，，雖然工作、家庭和學業三頭忙很累人，但她很快樂，而這一切都是

從到學校上課開始。 
 
有人會說：姐姐為什麼知道這些活動，我很喜歡，我也很想參加，

那我都跟他們講：你們去讀書啊！因為讀書的話，才會有這些活動

或者訊息，也可以遇到很好的朋友，可以認識更多朋友，那朋友就



可以傳，就可以去學習！ 

 

政府開辦的各項新移民活動，多透過學校宣傳，因此只要有去上課，就有機會知道相關

訊息，在學校認識的朋友，也能相互交換資訊，因此新移民女性多半能透過上學獲得許多好

處。即使完學業，也因為在學校獲得網路使用的技能，透過網路上的連結，就足以得到必要

的資訊。 

活躍的佩玲回想自己是如何從無到有，開始建立自己的社會網絡的，也是因為在國中補

校上課，而後認識其它社福機構、新移民團體，才正式展開她在台灣的成長之旅。 
 
那時候我們住比較遠，還沒有什麼，搬來這邊以後才開始接觸多的

人群…知道有國中補校，我就開始去上國中。所以後來機構那邊才

開始說培訓一些翻譯的，因為這個單位你想要進來服務，一定要先

培訓完才能進來，所以從那時候就開始認識機構…，後來過了不久，

又認識另一個新移民機構，透過四方報，…從那時候才開始認識兩

個新移民（機構），開始參與參與到最後就變成加入越南姊妹會。 

 
即便新移民女性建立社會網絡的動機、心態和結果各不盡相同，但其路徑卻有著類

似的模式，包括夫家家庭中的強連結，而其它社會關係中的弱連結，如：成人教育、社

會福利團體、非營利機構，以及就業市場中有限的工作等，則提供出走途徑。但大部份

的受訪者都表示，學校是她們建立社會網絡的起點，獲取不同的資訊、機會也從學校開

始，逐步累積、擴張出新的生活圈。 

PART II：當新移民女性遇上電腦  

本部分呈現越南婚移女性學習資訊科技的動機、接觸、使用電腦及網路的過程，並

著重於資訊科技與新移民女性建立社會網絡的連結加以探討。 

(一) 動機 

教養能力  

新移民女性被賦予傳統教養孩子的期待的，她們也視為己責，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

且「資訊教育」也被列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當中，使用電腦網路便成為必須要會的「能

力」，同時，網路上豐富的教育資源更成為媽媽協助孩子學習的重要工具。 
對一直帶孩子上學的麗玲來說，可以直接回應孩子的問題，不需要透過先生幫忙非

常重要。現在孩子已經小學二年級，電腦對「教養能力」的直接幫助是麗玲相當依賴的，

因為網路上的教育資源豐富，能夠搜尋免費的資源供孩子使用，幫助孩子的學習。 
 



我兒子現在二年級，從大班就會用電腦，他用電腦不會，就問你，

你就可以很快的回他，或是教他，但如果不會的話，你帶孩子在家

裡，還要等先生回來，這樣子不好…像一些動畫卡通，你買故事看

三隻小豬，他們沒有配 CD 給你，你就可以上網打三隻小豬的動畫

或故事什麼的，你想看什麼就看，會給他（兒子），然後像畫圖、拚

圖什麼的，可以上去找，都有免費的，不用下載，直接在上面！ 

工作能力  

懂得使用電腦被視為一種能力，除了顯現在子女教養之外，也直接反應工作上，對

新移民女性來說，具備電腦文書處理的能力已經成為「理想」工作類型的門檻，一般認

為較「理想」的工作是指在辦公室內、上下班時間固定，有周休二日的工作，為了得到

這些工作機會，這些常常讓自己「趕鴨子上架」，秀婷目前上班的公司，和越南有頻繁的

業務往來，因此需要越南人在台灣負責溝通的工作，當初應徵時，老闆問會不會電腦，

還好還會一點點，才能跟老闆說：「會會會！也是真的會阿，只是很慢而已，工作先有再

說！ 」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一個業務主管他說：「我現在念，然後你打字，

回 E-mail 給客人」，我說我打字慢，雖然是會，可是打字沒有那麼快…

然後他說好了沒，我說等一下！就壓力很大，…所以業務助理那段

時間，對我來講是幫助很大，因為以後去別的公司，他會說你有做

過，所以讓你來做。 

 

串起家鄉的連結  

對離鄉背井的移民來說，能和原鄉的家人、親友聯繫，是非常重要的慰藉；而資訊

傳播科技因而成為連結移民者與原鄉的重要工具，隨著科技的轉移，傳播工具已從過去

的信件、電話，到現在能用電腦視訊，不只能聽到彼此的聲音，還能見到身影，而更重

要的是，除了每月固定的網路費之外，不須額外付費，更讓尋移民女性願意學習、接觸

資訊科技。 
阮雲自覺在台灣的生活很不快樂，除了努力賺旅費，常常回去外，和家人、朋友的

聯繫，可以讓她暫時回到美好的過去，去年有了電腦以後，就開始常常用來和親友聯絡，

最近更辦了智慧型手機。 
 
（電腦）剛去年買而已，我才開始常常用，不然以前也很少用到，…

現在我用電腦跟家人聯絡比較多，可以看到人！ 

 
移民對原鄉連結的思念和渴望，推動新移民女性主動近用資訊科技，怡娟剛得到第

一台電腦時，家裡沒有網路，只聽說可以打電話回越南不用錢，即使她完全不知道方法，



還是先申請網路，把基本條件備齊再說。 
 
那時候（網路費）好像 299 而已，最便宜的。人家說你可以跟越南

的講話，都不用錢，我說好啊，裝啊，可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打 E-mail，

我還不會用，我叫我姪子來幫我用 E-mail，然後打電話回去越南，

看你們（越南親友）有沒有 E-mail，跟我聊天這樣，慢慢就這樣。 

 

網路作為「通往家鄉的任意門」有兩個意義，除了與娘家、親友的的連結外，還有

可以接觸來自原鄉的訊息。麗玲特別強調，對一個遠在異鄉的人來說，能在遠方用屬於

自己的語言、看到越南的新聞，知道家鄉的事是特別重要的。 
 
我覺得會電腦就可以上來看自己國家的網頁，看不懂中文，看不懂

自由日報或者蘋果日報的網站，我們看得懂越文，就可以看越南每

天的狀況事情，這是很重要，我們在遠方就知道自己國家發生的事。 

 
電腦又代表了一種家鄉生活的延續，對經歷結婚、移民、為人母等人生重大轉變的

新移民，能看到自己國家的資訊，包含新聞、音樂，甚至電視節目等，這樣的延續不只

是慰藉也帶有認同的意味。 
 
有時候可以聽一些越南歌，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可以上網聽，或想家

的時候聽一些歌也不錯。我那時候還要買 CD 來聽，很貴，一片四

五十塊。（美玉） 

 

我會上去（網路）看，因為有一些（越南）新聞，奇摩雅虎也有越

南的，會上去看一些服裝、明星、一些八卦，就是讓自己不要跟越

南的新聞脫離太多，有時候回去就不知道，還有音樂、新的歌啊！…

我大部分都看越南的影片，看搞笑那些，看了坐在那邊自己一個人

笑，笑到肚子痛！（秀婷） 

(二) 第一部電腦 

在台灣社會中，新移民女性很容易接觸到電腦，雖然新移民女性或許有著使用資訊

科技的動機，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如願以償，隨著不同的生活環境與脈絡，相異的家庭

關係、家庭權力地位，以及自我成長企圖的強度等，造就了近用電腦不同的形式與過程。 

孩子的電腦  

秀婷不是家中科技的主要使用者，身為家中的女主人，但電腦不在她的管轄範圍，

因為電腦主要因為先生和小孩的需要而存在，她僅在空閒的時間用作娛樂、打發時間的

需求而已，事實上，她很怕把電腦用壞了。 



 
（剛來台灣的時候）我老公有電腦，但是那個時候中文我不太懂，

我沒有用到，後來電腦壞掉，他不要用了，就斷很久，好幾年！最

近他才買新的，我小孩跟他要的。我就那時候開始上（網），就還蠻

好玩的，我就會去學著上去上網，摸東摸西，每次都弄到當掉，我

就不知道怎麼辦，就直接按關機，然後我老公回來，晚上看他就奇

怪這電腦怎麼怪怪的，我就說我不知道！就很怕被罵…後來有去上

課，才慢慢的學會怎麼弄。 

 
在台灣，用電腦就像全民運動一般，以各種不同形式，滲入生活之中。對新移民媽

媽來說，即使沒有走出家庭學習、就業，到了子女小學三年級之後，也會因為學校開始

有電腦課，必須購買電腦。三十一歲的思妤育有一女一子，平時幫忙家中的早餐店生意，

再加上照顧小孩和家事，生活忙碌的她對經營自己沒有太多的想法，即便聽說電腦可以

看到遠在家鄉的親人而想買電腦，也因為缺乏做決定的權力和完全不會操作而作罷，終

於，今年大女兒小學三年級，充分感受到購買電腦的急迫性及正當性，因此添購了家中

的第一部電腦。 
 

老師一直催，一直來說要買電腦，要查資料那些。其實我一直有想

買，可是都不會，就算了，現在買這一台（給女兒），結果我用最多。 

自己的電腦  

或許新移民的家庭外籍因社經地位、年齡差距等因素，通常家裡原本是沒有電腦的，

但是，在走出家庭後，新移民女性很容易接觸、學習電腦，進而把資訊科技帶入家中。

除了新移民媽媽本身有使用資訊科技的動機之外，代表她在家中握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

這些新移民女性成為家中資訊通信科技的主要使用者，也翻轉了科技是專屬於男性的刻

板印象。 

很有自己的主張的玉華，在不影響家庭的前提下，忙碌於各種新移民關懷、多元文

化推廣的活動，當志工之後，常常要用到電腦和其他人聯絡，不但因而學會了如何使用，

也在考量自己的需求後，為家中添購一台電腦。 
 

到機構工作之後，常常接觸電腦才去買（那時候是誰說要買電腦的？） 

是我，因為我先生（不太會用），自己覺得都會電腦了，回家有時候

要找一些資料，或者跟爸爸媽媽那邊講話也比較省錢，用電腦跟視

訊，那我先生說好。 

 
有越南大學學歷的怡娟，不但是家中電腦的主要使用者，還是管理者，第一台電腦

是朋友送的，網路是她去向電信公司申請的，除了自己使用之外，她也利用電腦上小遊



戲，作為管教、娛樂孩子的工具，雖然先生對其有諸多限制，但電腦則完全不在先生的

管轄範圍。 

共同的電腦  

受訪者中，不乏有貼心的丈夫，體貼妻子的思鄉之情，為妻子在家裡裝設電腦、網路設

備，方便和娘家的人聯絡。剛結婚的時候，美芸的先生是油罐車司機，需要長時間在外

工作，因為擔心美芸獨自在家無聊，就為她在家買台電腦，讓她可以看看家人，用視訊

聊天。 
 
他在開車的那段時間，感覺我會無聊，還是裝電腦好了！他裝電腦

是要視訊，那時候有朋友跟他講，用視訊可以看到家人。 

 

思安和先生住在相較偏遠的地區，剛頂下一間店面經營早餐生意，家三口就住在店

面樓上的房間裡，只有床、簡單的家具、一台大電視，和剛買的電腦，雖然兩夫妻都沒

有用過電腦，但是，一方面，孩子即將升上小學三年級，另一方面為了讓妻子可以跟越

南聯絡，於是買了電腦也安裝了網路。在設定網路、填寫通訊軟體基本資料的時候，先

生毫不猶豫的報了妻子的名字，彷彿是特別為她設的。 

(三)  電腦不只是電腦 

原先為了聯繫原鄉家人或孩子學習的電腦，在進入新移民媽媽的生活後，更為這群

離鄉背井的婚移女性，開了在地網絡的另一扇窗。 

無心插柳的開始  

在全球掀起一股熱潮的社群遊戲-開心農場意外成為新移民媽媽接觸社群網站
Facebook的觸媒。平時是家庭主婦的美芸，對 Facebook的接觸就是從開心農場開始的，
一年多前朋友幫她申請 Facebook帳號，並教她玩開心農場，美芸著迷了一陣子，她說： 

 
以前（玩開心農場）還很離譜，用錢去 7-11 買卡，你才會有農民幣，

去買地有沒有，後來不要買了！剛開始很便宜，後來你買地越買越

貴有沒有？我老公說不要買了，一百多塊買不到一塊地！  

 
逐漸地，美芸在玩遊戲之餘，也會在 Facebook上瀏覽朋友的動態、上傳照片等，且

持續嘗試其它社群遊戲。原本只是因工作需要及聯絡父母才使用電腦的玉華，因為開心

農場接觸 Facebook，等遊戲的熱潮過了之後，使用 Facebook的習慣就直接過渡到社會網
絡的連結，不再以遊戲娛樂為主了。 

 
剛開始是比較愛玩遊戲…，聽大家說都很喜歡玩開心農場才加入



（Facebook）的，不然也沒有玩，然後就慢慢就加朋友，聊天什麼的，

才更進一步這樣。（那現在還有在玩遊戲嗎？）很少，比較跟朋友聊

天、看一些朋友的生活，po 的東西比較多。 

意外的重逢：新國度老朋友  

對許多人來說，Facebook 能連結社會網絡是個意外的發現，其實一開始玩遊戲的時
候，誰也沒有想到可以串起朋友們的生活圈，佩玲也指出：「那時候最流行，所以大家都

在玩開心農場，就大家互相告訴這樣子…後來就換成那個 Facebook」。自此之後，網路成
了另一個交友、建立社會網絡的空間。由社群網站興起促成的在地社會網絡發展，成為

新移民女性使用電腦以維繫原鄉連結、增加教養及工作能力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收穫，做

為電腦使用者，新移民女性在學校或工作環境中入門後，學會採用更多不同的工具，以

符合自己的需求，而 Facebook得出現，更有助於新移民女性擴張、維繫在台社會網路的
機會，不再只侷限於面對面的活動，而能搬遷到網路上，跨越時間、地域的限制，也因

此在台灣串起北、中、南、東的新移民網絡。 
 
生活上有時候忙，大家都忙，原本是有聯絡，但也不是每天都打電

話聯絡！但是你用網路的時候，是免費的，又可以你方便什麼時候

上去就上去，反正你留言別人也看得到，所以我覺得好處是在這邊，

可以讓朋友之間的聯繫還是保持OK的！（佩玲） 

 
新移民女性透過社群網站，將在台灣建立的社會網絡搬到線上，加強在地弱連結的

維繫。到學校上課而認識許多朋友的麗玲便指出，對「異鄉人」的她而言，交到好朋友

非常重要，她自己有幾個情同姊妹的同鄉好友，除了線下面對面聯絡之外，也透過社群

網站維繫、分享她們的友誼：「從小一到現在（的朋友），Facebook上有一個（相簿），我
們去吃飯的，都是我的好姊妹」。玉華兩年多前加入Facebook，後，將可能失去的弱連結
都串連起來，成為維繫在地網絡的好地方。 

 
（原本認識的朋友）會在上面，或者很久沒有見面的，在 Faceboook

上面都會遇到。也會問一些現在生活的習慣，更了解。電話有時候

不會想到那麼多，可是你在 Faceboook 就看到他了，就覺得想問了，

有 Faceboook 真的交朋友跟關心朋友更容易吧！ 

 
在秀婷學會使用電腦後，便試著透過社群網站 Facebook，找回因移民而逐漸失去的

弱連結。 
 

我覺得像那 FB真的很好用，因為你可以去找以前很久的越南朋友。 

（找的到嗎？）要看那個名字，只是說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然後就

遇到朋友就會問說：「你有沒有 FB 啊？」然後知道名字，就可以回



來查、聯絡這樣子。 

意外的邂逅：擴張新關係  

對新移民女性來說，社群網站不只是聯繫舊連結的地方，發展新連結的天地。剛開

始，為了在社群遊戲中獲得好處，需要朋友幫忙，於是即使陌生人在 Facebook上邀請成
為好友，也不會拒絕，進而加速擴大了朋友名單。麗玲兩年多前加入 Facebook，透過社
群和社群之間的關連，逐漸擴張網絡，麗玲很容易在網路上找到同鄉，並進一步成為真

正的朋友，再者，因為麗玲上班的非營利組織，專門服務外籍配偶或移工，幫忙經營粉

絲團的她，因此認識更多人，除了能分享彼此的生活之外，麗玲也成了串聯台灣各地新

移民社群的節點之一，到現在已經有一千五百多位好友都在她的 Facebook上，  
 
都會有認識的人，讀書（認識的），我認識你，你認識他，他又認識

（其他朋友），就認識很多個啦！在台灣一樣嫁來的，Facebook 認識

了之後變成朋友，或者偶然碰面，現在 Facebook 很多！認識都是女

生，男生比較少，然後就約出去，或者某個活動見到然後就嚇到，

這樣子就感覺很好，覺得世界好小。 

 
受訪者中，大多會從 Facebook上與不認識的人相互加入朋友名單或聊天，但這樣「虛

擬交友」的過程，其實是經過「實體審查」的，受訪者會在 Facebook 的個人頁面上觀察，
「共同朋友」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代表已經過他人過濾，是值得成為朋友的對象。經

過「社群」的集體審核，比起單靠背景資料了解來得深入且可靠，更是對社群本身的一

種認同。對於交友保持開放心態的佩玲，剛開始時將自己的 Facebook完全公開，只要有
朋友邀請也都會同意，直到使用一段時間之後，才開始限定開放對象，並會透過共同朋

友等資料，審查後再決定是否加入朋友名單中，對她來說，這樣的改變代表的是學習的

過程。 
  
（Facebook）剛開始是全部都開放，後來才換成只給朋友看！有些是

開放，有些只給朋友，…以前只要他加入我都會按確認，但是現在

我就開始檢查他是誰的朋友，就是會看一下他是哪一群朋友，大概

讓我知道他是為什麼要加入我，以前我是隨便，但是後來慢慢...也

學習吧！我先看幾個朋友認識、是哪一群的朋友，就大概知道他是

哪一塊了，他是台北還是台中還是台南、高雄這樣子！（那為什麼

開始會看？）也許就是慢慢學習吧（笑），因為人生就是這樣子學

習。…剛開始也許你的想法是這樣子，也許你不知道怎麼使用，但

是等到慢慢慢慢，變成是你已經開始知道了，也是算一個成長了 

 
透過社群網站，其實已經可以連到許多散佈在台灣各地的新移民社群，而台灣的新

移民們，也正利用網路工具，串聯自己的社會網絡。從社群網站的推薦社團機制中，常



常可以看到越南同鄉組成的社團，社團成員不受地域限制，人數有多有少，有的社團成

員近三百人，遍及台灣各地，以分享越南歌曲為主題，也有僅五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

專門吃喝玩樂閒聊（分享生活）的社團。 

PART III：從社會網絡到社會資本  

社群網站興起，為新移民提供能夠建立、串聯各地的新移民社群的虛擬國度，同在

台灣的越南人在裡面彼此社交、寒暄，而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從社會關係當

中轉換而來的一種資本型態，而在社會的結構環境之下，成員獲得社會資本的結果，會

依其不同的能力和動機而有所差異 (Lin, 2001)。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重新建立社會網絡的
同時，Facebook的使用，提供了一個盡可能維繫、擴張不同網絡的機會，而 Facebook在
新移民的在地社會網絡中扮演什麼角色，又獲得何種的社會資本，則與其生活脈絡及其

看待電腦的態度而有所差異。 

(一)  情感的資本 

在社群網站還沒興起之前，網路就已經扮演著分享心情、生活的角色，隨者台微網

誌、社群網站漸成主流，漸漸地有取代部落格的趨勢，秀婷因為學校的電腦課教學，也

曾經開設部落格，但是對要兼顧家庭和工作的她來說，要持續發表文章以維持聯繫是有

困難的，Facebook相對來講方便且容易得多。 
 
以前是用部落格，可是講真的，可能因為我每天上班都面對電腦，

回家只是聽音樂、看新聞OK，如果叫我一直坐在那，做這個弄那個，

就會比較忙，Facebook 的話，還滿方便的，因為可以看朋友分享心

情，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音樂，自己一些越南歌也好，還是中文、

英文，就是比較會用這個，其他就比較少。（越來越常待在 Facebook

上嗎？）沒錯！每天都上去至少要 2次。 

 
Facebook 的社群網絡，成為生活上可以分享心事的對象，玉華的Facebook「網友」

名單中，多數同是嫁來台灣的同鄉，雖然素未蒙面，但憑著共同的語言，在線上交換心

情、互相支持，即使從沒見過面，卻也為彼此帶來支持的力量，不亞於線下社會中結識

的朋友。 
 
現在還沒有見到面，聊天就覺得很熟，有時候，心情不好也可以跟

他們用平台溝通，沒有見過面，可是我們是可以聊很久的朋友了，

認識很久了。…Faceboook 電腦這部分就是說，可以交朋友更廣，幫

助我們更容易交朋友，認識更多人。 

 
另一方面，在 Facebook進入新移民的生活後，有各式各樣的資訊分享，從朋友們分



享的新知、心情，到趣味的日常生活分享，透過眾朋友分享的狀態、訊息、照片或影音

等，除了瀏覽朋友們的狀態之外，也可以了解各地同鄉的生活，社群網站猶如一面資訊

牆，也漸成新移民女性交換資訊的平台，吸引人天天造訪。 
  
我以前沒有那麼常上 Facebook，而且（現在）一上就會晚一點，看

有沒有留言什麼的。我就覺得每一個都好好喔！我很愛那一些，就

覺得跟每一個人學習啊，因為每一個人看的東西不一樣，我覺得要

學啊！ 

(二) 當社會網絡擴大 

大學生使用Facebook聯繫社會網絡的研究發現，Facebook多被用來維繫舊連結，也
就是從面對面的線下社會網絡，才能延伸至線上的社群網站，較少在上面認識新朋友，

但對新移民而言，或許是一種「人不親土親」的情誼，對同是越南來的人很快能成為朋

友，在網路上互相留言、聊天，並有機會在實體世界中碰面。社群網站在台灣的普遍和

方便性，使Facebook成了台灣越南籍新移民聯繫在台人際網絡的場域，而即時通則偏向
與越南家人聯絡使用。 

新移民女性巧妙的在Facebook 上串起了自己的移民社群，穿越時空的限制，建立一
個屬於「同路人」的虛擬國度；新移民女性在社會網絡的維繫和擴張之中，除了帶來個

人層面的情感支持、資訊交換、社群認同等互惠的，也有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佩玲三

年前開始經營自己的部落格，早期分享較多自己或同鄉的心情故事，及一些作文、投稿

文章的雙語版，最近則在Facebook 上搭配照片，分享參加活動的成果及由她擔任講師的
開課公告，除了累積不少瀏覽人次，更曾因此有新移民基金會（匿名）主動聯繫，邀請

她在北中南巡迴的學習講座中，擔任南部場的經驗分享講師。 
 
我也不知道他（基金會）怎麼會這麼厲害，後來我問他，他就說看

到上面是我，直接在那邊跟我留言了，…所以我就看到他留言：「邀

請你來當我們的講師好不好？」我就說那是我們的榮幸啊，就開始

留言，那時候我也想得很單純，我想說也許是他們開玩笑吧，也許

他們是隨便問問。 

 

當越來越多新移民成為社群網站的使用者，個人的線上連結就得以延伸、擴張到社

群與社群之間。事實上，做為新移民擴張網絡的重要工具，Facebook 不只是個人對個人

的網絡擴張，也包含團體對團體，或個人對團體的。佩玲是地方姊妹會的幹部之一，樂

於分享及交友的她，在社交網絡中十分活躍，當有其他地方的新移民團體或朋友來訪，

佩玲就在Facebook上相約，並由這邊的姊妹會接待，也串起了不同團體間的聯繫與網絡。 

透過不同社群團體間的聚首，代表著線上擴張的網絡回到線下，代表著於線上串聯

的台灣新移民的社會網絡，並將隱含在背後的社會資本分享出來的機會。也因為社群網



站而有的能力，麗玲就曾因職務關係發起「網路動員」，在 Facebook 上，為一名遭逢變

故的同鄉募款，除了發佈訊息到四十五位朋友的 Facebook 上，也有姊妹主動將訊息分享

出去，也因而集結散居各地的力量：「我寫了一段話希望大家募款，她（出事的同鄉）媽

媽有來，然後我們有去看她，就大家都看到，在高雄、屏東都會寄錢來。」 

六、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是根據來自台灣三個地理區域，共 10 位台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的訪談

內容，以及田野現場的描繪與資料蒐集，描繪跨國婚姻移民於台灣資訊社會中的生命經

驗。在一年期的計畫中，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進行，以「參與觀察」法，實際加入新移

民團體，透過課程、參與活動，與新移民建立關係，貼近婚配移民女性生活，了解台灣越南

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建立自己的社會網絡，以及如何使用網際網路為溝通工具，串聯起其社

會網絡，並發展社會網絡資本。本研究完成了以下工作項目：  

1). 建構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使用網路與社交媒體科技的動機  

2). 建構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使用網路與社交媒體科技的過程  

3). 建構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使用網路與社交媒體科技維繫與發展社會關係的歷程  
  

結果呈現，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起初如何發展在地人際網絡、累積在地社會資本，

又如何以不同的資訊通信科技做原生家庭與在的家庭的運用。從家庭角色的限制開始，

如何走婚配家庭的實體限制，進一步參與台灣社會運作，並建立線下的、線上的社會關

係。於移居地的社會關係重建之中，如何將線下的網絡轉至到線上，又如何擴張出去，

透過網路串起的新移民社群，以及如何彼此的關愛、支持與互助，又這些社會關係中，

獲得什麼樣的社會資本，故以下將針對三的研究問題進行結果討論。 

研究問題一： 

婚配移民女性的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展？其社會網絡如何透過 ICT 連結？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線上社會網絡是於線下打好基礎，再進

而擴張的。其次，學校是新移民女性在地網絡的起點，也是跳板，漸漸才接觸到社福單

位、社群團體等，也才開始擴展「線下」社會網絡，而有了這些基礎，也才得以進一步

延伸線上的社會關係。與過去研究發現不盡相同的是，越南籍婚姻新移民女性於社群網

站上的使用行為，除了維繫於線下網絡認識的關係之外，越南籍婚姻新移民女性已經摸

索出自己的機制來決定傾向是否擴張網上的新關係，也就是透過「共同友人」的多寡來

決定接受新的朋友邀約。  

其次，越南籍婚姻新移民女性於線上的族群認同，源自於同樣從越南嫁來台灣的「同

路人」，受限於社會環境及地理位置，因此展現了「人不親土親」的認同情誼。Facebook 



的「塗鴉牆」有助於全台各地的新移民女性，於社群網站彙報分享生活點滴、公告資訊，

對新移民女性來說，看到這些同路人的生活，就好像看到自己一樣，她們傾向將同為台

灣媳婦的越南人生活投射在自己身上，得知她們過得很好，心裡就產生一股歸屬與認同。  

研究問題二： 

婚配移民女性的人際網絡，在實體和網路的兩個世界之間的連結方向是如何？ 互動關

係是如何？  

從本研究發現，社群網站為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帶來的，是降低其擴張網絡時的地

域性限制。由於越南籍婚姻新移民女性已經摸索出自己的機制，也就是「共同友人」的

集體審查機制來決定傾向是否擴張網上的新關係，因此她們可以獲得可靠的資訊，不僅

擴張自己的社會網絡，也有助於不同社群間不受地理限制的串聯，進而在網路的虛擬空

間中建立在台越南人的專屬國度，而這些在網路世界建立的關係，更可能在線下世界中

實現。也就是說，因有了社群網站的作用，新移民女性有了同步發展、交互助益實

體和網路兩個世界的網絡與資本，連結方向看似雙向，但其實是互繞又互惠的。 

研究問題三： 

婚配移民女性如何透過資通科技在社會網路中，創造、累積社會本資本？  

從本研究發現，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翻轉性別與科技的想像。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

源於對原鄉連結的渴望，以及自我成長的企圖，不乏有將資訊科技帶入家庭者，且在家

中的電腦是為女主人而設，她們不只擔任主要使用者，還是管理者的角色，肩負家中子

女的資訊教育工作，在她們的家庭中，電腦通常不是男主人的勢力範圍。以女性作為掌

控家中科技的人，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翻轉了傳統上對科技專屬於男性的想像，

將自身擁有的社會資本，轉化作為提升家庭權力地位的力量。 

其次，本研究認為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原有的文化資本，以及身處的情境脈絡，在

其創造與擴張社會網絡及社會基本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個人層面較缺乏資本的婚姻

移民女性，可以從網絡的維繫中受惠於成員間的資訊交換及情感支持；掌握較多資本者，

更可以進一步從事較具擴張性的網路使用行為，而得以從中獲得更實際的經濟資本，或

從異質化社會網絡中獲得好處。  

結論 

總結，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線上社會網絡是以擴張的方式發展，以「共同友人」

的多寡來決定交友的對象，在線下與線上的社會是互繞又互惠，社交媒體科技的運用降低

社會網路發展的地域限制、縮短在台灣的適應時間；且為了發展社會網絡與網路資訊資

源的取得，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反而成了在地家中社會資訊科技的主要使用者，亦成為

了家庭權力地位的象徵，研究結果摘要如後表所述。 



本研究在學術貢獻於，了解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使用資訊科技作為建立、維繫

其配移民的社會網絡、與發展社會資本的歷程與活動。呈現網路與社交媒體科技如何為

婚配移民女性族群帶來快速融入在地，並得到家庭支持與科技使用權威的看見。研究成

果補足台灣資訊社會研究中，婚配移民女性與交媒體互動與運用、建立在地人際網絡、解除

傳統標籤角色之限制，達成人際脈聯繫與社會資本的發展等，還未有具體成果之學術缺乏。  

本計畫研究成果有助於了解外籍婚配移民女性如何使用網路資通科技，作為建立、

維繫社會網絡、發展社會資本的歷程與現象。網路與資通科技如何能為婚配移民女性族

群帶來快速融入在地的果效，並得到對家庭教養、資訊取得、社會資源之助之幫助。本

計畫之研究成果亦可轉換成輔導新婚姻移民女性之協助機構的輔導教案參考，如：婚姻移

民女性如何透過網路發展人際網絡、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運用社交媒體科技，以及如何運

用社交媒體科技獲取需要的在地資源，拓展在地的人際資本等，對婚姻移民融入在台資

訊化社會的輔導設計有實質貢獻。  
 

  



研究結果呈現 

研究問題 結果 社會活動例子 

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

的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

展？其社會網絡如何透

過 ICT 連結？ 

s 先穩固線下家社會基礎，再進
而延伸發展線上社會。 

s 學習網路與社交科技應用來擴
張線上社會的新關係。 

s 建立是社群媒體推薦的「共同
友人」的多寡來決定。 

s 先盡本分：先做妻子、媽媽
應該做的事 

s 與先生發展友好關係 
s 學資訊課：進入學校、在地
社團、資訊課程學習 

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

的人際網絡，在實體和

網路的兩個世界之間的

連結方向是如何？ 互
動關係是如何？ 

s 社群與社群之間不受地理限
制，足以串聯在台越南人的專

屬國度。 
s 在網路世界建立的關係更助益
了線下關係的任認識發展 

s 實體和網路兩個世界的網絡與
資本是互繞又互惠的。 

s 認知電腦為維繫家鄉關係
的管道 

s 參與越南人專屬社團、活動 
s 先線上交友，再線下進一步
認識、互動、經驗交流 

越南籍婚配移民女性

如何透過資通科技在社

會網路中，創造、累積

社會本資本？ 

s 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為家中掌
控資訊科技應用的主角。 

s 翻轉傳統上對科技專屬於男性
的想像。 

s 將自身擁有的網路社會資本，
轉化作為提升家庭權力地位的

力量。 

s 帶入電腦至家中者、建立主
要使用者權威 

s 透過網路科技培植教養能
力、工作能力 

s 擴張與串聯自己的移民群
網絡、發展線上交誼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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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首先，感謝國科會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補助經費與協助與會事宜，使筆者能有機會

參加 2013年歐洲教育年會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ECE 2013) 。歐
洲教育年會（ECE）是由國際學術論壇(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IAFOR)
所舉辦的，而國際學術論壇(IAFOR) 則是由Waseda University (日本),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University of Lincoln (英國),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新加坡),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台灣),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香港), Auburn University (美國)等跨國際的學術單位組織而成，旨在透
過參與及交流，讓學者能分享、聆聽多元的研究資訊並加強不同國家之學者間的合

作機會與夥伴關係，以擴大教育學界的研究領域。 
 

本次的歐洲教育年會 (ECE 2013)，由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主辦，主題為：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ransformative Spaces，會議於 2013年 07月 11-14
日，假英國 Brighton 之 Thistle Hotel舉行，此次的 ECE除了包含許多不同的主題，
更是吸引了世界各地超過超過40國家以上的學者參加，大會接受發表論文350篇，，
筆者的研究論文獲選在本次會議中報告。會議期間總共參與二個 sessions，包括
Workshop--Education in a virtual world及 Session— Technology in Learning，除了在
論文發表的現場，針對其間發表的文章與到場的學者有許多意見的交換外，也不乏

與其他學者對彼此研究領域及興趣做更進一步的討論、交換意見與心得，希望了解

現在學界的相關趨勢及走向，作為未來國科會計畫發展的方向與參考，也創造未來

合作的契機。 
 

二、與會心得  

於本次研討會中，Session進行時，每篇論文報告時間約為三十分鐘，其中包括了聽
講者提問與討論五～十分鐘，會中參與者之提問絡繹不絕，互動熱絡，筆者除了從

報告者研究中學習到各國學者在報告上的方法與技巧，透過與不同國家的學者交流

彼此進行中的研究興趣題目與內容，也獲得了未來研究方向的啟發之外，更藉由回

答同儕的問題，釐清研究問題的核心與議題的價值。 
 
ECE的現場，不難發現與會的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更是凸顯了 ECE所強調的多
元性與國際性，而研討會的主題更是強調跨領域、跨學門，ECE研討會多元、跨領
域的特色相信有助於增加對整個學界的走向與研究趨勢的了解。而在看見不同學者

研究的同時，也能了解其他學者對本身的研究之觀點，以作為未來論文投稿的參考

及方向，此行著實讓筆者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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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現場留影）  

 
 
 

（大會報告場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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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會參與者討論其研究：Cloud Clickers: A Cross-platform 

Instant Response System to Increas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三、建議  

參加國際會議是參與學界的敲門磚，參加此次研討會後，深覺收穫良多，因為，研

討會的參與不僅可以拓展自己的國際觀、吸取最新的知識，也增加國際合作的機會，

因此出席國際會議對國內學者的研究之正面影響是無庸置疑的。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ECE 2013 Program Brochure-- 紙本一份 
2. 大會紀念品 -- 手提袋一個 
 

五、附錄  

附錄一 論文接受證明  

附錄二 發表 Paper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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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論文接受證明 
  

  

 
研討會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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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表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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