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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社會多元發展，大陸配偶人數增加，新生
兒人口結構變化 

‧家有特殊幼兒對母親是漫長沈重之負荷 

‧大陸配偶移民與婚姻雙重適應，面對孩子
特殊需求更加重其負荷 

‧探討有特殊幼兒大陸配偶及其家庭，早期
療育現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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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瞭解有特殊幼兒大陸配偶及其家庭早期
療育的經驗。 

(二)探討有特殊幼兒大陸配偶及其家庭早期
療育的現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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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探 討 

§大陸配偶在台灣生活 
 

§特殊幼兒及其家庭 
 ◎特殊幼兒對家庭之影響 

 ◎特殊幼兒家庭需求 
 

§特殊幼兒家庭相關研究 
 ◎特殊幼兒家庭參與 

 ◎特殊幼兒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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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設 計 

§研究參與者 
   

    採立意取樣，洽詢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市早期療育機構，徵詢大陸配偶
有特殊幼兒，且有意願參與研究者。計
台北市4位、新北市4位、桃園縣4位，
共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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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陸配偶概況 

    一、研究參與者年齡  二、研究參與者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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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參與者 

法律身分 

四、研究參與者 

家庭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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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特殊幼兒概況 

一、特殊幼兒性別 二、特殊幼兒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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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特殊需求概況 四、特殊幼兒就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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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幼兒醫療復健概況 六、特殊幼兒早期療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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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1.機構同意書 

 2.家長同意書 

 3.幼兒基本資料表 

 4.家庭照顧需求調查表 

 5.早期療育經驗訪談大綱 

  6.研究札記 

  7.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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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與分析 
  ◎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研究的可信賴度 
   

   ◎三角檢定法（triangulation）  
    

§研究倫理 
   

  一、研究參與者自願原則  
  二、保密原則 
  三、妥善處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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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壹、徬徨無助把淚吞~發現的歷程  

 一、懷孕：3位在懷孕過程發現問題    

 二、生產：4位在孩子出生後便發現問題 

 三、其他：5位在孩子就醫或就學後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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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堅忍不棄將兒教~復健與就學 
 一、復健：11位有帶孩子復健經驗 

 二、就學：(1)融合式班級 4 人  

                      (2)早療、特教或醫療機構8人  

 三、教養信念：堅強不棄，認為生了就有責任 

           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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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家家有本難念經~家人態度與分工 
 一、先生:有3位媽媽對先生失望近乎放棄，有
5位的先生則會協助照顧幼兒或分攤家務事。            

 二、長輩:僅1位媽媽慢慢得到婆婆的體諒與支
持，有2位的長輩阻撓或反對媽媽帶孩子接受
早期療。  

 三、其他親人:有4位家中有其他親戚可以偶而
協助照顧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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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福利資源~幸得貴人來相助 
  一、都有為孩子申請政府相關補助  

  二、感謝貴人相助:有5位提到社工人員的協助，
有3位提到民間基金會提供她們的支持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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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打開心門路漸寬~壓力與調適 
 一、壓力:經濟、孩子教養、外界眼光、 

    夫妻婆媳相處      

 二、調適:有6位媽媽懷抱一切為孩子的 

       信念，堅強承擔，慢慢學會看開。 

 三、支持:有7位媽媽表示孩子是支持 

        她們走下去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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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期盼雲開煦日照~早療成效與需求 
 一、早期療育成效:有11位肯定成效    

 二、早期療育需求:教養、經濟 

 三、擔憂與期待:幼兒、自己 

 



長庚科技大學幼保系   倪志琳 19 

主要結論 

1.有7位(58%)大陸配偶在懷孕生產過程中出現異常狀況，11位
(92%)有帶孩子復健的經驗，復健以接受職能治療最多，接受
語言治療次之。 

2.參與研究的大陸配偶均有接受療育補助。有11位(92%)肯定早
期療育的成效。 

3.大陸配偶先生中僅5位(42%))會協助照顧幼兒或分攤家務事，
有4位(33%)家中有其他親戚可以偶而協助照顧幼兒。 

4.社會支持包含家庭內，及家庭外的支持因素(包括其他家長、
社工、老師等)。 

5.早期療育需求: 
 (1)教養需求:不了解孩子的狀況或該如何教孩子，忙碌、時間

不夠，無法教孩子。 
 (2)經濟需求：為了養育孩子沒工作，經濟困難。 
 (3)對未來擔憂:擔心孩子在融合環境被欺負，擔心孩子上小學

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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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思 

◎大陸配偶在懷孕生產過程發現異常狀況時，
如何即時提供支持與協助? 

◎安頓母親身心，除提供相關療育、福利資訊
與資源，更需要精神支持、壓力紓解等多方
面支持。 

◎即使孩子有特殊需求，孩子常仍是支持母親
走下去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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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與成果 
◎一位自閉症幼兒新移民母親之生活經驗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 New Immigrant Mother 

with an Autistic Child.) 

◎行動研究在早期療育的應用 
  (Action Research and Early Intervention.) 

◎早療機構腦性麻痺幼兒轉銜幼兒園經驗之探究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of Transition for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from Early Intervention Center 
to Kindergar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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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方向 

 ◎特殊幼兒轉銜規劃 

   (transition planning) 

 ◎特殊幼兒融合教育(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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