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5406 

狀

態 
NC093FJU00071015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心理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2396293  

研

究

生

(中) 

高國揚 

研

究

生

(英) 

KAO, KUO-YANG 

論

文

名

稱

(中) 

外派大陸人員配偶之自我成長 



論

文

名

稱

(英) 

Self-improvement of an expatriate’s spouse in China.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丁興祥 劉兆明 

指

導

教

授

(英)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檔

案

說

明 

 

電

子

全

文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3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生命史 敘說 外派大陸 外派人員 配偶 工作與家庭 女性成長 



(中) 

關

鍵

字

(英) 

life history narrative analysis expatriate spouse, work-family, female self-

improvement  

摘

要

(中) 

摘要 大陸目前是許多台商或外商所積極前往開發投資的地區，為了因應工

作者到大陸投資開發，開始出現台籍外派人員舉家遷移到大陸的移民潮情

形。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估計截至 2005 年，在大陸地區工作的台籍幹部

及眷屬約有三十萬至五十萬人，仍舊有繼續增加的趨勢，顯示這股外派潮

依舊是會持續蔓延。 關於外派人員的研究長久以來都將工作者視為重要的

研究對象，大多忽略了家庭成員所帶來的影響，然而當工作者是為外派人

員時，直接衝擊到了整個家庭的結構、成員互動方式、家庭分工、夫妻關

係及子女教育等等方面。因此，深入瞭解外派人員的主題時，自然必須要

將家庭的議題納入考量。 本研究是以一位外派大陸人員之配偶作為研究對

象，採用生命史取向及敘說分析為研究方法，著重個案豐富的情境脈絡，

目的在瞭解外派人員的家屬隨先生前往大陸時的生活處境、調適歷程及生

活當中的困難或難題，將個案所遇到的狀況及因應方式作清楚交代，進行

深入且整體性的瞭解，呈現出一位外派人員家屬的心路歷程、心情寫照及

自我成長的關鍵脈絡。 從本研究的結果瞭解到個案在去大陸之後，從一個

依賴、沒有信心的人，逐漸成長為一個充滿自信的女性。研究者歸納出個

案到了大陸之後，個案遇到了五項關卡考驗，分別為擔憂先生外遇、先生

忙於工作、新環境的適應、子女教育問題及罹患重病，而個案能夠藉由調

適心態，對此五項考驗做出因應，促使日後個案成為對自己有自信的女

人，展望充滿活力的未來。 本研究最主要的貢獻在：一、深入描繪並探討

外派人員配偶在大陸的生活情形及可能面臨到的生活難題，進而得知配偶

的生活適應與否也是影響外派人員工作成敗的重要因素。二、從組織營運

的角度，在背負績效的壓力下，配偶或家屬的支持與安定，是能夠讓先生

專心工作，自然在工作上也會有好績效表現，顯示出了家庭成員對工作者

在心理支持上的重要性，而工作與家庭之間有很大的關連性。所以，外派

人員所屬的公司在重視外派績效時，也不可忽視外派人員家屬的安置問

題，而必須謹慎且詳加計劃，營造一個具有「支持家庭」的工作環境。而

未來其他學者在以研究「工作者」為主的外派人員議題，仍不可忽略工作

與家庭之間的關連。  

摘

要

(英) 

Abstract Mainland China is the main investment area for Taiwan investors actively at 

the time being. Thus, there was a tide that the families of the Taiwan investors were 

assignment to the Mainland with the need of work. According to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numbers of the Taiwan investors and their families will reach up 

to 300,000-500,000 in 2005 and this tide will be continued. People us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 people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families. When people 

were sent to work in the Mainland, their families’ structure, relation, families roles, 

children education condition, and so on were changed. Thus, deeply understanding 

expatriates’ issues, the family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research of 

expatriates in the Mainland With a wife of the expatriat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by 



using life history approach and narrative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we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details of her life situ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learly illustrate and to understand expatriates’ family 

members’ life situations, adjustments,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Mainla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contexts of their ideas, moods, and the self-

improvement. From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the subject changed from a 

dependable and non-confidence person to a full confident female. The research found 

the five challenges that she was facing in the Mainland were extramarital relations of 

the husband, busy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husband, how to cope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issues and her ill situation. The research 

subject adjusted her thinking way with full confidence to face new future after 

overcoming the five difficulties. The most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1) 

describe thoroughly and discuss wha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that expatriate’s 

family might be facing in the Mainland, in order to know if her life adoption will 

affect expatriate’s work performance 2) take a look from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ork performance, with spouse and family’s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sband as an expatriate can handle the work more 

smoothly with full attention and has more success in his work . In conclusion, when 

the expatriates are being sent to work in the Mainland and the company want to 

achieve more success, how to arrange the life of their families is important and the 

arrangement setup would be careful in order to create a “support family” type of 

work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of “working people” by others in the future can 

not be overlooked with the poin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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