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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目的：國際移民已成為台灣重要的族群之一，其移入台灣的方式主要為婚

姻移民，且移入者以東南亞國家與大陸地區之女性為主。這群女性移民進

入台灣後，除需適應移民生活外，通常還面臨快速懷孕生產之雙重壓力，



妥適的醫療照護是協助其移民生活適應、維持身心健康不可或缺之因素。

在台灣普遍關注移民女性子女教養問題時，也應針對醫療利用狀況作進ㄧ

步探瞭解，以協助其移民生活之適應。研究方法：以 2003 年全民健保承

保歸人年檔串連門診費用明細檔、重大傷病檔，選取 20~35 歲以眷屬身分

參加全民健保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以 poisson 及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門住

診醫療利用與子宮頸抹片檢查利用狀況及影響因素。結果：外籍配偶中西

醫門診、住院次數與子宮頸抹片檢查之利用勝算比明顯低於大陸配偶。而

無論大陸配偶或外籍配偶其醫療利用次數，均遠低於全國平均值。研究對

象如有慢性病、懷孕及較多子女時醫療利用會明顯較高，但懷孕者中醫門

診利用明顯較低；經濟與戶籍地都市化程度對醫療利用狀況較無影響。討

論：大陸配偶較外籍配偶有語言優勢，其醫療利用明顯高於外籍配偶，但

二者醫療利用相較於全國仍有偏低之情形。懷孕是影響該族群醫療利用之

重要因素。經濟狀況與戶籍地都市化程度不會影響其醫療利用，顯示全民

健保確實破除民眾就醫經濟障礙與提高就醫可近性。建議：在全民健保架

構下，大陸與外籍配偶醫療利用仍然偏低，顯示經濟並非是影響該族群就

醫之因素。政府在提供相關措施時，應注意到該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特

殊的家庭情境、其自主生活之能力、可運用之社會資源，給予合適之資訊

與協助，才能收到實質之效益。 

摘要

(英) 

Purpose：Marriage immigration is the major immigrating type in Taiwan. Most of 

these immigrants are young women and come from East-South Asia and China. 

They usually face strong stress in adapting to immigration life and being pregnant 

immediately after marriage. Adequacy health service can help them to maintain 

good healthy status and adapt to new lif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one to analyze 

immigrant women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by usi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 and the results can help u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new ethnic group in 

Taiwan. Method：The data was from 2003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e selected 

20~35 aged non-citizen female spouse with health insurance, and analyzed thei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by using poisson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 The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included outpatient visits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inpatient services and cervical smear test . 

Result：Foreign spouse has lower odds ratio than Mainland China spouse in all 

health service. And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spouse had highe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but they was still under the national average. Chronic disease、

pregnancy and more children will increase their western medicine use and cervical 

smear test, but pregnancy will decrease outpatient visits of Chinese medicine.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level didn’t affect their medical use.Discussion：

Mainland China spouse has the advantage of language, and has highe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than foreign spouse. But, both of their medical use is still very lower than 

national average. Economy is not the major reason to affect thei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under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f the government want to improve 

this immigrant group medical use, the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different 

culture and family background、ability of independence and social c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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