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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針對外籍配偶離婚後在台之生活適應進行研究。受訪者共四位來自

東南亞籍已離婚之女性。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

談，研究目的欲探究外籍配偶離婚之原因及她們在離婚後的生活適應為



何。透過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 外籍配偶離婚之原因，二名受訪者因

前夫有外遇無意願與她們維持婚姻關係，另二名受訪者，與前夫之感情基

礎薄弱，加上前夫不願意與她們共同努力來維持婚姻關係，她們對於婚姻

的期待落空而提出離婚要求。 外籍配偶離婚後之生活適應狀況，心情調

適：外籍配偶們對於離婚經驗心情尚未調適，仍有情緒低落、及自我批評

等負面情緒出現、經濟基礎：由於外籍配偶之學經歷不高，只能謀求低階

薪資工作、子女關係：外籍配偶由於缺乏照顧支持系統大多放棄子女監護

權，離婚後她們與未同居之子女須重新建立關係、支持系統：由於原生家

庭無法提供外籍配偶在離婚後之各種需求，加上她們也不知如何尋求社會

福利體系的協助，使得外籍配偶在離婚後自己摸索適應台灣生活。 最後

針對本研究分析結果提出建議，提供關懷此項議題者與社會團體、政府機

構參考借鏡。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life adjustments in the context of divorce by 

centering on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and marital viewpoints of four Southeast 

Asia Immigrant divorced spouses. The researcher adapts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a great deal of qualitative data, and aims to find how the 

divorced are living and adjusting. As a result of the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the researcher discovered the following. Foreign spouses offer various reasons for 

divorce. In two cases an ex-husband no longer wished to maintai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the marriage could not succeed. Two other respondents cited ex-

husband's weak foundations as a cause of marriage failure. The couples did not 

want to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Without expectations of 

a happy marriage, they requested divorce. How do foreign spouses adapt to life after 

a divorce situation, and mood adjustment: How do the foreign spouses experience 

their feelings about divorce, and problem of adjustment? They are still depressed 

and self-critical, and excoriat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the insecurely of the 

economic base. They are also disappointment because foreign women lack 

experience and seek low-wage job-child relationship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ublic 

support most give up custody of their children, divorce, and live together. They do 

not have to re-establish relations, to support the system because the original foreign 

spouses at hom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post-divorce demands, coupled with a 

loss as to how they seek assistance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so that foreign 

spouses after a divorce find themselves adapting to life in Taiwan.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by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This study also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social groups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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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66.214.147 M chfa2502 Y2009.M5.D5 14:23 140.136.186.26 M 494586074 

Y2009.M5.D5 23:25 61.228.85.83 M chfa2502 Y2009.M5.D8 15:24 

140.136.186.26 M chfa2502 Y2009.M5.D8 15:24 140.136.186.26 I 030540 

Y2009.M5.D12 10:20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