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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中育有學齡兒童的新住民家庭父親之父職經驗、

影響父職行為的因素以及父職的甘苦與挑戰。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

法，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問四對新住民家庭夫婦，其中新住民

家庭母親的國籍，兩位為越南，兩位為印尼。 研究結果發現： 一、新住

民家庭父親的父職行為風貌 新住民家庭的父職是以傳統的「男主外，女



主內」的性別分工為基礎，歷經現代父職文化的洗禮，外加外籍配偶的

因素，交織成新住民家庭父職的行為風貌。這些父職行為風貌包括：掌

握文化交會的契機、支撐家庭經濟的工程、承擔教育子女的甜蜜、開創

類父職的經驗、輔助生活照顧的角色、把守行為管教的防線、扮演親切

陪伴的大玩偶，這些父親們已能多面向的參與父職，並積極回應子女成

長過程的各種需求。 二、影響父職行為的因素 影響父親父職行為的因素

有父親個人、原生家庭、子女、社會文化、同事、朋友、其他楷模、傳

播媒體、配偶等因素，其中又以配偶因素最為關鍵。配偶的外籍因素，

如語言文字的隔閡、地理環境的不熟稔，導致父職的影響如下：（一）

新住民家庭父親承擔教育子女的責任；（二）新住民家庭父親負責帶生

病的子女就診；（三）假日家庭的休閒活動，依賴新住民家庭父親的策

畫。 三、父職的甘苦與挑戰 新住民家庭父親的為父之樂如下：初為人

父、中年得子、子女的成長與特性、子女的貼心、子女的成就及爸爸自

我的成長；為父之苦如下：照顧子女、經濟壓力及無形的心理負荷；父

職的挑戰如下：管教的挑戰、青少年時期的父職挑戰、理想與現實的拉

鋸、時間的挑戰與融入生活的挑戰。比較特別的是新住民家庭父親比一

般父親更有機會體驗中年得子的喜悅、也比一般父親更需要承擔經濟的

壓力。 關 鍵 字：新住民、父職、父職經驗  

摘要

(英) 

The Study of Fatherhood in Immigrant Families Abstracts Being aimed at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athers’ 

fathering experienc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ehaviors of fatherhood, and the 

pleasures,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of fatherhood. Each of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mentioned in this study consists of a Taiwanese father and a foreign 

mother.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used in this study. Four couples from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including 

two Vietnamese wives and two Indonesian wives, were selected and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are found as follows: 1. The style of fatherhood in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The fatherhood of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notion of a breadwinner father and a stay-at-home mother. 

Modern fatherhood and foreign spouses contribute to shape the style of fatherhood 

in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The roles that the Taiwanese fathers play in their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include cultural exchange moderators, hard-working 

breadwinners, educators to children academically and behaviorally, part-time 

caretakers, kids’ playmates, and spouse’s instructors. Over the years, these 

Taiwanese fathers have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nd positively responding to 

various families’ needs. 2.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atherhoo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atherhood in a new immigrants’ family include the father himself, the 

original family, children,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colleagues, friends, other role 

models, media, the foreign spouse, among which the foreign spouse factor is the 

most critical. Language barriers, unfamiliarity with surroundings, and cultural 

shock are what the foreign spouse in a new immigrant’s family usually faces. The 

difficulties the foreign spouse has affect fatherhood in the new immigrant’s 

family as follows: (1) the father being the sole educator to children; (2) the father 

being the sole person sending an ill child to a doctor; (3) the father being the sole 



person filling up the leisure time for the entire family. 3. The pleasures,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to the Taiwanese fathers Fathers in new immigrants’ families 

experienced the pleasures from being a father for the first time, being a father in 

middle age, children’s growth, a close bond with children, children’s 

achiev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continual self-advancement. The hardships that 

fathers suffer come from the need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financial burden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The challenges that fathers encounter include disciplinary 

issues, raising young adolescence, the trade-off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ies, and the 

lack of time to integrate. By contrast, the fathers in new immigrant’s family 

experience more joy being a father in the middle age. However, they are loaded 

with heavier financial pressure. Key words：new immigrant, fatherhood ,father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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