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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近年來也成為外籍學生來就學的最佳選擇之一，外籍學生來臺灣就學

的人數每一年增加，從 2006 年外籍學生在臺灣就讀有 26,488 位，到了 2011 年

外籍學生在臺灣就讀的人數有 55,463 位。由於國際化已成為國立中興大學的一

個焦點，外籍學生人數一直在不斷的增加。統計從 2005 年的 163 位上升到今天

的 300 多位，最大的部分是來自泰國的學生。研究主要是以泰國學生在臺灣國

立中興大學就讀觀點為例，研究目的是深入瞭解泰國學生在臺灣就讀適應歷

程，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參與式觀察、臉書(Facebook)的文件分

析等方式，對 11 位泰國學生進行資料的蒐集。 
研究結果發現，泰國的外籍生在臺灣適應上的問題大致上有 11 類，亦即是

思鄉病、財務、租屋和飲食、語言流暢度、瞭解授課內容與在課堂裡的參與、

預備書面與口頭報告、理解當地社會的風俗、結交朋友、物理環境的適應、支

援系統不足等。 
針對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六項建議：要規劃並開設不同程度的中文/華語

加強課程、提供新生訓練課程、提供預防式的心理諮商、提供接待家庭方案、

提供與臺灣本地學生的學習夥伴、建立支援性的環境或有該國特色的社交性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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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國際化的高等教育之趨勢愈來愈高漲。臺灣政府近年

來提供了官方的獎學金，而臺灣的各個大學也提供了其他各種的獎學金，這些

因素大力吸引了外籍生來臺灣留學（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1）。從

2006 年到 2011 年臺灣的外籍生的人數增加了 2.09 倍（如圖 1）。而教育部於

2011 年在泰國舉行臺灣高等教育展，除了要加強臺灣和泰國之間的文化和教育

交流外，並要吸引泰國學生到臺灣進行學習，2011 年臺灣有 1,109 位的泰國留

學生，與 2001 年只有 162 位泰國學生來臺灣就學的數字相比，明確顯示出泰國

籍的留學生人數增長了好幾倍，2011 年的學生人數比 2010 年更多了 637 位學生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1）。另外，由於國際化已成為中興大學的

一個辦學焦點，交換學生人數一直在不斷增加，統計數據已從 2005 年的 163
位，上升到 2011 年的 300 多位，其中最大的部分是來自泰國的學生（國立中興

大學國際事務處，2011），這就是爲什麽本研究是以泰國的外籍生為關注的焦

點。 

 

 

圖 1  近年來到臺灣留學的留學生人數統計（教育部，2013）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發現臺灣的外籍生愈來愈多，而在研究團隊中，有一位

研究者是外籍生，雖然其祖父是中國人，小時候受到一點中文教育，也會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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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中文，甚至還在泰國某大學的中文系獲得學士學位。但是來臺灣求學後，發

現在很多方面還是要有很大的調整。尤其是在課業學習方面，甚至聽不懂老師

的講課，在自省中發現雖然是有中文基礎知識的外籍生，都還需要很大的調

整，那麼其他泰國外籍生的中文程度的差異性更大，他們所遇到的艱難會不會

更痛苦？因此，研究者因有質性研究該科的授課教授之指導，以自身的主觀感

受為出發點，深覺需要對同為外籍生背景的泰國學生加以探討，以求能有更深

入的理解，並提供適當的建議給泰國的外籍生參考，這是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

動機。 
再者，以往國外對外籍生的研究較多，但是在臺灣對外籍生的研究偏少，

截至 2013 年 1 月為止，臺灣的碩博士論文關於外籍生的在臺適應之主題不到

20 篇，而且絕大部份是偏向量化研究。但是在探討任何一個社會現象時，其實

是不能只是以統計數據來概栝一切的，社會現象的脈絡、種類、歷程、策

略、…等層面，則需要用另外的方式來加以詮釋。因此，從質性研究的角度來

探討應該是更適合的切入方式，而這也是迄今文獻有待充實的領域，這可說是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了。 

二、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者擬定了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瞭解泰國外籍生遇到的障礙與挫折之實際狀況。 

（二）瞭解泰國外籍生適應上的支援系統之實際狀況。 

三、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即在於瞭解： 

（一）泰國外籍生在適應上有哪些障礙？ 

1. 生活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有哪些？ 
  2. 學習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有哪些？ 
  3. 語言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有哪些？ 
  4. 人際關係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有哪些？ 

        （二）泰國外籍生在適應臺灣的生活和學習過程中，有哪些支援系統的幫

助？又是如何幫助的？ 

 

四、研究限制 

在此針對以下本研究幾方面的研究限制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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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方面：在本研究中所選取的樣本涵蓋博士生 3 位、碩士生 6
位、與大學生 2 位。這 11 位受訪者中女性有 9 位，男性只有 2 位。顯然在教育

階段別上取樣的人數不均，男女人數的比例也不均，因此若針對某一性別或某

一階段別在推論時需要格外謹慎。此外，本研究的樣本全數是泰國籍，而泰國

籍的學生與其他語系的外籍生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所以未來在推論到其他國籍

的外籍生時，也需要格外謹慎。 

（二）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是採取一對一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進行的，此外研究者爲了達到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訴求，

更增加了參與式的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不定期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

事件（如 Facebook 上的留言與互動、電子郵件的往來、一起運動與吃飯），以

增加資料收集的管道並增進資料的信度。資料收集的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歷時四個月有餘，然而，正式的訪談原則上只有兩次，但有些受

訪學生的訪談次數可多達七次，因此在資料的質與量上與長期縱貫型

（longitudinal study） 的研究顯然仍有差距。 

貳、 文獻探討 

早在 1950 年代，外籍生的適應問題就已經獲得學術界的注視，以美國為

例，當時就發現「外籍生給校園帶來相當的異國風采，使本地學生的教育環境

與文化刺激更加豐富多彩，但是，他們在求學的過程中卻也經常遭遇到一些古

怪和困擾的問題」（Smith, 1955）。1950 年代的外籍生在美國如此，60 多年後

的外籍生在臺灣求學時當然也可能會有類似的情況，「外籍生一般是會覺得比

較孤單、想家、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家裡了」（Rajapaksa & Dundes, 
2003）。每一年持續增長的學生離家到國外的大學重新安頓（relocation）來求

學，重新安頓可能成為一種充滿挑戰與壓力的經驗。外籍生在入學初期的適應

上一般都會遭遇很大的難關，壓力的顛峰狀態甚至會持續三個月之久

（Hechanova-Alampay, Beehr, Christiansen, & Van Horn, 2002）。在本研究中，將逐

一探討外籍生適應的相關議題。 

一、適應議題的類別 

外籍生所面臨的問題，有的是共通的問題，有的問題則是因人而異的。以

共通性的問題而言，當外籍生身處於一種外國文化裡的時候，常會遇到如：種

族歧視、語言問題、調適的困難、飲食上的限制、財務上的壓力、被誤解、寂

寞等適應上的艱難。如果沒有把這些艱難順利克服的話，這些情況能導致神經

質、寂寞、失眠、身體生病等癥狀，這些都會進一步產生外籍生在課業要求、

語言障礙、財務來源、課業表現上的焦慮、沮喪、寂寞、思鄉病、不易結交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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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缺乏自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雙重的文化衝突、刻板印象、偏

見、種族歧視、自以為是的偏執（paranoia）等十五個層面的適應問題（Lin & 
Yi，1997）。 

Ying（2005）提出五大主要的文化適應壓力，如：自然環境壓力、生物的

壓力、社會壓力、文化壓力、機能性壓力（引自 Sodanine，2009）。此外，

Meloni （1986）的研究是以外籍生到美國求學為脈絡，發現到美國的外籍生最

共通的問題包括：（一）思鄉病、（二）財務、（三）租屋和飲食、（四）英

語流暢度、（五）瞭解授課內容與在課堂裡的參與、（六）預備書面與口頭報

告、（七）理解美國社會的風俗、（八）結交朋友、（九）與異性建立關係、

（十）被大學校園內的兄弟會或姐妹會的社交圈所接納。 

從以上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外籍生不管到什麽國家求學，他們所遭遇的問

題有相當大的相似性，諸如：思鄉病、財務、語言障礙、課業要求、課業表現

上的焦慮、文化衝突、結交朋友等。但是也有一些層面則是因不同的研究而

異，諸如：與異性建立關係、種族歧視、缺乏自信、……等。所以在本研究

中，研究者針對臺灣的時空背景將逐一檢視以上的研究結果之適用性。 

二、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外籍生來到新的國家會因為不知道在新文化當中不知道要做什麽而感覺到

焦慮、無助、孤獨、傷感及思鄉，Oberg （1960）稱此現象為「文化衝擊」

（Pedersen, 1995; 引自 Wang, 2003, 8）。Oberg 進一步提出，憂慮可能會體現在

對飲水、食物、輕微疼痛等事項過度擔心，也出現在被騙與被搶劫的過度恐懼

中，對當地人的憤怒或迴避，與渴望和祖國同胞在一起（Church, 1982, 540）。

在 Singholka（2002）對留美的泰國學生之研究中，他發現美國當地生活要求每

個人都要獨立自主，生活的每個層面都要自理，而這種的文化衝擊對赴美留學

的那些家境優渥的泰國學生而言，確實是適應上的一大艱難。 
Wang（2003）引述 Pedersen 的觀點，認為文化衝擊是指對不熟悉的環境最

初的適應過程，是對環境改變的正常反應，他認為文化衝擊的適應可以分為兩

大類，這兩大類的觀點要取得合適的平衡： 

（一）生病模式（disease model）：這是以負面的角度來看待適應，這一派的學

者包括 Furnham 把文化衝擊視為虧損、Stephan 把文化衝擊視為一個團體內的現

象、Juffer 則是特別強調文化衝擊的負面現象。 

（二）成長模式（growth model）：這是把文化衝擊當做一種學習和成長的過

程。 

文化衝擊所產生的壓力和不適可以藉著以下方式得到解決：1. 提供保證和

支持來維護個人自尊，2. 允許更多的適應時間，3. 告知適應模式的基本知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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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文化衝擊的種種癥狀，5. 提供「外籍生在祖國的成功未必保證在新文化的

成功適應」的體貼態度，6. 預備外籍生新文化的基本素養，包括語言訓練、新

文化的學習、模擬的情境、出國之前先與該國人士相處（Pedersen, 1995, 10；引

自 Wang, 2003, 8）。 

三、語言障礙 （language barriers） 

外籍生清楚地覺察到有限的語言能力是學習上最重要的問題來源，語言能

力會影響到學習成績（Jochems, Snippe, Smid, & Verweij, 1997；引自 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 156）。語言的流暢性直接關係到外籍生的生活適應

與學業適應，例如在 Singholka（2002）的研究中，他就發現到美國留學的泰國

留學生普偏面臨了英語能力不足的語言障礙，泰國外籍生的母語是泰語，英語

與華語對泰國學生而言，都是外來語言，因此，泰國學生的英語程度與華語程

度之個別差異性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在臺灣各大學教育的主要語言是中文/
華語，因此，泰國外籍生在學習上無可避免的挑戰就是語言的適應問題。而在

Meloni（1986）的調查中，其實老早就提出來到美國的留學生通常會遭遇到語

言障礙的問題。 
除了不同背景的外籍生在英語系統的國家有這種語言障礙的困擾之外，相

關的研究也認為語言障礙確實存在於亞洲地區，英語能力不足再加上中文能力

有限，就會對外籍生在臺灣的學術環境的適應有負面的影響，因為單單要與大

學的同學溝通或是要與授課教授溝通時，就經常會出現問題，而這就是最值得

正視的外籍生的語言障礙，例如：林侑融（2012）以臺灣海洋大學的外籍生來

進行研究，就曾發現雖然外籍生參加了一些初級中文的課程，他們還是不太瞭

解授課的老師中文講授的內容，而需要私下請教同班同學，他們常會覺得授課

的老師與同班同學的講話速度太快了，所以不易聽懂。就算海洋大學有開設一

些中文課給外籍生，但是，他們卻覺得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要學通中文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林侑融，2010，71-73）。 

四、朋友關係 

Bochner、Hutnik 與 Furnham （1985） 在牛津大學研究外籍生友誼關係，

該研究發現只有 17%的外籍生有當地學生為他們的好友，另外，發現 70%的外

籍生都沒有親密朋友。後來 Bochner、McLeod 與 Lin （1997）在研究中也發

現，44%的外籍生的親密朋友是來自於相同的國家，只有 29%的外籍生的好友

是當地的學生（引自 Ward, Bochner, Furnham, 2001, 148）。不管是 17%，還是

29%的外籍生，這麼低的百分比只是在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外籍生在結交當

地的朋友這件事上，確實是有相當大的難度。 
Meloni（1986）在研究外籍生的適應問題時，就發現外籍生在結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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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性建立關係、被大學校園內的兄弟會或姐妹會的社交圈所接納這三方面都

有問題，而這三方面其實可以歸納為朋友關係上的適應問題。其他相關的研究

也有類似的發現，也就是說到西方的大學讀書的外籍生在與當地的同儕結交的

事上，確實會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產生被孤立與被歧視

的感覺，和缺乏與當地人的互動（Myles & Cheng, 2003；Robertson, Line, Jones 
& Thomas, 2000；引自林侑融， 2010，7）。從以上文獻中可以發現，不同年代

的外籍生到西方的國家留學時，都經歷到與結交當地朋友的困難，那麼在號稱

禮儀之邦的臺灣是否也能適用上述的研究成果，則是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五、支援系統 

支援系統的定義是因不同的研究而異，一般是認為就是別人所提供的資

源、提供適應上的協助、或是資源的交換。Weinman 與 Kaptein （2003） 認為

支援系統至少可分為工具性的支援（如:協助解決一個問題）、有形的支援

（如：捐獻物資）、訊息上的支援（如：提供建議）、情緒上的支援（如：提

供保證）等類別。而 House（1981）則提出了不同名稱的四大類，茲說明如

下： 

（一）情緒上的支援（emotional support）：提供同理心、關懷、愛心、信任、

尊嚴、關切、傾聽。 

（二）工具上的支援（instrumental support）：提供金錢、勞力、時間、或其他

直接的幫助。 

（三）訊息上的支援（information support）：提供諮詢、建議、指示、或任何

能幫助當事人在個人適應與環境適應上的訊息。 

（四）評價上的支援（appraisal support）：提供肯定、回饋、人際上的比較、

自我評估。 

此外，Schwarzer 與 Leppin（1991）則認為社交支援系統是指人際關係的

功能和品質而言，就如可看得到又用得到的幫助與支援，通常是透過某種互動

的過程，與利他主義、責任感、互惠意識等概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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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國立中興大學就讀的外籍生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針對泰國學生

就讀觀點為例。當初本研究運用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給泰國學生發信，

挑選願意配合的對象，總共 11 位學生，其中有 2 位男生與 9 位女生，研究對象

來自不同的科系與學院，如農資學院、獸醫學院、法政學院、以及管理學院，

其中有 3 位博士生、6 位碩士生、2 位學士生。 

 
表 1  
受訪者背景 

編號/背景資料 國籍 性別 年齡 學位 系所 在臺年數 

A 泰國 男 33 博士 應用經濟 4.9 
B 泰國 女 35 博士 應用經濟 2.9 
C 泰國 女 24 碩士 應用經濟 0.8 
D 泰國 男 26 碩士 土壞環境 1.8 
E 泰國 女 22 碩士 動物科學系 0.8 
F 泰國 女 22 碩士 植物病理系 0.8 
G 泰國 女 23 學士 1 財務金融學 4.9 
H 泰國 女 27 博士 生物科技 1.6 
I 泰國 女 26 碩士 科技管理 1.7 
J 泰國 女 23 學士 1 行銷系 5.6 
K 泰國 女 24 碩士 教師專業發展所 2 0.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 1：中興大學只有三名學士層級的泰國學生，有一位不願參加本研究，故只訪問二

位。 

註 2：研究者本身為華裔泰國學生，而此名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之同班同學則為泰國裔

的學生。 

 

        A 是博士生、男性，已在應用經濟研究所學習了 4 年多，預計在 2013 年一

月份畢業。他的碩士學位是在泰國某大學的農業綜合企業研究所取得、他的學

士學位則是就讀泰國某大學的教育學院之農業系取得的。他碩士畢業後在泰國

的農業大學當老師，後來得到中興大學的博士班獎學金，來臺灣之前學過 1-2
個月的中文課程，只懂拼音符號，來臺之後，他覺得英語閱讀和寫作使用的機

會最多，但是在課堂上卻大部份是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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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博士生、女性，已在應用經濟研究所學習了 2 年多，她先在泰國某大

學的經濟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在大學當了老師 4-5 年，後來因朋友

推薦，所以申請了中興大學的獎學金，她來臺灣之前學過 3 個月的中文課程，

但是來臺之後在課堂上卻大部份是使用英語。 
        C 是碩士生、女性，2010 年來中興大學當 10 個月的交換生，回去後開始工

作一陣子，2012 年得到中興大學的獎學金，在應用經濟研究所學習了 4 個月，

自稱能懂基礎中文，英文很差，課堂上大部份是用中文學習。 
        D 是碩士生、男性，已經在臺灣一年多，在泰國的學士階段原本是讀環境

學院，但不太喜歡，所以轉系成觀光事業學院，後來得到中興大學的獎學金，

因為對環境科學感興趣，所以選了土壤環境科學研究所為主修。來臺灣之前學

了 5 個小時的中文課，自稱只會一些拼音符號、打招呼等等。 
        E 是動物科學系碩士生、女性，2010 年曾經來過中興大學交換了 10 個月，

後來得到中興大學的獎學金，來臺灣之前學了 5 個月的中文課，自稱英文程度

馬馬虎虎。 
        F 是植物病理研究所碩一、女性，曾經在中國大陸的大學交換過，有朋友

介紹中興大學有獎學金，後來得到中興大學的獎學金而來臺灣，自稱完全不懂

中文，只有基礎英文的程度。 
        G 是財務金融學大四延畢生，是華僑的背景，她的父母是雲南人，母語是

雲南話和泰語，從小的時候就在中泰雙語學校學習，自稱中文能力的聽、說、

讀、寫程度較高，發音標準，英語則很少用。 
        H 是生物科技所博士生、女性，得到臺灣政府獎學金，沒有中文基礎，所

以先來學習語言 6 個月，考過英語測驗 TOEIC 得了 690 分， 在課堂上大部份老

師是用英語溝通的。 
         I 科技管理學院的碩士生、女性，考過英語測驗 TOEIC 得了 690 分，因為

是國際學院，全部用英文，所以在課堂上不太有適應議題，但在生活方面要用

到中文時就會有一點問題，這是因為她平常就沒有用到，自稱中文不太進步。 
        J 是行銷系大五的學生、女性，她決定來臺就讀是因為姐姐的介紹，中文能

力沒有溝通問題，而在學習上遇到比較深的中文就要自己複習，其實在臺已經

有 5 年，卻沒有臺灣人的親密朋友。 
        K 是法政學院碩士生、女性，曾經來臺學習中文 6 個月，在泰國曾經學一

點中文，只懂基礎中文，考過英語測驗 TOEIC 得了 600 多，自稱英語不太流

利。 
        從上述的說明中可以發現，除了一位（G 學生）的中文程度足以勝任在臺

灣求學的需求外，其餘的十位外籍生的中文程度幾乎無法進行課業上的工作，

這種語文程度上的缺欠自然會在很多方面造成適應上的艱難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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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本身是泰國前三名的大學之人文學院中文系畢業的學術背景，後來

得到臺灣政府的獎學金，就能到臺灣中部的中興大學法政學院教師專業發展研

究所學習，在進行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有修過教育研究法、質性研究、統計套

裝軟體應用等課程，以及參考了質性研究論文和期刊文獻多篇，練習批判過至

少三篇以上的質性研究論文，並於 2013 年於華中師範大學之學術會議中發表質

性研究的學術論文。因此，在質性研究領域的基本素養殆無疑義，足以勝任本

次研究。 

    （二）協同研究者 

本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協同研究者的設計，與研究者一起修課的其他五位研

究生不定期會與研究者進行相關的討論，除了分享相關文獻的資料外，也曾經

多次討論訪談大綱之擬訂。此外，在資料的編碼、整合與詮釋上，都曾經有過

討論，這在外在信度的層面上有相當的助益。而負責質性研究課程的授課教授

會每週固定的討論與審閱，對於研究方向與研究資料之收集、分析與詮釋上，

均扮演專家諮詢之角色，確實有助於信度與效度之提升。 

（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據 Meloni（1986）與 Sodanine（2009）的研究結果來設計訪談大

綱，以求能有內在效度，而在設計的過程中，為求能有外在信度，訪談草稿內

容是從六人小組的多次討論開始，完整的訪談大綱有經過授課教授的審閱，訪

談大綱的題目內容分為五個方面，茲分述如下： 

1. 泰國外籍生的背景問題：探討泰國的外籍生在家鄉的生活情況與背景

問題。  

2. 泰國外籍生在生活方面的問題：探討泰國的外籍生剛到臺灣時，生活

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有哪些？探討泰國外籍生在適應過程的壓力來源 

3. 泰國外籍生在學習方面的問題：探討泰國外籍生來臺灣之前的學習經

歷，以及在臺灣的學習適應或挫折有哪些，主要的課業上的問題則包

括：中英的語言流暢度、瞭解授課內容、參與課堂裡的一些討論、及

預備書面與口頭的報告。 

4. 泰國外籍生在人際關係的問題：探討泰國外籍生在結交朋友時，會遇

到哪些問題？。  

5. 泰國外籍生的支援系統：泰國外籍生在適應臺灣的生活和學習過程

中，那些人在那些方面對你有很大支持和幫助，他們是如何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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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訪談錄音與質性資料分析工具 

研究者選取國立中興大學針對泰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先是透過社

交網絡（Facebook） 給中興大學的泰國學生發信，然後挑選願意配合的 11 位泰

國學生。訪談大綱通過授課教授的同意後，研究者給受訪者發同意函，訪談時

研究者使用電腦的聲音記錄軟體來記錄，以及使用訪談記錄表來做肢體語言筆

記。因為研究對象的母語是泰語，泰語能充分表達其思想與感受，所以在 11 位

受訪者中，只有 1 位是用華語訪問，其他 10 位用泰語訪談，研究者使用

Express Describe 軟體來轉成逐字稿，接著透過泰中翻譯，並由精通這兩種語文

的研究生確認，以確保逐字稿之信度，最後運用質性研究分析工具的 Nvivo 第
8 版的軟體來做文件分析。 

三、資料的編碼與分析 

本研究取用羅馬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來代表 11 位受訪者，本研

究共分為 3 大類的資料編碼： 

（一）訪談資料的編碼：（20121130 訪 C） 的編碼代表訪談個案 C 的日期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餘此類推。 

（二）參與式觀察的記錄之編碼：（20130120，記錄，C）代表研究者在 2013
年 1 月 20 日觀察個案 C 的生活所做的記錄，餘此類推。 

（三）Facebook 的資料編碼：（20130103，Facebook，C）代表引用個案 C 在

2013 年 1 月 3 日在 Facebook 上的內容，餘此類推。 

本研究是透過類型學分析（typological analysis）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分析

的，類型學分析是將收集到的資料以「類別－內容」的方式來分析，也就是研

究者將所收集到的資料透過研究者的分類標準來分析，目的是要在某一個現象

裡發展出一套彼此相關卻又能有所區別的類別（Given, 2008）。研究者利用

Nvivo 的軟體平臺將每一篇逐字稿加以分析，先根據逐字稿的內容將不同的概

念分離出來，然後將相關的訪問資料歸納為不同的類別，第一輪分類之後，研

究者進一步將初步的分類加以考量，以整理出更適合的類別脈絡。 

 

四、研究倫理 

在研究者訪談之前，會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內容，在取得受訪

者的口頭同意並簽署同意函之後，研究者才開始深入訪談。訪談的內容都會匿

名和保密，不會讓其他人認出受訪者是誰，研究者將訪問資料整理後，會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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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過目檢視。此外，在研究成果的學術發表上，研究者會再三檢視匿名的原

則，務求對受訪者的隱私有最好的保護。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經過多次以「類別-內容」方式分析，發現泰國的外籍生在臺灣的大

學適應過程中，總共有 11 大類的研究結果，茲列舉說明如下： 

一、物理環境方面：泰國外籍生抵臺後，起初會不適應本地天氣，這可由以下

資料看出。 

因為臺灣是一個海島，所以常常下雨，也常常有颱風，我不太喜

歡這種氣候。（20121130 訪 A） 
臺灣的冬天實在太冷了，時間又長，我真的受不了。（20121130
訪 C） 
臺灣的冬天超冷，可是夏天也很熱的，雖然泰國氣溫更熱，可是

她的熱是乾熱，而臺灣卻是又濕又悶的熱，讓我感覺不太舒服。

（20121201 訪 D） 
我剛來臺灣第三天就遇到颱風（笑），那時候是真的被嚇到，而

且我剛來時因為沒有什麽經驗，就在大風雨中跟著朋友去 7-
Eleven 買東西吃，一去就發現商店沒營業，所以就在風雨冒險白

走了一趟。…我不喜歡臺灣的氣候，因為我住在泰國的北部，泰

國北部雖有寒冷的冬天，但是卻沒有臺灣的冬天寒流時那種徹骨

的冷。（20121130 訪 G） 
到現在我還不能適應臺灣的天氣，一天就像有四個季節，早上比

較溫暖時我就穿兩件外套，中午大太陽，下午下雨，晚上就變

冷，我每天都要查天氣預報，好在臺灣的天氣預報比較正確。

（20121130 訪 E） 
臺灣的天氣跟泰國的天氣差很多，臺灣的天氣變化很快，早上很

熱，但晚上很冷；或是早上冷，晚上下雨等等，所以讓我的身體

不太適應而常常生病。讓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台灣的夏天不太熱，

冬天有時候還會下雪，這會讓我很激動。（20121201 訪 H） 

二、思鄉病：這通常是導致在人際上孤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想念家鄉的美食、

日夜想家、甚至幻想摯愛的家人正在做什麽事（Lin & Yi, 1997）。而在本研究

中，思鄉病的現象則是相當普遍，這可由以下的資料中看出。 

我在憂慮時會特別想念家人，一想到就要打電話給他們。

（20121130 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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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候很想家，尤其是一個人的時候。（20121130 訪 C） 

我好想回泰國，好想我的家人喔。（20130127，Facebook，C） 

有時候我也會想家，尤其是遇到泰國的大節日時，比如說潑水節

是泰國人的新年，大家都會回家鄉團圓，這時候我就會特別想

家，會想到如果我也在泰國的話，那將會是多麼好呢！

（20121201 訪 D） 

我每天都在想家，每天要打一通電話回家，最少也要在 Facebook
上留言給家人。（20121130 訪 E） 

我當然會想家啦，所以我每天都在跟他們用 Facebook 聊天，也會

常常打電話回家。（20121130 訪 F）  

在臺灣上學時，如果我想家了，就會打電話給家人，跟爸爸媽

媽、親人、朋友聊天，因為我的臺灣朋友不太多。（20121201 訪

H） 

我每天都會與家人聯絡。（20130414 訪 K） 

三、財務上的壓力：臺灣提供了充足的獎學金，一般說來這對大部份的泰國外

籍生是足夠的，但有時候有些人遇到不足夠時，他們就會考慮去打工。 

我起初來台灣並沒有經濟問題，因為獎學金一個月就有 8000 新臺

幣，吃的、住的也夠用了，還能存一些錢去旅遊。但到了第二與

第三年就不太夠用，因為在第三年的時候，我的獎學金被減少，

只剩下一個月 4000 新臺幣，所以要用到自己的錢，從去年起我也

開始打工了。（20121130 訪 A） 

其實我有得到學校的獎學金，但是有時候也不夠用，所以偶爾需

要麻煩爸爸媽媽寄錢，我曾經也想過要打工，可是我做研究的負

擔很重，所以就沒有時間去打工。（20121201 訪 D） 

我在臺灣並沒有打工，因為我有拿獎學金，就不能打工。在臺灣

念書有時候會遇到經濟上的困難，因為每個月學校撥給我們的獎

學金並不準時，所以讓我有時候遇到經濟上的困難。如果我遇到

經濟上的困難時，通常我就先向朋友借，或是請我的家人先寄錢

給我。（20121201 訪 H） 

四、住宿適應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年紀比較大的泰國外籍生，發生宿舍適應方

面的問題，這可由以下資料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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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到學校的宿舍，就决定要搬出去，因為房間很小，人也很

多。（20121130 訪 A） 

我看到學校宿舍自己的房間時，就想說我怎麼住呢？我從沒住過

這樣的房間，我在泰國的家有自己的臥室，自己用自己的廁所，

可是這裡廁所卻是要共用的。剛到臺灣的時候不管是天氣、吃

的、住的、什麽都不習慣，所以我在第一個月就想離開這個學

校，不想再在這裡了。（20121130 訪 B） 

我的男生宿舍是小小的房間，一間住 4 個人，我覺得太擁擠了。

（20121201 訪 D） 

五、飲食適應方面：因為泰國人比較習慣重的口味，所以臺灣菜對他們來說是

比較清淡，比較油膩。 

臺灣菜與泰國菜不一樣，泰國菜的口味很重，但這裡的菜口味卻

比較淡，但有時候卻是又鹹又油。（20121130 訪 A）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吃的不太習慣，我什麽都不能吃，一個月就

瘦了三公斤，而且臺灣的菜實在太油了，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

因，我的臉就長了很多痘痘，在臺灣一直都在長痘痘。

（20121130 訪 C） 

我覺得臺灣菜很沒味道。（20121130 訪 E） 

臺灣料理比我們家鄉的差很多，我們泰國菜的口味很重，而這裡

的菜好像是用油炒的為主，我覺得很沒有味道。（20121130 訪

F） 

在我來臺灣之前，一些到過泰國的臺灣老師和朋友都提到臺灣人

吃的比較清淡。我來臺灣後，就發現臺灣菜的味道並非全都是淡

的，其實也有很鹹的，但它並沒有酸和辣的。另外，臺灣還有涼

拌菜，但在泰國涼拌一定要酸辣的才好吃。所以，我剛來所以台

灣時會有一點不習慣。（20121130 訪 G） 

臺灣跟泰國的飲食差很多，臺灣菜大部分很油膩，泰國菜大部分

是用椰奶來做的，這是臺灣所沒有的。此外，有些植物和蔬菜在

臺灣並沒有。我在臺灣平時喜歡吃炸雞排和水餃，但我還是可以

煮一點菜。（20121201 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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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菜的口味比較重，有酸、甜、辣，但是臺灣菜卻是又油又

淡。（20121119 訪 I） 

泰國菜有酸、辣、甜、鹹，什麽口味都有，就算是沒有在菜單裡

的菜都可以點，相對地，臺灣菜不辣，點菜時也要按照菜單點，

不能變通。（20130414 訪 K） 

六、語言障礙方面：這是泰國外籍學生學習時最大的挑戰，因為不懂中文，英

文能力也有限，所以導致生活方面、溝通方面、學習方面都有負面的影響。 在

語言障礙這方面，其實還有華語/中文、英語、臺語三方面的講究，茲說明如

下：  

    （一）中文障礙 

我開始上課的時候，因為是跟碩士生一起上課，所以當老師用中

文講課時，那麼我就什麽都聽不懂。有的課程還好，因為老師會

有英文翻譯，也會用英文的資料。（20121130 訪 A） 

有的課老師完全用中文講課，一點英語也不講，這時候就慘了，

可是還好是數學計算之類的科目，我還可以靠自己來複習。

（20121130 訪 C） 

對我這個泰國人來說，母語是泰語，英語是我的第二個語言，中

文算是第三個語言，如果說英語算難的話，中文就更難了，我在

語言適應方面是很痛苦的。雖然老師有接受外籍生，資料和教科

書也是英文，但是老師教課的時候，卻大部份是用華語講課的，

我聽得懂的不到 20%。有些課老師需要外籍生來討論，這對我來

說可說是很難的事，因為要用中文，所以要通過幾次的翻譯，這

讓我覺得很吃力。……有時候老師在出作業時，就忘了還有我一

個是外籍生，也許其他同學也忘了，所以就沒有人來翻譯給我

聽，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作業。（20121201 訪 D）   

我班上大部份都是臺灣學生，只有我一個是外籍生，因此課堂上

老師都講華語，我能聽懂的不到 20 %。（20121130 訪 E） 

我有一門課老師是用華語教的，我就是聽不懂啊，所以就是在教

室裏枯坐而已，我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麽。（20121130 訪 F）   

我剛來臺灣時，都看不懂中文，也不會說中文，只能用英文跟老

師和朋友聊天。（20121201 訪 H） 

教育科學期刊12(2)

96



我在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語言，而最讓我頭痛的則

是作業，因為上課時我學的時候也不是完全懂，所以老師給的作

業我也不懂他的目的是要我做什麽，我做了作業後，也不知道對

不對。其他在學習過程的挑戰則是來自同班同學，他們知道我的

語文程度比較不好，就不會想跟我交流。曾經有一堂課我試著要

解釋給他聽我的意思，但他不僅不想聽我，居然還要求我另外的

泰國朋友來翻譯給他聽，而當我們要分組合作時，就好像沒人要

我加入。（20130414 訪 K） 

泰國的外籍生大部分是以自然科學為主修，經常會遇到學術上專門

名詞的問題，因為在泰國時，他們都用英語的，但是在臺灣全部是華

語，所以導致泰國外籍生在聽課與做研究時，常會遇到困難，這可由以

下資料看出。 
我還有遇到科學專有名詞的問題，因為我在泰國學的時候都是英

文，可是這裡他們都已經翻譯成中文，所以當我在研究室或者跟

同學討論用到專有名詞時，我就會直接說英語的專有名詞，雖然

老師懂，可是同學卻不懂。（20121130 訪 E） 

在臺灣，科學專有名詞全部會譯成中文，比如說 Nitrogen，我們

就直接說 Nitrogen，在這裡就翻譯成氮氣，這對我是一個困擾，

應該是屬於每個外籍生的問題，我曾經問過其他國籍的朋友有沒

有這樣的問題，我發現他們都會說「有」 。（20121201 訪 D）  

    （二）英語障礙 

有的學者認為，許多亞洲的外籍生在求學時，差勁的英語是其主要的壓力

來源，當他們試著要在美國正常表現和出人頭地時，也會產生一些重大的問題

與障礙（Lin, 1997）。而有相當多的泰國外籍生都承認自己在各方面的英文程

度都不好，所以在與人溝通上、上課聽講時、用英文寫作業時都遇到困難，這

可由以下的資料看出。 
在課堂上老師用英語教課，開始的時候我要用一段時間才能聽懂

老師的英語，起初能聽懂大概 50%，一開始我不太習慣臺灣老師

的口音，慢慢才習慣，目前能聽懂的大概 80-95%。（20121130 訪

B） 

我不能做作業，因為學的時候是中文，但是課本和作業是英文，

我的英文基礎也很差，有很多困難 。（20121130 訪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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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英語口音很特別，有時候人家說一句英語，我就傻了，好

像沒聽過，有一點聽不懂。還有在研究室時，有時候老師不在的

話，我就辛苦了，因為同學的英語能力也很有限，他們要教我做

什麽時，就很難溝通。另外還有一些教授的課程也沒有開放給外

籍學生，因為老師自己也不能用英語溝通，遇到要討論的話，老

師也不能用英文解釋給我們聽。（20121201 訪 D）   

我曾經遇到被老師從教室趕出去，老師說：「Go away.」那是因

為在課堂上我無法跟大家討論，那一門課很難、超難的，而我的

理論基礎也不夠好，而且這門課很重要，老師也比較嚴格，後來

我就不想再修這門課了，並且還對這位老師有點不好的印象。

（20121130 訪 F） 

我覺得直到目前上課的學習情況好像是要每個人自己學，這是因

為我並不認識同學，直到目前我還是跟他們不太熟，所以不太跟

他們說話。我剛來的時候在課堂上老師大部分都用英文講課，所

以我聽得懂的大概 70%到 80%。我剛來學語言的時候，一天用於

學習的時間大概有三個小時，主要是用來練習中文的聽跟寫。

（20121201 訪 H） 

以前上課的時候我很緊張，因為每個人英文都很棒，但是我的發

音不太好，所以會讓他們聽不懂。有時候他們認為我很棒，但是

我卻覺得還好而已，我反而覺得他們的英語文程度比我好，但另

一方面臺灣人說的能力卻只能說是還好。另外，我以前在上課時

只聽得懂 60%而已，但是現在已能聽得懂大概 80%。我們系的老

師常要我們看論文，一個星期要讀兩篇論文，這是因為每門課都

要上台報告，有時候每個星期要報告，所以要常常讀論文。

（20121119 訪 I） 

（三）臺語：泰國外籍生因不懂臺語，在生活溝通方面就常遇到困

難，例如： 

當我要出去買東西的時候，我會先準備要怎麼跟老闆說我需要什

麼東西，可是我一說出去，他們就會回答的很長，通常我就聽不

懂了，此外，有的人也跟我講臺語，我根本就聽不懂。（2012101
訪 D）   

我去買東西的時候，有些「阿媽」會以為我是臺灣人，就會跟我

說臺語，但我都聽不懂啊。（20121130 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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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易瞭解授課內容：這就導致了泰國的外籍生在學習過程中很大的壓力，

這可由以下的資料看出。 

我的學習壓力不是在考試的時候，當然一開始時也有啦，可是有

壓力是因為人家都這麼說的，而不是因為考卷的緣故，因為大家

都在說考試會很難喔，其實也真的很難，但是如果我有做作業、

再加上複習的話，我發現並不會有問題的。其實，我的壓力應該

是作業吧，因為不知道要怎麼做，上課時也聽不懂、覺得很難，

也許是因為（一）我大學和碩士班時，從來沒有修過真正的經濟

學，所以在經濟理論上的基礎不夠好。（二）上課不懂的時候，

也不知道要問誰，我不敢問老師，就算我能問同學，但是同學回

答時都是說中文，所以我還是聽不懂。（20121130 訪 A）    

我本來決定不會往分子真菌學（Fungal Molecular）這方面做研究

了，因為它確實很難，我又沒有其他感興趣的主題，但在這裡每

一個研究都要從分子真菌學開始，那時候我覺得壓力很大。

（20121130 訪 F）    

我的學習壓力不是語言，而是因為課程的內容很難，尤其是我的

數學不好，我還曾經被當過，還好有媽媽的鼓勵。有些課老師的

要求也很高，比如說要我們看論文，但我根本看不懂啊。

（20121130 訪 G）    

我現在學習時是用英文，但是如果老師用中文講授時，我會比以

前聽得懂。另外，當朋友解釋和報告的時候，我也比以前更瞭解

了。（20121201 訪 H） 

除了以上所提到普遍的課業適應障礙外，本研究也發現大部份的泰國外籍

生在學習方面需要大約一個學期適應的時間，就可以漸入佳境，但是對於自然

科學類的外籍生而言，因為他們每天在實驗室的環境中會面臨許多實驗上的問

題，所以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調適，這可以由以下的訪談中獲得證明。 
我大概來四個月後才能適應了一些，這是因為我有上中文課，而

且還能與臺灣朋友多聊天，他們在課業上也給我很大的幫助，我

才能夠這樣。（20130821 談 C）    

我大概經過一個學期就能適應，剛來的時候在學習方面我自己覺

得壓力很大，可是過了一個學期後，就能瞭解臺灣學生的學習方

式和老師教學的方式，慢慢就適應了，而且在學習當中，我有泰

國學姐與泰國朋友常常幫助我，給我意見。（20130821 談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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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要一個學期才能適應，語言方面我多聽多講，慢慢就能適

應，而在實驗方面，我還要一直調整，因為每天都會學到新的東

西，所以在這方面的適應對我來說是需要時間來慢慢調整的。

（20130821 談 F）    

因為在實驗室每天會遇到不同的狀況，面對不一樣的問題，所以

在這方面的適應仍然在調整的。（20130821 談 H）    

八、預備書面與口頭報告上的障礙：因他們自稱語言不夠好，所以在預

備書面報告與口頭報告時，都會遇到困難。 

我昨晚交了期末報告，但是我覺得我做的不太好，老師說報告要

用英文寫，但我的英文寫作程度很爛，所以我就拜託一位泰國學

長幫我看，他看了也說有很多錯誤要改，唉，我真不知道老師會

有什麽意見。（20130120 談 C）    

15：30 - 17：45 的時候，原本都會一起來打球的外籍生C，卻在

球場旁邊看著我們一群泰國同學在打羽毛球，卻沒有一起來運

動，臉色不太好、發呆、沒有笑容。（20130120，記錄，C）1    

我最怕要報告的時候，每個課程都有報告，報告很多，我準備報

告的時候會很煩惱，因為資料不足、再加上語言障礙，我想說些

什麼卻沒有那麼流利，所以報告也不能做的很好。（20121130 訪

F）    

預備口頭報告是我學習上的一個大挑戰，我每次預備時要花很多

時間，這是因為我的英語發音不標準，所以常常會讓人家誤會。

（20121201 訪 H） 

我的壓力是從語言溝通而來的，因為有很多小組的作業，要報

告，讀論文時我也不太懂。有時候遇到我不懂時，他們若懂的

話，就會告訴我。我要用很多時間來練習課文，遇到哪個不懂就

要自己複習。（20121119 訪 I） 

除了語言之外，寫作業、口頭報告與書面報告都是我在學習上的

挑戰，最慘的是當老師要求分組合作的報告，我通常沒有加入分

組，因為沒有誰會歡迎我。（20121118 訪 J） 

1 因研究者先觀察到外籍生 C 有特殊的表情與動作，所以打球後立即訪談才得知她有寫英文報

告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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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化衝擊：剛到臺灣的時候，所有泰國的外籍生都經過不同方面的文化衝

擊，尤其是在飲食習慣、生活習慣與信仰方面，這可由以下資料看出。 

有的臺灣人吃檳榔，然後就吐在路上，我覺得很髒。（20121130
訪 A） 

我信佛教，可是我的指導教授卻沒有信仰，他曾經問過我：「你

真的相信嗎？你真的能相信哦？」這些問題和他的語氣讓我心裡

覺得有點不舒服。（20121130 訪 B） 

臺灣人大部份是喝茶，去哪裡吃飯都會有茶，可是我比較喜歡白

開水。（20121201 訪 D） 

有一件事很好笑，我們在泰國用筷子時，如果我要放筷子的時

候，就直接插在碗上。但我剛來讀大一的時候，我們朋友五個人

在學校餐廳那邊買了麵，就拿到教室裡面吃，結果很好笑的事發

生了，因為我已經習慣了用筷子插在碗上，剛好我吃到一半，想

喝水，就把筷子插在碗上，我那四個朋友就都被嚇到了，全班的

人都在看我。我也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東西？爲什麽要看我？

（笑）後來，我朋友就說這樣就好像在插香燭，好像在拜拜之類

的。（20121130 訪 G） 

臺灣跟泰國的文化都喜歡吃檳榔，此外，臺灣尊重宗教的文化，

在泰國相當尊重佛教，也比較尊重和尚，但是臺灣的和尚則是不

太受到重視。還有，我覺得在臺灣有一種有趣的文化，就是丟垃

圾的時間，人們都要準時來等著垃圾車來丟垃圾。另外，臺灣有

一種奇怪的文化，就是不可以用純色的指甲油，因為這會讓我們

沒有時運。臺灣還有一種奇怪的文化，就是有人在廟裡跳舞，這

是在泰國所沒有的。 （20121201 訪 H） 

我覺得在臺灣有很奇怪的文化，臺灣有很多種的宗教，有基督

教、伊斯蘭教等，也有人沒有宗教信仰，有一些人雖然自稱是佛

教，但是卻跟泰國的佛教不一樣。（20121119 訪 I） 

在文化差異上，讓我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台灣佛教的廟，這裡的廟

舉辦活動時，會有女生去跳舞，可是泰國卻不是這樣，因為廟算

是要肅靜的地方，女生要穿的很正式，不能跳舞，要莊嚴肅穆。

（20130414 訪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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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些臺灣人會小看泰國人，雖然他曾經去過外國留學，但

視野還是會有偏差，曾經有人對我說：「你怎麼會有錢來這邊讀

書？」（20130414 訪 K） 

十、朋友關係：亞裔的外籍生到美國留學時常常會將英語能力的流暢度不足列

為優先的關切，與此並駕齊驅的問題還有職業規劃、交友困難。外籍生有時候

也感受到整個社區對他們不友善，心中有一種社會孤立感（Meloni,1986）。而

本研究中發現，大部份的泰國外籍生常常會感到寂寞與孤單，有些人覺得當地

的學生比較冷漠，研究結果發現沒有任何泰國外籍生有當地的學生為親密朋

友，這可由以下的資料中看出。 

我沒有臺灣朋友，我跟他們只是同班同學而已，談不上什麼親密

關係。（20121130 訪 A） 

當我單獨的時候，就覺得很寂寞，我很少有亞洲朋友，還有，要

跟外籍生中的那些西方人相處的話，我們東西方的文化也很不相

同，我本人的性格算是比較害羞，可是在西方的外籍生當中，他

們就會比較有自信、有信心，他們會一起去玩啊、Party 啊，他們

就會喝酒，可是我不喝，所以要跟他們相處時就有點難度。而臺

灣朋友，我覺得他們不太放的開，在上課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

好像大家都在競爭，但我卻不喜歡有競爭的感覺。（20121130 訪

B） 

我剛來的時候很不能適應，我真覺得一個人很孤獨、沒有誰陪伴

我，事實上以前我卻是比較容易交上朋友的，交新朋友對我來說

是很容易的，我本人都會主動先去跟他們聊天，就是說如果我跟

誰打招呼啊、去認識啊、去聊聊啊，對方都會有回應，跟我聊一

聊，但是來到這裡，我就失去了自信，因為我先去跟他們講話的

時候，常會發現他們好像不想跟我說話，他們都不理我，好像我

自己是一個怪物似的。（20121130 訪 C）  

很冷的......十分忍耐 
很寂寞很孤單...... 十分忍耐 
很想我的家人...... 十分忍耐 
很想回家...... 十分忍耐 
想畢業 ...... 萬分忍耐（20130103，C， Facebook） 

我想臺灣人是比較害羞的，不敢主動來找我們，是我要先主動去

找他們的，這是我自己覺得的啦，當臺灣人要跟我講英語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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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覺得他們比較沒有信心，所以他們就很少來找我聊天。

（20121201 訪 D） 

我有時候會覺得孤單寂寞，很少有當地的學生會做我的朋友，就

算有本地朋友，也是一般認識而已，沒有互動或彼此幫助，我所

有親密的朋友都是泰國人，我們常一起去旅行和運動。

（20121118 訪 J） 

此外，本研究發現，大部份泰國外籍生的親密朋友都是來自泰國的同學，

在生活方面不管是要一起去玩，一起去吃飯，他們都是常常跟著泰國同學一起

去，有問題時也是與泰國的學長和學姐商量的，這可以從下面的資料中看出。 
我不是一個人獨立的，我平常都會打電話給泰國朋友，然後一起去吃

飯。（20121130 訪 B） 

我在憂慮或者有問題的時候，每次都會跟泰國的學長學姐們商

量。（20121130 訪 E） 

我在臺灣去過很多地方旅行，每次都是會跟泰國學生一起去的。

（20121201 訪 D） 

我沒有感到孤獨，因為這裡有很多泰國人啊，我們有時間就一起

出去玩啊，一起吃飯。（20121130 訪 F） 

我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是泰國人，我們常一起去旅行和運動。

（20121118 訪 J） 

在臺灣，我的親密朋友就是泰國人，我很少有當地朋友，我覺得

臺灣人比較喜歡西方朋友、日本或韓國的朋友。有人曾經告訴

我，因為泰國人比較內向，所以關係沒有那麼親密，但是我覺得

臺灣人也比較內向，比如說在上課時，因為我的中文並不好，但

卻很少有台灣人會來跟我談，就算他們來跟我談的話，他們會用

英語，而不會用華語跟我談，有一次我曾經跟臺灣朋友去吃飯，

卻幾乎沒有什麽互動，他們平常都有自己的一組人。（20130414
訪 K） 

十一、支援系統不足：泰國的外籍生爲了解決生活方面與學業方面的適應問

題，他們需要情緒上的支援、工具上的支援、訊息上的支援（House, 1991），

雖然有少部份的個案表示某些方面的困擾不明顯，但大部份的受訪者則感到困

擾，以下就從這幾方面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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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上的支援：這是特別指情緒上的關懷與心理上的諮商服務。

如： 

學校應該爲了外籍生特別提供心理諮商，因為外籍生到了新的環

境、過新的生活時，他們一定會遇各方面的問題，但事實上在新

生訓練與學校所提供的相關資料中卻沒有特別提到。（20121130
訪 A） 

（二）工具上的支援：這主要是指能讓外籍生留下來求學所需要的外在

的幫助，如：學校發的獎學金，或是不同的指導教授的研究室在金錢上

的補助。本研究發現，每個泰國學生都是因為獲得了學校的獎學金，才

決定到臺灣留學。 

我本來是想去日本留學，但是那時候聽說中興大學提供了全額的

獎學金，我就想申請看看，結果就申請到了，然後我就決定來臺

留學，沒想到現在獎學金竟然減少很多，只剩下一個月 4000 元，

我就需要開始打工賺錢才夠用。（20121130 訪 A） 

（三）訊息上的支援：這主要是指能提供一些申請過程、報到、日常生

活與課業上的相關訊息，如：在外籍生來臺之前，就能提供一些重要的

資料給泰國當地的學生做參考之用；抵臺之後，能夠提供生活上的幫助

與上課時同學的即時翻譯等。 

我第一天到臺灣已經很晚了，到了宿舍才發現床墊、枕頭等等東

西都沒有，學校應該提前告訴我要先準備什麼東西，或是派當地

的學生來幫助我們。（20121130 訪 B） 
目前學校只有安排兩位服務人員來照顧外籍生，也許可以增加服

務人員的人數，因為兩個人不能照顧全部幾百個外籍生，有時候

有的問題就會被忽略了。（20121201 訪 H） 

伍、研究結果之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以泰國的外籍生為樣本，以臺灣的中興大學為研究區域，本

研究發現泰國的外籍生在臺灣的大學求學時，通常會有 11 大類的適應問題，而

這樣的研究結果其實是與 Meloni （1986）和 Lin 與 Yi （1997）以世界各國的

外籍生到美國求學時的研究結果遙相呼應的，亦即大部分的外籍生不管是到美

國或臺灣都經歷到類似的問題，但有一些層面則是因不同的研究而異，這可由

下表的資料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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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不同研究中的外籍生在大學求學常會遇到的問題對照表 
序號 外籍生常遇到的問題 Meloni(1986) Lin & Yi (1997) 本研究結果 
1 思鄉病 √  √ 
2 財務 √ √ √ 
3 租屋和飲食 *  √ √ √ 
4 語言流暢度  √ √ √ 
5 瞭解授課內容與在課堂裡的參與 √  √ 
6 預備書面與口頭報告 √  √ 
7 理解當地社會的風俗 √ √ √ 
8 結交朋友 √ √ √ 
9 與異性建立關係 √   
10 被社交圈所接納 √   
11 種族歧視  √  
12 被誤解  √  
13 物理環境的適應     √ 
14 支援系統不足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在本研究中，將 Meloni 的「租屋和飲食」問題進一步分為兩個適應問題來

處理。 

 
從以上三個研究中可以發現，外籍生不管是到什麽國家求學，外籍生所面

臨的問題有的是有共通性的，有的問題則是因人而異的。從以上三個研究來

看，共通性的問題如：（一）財務上的壓力、（二）租屋與飲食上的適應、

（三）語言流暢度、（四）理解當地社會的風俗、（五）結交朋友等五大類。 
但是也有一些層面則是因不同的研究而異，諸如：Meloni（1986）發現在

美國留學的外籍生面臨（一）與異性建立關係、與（二）被特殊的社交圈所接

納的適應問題，這二大類的問題是其他的研究所無的。 
此外，在由亞裔的學者 Lin 與 Yi（1997）所做的研究中，則發現在美國留

學的外籍生會遇到（一）種族歧視、與（二）被誤解，而這二大類的問題則是

與 Meloni（1986）這種白種人背景所做出來的研究所沒有提到的，是值得未來

進一步探討的。而在本研究中，卻沒有發現與異性建立關係、被社交圈所接

納、種族歧視的問題，似乎在臺灣的整體社會環境遠比號稱民族大熔爐的美國

更適合外籍生。但是，本研究也同時發現另外二類問題，是其他二個研究所無

的，亦即泰國的外籍生還會遇到（一）物理環境適應問題、與（二）支援系統

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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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多次的訪談與參與式觀察來收集資料，經

過分析與討論之後獲致以下的結論：  

（一）泰國外籍生在適應上有 11 項的困擾，可分為 4 大類： 

1. 生活適應的障礙或挫折：思鄉病、財務上的壓力、租屋與飲食上的適

應、理解當地社會的風俗，以及物理環境的適應。 
2. 學習適應的障礙或挫折：不易瞭解授課內容、預備書面與口頭報告上

的障礙。 
3. 語言適應的障礙或挫折：在語言障礙這方面，其實還有華語/中文、英

語、臺語三方面。 
4. 人際關係適應的障礙或挫折：大部份的泰國外籍生常常會感到寂寞與

孤單，有些人覺得當地的學生比較冷漠，本研究發現沒有任何泰國外籍

生與當地的學生結交為親密朋友。 

        （二）泰國外籍生在適應臺灣的生活和學習過程中，發現支援系統不足的

現象，具體來說，他們需要：1.情緒上的支援，2. 工具上的支援，3. 訊息上的

支援。 

二、建議 
從上述的訪談結論中，研究者建議各個學校在幫助外籍生適應時，至少要

包括： 

（一）要規劃並開設不同程度的中文 /華語加強課程（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不同程度的外籍生需要有適性的華語教學，才能增進其中文或華

語的流暢度，進而幫助他們能快速且有效的適應，在訪談中發現，泰國籍的外

籍生來臺灣之前大部分只會注音符號，與幾句簡單的生活會話的能力，如果再

加上外籍生原先的英文能力參差不齊的因素的話，要在臺灣順利完成學業是有

相當大的難度的。因此，讓外籍生入學的大學應該提供一些針對性的語言課程

給外籍生來修習，循序漸進並定時檢核，才能迅速跨越語言上的障礙（Meloni, 
1986），尤其是在入學的第一個學期，是語言適應與課業學習的關鍵期，所以

最好能夠提供語文檢測的服務，然後根據外籍生的語言程度來加強，才能發揮

因材施教的特色。 

（二）提供新生訓練課程（orientation programs）：一般是外籍生抵達臺灣之

後，各大學原則上都會在正式上課之前舉辦長短不一的新生訓練，介紹移民法

規與居留證辦理細節、校園環境、學校組織、相關的教務章則等內容，但是，

在文化風俗、飲食習慣、租屋住房方面，往往並未涵蓋，未來可以考慮辦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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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嚴謹的新生訓練課程，以減輕文化衝擊與適應上的困難（Meloni, 1986; Lin & 
Yi, 1997）。 

（三）提供預防式的心理諮商（preventive counseling）：Walter（1978）提到

Sundberg 的發現：「外籍生很可能會去找其他的外籍生，而不是去找專業人士

來解決他們個人的問題。但是，其他的外籍生卻可能會妨礙到當事人對美國文

化上的適應、與當事人獨立自主的感覺。」外籍生一般是不易打入本地學生的

社交圈，在課業上出現問題時、或在壓力演變到無法控制之前，要有預防式的

心理諮商，亦即要提供一些服務來舒緩外籍生的壓力。這種預防式的諮商不必

然是由專業心理治療師來提供，例如：外籍生壓力一開始在堆積時，指導教授

或該系或該研究所的助教就能及時分辨出來，並引導學生有宣洩的出口以舒緩

壓力（Meloni, 1986; Lin & Yi, 1997）。 

（四）提供接待家庭方案（host family programs）：社交上的孤立是外籍生的問

題中很主要的一項，在一個接待家庭的計畫當中，一個臺灣本地的家庭接納一

個外籍生，就能給當事人一種對於該大學或該社區的歸屬感。外籍生可以在臺

灣的重大節日與接待家庭住在一起、或被邀請參加臺灣本地家庭的一些重大事

件、或規律性地訪問接待家庭。以美國為例，不同的組織如國際學生居家實驗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Living）、為年輕人增進理解方案（Youth for 
Understanding）、國際交換教育會議（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在徵召與儲訓接待家庭的事上，都有相當成功的歷程紀錄（Meloni, 
1986）。 

（五）提供與臺灣本地學生作「學習夥伴」的方案（study partner programs）：

在明尼蘇達大學 Duluth 校區所創始的「學習夥伴方案」是相當成功的範例

（Meloni, 1986），「學習夥伴方案」或稱為「夥伴系統（buddy system）」 
（Sanders, 2009），乃是要在語言上、讀書技巧上、文化交流上來協助外籍生

（Lin & Yi, 1997），換句話說，每一個外籍生都會被分配到一個臺灣本地學生

當作學習夥伴，學習夥伴可以是外籍生的室友、外籍生的同班同學、外籍生的

學長姐等。透過這一個成熟的學習夥伴，就可以在每一天的許多情境中提供外

籍生一些鼓勵或適時的幫助，這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具體措施。Zimmermann
（1995）甚至認為，如果外籍生能與本地學生常有對話與互動，這是外籍生溝

通能力增進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外籍生適應生活的最重要因素。這種方案對於

自然科學類的外籍生而言更是不可少的，因為他們每一天在實驗室所面臨到的

各種問題，實在需要現場的學習夥伴來協助。 

（六）建立支援性的環境或有該國特色的社交性團體：具體的做法至少包括訂

購該國報紙或雜誌、成立各國外籍生的同鄉會或同學會（如泰國同學會）等

等，這種的支援網絡能幫助外籍生維持自身的文化本源，讓他們能溫習自己的

種族與文化的價值，或有合適的表達機會（Lin & Yi, 1997），例如舉辦泰國的

潑水節、泰國美食品嚐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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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具體建議所要營造的，其實就是一種支持性的校園環境（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與社交上的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而這正是能顯著

影響外籍生適應與學習表現的作法（Sodani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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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choices for foreign students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otal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increases each year, such 
as 26,488 in 2006 to 64,558 in 2012. In addition, si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one of a 
central foci among many colleges and thus foreign students increase continually. The 
statistics shows that there are 300 more foreigners, mostly Thai students at National 
Chung-Hsin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ai 
students at NCHU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of Facebook upon 11 samples.  

The research finding is as follows. There are 11 categories of adjustment 
problem among Thai students in Taiwan, in terms of (1) homesickness, (2) financial 
problem, (3) housing, (4) food, (5) language fluency, (6) understanding lectures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7)  preparing written and oral reports, (8) understanding local 
customs, (9) making friends, (10) physical environment adjustment, and (11) 
insufficient support system.  

Based upon the findings, six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1) language program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foreign students, (2) orientation for newcomers, (3) preventive 
counseling, (4) host family program, (5) study partner program, and (6) establishing 
suppor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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