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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浪漫式的吸引力：
好像隔著紗 但進入後 發現不見得像所想像 ─
好像隔著紗，但進入後，發現不見得像所想像
 美國人覺得中國女子好可愛、
中國人覺得日本女人很溫柔、體貼，
都是某一些浪漫式的思想
 每一個文化、每一種人都有不同的特質，
基於浪漫式、不切實際的思想，會增加婚後的問題
3. 年輕一代尋求自我的實現：
有 年
有個年輕人高中畢業到美國加州去過了一個暑假，
高中畢業
暑
回來後宣稱找到了最要好的朋友，我就在心裡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很值得我們去推敲、想一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很值得我們去推敲 想 想
 有的時候是為了某些在自己的文化裡
沒有辦法達成的夢想 理想
沒有辦法達成的夢想、理想，
就去異文化想要去達到自我實現

現在我們周圍很多人有這樣的情況，
 娶東南亞、越南、其他的國家的新娘，
新移民越來越多
 台灣人跟中國大陸人結婚，也是一種異文化，
華人在世界各處都很不一樣的…
文化上還是滿不同、滿不 樣的
文化上還是滿不同、滿不一樣的
在異文化、異族通婚中，引起各式各樣的問題。
一、異文化通婚增加的原因跟動機
社會比以前更接納 更多人願 嘗試 接受 接納
1. 社會比以前更接納、更多人願意嘗試、接受、接納：
 交通越來越頻繁，某個地區發生什麼事情，
很容易影響整個全球
很容易影響整個全球，地球就是一個地球村
球就是 個地球村
 男女兩性之間的交往，異族婚姻越來越多

4. 美國最高法院在 1968 承認異族通婚合法化，
 之前很多移民美國，沒有被法律接受
前 多移 美
有被 律 受
 台灣在異族通婚，法律還沒有很好的配套，
外籍新娘在戶口、國籍上，都還沒有被接納，
是一步一步的需要去考慮、進行的問題
5. 社會群體的混合多元化，是越來越多的現象：
台灣很多的外傭、勞工，都是外來、別的種族
6. 種族岐視比較減少，自然而然漸漸被接受：
我的故鄉在台灣中部鄉下，鄰居是娶越南新娘，
賣越南的涼麵、飲食，幫忙家裡帶來經濟利益，
鄰 都
鄰居都接納，不會排斥，她也講很好的台灣話
會排斥
講
灣
7. 由於交通發達，
不同國家人民的往來越來越多，很多人
不同國家人民的往來越來越多
很多人
遷居、移民，自然就會慢慢的增加了

二、錯誤的異族通婚的動機
1. 為了喜好某種文化種族，而跟那個種族的人結婚，
卻忽略同種族、同文化中，個別差異的因素…
 千萬不要因為欣賞某種文化，就跟那文化的人
結婚，後來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
 單單因為這個人本身的特質、某些地方跟你相配、
吸引這個因素，而不是單單因為文化的原故
素
不 單單 為文化 原
2. 為了自己在原生社會中不被接納為主流，
是一個反社會、一意孤行的人，
可能會跟異族通婚：
 在原生社會做錯一些事、不被社會接納
 有一些奇特的思想不能被社會接納
就會去找異族通婚

5. 逃亡者：在別的國家是逃亡的人，
在主流文化沒有被接受成為逃犯、逃兵，
到邊疆地區、就娶了公主…
就是所謂逃亡者，不得不跟異文化的人結婚
6. 精神心理不安定而尋求與異族通婚：
精神心理不安定而尋求與 族通婚
我以前在芝加哥住的時候，聽到
那裡的白人郵寄菲律賓的女人為妻，
 Catalogue 有女人的名單、照片、描寫，郵寄新娘
 娶了一個郵寄新娘，
回來把她的護照沒收，
關在籠子裡虐待她，
非常殘忍的
當然這種情況是少數，但也有可能發生

3. 有缺陷、有身心障礙，在本地不容易找到對象，
就找外國、別的種族的人，成為結婚的對象：
 我必須提醒 — 雙方面在婚前都要非常清楚，
彼此真的有感情，否則會產生問題
 有個人有神精分裂的問題，父母為了他能夠成家，
找了一位遠房的親戚娶過來、到美國去，
全家人對這個媳婦都非常的好…
後來執照拿到以後，就離婚了！變成彼此在利用
這種情況也有可能，要很小心的去分辨
4. 為了嘗試新奇的事物︰
有些人對新的事物很好奇，
想要嘗試一下跟異族人通婚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三、事先考慮彼此的適應跟協調
1. 兩性的價值觀：每一個文化、族群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重男輕女、男女兩性平等、母性的社會
2. 食物了解適應：每一個族群都有食物的特色，
喜好的、能接納的食物也不一樣，
喜好的
能接納的食物也不 樣
將來一起生活，吃的不一樣也是很大的問題
3 兩性之間的觀念不一樣：大男人主義、對性本身的觀念，
3.
兩性之間的觀念不 樣：大男人主義 對性本身的觀念
有些地區比較開放的、很隨便
 有些文化是非常謹慎，可以從衣著看出來，
有些文化是非常謹慎 可以從衣著看出來
像回教徒女性就是全部包的緊緊的


4. 男女角色的問題：譬如
台灣客家族群女性非常勤勞，要做很多工作
 韓國是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就是在家裡面


5. 時間的觀念不太一樣，譬如：
 南美洲、非洲，每天只做一件事，時間就這樣過去
 都市裡生活的人、歐美、台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兒子在泰國宣教，泰國人不是那麼樣的守時，
跟某個泰國人約好下午兩點見面，
可能等到下午四、五點，
 所謂兩點鐘就是下午的意思，
他也不能走，一走就表示他不守約
 夫妻如果要在一起相處，那樣的情況那是滿困難的，
如果事先了解、先有心理預備，就比較好一點
6. 教養子女的看法也是不一樣：
教養子女的看法也是不 樣
夫妻怎樣配搭一起來教養兒女，事先要了解
7. 溝通：語言
溝通：語言、思想、情緒、肢體語言的表達，
思想 情緒 肢體語言的表達
每一種族群文化也是不太一樣的

3 雙方都放棄自己、而採用第三者的文化，
3.
雙方都放棄自己 而採用第三者的文化
譬如一個華人到美國去、
一個日本人到美國去，
結了婚之後採用美國人的文化

4 雙方適當的融合為一、和諧共存，
4.
雙方適當的融合為
和諧共存
 我的文化你全部接納、全部保留
 你的文化我全部接納、全部保留
你的文化我全部接納 全部保留
文化擴充了、更豐富了、全部都接受了，
包括所使用的食物 各種的生活習慣
包括所使用的食物、各種的生活習慣、
人際相處的模式等等

四、彼此適應的類型
1. 一方面放棄：我採用你的文化、進入你的文化當中，
學習你的語言、生活方式，完全沒有自己的文化。
像越南新娘來到台灣，學習台灣話、講國語，
除非他們的朋友在一起，才講越南話
2. 雙方各自有所妥協、改變：
你放棄你的一些、我放棄我的一些，
你放棄你的
些、我放棄我的 些，
我學你的文化、你也學我的文化，雙方面互相的協調。
我的兒子宣教士，妻子是菲律賓人，就是這樣 ─
 太太做菲律賓東西，他也吃，
在某些文化上彼此互相協調
 到泰國當宣教士，又加入泰國文化，
本來在家是不吃辣的、現在吃好辣
這些就是各有所妥協、有所改變

五、要有那些事先的預備
1 拜訪對方國家、故鄉、他的文化，先了解一下。
1.
拜訪對方國家 故鄉 他的文化 先了解 下
2. 和對方的家人、親友接觸，也是必須的。
一對夫妻是異族通婚，女的台灣出生的華人，
對夫妻 異族通婚 女的台灣出生的華
男的美國出生的白人，來台灣教英文，認識三年結婚，
女的從沒到過男方家 也不知道他跟家人相處情況
女的從沒到過男方家、也不知道他跟家人相處情況。
男的有一天跟太太講：要回到我的國家…，我們辦假離婚。
 太太就跟他假離婚，他就帶著兩個小孩回美國去
 太太等到半年之後要過去的時候，卻找不到那個人，
最後找到他的家人，他媽媽說：我兒子很久沒有回來，
聽說他搬到南美洲，結婚了，完全失去連絡
她非常難過 只想要看看兒女 想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
她非常難過，只想要看看兒女、想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

他們在台灣認識三年才結婚，可是就是缺一步 ─
沒有去他家、了解他的出生、文化、家庭背景，
所以一定要去看看、跟他的家人接觸。

3. 學習研究對方的文化：像跨文化宣教士，要在一起生活
4. 嘗試對方的食物：如果從來沒有吃過對方的食物，
怎能夠確定將來在一起生活會適應呢？
 記得有韓國的學生一定要吃泡菜，
一打開，整個宿舍都是那個味道
 有兩個人住在一個宿舍，有一個非常喜歡吃榴槤…
的事實 在
現 問
很多具體的事實，在一起生活時才會發現的問題，
最好先去了解對方的飲食習慣、特色
5. 學習對方的語言：語言能夠表達思想、感覺、看法，
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語言，實在是非常的困難，
多了解對方的語言那是最好，
夫妻一天到晚在一起，當然需要彼此溝通，
總不能一天到晚有翻譯在旁邊幫你們翻譯！

3. 描寫當時相遇的情況、是怎麼樣相遇的？
可能兩個是留學時是同班同學，
可能兩個是留學時是同班同學
班上有好幾對國際戀人，很自然就是被接受，
但是當回到你的國家，那樣的支持環境不在…
我就遇到華人的一個年輕人在紐約讀建築，
男朋友是法國人也在紐約同一學校讀建築，
在這樣情況之下戀愛、結婚。
結婚後搬到法國鄉下，就產生適應的問題，
還好兩個人事先有某個程度的了解…
即便這樣，結婚頭三年還是出了很多問題。
那種支持性的環境沒有，也是會產生一些問題
4. 對於對方的民族文化的觀感怎麼樣？
是瞧不起、還是尊重他們、還是平等的

六、問一些問題，幫助當事人想一想
是 麼
是什麼原因使得他要跟這不一樣文化的人結婚？
得
這
樣
1. 是什麼使你們互相吸引的？
個別的因素、還是普遍性的文化種族因素，
單單因為他是白人、法國人、美國人，
所以喜歡他？
還是因為這個人的個人特質，你喜歡他？
 這是特別重要的 ─ 想一想我到底
是 為喜歡對方的
還是 為我喜歡這
只是因為喜歡對方的文化、還是因為我喜歡這個人？
我們這樣在一起是不是合適？


2. 是不是有什麼需要對方可以滿足你，
在原生文化裡不能找到這樣的滿足？
如果是這樣，他們就要想清楚

5. 列出八項認為結婚之後，可能要去適應的問題，想一想。
記得有一次幫助一對國際夫妻，請他們講
得有 次幫
對
夫妻 請
講
結婚時最大的困難或適應是什麼？
女方在美國人的社會、男方在華人的社會成長，
對英文的認識也不太一樣 ─
對 pretty good、very good 的觀念常搞不清楚…
剛開始在談這些問題時，不太了解對方的意思，
一段時間後才慢慢了解，可以看出來滿不一樣的
從這些具體的、小小的事情，
具 的
的
 異族通婚滿有趣的
 滿多需要適應調適的地方
在做婚前輔導時幫助他們盡量多彼此了解，
對他們婚後的調適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