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 109 年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

自辦課程方案性別參與概況分析

壹、前言

     夏曉鵑(2000)指出「外籍配偶」現象並非台灣特有現象，而是來自較低

度發展國家婦女嫁往較高度發展國家全球性現象一環。由於雙方經貿的交流頻

繁互動，這些所謂的新住民或新移民因婚姻來到原生家庭不同語言及文化的地

方，又因為語言溝通問題、文化差異諸多差異，衍生如婆媳衝突、親子教養問

題、就業安定、經濟保障等問題。 如同相關文獻指出新住民受限於語言文字，

以及不同文化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加上夫家怕外籍配偶與外界接觸太多自我意

識提高以及大眾對外籍配偶的迷思等(李淑容，2004；邱汝娜、林維言，

2004；翁毓秀，2006；蕭昭娟，2000)。 許雅惠(2009)亦指出外籍配偶與原生

家庭的互動多半偶爾電話聯絡，久久回家一次，或想辦法接父母來小住一段時

間，整個原生家庭支持功能基本上只剩心理慰藉，更加深異地社會支持網絡薄

弱感。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截至109年 10月底，台灣新移民總人數為

53萬 6452 人，2.27% ，接近台灣原住民人口數 57萬 5,967 人，2.44%。再根

據內政部戶政司及民政處統計資料所示，本縣新住民配偶人數由 106 年 8月底

7,683 人，109 年 8月底 加速增至 7,969 人，約佔全縣  32萬 5,018 總人口

的 2.45%，其中以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新住民最多，共計 5,736 人，其他外

國籍的新住民共計 2,233 人，其中又以女性配偶占多數，共計 7,185 人占

90.16%，男性配偶共計 784 人占 9.83%。再以家戶數來看，花蓮縣至 109 年

8 月底總家戶數為 127,254 戶，新住民家庭為 7,969 人，平均每 16 戶就有

一戶為新住民家庭，可見婚姻移民組成的新住民人口及其家庭已成為主要多元

族群且不可忽視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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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蓮縣新住民人口分布

    從花蓮縣社會處新住民服務中心的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109年9月新住民

7,985 人中女性新住民人口 7,188 人是占90%多，男性新住民人口 797 人占

10 %。再細分男女性別，由表1花蓮縣新住民13鄉鎮市新住民分布表分布情形

，花蓮市新住民2,753人的男性計315人女性2,438人、吉安鄉新住民 1,961 人

的男性計 191 人女性計 1,770 人、新城鄉新住民 676 人的男性計 73 人女

性計603人、玉里鎮新住民 560 人的男性計 24 人女性計 536人、壽豐鄉新住

民526人的男性計 45 人女性計 481人、鳳林鎮新住民 322 人中的男性計 15

人女性計 307 人、光復鄉新住民 226 人的男性計 12 人女性計 214 人、豐

濱鄉新住民66人中男性計2人女性計 64 人、瑞穗鄉新住民 196 人中男性計10

人女性計186人、富里鄉新住民 307 人中的男性計 11 人女性計296人、秀林

鄉新住民 317 人中的男性計86人女性計231人、萬榮鄉新住民 41 人中的男性

計 7 人女性計 34 人、卓溪鄉新住民 32 人中的男性計6人女性計26人、其他

2人女性2人。

    就行政區域而言，以北區的花蓮市新住民 2,753 人、吉安鄉新住民

1,961 人分布密度最高， 4,714 人占全縣新住民總人數59%，再來是新城鄉新

住民 676 人。再就女性新住民前4順序，花蓮市 2,438 人、吉安鄉 1,770 人

、新城鄉603人、玉里鎮 536 人。男性新住民前4順序，花蓮市 315 人、吉安

鄉 191 人、秀林鄉 86 人、新城鄉 73 人。

表1 花蓮縣新住民13鄉鎮市新住民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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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籍分布部分情形來看，由表2花蓮縣外籍配偶人數再按國籍分來看，大陸

及港澳地區的 5,575 人男性有475人女性有 5,100 人占全縣新住民總人數比

率 69.8%，外國籍以越南籍 1,180人占 14.77%，其次為印尼籍占 545 人本縣

外籍配偶人數女性新住民有 7,188 人，90%，男性新住民有 797 人，10%。

  表2 花蓮縣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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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最多 

外籍配偶

合　計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其他 合　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985 797 7188 322 2088 7 1173 9 536 6 67 27 44 273 268 475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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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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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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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花蓮縣
合計 花蓮市 鳳林鎮 玉里鎮 新城鄉 吉安鄉 壽豐鄉 光復鄉 豐濱鄉 瑞穗鄉 富里鄉 秀林鄉 萬榮鄉 卓溪鄉 其他

總計 合計 7,985 2,753 322 560 676 1,961 526 226 66 196 307 317 41 32 2
男 797 315 15 24 73 191 45 12 2 10 11 86 7 6 0
女 7,188 2,438 307 536 603 1,770 481 214 64 186 296 231 34 26 2

花蓮縣新住民13鄉鎮市分布表-109年9月

最後更新月份：2020/09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移民署



參、花蓮縣新住民人口特性 

    內政部移民署曾於 107年 6月 5日曾委託典通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推動友善移民環境與新住民輔導滿意度」調查質性研究，目的是

了解花蓮縣政府對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辧理情形，範圍則以新住民生活適應輔

導班、教導語文學習、衛生健保、風俗民情、就業輔導、法律常識。深究具體

措施對加強推廣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充實輔導內容、教材與教學方法、加

強種子教師跨文化培訓、鼓勵家屬陪同參與及提供新住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諮詢

資料服務窗口辦理情形。研究發現新住民對縣府施政滿意度經整理出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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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住民對縣府施政「認知感」

 (一)本縣新住民對「醫療生育保健」照顧服務措施滿意度：高

       醫療生育保健的順序權重 81.1%高，也就是對醫療生育保健的照顧務

措施最滿意，次滿意生活適應輔導 66.6%，其他者為提升教育文化、人身安全

保護、保障就業推動多元文化族群、提升子女教養。

表 3.花蓮縣新住民對各項照顧服務措施之認知度百分比的權重

順序 1 2 3 4 5 6 7

單位 醫療生育
保健

生活適應
輔導

提升教育
文化

人身安 全
保護

保障就業 推 動 多 元
文化族群

提升子女教養

百分比 81.1% 66.6% 65.3% 59.9% 57% 55.4% 43.8%

 (二)本縣新住民對「醫療生育保健」參與度：高

       醫療生育保健百分比重 61.4%生活適應輔導 33.5%序位占序 1 及序 2、

保障就業 17.2%、提升子女教養服務、推動多元文化族群包容更不及 1成很少

參加。

表 4 花蓮縣新住民對各項照顧服務措施之參與度百分比的權重

順序 1 2 3 4

單位 醫療生育保健 生活適應輔導 保障就業 提升子女教養服務、
推動多元文化族群包容

百分比 61.4% 33.5% 17.2% 不及1成

  二、照顧服務措資料資訊管道經「同鄉同事/朋友」：多

        新住民得知照顧服務措施資訊的管道大都是經自給新住民自己同鄉、

同事、朋友百分比 35.7%最高，當地政府及社會局處的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24.2%次高、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的宣導14.6%、其他為社區新住民社區關懷據

點或學校 10.4、配偶 8.7、里長0.7、社褔團體10.2、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1.9、宣導手冊2.9等等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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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花蓮縣新住民對各項照顧服務措施之資料管道百分比的權重

順序 1 2 3 4

單位 同鄉同事

/朋友

當地政府及社會

局處的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醫療院所或

衛生單位的

宣導

其他(社區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或學

校、配偶、里長、社褔團體、在臺生活

諮詢服務熱線、宣導手冊)

百分比 35.7% 24.2% 14.6% 25.5%

 三、結語：

      1、花蓮縣的新住民對「醫療生育保健」照顧服務措施滿意度結果高。

      2、花蓮縣的新住民對「醫療生育保健」參與度結果均高。

      3、反應在「生活適應輔導」、「保障就業權益」照顧措施認知度及參

        與度滿意度最高之縣市部份依序為基隆市、雲林縣及離島地區，不見

        花蓮 縣。

肆、花蓮縣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運作情形

      「新住民、馨活力」打造花蓮為移民新故鄉，花蓮縣府社會處108年度

    新住民經費563萬元花蓮縣政府重視新住民權益，縣府社會處108年度執行

    新住民經費計563萬餘元，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6處新住民服務據點

   、1處新住民學苑及提供新住民通譯、法律諮詢等服務，期待縣內新住民家

   庭獲得充足近便服務。另全縣府跨局處合作提供新住民服務，民政處辦理

   生活適應輔導等約10萬元、教育處語言學習及新二代教育約285萬元、衛生

   局新住民健康維護及通譯服務約51萬元等。

  一、辦理「生活適應輔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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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至 6 月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重點工作「生活適應輔導」辦

   理具體措施有如下：

   1、加強推廣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充實輔導內容、教材與教學方法，加

      強種子教師跨文化培訓，鼓勵家屬陪同參與。共辦理3班生活適應輔導

      班，每班 30小時，合計90小時，預計45人參加。開辦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班，教導語文學習、衛生健保、風俗民情、就業輔導、法律常識

      等課程，協助本縣新住民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以利歸化國籍。

   2、提供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諮詢資料服務窗口共 16處。縣府所屬單

      位、服務據點及辦理新住民活動之民間團體皆為服務窗口，提供新住民

      及其家人諮詢服務。縣政府所屬單位 9處有社會處服務台、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家暴防治中心、駐法院家暴服務處、花蓮市家庭服務中心 

      、吉安區家庭服務中心、新秀區家庭服務中心、中區家庭服務中心、

      南區家庭服務中心。民間團體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有6處從表8務據點

      分佈圖有花蓮市新住民服務據點(培力生活發展協會)、吉安鄉新住民服

      務據點(博愛全人發展協會)、吉安鄉鄉村新住民服務據點(台灣國際家

      庭互助協會)、壽豐鄉新住民服務據點(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鳳林鎮  

      新住民服務據點(牛根草社區發展促進會)、玉里鎮新住民服務據點(中

      華民國合家歡協會)。新住民學苑 1處、新住民學苑(花蓮縣新住民人文

      發展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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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花蓮縣政府 109 年 1 至 6 月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辦理情形彙整

重點工作 具體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辧機關

辦理情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生活適

應輔導

一、加強推廣生活適

    應輔導班及活

    動，充實輔導內

    容、教材與教學

    方法，加強種子

    教師跨文化培

    訓，鼓勵家屬陪

    同參與。

內政部 陸委會

教育部

衛福部

勞動部

輔導會

地方政府

民政處 辦理3班生活適應輔導

班，每班30小時，合計

90小時，預計45人參

加。

開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班，教導語文學習、衛生健

保、風俗民情、就業輔導、

法律常識等課程，協助本縣

新住民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

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以利歸化國籍。

二、提供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相

    關諮詢資料服

    務窗口。

內政部 外交部教育部

陸委會衛褔部

地方政府

民政處

社會處

衛生局

民政處

提供新住民生活適應輔

導諮

詢窗口：共16處。

本縣13 鄉鎮市戶政事

務所。

一、本府所屬單位、服務據

  點及辦理新住民活動之民

  間團體皆為服務窗口，提

  供新住民及其家人諮詢服

  務。

 (一)縣政府所屬單位：9

   處。

   1.社會處服務台

   2.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3.家暴防治中心   

   4.駐法院家暴服務處

   5.花蓮市家庭服務中心

   6.吉安區家庭服務中心

   7.新秀區家庭服務中心

   8.中區家庭服務中心 

   9.南區家庭服務中心

(二)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6處。

  1.花蓮市新住民服務據點

    (培力生活發展協會)

  2.吉安鄉新住民服務據點

   (博愛全人發展協會)

  3.吉安鄉鄉村新住民服務

   據點(台灣國際家庭互助

   協會)

  4.壽豐鄉新住民服務據點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5.鳳林鎮新住民服務據點

   (牛根草社區發展促進

   會)

  6.玉里鎮新住民服務據點

   (中華民國合家歡協會)

(三)新住民學苑:1 處。

   新住民學苑(花蓮縣新住

   民人文發展交流協會)

戶政事務所提供新住民有關

歸化國籍、辦理身分證、  

子女出生登記等戶政業務諮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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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外籍配偶人數

二、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立「花蓮縣新住民服務網」

         在新住民服務資源整合設立「花蓮縣新住民服務網」，由花蓮縣政

     府負責規劃轄內外籍配偶褔利各局處各司其職，明白揭示服務對象是新

     住民及其家庭成員，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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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最多 

合　計

合計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985 797 7188 797 7188 7 1173 9 536 6 67 27 44 475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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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 13：30-17：30及專線(03) 8246996，傳真電話 (03)8246331服務內

     容有福利諮詢、個案服務、心理諮商服務、多語關懷專線、成長團體、

     通譯服務及人才培訓、服務人員專業訓練、多元文化宣導、家庭支持及

     交流。

         家庭服務項目除了有社會處設置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尚有 

     教育處設有成人教育班、外配子女學習、學歷認證、民政處負責結婚戶

     籍登記、生活適應班、考照。衛生處及健保局孕婦產檢、優生保健、子

     女預防注射、發展初篩。其他網絡資源有就業服務站外配職業訓練、外 

     配就業媒合、榮民服務處陸配急難救助、生活適應輔導、婦幼隊、家暴

     中心家暴防治、外配被害人服務。

表 9 花蓮新住民服務網絡

社會處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教育處
成人教育班、外配子女學習、學歷認證

就業服務站
外配職業訓練、外配就業媒合

榮民服務處
陸配急難救助、生活適應輔導

婦幼隊.家暴中心
家暴防治、外配被害人服務

移民署花蓮站
團聚居留定居申請、移民輔導

移民署專勤隊
面談訪查、非法移民

民政處
結婚戶籍登記、生活適應班、考照

衛生處.健保局
孕婦產檢、優生保健、子女預防注射、發展初篩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網站

三、民間圑體的「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

    另外，花蓮縣政府94年起逐年輔導民間圑體於鄉鎮設立花蓮新住民

服務網絡及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並分別於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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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鎮及玉里鎮設置新住民關懷據點，提供本縣新住民家庭生活適應、

福利服務等資源及諮詢服務。

    本縣幅員狹長，依此分北區、中區、南區，北區有花蓮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新住民學苑、吉安鄉鄉村服務據點(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吉

安鄉服務據點(博愛全人發展協會)、壽豐鄉服務據點(牛犁社區交流協

會)、中區有鳳林鎮服務據點(牛根草社區發展促進會)、南區有玉里鎮服

務據點（合家歡協會）等，做為提供新住民家庭服務的窗口並作為休閒

活動、技藝聯誼、學習傳承及學苑服務之地。

    表10 本縣新住民各社區服務據點

鄉鎮市 據點名稱

花蓮市 花蓮市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

吉安鄉 吉安鄉村服務據點 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吉安鄉 吉安鄉服務據點 博愛全人發展協會

壽豐鄉 壽豐鄉服務據點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鳳林镇 鳳林鎮服務據點 牛根草社區發展促進會

玉里镇 玉里鎮服務據點 合家歡協會

花蓮市 新住民學苑 新住民學苑

四、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情形

   為瞭解花蓮縣新住民及其家庭對於政府提供各項服務措施的參與情形，本

報告以本縣 108 年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自辦課程方案性別參與情形為整理依

據，進一步觀察新住民家庭在各項活動性質及性別在參與程度上的差異，藉此

了解各服務據點服務概況，提供為日後規劃新住民家庭各項知能服務措施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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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課程性別比例  

       依據108年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參與情形按參與課程新住民家庭人數計

   1,582，男性114人女性1,468人參加，實際新住民人數7,932中男性772女性

   7,160。平均參與課程女性新住民的家庭每13個中才有1個男性新住民的家

   庭參與活動。 

表11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參與性別比例情形

參與服務的情形

男 女

性別比參與人數 比例 參與人數 比例

參與課程新住民家
庭人數

114 7.2 1468 92.7 1:12.9

實際新住民人數 772 10 7160 90 1:9

(二) 各方案服務項目參與人數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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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服務分方案類型有五項個人支持、社會支持、家庭支持、資訊支持、

經濟支持。個人支持服務項目可分三「個案服務」、「褔利諮詢」、「心理諮

商」。社會支持服務項目有二即「通譯服務及人才培訓」等。家庭支持服務項

目可分二即「成長團體」、「家庭支持及交流」。資訊支持服務項目有二即「

多語關懷專線」、「多元文化宣導」。女性參與人數715位，男性參與人數114

位，女性比例86.2%，男性比例13.8%。平均參與方案新住民6個女性中才會有1

個男性的參與活動。 

表11 參與方案服務項目人數性別比

方案類型 服務項目
女性 男性

服務模式參與
人數

比例 參與
人數

比例 性別

個人支持 個案服務

褔利諮詢

心理諮商

715 86.2 114 13.8 1:6.2 電話訪視、家庭訪視區域性關懷

生活概況歸化國籍法諮詢、心理

諮商、配置1督3員之專職社工人

力、專職社工開案

社會支持 通譯服務及人才

培訓

志工培訓

家庭支持 成長團體

家庭支持及交流

親子活動、夏令營、烹飪專班、

親職支持團體

資訊支持 多語關懷專線

多元文化宣導

電話關懷服務、發行季刊、網路

設立、FB。

經濟支持 連結資源為主，例如：幸褔實物

、銀行物資、社會救助、租屋補

助、緊急生活救助。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108年1至12月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辦理情形：筆者自行整理

14

女
715

86.25%

男
114

13.75%

圖  參與方案服務項目人數性別比

女

男



(三)辦理課程之承辦人員性別比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100%，皆以女性為主，每1名基層人員需要服務

84 位外配。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6處及新住民學苑的服務人員，男性承辦人員

占16.3%，女性承辦人員 83.7%，此與參課程活動成員女性多於男性狀況相同

。平均5.3個女性才會有1個男性的服務員。

表12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辦理課程之服務人力性別比

                                                         單位:人 ； %

單位

男性承辦人

員

女性承辦人員

性別比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縣 府

所屬

新住民服務中心 0 0 3 100 1:0

新

住

民

社

區

6

處

花蓮市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 15 16.3 77 83.7 1:5

吉安鄉村服務據點(國際家庭互助

協會)

吉安鄉服務據點(博愛全人發展協

會)

壽豐鄉服務據點(牛犁社區交流協

會)

鳳林鎮服務據點(牛根草社區發展

促進會)

玉里鎮服務據點（合家歡協會）

新 住

民 學

苑

新住民學苑

合計 15 15.8 80 84.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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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局處協調整合機制方式:

   1.各地方政府對於新住民事務機制平台情形: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等3個直轄市以成立「新住民事務委員會」層級，非直轄市

    者僅宜蘭縣、彰化縣2縣市均成立「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負責掌管新住民

    事務。

  2.佔轄內人口比例高:

   花蓮縣7,985位(女7,188位，男797位)，在縣市中新住民人口排名第15位。

   但因縣內人口數少，外籍及大陸配偶佔轄內人口 2.46% 以上，僅次於基隆

   市2.8%、桃園市 2.77%、新北市 2.7%、苗栗縣2.69%、嘉義縣2.66%、新竹

   縣2.5%，全國22縣市新住民人口佔縣市人口比例，花蓮縣總排名為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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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地方政府對於新住民事務之跨局處協調整合機制

縣市別 跨局處會議 備註

臺北市政府 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桃園市政府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 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小組會報

高雄市政府 新住民事務會報

基隆市政府 新住民輔導事務委員會

新竹市政府 新住民輔導事務委員會

彰化縣政府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南投縣政府 新住民照顧輔導專案小組聯繫會報

雲林縣政府 新住民照顧輔導專案小組會議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新住民照顧輔導業務聯繫會報

嘉義市政府 新住民照顧輔導聯繫會報

宜蘭縣政府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花蓮縣政府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聯繫會報

連江縣政府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聯繫會報

金門縣政府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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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筆者自行整理。

(五)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聯繫會報平台機制及性別比

        縣府設置聯繫會報，府層級跨機關協調平台，並由社會局協助相關幕

    僚工作，會報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

    1.任務

     職權為審議新住民之相關政策推動、計畫及督促，了解縣推展新住民相

     關業務及其他相關諮詢事項。

    2.組成及性別比：

         每年定期新住民網絡聯繫會報，層級由縣府副秘書長擔任主席，各

     與會人員均為兼職無給職，召開1年2次工作會報做成會議紀錄。

        與會幕僚及單位計19個，府內外單位參加人員名單男性7位，女性19

     位，女性人員高於二分之一， 26 位中有 19 位為女性達七成三比。參

與新住民網絡聯繫會報機制平台，每3位女性才會有1位男性參與定期新住民網

絡聯繫會報。

 表14 參與縣府新住民網絡聯繫會報性別比

聯繫會報
男性 女性

性別比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合計 7 26.92 19 73.0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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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評估:

   各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大致相似，包括個案管理、關懷訪視、資源 網絡

建立、支持方案則包含了個個人支持、家庭支持、社會支持、資訊支持、經濟

支持，大致上皆可達成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計畫的要求。顯示尚有需多數新住

民家庭未參與相關服務資源，且本縣新住民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皆以傾向女性

服務者為主，對於不同性別之需求仍有檢討精進空間。

    另參與的新住民僅占全數新住民人口之 0.48%，且服務使用者統計人數

1,582包含新住民家庭成員，是以，實際使用服務之新住民人數所佔之比例更

低， 探究其原因，可能與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語言隔閡、缺乏足夠時間配

合、及社會網絡等之限制所致。而資訊之取得與網絡關係息息相關，因此，服

務若能深入新住民有限的社會網絡中，將得以提升服務對象之參與程度。

    再觀察課程辦理場域分布之調查中，辦理地點大多集中在北區及中區服務

中心所在地，較無法顧及偏遠地區新住民家庭，推斷亦為多數新住民家庭無法

使用服務資源及本縣狹長之故，則以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為推動考量之主要原

因。

陸、 結論、建議與限制:

一、結論

     就，參與本縣新住民服務中心的課程活動者僅占全縣新住民人數0.48%，

 其中男性比例為7.2%，女性比例為92.8%，顯示尚有需多數新住民家庭未參與

 相關服務資源，且本縣新住民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皆 以傾向女性服務者為主，

 對於不同性別之需求仍有檢討精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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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參與的新住民僅占全數新住民人口之 2.45%，且服務使用者統計人數

  包含新住民家庭成員，是以，實際使用服務之新住民人數所佔之比例更低，

  探究其原因，可能與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語言隔閡、缺乏足夠時間配合、

  及社會網絡等之限制所致。而資訊之取得與網絡關係息息相關，因此，服務

  若能深入新住民有限的社會網絡中，將得以提升服務對象之參與程度。以下

  便就本報告結果、現況與策進作為進行說明：

  (一)、 加強承辦單位性別意識，促進單一性別比例平衡 

            花蓮縣新住民服務中心承辦單位 3 位工作人員中，女性3位男性

      則 0位，倘工作人員未具有性別敏感度時，在課程規劃上可能忽略不同

      性別的需求。因此，建議針對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持續進行性別平等宣導，

      提升性別意識，並鼓勵增加男性工作人比例，使其辦 理規劃新住民家

      庭知能服務資源時，能多思考不同性別性別的角度需求，以免忽略不同

      性別需求，促進服務提供之適切性。

  (二)、 開辦符合性別需求之課程，促進男性成員參與

            不難發現除上述外的課程活動，男性參與的比例皆偏低，推測 

      為大多的婚姻移民多以女性為主，爰此參與課程活動以女性占大多 數。

      為提升男性家庭成員參與率，課程內容避免偏向單一性別之喜 好或需

      求，思考符合性別需求之課程，增進新住民配偶及其成員參 加，促進

      家庭和諧關係，亦可增進新住民家庭間互動交流，擴展人 際及社區資

      源網絡。

  (三)、 縮短城鄉性別參與差異，增加課程活動的多元化 

            6處鄉鎮市之新住民家庭， 課程活動地點大多集中於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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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之鄉鎮，僅能滿足到有交通 之便的新住民家庭，無法照顧到偏遠

     地區社會參與需求。因此，基 於資源分配平等原則，並為拓展新住民

     家庭社會支持網絡，未來應 多結合其他鄉鎮市資源辦理多元課程，縮

      短城鄉性別參與差異，照 顧不同區域、性別之新住民家庭的社會參與

      需求。

  (四)、應着力推動友善移民環境與新住民輔導需求

           107年 6月 5日縣市「推動友善移民環境與新住民輔導滿意度」調

       查研究為重要基礎資料依據，發現該研究新住民對於「醫療生育保健

        」參與度均高，唯「生活適應輔導」、「保障就業權益」參與度均低。

       故此，服務方案設計、進行課程配套及資源配置上得適時重新思考及

       審慎規劃，如「生活適應輔導」為何參與度低，有没有可能因為語言

       不通，文化不同有距離感影響到參與度。另「保障就業權益」是否有

       真正落實保障就業及就安全等議題上。探討需求面有無符合新住民？

       輔導成果有無達到成效？ 

   (五)、加強社會大眾平等觀念宣導

            近年來，社會大眾所慣用「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來稱呼 

      新住民，把新住民角色侷限在婚姻及家庭的框架裡，缺乏對新住民 全

      面的關照。建議針對社會大眾及新住民家庭進行性別平等、翻轉 性別3

      刻板印象等宣導，加強國人建立族群平等與相互尊重接納之觀念，並透

      過辦理多元性活動及文化交流，增進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進而尊重與

      接納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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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掌握各區新移民家庭資訊並定期關切輔導 

          以 108年由統計數據可知參與本縣新住民服務中心的課程活動者為

     例，僅占全縣新住民人數20%，顯示尚有需多數新住民家庭未參與相關服

     務資源，可見能積極勇敢走進台灣社會新移民及共同支持參與的新住民

     家庭仍算少數，而發生問題的往往正是那些無法走入社會的新住民，為

     使新住民為了及早適應生活並拓展人際關係，幫助她們融入台灣社會並

     提供所需服務，結合各區新住民關懷據點，定期給予關切及輔導外，積

     極鼓勵並提供相關資訊及服務參與相關學習課程與活動。 

 (七)、持續精進本府新住民福利工作推動 

          持續定期召開督導及網絡聯繫會議，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及經驗交流，

    分析新住民家庭服務需求及現況，增進服務效益。另進行需求調查評估，

    並於每場次活動後進行滿意度調查，匯集參與者的建議，作為爾後策進方

    向，以規劃符合需求且完善的新住民福利服務 措施。

 (八)、發展外語服務資訊媒介 

        為提供即時、多元、便利之福利資訊管道，應持續建置多國語言刊物

    及網站資訊，以縮短資訊 落差，方便新住民以熟悉語言並依自身需求快

    速找到相關資訊。 

  (九)、連結新住民服務資源網絡

          連結縣內相關新住民服務網絡，例如婦女福利資源中心、家庭教育

     中心、相關局處等，結合社政、教育、傳播、警政、戶政、就業等資源

    ，擴大合作網絡，以達到資源有效利用及共享極大化，提供新住民家庭多

    元整合及便利的服務。 

二、建議:

(一)擴大辦理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落實社區語文母語比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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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母語認證。

(二)落實保障就業權益，鼓勵公、私部門比率進用外籍與大陸配偶，如配

   合機關得以扣抵稅率。

(三)落實家庭教育，擴大家庭教育中心功能積極辦理親職或兩性婚姻倫理、

  家庭資源與管理等家庭教育事項。

(四)比照宜蘭縣政府提高層級並擴大編制，應指定業務聯絡窗口人員，負

  責統整單位內相關業務資料。可向中央申請「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

  要點」計畫人事經費，配置約僱人力進用外籍或大陸配偶擔任「生活適

  應輔導員」關懷角色更適任、更親切，因為自己更能了解自己人的需求

  面。

(五)廣泛志工培訓，以利推動業務。

(六)建立新移民人才資料庫，以利培訓及廣泛徵才。

三、限制：

   (一)本次統計資料係因採 107年資料未能獲取更近及更新，各類型完整問

      卷資料尚有不足，未殝完善，也因無法進行課程參與，或單以花蓮進

      行質性調查，僅能以現有之資料做彙整，影響基礎資訊完整取得。

   (二)各鄉鎮市新住民分布表與領事局的人口數有異，經查問係因服務中心 

      無法掌握統計到異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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