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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浪漫式的吸引力：
好像隔着纱 但进入后 发现不见得像所想象 ─
好像隔着纱，但进入后，发现不见得像所想象
 美国人觉得中国女子好可爱、
中
中国人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体贴，
觉得 本
柔
都是某一些浪漫式的思想
 每一个文化、每一种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文化
特质
基于浪漫式、不切实际的思想，会增加婚后的问题
3. 年轻一代寻求自我的实现：
有个年轻人高中毕业到美国加州去过了一个暑假，
回来后宣称找到了最要好的朋友，我就在心里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值得我们去推敲、想一想
到底是什么 因很值得我 去推敲、想 想
 有的时候是为了某些在自己的文化里
没有办法达成的梦想、 想，
没有办法达成的梦想、理想，
就去异文化想要去达到自我实现

现在我们周围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娶东南亚、越南、其他的国家的新娘，
娶东南亚 越南 其他的国家的新娘
新移民越来越多
 台湾人跟中国大陆人结婚，也是
台湾人跟中国大陆人结婚 也是一种异文化
种异文化，
华人在世界各处都很不一样的…
文化上还是满不同 满不一样的
文化上还是满不同、满不一样的
在异文化、异族通婚中，引起各式各样的问题。
一、异文化通婚增加的原因跟动机
1. 社会比以前更接纳、更多人愿意尝试、接受、接纳：
 交通越来越频繁，某个地区发生什么事情，
很容易影 整个 球， 球 是 个地球村
很容易影响整个全球，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
 男女两性之间的交往，异族婚姻越来越多

4. 美国最高法院在 1968 承认异族通婚合法化，
 之前很多移民美国，没有被法律接受
之前很多移民美国 没有被法律接受
 台湾在异族通婚，法律还没有很好的配套，
外籍新娘在户口、国籍上，都还没有被接纳，
籍 娘在户
籍
都
有
是一步一步的需要去考虑、进行的问题
5. 社会群体的混合多元化，是越来越多的现象：
台湾很多的外佣、劳工，都是外来、别的种族
6. 种族岐视比较减少，自然而然渐渐被接受：
我的故乡在台湾中部乡下，邻居是娶越南新娘，
卖越南的凉面、饮食，帮忙家里带来经济利益，
邻居都接纳，不会排斥，她也讲很好的台湾话
7. 由于交通发达，
不同国家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很多人
迁居、移民，自然就会慢慢的增加了

二、错误的异族通婚的动机
1. 为了喜好某种文化种族，而跟那个种族的人结婚，
却忽略同种族、同文化中，个别差异的因素…
 千万不要因为欣赏某种文化，就跟那文化的人
结婚，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单单因为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某些地方跟你相配、
吸引这个因素，而不是单单因为文化的原故
2. 为了自己在原生社会中不被接纳为主流，
是
反社会
意孤行的
是一个反社会、一意孤行的人，
可能会跟异族通婚：
 在原生社会做错一些事、不被社会接纳
 有一些奇特的思想不能被社会接纳
就会去找异族通婚

5. 逃亡者：在别的国家是逃亡的人，
在主流文化没有被接受成为逃犯、逃兵，
到边疆地区、就娶了公主…
就是所谓逃亡者，不得不跟异文化的人结婚
6. 精神心理不安定而寻求与异族通婚：
精神心理不安定而寻求与异族通婚
我以前在芝加哥住的时候，听到
那里的白人邮寄菲律宾的女人为妻，
寄菲
妻
 Catalogue 有女人的名单、照片、描写，邮寄新娘
 娶了一个邮寄新娘，
回来把她的护照没收，
关在笼子里虐待她，
非常残忍的
当然这种情况是少数，但也有可能发生

3. 有缺陷、有身心障碍，在本地不容易找到对象，
就找外
就找外国、别的种族的人，成为结婚的对象：
别的种族的人 成为结婚的对象
 我必须提醒 — 双方面在婚前都要非常清楚，
彼此真的有感情，否则会产生问题
 有个人有神精分裂的问题，父母为了他能够成家，
找了一位远房的亲戚娶过来、到美国去，
全家人对这个媳妇都非常的好…
后来执照拿到以后，就离婚了！变成彼此在利用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要很小心的去分辨
4. 为了尝试新奇的事物︰
有些人对新的事物很好奇，
很好奇
想要尝试一下跟异族人通婚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三、事先考虑彼此的适应跟协调
1. 两性的价值观：每一个文化、族群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重男轻女、男女两性平等、母性的社会
2. 食物了解适应：每一个族群都有食物的特色，
喜好的、能接纳的食物也不一样，
喜好的、能接纳的食物也不
样，
将来一起生活，吃的不一样也是很大的问题
3 两性之间的观念不一样：大男人主义、对性本身的观念，
3.
两性之间的观念不 样：大男人主义 对性本身的观念
有些地区比较开放的、很随便
 有些文化是非常谨慎，可以从衣着看出来，
有些文化是非常谨慎 可以从衣着看出来
像回教徒女性就是全部包的紧紧的


4. 男女角色的问题：譬如
台湾客家族群女性非常勤劳，要做很多工作
 韩国是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就是在家里面


5. 时间的观念不太一样，譬如：
 南美洲、非洲，每天只做一件事，时间就这样过去
南美洲 非洲 每
件事 时
样过去
 都市里生活的人、欧美、台湾，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儿子在泰国宣教，泰国人不是那么样的守时，
泰
守时
跟某个泰国人约好下午两点见面，
可能等到下午四、五点，
 所谓两点钟就是下午的意思，
他也不能走，一走就表示他不守约
 夫妻如果要在一起相处，那样的情况那是满困难的，
如果事先了解、先有心理预备，就比较好一点
6. 教养子女的看法也是不一样：
教养子女的看法也是不 样
夫妻怎样配搭一起来教养儿女，事先要了解
7. 沟通：语言、思想、情绪、肢体语言的表达，
每一种族群文化也是不太一样的

3 双方都放弃自己、而采用第三者的文化，
3.
双方都放弃自己 而采用第三者的文化
譬如一个华人到美国去、
一个日本人到美国去，
个 本 到美 去
结了婚之后采用美国人的文化

4 双方适当的融合为一、和谐共存，
4.
双方适当的融合为
和谐共存
 我的文化你全部接纳、全部保留
 你的文化我全部接纳、全部保留
你的文化我全部接纳 全部保留
文化扩充了、更丰富了、全部都接受了，
包括所使用的食物 各种的生活习惯
包括所使用的食物、各种的生活习惯、
人际相处的模式等等

四、彼此适应的类型
1. 一方面放弃：我采用你的文化、进入你的文化当中，
学习你的语言、生活方式，完全没有自己的文化。
像越南新娘来到台湾，学习台湾话、讲国语，
除非他们的朋友在一起，才讲越南话
2. 双方各自有所妥协、改变：
你放弃你的 些、我放弃我的
你放弃你的一些
我放弃我的一些
些，
我学你的文化、你也学我的文化，双方面互相的协调。
我的儿子宣教士 妻子是菲律宾人 就是这样 ─
我的儿子宣教士，妻子是菲律宾人，就是这样
 太太做菲律宾东西，他也吃，
在某些文化上彼此互相协调
 到泰国当宣教士，又加入泰国文化，
本来在家是不吃辣的 现在吃好辣
本来在家是不吃辣的、现在吃好辣
这些就是各有所妥协、有所改变

五、要有那些事先的预备
1 拜访对方国家、故乡、他的文化，先了解一下。
1.
拜访对方国家 故乡 他的文化 先了解 下
2. 和对方的家人、亲友接触，也是必须的。
一对夫妻是异族通婚，女的台湾出生的华人，
对夫妻是异族通婚 女的台湾出生的华人
男的美国出生的白人，来台湾教英文，认识三年结婚，
女的从没到过男方家 也不知道他跟家人相处情况
女的从没到过男方家、也不知道他跟家人相处情况。
男的有一天跟太太讲：要回到我的国家…，我们办假离婚。
 太太就跟他假离婚，他就带着两个小孩回美国去
太太就跟他假离婚 他就带着两个小孩回美国去
 太太等到半年之后要过去的时候，却找不到那个人，
最后找到他的家人 他妈妈说：我儿子很久没有回来
最后找到他的家人，他妈妈说：我儿子很久没有回来，
听说他搬到南美洲，结婚了，完全失去连络
她非常难过，只想要看看儿女、想知道他们现在怎 样？
她非常难过，只想要看看儿女、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在台湾认识三年才结婚，可是就是缺一步 ─
没有去他家 了解他的出生 文化 家庭背景
没有去他家、了解他的出生、文化、家庭背景，
所以一定要去看看、跟他的家人接触。

3. 学习研究对方的文化：像跨文化宣教士，要在一起生活
4. 尝试对方的食物：如果从来没有吃过对方的食物，
怎能够确定将来在一起生活会适应呢？
 记得有韩国的学生一定要吃泡菜，
一打开，整个宿舍都是那个味道
 有两个人住在一个宿舍，有一个非常喜欢吃榴槤…
很多具体的事实，在一起生活时才会发现的问题，
体的事
最好先去了解对方的饮食习惯、特色
5. 学习对方的语言：语言能够表达思想、感觉、看法，
学 对方的语言 语言能够表达思想 感觉 看法
如果没有共同沟通的语言，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多 解 方
多了解对方的语言那是最好，
夫妻一天到晚在一起，当然需要彼此沟通，
总不能一天到晚有翻译在旁边帮你们翻译！

3. 描写当时相遇的情况、是怎么样相遇的？
可能两个是留学时是同班同学，
可能两个是留学时是同班同学
班上有好几对国际恋人，很自然就是被接受，
但是当回到你的国家 那样的支持环境 在
但是当回到你的国家，那样的支持环境不在…
我就遇到华人的一个年轻人在纽约读建筑，
男朋友是法国人也在纽约同一学校读建筑，
在这样情况之下恋爱、结婚。
结婚后搬到法国乡下，就产生适应的问题，
还好两个人事先有某个程度的了解…
即便这样，结婚头三年还是出了很多问题。
那种支持性的环境没有，也是会产生一些问题
4. 对于对方的民族文化的观感怎么样？
是瞧不起、还是尊重他们、还是平等的

六、问一些问题，帮助当事人想一想
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跟这
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跟这不一样文化的人结婚？
样文化的人结婚
1. 是什么使你们互相吸引的？
个别的因素、还是普遍性的文化种族因素，
单单因为他是白人、法国人、美国人，
所以喜欢他？
还是因为这个人的个人特质，你喜欢他？
 这是特别重要的 ─ 想一想我到底
喜
喜
个
只是因为喜欢对方的文化、还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
我们这样在一起是不是合适？


2.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对方可以满足你，
在原生文化里不能找到这样的满足？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要想清楚

5. 列出八项认为结婚之后，可能要去适应的问题，想一想。
记得有 次帮助 对国际夫妻 请他们讲
记得有一次帮助一对国际夫妻，请他们讲
结婚时最大的困难或适应是什么？
女方在美国人的社会 男方在华人的社会成长
女方在美国人的社会、男方在华人的社会成长，
对英文的认识也不太一样 ─
对 pretty good、very good 的观念常搞不清楚…
清
刚开始在谈这些问题时，不太了解对方的意思，
一段时间后才慢慢了解，可以看出来满不一样的
从这些具体的、小小的事情，
从这些具体的
小小的事情
 异族通婚满有趣的
 满多需要适应调适的地方
在做婚前辅导时帮助他们尽量多彼此了解，
对他们婚后的调适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