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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身分認同原本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嚴肅的議題，因為家庭背景單純，父母都

是台灣人，我也自然而然自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然而隨著年紀漸長，一些

經歷讓我開始對身分認同這個議題有更進一步的思考，例如：2018 年舉行的東

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案，其以「臺灣」代替「中華台北」申請參加奧運的主

張，喚起了不少人的本土意識。又例如：2020 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韓國瑜和

民進黨蔡英文的激烈競選，彷彿在不同世代間劃出一道鴻溝，迫使多少家庭打

破餐桌上的和諧，督促著每個人重新思考身分認同的問題。直到這個時候我才

意識到，身分認同不只是自然和諧的產生，它涉及生活的每個層面，是綜合一

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感後孕育出的特質。 

前年(2019 年)二、三月左右，我因為系上的宿營活動認識一位泰國來的朋

友 Amanda。Amanda 的父親為中泰混血
1
，母親則是台灣人。在十八歲來到台灣

讀大學前，Amanda 都在泰國生活，並就讀曼谷的一所國際學校，而國際學校採

取的是美式教育。因此她在家裡講中文，出門時講泰文，在學校時講英文。這

樣的成長環境與我們相比顯得十分複雜，讓我對她的身分認同感到格外好奇。

所以這份報告我想針對混血兒的身分認同做探討，也從過程中學習並重新思考

自己的狀況。 

 

二、 討論方法 

 

我相信身分認同產生的最關鍵階段是在一個人的幼年到青少年時期，而影

響這個年齡層最主要的便是家庭和同儕，再加上要討論身分認同絕對不能忽略

的社會環境，所以我預先把影響一個人身分認同的要素拆解為三個部分：社會

環境、家庭背景、學校同儕。 

我會透過訪問不同混血兒的方式瞭解他們的想法，但我不會訂定訪綱，因

為在設計問題時，難免會將我個人的意見無形的嵌入其中，形成引導式的問

答，且預先訂定的問題死板，這些都是我不希望遇到的。所以我將以類似閒聊

的方式，和他們個別討論對此議題的看法及經驗，自己也會同時在討論的過程

中更新自己的想法和問題，最後瞭解他們的想法並統整為自己的見解，來達到

訪問的目的。 

 

                                                             
1 此為 Amanda 的誤解，她父親的父母都是雲南人。 



三、 訪問對象一—Amanda 

 

Amanda 的背景如前言，這裡不再贅述，特別的是在來台前，18 年都居住 

在泰國的 Amanda 身分認同竟然為台灣人。 

 
Amanda 和我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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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家庭吧，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在家裡講中文，電視裡播的是

台灣的節目，過的節日也以台灣的為主，出生的時候拿的就是台灣(中華民國)

的身分證。」
 

 這裡提出一個非常直觀，但我先前卻從沒想過的東西—身分證。身分證除

了做為國籍的識別外，也提供了家庭教育的線索，Amanda 的這番話其實正意味

著自出生以來，父母便將她認定是台灣人了。但除了家庭外，在泰國居住 18 年

的經驗，以及學校的美式教育不會對她的身分認同造成影響嗎？ 

 「因為血緣吧，泰國的血統占比很少。爸爸雖然在泰國出生長大，但因為

爺爺是國民政府的軍人，教育的緣故讓爸爸認定自己是中國人(Amanda的爸爸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也覺得是一部分的泰國人)，媽媽則是台灣人，我說自己

是泰國人也很奇怪。」
 

 「我幼稚園讀的是泰國當地的幼稚園，那時候有比較多當地的朋友，後來

到高中畢業都在國際學校，一開始雖然跟泰國人混在一起，但後來(大概小學三

年級後)交友圈主要都是台灣人，平常講話就同時使用中文和英文，當然也不會

覺得自己是泰國人。」
3
 

 可見家庭的影響除了父母的認知和提供的環境外，血緣也是關鍵的因素，

因為長得就和泰國人不一樣，即使生活在泰國社會，社會環境的影響也不會讓

                                                             
2 Amanda 和我的合照，圖左為Amanda，圖右是我，2020 年 8 月，由 Amanda 提供。 
3 Amanda，大學朋友。2021 年 1 月 8 日。 



她覺得自己是泰國人。學校同儕的部分可以發現，其實在 Amanda 到了有自己

想法的時候，無意間便傾向跟背景相同的同學們相處，也從這樣都是台灣人的

團體中會更加確定自己的身分是台灣人。 

聊著聊著，我發現 Amanda 其實對自己的血統不太瞭解，她也有些疑問，

所以決定報告主題寫關於自己身分的議題(Amanda 跟我一起修這堂課)，沒想到

不深入瞭解還沒有問題，她一問爸媽後才發現事實跟她一直以來的認知存在很

大的落差。Amanda 的爸爸應該沒有泰國的血統，她的爺爺因為任務到泰國後，

經過他人的牽線認識了奶奶，奶奶從緬甸來到泰國，但其實也是雲南人，在中

國長大並以雲南話母語。所以就血統而言，Amanda 的爺爺奶奶都是雲南人，爸

爸媽媽都沒有泰國的血統，應該只是因為爸爸在泰國出生的身分造成的誤解。 

不過上一段的詳細歷史並不是我的重點，在 Amanda 得知這樣的狀況後陷

入了沉思並且面有難色，因為在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中，剛好遇到與自己過去

認知相違背的狀況，十分微妙，顯然讓她感到不知所措。我想跟 Amanda 的訪

問是暫時不會有結論了，但從她過去的認知中仍得到不少想法，相信 Amanda

的身分認同在未來又會是另一段故事。 

 

四、 訪問對象二—泰國與台灣混血 Anna 

 

Anna 是 Amanda 在國際學校的同齡朋友，擁有台灣(中華民國)和泰國雙重國 

籍，現在也在清大讀書。她的爸爸是台灣人，媽媽是泰國人，因為爸爸是到泰

國的台商才和她媽媽認識。Anna 的經歷大致和 Amanda 相同，來台灣讀書前也

是在泰國長大，就讀當地的幼稚園後進入國際學校就讀到高中畢業。不過兩人

在身份認同上卻產生了不同的想法。 

 

Anna 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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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na 生活照，2020 年 11 月，由Anna 提供。 



 「家庭背景沒有特別偏向台灣或泰國欸，跟爸爸講中文，跟媽媽講泰文，

兩個都是我的母語。家裡會過台灣的節日，像農曆過年、中秋節，也會過泰國

的節日，而且因為媽媽是虔誠的佛教徒，所以會固定拜拜。」 

「我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因為語言吧！在進入 TC(國際

學校名稱)的時候會要你選擇母語，因為那是給台商小孩讀的學校，所以有泰文

和中文可以選，英文則是大家都要學的。那時候母語我選的是中文，雖然也是

因為那間學校主要就是提供給中文母語的學生，但後來學的東西就跟台灣人學

得比較有關
5
，在學了這些東西以後就漸漸發現自己無法融入泰國人的團體

中。」 

在家庭背景方面，Anna 的父母不像 Amanda 的父母提供偏向任何一個國家

的環境，而是各自帶入各自的文化，因此她的家庭本身就像兩個文化融合而成

的環境。Anna 不斷強調的重點是語言，她認為是語言的選擇讓她成為台灣人，

是在選擇以中文為母語後，融入的團體不再是泰國當地的團體了，才產生她覺

得自己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這方面其實跟 Amanda 的例子有些類似之處，都

是透過團體中成員的身分來產生並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但 Amanda 的例子比

較聚焦在學校同儕間的團體，Anna 指的則是不只侷限在學校，除了同儕外社會

環境的當地泰國團體也較難融入，才讓她覺得自己是台灣人，而決定這一切的

起點正是入學時選擇的母語。 

我能夠想像假使入學時 Anna 選擇泰文為自己的母語，那麼一連串的過程可

能導致今天她的身分認同成為泰國人。但一個疑問從我的腦海浮出，Anna 作為

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比較像是無法融入泰國社會的結果，來自於她所融入的團體

中的成員組成，但這些成員多半是台商的後代，台泰混血等，如果沒有泰國社

會作為大環境，這個團體的成員還會產生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嗎？或是換個角度

更直白地說，當 Anna 大學到了台灣後，不會也遇到難以融入台灣社會的問題

嗎？ 

「所以其實在泰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在台灣的時候，我覺得

自己是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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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句話後我被嚇了一跳，雖然從 Anna 口中是平淡不帶情緒的吐出，但

不免讓人感到不捨，因為他們較不常見的身分，使得他們在社會中成為難以融

入的少數族群，似乎連「我是哪裡人」都無法自信而毫不猶豫的說出。但透過

投入更多的時間在社會中，我跟 Anna 都相信她會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更加有信

心，就像她現在在結交了一群台灣朋友後，她已經越來越認定自己就是台灣

人。 

 

 

 

                                                             
5 例如：選擇中文為母語的學生會學習唐詩、文言文、中國歷史……等等。 
6 Anna，透過 Amanda 認識的大學朋友，泰國和台灣混血。2021 年 1 月 9 日。 



五、 訪問對象三—越南與台灣混血 李董
7
 

 

李董是我的兒時玩伴，在國小五、六年級時分發到同一個班級，他的爸爸 

是台灣人，媽媽是越南人，媽媽作為新住民嫁到台灣，成長過程和一般台灣人

一樣，就讀當地的普通學校。他在升國三時跟媽媽移居澳洲，在澳洲完成高中

學業後目前繼續就讀大學。 

 
李董生活照，圖左為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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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灣人，因為從小在台灣社會長大。而且越南的文化跟中國很相

近，像節日方面，越南一樣是過農曆新年和中秋節，雖然爸媽沒有特別選擇怎

麼樣的教育方式，但跟身邊的台灣人並沒有不同，所以從小我就覺得自己是台

灣人。」 

 以李董的描述來看，以及我過去對他的認識
9
，其實他是完全融入台灣社會

的，所以除了家庭外，社會環境的融入也讓他產生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不過

Anna 不斷強調語言會影響後續一連串的發展，所以我也特別想聽聽看李董對語

言的看法。 

 「我的中文比越南話好很多，雖然兩個都是我的母語，但只有跟媽媽會講

越南話，其他時間都是講中文，再加上媽媽也會講中文，所以越南話對我而言

有點像台灣人的台語一樣。但講到這個我有一段經驗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

我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在越南給媽媽的親戚照顧(當時他

的媽媽回台灣)，那時候因為我的越南話不好，大家都覺得我很笨，但我其實聽

得懂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所以被舅舅
10
家暴，讓我的心裡對越南有不好的印

象，也影響我不會認同自己是越南人。」 

                                                             
7 因為他不希望公開姓名，所以使用國小時的綽號。 
8 李董生活照，圖左為李董，2020 年 11 月 21 日，由李董提供，因為他平常不喜歡拍照，所以選了比較

不正經的照片。 
9 國小時我和李董形影不離，在學校一群孩子一起打打鬧鬧，打球、下棋，放學後李董也會到
我家一起做作業或玩電腦。 
10 李董的舅舅目前在越南坐牢，因為是偷竊和吸毒的慣犯已經四度入獄。 



這邊李董提出了家暴的經驗影響他身分認同的看法，在兩人討論過後，我

認為這跟能否融入一個社會屬於同個範疇，雖然家暴屬於特別極端的行為，但

這樣的經驗讓他覺得自己難以融入越南的社會，也就不會產生越南人的身分認

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舅舅本身的問題外，跟這段經驗相關的也是語言隔閡，

再次說明了語言的影響力。 

「我國中到台北讀書以後有認識不少人也是新住民的下一代，然後我發現 

很多新住民是不教小孩他們原本的母語的，以我的經驗來看，跟我一樣會講越

南話或東南亞語言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因為新住民他們作為移民會希望自己

的小孩可以融入台灣社會，所以一開始就把孩子設定是台灣人的身分。」 

除了對新住民的觀點感到訝異外，這番話也再次呼應能否融入社會對身分 

認同的影響。聊到這裡讓我開始好奇，如果能否融入社會是一項重要指標，那

李董到澳洲生活後是不是也會對他的身分造成影響？目前李董已經在澳洲居住

六年多，並且融入了當地生活，那麼現在或者在澳洲居住更久以後，李董是否

會產生澳洲人的身分認同？ 

「會啊，我現在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是澳洲人了。然後澳洲其實有很多移 

民，我們這邊有一個越南村(李董一開始移居澳洲居住的地方)，裡面都是越南

移民的後代，有些取越南名字有些是英文名字。雖然生活在澳洲，但當別人問

你是哪裡人的時候，他們問的應該是你從哪裡來，而不是你覺得自己是哪裡

人，因為他們當然知道你一樣生活在澳洲，回答澳洲人就很奇怪。因為你長得

不一樣，他們好奇的是你的血緣，所以會回答越南人。澳洲有來自不同地方的

移民，所以這種狀況會比較常見。」
11
 

 從李董越南村的分享中，我看見另一個面向—血緣。畢竟人見面時的第一

印象就是外觀，不同的血統形成不同的外觀並對應不同的民族，血緣就和是否

融入當地社會無關，有時也會成為身分認同的來源，例如越南村出生的孩子不

曾在越南生活過，也會因為血緣而認同自己具備越南人的身分。這時我問他如

果這樣的人到了國外，由外國人詢問是哪裡人的話他們會怎麼回答？「澳洲人

吧！」李董說。身分認同可以來自自身經歷，也可以來自血緣，並不衝突。 

 

六、結論 

 

 在花了不少時間和三位訪談者交流後，我對身分認同產生許多不一樣的觀

點，因為涉及的面向太多太廣難以清楚切割，我還是會以訪問前的出發點作為

基礎，從社會環境、家庭背景、學校同儕，再配合並融入新的想法作結論。 

 社會環境的影響確實非常大，而且可以發現不同文化也會產生不太一樣的

結果，但從跟三個人的討論中都可以發現，能否融入這個社會是影響的關鍵。

Anna 的例子特別明顯，如果無法融入當地社會，這份與當地社會的隔閡會讓身

分認同產生懷疑，形成「在泰國是台灣人，在台灣是泰國人」的情形。 

                                                             
11 李董，國小同學，越南和台灣混血，現移居澳洲。2021 年 1 月 10 日。 



 學校同儕影響很大，但我認為跟社會環境是有一部份重疊的，因為同儕間

的團體組成往往呼應是否融入當地社會。以 Amanda 和 Anna 而言，身在台灣人

的團體中其實也意味著他們較難融入泰國社會的狀況。除此之外，這裡我發現

身分認同有很大一部份源自於團體，身處團體的影響力甚至會比社會環境更

大，因為人們會從團體中得到並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形成物以類聚的結果。 

 家庭背景其實是最先影響身分認同的關鍵，像 Amanda 其實從出生開始家

裡便認定台灣人的身分，但也可以發現混血兒家庭中呈現文化融合的狀況是很

常見的，這時家庭的影響便顯得比較不重要。另外從李董的經驗中，我發現不

同父母希望提供給孩子的環境差異很大，像台灣有些新住民便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完全融入當地社會。 

 從李董越南村的分享中還可以看見，身分認同的來源是很多樣的，無論社

會環境、家庭背景或學校同儕，這些都是後天的影響，有時先天的血緣便能成

為一個人身分認同的來源。 

 回過頭來思考報告的主題—混血兒的身分認同，我不禁開始思考當初是如

何定義混血兒的，如果像報告中以國家來界定，那漢人和蒙古人的孩子是否算

混血兒？如果改以民族來界定，在當今這個民族融合的國際社會好像也會有不

少盲點。即使 Amanda 後來發現自己的血統不是泰國和台灣混血，他的一連串

經歷仍使她陷入沉思，我想：身分認同從來都不只是混血兒專屬的議題，它存

在於每個人心中，與一個人的出身背景、外貌、所見所聞……等各個面向息息

相關，是你經歷的一切雕塑出心中的身分認同，同時也是身分認同建構出並決

定了你的樣子；身分認同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也絕非單一的，它是跟隨你

的經歷一同成長變化的特質，是我們在追尋世界中認識自己的過程，身分認同

正像一張自畫像，是我們在心中對自己輪廓的描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