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新移民與佛教信仰：
以「台灣越南智德佛教文化交流協會」為例

俞明仁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生

摘

要
台灣自古以來是個移民社會，宗教信仰也帶有大量移民色

彩。諺語云：「有唐山公，無唐山婆」，這印證了台灣的移民長期
以來，以男性為主。但最近十數年來，卻以女性婚嫁至台灣成為
移民主流，這些婚嫁來台的東南亞人口中，以越南人數最多，在
台灣社會形成一股越南文化潮流。宗教做為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對於這些越南來台新住民的宗教生活感到好奇與興趣，但現
階段似乎少有人投入這方面研究。
由於研究規模上的限制，我們將會把研究對象設定在兩年前
剛成立的「台灣越南智德佛教文化交流協會」這個團體，它是由
越南留學台灣的釋淨如與一群越南新住民所共同創立的。短短兩
年間，「智德協會」舉辦多項活動，每月有共修法會，每週教授
佛學班、中文班、越南文班，每年舉辦新年法會，盂蘭盆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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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超薦法會，還有各種社會公益活動，例如：愛心老人關懷活
動，越南貧童助學金等等，目前有二千多人為臉書登記信徒，在
台灣形成新興宗教力量。
本研究以問卷為主要方式進行，以期能得到較詳細的數據進
行解釋。另外針對「智德協會」理事長淨如法師進行訪談，了解
她個人佈教因緣、感受以及生活經驗的陳訴，藉由對話來了解其
傳教生活與社會認知。希望透過這兩方面的資料收集，以期得到
對越南新住民的宗教生活有一個較全面性的分析與理解。

關鍵詞：新興教團、越南移民、宗教生活、台灣越南智德佛教
文化交流協會、釋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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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ese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Buddhist Belief: A Case Study
of Taiwan Vietnam Chih Der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Ming-jen Yu
PhD. Student in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an immigrant communit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ts religious beliefs are marked by many immigrants’ trait. Proverb
says: “There are male Tangshan ancestors, and no female ones.” This
confirms Immigrants in Taiwan had long been dominated by men.
However,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e mainstream of immigrants to
Taiwan has become to marry women. The largest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s marrying to Taiwan comes from Vietnam now. It also has
formed a Vietnamese culture trend in Taiwan society. Since religion is
recognized as a human’s life style, it is interest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se Vietnamese new immigrants’ religious life can be. It seems few
research output in this field at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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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some limitations, we focus our research object on Chih Der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This organization was created
by venerable Shi Jingru, a Vietnamese foreign student to Taiwan, and
her followers two years ago. It has become a new religious force with
more than two thousands of Facebook registered members.
This research was mainly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get more detail research numbers for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Moreover,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venerable Shi Jingru was made to
understand her missionary career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aiwan as
well. We hop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to
these Vietnamese new immigrants’ religious life in Taiwan.

Keywords: New religious mission, Vietnamese Immigrant, Religious
life, Chih Der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Shi Ji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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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越南新移民文化在台灣已經相當普及。有關於台灣與越南
大量的人口移民現象，主要是源自於1990年代台灣的「南向政
策」的影響 1 。隨著國家政策到越南投資的商人與當地的交流，
而後形成以越南人為主的「外籍新娘」風潮。另外，在當時，
台灣與越南訂立雙邊貿易投資協定 2 ，接著開始引入大量的越南
籍勞工。於是，這兩股潮流形成了台灣特有的越南移民文化。
檢索台灣目前越南新移民的相關研究，大多是遵循這兩大潮
流，以針對這些越南新移民或移工在政治、經濟方面（例如蕭
新煌2003；王宏仁2001；顧美俐2011），或是家庭婚姻關係方面
研究為主（例如郭香蘭2005；吳碧月2006；張光磊、陳永福、
饒瑞玉2005；楊玲芳2012；田晶瑩、王宏仁2006）。另外，從家
庭社會議題延伸出來的子女教育議題研究也有不少（例如 廖素
偵2006；邱奕仁2005；林淑美2012；馮涵棣、梁綺涵2008）。然
而到目前為止，針對在台的越南新移民的宗教信仰研究卻少有
相關的論文。
台灣一直是個移民社會，早期移民來到台灣的原因不外是
原鄉經濟問題，或是政治的苦難 3 。但是，這些移民來到台灣，
依然必須面對新的台灣移民社會，還有環境產生的種種挑戰與
1

蕭新煌，《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2003，頁2003-286。

2

許文堂，〈台灣與越南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
卷第3期，2014年，頁75-117。

3

請參 閱東嘉生 著、周憲文 譯，《台 灣經濟史概 說 》（台北市： 海峽學術 ，
2000），頁17-24。早先台灣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以開發取得經濟利益、或戰爭
因素為主。例如荷蘭、鄭氏王朝、清朝、日本等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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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例如：疾病、資源爭奪、瘴癘、天災，無不是威脅。因
此，宗教往往成為重要的精神依靠，並成為團體凝聚合作的重
要力量。檢視台灣的宗教發展，可說就是一部台灣移民史，而
各類在台灣成立的寺廟與宗教信仰，無不是回應移民者在台灣
面臨的苦難與挑戰。這些早期的台灣移民有兩個重要特徵，其
一是以男性為主的移民，諺語云：「有唐山公，無唐山婆」。而
另一特徵則是以經濟、政治因素為主的移民。仔細看待當代這
一波的越南移民潮卻是有所不同於以往，是以女性為主 4 ，而且
是以婚姻為移民主軸 5 。我們對這一個差異感到興趣，也想要
問：當代的這一波越南新移民，在他們融入台灣社會面對種種
困難與挑戰時，宗教到底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由於先前相關研究的缺乏，所以本論文針對這個議題也僅
算是一個初步的探討。另外，因為研究規模上的限制，我們把
研究對象設定在2015年，也就是兩年前剛成立的「台灣越南智
德佛教文化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智德協會」）這個團體，它
是越南留學台灣的淨如法師 6 ，與一群越南新住民共同創立的。
4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資料，民國76年到106年6月底，越南籍配偶累計有98,537
人，占總累計外籍配偶人數18.81%。男女比例約1:9。http://www.immigratio
n.gov.tw/ct.asp?xItem=1292323&ctNode=29699&mp=1，查詢日期2017年8月20日。

5

另外，也有短期移工，但他們並非常駐移民。以下我們的討論，同時包括移
民者與長期移工兩類。

6

淨如法師，越南檳椥省人，自幼因母親影響出家，在越南胡志明市圓通寺圓
頂，該寺屬於越南中部臨濟宗傳承，主要以《藥師經》以及其儀軌聞名，修
行仍保持傳統越南禪坐方式，多年來為應合信徒修持需求，也闡揚禪淨雙
修，並且納入淨土儀軌。淨如法師2009年於越南胡志明市佛教大學佛法中文
系畢業，曾短暫駐錫安隆省德和上社的金光明寺，與妙心法師同在當地弘法
傳教，後為更進一步學習漢傳佛法，決心負笈台灣。2012年來台，就讀於佛
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2014畢業後考入南投暨南大學教育行政系博士班。
因緣際會認識一群台灣的越南新住民，因而在台灣開啟弘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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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兩年間，「智德協會」舉辦多項活動，每月有共修法會，每
週佛學班、中文班、越南文班，每年舉辦新年法會，盂蘭盆法
會，亡靈超薦法會，還有各種社會公益活動，例如：愛心老人
關懷活動，越南貧童助學金等等，目前有兩千多人成為臉書登
記的信徒 7 。
為了解「智德協會」這個團體在其信徒的生活中，到底扮
演甚麼樣的角色？我們透過兩種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一是透過
「智德協會」理事長淨如法師的協助，以發放問卷方式調查，
在台中以及高雄兩地，針對參加五月份念佛共修和中文班的越
南新移民與移工，獲得100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另外，則是
筆者於2017年4月22-23日南下，在「智德協會」台中道場，對淨
如法師進行深度訪談的結果。
問卷設計方向以及訪談議題包括如下 8 ：
1. 「智德協會」成員基本資料以及其社會特徵？
2. 來台後生活的各項問題與挑戰？
3. 來台前與來台後的信仰是否有所改變？
4. 來台後有參與過哪些宗教活動？
5. 單只信仰佛教或是混合式信仰？
6. 新家庭的信仰為何種宗教？有沒有宗教衝突問題？
7. 「智德協會」的宗教活動你參加過哪些？
8. 參加「智德協會」的慈善活動情況？
本論文主要結構如下：首先探討越南移民的相關人口數據

7

在此，對信徒的定義為廣義的信徒概念，並不以佛教嚴格皈依為標準。「智
德協會」網站http://hoitriduc.com，查詢日期2017年8月20日。

8

問卷內容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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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接著討論「智德協會」的越南新移民，其面臨生活的種
種問題與挑戰。然後討論淨如法師來台弘法與「智德協會」成
立的緣由，最後依問卷調查與訪談「智德協會」信徒後所得的
各項數據資料特徵，嘗試描繪其宗教生活的各種現象。

二、越南新移民相關人口數據資料
(一) 內政部移民署相關基本資料統計
越南新移民已經成為台灣人口組成的重要部分。根據中華
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在2015年臺灣地區現持有效居留證（在臺）
外僑統計，臺灣境內約有645,439位外僑，越南籍外籍勞工共計
有137,189人，其中男性主要從事製造業技工（86,315人），女性
則是從事監護工（12,944人）以及製造業技工（36,105人） 9 為
主。另外，在民國105年當年的第15週，內政部統計通報（104
年我國國籍之歸化及喪失情況）內容中指出，歸化為中華民國
國籍按性別分：女性3,424人，占94.80%，遠高於男性之188人，
占5.20%；其中，女性歸化我國籍者，主要係外籍新娘，也就是
透過婚姻入籍者有3,198人，占93.40%，而且當中越南籍配偶占
77.67%，是所有外籍新娘中，入籍者人數最多者 10（不包括中國
大陸、香港與澳門地區）。而截至2017年6月為止，全臺境內累
計共有98,537名越南籍配偶，若加入大陸港澳地區配偶總人數計
9

內政部移民署，臺灣地區現持有效居留證（在臺）外僑統計（按國籍及職業
分 ）。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92323&ctNode=2969 9
&mp=1，查詢日期2017年8月20日。

10

內政統計通報105年第15週（104年我國國籍之歸化及喪失情況），http://www.
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10486，查詢日期201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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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越南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比例的18.81%。 11 若以家庭成
員4人來推估計算，在台灣的越南裔家庭人口高達四十萬人 12 。
若再加上將近十四萬的外勞人口，在台灣越南裔家庭與越南籍
工作相關的人口數將高達五十萬人。
另外，從下圖內政部移民署公佈的106年6月為止越南籍配偶
各縣市分布圖，可以看出目前越南籍配偶在各縣市的分佈情況。

圖一 106年6月為止越南籍配偶各縣市分布圖
（資料整理自移民署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表）

圖中顯示，越南籍配偶主要分佈地區是以六都為主，其中
新北市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另外，高雄、桃園、台中大概都
11

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
人 數 ，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92323&ctNode=29699&
mp=1，查詢日期2017年8月20日。

12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89年我國15歲以上已婚女性之平均生育子女數平均為
2.80，25歲至49歲平均為2.1左右，推估越籍家庭兩名子女，共四名成員，加
乘98,537名越南籍配偶之家庭數，推估有高達四十萬人左右越南裔家庭人
口。資料來源：表2〈15歲以上已婚女性之平均生育子女數〉，行政院主計總
處 公 開 資 訊 ，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1359&CtNode=3304&
mp=1，查詢日期2017年12月20日。

- 144 -

圓光佛學學報 第三十期

在一萬人上下，彰化縣也佔有不少人數，並且超過台北市，排
名第六。這和我們一般認知越南外籍新娘主要分佈在鄉下偏遠
地區為主的刻板想法有相當的差異。某種程度上，我們不應該
把他們視為移民台灣偏鄉地區的弱勢者，或許我們應該多從都
市的新移民角度來看待這一群人。

(二) 抽樣調查的相關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1. 會員個人基本統計資料
【表一】是本次調查「智德協會」會員，個人基本資 料統
計結果，包括男女性別、年齡分布、婚姻、學歷與職業等統計
結果。
【表一】 「智德協會」會員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性別

人數

□女

86

□0-3年

24

□男

14

□4-6年

21

□7-9年

14

年齡

你來台灣已經幾年

人數

□10-12年

4

□20歲以下

0

□12-15年

19

□20-25歲

9

□15年以上

17

□26-30歲

15

□31-35歲

24

□36-40歲

28

□41-45歲

18

□46-50歲

4

□獨居

17

24

□配偶

65

□51歲以上

□未答題

1

你目前和哪些人同住（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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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答題者

2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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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配偶的父母

7

□朋友

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你目前工作概況

□小學

14

□有固定工作

77

□國中

32

□從事臨時工作

14

□高中職

38

□沒有工作

2

□沒有工作（家庭主婦）

2

未答題

5

□專科學校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3
13
0

你來臺灣目的

你若從事固定性工作，你的工作屬於哪一類工作
□農林漁牧業

9

□結婚

73

□工業

61

□工作

16

□商業、服務業

15

□讀書

11

□教育、公家機關或社團

2

□依親

0

□其他

0

□其他

0

未答題

13

請問你現在婚姻狀態

你目前的收入狀況

□未婚

22

□20000元以下

29

□已婚

67

□20001-30000

37

□分居

6

□30001-40000

1

□離婚

2

□40001-50000

0

□配偶死亡

2

□50001-60000

0

未答題

1

□60001-70000

0

□70001以上

0

未答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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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據這一次抽樣100份問卷的調查結果，女性86人，
男性14人。先前內政部移民署的資料顯示越南外籍勞工有13萬7
千多人，其中男性人口有8萬多人，女性人口有4萬多人，外籍越
南新娘部分則有9萬多人，加總後男女比例大約是4：7。這與我
們抽樣結果的比例有極大的差異，由此看來「智德協會」是個女
性參與度相當大的團體。
又，我們根據來台目的的抽樣結果來看。結婚的有73人，工
作的有16人，來台讀書的有11人。很顯然地，我們從資料顯示可
以了解「智德協會」是以越南籍女性配偶為主要成員。其他工
作、讀書因素來台的信徒共27人，約占1/4左右。男性成員比例偏
少只有14%，而且這些男性信徒主要是來台工作的越籍勞工為
主，其他則是少數來台就學的學生。再從年齡分布來看：

圖二 信徒年齡分布抽樣統計結果

在年齡分布上，36-40歲者最多，其次是31-35歲，有趣的
是，50歲以上也超過20%。而在46-50歲之間的人數則是最少，
只佔有4%。
其次，是在婚姻狀況方面的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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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婚姻狀態

未婚者占兩成多，全部是學生以及外籍移工身分。離婚者
有2%，比詹火生與陳芬苓研究外籍配偶離婚率（3.2%）略低13 ，
些微差異不大。家庭成員方面如下：

圖四 信徒與公婆同住比例（摘錄自鄭瑞隆:100）

在與台灣家人居住部分，只有7人是與配偶的父母同住，佔
回答婚姻目的來台人數的10%弱。很明顯的，這群新移民的家庭
成員模式也符合一般台灣目前的核心家庭的形式。而這一部分

13

詹火生、陳芬苓，〈我國外籍配偶弱勢情境分析之研究期末報告〉，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102年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研究計畫
案》，民國103年（2014），頁38-41。

- 148 -

圓光佛學學報 第三十期

與鄭瑞隆的研究高達3成到5成的人與家人同住，有所不同 14 。
最後是學歷與職業類別方面的情況：

圖五 信徒學歷抽樣統計結果

圖六 信徒職業類別抽樣統計結果

抽樣結果發現這群新移民者主要學歷分布在國中、高中高職
者超過7成。而在工作方面也有高達7成的人是有固定工作，而工

14

鄭瑞隆，〈婚姻移民生活需求、遭受家暴成因及介入處遇輔導之研究〉，《內
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研究報告》，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
學系，民國100年（2011），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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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屬性是以工業勞工為主，達到6成之多。而學歷與工作間，彼
此互為關係，由於中低的學歷，再加上原本語言上的弱勢，這群
人被迫只能從事一般勞動力為主的工廠工作，對於需要較複雜語
言與知識技能的商業、服務業和公教類工作職缺相對上少很多。
反過來說，台灣的中低勞動力需求，也吸引這一群人進入工廠體
系勞動工作。農林漁牧相對只占9%，不到一成左右。這除了可能
是反映本研究調查以台中和高雄兩地為主的抽樣結果，也回應了
先前內政部的資料，越南籍配偶的主要落籍地點並非在窮鄉僻
壤，而是在都會區。而工作所得如下：

圖七 信徒收入抽樣統計結果

在收入方面資料顯示，受訪者的薪資水平幾乎完全落在三萬
元以下，超過四萬元薪資者竟然是零。這是新移民普遍低學歷，
且以工廠勞動力為主的現象。實際上，這一群人不但填補台灣男
女婚姻比率不平衡的問題，他們也成了台灣低薪勞力的重要來
源。反映出他們是台灣都市社會中的經濟弱勢的一群。

2. 協會會員的台灣配偶統計資料
【表二】是本次調查「智德協會」會員台灣配偶資料統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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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包括：配偶的教育程度、身分、健康狀況、工作概況統計結果。
【表二】 「智德協會」會員台灣配偶相關資料統計結果
你的配偶
教育程度

人數

□不識字

1

□健康狀況良好，需人照顧長年臥病
在床

62

□小學

3

□患病或傷殘，但不致影響家居生活
生活

3

□國中

7

□起居活動困難長年臥病在床

1

□高中職

你配偶的健康狀況

人數

47

□專科學校

0

□大學

8

你配偶的目前工作概況

□研究所及以上

0

□有固定工作

53

答題者

66

□從事臨時工作

9

未答題者

34

□沒有工作

2

你配偶的身分
（可複選）

你配偶的若從事固定性工作，他的工作屬
於哪一類工作

□原住民

2

□農林漁牧業

□榮民

4

□工業

46

□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者

2

□商業、服務業

11

□低收入戶

9

□教育、公家機關或社團

1

□其他

0

□無前述身分

44

3

以上「智德協會」會員配偶問卷欄中，扣除27位求學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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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者之外，其餘73位中有61位回答。而從上面的表二的資料我
們歸納出「智德協會」會員的台灣配偶教育程度概況如下：

圖八 信徒配偶的教育程度抽樣統計結果

在上圖中顯示，「智德協會」會員的台籍配偶，其教育背景
與前述會員教育背景資料相近，也是以高中職學校為主，高達
75%。另外，圖九有關配偶的工作屬性也有類似的情況。

圖九 信徒配偶工作屬性抽樣統計結果

在台灣配偶的工作屬性統計資料結果顯示，其台籍配偶的
工作也以工業勞工為主，占比高達3/4之多。其次是商業與服務
業約在一成多左右，從事農業以及公職或教育者占比則分別不
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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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是「智德協會」會員其台籍配偶的特殊身分概況，如
下圖：

圖十 信徒配偶特殊身分抽樣統計結果

有關台籍配偶具特殊身分者，包括：低收入、榮民、身心障
礙與原住民身分約17人，佔回答人數的1/4，按比例來說算是相
當高。

(三) 「智德協會」成員的社會特徵擬態
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大致看到「智德協會」成員整體
主要的社會特徵如下：

1. 越南籍配偶
A. 以越南籍配偶為主要成員的團體，比例約占3/4。
B. 年齡在35-45歲之間為主。
C. 教育程度以國中與高中職為主。
D. 家庭型態是兩代核心家庭。
E. 夫妻學經歷以國高中為主。
F. 夫妻都有工作，而且都以工業工廠勞力工作為主。
G. 個人收入落在3萬元以下，經濟相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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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有高達1/4家庭，是低收入、榮民、身心障礙、與原住民
等高風險家庭。

2. 越南籍勞工與外籍學生
越南籍勞工與外籍學生的人數27人，比例約占抽樣數量的
1/4。年齡幾乎在20-30歲之間。其中越南籍勞工的學歷也是高中
職為主。外籍生部分則完全是在台學習的大學生。兩者來台時
間較短，都在四年以下。越南籍勞工的薪資水平也都在三萬元
以下。

三、生活的種種問題與挑戰
宗教往往是人面對苦難的重要依歸，為了解「智德協會」
會員生活的種種困難與挑戰，我們在問卷中設定下列選項，並
歸納整理統計資料如下：

圖十一 信徒在台灣生活面臨最大的問題抽樣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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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選項是依據淨如法師傳教弘法過程與經驗所歸納出來
的。此問卷選項包括：1.語言文化溝通障礙，2.社會歧視，3.配
偶家暴，4.在夫家的婆媳等家庭關係問題，5.子女教育問題，6.
家人健康問題，7.金錢不足生活困難，8.朋友不足缺乏人際生
活，9.思念家鄉或家鄉父母，10.負擔家計背負債務，11.工作壓
力受到不平等待遇，12.基本上沒有上述問題等共十二選項 15 。
以下我們根據問題的屬性，進一步將內容歸納成以下幾個面
向，進行相關討論。

(一) 思念家鄉、語言文化溝通障礙與社會歧視
思念家鄉與父母這個選項是這些新移民者面臨的首要問
題，超過一半以上，達53%。對於一個移民者來說，離開家鄉來
到不熟悉的環境，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對家鄉的思念，資料中
顯示，不管來台時間長短，對家鄉與父母的思念就是隨時會掛
在心頭。緊接著排名第二是他們對於自己身分受到歧視 16 的問
題。而這些歧視往往跟語言文化溝通障礙有關，是排名第四。
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常常被來台旅行的外國籍人士稱讚說
是最有禮貌、最友善的國家，但是，在資料中發現，台灣對待
越南新移民似乎有所偏頗，至少這一群受訪者是如此表達他們
的感受。事實上，缺乏尊重和歧視往往是造成新移民者生活上
15

宗教與苦難往往離不開，尤其是對於新移民來說，種種苦難的超越往往必須
透過宗教修行來解決。因此在問卷設計之初，筆者便向淨如法師請問，以她
的經驗來看，在她與這些越南新住民閒談或是他們求助於她時，所面臨的主
要問題為何？列入問卷題目，作為本研究中理解「智德協會」信徒的重要背
景資料。

16

根據一些受訪者表示，這種歧視感不只是來自社會，甚至是台灣家庭裡的家
人，或是子女的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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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衝突的根本原因。
在我們的研究調查中發現，「智德協會」的新移民普遍感覺
受到歧視，相關比例到達48%之多。這與鄭瑞隆的研究有3成5外
配感覺受到歧視的程度 17 ，高出13個百分點。從比例上來看，有
將近一半的受訪者，有受到社會歧視的感覺。「智德協會」作為
一個宗教團體，這個數字相當高。另調查中也發現， 對於較年
輕的越南勞工以及來台就學的學生感受歧視程度也特別深，比
例分別高達70%以及65%。
我們從語言溝通問題以及文化差異這個選項中也發現，有
1/4左右的信徒覺得語言溝通與文化障礙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障
礙。年輕的越南勞工和學生，由於來台的時間較短，時間通常
落在4年以內。所以，大多有語言溝通不良、文化認同陌生的問
題，比例高達8成。在調查的受訪者中，有三位越南籍勞工是
「智德協會」中文班的學員。他們表示因為語言溝通的障礙，
往往無法直接捍衛自己的各項工作權益，甚至在生活中有受騙
的經驗等等，因此，有很高的受歧視感與挫折感。目前「智德
協會」所辦理的中文班，正是針對此問題而開辦的課程。筆者
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學員就表示，中文班讓他們獲得語言技
能，解決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另外，也有兩位越南來台就讀大
學的受訪者表示，語言是她們來台灣學習首要障礙。

(二) 家暴與家庭婆媳問題
在外籍配偶的家庭問題中，「家暴」一直是最受矚目的問

17

鄭瑞隆 2011，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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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這往往是語言文化溝通障礙直接延伸出的問題。 18 潘淑滿
指出「 因為受家的侷限更勝於台灣女性，新移民女性在面臨家

庭暴力時，顯得更孤立無援；語言不通而造成人際溝通藩籬，
以及夫家輕視和婆媳妯娌問題成為暴力的共犯。 」 19 這是新移
民進入台灣家庭後最常見的問題。如鄭瑞隆的圖所示：

圖十二 在家遭受丈夫傷害經驗比例圖（摘錄自鄭瑞隆:100）

在上圖鄭瑞隆的研究中，針對台中市、嘉義市、嘉義縣、
雲林縣四個縣市外籍配偶進行調查，分別有高達24%到44%的家
暴受害經驗。 20 我們看到都會區的台中在比例上較低一些24%，
都市化程度較低的雲林縣，反而有高達44%的外籍配偶有受丈夫
家暴的經驗。而在本研究的抽樣調查中發現，家暴與婆媳問 題
者未達10%，這是有趣的現象，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智德協會」
主要信徒分布在台中以及高雄兩處都會區有相當的關係。然而

18

陳淑芬，〈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兼論服務提供者對大陸新娘
的 假 設 及 其 對 服 務 提 供 的 影 響 〉，《 社 會 發 展 季 刊 》 第 101 期 ， 民 國 92 年
（2003）
，頁182-99。

19

潘淑滿，〈婚姻移民女性、公民權與婚姻暴力〉，《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
刊》第8卷第1期，民國93年（2004），頁85-131。

20

鄭瑞隆 2011，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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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鄭瑞隆的研究，仍然是有相當大比例上的差異。或許這反
映出「智德協會」這個團體成員特質，尤其是「智德協會」作
為強調家庭倫理佛教團體 21 ，佛教裡「業」與「輪迴」的概念，
讓他們在對家庭問題時有相對較高的容忍度，而減少了家庭衝
突，當然這項假設是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與探討的課題。

(三) 子女教育問題家人健康問題
在這次的抽樣調查越南籍配偶中（73人），有2%人離婚（2
人），分居的情況有6人，而且其中與公婆同住的只有7人，不到
10%，是台灣典型的核心家庭為主的的型態。夫妻雙方都有工
作，與小孩同住。這些成員本身，家庭收入普遍不高，且父母
雙方教育程度普遍落在國、高中階段的情況下，如果再加上外
配母親對中文文字語言的障礙，勢必無法直接協助孩子課業學
習，小孩的教育果然會成為這群新移民者擔心的問題。抽樣結
果發現有22人，近1/3的人擔心子女教育問題，是各項問題中排
名第五。
有 關 擔 心 家 人 健 康 問 題 部 分 ， 高 達 38人 ， 佔 第 三 高 的 位
置。先前有關高風險家庭的比例達1/4，所以家人健康的負擔絕
對是一大隱憂與問題。雖然台灣目前的健保與相關福利制度相
當完整，但是中低收入的情況下，營養與衛生或許也成為低收
入家庭的重要課題。

21

根據淨如法師表示，越南佛教將傳統的農曆七月當作是孝親月，在盂蘭盆節
時要超度已亡故的父母，若是父母仍健在，在佛前，以佛為見證，叩謝父母
養育之恩。另外，父母亡故者，在胸前佩戴白色玫瑰，父母健在則佩戴紅色
玫瑰，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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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生活問題
先前有關收入的調查資料顯示，受訪者普遍月收入在三萬
元台幣以下。而儘管有工作壓力、金錢不足的生活問題，但是
作為台灣社會裡低收入的這一群人，並沒有把金錢問題放在最
前面，其中金錢不足、生活困難問題與前項擔心家人健康問題
共同排在第五；工作壓力受到不平等待遇排在第六；負擔家
計、背負債務則排在第八，這個現象讓人感到好奇，這或許可
以從移民經濟學的推拉理論 22 來加以說明，由於在越南民眾的經
濟能力普遍較台灣為低，民眾會期望往所得較高的台灣移民或
工作。所以，即使在台灣的薪資水準雖低，仍較越南薪資所得
高。因此，在金錢的議題上並未成為這些越南新移民所關心的
最重要議題。

(五) 生活問題的順序與擬態
根據上述資料，將其排名順序羅列於下：
1. 思念家鄉或家鄉父母。
22

移民理論中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常作為兩地間移民的分析理論。
參 見 盧 倩 儀 ，〈 政 治 學 與 移 民 理 論 〉，《 台 灣 政 治 學 刊 》 第 10 卷 第 2 期 ，
2006/12，頁212。歐洲現代新移民也有此類現象，由於現今歐洲新移民大多
因為本國的戰爭飢荒或貧窮等問題，費盡千辛萬苦來到歐洲，而儘管身處於
歐洲社會的中低階層，但是與先前國家的戰爭飢荒等種種問題相比，歐洲社
會對他們來說已經太好，而且也提供新的機會。所以就算有受歧視的感覺，
但他們普遍對現實生活感到相對滿意；反而是第二代移民，沒有先前國家的
戰爭飢荒等種種問題相比，反而直接感受自身的社會弱勢，身處在社會低
階，無法翻身，因而易受伊斯蘭國的訕惑而加入宗教暴力恐怖活動。若以此
觀點來看待這些第一代越南新移民者，由於台灣社會的富庶與繁榮比越南較
低的社會福利與資源相對較好、較優，所以對於金錢並非其首要關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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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歧視
3. 家人健康問題
4. 語言文化溝通障礙
5. 子女教育問題，金錢不足生活困難
6. 工作壓力與受到不平等待遇
7. 朋友不足，缺乏人際生活
8. 負擔家計背負債務
9. 配偶家暴與夫家的婆媳等家庭關係問題
對於上述順序，反映其特殊性存在，從中我們看到在「智
德協會」這個團體裡，成員們最擔心的問題在哪？首先是異鄉
人對家鄉以及對父母的思念，這是每一個新移民者最直接的感
受。其次是來到新的環境時，不管是在家庭裡面或是對外面，
由於自己本身面對文化上的差異與不熟悉，最容易感受到的，
就是社會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思念故鄉與文化差異這兩大項目
也成這個團體成員感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在社會媒體常常看到的外籍家暴婆媳
等問題，反而是排名在最後。另外，這一群人作為台灣社會低
收入的弱勢族群，金錢或負債問題，竟然不是排列在前面，或
許我們必須從「智德協會」提供的佛教教義來理解，或從比較
台越兩國間經濟差異的推拉移民理論進行思維，而這也是值得
後續持續調查的課題。
最後，我們在看待這些問題時，當然不可以認為這些問題
是獨立存在，這些問題其實是環環相扣，互為因果的關係，否
則就無法整體全面觀察造成這一個團體的特殊成因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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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娑婆台灣裡的越南菩薩
(一) 來台因緣
「智德協會」與淨如法師出現在台灣，有其歷史、社會脈
絡。在台灣特殊經濟、社會需求與發展背景下，越南籍新移民
大量湧入台灣，形成新的社會族群。而在融入台灣社會的互動
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這些新移民的努力與面臨的挑戰，「智德協
會」與淨如法師在歷史的偶然與必然間出場。以下是專訪淨如
法師來台弘法的歷程。
淨如法師出生於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檳椥省。早年因
為母親出家，因此常到寺院，在寺院受到僧侶們疼愛，產生好
感。十二歲（AD.1997）時也追隨母親出家，爾後就讀越南佛教
會初級佛學 23 四年，接著考上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技大學，同時
進修讀三年中級佛學，畢業後進入胡志明市佛教大學中文佛法
學系，主修華嚴教理。淨如法師說：

最初來台灣是想研習漢傳佛學，計畫學業完成後，
回母校越南胡志明佛教大學教書，所以申請進入佛
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進修，另外因為新加坡信徒
護持，打算在越南開辦小學，這是之後選擇就讀暨
南大學教育行政博士班的原因。但是現在事情發展
跟原來的因緣已經不同，由於忙碌於「智德協會」，
也決定要扎根台灣傳教活動，就把這一部分漸漸放
棄了。
淨如法師來台的過程並不順利。她的師父本來不同意她來
23

淨如法師表示，因為當時年紀太小而讀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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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她說，「 當時我已獲得學校的獎學金，但是就是沒法得到

師父支持，中文佛法學系的系主任同聞法師也不同意，甚至說
我來台灣是不是要還俗嫁人，賣給別人嗎？ 」其實當時越南人
普遍有這種不好的想法。後來是一位慧蓮老師支持，不斷跟同
聞法師溝通後才成行。但淨如法師的師父也告訴她，如果 要到
台灣，就要自己承擔生活所需，幸運的是有一位皈依淨空老和
尚的新加坡居士支持，他請加拿大的朋友安排淨如法師到台北
的佛陀教育基金會住宿，後來由基金會簡豐文理事長推薦，請
中華大悲護法協會的聖佶法師 24 照顧，才順利開啟台灣學習之
旅。爾後聖佶法師也成了她後來在台灣弘法的重要支柱。

(二) 弘法因緣
最初在佛光大學就讀時，淨如法師曾經參與越南法師學長
們在台北新店成立的越南佛教道場 25 事務，但當時還沒有機會跟
信徒有大量的接觸。佛光大學畢業後，淨如法師隨即考入暨南
大學教育行政博士班，入學前為了學開車而寄住在雲林一位越
南配偶信徒家裡。淨如法師微笑表示：「 這位信徒的朋友們看到
24

聖佶法師對於淨如法師非常護持，不僅協助在佛光大學的學費與生活費，在
「智德協會」成立後並允為協會顧問，給予多方協助，期許協會順利發展。
（聖佶法師曾說：「淨如法師雖然是越南籍，但是「智德協會」的成立擴大
了台灣佛教多元的發展，對於在台灣越南新移民及越裔人口傳教，展現了台
灣佛教發展的包容性，值得鼓勵」。他認為，「智德協會」除了辦理佛教傳教
之外，還配合推動越南文化活動，滿足越南裔人民對於文化與生活上的需
求，讓台灣佛教的弘傳有其活潑與方便的一面。他期望「智德協會」應成為
以佛教為主，文化為輔的交流平台，擴大其他台灣信徒的參與。）

25

儘管台灣已有大量的越南勞工和新移民，但是少有屬於越南人自己的宗教活
動與場所；所以就讀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的越南僧侶們應信徒的邀請，在新北
市新店區成立了專屬越南人的佛堂，發心承擔假日佛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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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來的法師覺得很高興，一直來拉著我用越南語聊天，什麼
都聊，像是跟老公的問題，家庭問題，工作問題，該聊的聊，
不該聊的也聊。」由於都是以越語相互溝通，對這些越南同胞
們有說不出的親切感。在一段時間之後，淨如法師興起了弘法
的念頭，於是跟他們說：「 既然今天你們來了，我帶你們誦經好

不好？」信徒們歡喜應允。
第一次誦經共修只有五個人。後來他們再來，淨如法師就
帶領他們拜佛。但是，發現他們比較喜歡誦經，所以，往後的
活動都是帶領他們誦經 26 。人數由十幾個，二十幾個漸漸不斷增
加，到後來要舉辦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時，竟然有兩百多
名越南新移民熱情參與。淨如法師說：「 因為有了這些因緣之

後，信徒便一直來找我，開始弘法的工作」。轉來台中後，最初
是住在漢口街的一間兩房的小房子裡，「 一間是我的寮房，另一

間則是佛堂。因為人數太多不敷使用而搬到公園路，最後才搬
到現在的地址27 。現在一般的每週念佛共修可以容納50-60人，
如果邀請越南長老或是講師過來弘法，超過100多人的大型活
動，就會借用台中市東區的妙吉祥禪寺28 」。法師的傳教工作，
在短短半年後瞬間擴大。
「智德協會」成立的因緣是因為在雲林的越南信徒日漸增
多，後來更進而舉辦兩百多位越南新移民參加的觀世音菩薩出
26

根據淨如法師表示，所誦的經文主要是越南經文的大悲咒和《彌陀經》為
主，經本也多數來自越南。

27

位於台中市東區進德北路22巷1號，目前是「台灣越南佛教文化交流協會」
的登記地址。

28

妙吉祥禪寺位於台中市東區天乙街172號。因為淨如法師帶領信徒在河邊放
生活動而認識妙吉祥禪寺的莊師姊，進而認識住持本因法師，並慨允日後有
大型越南人參與法會活動時，願出借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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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紀念日活動，但當時卻莫名受到許多來自各方的阻礙與衝
突，雖然後來以變通的方法完成活動；然而，這些阻礙與衝
突，在淨如法師心裡造成莫大震撼。隨後因緣成熟，有位台北
的信徒是越南同鄉會的秘書，建議向內政部申請協會，最後終
於在師徒相互協助之下，成立了這個社團，做為合法凝聚信徒
的中心，然而「智德協會」的發展與運作依然困難重重 29 。
淨如法師常跟信徒說，要把「智德協會」當成是自己的家，
他們隨時都可自己搬來，要住就住，要進廚房就進廚房，隨意
任他們使用。她說：「 其實我是故意讓他們很自由在這邊，像是

一個家庭的感覺」。根據淨如法師表示，目前直接皈依淨如法師
的人數，有兩百多人。平常每周日在「智德協會」裡面的活動
大約有五、六十人會來參與，如果是在妙吉祥禪寺的每月共修
法會大約一百多人參與。另外，比較大型的年度法會活動，大
概都會有五、六百人左右參與。例如跟嘉義縣政府合辦的「台
越文化藝術交流遠離故鄉的心」活動 30 ，有超過千人以上參加。
淨如法師表示，預計今年底在台中、高雄即將舉辦的法會活動，
會超過一千五百人到兩千人參與。「智德協會」在台灣社會，尤
其是在越南新移民之中，已經形成一股不小的宗教勢力。

29

有關「智德協會」的經濟來源與運作經費，經與協會理事長淨如法師請教，
該會經費主要是由信徒捐輸，平安燈等儀式以及法會活動之善款所得。由於
信徒多為中低收入者，善款得來不易，所以必須善用每一分錢。另外該協會
也曾嘗試與政府機關合作舉辦活動取得經費。而有關於建立「台越寺」道場之
經費來源，基本上也是透過一般信徒會員捐輸，目前只是開始，差額仍大。

30

此活動與嘉義縣政府合辦，由文化部補助。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
=ccEvent2016/ccEvent_cp.asp&cuItem=2246693&ctNode=676&mp=1 ， 查 詢 日
期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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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入世佛教
對於「智德協會」信徒們的苦難，淨如法師說：「 大多時候

是聊天，但我都是靜靜聽她們說，有時候她們會抱著我哭，各
種家庭問題：像是家暴、婆媳問題、工作問題，現在最多的是
新二代小朋友對母親的不認同問題。不承認媽媽是越南人。 」
另外，她還特別舉出一個案例，她說：

去高雄弘法時候有一個例子。有個越南籍配偶，她
很健康，嫁來台灣前不知道台灣家庭狀況，來了才
知道老公是智障，媽媽、哥哥也是。她不只要照顧
這些人，還要上班，她快要變神經病，覺得不想活
了！所以只要賺到錢，就去買酒喝，然後到處亂
玩，但是，接觸了佛法之後改變了很多，現在賺到
了錢，還會幫忙別人。
淨如法師在提及這些時，略帶感傷。對於越南籍勞工的問
題，她說：

同鄉會唱歌，常會喝酒打架，甚至殺死人。……來
這裡有很好的同鄉感覺，這邊靠佛陀的教導，雖然
人相互之間會有衝突，但是來到這邊他們不敢打
架，這邊也不能喝酒、抽烟，所以感覺來這邊比較
好。這裡認識的朋友都是比較好的朋友。……本來
也有擴大關心越南勞工，但是他們的問題太複雜，
往往還牽涉到法律問題，都幫不上忙，所以在這一
方面就漸漸比較少了。
對於弘法無法面面俱到，她感到萬般無奈。淨如法師表
示，有關越南籍勞工信徒的傳教方面，因為無法深入工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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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窒礙。尤其是對於工殤者直接關懷方面的問題，也因為不熟
悉台灣法律而無法進一步進行，只有在每年所舉辦的超渡法會
儀式上給予協助。

(四) 方便法門，開權顯實
淨如法師對於辦理佛教儀式與活動另有她的特殊看法。現
在「智德協會」每週在自己的佛堂舉辦小型共修念佛法會，不
定期邀請越南的長老或法師來台灣弘法。每年「智德協會」也
都會舉辦四個大型的活動，包括：新年祈福法會、佛誕節、盂
蘭盆節、年底會有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而觀世音菩薩出家
紀念日有時改成超渡法會，有時兩年辦一次，依經費多少來決
定。淨如法師認為，弘法不能曲高和寡，因此專門從越南邀請
比較有名的講師來台灣弘法。她說：「 信徒也都比較喜歡有名的

弘法師，他們講佛法並不是最好，但是口才太强了，很會舉例
說明，知名度又高，受到信徒喜歡」，所以大概每兩個月會邀請
他們來，他們大部分是越南佛教協會的旅行團，跟他們配合，
但是在經費方面，往往需要信徒們挹注捐輸。她說：

法師都是從越南來的，費用比較高。現在在台灣的
年輕法師做蒙山施食也不會，雖然有一些法師會到
我這裡，但他們都是來來去去不是固定的，他們太
年輕了也不太會講經說法，以前也有請過學長來這
邊講，但是效果似乎不好。效果很重要，如果講得
不好，下次信徒可能就不會再來了。信徒他們來的
時間是很珍貴的，有些人是從屏東來的，他們來了
花了3個鐘頭搭車過來，結果聽不到好的佛法，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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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可惜，下次可能就不想來了。我寧願花錢請越
南的法師，因為越南的法師他們是專門弘法的。他
們比較了解知道信徒的心態是什麼？若是一直在講
八正道，一些很深的道理，但人家也聽不懂，一直
講也沒有用。要講得很生活化才有用。信徒才願意
聽，基本上是年輕的法師經驗不夠。你問信徒什麼
是佛法他們可能不懂，但是你問他們師父講些什麼
他們都很清楚，師父會教他們要怎麼做人，怎麼孝
順父母，怎麼對待小孩，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問
他們師父教你們什麼是因緣果報的原理，他們還是
搞不清楚。就是對佛教的一些名詞，他們不容易理
解。但是你跟他們講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範例或道
理，他們就很容易了解。也就是要講解佛教應用在
生活中的東西。
這種以信徒為導向，反映信徒需求，擴大弘法效果的信念，
其實在台灣越南僧侶的傳教形式上並不多見。另外，淨如法師表
示，雖然社團已經成立，但是為了配合信徒，活動還是有一些限
制，例如：

某次我到高雄大樹地區，因為那裡比較遠，要她們
出來市區參加活動真的很難，大概有20幾位。她們
的老公、家裡也不允許她們出來。有些人為了來參
加「智德協會」
，會說謊他們去別的地方，而且下午
三點半就要趕回去煮飯。所以我們的活動大約到3點
半，最晚到4點就結束。這些人家庭的壓力還是很
大，如果5點鐘回家，老公會罵人，婆婆也會一直唸
一直唸的。早上也不能太早出門，所以我們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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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困難也很多。
為了配合這些台灣娑婆世界裡的越南新移民生活上的種種
限制，淨如法師的各項活動不得不做大量的調整。
此外，弘法內容之中，有一項最特別之處，她認為有關活
動的內容，並不能只純然是宗教儀式的活動，還必須要搭配其
他越南文化類的活動，讓大家有參與感。她說：「 我們的活動並

不是單純宗教活動，還包括美食、歌唱、表演等活動，如果只
是單純辦誦經拜佛，人數就漸漸減少了。」又說：
在台灣，越南道場很少，而且這些道場通常不歡迎
法會活動裡面有其他音樂表演。我第一次新年法會
活動之後，緊跟著有辦一個唱歌比賽，但是辦完
後，有好多人罵我。有一些比較有年齡的都一直罵
我，認為我都帶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後來我也都不
管他們了，但是這些人罵我之後，他們的朋友要辦
類似的活動也跟著我一樣辦。我就跟信徒講說，你
看他們雖然罵我們，但是後來竟然學我們。
淨如法師認為，透過這些饒富越南意象的生活藝文活動，強
烈的文化認同，讓信徒們找到熟悉的歸屬感，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淨如法師也表示，他們表演的節目大部分都是由她來教導信徒
怎麼去做、怎麼去表演，當他們的顧問。「 不只叫他們表演，還

要叫他們要相信佛法，不是隨便演的。雖然生活上很辛苦，但
是在精神上一定要有收穫的，要他們演出時要有積極的觀想，
不是悲觀的。」儘管活動裡穿插了這些文化、娛樂，但是，仍以
佛法教育為核心，這是淨如法師認為最要堅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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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徒的宗教生活歷程與特徵
透過前面的資料與分析，我們大致上了解到「智德協會」
成立的原由與發展脈絡，法師來台弘法的經歷過程，以及其信
徒面臨的生活挑戰及其社會背景與特徵。接下來我們將分析問
卷的資料，進一步了解「智德協會」新移民們的宗教信仰生活
歷程與其特徵。包括信仰前後、信仰的主因、宗教功能以及和
「智德協會」的淨如法師與活動關係等十一項。

(一) 會員來台前與來台後信仰的狀態
有關「智德協會」會員來台灣前的宗教信仰分布概況：

圖十三 來台前宗教信仰抽樣統計結果

上圖顯示越南目前幾個主要的宗教信仰。由於越南是共產
主義國家，對宗教有相當嚴格的控制，國家的掌權者─共產黨
是無神論主義者，但是只要順應共產政府，對於革命前傳統的
宗教信仰依然給予相當尊重與保留。上圖中顯示「智德協會」
信徒在越南時的信仰狀況。信仰北傳佛教最多超過50%。其次，
是沒有宗教信仰個人佔有20%。有關天主教與基督教信仰各占
15%左右。其他諸如南傳教與地方的高台教、和好教比例在5%

越南新移民與佛教信仰

- 169 -

以下。我們也發現天主教基督教信仰者多為學生，無宗教信仰
者多為越南籍勞工。
接下來是有關「智德協會」會員來台後，未參加「智德協會」
前的宗教信仰，如下圖：

圖十四 來台後宗教信仰抽樣統計結果

比較來台後的宗教信仰狀況，北傳佛教依然是最高，但是少
了將近9個百分點。根據筆者訪談、詢問多位外籍配偶，他們表
示台灣家庭中通常是拜觀音佛祖，雖然儀式上與越南當地有所不
同，但是基本上沒有甚麼信仰上的衝突。無宗教信仰部分則從
25%降到15.6%，少了10%。反而天主教與基督教信仰微幅增加
4%與2.7%，基本上也都是學生為主。而台灣傳統最常見的宗教
信仰如媽祖、關公等只有占2.1%，可見這些信徒對於陌生的台灣
民俗宗教還是有相當的距離。最特別的是，一貫道信仰，竟然高
達13.5%。而我們也發現來台後，信仰一貫道者幾乎都是越南籍
勞工為主。筆者在問卷訪談時發現，這些越南籍工廠勞工，大多
是受到工廠雇主的要求或影響而加入一貫道信仰，但是，詢問他
們對於一貫道的宗教內涵，他們的回答都只是做好人、做好事。
或許語言的障礙讓他們的回答相對簡易，但筆者猜測，工作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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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人際的關係才是他們加入一貫道的主要原因。

(二) 入「智德協會」之前的宗教信仰主因
接著探查「智德協會」信徒來台後，未加入「智德協會」
之前，影響其參加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如下所列：

圖十五 來台後宗教信仰原因抽樣統計結果

資料顯示，來自於工作相關原因高達59.7%，其次才是朋友
與社區的影響。台灣家庭影響只占了9.7%。筆者認為這點與這
些移民者來台結婚後，大量投入工廠型態的勞動市場應該有相
當大的關連性存在。而這些工廠通常大量進用同一國家外籍勞
工。因此，外籍勞工也大多數因為工作而形成其在台灣主要的
人際網絡，自然會因為工作場所的人際網絡，形成對宗教信仰
活動的影響，因此台灣家庭的影響反而偏低，資料也顯示認同
宗教信仰理念的比例亦不高，可見教理對這一群人的信仰並非
最重要，人際網絡需求反而是他們參加宗教活動的主要理由，
對於原本無信仰者來參加「智德協會」的情況，或許也可以從
這一原因來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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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面結果顯示，北傳佛教與無宗教信仰者的減少，以
及一貫道信仰的出現，三項形成「智德協會」信徒來台前、後
信仰變化的主要特徵，而且台灣家庭對於越南新移民者信仰原
因的影響並不高，工作的影響最多，其次是人際與社區的影
響，對於宗教義理的認同與家人的影響反而不高。

(三) 會員與台灣家庭信仰上的差異
有關信徒與台灣家庭信仰差異部分，比例如下圖：

圖十六 與台灣家庭信仰差異抽樣統計結果

資料顯示，台灣家庭與「智德協會」會員信仰相同的比例
高達68%，不同的則只占23.5%。我們先前的問題中，不管是在
越南或來台後有高達4成以上的人是屬於北傳佛教信徒。而在專
訪過程中，這些越南籍配偶也幾乎都表示，台灣家庭裡的客
廳，都是拜觀音佛祖。而且前述顯示台灣家庭對於越南新移民
者信仰原因的影響並不高。就如淨如法師所指出的，參加「智
德協會」的信徒，三點半就要趕回家準備晚餐。信仰的衝突不
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在家庭倫理對於媳婦的要求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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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員宗教信仰功能的認知
有關「智德協會」會員對於宗教信仰的功能看法，歸類如下：

圖十七 宗教信仰功能的認知抽樣統計結果

圖十七中顯示，前三名分別是工作上的信心（50.5%）、保
佑死去的家人（49.5%）、有朋友陪伴（44.3%），另外，保佑家
人與自己的健康也超過4成。根據前述結果，我們發現工作是跟
信徒的信仰有著重要的關聯。筆者推想低薪工廠勞動，或許對
這一群人來說，形成了極大的壓力，但前節有關生活挑戰中金
錢問題卻是排在後面。也就是說金錢之外的工作壓力，是這群
人尋求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
越南佛教信仰和中國一樣，受到儒家祖先信仰的影響，強
調生死輪迴信仰的同時也強調孝道，問卷結果也反映出這一現
象（49.5%）。其次才是宗教集合人群共同生活的需求，也就是
有朋友陪伴（44.3%）。

(五) 會員與「智德協會」的第一次接觸

越南新移民與佛教信仰

- 173 -

有關「智德協會」會員首次得知「智德協會」方式，有如下
四種：

圖十八 如何認識「智德協會」抽樣統計結果

資料顯示，超過 6成的人是透過朋友的人際關係網絡得知
「智德協會」。網際網路發達的台灣社會，透過網路得知「智德
協會」只占24.5%。這說明了在這個團體裡，人際關係的重要
性，他們並不是在網際網路中，相互疏離的個體，語言文化認同
才是將他們串成緊密的朋友關係團體。

(六) 會員的信仰忠誠度
台灣社會裡宗教信仰通常不會相互排斥，不會因為信仰了某
個宗教之後，而完全拒絕其他宗教的情形。下頁所列的圖十九是
有關會員在參加「智德協會」後，對於其他宗教活動的參與概況。
透過圖十九資料顯示，我們發現有高達44.9%的人在參加了
「智德協會」後，竟然表示不會再參加其他宗教活動。也就是
說，他們對「智德協會」的忠誠度、認同度相當之高。明顯的
「智德協會」在這些人心中，佔有相當大的地位，筆者認為語言
與文化認同應該是主要原因，後面有關信徒期待「智德協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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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選項也可看出端倪。

圖十九 對「智德協會」忠誠度抽樣統計結果

(七) 淨如法師與會員之間的關係
有關淨如法師與信徒之間的親疏關係如下：

圖二十 淨如法師與信徒關係抽樣統計結果

就如同淨如法師說的，他要信徒把「智德協會」當作是他
們的家。有高達8成以上的人認為淨如法師是沒有距離的朋友，
以及互相關心的家人。有趣的是，只有38.1%的人，認為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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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宗教師。但是也有72%的人，將她視為是為他人付出的菩薩，
可見在這個團體裡，師徒之間的關係，緊密如至友、家人一
般。在宗教地位上將淨如法師視為菩薩，而不是只是誦經說法
的宗教師。

(八)「智德協會」會員對於協會工作參與
會員對於「智德協會」工作參與概況，如圖二十一顯示。

圖二十一 義工工作抽樣統計結果

資料顯示，廚房工作參與竟然高達69%。或許我們從這些人
的中低學經歷背景可以了解，需要較多知識技能的公關、行政、
表演等等的工作並非他們擅長的。而廚房的工作烹煮家鄉美食，
可以讓他們直接感受熟悉的家鄉味道，所以大受歡迎，成為參與
最多的項目。

(九)「智德協會」會員對於協會活動的參與
會員對於「智德協會」活動的參與之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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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智德協會」活動參與抽樣統計結果

新年法會最高75%。其次是佛誕與盂蘭盆法會都是65%。每
月的誦經共修法會也有近半數的高參與度（47%）。反觀「智德協
會」有關慈善的活動，信徒參與度則相對較低。遊民老人服務
37%，越南貧童獎學金33.3%。而旅遊朝山的參與度最低，只有
5.2%。

(十) 會員的建寺捐款意願

圖二十三 「智德協會」活動參與抽樣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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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淨如法師決定在台灣扎根弘法，所以今年開始決定募
款籌建一個協會專屬的寺廟，名稱「台越寺」。「智德協會」會
員的參與狀況如圖二十三。
根據調查結果，高達九成五的信徒表示支持，其中有6成民
眾捐款支持，但也有35.4%的信徒，並未實際捐款支持。

(十一) 對於宗教活動之外的其他社會功能需求
針對台越寺，除了做為宗教活動場所之外，信徒對它的其
他社會功能部份統計結果如下：

圖二十四 「智德協會」未來活動規劃抽樣統計結果

最高的是越南美食介紹59.6%，食物不只填飽肚子，還是文
化認同的重要象徵，共食更有凝聚人群交換情感的重要功能。
無怪乎越南美食介紹成為台越寺功能的重要首選。接下來成立
越語學校、養老服務、台越文化交流活動、信徒遊憩功能也分
別達到4成以上。越語學校、台越文化交流活動都屬於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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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功能，信徒遊憩與養老服務則直接回應現實需求。家暴
庇護、幼稚園以及職業訓練只有兩成左右。醫院的需求則是敬
陪末座。

六、結論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焦點人物「智德協會」理事長訪談
的分析結果，發現「智德協會」成員主要以越南籍女性配偶為
主，以及少數越籍勞工和學生所組成。這些新移民及其家庭，
無論是在社會、地位、經濟狀況上或是個人的教育程度方面，
都屬於台灣社會裡的弱勢群體。在家庭方面，有1/4左右是屬於
高風險家庭，其他也大都以中低下階層者為多。中低教育程度
與語言障礙讓大多數人成為低薪的工廠勞工，他們移民目的不
只解決台灣男女婚姻的問題，也成為台灣填補低薪的勞動人
口。然而面對嚴峻的生活挑戰的同時，低收入問題並未成為他
們心中最主要的挑戰。反而語言文化的適應與無所不在的歧視
讓他們在生活上備感艱辛，內心對家鄉與父母的渴望，文化的
尊重與認同需求尤其殷切。
淨如法師站在這個越南新移民的歷史浪頭上，在必然、偶然
交錯的歷史脈絡裡，用她無畏的精神，開創「智德協會」，照顧
這群越南新移民，她透過佛教教理回應他們的苦難，給予文化認
同與精神撫慰，創造了台灣一股新的宗教勢力。她不拘泥在佛教
的刻板規定，以權變方式集合信徒，開創許多越南法師在台傳教
上的先例。她不計成本邀請越南法師來台弘法，宗教儀式混合文
化活動，讓佛教信仰與信徒生活緊密結合。
從信徒調查中發現，儘管語言上的不同，但是在佛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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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灣與越南有相當大的重疊，都屬北傳佛教，越南新移民信
徒們來台前後的信仰上最大的差別，是一貫道信仰對於越南籍勞
工的影響，主要是來自於台籍企業老闆。信徒對於團體的領袖淨
如法師的關係如親密的家人、朋友、老師，而不是有距離的宗教
師，也變成他們宗教信仰、文化認同的核心。對於「智德協會」
活動的參與，以年度四大活動最高，而對於「智德協會」的未來
規劃，主要還是以文化認同的活動為主，像是越南美食、台越文
化交流。
研究過程中，由於筆者不黯越語，幸賴淨如理事長協助翻
譯說明得以完成，但仍無法避免在語言的翻譯上有誤差或誤解
存在。期許下次研究能有更熟悉越語者直接加入，讓溝通能更
加準確，確保研究的精準。

（收稿日期：民國106年9月1日；結審日期：民國10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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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智德佛教協會」問卷調查
Bảng câu hỏi tham vấn Hội Phật Giáo Trí Đức

這是一個不記名的問卷調查，不會留存你的任何個人姓名、電話號
碼地址等隱私資料。請詳細回答下列問題，作為「智德協會」未來發展
的重要依據。感謝你提共的寶貴資訊。Đây là bảng câu hỏi tham vấn không
ghi tên, sẽ không lưu lại những thông tin cá nhân như họ tên, số điện thoại và
địa chỉ. Vui lòng trả lời chi tiết về những thông tin sau để sau này có thể, làm
tư liệu quan trọng giúp Hội Trí Đức phát triển. Xin chân thành cám ơn bạn
cung cấp những thông tin quý báo.
*必填

*Thông tin b t buộc

1. 你的性別 * Giới tính

□女 Nữ

2. 你現在幾歲 * Bạn hiện bao nhiêu tuổi

□男 Nam

選擇 Lựa chọn……..

3. 你原本的越南居住地 * Địa chỉ tại Việt Nam

選擇 Lựa chọn………..

4. 妳的教育程度 * Trình độ học vấn
□不識字 Không biết chữ

□專科學校 Cao đẳng/Trung cấp

□小學 Tiểu học

□大學 Đại học

□國中 Trung học cơ sở

□研究所及以上 Sau đại học

□高中職 Trung học Phổ Thông

5. 你來臺灣目的 * Mục đích bạn đến Đài Loan
□結婚

Kết hôn

□依親 Thăm thân

□工作

Công việc

□其他 Khác

□讀書 Học t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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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你現在婚姻狀態 * Tình trạng hôn nhân hiện tại của ban
□未婚 Chưa kết hôn

□離婚 Ly dị

□已婚 Đã kết hôn

□配偶死亡 Vợ/ chồng tử vong

□分居 Ly thân

7. 若是結婚目的來台，請問你與配偶認識的方式為何？（工作、讀書、
依親者免填）* Nếu mục đích đến Đài Loan của bạn là kết hôn, vui lòng
cho hỏi bạn làm quen vợ/chồng bạn như thế nào? ( Những người đến làm
việc, lưu học, thăm thân không cần điền.)
□經由婚姻仲介 Do môi giơi hôn nhân giới thiệu
□親友介紹 Người thân giới thiệu
□自行認識 Tự mình làm quen
□其他：Khác

8. 你來台灣已經幾年？ * Bạn đến Đài Loan bao lâu?
□0-3年 0-3 năm

□10-12年 10-12 năm

□4-6年 4-6 năm

□12-15年 12-15 năm

□7-9年 7-9 năm

□15年以上 15 năm trở lên

9. 你目前和哪些人同住？（可複選）* Bạn đang sống với ai ( có thể nhiều
lựa chọn)
□獨居 Sống một mình
□配偶 Vợ/chồng
□子女 Con cái
□配偶的父母 Bố mẹ của vợ/chồng
□朋友 Bạn bè

10. 你目前工作概況 * Tình trạng công việc của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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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臨時工作 Việc làm tạm thời

□有固定工作 Có việc làm cố định □沒有工作(家庭主婦) Bà/ông quản gia

11. 你若從事固定性工作，你的工作屬於哪一類工作？ * Nếu bạn có việc
làm cố định, công việc bạn thuộc loại nào?
□農林漁牧業 Nông lâm ngư nghiệp
□工業 Công nghiệp
□商業、服務業 Thương nghiệp, ngành phục vụ
□教育、公家機關或社團 Giáo dục, cơ quan nhà nước, đoàn thể xã hội
□其他：Khác

12. 你目前的收入狀況Thu nhập của bạn:
□20000元以下

□50001-6000

□20001-30000

□60001-70000

□30001-40000

□70001以上Trên 70001

□40001-5000

13. 你覺得來台灣生活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可以複選） * Bạn gặp
vấn đề gì khó nhất khi sinh sống tại Đài Loan?( có thể nhiều lựa chọn)
□語言、文化溝通障礙、很難融入台灣社會 Ngôn ngữ, rào cản về văn

hoá, khó hoà nhập xã hội Đài Loan
□會歧視 phân biệt đối xử văn hoá
□配偶家暴 Bảo lực gia đình
□夫家或婆媳等家庭關係問題 mâu thuẫn với chồng hoặc mẹ chồng nàng

dâu
□子女教育問題 Giáo dục của con cái
□家人健康問題 Sức khoẻ của người nhà
□金錢不足、生活困難 Vấn đề tiền bạc, cuộc sống khó kh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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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不足、缺乏人際生活 Thiếu bạn bè, thiếu giao tế xã hội
□思念家鄉或家鄉父母 Nỗi nhớ nhà hay nỗi nhớ cha mẹ
□負擔家計、背負債務 Gánh vác gia đình, nợ nần
□工作壓力、受到不平待遇 Áp lực công việc, bị đối xử không bình đẳng
□基本上沒有問題 Không có vấn đề gì
□其他： Khác

14. 你的配偶現在幾歲 * Độ tuổi của vợ/chồng bạn?

選擇Lựa chọn

15. 你的配偶教育程度 * Trình độ học vấn của vợ/chồng bạn
□不識字 không biết chữ

□專科學校 Cao đẳng/Trung cấp

□小學 Tiểu học

□大學 Đại học

□國中 Trung học

□研究所及以上 Sau đại học

□高中職 Trung Học Phổ Thông

16. 你配偶的身分（可複選） * Thân phận của vợ/chồng bạn
□原住民 Người dân tộc
□榮民 cựu chiến binh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Người khuyết tật
□低收入戶 Hộ nghèo
□無前述身分 liệt kê trên đều không phải

17. 你配偶的健康狀況 * Tình trạng sức khoẻ của vợ/chồng
□健康狀況良好 Sức khỏe khỏe mạnh
□患病或傷殘，但不致影響家居生活 Bị bệnh hoặc bị thương nhưng

không ảnh hưởng sinh hoạt hằng ngày
□生活起居活動困難，需人照顧 Không có khả năng sinh sống bình

thường, cần người ta chăm sóc
□長年臥病在床 Bị bệnh nằm liệt giư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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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你配偶的目前工作概況 * Trạng thái công việc của vợ/chồng bạn
□有固定工作 Có việc làm cố định
□從事臨時工作 Việc làm không cố định
□沒有工作 không có việc làm

19. 你配偶的若從事固定性工作，他的工作屬於哪一類工作？nếu bạn có
việc làm cố định, công việc vợ/ chồng của bạn thuộc loại nào?
□農林漁牧業 Nông lâm ngư nghiệp
□工業 Công nghiệp
□商業、服務業 Thương nghiệp ,ngành phục vụ
□教育、公家機關或社團 Giao duc, cơ quan nhà nước hoặc đoàn thể xã

hội
□其他：khác

20. 你來台灣以前的宗教信仰？（可複選）Tôn giáo cũ trước bạn đến đài
loan?(có thể nhiều lựa chọn)
□天主教 ThiênChúa giáo
□基督新教 Cơ Đốc giáo
□漢傳佛教 Phật giáo Trung Quốc
□南傳小乘佛教 Phật giáo tiểu thừa
□高臺教 Cao Đài giáo
□合好教 Đạo Hòa Hảo
□沒有宗教信仰 Không có tôn giáo

其他：khác
21. 信仰上述宗教的原因？（可複選）Nguyên nhân tín ngưỡng về tôn giáo
trên(có thể nhiều lựa chọn)
□家庭父母 Theo bố mẹ gia đ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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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Bạn bè
□工作 Công việc
□社區地方影響 Được ảnh hưởng bởi khu vực sinh sống
□學校 Trường học
□自己認同該宗教理念 Đồng ý lý niệm về tôn giáo chung
□其他：khác

22. 來台灣以後，未參加「智德協會」前的宗教信仰？（可複選）Sau khi
đến Đài Loan, chưa tham gia Hội Trí Đức, Tôn giáo bạn là gì?(Có thể
nhiều lựa chọn)
□天主教 Thiên chúa giáo
□基督新教 Cơ Đốc Gíao
□漢傳佛教 Phật giáo Hán Truyền (Đại thừa)
□南傳小乘佛教 Phật giáo tiểu thừa
□藏傳佛教 Phật giáoTây Tạng
□道教(媽祖、關公等等其他信仰) Đạo giáo(Ma tổ,Quan công…)
□一貫道 Nhát quán Đạo
□沒有宗教信仰 Không có tôn giáo
□其他：khác

23. 來台灣後，參加「智德協會」前，參加其他宗教信仰原因？Sau khi đến
Đài Loan, trước khi tham gia Hội Trí Đức, nguyên nhân tham gia các tôn
giáo khác của bạn là gì,?
□台灣家庭信仰的原因 nguyên nhân theo tín ngưỡng gia đình Đài Loan
□朋友影響 ảnh hưởng từ bạn bè
□工作相關 liên quan công việc
□社區團體影響 Ảnh hương theo đoàn thể xã hội
□學校 Trường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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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該宗教理念 Đồng ý lý niệm về tôn giáo trên
□其他 khác

24. 目前台灣家人信仰與你的信仰一樣嗎？Trước m t tôn giáo của gia đình
Đài Loan có giống với bạn không?
□是 có

□否 không

25. 你覺得宗教信仰能為你帶來甚麼？（可複選）Bạn thấy tôn giáo tín
nghưỡng có thể mang đến gìcho bạn?(Có thể nhiều lựa chọn)
□神明保佑的安全感 Cảm giác an toàn do có thần tiên bảo vệ
□工作信心 Tự tin trong việc làm
□有朋友陪伴 Có bạn bè đi cùng
□家庭和諧 Gia đình hòa thuận
□建立商業連結、保佑賺錢 Thiết lập kết nối thương mại,bảo hửu có thể

kiếm tiền
□保佑死去的家人 Bảo vệ người nhà đã qua đời
□保佑家人與自己的健康 Bảo sức khỏe của người nhà và tự mình,
□其他：khác

26. 最先從哪裡得知「智德協會」？Bạn biết Hội Trí Đức từ đâu?
□朋友介紹 Bạn bè giới thiệu
□網路臉書 Facebook
□報紙報導 Báo chí giới thiệu
□家人告知 Người nhà nói cho biết
□其他：khác

27. 決定參加「智德協會」的原因？（可複選）Nguyên nhân quyết định
tham gia Hội Trí Đức?(có nhiều lựa 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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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 Người nhà,
□朋友 Bạn bè
□工作 Công việc
□單純認同智德的理念 Đồng ý lý niệm (tong chỉ) của Trí Đức .
□其他：Khác

28. 參加「智德協會」後還會參加其他宗教活動嗎？Sau khi tham gia Hội
Trí Đức bạn có tham gia những hoạt động của tôn giáo khác không?
□會 có

□不會 không

29. 妳是否皈依「智德協會」淨如法師嗎?Bạn đã quy y với Sư Phụ Tịnh
Như chưa?
□是 Có

□否 không

30. 你覺得淨如法師對你來說像是什麼呢？（可複選）Bạn thấy Sư Phụ
Tịnh Như như thế nào?(có thể nhiều lựa chọn)
□一個宗教師 Một lãnh đạo tôn giáo
□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好人 Người tốt bụng có thể giải quyết vấn đề trong

cuộc sống thực tế.
□沒有距離的朋友 không có khoảng cách với mọi người
□互相關心的家人 Quan tâm người khác
□心靈安慰上的導師 Người Thầy an ủi tâm linh
□調解家庭問題的人 Người hòa giải vấn đề gia đình
□提供工作的老闆 Ô ng chủ cung cấp cơ hội làm việc
□為他人付出的菩薩 Bồ Tát làm nhiều lợi ích cho người khác
□其他：khác

31. 你是協會的義工嗎？Bạn có phải là tình nguyện viên của Hội Trí Đ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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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ông?
□是 phải

□否 không

32. 如果你是義工，請問你曾經負責甚麼工作？（可複選)Nếu bạn là tình
nguyện viên của Hội Trí Đức ,Bạn từng phụ trách về công việc gì?
□廚房工作 Công việc trong nhà bếp
□公關、介紹、招攬會員加入 Công quan, giới thiệu, tuyển Hội viên gia

nhập
□行政工作 việc hành chính
□法會表演活動 Hoạt động biểu diễn trong pháp hội
□整理打掃 quét dọn s p xếp
□其他：khác

33. 你曾參加每月「智德協會」的誦經共修法會？Bạn có tham gia khóa tu
Một ngày an lạc hằng tháng của Hội Trí Đức chưa?
□是 có

□否 Chưa

34. 如果你曾參加每月「智德協會」的誦經共修法會，你滿意嗎？Nếu bạn
tham gia khóa tu “Một ngày an lạc” hằng tháng của Hội Trí Đức,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35. 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新年祈福法會嗎？Bạn đã tham gia lễ
Cầu An Đầu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chưa?
□是 có

□否 Chưa

36. 如果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新年祈福法會，你滿意嗎？Nếu đã
tham gia pháp hội lễ CẦU AN ĐẦU NĂM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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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37. 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佛誕節法會嗎？Bạn đã tham gia pháp
HộiLễ Phật Đản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chưa?
□是 Rồi

□否 Chưa

38. 如果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佛誕法會，你滿意嗎？Nếu đã tham
giam pháp Hội Lễ Phật Đản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39. 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盂蘭盆法會嗎？Bạn đã tham gia Pháp
Hội Lễ Vu Lan Của Hội Trí Đức chưa?
□是 có

□否 Chưa

40. 如果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盂蘭盆法會，你滿意嗎？Nếu đã
tham gia Pháp Hội Lễ Vu Lan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41. 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秋季超薦法會嗎？Bạn đã tham gia Pháp
Hội Lễ CẦU SIÊ U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Bạn có thích không?
□是 có

□否 Chưa

42. 如果你曾參加每年「智德協會」的秋季超薦法會，你滿意嗎？Nếu
bạn đã tham gia Pháp Hội CẦU SIÊ U hằng năm của Hội trí Đức, bạn có
thích khô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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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43. 你曾參加每次「智德協會」的臺灣各地寺廟朝山之旅嗎？Bạn có tham
gia mỗi lần Hội Trí Đức tổ chức Triều Sơn (Tam Bộ Nhất Bái) các chùa
Thánh Tích Đài Loan không?
□是 có

□否 chưa

44. 如果你曾參加每次「智德協會」的臺灣各地寺廟朝山之旅，你滿意
嗎？nếu bạn từng tham gia Hội Trí Đức tổ chức các khóa Triều Sơn (Tam
Bộ Nhất Bái) các chùa Thánh Tích Đài Loan, 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45. 你曾參加每月「智德協會」的老人與遊民服務嗎？Bạn đã tham gia
phục vụ dành cho người già và người vô gia cư do Hội Trí Đức Tổ chức
chưa?
□是 Rồi

□否 Chưa

46. 如果你曾參加「智德協會」舉辦的老人與遊民服務，你滿意嗎？Nếu
bạn đã tham gia phục vụ dành cho người già và người vô gia cư do Hội Trí
Đúc tổ chức,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47. 你曾參加越南貧童獎學金活動嗎？Bạn đã tham dự hoạt động phát học
bổng dành học sinh nghèo chưa?
□是 rồi

□否 chưa

48. 如果你曾參加「智德協會」舉辦越南貧童獎學金活動，你滿意嗎？
Nếu đã tham dự hoạt động phát học bổng dành học sinh nghèo tại Vi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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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 do Hộ Trí Đức tổ chức,Bạn có thích không?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49. 你最支持哪幾項活動？（可複選）Bạn thích hoạt động nào nhất?(có thể
có nhiều lựa chọn)
□每月誦經法會 Khóa Tu một ngày an lạc
□新年祈福法會 Lễ cầu an Đầu Năm
□佛誕法會 Lễ Phật Đản
□盂蘭盆法會 Lễ Vu Lan
□秋季超薦法會 Lễ CẦU SIÊ U Mùa Thu
□遊民、老人服務 Dịch vụ dành cho người già và người vô gia cư
□越南貧童獎學金 Hoạt động phát học bổng học sinh nghèo tại Việt Nam
□朝山之旅 Triều sơn (Tam Bộ Nhất bái)

50. 你覺得「智德協會」能為你帶來甚麼？（可複選）Bạn thấy rằng Hội
Trí Đức mang lại lợi ích gìcho bạn?(có thể có nhiều lựa chọn)
□神明保佑的安全感 Cảm giác an toàn do có thần tiên bảo vệ
□工作信心 Tự tin trong công việc
□有朋友陪伴 Có bạn bè đi cùng
□臺灣家庭和諧 Gia đình hòa thuận
□建立商業連結、保佑賺錢 kiến lập liên kết thương mại, bảo hộ giúp

kiếm tiền
□保佑死去的家人 Bảo vệ ngừơi thân đã qua đời
□保佑家人與自己的健康 Bảo vệ sức khỏe của bản thân và gia đình
□語言文化上的熟悉 Thâm nhập hơn về văn hóa và ngôn ngữ
□脫離家暴的陰影 Thoát khỏi ảnh hưởng bị bạo hành gia đình
□給與死後的依歸 Nơi nương về sau khi chết
□其他：kh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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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對於目前「智德協會」目前進行的台越寺建寺活動。你有實際捐錢活
動支持，或神上支持？Về hoạt động thiết lập Chùa Việt Đài của HỘI Trí
Đức, Bạn đã quên góp tiền thực tế cho hoạt động này hay là ủng hộ bởi
tinh thần?
□實際捐款支持 Đã quyên góp thực tế
□精神上支持 ủng hộ bởi tinh thần
□並不支持 Không ủng hộ

52. 你覺得台越寺除了原本的宗教活動外，還應該提供哪些功能與服務？
（可複選）Ngoài những hoạt động tôn giáo, bạn thấy chùa Việt Đài cần
phải nên có những phục vụ nào những lĩnh vực nào nữa không?
□台灣、越南文化表演與交流 Giao lưu biểu diễn văn hóa Đài Việt
□越南美食介紹 giới thiệu về ẩm thực Việt Nam
□養老服務 Dịch dụ chăm sóc người già
□幼稚園 Mẫu giáo
□越語學校 Trường học Việt Ngữ
□家暴庇護 Bảo vệ bạo hành gia đình
□信徒遊憩 Nơi giải trí lành mạnh cho Phật tử
□職業訓練 Đào tạo công việc
□醫院 Bệnh viện
□其他：khác

53. 你對於建立台越寺目前的進度狀況清楚嗎？Bạn có n m rõ tiến trình
của thành lập Chùa Việt Đài không?
□清楚 Rõ ràng
□不知道 không biết

54. 對你來說「智德協會」存在與越南新住民的重要性為何？Theo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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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ối với Tân Di Dân mới Việt Nam, tính quan trọng của chùa Việt Đài là
như thế nào?
非常滿意Rất thích□1□2□3□4□5非常不滿意Hoàn toàn không thí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