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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住民議題是近些年來臺灣社會的顯學，早期研究以新住民中的跨國婚姻類型為最，近

期研究正逐漸轉向兒童及其多元類別。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民教育場域裡的新住民語言教

育發展及其現況。透過文獻探析，首先，發現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的重心已從新住民成人轉

往新住民學童。次而，本研究將焦點轉向新住民學童語言教育，採宏觀及微觀之二元視角分

析 108 課綱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及規劃，從中得出當前政策在語言意識、語言態度及語言認

同層面之意涵，以及後續師資培育層面上的挑戰。最後，於文末歸結國民教育場域新住民語

言教育之三類主要對象：長於臺灣的新住民二代、一般學童、跨國銜轉學生，同時提出未來

在語言學及教育學跨領域研究、語言教育政策長期研究及語言習得規劃研究等三面向的可能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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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新住民議題是近些年臺灣社會的顯學，早期研究以新住民中的跨國婚姻類型為最，近期

研究正逐漸轉向新住民學童及新住民語言教育之相關議題。雖然臺灣史堪稱是一部移民史，

但若以臺灣 1987年解嚴至今作為新住民移入潮之計算基期，則新住民現象的發展或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2000 年以前，稱為移民1前期（the pre-immigration stage）；第二階段為

2001-2009年，稱為移民期（the immigration-cycle stage）；第三階段則從 2010年至今，為後移

民期（the post-immigration stage）（Tseng & Chun, 2019）。Tseng與 Chun認為，以移民期階段

來說，臺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在 2003年達到人數上的巔峰，而後逐年遞減，政府針對移民需求，

在此階段陸續成立了內政部移民署和新住民發展基金（原名稱為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是

以，在 2010年之後，移民已經是臺灣社會的正常化現象，因此稱之為後移民期或是後移民時

代。Tseng 與 Chun 繼而說明，在後移民期，對於移民議題的關注焦點已從移民成人本身轉至

他們的子女，是以常在報章雜誌上閱聽到新住民二代（或稱新二代）的討論議題。而在上述

三階段的歷程中，臺灣社會面對移民潮的價值觀，走過了早期的否定，繼而跨越到中期的理

解，再轉而變為近期的接受及擁抱。然而，根據 Tseng與 Chun的觀察，他們認為在這三十多

年裡，語言是影響移民各個層面最關鍵的要素。 

在多年的新住民研究裡，臺灣頗多學者從社工（潘淑滿，2004，2007，2008，2015）、輔

導諮商（高淑清，2004，2005）、勞工權益與政策（王宏仁，2001；王宏仁、白朗潔，2007；

成之約，1997，2002；成之約、戴肇洋，2008；Wang, 2011）、多元文化教育（游美惠，2006；

游美惠、張婉如，2012；劉美慧、陳亮君、鄭玉春，2010；顧瑜君，2008）等領域研究新住

民現象。上述研究成果豐富了新住民議題的各類角度，同時也因此架構了政府單位的新住民

政策與各類實踐模式。 

不過，若論及新住民之語言相關研究，成果散見於少數幾位研究者。其中，Chen（2008）

從語言維持（maintenance）及轉移（shift）的角度切入，以探討外籍配偶及其子女之間的語言

傳承現象。而吳俊憲與吳錦惠（2009）則從新住民子女課程與教學面向，分析他們學習的各

種向度。葉郁菁（2012）的研究，則以新住民子女的母語習得為析論焦點。至於陳麗君（2016，

2017）則以新住民移入的實踐縱軸，探討其語言教育的可能性，同時從雙語角度檢證新住民

女性的語言傳承及賦權（empowerment）。2然而，以上新住民語言相關研究，偏向於短期切入

式或是片段式的做法，少見針對同一新住民群體之語言焦點議題而長期追蹤者。換句話說，

從語言或是語言教育角度，以長期縱貫方式研究新住民議題的學者幾乎鳳毛麟角。 

                                                        
1 本文尊重原著文獻之用法，同時視語境脈絡，穿插使用新住民、移民或是外籍配偶一詞。 
2 Empowerment一詞，視其研究領域，常譯成賦權、增能或是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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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民教育（以下簡稱國教）場域裡的新住民語言教育發展及其現況。

透過文獻的梳理，在下文裡，首先將討論新住民語言及語言教育之理論發展；次而梳理語言

政策與規劃（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LPP）相關理論文獻，並採 LPP研究領域常用以解

構機構 LPP 執行情況之方法論：宏觀（macro）及微觀（micro）二元視角，分析國教場域新

住民語言教育的發展與轉變；再者，提出新住民語言教育規劃與政策之省思。文末，將以三

十多年的發展為基底，總結臺灣國教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的變化，同時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

走向。需釐清的是，本研究所指稱新住民語言教育的對象，僅聚焦於國教場域中的學生，這

些學生可能來自於新住民家庭，也可能來自於臺灣本籍家庭。而內文中的壹、貳節次雖提及

大量的過往研究成果，但原因在於藉此鋪陳出臺灣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議題的過去脈絡、當

前變化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貳、新住民語言及語言教育之理論發展 

若以 2010 年為分水嶺，在其前後期，夏曉鵑（2000，2001，2002，2003，2009）、何青

蓉（2003，2005，2006，2007）及鍾鎮城（2009，2011，2012，2015）三位學者所切入的新住

民語言及語言教育觀點，應是臺灣新住民語言相關議題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類取徑。前兩

類均是以新住民成人讀寫語言為切入點，探討新住民的識字（literacy）3觀，第三類則不限於

讀寫觀，強調新住民本身及其子女的華語文4或雙語語言習得需求、認同以及功能。以下依次

說明這三類研究取徑所傳達的學術理論及社會實踐意義。 

如果識字班研究是屬於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的一環，那麼社會學者夏曉鵑（2000，2001，

2002，2003，2009）所創設的美濃南洋臺灣姐妹會及其衍生經驗與相關之識字與培力研究，

絕對是新住民語言教育議題研究的先驅，她也是第一位長期致力於研究新住民學習及生活適

應議題的學者。而由夏曉鵑所帶動的新住民識字議題，讓全臺各地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或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遍地開花，扮演著

由下而上（bottom-up）式的新住民語言規劃角色，後來促成政府部門對於新住民語言政策的

推動與回應。 

夏曉鵑的研究有極大部分以南美洲巴西學者 Freire（2000）的壓迫者教育作為分析的理論

依據。在 Freire的概念裡，農村農民的社會階級及身分改變，要從教育所引發的批判性著手。

而社會及教育權利結構是透過壓迫者及被壓迫者（the oppressor vs. the oppressed）的二元對立

角色所構成，要打破這樣的對立性以重新架構新形態的流動關係，最重要的就是經由識字而

使農民得以受教育。Freire的研究語境，恰好契合夏曉鵑的美濃農村新住民因國際婚姻而定居

                                                        
3 在本文裡，Literacy一詞尊重原研究者的用法，可譯為識字、識讀或是讀寫。  
4 本文視脈絡語境之主題，如語言習得的順序、族群語言及學科習慣等，而穿插使用華語文或中文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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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地的 1990年代場景。因此，識字教育連結批判教育學，再於細部解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

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透過識字或是劇場讀本以培力自我的主體性並倡議發聲，就變成了夏

曉鵑的主要理論貢獻及社會語用實踐。 

而另一位新住民語言教育先驅稍晚於夏曉鵑，她是由社區大學及成人教育觀點切入新住

民語言教育研究議題的成人教育學者何青蓉。何青蓉（2003，2005，2006，2007）所主張對

於新住民教育的功能性識字（functional literacy）觀點，進一步推升了新住民語言教育議題的

特殊性與針對性，因為在功能性識字的觀點裡，特別強調因需求而異的語言功能觀點，由此

可衍生商業、醫學、保險、交通、家庭教育等領域的功能語言類型差異。何青蓉的做法肯定

了社區概念及其存在對於新住民成人語言教學及學習議題的重要性，透過成人及終身教育的

理論基礎，她成功地結合並將其應用於新住民持續教育以及後續的識讀（literacy）教育政策

（何青蓉、丘愛鈴，2009）。 

功能性識字的觀點也沿襲了 Freire與 Macedo（1987）的識字觀，其中特別強調閱讀所帶

來的連結性與應用性。因為透過字裡行間的理解，新住民成人學習者經由閱讀所建構的意義

理解，不僅是文本文意的抓取，更是一種意義與自身移動經驗所結合之後而形成的自省式的

實踐（praxis）。而在功能性識字的觀點架構，做法上，通常會與真實的生活語域（register）

相互結合，以新住民成人華語文教學來說，連帶性地可連結出商業、交通、醫學、法律、家

庭親子、飲食等諸多帶有各語域之功能特點的專業華語文教學（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

做法。 

或許是研究的偶然性所致，在 2007年以前，少有語言學或是語言教育領域裡的學者長期

追蹤新住民語言議題，因此，受夏曉鵑及何青蓉對於新住民成人語言教育研究取徑之啟發，

鍾鎮城的新住民成人語言教育研究起始於 2006年。而從鍾鎮城（2009，2011，2012，2015）

開始，新住民成人語言教育領域開始提倡並帶入了雙語（含第二語言）習得與社會語言學觀

點。鍾鎮城及其研究團隊（鍾鎮城、黃湘玲，2009；鍾鎮城等，2016）也在教學、研究及教

材研發與應用實踐中特別強調，新住民成人的中文學習應採納華語文教學的思維，而非僅以

傳統的國語文教學為概念，因為對於許多新住民來說，不管是口語還是書面中文，均不是純

然地原國籍語境中的思維及工作語言，其中的複雜度甚至涉及百年來華族於東南亞各地遷徙

流動的語言發展史。例如鍾鎮城與黃湘玲（2009）對於美濃印尼籍新住民所做的研究追蹤發

現，中文及客語應是他們在印尼已習得的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然而，當新住民女性因

跨國婚姻而嫁至美濃時，他們選擇以原先印尼語境中混雜各類語言變體的客語溝通，同時，

他們也在夜間進入補校或是成人基本教育班修讀臺灣的中文。 

另外，在 2012年時，鍾鎮城（2015）及其團隊（鍾鎮城等，2016）開始觀察到某些新住

民學童在語言教育及學習上的困境，因此逐漸將研究重心轉為國教系統裡的新住民學童。其

中的探討不僅包含新住民學童原有的語言能力及資源保存，也涉及了從 2017年開始，逐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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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系統之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中廣泛討論的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5議題。 

從學術研究及理論發展的建構而言，臺灣新住民語言及語言教育的長期研究，在對象上

目前已出現位移。從早期對於新住民成人本身及其配偶、家庭、政策等一系列相關議題的探

討，轉換成他們的二代，以及剛隨著新住民父母移入臺灣且在國教系統中就讀的新住民學童，

同時在國教系統也納入了新住民語言，因而擴大了非新住民學童的語言教育學習選擇資源，

以及國教系統後續的語言意識（language ideology）、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及語言認同

（language identity）議題。如此的轉變，也呼應了本文首段 Tseng與 Chun（2019）所提到的

後移民期的臺灣教育體系對於移民日常化及一般化的多元接納。以下先透過 LPP 領域文獻的

回顧，以架構本文所探討的研究理論脈絡。 

參、國教場域新住民語言教育的發展與轉變 

LPP研究領域常透過諸多的角度以架構及探索 LPP的可能性。首先，在語言決策的形式、

內容及功能上，通常可分為位階規劃（status planning）、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及習得規

劃（acquisition planning）等三大範疇（施正鋒，2005；張學謙，2005；鍾鎮城、王萸芳，2007；

Ager, 2001; Cooper, 1989; Eastman, 1983; Kaplan & Baldauf, 1997; Ruiz, 1990; Spolsky, 

2004）。位階規劃指涉的是不同語言之間的高低角色互動關係；本體規劃（亦稱為語型規劃）

著重的是語言本身的文字及語音等符號系統設定；至於習得規劃的重點，若以學校為討論場

域，就是一般所謂的學校語言教育規劃（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Kaplan & Baldauf, 

1997）。以上三大範疇在 LPP的實踐場域中常是交叉互現的。 

再者，若從 Ruiz（1984）的 LPP設定方針（language orientations）來看，可以歸納出「語

言是一種問題」（language-as-problem）、「語言是一種權利」（language-as-right）、「語言是一

種資源」（language-as-resource）三種方向。將語言視為一種問題的方針意識，在臺灣國教場

域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議題討論中已近乎絕跡。目前常見的主流討論往往不再將語言教育問

題化，大部分討論都已轉向將重點放在後兩者所強調的語言權利化及及語言資源化。由於本

研究以國教場域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為討論焦點，因此，以下有必要進一步再針對語言教育

規劃（習得規劃）的理論加以概述說明。 

Cooper（1989）把語言教育規劃（習得規劃）分為三類：一、第二語言或外語習得規劃；

二、族群語言復振（revitalization）與再習得（reacquisition）規劃；三、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規劃。他將習得規劃視為「……有計畫地推動某種語言學習的努力」（p. 157）。

在習得規劃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往往需要考量在地各式生態文化中既存的場域線索

                                                        
5 跨轉生所指的是：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其他

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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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ization cues），方能顯現出該語言實際的語用溝通與文化價值（Gumperz, 2003）。

所以，第二語言、外語及族群語言的語種及目標設定往往是相對性的（鍾鎮城，2015）。這樣

的相對性特色，也見於 LPP領域中常見的宏觀及微觀層面的分析探討。 

LPP常被認為是屬於政府層面的權責，所以，屢見由上而下式（top-down）宏觀語言層面

的分析及探討，例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108課綱）中的新住民

語課綱制定及頒布。上文所提的夏曉鵑、何青蓉及鍾鎮城等學者所實踐的取徑，反其道而行，

是以習得場域為基地，且在尊重文化語境線索價值的前提下，採取由下而上式的微觀語言政

策及規劃，所以才會將焦點放在新住民成人或是學童本身。 

Baldauf（2006）提醒 LPP 研究者，不管是政府層級的宏觀層面（如語言教育政策）或是

個人及社群層級的微觀層面（如語言教學方法、課綱實踐、教學目標設定及教材使用等），在

語言教育的生態場域中，這兩者都是交互且自主運作的（simultaneously at work）。本研究肯定

Baldauf 的警醒，希望從國家語言政策的架構下，描繪出臺灣國教場域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生

態以及與之相應而生的各類語言現場變化。因此，以下將以國教系統 108 課綱中的新住民語

言教育為焦點主題，分別就宏觀及微觀層面分析東南亞新住民語言教育推行之政策與文化意

涵，以及可能涉及之各類細節變化。 

一、宏觀語言觀點 

從宏觀角度而言，若不涉及學習成就及學習評量之探討，新近頒布的 108 課綱中的新住

民語言綱要所內蘊的語言意識、語言態度及語言認同，已清楚呈現出臺灣國教系統裡正在發

酵的語言政策轉變。而此一語言政策轉變正為國教生態帶來巨大的跨語言及跨文化衝擊。 

東南亞跨國婚姻移民的移入，已促成臺灣社會語言社群的多元變化。然而，在國教語言

教育場域裡，一直以來，108課綱中是否該將東南亞語言納入，以及如果納入該置放於哪一領

域，均是議論的焦點。108課綱最後決定將目前在婚姻移民及其二代子女中，人數最多的東南

亞七國語言（越南、印尼、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納為初期開設語別選

項。然而，不管在語言政策及規劃意涵或是語言教育實踐層面，此項語言教育決策對於臺灣

整體的語言教育規劃來說，正產生超乎預期的影響。 

首先，在語言意識上，將東南亞七國語言納入義務教育的國教體系裡，對於原國教體系

中的國語、英語及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來說，東南亞語呈現出與其對等的語言意識形

態。所以，108 課綱中明訂：「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的課程實施，應依學生實際需求，選擇

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或新住民語文其中一項進行學習」（教育部，2014，頁 12）。

也就是說，在語言權利上，國教系統透過義務教育的宣示，肯定了東南亞七國語言在臺灣語

言社會及言談社群（speech community）的教育平等性及學習合法性（legitimacy）。 

在 2000年初的新住民教育議題探討裡，便常圍繞新住民家庭語言是否得以或是應予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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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而學校教育場域裡，對於新住民孩子所帶來的語言及文化，視其為學習阻力或文化不利

者所在多有。過去對於新住民家庭語言的傳承探討也發現，在大部分的新住民家庭裡，語言

傳承的選項是逐代遞減（鍾鎮城，2012）。把東南亞七國語言權利與國教系統其他的合法語言

對等，是一種語言意識形態上的根本改變。 

再者，在語言態度上，臺灣的語言社會除了原住民族語外，主體上以漢人語言為主要語

言。因此，將東南亞語言納入臺灣教育，並將其作為下一代社群互動的社會想像，足見在語

言態度上，經歷了漢語與東南亞區域語言從接觸、承認到接納的三十多年轉變歷程。若中國

大陸及臺灣兩方的漢人社會語言代表的是全球兩大傳統華語文使用區域，那麼，108課綱納入

東南亞語言所帶來的，就是對於傳統華語文區域語言及文化生態政策性的南向接觸。換句話

說，為何是這東南亞七國語言而不是其他語言納入 108 課綱？例如為何不是向北選擇曾因殖

民及治理臺灣因素而流通的日語，或是向西選擇遙遠的西班牙語或荷蘭語？這裡面所顯現的

語言態度，也包含並衝擊了對於所謂傳統概念下的華人族裔思考。因為如同鍾鎮城與黃湘玲

（2009）在客家聚集的鄉鎮所觀察到的同為華族但是跨國通婚現象，新住民本身及其子女在

何種情況下會被臺灣社會定義為外人或是本族人呢？108課綱所展現的語言態度，表露出對於

新住民語言知識及學習機會的接納，在臺灣社會的語言現況上，實質地肯定了因跨國婚姻而

帶入一般家庭的東南亞語言存在事實，是一種由外而內的政策肯認（recognition）。 

最後，在語言認同上，林宜玄與范垂玲（2015）認為新住民學童若得以在國教系統中學

習其語言，對於他們的身心發展將有所助益，特別是在自我角色及族群自信方面的肯定。將

東南亞七國語言納入 108 課綱，在語言意識形態上，如同前文所言，等同於宣誓了東南亞七

國語言在語言法定定位及語言權利層面，與其他本土語之間對等的位階。這樣的對等位階，

同時也肯定了學童對於學習東南亞七國新住民語言學習的選擇，而相對地，學童可能因為這

樣的肯定，更願意為這些得到認同強化的語言投注更多的語言學習成本。因此，政府層級語

言政策的改變，也有目的性地連動影響到新住民學童的語言認同，他們可能藉此得到更高及

更穩固的自我語言權利及資源肯定。 

二、微觀語言觀點 

若從微觀的語言觀點來分析新住民語言教育在國教場域裡的近年發展與轉變，可發現不

管是在語音、語法、詞彙或是語用層面，目前臺灣原有的在地語言文字社群並未因新住民移

入而有太多的本體變化。換句話說，語音層面並未見到臺灣在地華語、閩南語、客語及原住

民族語使用者之音韻遷移現象。而在語法及詞彙方面，亦未出現規則借用及詞彙擴散現象。

因此，不意外地，語用方面亦未見變化。由此可知，新住民語言在臺灣社會語境中，缺少了

使用機會，也因為新住民語言與在地語種的語言位階生態競爭之故，至今尚未形成足夠龐大

的語言使用社群，因此以其作為跨族群溝通語言之可能性較為缺乏。如果連臺灣在地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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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產生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的機會都相對欠缺，也就不可能發生如越南語中的漢越詞、

泰國語中的潮州話或是馬來語中的廣東話借用等微觀現象。 

然而，若將新住民語言學習與習得、國教課程架構及師資培育亦視為微觀層面，則可發

現，在國教現場，本籍教師及東南亞原籍新住民語言教師正逐漸加深對於新住民語工具性

（instrumental）功能的肯定。例如在語言學習與習得方面，新住民語課綱包含了語言要素及

文化要素（教育部，2014），如此的分類方式顯現了對於口語溝通能力及文化理解上的要求，

不再強調一般國語文教學所重視的讀寫能力。同時，在教材示例及編寫形式上，課文正文以

對話體例為主（歐亞美，2016），此類做法偏向於第二語言學習與習得觀點，強調的是語言的

真實性及溝通功能。因此，新住民語課綱的實施，也等同把第二語言教學的習得者差異觀點

帶入了國教場域。 

而在課程架構與師資培育上，師資一直都是新住民語言教學上的首要考量（黃政傑、吳

俊憲，2019）。目前小學系統中的教學組長每學期在排課時，均須調查學生的新住民語言學習

意願，之後視其資源安排課程及延聘師資。陳氏蘭（2016）在其對於新住民越南語師資培訓

課程研究中也指出，面對 108 新住民語課綱的實施，臺灣對於越南語師資的培訓課，具有目

標明確、規劃詳盡、資源豐富等優勢。然而，她亦言明，不利因素主要在於新住民本身因教

育背景差距，所造成之越南語教學專業素養及國教體制內教學經驗的落差，以及因每週一節

課所能提供的微薄工作待遇，無法持續養成語言教學專業。 

師資問題不僅陳氏蘭（2016）曾於博士論文研究調查中提出，身為新住民語教師的范垂

玲（2017）也如此認為，尤其范垂玲同時提到臺灣國教系統裡的媒介語使用現象。因為國教

系統一般都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及工作語言，所以，如果新住民語言教師本身不諳華語，則

對於教學及學習成效來說，將帶來極大的專業挑戰。更重要的是，華語亦是國教系統中的工

作語言，新住民語教師在與工作同儕相處上，如果不具備一定程度的華語能力，將處於較為

不利的境地，因為他們將無法參與更多的課務及學校行政管理討論。 

新住民語言學習與習得、國教課程架構及師資培育三方面所促成的微觀變化，不僅只作

用於具新住民背景的學童身上，此次的 108 課綱納入東南亞七國語言，事實上是對於全體國

教學生未來公民素養養成的投注，肯定了臺灣及東南亞之間的連結。因此，陳氏蘭（2016）

及范垂玲（2017）的研究探討，不管是透過正面或是負面表述新住民師資培育課程架構，他

們的言談討論脈絡所呈現的另一種微觀視角，已證明了新住民語可與各學科類別分享課程時

數的課程合法性。影響所及，主體不再僅是新住民本身，而是包含所有的臺灣未來公民，以

及一般家庭對於學校語言政策所做出的家庭語言習得決策。 

也就是說，當新住民語言列為國教課綱選項之一時，不僅是一種宏觀層面的 LPP 決策，

作用於實施對象，也是一種微觀層面的語言實踐。李明芳（2019）因此強調，新住民語課綱

除了著重新住民學童的語言及文化傳承外，在內涵上，它更擴及了臺灣全體國小學童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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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及其可供選擇的語言資源。如此的學童個人語言微觀轉變，迥異於以往以成人新住民及

其相關群體為核心的做法。 

肆、國教場域新住民語言教育規劃與政策之省思 

國教場域 108 新住民語課綱的實施，使得新住民學童及諸多臺灣本籍學童從單語

（monolingual）能力觀點轉為雙語（bilingual）及多語（multilingual）能力觀（在一般雙語教

學領域，雙語的探討本身即包含了多語觀點）。以往，社會及教育場域重視的是新住民學童對

於華語文的學習與習得，現在不單是華語文，還包含了他們原已精熟或是部分習得的家庭及

本族語言保存及應用，例如越南背景學童對於本身越南語使用能力的延續。因此，雙語習得

的觀點愈來愈受到重視。換句話說，新住民學童如何在習得華語文的同時，能得到保有語言

權利並應用原有語言資源的機會，已成為極其重要的國教場域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課題。 

臺灣的移民政策導因於跨國婚姻及移工的移入衝擊，發展至今已三十多年。從過去單點

式的突發議題處理，已逐漸轉為針對不同面向及跨世代需求的全面盤整，此點呼應了前文所

提及的後移民時代的移民正常化及一般化現象。語言若涉及政策規劃，即帶有政治化本質，

任何語言的決策均不可能不涉入政治脈絡思考而憑空規劃該語種在諸多語境中的合適性。而

一旦採取語言決策作為，則語言態度即表露無遺。因此，當政府決定在國教系統中置入新住

民語別選項時，即表露出政治上的語言觀、族群觀、地理觀及文化觀。一方面肯認了新住民

族群集合體存在的現實，另一方面，亦藉此提倡並確認臺灣新住民語言在全體學童未來語言

教育學習與傳承的必要性。 

不過，陳麗君（2016）亦提醒，「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出生在雙親擁有不同語言的家

庭就自然的能孕育出雙語人，處於邊緣化的族群更難能認同其語言文化進而傳承」（頁 26）。

陳麗君的警醒，清楚地勾勒出族群和語言階級、語言認同及語言傳承三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而要避免國教新住民語教育規劃的方針走向問題化，唯有整合宏觀及微觀層面 LPP 的相互運

作，一方面透過微觀的教育現場實踐以滾動式地省思並修正國教語言政策，另一方面也經由

語言教育政策的修訂，持續地支持國教現場新住民語教學與習得的操作及需求，如此，才能

實踐出新住民語課綱的作用及價值。而近幾年來，國教場域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除了針對

新住民學童及一般學童實施外，在 LPP 上，經由上述宏觀及微觀語言的規劃互動機制，2017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也將跨轉生納為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的重要

對象。 

跨轉生一般被歸於新住民學童類別之中，但因為跨轉生都具有於不同國家或是教育體制

接受教育之經驗，所以他們的語言習得現象異於在臺灣本地出生並接受教育之學生。也就是

說，跨轉生都可視為新住民學童群體的一類，但是，新住民學童未必是跨轉生。由於只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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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銜轉於兩類教育體制學習經驗的學生即可視之為跨轉生，所以，廣義的跨轉生可包含國教

系統中具華裔背景之僑生、海外回臺且原在臺設籍之臺籍子女、父母持居留簽證的藍白領外

籍移工或國際學生家庭子女，以及就讀非實施臺灣國教課綱系統之國際學校學生（如臺北美

國學校、臺北歐洲學校、高雄美國學校等校之學生）（鍾鎮城，2017）。目前由於考量國教 LPP

施作的優先順序，所以在政府宏觀層次的語言教育政策規劃上，國教署把跨轉生的操作定義

限定於銜轉自東南亞七國之國教系統中的學生，而全國 22縣市之微觀規劃，視其在地語言教

育治理生態，或採廣義定義，或採操作定義，甚或是採因地制宜應運而生之局部定義。而對

於採取廣義定義及局部定義之學校，該校跨轉生的原有及傳承語種視其銜轉地而異，所以，

全球各類語種皆有可能。如此的多元語言現況，不僅使得語言教育實踐的複雜度增加，同時

也不斷地促使學校及縣市有機地修正既有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所含納的範圍與想像。 

在目前的國教場域裡，如果是來自於東南亞七國，年級階段在四年級以上，並且曾在任

一東南亞七國接受當地教育兩年以上者，他們的新住民語言通常已超越新住民語課綱所設定

的東南亞語言能力，再者，他們也比一般同儕具備更豐富的跨文化溝通及跨文化移動經驗。

然而，因為主流國教課堂的教學媒介語（medium of instruction language）為華語，若不懂華

語，課堂討論、學科知識及人際關係等通常得不到開展，因此，他們原有東南亞語言的功能、

認同及傳承機會，高度仰賴東南亞語和華語習得之間所建立的課堂溝通與學習互動生態。若

在溝通互動過程中，能善用原有語言資源並視其為雙語者，並在學習華語聽說讀寫技能時，

促成語言之間的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那麼，不僅可肯定跨轉生的自我主體性及語言使用

類別的合理性，發展出更為適性的語言認同，也會因此減緩他們的語言焦慮。以上所描繪的

語言教育實踐模式，目前正施行於某些縣市的跨國銜轉學生雙語教育之中。 

由此可見，臺灣國教系統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實施方向，已逐漸形成為三類：第一

類是針對國教系統中長於臺灣的東南亞新住民二代的語言及文化傳承教育；第二類是對於東

南亞語言習得及文化理解感興趣的一般本籍學童，依語言課程目標或學習需求，可視為第二

語言教育、跨文化教育或是國際教育；第三類則是針對新進移入臺灣主流國教系統中的跨轉

生所實施的兼融華語文及原有語言的華語文教育或雙語教育。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提及新住民語言教育相關研究的急迫性，次而從夏曉鵑（2000，2001，2002，

2003，2009）、何青蓉（2003，2005，2006，2007）及鍾鎮城（2009，2011，2012，2015）所

建立的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取徑進行文獻分析，得出新住民語言教育研究的重心已往新住民

學童偏移的事實。之後，以 108 課綱新住民語言領域為討論核心，探討其為國教場域所帶來

的語言政策宏觀意涵及教學實踐之微觀改變。最後，歸結出當前新住民語言教育之三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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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長於臺灣的新住民二代、一般學童、跨國銜轉學生。 

臺灣在這波移民潮逐漸正常化的過程中已走了三十多年，橫跨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

至今新住民研究已涵括諸多學術領域，因此，今日才有談論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施行於國教

系統及其未來可能性之機會。以下統整上述諸多論點，提出未來國教場域新住民語言教育政

策研究建議，以供語言政策制定者及規劃者思考。 

一、語言學與教育學之間的跨領域研究 

教育學領域投入於成人新住民研究者遠多於語言學領域，因此，已累積豐富的成人新住

民教育相關課程、教材、教學及師資培育研究發現。然而，目前國教場域新住民語言相關研

究在語言本體、應用及習得者現象等面向上，需要兩類領域合作以促成更多研究成果。常見

的是，教育學領域長於課程的建構及學校的運作，但是較不熟悉語別及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

特性，對於語言習得者及語言教師來說，這些都是至為關鍵的專業知識。相對地，語言學領

域長於語言相關議題的研析，但是對於課程連貫性、校務行政及學習者心理等均甚為陌生，

而這些都是國教系統能否施作順暢的根基。因此，兩方的跨領域合作，對於未來國教場域裡

的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制定及後續的可行性評估，將有莫大的助益。 

二、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長期研究 

從上述微觀的語言觀點分析可知，新住民語和臺灣在地語言之間所發生的語言接觸，並

未為臺灣在地語言帶來接觸語言該有的變化及變體。新住民群族的主要語言區都在原移入國

不在臺灣，而生活於臺灣的東南亞新住民並沒有形成群聚居住的社群。況且，大部分新住民

的家庭背景組成以一臺籍及一外籍者居多，此類組合雖促使家庭語言選擇變得多元，但是，

家庭雙語雙文化傳承觀點及做法並未得到妥善推廣。因此，目前所推行的新住民語國教課綱，

實踐之後是否能建立語言社群以得到更直接的語言使用機會，這是值得追蹤的延續性議題，

因為這也牽涉到學童學習新住民語之後的能力評估。舉例而言，國教系統中的新住民語課綱

實施之後，想藉此養成的是以觀光旅行或是休閒娛樂為軸心的基本能力？還是將來作為工作

語言的高階能力？甚至是成為學術研究者及各領域專家所需的專業語言能力？以現行時數計

算，顯然大部分將停留在基本能力階段。未來可見，也不容易在臺灣形成新住民語群聚之言

談社群。如此，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該如何定位國民小學六年學習所發展的語言能力，並建

立後續的教育銜接機制呢？顯然需要更多的長期且持續追蹤研究以及跨領域討論，方能找出

更為明確的 LPP制定基準。 

三、新住民語言習得規劃研究 

如上文所述，在新住民學童與本籍學童之間，因宏觀政策施行所帶來的語言意識、語言

態度及語言認同影響，可能會使他們的語言選擇產生動態性的變化，而這些選擇及變化所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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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的跨文化理解、溝通及敏感度建立，亦會迴歸修正原有的宏觀 LPP 機制。目前，研究領域

並未追蹤這些變化，這些實可作為未來語言習得規劃研究之方向。 

另外，除了新住民學童本身的語言傳承外，華語傳承語概念也是華裔跨轉生研究的一個

突破點，因為反映了跨轉生的流動與移轉特性。當跨轉生從華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傳承語

境流轉回臺灣的主流語境時，華語的功能及溝通角色瞬變。對於跨轉生而言，語言價值之所

以轉變，是因為他們離開了原居地，然而，對於臺灣的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而言，若要珍視

跨轉生的存在，就必須瞭解華語區之間的特殊性並採取相應的語言人權及語言資源做法。華

語傳承語研究過去以海外為主，如美國、加拿大及東南亞等中文學校，然而，當該地的傳承

語生以跨轉生角色移居臺灣並進入國教體系時，我們的新住民語言教育政策該如何做出更為

妥善的規劃，以支持其雙語及雙文化發展呢？此類議題，在全球語言規劃裡反映了華人主流

語境因新住民而帶來的語言流動特殊性，然而，目前尚待更多的研究資源挹注，以及各方研

究者的跨領域合作。 

總結而言，在語言規劃的範疇裡，全球學者一般都是從未來規劃（future-oriented）的觀

點，逆向思考語言在當代社會的可行性、應行性及必行性，進而做出目前的規劃。臺灣國教

系統中的新住民語言教育已起步，進入另一思考世代。然而，未來該走向何方，顯然仍需更

多未來規劃研究及政策探討，方能定向。 



 

 

 

 

 

 

 

鍾鎮城 213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41，99-127。doi:10.29816/TARQSS.200103.0003 

【Wang, H.-Z.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Vietnamese partners migration and Taiwan labour marke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1, 99-127. doi:10.29816/TARQSS.200103.0003】 

王宏仁、白朗潔（2007）。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65，35-66。doi:10.29816/TARQSS.200703.0002 

【Wang, H.-Z., & Bélanger, D. (2007).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system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In whose 

interes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65, 35-66. doi:10.29816/TARQSS.200703.0002】 

成之約（1997）。外籍幫傭政策及其影響的探討。勞工行政，109，51-60。 

【Cheng, C.-Y. (1997).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Labor Review Magazine, 109, 

51-60.】 

成之約、辛炳隆、劉黃麗娟（2002）。外籍幫傭與監護工引進對國內就業影響之初探。勞資關

係論叢，11，69-95。doi:10.29902/JCSTVS.200211.0003 

【Cheng, C.-Y., Hsin, P.-L., & Liu Huang, L.-J. (200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and caretaker import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in Taiwan. Journal of Labor Studies, 11, 69-95. doi:10. 

29902/JCSTVS.200211.0003】 

成之約、戴肇洋（2008）。在臺女性外籍勞工工作條件調查與分析。台灣勞工季刊，16，48-57。 

【Cheng, C.-Y., & Dai, Z.-Y. (2008).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job condition of female foreign labor in Taiwan. 

Taiwan Labor Quarterly, 16, 48-57.】 

李明芳（2019）。臺灣新住民母語文化傳承之研究。教育研究月刊，297，18-37。doi:10.3966/ 

168063602019010297002 

【Lee, M.-F. (2019). A study on the new immigrants’ mother tongue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aiwan.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97, 18-37. doi:10.3966/168063602019010297002】 

何青蓉（2003）。跨國婚姻移民教育的核心課題：一個行動研究的省思。教育研究集刊，49（4），

33-60。 

【Ho, C.-J. (2003). Core issues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interethnic-marriage immigrants: Reflections on an 

action research experienc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9(4), 33-60.】 

何青蓉（2005）。解構跨國婚姻移民問題化思維：性別、族群與階級觀點。成人及終身教育學

刊，5，54-81。 

【Ho, C.-J. (2005). Deconstruction of the problematic thoughts about interethnic marriage immigrants: Gender, 

ethnic and clas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dul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5, 54-81.】 

何青蓉（2006）。跨族群的婦女識字教育：性別的觀點。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12，2-12。 

【Ho, C.-J. (2006). Ethnicity-crossing literacy education for women: A gend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dul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12, 2-12.】 



 

214 鍾鎮城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何青蓉（2007）。美國移民英語識字和公民教育方案對我國新移民教育的啟示。成人及終身教

育學刊，17，11-21。 

【Ho, C.-J. (2007). The insights of English literacy and civics education of the U.S.A. Journal of Adul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17, 11-21.】 

何青蓉、丘愛鈴（2009）。我國新移民識讀教育政策之問題評析與前瞻。教育與社會研究，18，

1-31。doi:10.6429/FES.200909.0001 

【Ho, C.-J., & Chiu, A.-L. (2009). An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the literacy educational policy for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18, 1-31. doi:10.6429/FES.200909.0001】 

吳俊憲、吳錦惠（2009）。新移民子女：課程與教學。臺北市：五南。 

【Wu, C.-H., & Wu, J.-H. (2009).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林宜玄、范垂玲（2015）。東南亞新住民語文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對新住民

子女教育之影響。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6），92-100。 

【Lin, Y.-S., & Fan, C.-L. (2015). The impact of including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from Southeast Asia 

in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4(6), 92-100.】 

施正鋒（2005）。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臺中市：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Shih, C.-F. (2005). Politics and policy of the Hakka in Taiwan. Taichung, Taiwan: New Taiwan Cultur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 

范垂玲（2017）。東南亞新住民是否準備好成為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

（3），113-115。doi:10.6791/TER 

【Fan, C.-L. (2017). Are new residents of Southeast Asia ready to become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s?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6(3), 113-115. doi:10.6791/TER】 

夏曉鵑（2000）。資本國際化下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39，45-92。doi:10.29816/TARQSS.200009.0002 

【Hsia, H.-C. (2000).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the case of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39, 45-92. doi:10.29816/TARQSS. 

200009.0002】 

夏曉鵑（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doi:10.29816/ 

TARQSS.200109.0008 

【Hsia, H.-C. (2001).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brides” phenomeno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3, 153-196. doi:10.29816/TARQSS.200109.0008】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 

【Hsia, H.-C. (2002).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trade of foreign brides. Taipei, Taiwan: Taishe.】 

夏曉鵑（2003）。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9，1-47。doi:10.29816/TARQSS.200303.0001 

【Hsia, H.-C. (2003). The localization of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The case of “foreign brides literacy program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9, 1-47. doi:10.29816/TARQSS.200303.0001】 

夏曉鵑（2009）。知識介入與移民／工運動的推進（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367-382。

doi:10.29816/TARQSS.200906.0016 



 

 

 

 

 

 

 

鍾鎮城 215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Hsia, H.-C. (2009). 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 and the making of im/migrant movement I.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4, 367-382. doi:10.29816/TARQSS.200906.0016】 

高淑清（2004）。外籍配偶在臺現象對社區家庭教育與政策之啟示。社區發展季刊，105，

150-158。 

【Kao, S.-C. (2004). The phenomenon of foreign spous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policy.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05, 150-158.】 

高淑清（2005）。同心協力共創佳績：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的教育問題與資源介入。教師天地，

135，26-34。 

【Kao, S.-C. (2005). Working together for a better future: Foreign spouse, children’s education problem and resource 

intervention. New Horizon Bimonthly for Teachers in Taipei, 135, 26-34.】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 http://www.naer.edu.tw/files/15- 

1000-7944,c1179-1.php?Lang=zh-tw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General guidelin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陳氏蘭（2016）。台灣越南語教學師資培訓課程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 

【Tran, T.-L. (2016). A study on Vietnam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張學謙（2005，9 月）。從「中國化」到「多元化」的台灣語文政策：語言生態的觀點。論文

發表於「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會，臺北市。 

【Tiun, H.-K. (2005, September). Taiwan language policy from sinicization to diversity: A language ecology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aiwan Indigenization”, Taipei, 

Taiwan.】 

陳麗君（2016）。「日久他鄉是故鄉」之後呢？－談新住民的語言教育發展的可能性。語文教

育論壇，10，21-27。doi:10.6750/LEF.201612_(10).05 

【Chen, L.-K. (2016). A discussion of pos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mmigrant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Forum, 10, 21-27. doi:10.6750/LEF.201612_(10).05】 

陳麗君（2017）。台灣新住民女性的語言傳承與賦權的可能性－雙語人宏觀模式理論下的台灣

政策觀察。載於楊芳枝（主編），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pp. 205-234 北）。臺 市：

巨流。 

【Chen, L.-K. (2017). The possibility of female new immigrants’ native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empowerment in 

Taiwan: An observation of Taiwan policy based on a macroscopic model of bilingualism. In F.-C. Yang (Ed.), 

Marginal subject: Politics of gender and identity (pp. 205-234). Taipei, Taiwan: Chuliu.】 

游美惠（2006）。跨國婚姻與反歧視教育。教育研究月刊，147，59-67。 

【You, M.-H. (2006). Cross-national marriage and anti-discrimination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147, 

59-67.】 

游美惠、張婉如（2012）。新移民女性的增能培力：以「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參與者為

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18，1-33。 

【You, M.-H., & Chang, W.-J. (2012). The study of empowerment of newly immigrant women: A case of TransAsia 



 

216 鍾鎮城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Sisters Association, Taiwan. Journal of Adul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18, 1-33.】 

黃政傑、吳俊憲（2019）。新住民語文課程的師資配套分析。教育研究月刊，297，4-17。 

【Hwang, J.-J., & Wu, J.-S. (2019). Analysis of teacher support for new resident language curriculum.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97, 4-17.】 

葉郁菁（2012）。我國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政策之推動與實踐探討。教育資料與研究，106，

57-81。 

【Yeh, Y.-C. (2012). A review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mother-language policy among new immigrant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106, 57-81.】 

劉美慧、陳亮君、鄭玉春（2010）。新移民文化課程方案之實踐與轉化。教育研究月刊，195，

51-63。 

【Liu, M.-H., Chen, L.-C., & Zheng, Y.-C. (2010).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w immigrant culture curriculum.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195, 51-63.】 

潘淑滿（2004）。婚姻移民婦女、公民權與婚姻暴力。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8（1），85- 

131。 

【Pan, S.-M. (2004). Immigrant brides, citizenship and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8(1), 

85-131.】 

潘淑滿（2007）。外勞政策：外籍家事工受暴現象的社會意義。社區發展季刊，119，103-117。 

【Pan, S.-M. (2007). Living on the edge: The impact on the society from the case of mis-treated foreign work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19, 103-117.】 

潘淑滿（2008）。婚姻移民、公民身分與社會福利權。社區發展季刊，122，136-158。 

【Pan, S.-M. (2008). Immigrant wome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righ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22, 136-158.】 

潘淑滿（2015）。跨國／境照顧圈的形成與隱喻：（東南亞）婚姻移民的照顧與工作。社區發

展季刊，149，211-229。 

【Pan, S.-M. (2015). Formation and metaphor of transnational/cross-border caring circle: Marriage migrants’ 

care-work reconcili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49, 211-229.】 

歐亞美（2016）。迎向 107年新住民語文領域課程綱要及其教材教法研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5（9），66-76。 

【Ou, Y.-M. (2016).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and its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ology.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5(9), 66-76.】 

鍾鎮城（2011）。跨越疆界的研究追尋：華語批判讀寫與語言習得。高雄師大學報，31，77-94。

doi:10.7060/KNUJ-HA.201112.0077 

【Chun, C.-C. (2011). A quest for crossing the research boundary: Critical literac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31, 77-94. doi:10.7060/KNUJ- 

HA.201112.0077】 

鍾鎮城（2012）。移民華語教學：全球在地化的語言民族誌研究。臺北市：新學林。 

【Chun, C.-C. (2012). Pedagog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immigrants: A glocalized study in linguistic 

ethnography. Taipei, Taiwan: Sharing.】 

鍾鎮城（2017）。跨國銜轉孩子之系統建置研究與評估計畫。教育部委託案之計畫書。臺北市：



 

 

 

 

 

 

 

鍾鎮城 217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教育部。 

【Chun, C.-C. (2017). A proposal of system development study and evaluation on transnational kids. A technical 

proposal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鍾鎮城（主編）（2015）。第二語言習得與教學。臺北市：新學林。 

【Chun, C.-C. (Ed.). (2015).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Taipei, Taiwan: Sharing.】 

鍾鎮城、王萸芳（2007）。台灣華語政策與教學規劃之前瞻與展望。教育研究月刊，163，27-35。 

【Chun, C.-C., & Wang, Y.-F. (2007). The prospect and future of the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and teaching 

plan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163, 27-35.】 

鍾鎮城、黃湘玲（2009）。客籍新移民女性之語言使用與自我移民認同形塑。高雄師大學報，

26，49-64。doi:10.7060/KNUJ-HA.200906.0049 

【 Chun, C.-C., & Huang, S.-L. (2009). Language use and shaping of self immigrant identity on new 

female-Hakka-immigra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6, 49-64. doi:10.7060/KNUJ-HA.200906.0049】 

鍾鎮城、黃湘玲、許秀娟、許雅雯、許羚琬、張郁函（2016）。臺灣移民華語教學的發展與前

瞻。華文世界，117，52-58。 

【Chun, C.-C., Huang, X.-L., Hsu, H.-C., Hsu, Y.-W., Hsu, L.-W., & Chang, Y.-H. (2016).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pedagog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immigrants in Taiwan.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117, 52-58.】 

顧瑜君（2008）。臺灣新移民之新教育觀：以在地教師課程觀點出發。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8（1），89-128。 

【Ku, Y.-C. (2008).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thought about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The voice from a teacher.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 89-128.】 

二、英文文獻 

Ager, D.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Tonawanda, NY: 

Multicultural Matters. 

Baldauf, Jr., R. B. (2006). Rearticulating the case for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in a language ecology 

context.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7(2 & 3), 147-170. doi:10.2167/cilp092.0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Chen, S.-C. (200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among Vietnamese brides and their children in 

Taiwan. In S.-M. Kao & S. C.-Y. Hsieh (Eds.), Language across cultures (pp. 33-59). Tainan, 

Taiw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astman, C. M.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 Sharp. 

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NY: Continuum. 

Freire, P., & Macedo, D. (1987). Literacy: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Gumperz, J. J. (2003). 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s. In C. B. Paulston & G. R. Tucker (Eds.), 

Sociolinguistics (pp. 139-155). Malden, MA: Blackwell. 



 

218 鍾鎮城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Bristol, PA: 

Multilingual Matters. 

Ruiz,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2), 15-34. 

Ruiz, R. (1990). Perspectives on official English. In K. L. Adams & D. T. Brink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pp. 11-24). New York, NY: Mouton de Gruyter.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seng, C.-C., & Chun, C.-C. (2019). Chinese language and new immigrants. In C.-R. Huang, J.-S. 

Zhuo, & B. Meisterernst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Chinese linguistics (pp. 

212-219). London, UK: Routledge. 

Wang, H.-Z. (2011). Immigration trends and policy change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2), 169-194.  



 

 

 

 

 

 

 

鍾鎮城 219國教新住民語言政策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2020, 65(1), 201-219 

doi:10.6209/JORIES.202003_65(1).0008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for  

New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wan 
 

Chen-Cheng Chun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ssues related to new resid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aiwanese society. The 

majority of early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immigration due to international marriage, wherea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pupils as well as their d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developments in new-resident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wan. 

According to a literature review, studies on new-resident language education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adults to pupils. In this study, a micro-macro methodological dichotomy was used to analyze 

new-resident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aiwan’s 108 Curriculum. The policy’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identity were elucidated. Among 

the various challenge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teacher training is the most critical aspect. Three 

major groups of people were identified in present-day new-resident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ontext: regular pupils, transnational students, and second-generation new 

residents who grew up in Taiwan. In terms of future studies,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language acquisition planning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volving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s should be conducted. 

Keywords: 108 curriculum, new residents, trans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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