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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痛」中學認同：一位臺灣在美華語教師的自我敘事 

摘要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身於美國擔任華語教師的經驗出發，以自我敘事作為研

究方法，試圖探尋與建構出一位來自臺灣的海外華語教師所可能擁有的認同。

研究著重於教師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討論，試圖探討以下問題：臺灣華語教師的

文化認同會是什麼樣子？在廣泛的「中華文化」與在地的「臺灣文化」，甚至

與異地的「美國文化」的相互作用之下，研究者面臨了何種困境、產生了何種

認同上的改變？以及面對困境，採取了怎樣的行動？ 

透過敘事研究的反思過程，加上與相關理論的對話，研究結果顯示出臺灣

所培育出來的華語教師擁有多元的認同，由於華語教學工作的性質，身處於全

球化的工作環境，若是自身的認同不明，便時常會面臨生活上，甚至專業上的

困境。本研究便是一個華語教師於這些困境與糾結之中，找出一條能夠證明自

身專業並同時表現出臺灣文化認同的教學與敘事。 

 

關鍵字：臺灣、華語教學、教師認同、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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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for an Identity in Mandarin Teaching: A Narrative Inquiry of 

a Taiwanese Mandarin Teacher in Americ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the author experienced teaching Mandarin 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s a Taiwanese Mandarin teacher during the 2017-2018 

school year. Mandarin education is often dominat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form. Due to its complicated political history, Taiwan is often confused for China. 

The author encountered many conflict situations while teaching Mandarin at UM, 

including tension with Chinese students over the Taiwanese identity,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and separating the Taiwanese 

identity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goal of this discussion is for the author to 

establish her own Taiwanese identity and explore the lack of identity discussions in 

the Mandarin teaching field in Taiwan. To achieve the goal, this paper used narrative 

inquiry as a method to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s and tell the stories.  

 

Key Words: Taiwan, Mandarin teaching, teacher identity, cultu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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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痛」中學認同：一位臺灣在美華語教師的自我敘事 

Learning is no amusement, but is accompanied with pain. 

-------- Aristotle, Politica, book 8, partV 

 

寫在研究形成之前：旅行前後的敘說、發覺、與整理 

2017 年 7 月 27 日從臺灣起飛， 2018 年 6 月 27 日降落，回到我的家鄉臺灣。

不長不短的離開又回來，這中間 11 個月的日子，大部分的時間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的邁阿密度過，小部份的時間在移動和旅行之中度過，而幾乎全部的時間，我用著

所在地方的語言生活與表達。外語與母語之間、輸出與輸入之間，有些縫隙產生的

距離，累積了 11 個月，回到了臺灣，覺得自己好像好多話需要說，即使只是踏上

家鄉的土地，都像是看到好久不見的老朋友，讓我一直有敘說心事的激動。 

英文裡的說法，出發前的整理行李叫做 pack，把需要的東西放進去；回家後

的整理行李叫做 unpack，把旅行結束後的行李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放回該放回的

位置。Unpack 的時候，東西常常都比出發前還多，要放回哪裡，有的時候還不是

短時間能夠想清楚的，對我來說，unpack 的時間總是特別長，從回到臺灣至今，

房間裡到現在仍躺著一箱沒整理完的行李。除了具體的行李箱，我覺得，我的身體，

其實才是這趟探險中最大的一件行李。這趟旅程之中，身體這件大行李移動時總免

不了遺失了一些東西，但也同時被放進更多東西，甚至還有一些，是出發前就在那，

返家後仍在那，整趟旅程中，竟然未曾被想起的。 

現在在書寫的我，正像是在啟動身體 unpacking 的過程，同時「檢視」與

「發掘」行李中的事物或思緒，然後，試著把它們「放回」或是「找」到該被放置

的位置。會有一些是要拿出來擺在書桌上每天觀看的嗎？會有一些是在整理之後決

定淘汰的嗎？所謂「該被放置的位置」它在我的空間之中又可以有怎樣的陳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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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邁阿密探險，發生在就讀研究所期間，論文難產的瓶頸讓我的身心承

受很大的壓力，也讓想要幫助我的人不知道從何幫起。其實應該留下來好好面對的

我，選擇擁抱心中想要出走的聲音，加上剛好得到了合適的機會，讓心中想要逃離

的「軟弱」獲勝，把剩餘的勇敢，拿來離開混亂的書桌、混亂的筆電資料夾、和混

亂的心情。 

只是離開臺灣四個月之後的我，在邁阿密寫下： 

「原以為離開一個憂鬱的地方，可以也離開憂鬱遠一點，但是當已經把憂鬱

穿在身上，沒有想起要自己去把它脫掉，再走多遠，也是一樣啊。」 

沒有把許多憂鬱放下，我帶著自己身上心上所有的包袱到了邁阿密這個遠方，

這些包袱中有著天真對於遠方的依賴，還有更多的是那個覺得被打敗了、很易感的

自己，不時隱隱作痛。這次的這些包袱，讓我在邁阿密的經歷與心情跟之前出國的

經驗很不一樣。或許也因為這樣的狀態，讓遠方不再是一種開脫，當自己與自己所

有的包袱就在遠方之中，我，還有我存在當下的那個地方，不是數線上誰向誰奔跑

過去的兩點，而是互相存有、影響、與互動的。這個身心都隱隱作痛的我，到了新

的環境，一開始，很像個害怕傷口感染的病患，每一次傷口跟空氣接觸，都特別仔

細地去感覺任何的微小變化，也大概是因為這樣，心中累積了許多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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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意識形成 

出國旅行對於臺灣人而言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對於學生而言，出國交換、

出國念書的選項也不再像以前一樣遙不可及。我們這個世代，時不時被提醒著，我

們身在一個地球村，求學、工作都是在跟全世界競爭。隨著全球化，「世界」越來

越無可避免地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而當出國的臺灣人越來越多，「我們在世界

中是怎麼樣的存在？」，這個意識也成為許多人忍不住開始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走出國門的同時，我們就被其他國家觀看。身為一個在國外臺灣人，總不乏

許多跟「身為一位臺灣人」相關的故事可以分享。從「Are you from Thailand?」到

「Are you part of China?」，所有因為臺灣在世界的模糊角色而產生令人哭笑不得

的對話，許多人都聽過，甚至許多人就回答過這些問題。「臺灣」好像是一個讓我

們變得更令人霧裡看花的徽章，不跟人說還好，一說，時常就越說越複雜了。 

這篇論文其實就是從這個看似微小的矛盾出發，臺灣人在世界行走時常遇到

的「困擾」，加上我於美國邁阿密教華語一年的時間中所形成的研究意識，對於這

個「困擾」的更深的領會，進而開啟一連串的討論與省思。 

邁阿密環境的特殊性、華語教師身分的特殊性、以及我在任職學校的角色特

殊性是串起這篇論文敘事的三條脈絡。以下我將先舉一個在邁阿密的故事為起頭，

再分別敘說這些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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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邁阿密的臺灣鴿子 

身為這個城市中極少數的亞洲臉孔，初來乍到，也不處於其他亞洲人社群中

的我，獨自走在路上，時常有人對我行注目禮。由於邁阿密的亞洲人口本就很少，

亞洲人之中絕大部分又是中國人，來自臺灣的我，如果不想被誤認為中國人，便要

時常糾正、澄清，再這樣不斷需要說明「我是什麼」以及「我不是什麼」的日復一

日中，家鄉能夠給我的安全感早已遠去，沒有了家鄉的保護，心中身處於「異鄉」

的感覺就更加濃厚了。來到這個城市兩個月後，依舊常感覺自己「格格不入」，在

札記中寫下： 

「在臺灣行道樹上的是鴿子或麻雀，在邁阿密樹上的竟然是綠鸚鵡。戴著墨

鏡，車上還是有人問我是不是從中國來的，微笑說我來自臺灣之後就假裝聽

不懂接下來他說的功夫還有李小龍。其實今天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位大哥大

概就像是我看到綠鸚鵡一樣覺得新奇吧，我像是一隻在邁阿密的臺灣鴿子。」

---研札- 20171008  

在來到邁阿密一段時間之後，對於只因為是亞洲臉孔就被假設為中國人這件

事，雖然每次心中仍會不舒服，但已稍微司空見慣。那天特別戴上墨鏡，想要偽裝

掩蓋住一些自己的「格格不入」，以為不會再有被當作珍禽異獸觀看或是被誤認的

問題，卻依然遇見了。 

如同一隻身處異處，甚至不該出現在這個地方的鴿子，在綠鸚鵡群中，是那

麼不同。「戴上墨鏡」、「微笑」、與「假裝聽不懂」這些動作，似乎是我在預防、

自我保護、甚至療傷的措施，不讓自己不舒服，以及心中受傷後，不讓自己痛太久，

透過偽裝與主動的忽視，選擇繞過一個可能會衍生心中更多疼痛的情境。 

在忙著於新的環境中找到自我定位與認同的我，好似越急於「融入」就越顯

得「格格不入」。當自我的認同與與外在世界的現實產生差異時，便在心中產生了

失衡，而只有當內外能夠找到相同頻率而產生和諧而穩定的共鳴時，人才會產生自

在的安全感（Chickering＆Reisser，1993）。這個時期的我，在無法定位自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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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於證明自己之間，產生了失衡，一方面是因為身為少數自然產生的慌張感，另一

方面則是因為隨時擔心自己被歸類錯誤的著急。 

第二節 邁阿密，難以定義 

美國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之前也曾經短期造訪過許多美國的大都

市，所以這次出門前，總覺得「適應」應該不成問題。沒想到，一週又一週過去，

我在邁阿密卻仍未感覺「適應」。 

出發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樣，對於邁阿密的印象是一個渡假的城市，充滿了

曬得黝黑的人們跟沙灘，到了這裡之後，身邊的朋友們也總是興奮地問著我邁阿密

的海灘與渡假去處，實際到了那裡，這些印象跟現實有很大的出入。因為，「渡假

勝地」只是小小一部份的邁阿密。邁阿密這個地方的特殊性，也成為了這篇論文產

生的很重要的脈絡背景，以下為幾個為什麼邁阿密具有特殊性的方面： 

一、語言 

邁阿密是美國東南部的大城市之一，由於地理位置離中南美中很近，成為了

中南美洲移民的首選城市，根據 2018 世界人口調查 1 的結果，城市的人口組成中，

超過百分之六十皆為拉丁裔，而亞洲裔只佔了百分之一，也因此，西班牙語是邁阿

密最通用的語言，無論走到哪裡，皆能以西班牙語暢行無阻，英語就不一定了，我

就時常遇到語言不通的狀況。覺得實在很有趣，便去查詢資料，發現，雖然超過一

半以上的州使用英語作為主要語言，但像在邁阿密位處的佛羅里達州，主要的語言

是西班牙文，超過六成以上的居民使用西班牙文，更有許多來自加勒比海國家的移

民使用克里奧爾語（Creole Language），一種混合式的語言，所有生活中會讀到的

正式文件，如選票，也以西班牙文、英文、克里奧爾語三個版本呈現。 

                    

1 Miami Population. （2018-06-12）. Retrieved 2019-01-11, from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us-cities/miami/ 邁阿密的人口組成：60.7% 拉丁裔 11.9% 白人 

19.2% 黑人 1% 亞洲裔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us-cities/m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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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 

英語不為主要語言的環境的確讓我在安頓下來的過程中收到了多一些阻力，

少了共同語言的便利，需要花更多時間去認識這個地方。除此之外，佔據多數的拉

丁族群看似單一，但其實也充滿了多元的文化差異，走在這個城市中，能夠看見來

自中南美洲各國的移民形成了的不同社群，彼此不一定相互交流，有古巴人組成的

小哈瓦那社區，也有牙買加社區、巴西社區等等，當然，更有中國學生的社區、來

自加勒比海其他國家的社區。陽光、沙灘、海灘這個大家對於邁阿密的刻板印象，

充滿了豪宅與有錢人揮金如土的派對，其實只存在於邁阿密其中一區，幾條街之外，

便是斑駁的貧窮社區。這些差距甚大的社群們同時存在著，在文化、語言、社經地

位各方面界線分明，像是一片片不同顏色的馬賽克磚，以各自完整的姿態，組成了

邁阿密這一幅馬賽克拼貼圖。 

三、政治認同 

在臺灣，人們習慣用政治色彩相互貼標籤，誰是藍的，誰是綠的，近年來還

多了白色、紅色等不同的政治認同顏色。在美國，許多州也會因為投票的傾向被貼

上藍色（民主黨）或是紅色（共和黨）的標籤。像是深怕這幅馬賽克拼貼圖不夠豐

富似的，佛羅里達州是美國著名的「搖擺州」（swing state），因為藍色與紅色的

支持者在這裡多年來都是各占一半，保守派支持者與進步派支持者也各佔一半。 

我時常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邁阿密眾說紛紜的難以定義，美國內對於女性的墮

胎權利一直有很熱烈地討論，進步派支持，保守派與宗教人士極力反對。這樣的情

況就被如實的呈現在我每天必經的捷運站看板上，一邊提倡墮胎權，一邊以宗教的

號召呼籲不要犧牲生命，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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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看板 右看板 

Not ready?  

You always have options! 

Visit your planned parenthood office 

today! 

Do you know babies start to have heartbeat 

at sixth week?  

Let God plan parenthood. 

圖 1-1 立場不同的公車看板 

邁阿密的朋友們總開玩笑地說，千萬不要輕易假設跟你說話的那個人是什麼

樣的政治立場，在這個搖擺州，你遇到不同立場對象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更不能

像在臺灣一樣為誰貼上某個顏色的標籤之後，就用那個顏色去認識那個人。從上方

對於墮胎的立場展現，在這裡，好似每個人都值得花上許多時間去重新認識一番，

才能建立起一個比較實在的認識。 

就像我也不希望自己被隨意貼上「中國人」的標籤，邁阿密這樣的特性，剛

好跟我的狀態呼應，所以，我一直都處於一個想要讓人認識真正的我的狀態。當然，

這個狀態也是令我無法休息，時而感到疲倦的原因，或是有的時候，會質疑為什麼

大部分來自其他國家或是文化的人，不需要像我一般，拚了命地去解釋自己是誰。 

四、邁阿密是一幅馬賽克拼貼畫 

在某次課餘時間的閒聊，我與學生提到自己總是不知道怎麼用淺顯方式對人

介紹邁阿密的困擾。學生 M 告訴我，即使他在這裡長大，也與我有同感。他跟我

說，在這裡，大家都仍是「new comers」，邁阿密的移民社群跟美國其他地方比起

來很年輕，頂多二十年，不像是舊金山的華人社群，或是紐約的黑人與華人社群，

都已各自紮根，甚至成為該城市顯著的文化風景。邁阿密還只是各個群體「居住」

的地方，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尚未能夠發展出除了以「生存」下來為目的的文化，

也尚未能將其獨特的歷史敘述保留下來，發展成令人能夠輕易去「認識」的程度。

大家都仍在各自努力中。當大家都是初來乍到，當大家都仍在適應，自然就形成了

這般「難以定義」的風景，因為「定義」還不在努力生活下去的移民社群的待辦清

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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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幅馬賽克拼貼畫一般的邁阿密，在這個城市裡的人來自不同地方，擁

有不同的故事，如同一個個色塊，不相互渲染，卻因為彼此的存在，形成了一幅畫。

我身為這幅畫當中的色塊之一，我身分的特殊性也在這幅畫中扮演了角色，但要說

我這個人的經驗能夠代表邁阿密這個城市，便顯得薄弱了。也因此，當我需要介紹，

甚至當別人問起，你會如何定義描述邁阿密經驗時，「難以定義」便成為了我對於

邁阿密的「定義」，也成為了我對於自身當下處境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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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在邁阿密的多重角色 

這次到邁阿密，是因為申請上了 Fulbright 的 FLTA 獎學金，Fulbright 是一個

歷史悠久的學術基金會，而 FLTA 計畫為基金會眾多計畫中之一。 

這個基金會的建立起源於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將戰時的軍

備賣給其他國家，這些國家以自己的錢幣向美國購買軍事裝備與武器，美國因此獲

得了可觀的收入。當時的一位美國參議員 J. William Fulbright 提出了一項議案，希

望美國政府能將戰勝後獲得的財產成立一個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將賺取的這些外國

貨幣，轉換成讓學生前往該國家的資金，透過在與各個國家教育、文化與科學領域

上的學生交換，促進美國與世界的交流與理解。「帶給世界多一點知識，少一點衝

突。」是 Fulbright 基金會的宗旨，在這個宗旨之下，除了初期的美國學生單方面

向外學習的計劃外，後來更設立了讓外國學生也能進入美國的交換計劃，也因為其

獎學金計畫的蓬勃發展，Fulbright 在各個曾經接待過最初美國交換學生的各個國家

開始設立當地的辦事處，在臺灣，美國於 1957 年在台北設立了 Fulbright Taiwan 學

術基金會，至今已超過 60 年。而我所參加的 FLTA 計畫，是學術基金會其中一個

較新的計畫，於 2001 年設立，讓除了英文以外，以其他語言的母語者能夠至美國

教學與交流的計畫。 

FLTA 計畫的全名是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Program，是美國國

務院、Fulbright 基金會、和臺灣教育部所共同支持的獎助計畫，其宗旨為「藉由本

計畫協助臺灣教育工作者前往美國就讀非學位課程、增進教學技巧、擴展對美國文

化風俗認識的同時，亦推廣華語文化，加強當地的華語學習」。其實，拿到這個獎

學金的不只有臺灣人，每年，Fulbright 邀請超過 50 個國家，說著 30 種以上不同語

言的 FLTA 前往美國的大學內擔任外語教學助教。我們這一屆，總共有 388 位得獎

人，來自臺灣的有 10 人。 

所有獲得此項獎學金補助的學人，會被媒合至美國的大學，透過一周 20 小時

的工作，進行教學，或是任何協助該校該語言的課程。在計劃期間，能有學費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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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補助，讓每位獲獎者每學期可選 2-3 堂課修習，並根據所在區域的生活水平提供

生活費，還有往返美國的機票一張。 

我被媒合到的學校是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棕櫚樹大學（化名），位於邁阿

密市中心附近，一個很富裕的地區。以下為在該校身為一位華語助教所擔任的角色

圖，棕櫚樹大學規定 FLTA 均需註冊為全職學生，一學期得修習 9 學分的研究所課

程，並且須擔任該校的語言中心的輔導員（Language tutor），所以，我的角色中，

除了原先的語言課助教之外，還多了以上兩種身分（如下圖 1-3   ）。 

 然而，隨著邁阿密的生活正式展開，我很快意識到我的角色不只上述三種，

除了將工作好好完成之外，充斥在每日生活之中的，是一天好幾次的自我介紹，我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你好，我是廷如，我來自臺灣！」當我簡單自我介紹後，通常

對方有下列幾種反應：「真棒，我一直很想去中國。」、「哇，我最喜歡吃泰國

菜！」、「我沒有聽過臺灣，你們說什麼語言？」以上幾種典型反應相信只要是在

國外的臺灣人都時常遇到，一點也不稀奇。但我想表達的是，無論對方如何回應，

接下來，我若是真心要與對方交流，便要好好介紹臺灣，不管是說明臺灣近代史為

何造成世界上其他人將臺灣與中國聯想在一起，或是臺灣菜與泰國菜的異同，甚至

介紹臺灣人因為歷史的因素所受到的語言政策影響，都需要花費許多功夫，甚至有

的時候，對方也沒有耐心聽。 

大多數的時間，這個過程給予了我將臺灣讓更多人知道的成就感以及與人友

好的喜悅，不過，日復一日的解釋與澄清，無形之中，也成為了我多項要扮演角色

之外的第四個工作：臺灣文化大使。其他的角色都有下班的一天，唯有文化大使的

工作的上班時間是將近 24 小時，在學校遇到新同學的時候、搭 Uber 與司機聊天的

時候、去餐廳吃飯時、買東西時，幾乎是所有需要與人互動的時候，都背負著這個

責任。也因此，我對我的角色有了新的設定與認識。從圖 1-3 到圖 1-4 的轉變，並

非單純的多出一個角色而已，更想要呈現的是從圖 1-3 到圖 1-4 之間的轉變。這個

永遠不下班的新角色，是在填滿我與他人對於臺灣的認知差異過程中產生的，包含

了一開始的衝擊與不適應，到中間時常絞盡腦汁地思考如何解釋與澄清，最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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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其實賦予了自己這個文化大使的角色，這個過程沒有分階段，它們幾乎是同

時存在與發生的，感受到不適應的同時我就得馬上有所行動，也就是趕緊地澄清與

解釋，對於自己是一位臺灣文化的倡議者這個角色概念更也是在這些行動與反思之

中同時慢慢形成著，若是要能更確切的形容我的角色狀態，應會如下圖 2-3，彼此

交疊、推進著地促使我對於自身角色產生省思，更成為本論文的討論重點。 

  

FLTA

華語
輔導
員

華語
教學
助教

研究
生

FLTA

華語
輔導
員

華語
教學
助教

文化大
使

研究
生

不適應感 

角色反思 
澄清解釋 

圖 1-3 FLTA新角色示意圖 圖 1-2 FLTA角色圖  

圖 1-4 角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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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 

一、 臺灣的文化是什麼？ 

我不是期待要在這篇論文去探討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是希望呈現出這是一個

很難回答的問題，也是此篇研究意識形成的很大一部分。「認同」對於臺灣人，無

論是在個人層次上，或是群體文化上，都是像在一隻房間內的大象，不談則已，一

談就會開啟許多的疑難與困惑。 

一次與其他人討論我們這群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在期中會議的晚會時應該表

演什麼的機會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臺灣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與難處。 

這個給當年度所有獎學金受獎者參加的期中會議，讓大家分別帶著半學期在

美國大學中教書的經驗聚頭，相互分享教學心得，Fulbright 也安排了許多課程讓我

們充充電。會議的最後一天，一直以來的傳統會舉辦一場文化晚會，邀請各個國家

的老師們報名表演，跟這個像是規模稍小的「地球村」群體分享他們國家的文化。 

為了讓大家能有充分準備，報名於我們尚未出國前便開始，我們一行十個臺

灣 FLTA 當然也躍躍欲試，早早便開始討論我們的表演內容。加上前屆的 FLTA 曾

經跟我們說過，這幾屆以來，臺灣從來沒有機會可以上台表演，因為人數很少，上

屆只有五位，這屆有十位，鼓勵我們可以積極爭取。大家聽了更興奮起來，興高采

烈地討論起我們可以表演的內容。 

圖 1-5 為當初其中一段討論過程，從中可以看到每個人對於應該要怎麼做都

不太確定，這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對於「台客文化」的討論，有人覺得不妥，

有人覺得很具代表性。整個討論過程十分有趣，每個人都各自有想法，而各個想法

拋出來後，也都會有人有不同的意見。在經過一番討論過後，提議的內容大致可以

分為四個種類，以下我試圖整理成表格（表 1-1），或許較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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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圖 1-5  LINE 對話紀錄- 20170701 

 

表 1-1 關於臺灣文化的討論 

提議 討論狀況 結果 

「中國風」 

如跳彩帶舞、扇

子舞 

來自中國的華語老師們每年都表演專業度

十足的中國風舞蹈，我們要如何跟他們有

所區別？ 

一致認為無法跟中

國的表演有足夠的

區別性，不容易被

選上 

「台客風」 

跳臺灣流行歌手

與樂團的歌，如

伍佰的你是我的

花朵或是五月天

的戀愛 ING 等 

 

 

受到蠻多人贊成，但後來有人提出一個問

題，她問：「大家覺得『台客風』是一個

我們想要讓國際認識的臺灣印象嗎？」 

陷入一陣關於何謂

「台」的討論，最

後因為無法讓每個

人都同意所以不採

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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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 討論狀況 結果 

「臺灣專屬」的

文化 

如跳原住民舞

蹈、唱客家山歌 

這些的確都是臺灣多元的文化之一，但是

有人提出之前發生過的爭議事件。本身不

為原住民的臺灣人任意穿著原住民服飾，

在國際場合「代表」臺灣，結果其所穿的

服飾與表演的舞蹈為不同原住民族的，該

學生對於原住民文化欠缺了解，用膚淺甚

至有歧視疑慮的方式呈現了某種她心中的

「文化」，造成原住民族的嚴正抗議。 

我們一行人中沒有

人是原住民，對於

穿哪種傳統服飾、

跳哪種舞，都覺得

不足以正確代表。 

 

演戲，將我們這

個多元的討論過

程呈現出來 

這項提議源自於討論過程中大家無法決定

以何種形象呈現臺灣。雖然令人陷入苦

惱，但同時這個討論過程也誠實地呈現出

了臺灣的現狀。我們的確沒有一個統一

的、為人所知的、能夠表演出來的「文化

印象」 

是否太多脈絡？是

否難令人理解？我

們沒有時間寫劇本

跟排戲？ 

 

以上這個討論過程，其實是令當初的我有些沮喪的，現在看來，隱含了許多

層面的意義。首先，每個人的提議都代表了那個人對於「臺灣應該用什麼方式呈現」

的想法，每個提議都是一種「臺灣印象」。再來，大家一來一往的贊成或是否決，

也呈現出了每個人覺得什麼「不該」是臺灣在國際場合上應該表現出來的樣子。從

這個對話過程，看到了在釐清「臺灣文化」是什麼的難題。我們是、我們不是，或

者，我們是嗎？這都是這當中出現的，有納入、有排除，也有疑惑。當然，每個國

家都不能夠用單一文化全面代表，但總有一個如果需要，可以拿出來迎合大家想像

的「文化」。我們其實進行了一個很珍貴的反思過程。 

臺灣文化是甚麼？這個問題，對於臺灣來說，真是特別的難，拿國內少數民

族文化當門牌總顯得膚淺或缺乏尊重，拿中華文化出來代表，就陷入跟中國分不開

的窘境。臺灣不是「西方」眼中典型的「東方」。在世界的舞台上，「東方」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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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似乎只有「中國人」最能名正言順地套在自己身上。而臺灣能拿什麼來名正

言順地套在自己身上呢？沒有人知道。 

又或者，臺灣需要拿什麼來名正言順地套在自己身上嗎？如果臺灣的文化認

同就是這麼多元，執著於找到一套標準化的文化印象，是否已不再重要。在這當中，

若是用另一角度去看，其實，「文化之夜」這個活動本身就值得質疑。當然，活動

的初衷是讓各個文化相互交流、認識，更是在紮實的會議尾聲，提供給大家一個比

較輕鬆的場合，在會議尾聲能夠放鬆一下。但我想主辦單位應該不會知道，他們安

排的這個可以讓各個 FLTA 放鬆的機會，實際上引起了臺灣 FLTA 心理上蠻大的壓

力，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夠積極爭取能讓臺灣被看見，另一方面，卻陷入不知道到底

應該表演什麼的窘境，對於臺灣文化究竟要怎麼呈現的困惑。 

再者，文化之夜是在美國舉辦，邀請各個國家的參與者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

文化，這樣的場合與安排，令我忍不住聯想到中國古代皇帝會舉辦的宴會，宴會上

各個少數族群會進京表演自己的「文化」給皇帝觀賞的荒謬。當眾人穿著「傳統服

飾」在舞台上展現「文化」的同時，身為地主的美國，什麼也不用表演。這是該次

討論讓我除了意識到臺灣面對的「國際定位」的問題之外，發現文化與國家在國際

上的地位與階級其實一直都在背後運作的另一件事實。 

 

二、 意外發現臺灣是一顆「燙手山芋」 

最後，大家共同的共識是考量代表性與準備時間不足，不報名文化之夜，轉

報名另一個文化擺攤的活動。然而，到了文化之夜當天，我們發覺到另一個更實際

的，臺灣之所以一直沒有上台機會的一個可能理由。 

當天的表演有兩位主持人，主持人介紹下一組表演者的方式為「Let’s 

welcome the next country-----」。Fulbright 身為一個美國政府國務院底下的基金會，

「政治正確」是很重要的。當聽到主持人這樣介紹的時候，我跟坐我旁邊的另一位

臺灣 FLTA 相視而苦笑，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介紹法，臺灣當然不可能上臺，因

為臺灣在這樣的國際舞台上，要被稱做一個「國家」（country），基本上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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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這是我們共同對於國際現實的認知，所以，我們苦無表演機會，或許跟我們

要表演什麼內容的關係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跟臺灣的國際地位比較有直接關係？ 

另外，在這場期中會議中，Fulbright 安排了一場演講，告訴我們他們在世界

各地都有英語教學資源的駐點辦公室，因為我們當中有許多是英語教師。以區域為

單位，每個辦公室負責不同的世界區域。演講最後，為了鼓勵大家積極與這些辦公

室聯繫，讓 FLTA 經驗的影響力更大化，講者請我們好好地看他投影片上的世界地

圖與辦公室位置圖，他已經用色塊標好各辦公室的負責範圍，並找到負責自己國家

的辦公室在哪裡，然後記下連絡方式。 

當時來自臺灣的我們坐在一起，講者話一結束，我們也開始尋找能夠幫助到

我們的辦公室位置。然後，很快就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臺灣根本不在這張世界地圖上。（見圖 1-6） 

有人開始苦笑、有人開始面面相覷。我們或許已經對於臺灣被標示為中國的

一部份不再意外，但連臺灣這一座島嶼在這張「世界地圖」上的實體存在都被消失

了，實在令我不能忍受。心情很受傷，我的心情，跟周遭其他國家因為這個講者的

活潑與魅力而熱烈開心地參與他的活動的狀態，形成很突兀的對比。 

我認為，這已經超越政治的議題了，這完完全全就是一張錯誤的世界地圖。

演講結束，我起身去向大會反應，走向前去，找到了該場次的負責人，她正站在演

講台上，我靠近她，先介紹自己是來自臺灣的 FLTA，然後說關於地圖我有一件事

想要反應。她聽我說到這裡，就先請我等一下，然後請我跟她到旁邊再說。我想她

大概以為我要來跟她吵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類的事，所以不想要讓其他人也聽

到。一意識到她可能有這種想法，我馬上說，我知道臺灣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我

不是要跟你說這個，我只是想跟你表達當我們看到那張世界地圖上連臺灣這座島都

沒有的失望，你們使用了一張錯誤的世界地圖。果然，負責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

事，她跟我道歉，然後解釋這可能是講者在網路上抓圖片的時候沒有注意到而出現

的錯誤，她會請他改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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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這樣一個敏感的臺灣人，我當然知道，沒人知道他到底會不會改，甚

至這張圖可能也被使用了多年。得到了一個「解釋」後，我決定摸摸鼻子離開，雖

然心中還是很傷心。原來，我的國家是一個可以被人不小心就忘記的地方阿，這好

像比被特別注意到，然後被主辦單位特別將「Taiwan」改成「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或者「Taiwan, China」還更沒有存在感、更微不足道。 

在這個世界上，許多族群為了「不被認同」、「被歧視」而爭取屬於他們的

正義，他們的「痛」像是有血清清楚楚流出來的傷口，看到了就替他們難過。而我

所感受到的「痛」與之不同，我的傷口難以被發現，因為臺灣常常是不被看見的，

臺灣的議題在世界上太小了，小到連存在都不具有正當性。我的傷口是在心裡的，

所以看不見，我的痛，某個部分，是因為不被察覺、不被肯認而產生。 

計畫口試時，口試委員與我分享，她在國外求學期間，觀察到來自其他國家

的同學在自我介紹的時候都可以十分直接了當地說「我是……，喜歡……，不喜

歡……。」而來自臺灣的她卻總是在說「我不是……，不是……。」中度過。是否

我們身上總是背著一股使命感，總感覺要替臺灣澄清什麼。這股使命感，又是從何

而來？ 

或許這可以從臺灣的歷史與所處的位置來看，歷史上，臺灣目前的國號「中

華民國」是一個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國民黨政府在撤退來臺灣之後，

使用了「反攻大陸」、「漢賊不兩立」等這樣的口號來「團結」臺灣人。而再往前

追溯，我在學生時期所讀過的歷史課本中，屬於臺灣人的運動與認同形成，更時常

都是以「反對外來者」為出發點的「抗荷」、「抗日」到最近的「抗中」。所以，

臺灣近代的認同，某個程度上，是為了抵抗霸權而逐漸產生的 （史書美，2013）。

也因此，向人述說「我們不是誰」比「我們是誰」的聲音在臺灣的認同中還來得更

加大聲。這個「抵抗」以及「需要區分敵我」的特性，到現在都還可以在上述這些

經驗當中被看到。                                                                                                                                                                                                                                                                                                                                                                                                                                                                                                                                                                                                                                                                                                                                                                                                                                         

 

 



18 
 

 

圖 1-6 沒有臺灣的世界地圖 

                                       資料來源：VetorStock.com/21233998 

2018 年夏天回到台灣之後才開始寫作，看見自己身處於一個多元文化的脈絡

之中，從臺灣邁阿密的移動，讓我身上的認同在位置的改變下，面臨了如上述經驗

中，無時不刻需要調整與重新思考的挑戰，「臺灣人是誰？」、「來自臺灣的華語

教師是誰？」，而「我，又是誰？」。 

這些問題跟隨了我一整年，一直到現在。在美國的時間，沒有來得及停下來，

好好思索，因為每日的工作不斷推著我做出反應，只能專注於解決眼前的困境。而

現在的書寫，是希望能夠在重新檢視相關經驗，以及自我省思之後，能夠將我當時

所遇到的「困境」更加清楚的呈現，將「困境」背後形成的原因爬梳出來。來自臺

灣的華語教師身上總像是背負著比別的國家的語言教師更多的「使命感」與「責

任」，由於臺灣與華語教學的特殊性，讓這群人所經歷的不僅僅是一個一般教師的

養成歷程，還有更多是由於移動與認同帶來的適應過程。本篇研究也希望以個人經

驗的探討為出發，去看見來自臺灣華語教師的認同形成過程，以及其所面對的真實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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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痛」從何來？ 

第一節 為何以「痛」為名 

在棕櫚樹大學，我於教育學院修了一門多元文化的課，全名叫做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s in a Globalized Society，課堂約 18 人，幾乎每個人都

來自不同的國家，我則是當中唯一一張來自亞洲的臉孔，一個月上一次課，一次上

8 個小時。每次上課都圍成一個圓圈而坐，能夠看到每個人的臉。每次上課，都針

對一個議題進行閱讀跟討論，議題則包含認同（Identity）、與言語溝通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歧視與偏見（Prejudices and Biases）、與種族、

性別與社經地位（Race, Gender and SES），在第一堂課，教授就告訴我們，這個

學期的課堂中，我們需要一個暗號，當我們覺得課堂中的討論，或是某個人的發言

或是任何當下發生的現象讓我們感受不舒服，或是攻擊到了我們很在乎的認同，覺

得被誤解了的時候，就可以說出這個暗號，這樣大家才可以停下來，一起更深入討

論，為什麼我們會感覺不舒服。除了這個功能，對於課堂其他人而言，學習與意識

到自己無心的言論或是想法可能觸碰到別人心中的痛處，也是很寶貴的學習經驗。 

教授請大家開始想這個暗號，有一位來自哥倫比亞的同學問我，怎麼用華語

說「Ouch, it hurts!」，我說「痛，t-o-n-g , with a falling sound」結果大家都跟著我

一起念，好似回到我的華語教學教室，大家津津有味覺得學到了新的字，就共同決

定要把「痛」作為這個學期的疼痛暗號。我那時想，真的有人會這樣說痛嗎？如果

是我覺得受傷，我有辦法說出口嗎？ 

在討論與言語與溝通的課上，有一位來自美國的同學 W 舉了美國政府因為

本身與以色列結盟，而透過媒體壓制對於巴勒斯坦的平衡報導，創造了美國國內偏

袒以色列的輿論，忽視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所採取的暴力鎮壓。當大家點頭贊成時，

一位猶太同學 A 說了聲「痛」便開始哭泣，她小的時候在以色列長大，後來回到

美國念書，她對於猶太族群的認同很強烈，當下的她說，覺得自己的族群被攻擊到

了，並試圖解釋更多以色列的現狀，想要告訴大家，一群為了信仰將近滅絕的人想

 



20 
 

要保護自己的國家並不應該被汙名化。A 還有 W 一來一往，有時道歉，有時爭執，

最後並沒有互相同意，因為 W 覺得自己舉得例子的確是現實，並沒有要攻擊以色

列的意思，只想表達對於美國媒體操弄輿論的存疑態度。而 A 則依然替以色列抱

不平。 

在心中小小的理想教室中，我期待看到這個痛的時刻會在對話中和平落幕，

達成共識，似乎這才是最好的結局。然而實際的狀況不如我預想的發展，當她們無

法達成共識時，教授很誠懇地感謝她們的分享與自我揭露，告訴大家，這個對話的

開始就是有意義的，她們不需要有要達成結論的壓力，可以繼續抱著自己的感覺，

進到下一個討論。 

一個學期下來，有幾次的課堂討論我也心中隱隱作痛，比如同學誤把我說成

Chinese 的時候，或是當同學舉了中國的例子，然後特別問我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但沒有說出來，為什麼呢？太過複雜的議題無須在一次的討論中就找出結論，也無

法。所以討論的意義在於什麼呢？而「痛」，應該是要被處理的，但是怎麼處理？

何時處理呢？也想問自己，為什麼感覺到「痛」呢？ 

在邁阿密的一年，除了課堂中會感到「痛」，老實說，幾乎每一天，每次與

人對話，很少沒有不痛的。如前所述，出發前就已經在敏感狀態的我，面對這些可

能性的對我的傷害，感受也就更加深刻了。在美國，種族議題一直是關懷社會正義

人士所重視的，因為種族差異所產生的歧視與宰制，讓所謂的有色人種在美國被當

作多元族群的其中一部份，被小心地對待著。然而，我總覺得我所感受到的「痛」，

與此有些不同，不完全是因為我屬於種族少數而產生的，身為一位在美國的臺灣人，

所面臨的，不全是文化上與階級上的衝突，更多的其實是美國、臺灣、與中國在世

界歷史脈絡之中形成的關係內，自我定位的難題。 

身為一個移動中的來自於臺灣的華語教師，我的「痛」感與班上的其他人是

否有了更多不同層次？這個疑問讓我開始思考，如果所遇到的是一個在旅行之中遇

到的自我定位的認同難題，又，認同是指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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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看與被看的辯證所組成。（史書美，2013）。我又可以如何在成為從別人

身上再現出來的自己，以及我對於自身的凝視之間，找到我究竟為何而痛的原點？ 

史書美在其 2013 年著作的《視覺與認同: 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中

說道： 

在旅行的過程中均可能有所收穫、有所失落，並在新的脈絡中無可避免地因

應特定的地方而「重新定義」。也就是說，他們不只產生差異性，也產生共同性；

不只可能造成彼此之間不相稱的差異，也可能產生新的組合與聯結。（p.30） 

我來自的地方與我到達的地方在我身上重疊後，所顯現的共同與差異，讓我

經歷了「重新定義」的過程，因為身體的移動，讓兩個脈絡在我身上互動，「在臺

灣當一位臺灣人」與「在美國當一位臺灣人」、「在臺灣當一位華語教師」以及

「在美國當一位華語教師」，這些不同的組合也在我「重新定義」的過程中，時而

交集、時而發散地，交織出新的意義。 

而這篇論文中所希望能討論的那些出現在教與學過程中的疼痛時刻，也在此

過程中產生，其中包含了出國前後，我對於自己身為一位「臺灣人」、「華語教

師」、「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所有的相同與不同的角色期待與落差，以及其在從

國內到國外這個移動的過程中，新舊脈絡交錯，所引發的那些令我隱隱作痛的經驗。

如同那門在棕櫚大學的多元文化課中所給我的啟發，進而更深入的去探究：何謂

「痛」的經驗？我對於「痛」的解析、「痛」對於我產生的意義是什麼？以及我在

這些經驗中的反應與行動為何？希望能夠透過這篇論文的討論，將感受到「痛」的

時候的自己定位，看見自己的處境，剖析自己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而有這樣的經驗，

並透過發聲，讓這些「痛」不再只是需要被隱藏起來的，自己吞忍的，而是能透過

討論而引發其他臺灣海外華語教師共鳴，與對於本身教學行動與處境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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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文」教師是個令我頭痛的名字 

一、每日工事：自我介紹 

一件值得一提的每日工事，是自我介紹。自我介紹這件事，是每個有社交生

活的人都需要做的，其頻率的高低則時常由所身處於該環境的時間長短而定，初來

乍到、或是與人初次見面時，次數頻繁。在邁阿密，除了剛開學時常需要自我介紹，

在許多日常生活的時刻，也需自我介紹。這裡有種文化，無論兩人認識與否，只要

有所交集，就有閒聊的可能。搭 Uber 的時候、搭捷運的時候、去超商購物的時候、

甚至只是站在路上，旁邊的人都可能會隨時開始跟你聊天。美國人口中的「small 

talk」便是如此，聊著不太重要的事，彼此問候，開開玩笑等。有的時候，兩人因

為這樣隨機的閒聊而對彼此感興趣，成為朋友，但更多時候，他人隨口問候一句

「How are you?」，並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你今天過得如何，只是禮貌上，甚至是機

械式地對答，對方不期待你認真地跟他說你今天過得如何。 

雖然這是一個文化的潛規則，對於我來說，一開始也不太習慣突如其來地被

問問題，總是會愣一下，然後認真回答，或是笑而不答，因為不知所措，然後對方

又馬上離開了。許多出了國的人會分享，當美國人這樣隨機地跟你問候，不用跟他

們認真，友善地回應「I’m doing well. And you?」即可，問完「And you?」後，甚

至也不用管他們怎麼回應，因為沒有人是認真地在問。這樣的解讀，是蠻正確的，

且提供了對這樣文化不適應的人一種應對的方式。不過，隨著自己出國次數多了，

慢慢學會並運用這個有趣的文化規則，也有了自己的解讀。 

在美國的「你好嗎？」幾乎等同於臺灣的「你好。」，大部分的時間，大家

將其視為一個非問句的問句，但身為一個問句的本質包含了能夠接受回答的彈性，

也就是說，你若真的回答了，也是合理。我喜歡運用這樣的彈性，在不同的狀態下，

選擇自己想要回答的程度與深度。有的時候，結束一天的工作，晚上去超市買菜，

當收銀員向我問候，我會真誠地說：「今天工作好累，你呢？」。記得在感恩節那

天，許多店因為國定假日而提早關門，感恩節是跟家人團聚的日子，所以大家都很

重視，那天晚上，臨時需要購物，便去了一家賣場，收銀員是一位年輕的男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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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地問我好嗎，一邊掃著條碼，雖然可以說聲我很好就離開，但忍不住多說了幾

句，問候他在大家都放假的今天還在上班，並感謝他的服務，他便有了笑容。是否

因為我的真心回答，對方反而覺得有趣，好似機械式的問候，突然有了生命一般？ 

二、Chinese 這個字的中國性 

會開始談我對於自我介紹與問候的經驗，是因為在邁阿密的這段時間，時常

需要自我介紹。如果我是一位文化大使，那自我介紹就像是我的每日工事一般存在。

如前所述，一位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這樣的身分，讓我在自我介紹以及與人問候時，

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可以選擇。剛開始，當人問起我為什麼來邁阿密時，我總是直覺

地說：「I’m a Chinese teacher.」，卻發現對方的理解常常是我是一位來自中國的中

文老師。因為 Chinese 這個字，在英文中，不僅陳述了我的母語、國籍、以及文化，

我可以被理解為一位「a teacher from China」或者「a teacher who teaches Chinese」，

兩個解釋在文法上都成立，第二個是我心中以為我所陳述的意思，但它並沒有說明

我的來處，只說明了我的職業，加上第一個的解釋方法，若是我沒有加上其他說明，

我理所當然會被理解為一位從中國來的中文老師。 

這是一個十分困擾我卻又十分有趣的現象。因為在眾多語言中，似乎只有

「Chinese」這個字緊緊地跟文化還有特定國籍連結在一起進而造成誤會。我試想，

其他語言教師在介紹自己時，是否也會有相同的問題？如果一位教授西班牙文的教

師說「I’m a Spanish teacher.」，下個問題通常會被接著問；「Where are you from?」

因為這個世界上，說西班牙語的國家很多，所以我們不會假設所有說西班牙語的人

都是從某個國家來的。對於日語及韓語教師來說，當他們介紹自己為「Japanese 

teacher」或是「Korean teacher」時，也不會遇到像我一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語言

跟國家是一體的，不會有所誤會。雖然，以華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不只中國，還包

含臺灣與新加坡，但長久以來的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局勢，使得「中國」的形象主導

著西方對於 Chinese 這個字的印象，稍微解釋了我的自我介紹難題。史書美在探討

華語語系的形成時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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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從中國來的事物都被冠以中華/中國 Chinese一詞的現象，是由中國內外

的諸多原因所造成。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開始西方種族化的

意識形態。這個種族化的意識形態，以膚色定義所謂的中國性，忽略了中國

境內本就存在的多元性與差異性。弔詭的是，這樣的邏輯正巧與中國國家大

一統理念不謀而合，特別是自一九一一年滿清統治結束以來，中國急欲展現

一個大一統的、種族化的中國與中國性，來與西方世界做區隔，以凸顯自身

的文化與政治的自主性。（史書美，2013，p.45） 

中國性（Chinese-ness）這個概念之所以被檢視，是一種對於華語世界中，

對於 Chinese 這個概念的反省，「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對於「東方」的印象，也成

為一個能夠與「西方」所抗衡的力量，實際上是與歷史脈絡中，中國需要團結而抵

抗外敵的歷史息息相關。透過忽視華語世界中的多元與差異，形成一個較強大且較

單一的概念。而我所來自的臺灣，便是在這主流的「中國性」中，顯得弱勢的一個

群體。在這樣的經驗與理解之下，讓我開始思考，我在自我介紹時的回答，是否有

真正地傳達出我是誰？又，能不能有個準確又簡短的方式來介紹我是誰呢？ 

英文中的「Chinese」一詞抹除了「中文」（Chinese）與「華語語系」

（Sinophone）之間的界線，而且很容易陷入中國中心論而不自知。（史書美，

p.60） 

「I’m a Mandarin Teacher from Taiwan.」是我找到的解套方法，介紹自己為

一位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刻意地不使用 Chinese 這個字。事實上，中文是漢藏語

系底下的一個語言家族，其中包含了如廣東話、客家話、國語（普通話）等不同腔

調的中文，雖然在英語中說 Chinese 通常便是指稱 Mandarin（國語），但直接使用

Mandarin 其實是更準確的用法，在臺灣，我們也使用「華語」來避免使用「中文」

可能產生的曖昧。介紹自己為一位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不僅可以避免誤會，也製

造了機會開啟跟我有直接相關的話題。從此之後，我能與人談論的話題便不需再從

解釋我不是中國人開始，可以直接進入臺灣的主題。這樣看似微小的轉變，大大地

改變了我每一天的對話與生活，或許，對於不介意，甚至不在乎的人而言，為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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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而膠著完全沒有必要，但也因為這樣，讓我感受到前面所述說的「痛」，因為

在還沒有解套方案之前，每一次的自我介紹都讓我苦惱，有了解套方案之後，仍時

不時因為身為一位臺灣人所需要額外去在意跟介意的態度，而感覺不平衡。更能感

受身為某種程度的弱勢，自己遭遇到的困難之所以不被重視，是因為主流群體不受

這個困難影響，而不需要去肯認與察覺，發聲的重擔便落到弱勢者身上。因為不說，

別人的生活一樣在過，說了，或許不能改變什麼，但以我的例子而言，主動對於這

個困難採取行動，是讓個人層次可以感覺到力量的方式。 

對我來說，這便是一件不說出來，便沒有人會知道的故事。這樣小小一件生

活中的事所觸發了我對自己認同的省思與辯護。也更加深了我想敘說在我這樣的角

色之下，所遇到的其他不特別說，便不會存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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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從主流到弱勢 

本篇論文中所討論的「痛」換句話說，也就是我感覺自己受傷，而處於弱勢

的角色。對我而言，在臺灣當一個臺灣人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從來不需要為了自己

的身分與認同辯護，我就是主流文化中的一份子。然而，當我是在美國當一位臺灣

人時，感受就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再也沒有人把你的身分當作理所當然，臺灣的

國際處境，更讓我的身分與認同，在別人眼中，不僅沒有價值，也不重要。因為，

為什麼他們需要知道我是誰呢？ 

身為幾百年前就開始在臺灣扎根的家族後代，一直是這個島嶼上，組成人數

最多的一份子，就連我所講的「方言」台語，都是方言中的主流。身為一位漢人，

我確實不像其他族群，如原住民、新移民等，需要透過不斷的發聲，來讓同在島嶼

上的人們，正視他們的存在，並停止以主流文化作為一種壓迫的手段，給予尊重。 

身上充滿了許多主流文化優勢的我，因為轉換了一個所處的環境，來到另個

國度，瞬間成為少數及弱勢。不只是這樣，我的文化與語言甚至被另一個國家的人

「代言」了。跟臺灣同膚色、同語言、甚至文化也有些重疊的中國，因為它們於國

際上強烈且鮮明的形象，成為我的、以及許多臺灣人的「代言人」。我意識到自己

處於不僅是「不講，別人不知道我是誰」，而是「不講，別人會自動將我歸類至與

我不同的族群之中」的窘境。 

在我作為一位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的認同中，華語是我的母語，但是，在我

所受到的培訓與教學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一種無法成為我自己的不自由。很多時候，

「華語教師」的身分被期待教授來自中國的華語，我感覺到自己須在主流的中國華

語教學的框架下行動。中國作為華語教學領域中的優勢群體，向世界宣傳他們的口

音、語法以及華語教學方式才是「正宗」，而臺灣的華語教師大多也被要求教授簡

體字與拼音，甚至學習「北京腔」，才被視為合乎水準的華語教師。 

出發前，為了參與教育部所舉辦的對外華語師資認證考試，我報名了華語師

資培訓課程，在課程中，時常感受到臺灣華語教學認同的不明確。「華人社會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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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考試的其中一門考科，課堂中，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中國歷史與文化，包含了

各大古蹟、茶種、書院等等，臺灣的部分則被放在最後面。這樣的課程內容安排，

時常讓我想起高中的歷史與地理課，迷失在老師念出書上所寫的「我國」歷史之中，

迷失之後，便是更多的質疑。難道，這就是「華人社會與文化」所希望華語教師具

備的知識嗎？而學習了這些，究竟是讓我成為一位更能夠為「中國文化」代言的華

語教師？或是對於自身「臺灣文化」理解更多的華語教師呢？我以為，華人社群遍

布全世界，所謂的「華人文化」更不應該只以一個華語國家為主，來自各地的華語

教師，應能夠與學生分享各自的「華人文化」。 

上述是以一位華語教師的角度書寫，然而，若是從在美國所希望學習華語的

學生的角度出發，或許較能解釋為何臺灣的華語教學會有這樣的取向。臺灣與世界

的能見度較中國來得低，對於我所教的大學生來說，「Chinese」與「China」兩個

概念是緊緊相連在一起的，一個不是從中國來的華語教師，某種程度上，專業跟文

化的正統性是比較容易受到挑戰與質疑的。如果華語教學這項專業是一個商品，消

費者喜歡什麼，生產者便會將商品生產成那個模樣。對於臺灣的華語教學教師培訓

而言，我所感受到的是，我也進入了這樣的「中國化」商品形塑之中，當上課老師

一邊告訴我們，從臺灣出去的老師在教學上很有口碑、具有創意的同時，也繼續教

我們要牢記避免不專業的台式發音，與背誦中國傳統文化。令人感到混亂的是，一

邊有人告訴我，臺灣是特別的，另一邊有人告訴我，你要把華語講得像是中國人一

樣。其實，即使是在中國，也有多種口音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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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於認同 

臺灣認同本身就具有曖昧性，卯靜儒（2002）將臺灣認同視為一個社會的、

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建構，並不是一種本質上的穩定概念。文化研究學者 Hall 也

說： 

認同不只是一種存有（being），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化成的過程（becoming）。

它是屬於過去的也是未來的。它並不是一種原本就存在，超越時空、歷史、與文化

的。認同有其歷史，但它也像所有有歷史的東西一樣，不斷持續的在轉變。它並未

永久的固定在一些本質化的過去，它制約於歷史、文化、與權力之間不斷的激盪。

它不是一種等待的被發現或被挖掘的過去，以為發現了就可以永遠保障我們的認同

感。事實上，認同是在敘說過去的論述形成當中，我們安置自己也被安置的同時，

所給予自己的名字。（Hall 1990:225，引自卯靜儒 2002） 

一個沒有穩定概念的臺灣認同，加上因為移動，進入一個從主流成為弱勢的

邊緣，處境顯得更加搖搖欲墜。要從自我認同的混亂之中找到能夠在教學現場自我

發聲、自我肯認的力量，更成為了一個很急迫，卻也很困難的議題。我認為，在流

動之下，對認同的體認與所需要重新定義的急迫感，造成了臺灣華語教師在身分與

教學認同上的困惑、掙扎，以及本篇論文中的「痛」。 

一、  邊境認同論述 Borderland Discourse 

讓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這個身分如此複雜而有趣的就是「教師」這個角色以

及其教師認同的形成過程了。Alsup（2006）提出了「邊境認同論述」，她認為一

位教師的認同是「一種後設的意識與行動，認同的形成雜揉了個人的與專業的、多

元化的與脈絡化的，甚至有時候是相互衝突的觀點之間的構成，是一種處境式的認

同（situated identities）」（Alsup, 2006, p125）。一個領土的邊緣可以稱做邊境，

而 Alsup 這裡所指稱的，不僅僅是單一個領土的邊境，而是多重領土的邊境，邊境

甚至是可能重疊的，她使用了「borderland」這個單字，在 Merriam Webster 字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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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為「a vague intermediate state or region」，國家與區域之間模糊的中間地帶。

或者「an area of overlap between two things」，兩個事物之間重疊的部分。 

換句話說，教師的認同就是那塊位於處境與處境之間的邊境，教師認同不僅

僅應該關注教學專業認同，如同師資培育課程中對於「專業」所安排的課程，這些

的確可以形成新手教師容易去遵循的「教條」，但更容易讓教師在開始教學之後面

臨認同的失衡（dissonance），Alsup 認為，每位教師的個人生長背景與求學經驗等

形成其個人認同的因素，在討論教師認同時是不可被忽略的： 

新手教師的教育信念是專業知識與學術知識，以及個人的、情意的、與

身體經驗的知識互動出來的。互動之中，教師認同才開始形成，過程之中，個

人的教學觀與實際的教室經驗則為其認同形成所使用的材料（Alsup, 2006, 

P127） 

在邊境認同論述的概念圖中的「認同不一致空間」，Alsup 認為是形成專業認

同一個很關鍵的機會，這個不一致、失衡形成了能夠重新去思考認同的機會，與其

傳統在教師認同上很強調的對於單一教學方法或是事件進行事後的「省思」，不如

去看見教師到底在什麼樣的情境中會產生認同失衡的經驗，去看見她們是如何讓個

人的身分認同與專業的教師認同互動，如何在當中做出調適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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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邊境認同論述圖（研究者譯） 

資料來源：Janet Alsup（2006: 130） 

 

  

 

 

 

 

 

 

 

 

 

 

 

 

 

 

 

 

 

 

 

 

 

Janet Alsup, 2006, p130 

脈絡 (主要敘事、影像、隱喻) 

(教師與教學研究中的文化定義) 

論述類型 

多重的個人論述 

(經驗、記憶、信念、論述社

群、物理與物質現實) 

多重的專業論述 

(經驗、記憶、信念、哲

學、物理與物質現、隱喻式

理解) 

 

認同不一致的空間 

(可能由指導老師、班級、教師、同儕、作業、後

設論述創造出來) 

多重的邊境論述 

教師專業認同 

教學性與政治性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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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研究與邊境認同論述的關係 

資料來源：Janet Alsup（2006: 130） 

 

 

 

 

 

 

 

 

 

 

 

 

 

 

 

 

 

 

 

 

 

 

Janet Alsup, 2006, p130 

圖 6-5 本研究與邊境認同論述的關係 

脈絡 (主要敘事、影像、隱喻) 

(邁阿密華語教學、疼痛隱喻) 

論述類型 

多重的個人論述 

(在美國的臺灣人，旅行前的狀

態、國旗事件) 

多重的專業論述 

(教室內的經驗、華語師資

培育經驗) 

 

認同不一致的空間 

(疼痛時刻) 

多元的邊境論述  

(多元脈絡的呈現、疼痛時刻的分析) 

教師專業認同 

教學性與政治性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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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何敘說 

第一節 研究方法 

這篇論文希望採用自我敘說的研究方式進行，根據前部分對於「疼痛」的鋪

陳，陸續撰寫兩個於教學中所產生的疼痛時刻，並於敘說中詮釋當中「疼痛」對於

我個人層面的意義，以及試圖探討這樣的經驗是否也能在社會上與文化上有所解釋。 

敘事研究的學者認為個人經驗是有所價值的，受到杜威學說的影響，敘事研

究關注個人經驗與社會的關係，認為「經驗」是觸發探究的起點

（Connelly&Clandinin，2000），而經驗的連續性，帶著人從過去走到現在，更望

向未來。敘事是對於經驗的重述，重述出來的故事是從經驗中選取出來的具有意義

的內容。MacIntyre（1984）曾說敘事研究者像是「站在不是我設計的舞台上做著

不是我造成的行為動作的演員。」此說更彰顯了敘事研究不僅需看見那位演員，更

該討論舞台的構築、是誰建造的、而演員所做的動作又是如何銜接上下一動作。在

我的理解中，一齣戲的結尾，也就是一個敘事研究的結尾，不僅應該讓人覺得看了

場能夠有所感觸的戲，更能成為行動的觸發點，演員對於故事的詮釋，以及觀眾對

於故事的詮釋交疊在一起，才會成就一齣戲碼。敘事思維中，所處理的人與處境，

在經驗的敘說與理解相互詮釋，如同一個「詮釋的循環」，在片段的重現之中，去

探究其與整體的關係（胡紹嘉，2008。引自 Bruner，1996），就如同一齣戲所呈

現出來的片段的情節中，演員和觀眾皆能去詮釋其與他們本身作為一個整體的關係，

也可以去詮釋其與整個社會脈絡之中可能有的關係。 

我想要透過書寫疼痛的經驗，來討論認同的構成，從我開始、到來自臺灣的

海外華語教師的認同議題。我也思考，這樣的故事被說出來，除了存在，還有什麼

樣的意義，甚至是價值呢？從一開始的「痛」出發，經驗中的「痛」啟發了我對於

自我處境的反思，意識到自己作為一位被強勢文化壓迫的被壓迫者，在每日的抵抗

之中疲累，但也反思。Carr（1986）認為一個敘事研究的發展，其議題應該慢慢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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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展為「我們」，當有一個屬於群體的「we-subject」，單屬於研究者個人

的議題，便能具有社會共同性的價值。 

雖然對於「感受」的刻劃對我而言不是非常困難的事，而我書寫的經驗對於

其他臺灣海外的華語教師身處海外的臺灣人皆是常遇到的，時常，這樣的經驗會被

當成文化差異的議題來對待，也是海外臺灣人圈子中，時常閒聊的話題。然而，卻

較少有人以「被壓迫」的角度切入，尤其在華語教學相關的研究中，尚未見到有對

於臺灣海外華語教師在自身認同與文化與華語教學主流文化的不完全相合的討論。

兩個不完全相合的文化認同所產生的差距，是海外華語教師每天所需面對的處境，

看似微小、但十分消耗精力。我認為是一個十分值得有更多華語教學工作者重視的

議題，也因此，我希望在試圖將個人經驗撰寫為具有學術價值的一篇論文的過程中，

透過敘事研究作為方法，找到一個合適的發聲位置，從個人的處境開始討論，試圖

找到一個有相同處境的華語教師可以勇敢發聲，甚至構築在教學上的實踐行動。。 

Connelly&Clandinin（1990）以及 Conle（2000）在討論敘事探究作為研究方

法時，亦點出敘事研究在理論與敘事的呈現上，時常被質疑沒有足夠的理論應用價

值，但他們進一步強調，這個研究方法所著重的是寫作者與讀者是否能在寫作與閱

讀的過程之中，進行反思，並因為能夠感同身受，而發覺該議題的意義與創造自己

的應用及實踐，敘事研究旨不在於提供一個能被廣泛意義化的學術處方。雖然如此，

Conle（2000）認為敘事研究的主題是人的經驗與生命，而經驗與生命是存在於社

會與歷史脈絡之中（引自 MacIntyre，1984, p.216），敘事研究者的寫作內容不是

完全隨機的，是寫作的過程之中與寫作者過去與當下的生命相互產生作用而交織出

來的。本篇論文也將於書寫過程之中，拉進能與內容中「實踐知識」呼應的「學術

知識」，與之相互輔助，更彰顯出個人經驗與學術脈絡能互動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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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一、 經驗回溯：尋找對我而言有意義的主題 

一篇論文要完成需要花費的心力是眾所皆知的多，若是沒有一個能夠長時間

持續引發研究與寫作興趣的主題，要硬是完成論文會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我在尋

找主題的這段路上，一直都不是很順利，不是訂了目標後，沒有持續完成，就是在

訂了主題之後，寫得口是心非。這一路上，更看到自己許多缺點，與軟弱的地方。

所以，在一路自我質疑，不斷自我應驗預言當中失敗後，選擇先離開。 

從邁阿密回來之後兩天，鼓起勇氣找指導教授吃飯，還有另一位老師曾指導

過的學生 P 一起，在分享過去一年心得的過程中，我講得投入，坐在對面聽我說

的 P 靈光一閃，建議我，論文主題可以從這段經驗之中去萃取，老師也認為這是

一個值得發展的方向。當時的我，如同久旱逢甘霖一樣地開心，走了那麼久的沙漠，

好像終於看到綠洲了。會這樣覺得是因為在邁阿密的這段時間，真的遇到許多事，

是讓我難忘的，而這些經驗，也跟我本身的認同緊密相關。 

「怎麼知道自己想當怎樣一個老師？當怎樣一個同事？當怎樣一個外國人？

當怎樣一個臺灣人？當怎樣一個家人？當怎樣一個室友？朋友？」20180913 演講

簡報 

這次遠行，讓我思考上面這些問題。進一步去探究，我為什麼會思考這些問

題的原因，跟我身上所乘載的角色有關，而一直是我很想要釐清與更加認識的。因

為對我而言，意識到自己正在怎樣成為與即將成為一個角色，是對我存在的一種感

知，給予我存在的意義感。所以，這不僅僅是階段性的議題，更可能是我一生所不

能忘記思考的事。以這個做為主題，讓我產生了完成論文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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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共構的歷程 

(一) 團 ME 是我故事產生的歷程 

論文主題來自於一段過去經驗，所以研究的流程與論文的內容便需要透過許

多的經驗回溯而產生。要讓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自己能夠在敘事的過程中產生對

話，只透過我個人單方面的描述，不僅資料不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更顯得單薄扁平。 

幸運的是，指導教授長期以來都在運作一個幫助研究生論文寫作與相互支持

的團體，我們都稱這個團體為「團 ME」，團體 meeting 的中文諧音。團 ME 平均

每二到三周聚會一次，參加的夥伴皆為教授的指導學生，每次聚會，會有三到四位

夥伴分享論文進度，以及遇到的問題。大家在這個聚會之中相互支持，不僅提供學

術上對論文的建議，更是情感上一個很有力量的支持來源，因為大家共同經歷論文

寫作的艱辛，所以能夠互相理解，而很多時候，能夠被理解就是一種力量。 

在開始重拾論文寫作之前，我參加團 ME 已將近四年。過去四年，不曉得跌

倒過多少次，又被老師及團 ME 夥伴們扶起過多少次。這群人對我而言，是真正看

過我最脆弱、最難過一面的人，也是真正認為我能夠做到，更是最早相信我的研究

具有價值的一群人。團 ME 夥伴時常有能夠點醒我的見解，或者看見我看不見的盲

點。這篇論文在回溯經驗時，也因為能夠與團 ME 夥伴討論，讓我的敘事不再扁平，

增加了一些立體感。 

雖然團 ME 為兩到三周一次，但因為每次時間有限，約三至四人報告，輪到

我報告的頻率約為每一到兩個月一次。我於 2018 年 6 月 24 日回到臺灣，開始論文

寫作，直至論文完成，共參與了 8 次團 ME，共報告過 3 次。團 ME 每一到兩個月

一次很有結構地聽我敘說、和我一起探討經驗意義的延伸、更協助我將故事長出論

文的架構，在研究前期，提供了我很多想法，絕對是我研究流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好的例子，便是我於回國後的第一次報告。那次甚至不是一個很學術性的

報告，我只是先分享了在邁阿密一年來的收穫與省思。夥伴們聽完之後，馬上抓到

我在分享中不斷重複強調的值得繼續深究的可能研究亮點，就是我對於身為一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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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灣的華語老師，在異國所做的很多想要去澄清「我不是誰」，與「我是誰」的

有苦難言。也因為這樣，原本分享中沒有談到在棕櫚樹大學修課內容的我，想到了

那堂討論「痛」的多元文化課，並用這個概念來作為本篇論文的隱喻與許多故事的

主軸。 

表 3-1 團 ME 如何協助我寫作 

團 ME 

報告日期 

討論內容與方向 

2018/09/22 

尋找亮點，定位

寫作方向 

1. 對於我的角色探討 

團 ME 夥伴看到了我在各個角色當中最在意的是身為「文化

大使」這個角色。我更加確認了文化大使的角色並非其中之

一，而是一直存在，因此我的「痛」也因為這個角色隨時都

在，而更加的明顯。後續的書寫，我加上了這個角色本身遇

到的很多矛盾跟困難。 

2. 撰寫方向為文化、政治、教與學 

夥伴提醒我，我的主題容易讓人有過度政治化的聯想。我繼

續釐清我真正想要說的到底是什麼，其實，不是很巨觀臺灣

政治議題，雖然這是一個重要的脈絡，但我更想說的是文化

與文化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微政治，所以之後寫作便很注意是

否能精準地讓人去看到「政治」這把大傘底下，那些比較淺

微的，卻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文化與文化、個人與個人之間的

互動。 

3. 以「痛」為題 

夥伴與老師的提問，讓我想起了棕櫚樹大學那門課，與大家

分享之後，發現「痛」是一個能夠串起我想說的這些故事的

一個主題。讓我決定以「痛」為題，開始發展我的論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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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ME 

報告日期 

討論內容與方向 

2018/11/17 

定義與發展 

1. 更進一步討論「痛」的概念 

在決定以痛為主題之後，需要有更細膩與有架構的對於這個

主題的描寫與定義。在這次團 ME 中，夥伴與老師們與我一

起討論「痛」的背後代表的涵義，更加強了我的研究意識，

也協助我發展出了寫作架構 

2. 為何而痛？不被了解？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討論在於「為什麼會痛？」這個問題讓我

開始思考，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相同的感受，所以我在寫作

時，應該要如何寫才能讓讀者能夠理解？而經過一番抽絲剝

繭，逐漸釐清的一個讓我對於這些經驗有這麼深的感受的原

因為「不被看見」、「不被了解」 

3. 計畫撰寫的架構成型 

計畫口試需要有架構地讓人理解這個研究要如何進行，而非

只有我一直在說故事。老師提醒了我，讓當時只寫了故事出

來的我，開始試圖將研究講清楚，這也是我開始真正感覺自

己開始進入「論文寫作」狀態的一次團 ME 

2019/01/11 

計畫成型，細緻

論述 

每一次團 ME 都讓我感覺有所進展，但更深的感覺是不管怎樣，

都還有更好的可能。我記得在這一次團 ME 中，夥伴與老師們願

意一直看到我文字中模糊圖像可能具有的潛力，讓我覺得這是一

個好良善的團體。我感覺到了純度很高的善意，觸碰到我的心

裡，難以文字表達。 

這次的討論，老師提出的幾個問題與觀察讓我受益良多： 

1. 這篇論文是從對於 Chinese 的反感出發嗎？ 語言文化跟自

我的思索 需要自我證明 

2. 大家都在找安全的平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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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痛！文中一直都在痛的感覺作為開頭，應呈現出這個痛的

複雜度，例如：過程、層次、類別等 

4. 政治，個人生活就是政治，寫的時候回到「創造、溝通、

理解與學習」的層面， 而非只有「 反抗」 

5. 而團 ME 夥伴也提點了我，或許可以去回應這個獎學金的

宗旨 

6. 回到人跟人之間的層次，也可以呼應 Fulbright 的宗旨

「More knowledge less conflicts」 

 

(二) 同儕個別討論 

1. 架構與研究意識 

除了團 ME，令我也感到幸運的是一些同學個別對我的幫助，她們可能聽過

我的分享，或是對我有多年的認識，了解我可能的困境跟疑問，不約而同的，願意

花時間私底下給我許多回饋。 

從邁阿密回國後，尚在整理思緒的我，於 9 月 13 日回到 Fulbright 基金會，做

了約 30 分鐘的分享。當天前來參加的研究所同學 I，在聽完了我的分享之後，寫

了電子郵件給我，信中提出了她從我說的內容之中聽到的可能研究架構，更點出了

她認為可以做為研究主題的一些亮點： 

我聽完你的演講之後在想，你說到自己當初是因為 Fulbright “a world 

with more knowledge, less conflicts”這樣的宗旨而來申請，你在這過程體會也

是「存在感」的重要，甚至提到 cultural ambassador 是 24-7 的角色！ 

是不是華語教師或者外語老師與文化交流這兩者是緊密而不可分離的，

這課堂的知識可以減少衝突嗎？這些反思若再回到課程與教學研究，從你的

生存策略再談到如何有意識的設計具結構性的問題幫助學生學習，決定自己

要當一個怎麼樣的老師，我覺得這或許可以是很好的研究貢獻？先找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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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我自己很喜歡你在談論學生的反應給你的思索那部分，不曉得過

往教師是否曾有人討論類似的問題，他們又是怎麼面對，讀過後再回來聚焦

問題意識應該會有幫助吧！（20180914 同學 I信件） 

同學 I 提到的「減少衝突」這件事，讓我思考，所謂的「衝突」，除了「意

見不合」、「立場對立」這種的衝突，是否也可以指我心中與自己的衝突，因為在

情境中身為教師、助教、文化大使的角色「衝突」了，所以讓我感覺到痛？這或許

也是一種可能。換句話說，我所希望透過 FLTA 經驗所去呼應的「多一點知識，少

一點衝突」的這個 Fulbright 宗旨，也正是這篇論文具有的目的。Fulbright 的衝突

或許比較是外在的，有對象的；對我，衝突可能更是內向的，我與自己的。然而，

這兩種衝突都可以透過「多一點知識」的學習認識來紓解，不僅去認識與我衝突的

對方，也認識與我衝突的自己。 

同學 I 的這個研究架構，像是為我起了一個頭，開展了我對於這篇論文的架

構想像，我更發現這需要的是一種思考模式。 

2. 「研究」與我 

進了研究所，其中一項重要的學習是要懂得選擇觀點，並能夠以該觀點進行

分析。學術寫作，是一種分析性很強的寫作，強調觀點與議題，重證據與分析；而

我習慣的寫作，都是比較抒情、感性、反思性強的。正因這樣的差距，在研究所就

讀時間，我曾經這樣比喻自己的學習，研究所想要培養「多邊形」的人，具有清楚

且多元的觀點，而我像是一個「圓形」，時常用圓形的方式去滾多邊形的軌道，不

僅在滾動過程中，因為身體需要被軌道這裡那裡各切幾刀，切出邊角，而時常受傷，

更慘的是，因為覺得格格不入，反而有點自我應驗預言，在到了需要我有「架構」

地產出文字時，總一拖再拖，甚至常一事無成。因為我很抗拒「不能做自己」這件

事。 

當同學 I 寄了那封電子郵件給我，裡面有著她認為我可以參考的研究計畫書

寫架構，我是很興奮的。心裡想的是：「天啊，太棒了，I 幫我做了一件我很不擅

長的事，那我就要照著她的架構去寫。」但很快的，我與「架構」之間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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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讓我焦慮了起來。這個架構的確對我幫助好大，但是長久以來對於這種格式寫作

的抗拒時不時都在心底探頭，寫論文，對我還是一件好難的事。 

隔了許多時間，寫作的這個當下，我認為我當時一直以來的認知有點誤差，

其實寫論文，不管對於圓形或是多邊形的人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只是各自所

抗拒的因素不同罷了。將想法具體化，本來就屬這個世界最難卻也最值得令人犧牲

去達成的事之一。論文對我來說，是將在乎的事以及心有所感的經驗具體化的分析

過程。整個研究所期間，我一直想要不犧牲任何部分的自己就完成這階段的學習，

或許是太過天真，也太過小看這件事了。 

與我認識多年的學姐 E，時常在臉書關心我論文進度，也熱心的提供我許多

建議。她曾說： 

其實想跟你說的是，我覺得你關心什麼，就會反映在你想切的主題上。

不管是我或 I，都只是提供一種寫作的可能而已，最主要還是看你自己的感覺，

不要被架構綁架了。（學姊 E 臉書訊－20180918） 

能因為與我為友，而願意同時看見我的優點與弱點的同學 I 與學姊 E，一個

因為知道我容易卡住的關卡，而幫我形成了初步架構，讓我更容易進入論文寫作狀

態。另一個因為知道我要如何才更容易寫出內容，便正增強了我對於「感覺」的相

信。 

這些看似日常的生活對話，在這篇論文敘說的過程中，真的扮演了很強大的

支援角色。可能很多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這樣子的細節也寫入研究方法，但是如

同 Clandinin&Connelly（2000）對於敘說研究者的見解，敘說研究者在嘗試要定義

敘說探究這個研究方法時，或許直接從經驗現象的探索開始會比將各個方法論的程

序與內容比較過一番，透過排除什麼不是敘說探究這個方法，來定義這個方法，會

來的更有用。 

整篇論文的敘事形成，是一點一點前進的。極度龜速的進展，讓我更看得清

楚，每一步是怎麼走出來的。這篇論文的發展、敘說的形成就是我的一種經驗現象，

除了書寫身為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的經驗，研究方法本身，也是這篇論文將脈絡之

中書寫者所活出的經驗進行意義化與敘說的一部份。Clandinin&Connell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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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敘說探究是「研究者對所研究之經驗的體驗」與「以敘說的方式對於該現象的

探索」交織而成。而我所研究之經驗的體驗，除了親身經歷的記憶，能形成這篇論

文，來自團 ME 研究夥伴、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的幫助，才使我能夠翻出這些經

驗底層所含有的更多的解釋，進而讓我的敘說主旨與架構不斷透過這些討論轉化，

最終形成這篇論文。 

這個經驗回溯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個共構的過程，這些人的參與，也形塑了

我的敘說，在回溯的經驗現象之中，是有感的參與者與貢獻者，敘說探究也是如此，

是研究者與參與者隨著時間、空間以及與環境的社會互動中，所建立起來的一種合

作（Clandinin&Connelly，2000）。這些參與我研究討論的人，即使不是跟我經歷

邁阿密一年的人們，但他們參與了我的書寫過程，而「書寫的經驗」是具有可以深

深影響著敘說研究者所敘說出來的內容的。 

 

(三) 理性與感性的支持：指導教授 

除了對於學術寫作的抗拒，我的腦袋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也不斷經歷「理性」

與「感性」的糾結。擅長感性與發散的思緒如水一般，一方面柔軟細膩，可以鑽進

各個岩石小洞之中去一窺究竟，充滿各種可能性；一方面就顯得難以捉摸，缺乏結

構，甚至有時候，缺乏學術說服力。 

整個寫作過程，不僅對我本身是很難以適應的，對於指導教授，更是花費了

許多心力，引導與陪伴我建立起書寫的架構、帶我認識了學術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更給予了我情感上去相信自己可以完成論文的力量。 

寫第一份計畫初稿的我的腦袋對於我正在寫的論文的想像，是差很多的，我

腦中對於論文的圖像逐漸能夠從左邊發展成右邊的圖（見圖 3-1），便是因為路途

中，有指導教授的循循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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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從大學時期就是我的老師，一路到研究所，陪伴我最久，也最理解

我的狀態。一直以來，除了在指導教授主辦的團 ME 時，給予回饋，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每次透過討論，老師總能夠一層一層地將文字背後的脈絡指出來，時而挑戰，

時而鼓勵地，帶著我做到更深的探究。而面對我對於學術研究的障礙，老師鼓勵我

使用了不同的寫作策略。比如，最一開始，老師請我先自由寫作，想到的都寫下來，

先從最有感覺的故事開始寫起。也因為這樣，我就是從這篇論文中的兩個「疼痛時

刻」故事下筆的。從經驗的書寫出發，再去思考，要有哪些書寫的軸線。 

Before 

1. 要寫什麼故事 

2. 為什麼要寫這些故事 

3. 故事一 

4. 故事二 

5. 反思 

 

 

 

 

After 

1. 主題說明 

2. 研究方法使用 

a. 文章如何發展的 

b. 可信度如何驗證 

3. 使用那些研究資料 

4. 如何呈現故事 

a. 時間與空間 

b. 現在、過去、未

來 

c. 如何扣緊主題 

5. 反思與分析 

圖 3-1 敘事的思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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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口試委員 

計畫口試的那天，敏銳的教授們或許也看見我在學術大門之前的窘迫，透過

一個又一個的提問，協助我更加釐清，如果我要講的是一位臺灣華語教師在國外所

遇到的認同問題，應該要怎麼寫、需要思考可以透過哪些資料的援引來支持我想要

說的，避免讀起來有喃喃自語的問題。 

經過口試委員的提點，我能夠將這個研究所需要的要素與重點畫成一張心智

圖。（圖 3-3） 

疼痛時刻
故事

人與人
之間的
政治

討論
「認同」

疼痛的
可能意

義

圖 3-2 論文初步討論軸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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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構的敘事對象 

在本研究中以我的敘事作為主要的軸線，另外則有 L 老師與 Y 老師的訪談加

入，一起共構出了較為多元的臺灣華語教師敘事。L 老師與 Y 老師皆為相同獎學金

的得獎者，兩人在美國教學的時間為 2018 至 2019 年。 

除了有相似教學經驗的 L 與 Y 老師，在美國期間，我身旁的重要他人也在我

於疼痛時刻之中，對我有所影響與提點，其中一位是我的先生，因為他身為一位美

國人，與我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長，讓他能夠提出與我不同的觀點，而他所提出的

看待困境的方式，對我之後所採取的教學與生存策略來說是一個指標性的轉折，因

此，他也是全篇敘事的共構之中，一個重要的參與者。  

需要釐
清的身
分認同

敘事的場
域與時空過去

現在

未來

關鍵字

教師認
同

華語教
學

文化認
同

個人故事
就是公共

議題

角色與
行動

需要研
究資料

圖 3-3 計畫口試後論文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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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蒐集與編號 

敘說研究者的疑惑有部分來自，他們了解到必須寫出的，是人、地點、

和事情成為的過程而不是現存的狀況。他們的功課比較不是說人、地點和事情

是這樣或那樣，而是說他們有一段敘說歷史而且正在往前行進。（蔡敏玲、余

曉雯，2003，p.211） 

敘事研究中的資料呈現能夠讓所敘說內容更具說服力，更能增加研究的可信

度。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包含： 

(一) 研究者札記 

研究者札記為研究者在美國期間所寫下的心情與反思札記。研究者有習慣在

誘發感觸與思考的事件後，撰寫札記。本研究主要使用經驗回溯的方式敘說，這些

札記的呈現，更能將研究者的當下狀態與思考脈絡呈現出來。 

(二) 訪談資料 

本研究從研究者自身在美國華語教學之經驗出發，但為了能讓議題的公共性

彰顯出來，本研究進行了兩次訪談，一次為面對面，一次為電話通訊。 

訪談之前，研究者先與基金會獎學金負責人聯繫，並由該負責人轉知 2018-

2019 剛回國的得獎者，本研究的兩位受訪者皆是在基金會人員轉知我的訪談需求

之後，主動向我聯繫，表示願意接受訪談的意願。 

接受訪談者為與研究者得到同一個獎學金，至美國擔任華語助教的兩位老師，

L 老師與 Y 老師。是研究者下一屆的得獎者。 

(三) 通訊軟體與電子郵件對話紀錄 

為了呈現當時實際的討論情況，本研究在經過聊天室中所有人同意之後，使用

了一段對話的截圖，去呈現關於臺灣文化的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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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文件 

在研究中的使用包含了研究者於棕櫚樹大學時所設計的文件： 

1. 課文、教案、學習單 

2. 文化活動海報 

3. 線上課程實況截圖 

所使用的所有教學文件皆為研究者創建。 

(五) 資料編號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包含研究者札記、訪談紀錄、通訊軟體與電子郵件對話紀

錄，以及教學文件，為利彙整，研究中的呈現將以下方編號處理： 

表 3-2 研究資料代號表 

資料類型 編號說明 編號範例 

研究者札記 研札-年月日 研札-20171008 

訪談紀錄 受訪者代號訪-年月日 L 訪-20190705 

通訊軟體與電子郵件對話

紀錄 

"通訊軟體”紀錄-年月日 LINE 紀錄-20170701 

教學文件部分，由於種類差異較大，本研究不另行編號，以該文件本身的名

稱彙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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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分析視角 

在接下來的書寫中，預計透過兩個教學中所產生的疼痛時刻作為分析的內容，

並以在邁阿密所遇到最明顯的臺灣、中國、美國的認同與文化的相遇所各自產生的

互動與交集，作為初步分析的層面圖（如圖 3-4）。 

 

圖 3-4 研究者多重角色圖 

本圖包含幾個不同層次對於我作為在邁阿密的一位臺灣華語教師的理解，本研究將

主要探討以下兩個直接相關的層面： 

1. 臺灣/文化 V.S 美國文化：我身為臺灣人在美國的處境 

2. 臺灣文化 V.S 中國文化：我身為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對於華語教學以中國

華語教師為主流的處境。以及，臺灣人與中國人所有共同的與不同的文化認

同之下的，對於在海外的一位臺灣人所產生的反思 

  

臺灣/文化

美國/文化中國/文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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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焦點將著重於文化認同之間的差距，以及其對於一位華語教師所造成的影響。

又，我處在三者的交集，在課堂上教學時，有著什麼樣的認同與對自我的定位。  

也因為有上述的層面，本研究希望更進一步分析在這當中的研究者的「我」

的認同，在此當中有怎麼樣的差異與交集，概念示意如下圖： 

 

圖 3-5 分析層面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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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們的疼痛時刻 

第四章中，試圖從研究者、L 老師、與 Y 老師在美國擔任華語教師的經驗中，

歸類出兩種疼痛時刻的脈絡，並敘說在各個脈絡之下所發生的故事，分別是臺灣國

際處境的現實與教學現場的衝突，而最後則是看見臺灣華語教師養成的困境。 

 

第一節 當遙遠的困境走到了眼前：臺灣國際的處境 

故事一：不能公開展示的國旗 

臺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都十分複雜，時而相互依賴，時而

相互排斥，甚至彼此是彼此手中的籌碼。這裡並不是要開始討論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只是想要強調，這三者放在一起時關係錯綜複雜，就算兩者兩者分開看，臺灣與中

國、中國與美國、美國與臺灣之間，更各自有其獨特的歷史與扮演的角色。 

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到了美國教書，便集結了這三元於一身，「我」站在

三者交疊處，想要當一位文化大使，便需要對於我的現實處境有所考量。甚至，必

須要能夠做到從三元分別望回中心，了解各方對於「文化大使」所含有的期待與抱

持的立場。中國對於臺灣在國際上的曝光總是敏感，希望臺灣能以中國的一部分在

國際上活動；臺灣則是希望國際上能夠有越多人看見臺灣獨一無二的價值，對於中

國一直想要併吞臺灣的政治企圖，想要被承認也要小心激怒中國，在國際上小心翼

翼地行走；而美國同時與臺灣與中國都有交往，這些日子以來因為與中國的貿易戰

而顯得與臺灣親近，但也因為中美關係動輒得咎而對於有關於到中國的一舉一動都

嚴謹看待。這是從國際上的局勢來粗略定義三方的關係，然而，這樣的彼此看待，

其實也反映在來自這三方的人與人之間，更反映在 FLTA 的身上。 

在訪談 L 老師與 Y 老師的過程中，她們皆提到一個共同經歷過的事件，從事

件中，可以看見臺灣目前面臨的國際現實。這件事發生於期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中，

當年度所有的 FLTA 在經過半年的各自努力後，會聚集在一起，一起學習與彼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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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會議的某一天，臺灣的 FLTA 們聚在一起拿了國旗出來跟大會的背板拍照，當

天晚上便收到主辦單位的信，請他們隔天一早去開會。會議中，主辦單位要求臺灣

的參與者們將所有有臺灣國旗的相片刪除，並不要標記這場會議與主辦單位。以下

節錄 Y 老師於訪談中所說的內容（Y 訪-20190626）： 

Y：他就跟我們說，因為基於美國現在對於臺灣的一個見解跟看法，他們不

能讓我們有這樣子的行為。 

訪: 我們那屆就有拿國旗阿，我們還拿彩虹旗。 

Y: 我們就覺得很無辜，我們還沒有邀其他的朋友一起拍，自己拍完就收起來。

約談當天晚上的活動會有美國國務院的重要官員參加，然後好像還有包含中

國籍的，所以他們就是很小心。 

而 L 老師還提到，其他國家的人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是想要幫助臺灣的。 

「後來其他國家的 FLTA 知道這件事情，就跑來跟我們要國旗，就說我們支持

你，我們幫你們舉，特別是法國，法國好激動喔，一直跑來問你們有沒有臺灣

國旗，我幫你們舉。後來我們沒有給他，因為我們會覺得說，如果這件事情本

來已經結束，如果他們又搞這件事情，明年還會不會有臺灣的 FLTA？想要保

護明年臺灣的 FLTA，所以就想說好吧，就這樣算了。」（L 訪-20190705） 

「算了」以及「我們也不能怎麼辦」是 Y 與 L 選擇的應對方式。從這個事件

中，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們雖然忿忿不平，但仍因為不想影響到之後的臺灣人參加

這個獎學金計畫的機會，即使還有其他的發聲方式，還是選擇將這次的事件隱忍下

來。當下 L 老師說出的「算了」，從 L 老師的訪談看來，不表示 L 老師對於臺灣

在國際上的困境屈服，當下的算了更像是一種選擇，選擇委曲求全，另覓其他能夠

探出頭的出口。像是她在任教的學校獨力幫兩位學生申請臺灣華語獎學金，是該校

首次有人獲得臺灣的獎學金。 

L: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你要用你的專業，讓世界看見臺灣吧。因為你一

直跟他們吵這件事情，他們只會覺得你們是來鬧的。所以一定要用專業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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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臺灣的存在，像是送學生來臺灣學華語就是一個專業。像今年另一個臺灣

FLTA跟幫她所處的州政府做了影片，被看見，這就是一個專業，要用專業讓

人看到臺灣是什麼，這才是比較成熟而有效的做法。（L 訪-20190705） 

L 老師開始思考如何「有效」地讓臺灣被看到，而她認為「有效」是透過專

業，她可能不在國際的正式舞台上為臺灣據理力爭，卻找到了她更可以著力的方式，

達到了她心中對於身為一個文化大使的使命。 

而 Y 老師也提到： 

Y: 我們就很錯愕。就覺得政治就是一切，政治不可能跟任何什麼沒有關係，

就是沒辦法，我們當下也是沒辦法在那邊反抗。事後我們就沒有再拿國旗出來，當

然大家都還是很忿忿不平，其他國家他們有耳聞，都有關心一下，可是在檯面上還

是只能這樣子。 

這次的經驗，讓 Y 老師說出「政治就是一切」，而我也深有同感，在沒有出

國之前，臺灣的外交困境大多都是在電視新聞上，而這一年的國際經驗，讓原本叫

有距離感的臺灣國際處境，成為了生活之中就會出現的日常。而當人感受到原來一

整個國家的困境也是會如此真實的降臨在每個國民的肩上，肩上的負擔就重了起來，

而我們這些人，也自然而然地將文化大使的這個身分背了起來。背了起來，就放不

太下了。 

故事二：總是難懂的 PRC 與 ROC 

除了因為政府所需要採取的政治定位而造成臺灣於國際社會上的弱勢外，在

人與人的互動中，更常出現的是無惡意的，單純因為不認識臺灣，而出現的可能誤

解。在棕櫚樹大學時，我被要求上學校系統填寫我的永久住址，在學校網站上，意

外，也有些不意外的，發現國家列表中的臺灣，後面被加上了「中國的一省」

（province of China）。雖然臺灣在國際中受到這樣的對待是很常見的，但是第一

次直接發生在我的身上，當下我馬上寫信給學校的國際處，並在信中寫道： 

 



52 
 

As I was completing the process of filling in my addresses, I had some issues 

regarding the country selection list. I found my country "Taiwan" was listed as "a 

province of China", which is incorrect information. Though Taiwa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but it should not 

be listed as a part of China because it's simply not true. Otherwise, I don't know 

which country to choose from the list since "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 doesn't 

match what's written on my passport and nor does it match on what it says on my 

VISA given by the US government. （20171031-email） 

我認為，即使因為臺灣處於複雜的國際情勢，也不應該將臺灣寫成「中國的

一省」，因為這並不是美國政府發給我護照上面的名稱，更與現實不符。我甚至可

以接受他們於網站中，如同很多其他網站一樣，不寫「國家」為類別名稱，而且

「國家/地區」去避免學校不想面對的衝突。寄信出去當下的情緒是有些忿忿不平

的，也有種「得理不饒人」的心情。 

寄出信的時候是 2017 年 10 月底，寄出後兩天，便收到國際處的第一次回覆，

他們說會通知學校的資訊中心，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更正。到了 2018 年 2 月，我都

沒有收到進度的消息，這當中，我也因為教學工作忙碌，就沒有密集的與國際處聯

繫，直到又過了許多個月，2018 年 2 月底，我意識到這件事又再度石沉大海，所

以寫信去關心進度，而收到回信是一個多月後，且是一封蠻不客氣的信。當時的我，

已經不是忿忿不平的心情，而是驚訝於原來他人是這樣在看待臺灣的，國際處的信

中寫： 

As discussed, we have inquired with the Registrar’s Office and UM’s 

Systems and Analytics Department, and they are reviewing policies and the 

possibility to re-label the country description in the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is can be done. Pe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UN, Taiwan is not 

listed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your passport states “Republic of China” as 

Nationality and issuing authority as well. （20180331-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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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的最後一句，「根據美國國務院以及聯合國的認定，臺灣並不是一個獨

立的國家，更何況，你的護照的國籍也是寫 Republic of China」第一次讀的時候，

不太懂他的意思，我以為我在信中已經很清楚的闡明了，我知道臺灣在國際上還未

被承認具有獨立的主權，只是即便如此，臺灣也並不應該被列為中國的一省。然而，

當我再讀一次這段回覆，我認為她的意思是，臺灣自己就叫自己中國，所以她不認

為學校系統上的名稱有什麼問題。這樣的回覆，透露出了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回覆

我的國際處職員，有可能不知道 Republic of China 跟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

兩個不一樣的政權，對她來說，臺灣自己都叫自己中國了，我還在跟她爭，可能她

也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當然對我而言，這個情境中，我是一位感覺自己權益受到侵害的人，直覺反

應是想要責怪這個職員。我的腦海中首先出現的想法是「在國際處工作不是更應該

要對於這樣的事情比一般人更有認識嗎？怎麼還會犯這樣的錯，更誇張的是，還拿

一個很荒謬的理由要來堵住我的口？」。「怎麼可以這樣？」以及「要怎麼辦呢？」

成了我急於回答，卻無法回答的問題。心中沮喪更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我沒有繼續據

理力爭到最後，是否代表了其實我也不是一個「成功的」文化大使？但，我又有多

少時間繼續爭下去呢？我又願意犧牲多少，為了完成這件事呢？寫不完的 email、

投訴書，走到最後，或許還要上法院？這些會是我這趟旅程中要擺在首位去做的事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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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現場的衝突 

在這節中，我想要以兩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案例來闡述，當我作為助教以及教

師的角色時，在課堂中會有什麼樣的經驗是我要「忍痛」的，還有，在遇到教學準

備與教學結果有所衝突時的疼痛時刻。 

故事一： 語法練習 

1. 棕櫚樹大學華語教學概況 

學期開始前，我與負責學校中文課程的老師們見面，主動詢問是否能讓我有

入班觀課的機會，老師們都一口答應，讓我十分開心，即使每週的工作時數增加，

我卻能學到自己此行真正想要了解的華語教學。除了每堂課跟課，下課之後，我每

週一提供 3 小時的 tutoring hour，讓同學們可以來找我問問題，或是練習對話。

UM 的語言課程能力分班，共分 3 級，每級又分不同階段，初級班稱為 101、102，

中級為 201 到 204，高級為 300 以上的課程。除了正式的課程，我更負責同學們學

期中華與相關課外活動的學習。除了播放華語電影，也舉辦 language table，透過

遊戲以及主題式的體驗活動，讓同學們能有跟文化相關的體驗。這部分的經驗將於

之後的章節再多做討論。 

2. 我們「不都是」與我們「都是」 

在我跟的 101 班中，其中有一週在教部分否定與全部否定的語法，同學們在

學習怎麼區分「我們都是學生」以及「我們不都是學生」的不同。那天，授課的老

師為了讓同學們理解，提供了許多例句，並用問答的方式讓同學熟悉這個語法。授

課的老師（T）來自中國，她在其中一個讓同學（S）練習的問答過程中這樣說： 

T：我們都是老師。對還是不對？ 

S：不對。你是老師，我們是學生。 

T：我們不都是老師。對還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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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對。 

T：我們班不都是中國人。對還是不對？  

S：對。 

T：我和戴老師都是中國人。對還是不對？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疼痛時刻，即使我清楚地知道，這位老師沒有惡意。因

為同學所認識的詞彙有限，當時除了「老師」、「學生」、「美國人」、「中國人」

之外，沒有認識多少可以拿來當例句的字詞，身為一位中國老師，她下意識地造了

這個句子，是我可以理解的。只是，坐在底下的我，的確就像突如其來被針刺了一

下，坐立難安了起來。我記得我的臉發紅發燙著，心中每千分之一秒跟自己辯論一

次，我要不要出聲糾正老師的發言呢？同時又試圖維持鎮定，告訴自己，這個當下

比較重要的是同學的學習，我出言糾正我個人不認同的發言，所造成的景況，可能

會犧牲掉學習這件事的發生，更可能讓我與這位老師原本緊密與正向的互動關係產

生變化。 

3. 不被察覺到的痛 

我在當下的角色是一位助教，直屬的上司便是這位老師。我的理智告訴我不

要衝動，有一部分是考量到以後與上司的專業關係，助教應該是與主要教師學習的

角色，另一部分則是考量我身為助教應該協助學生學習的責任。我不將自己的疼痛

表現出來的決定，讓這個疼痛在這堂課中不存在。即使對我來說，疼痛地那麼明顯，

身為受傷的主體，受傷的情緒和反應在旁人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便成了我本

身的責任，得自己去安撫、說服自己。 

這樣的語言雖然對我產生傷害，在美國，它並不像任何談到有色人種的用詞

一樣，會被仔細地檢視，即使無心口誤，也會被很嚴肅地對待。因為那樣的傷痕是

美國這個國家還沒痊癒的，禁不起任意甚至無心的刺激。但「我和戴老師都是中國

人 」這句話，可能讓一個臺灣人覺得被吃豆腐，卻不一定有人在乎，因為，咦？

臺灣在哪裡？臺灣不就是中國嗎？對於這個臺灣人心中的小劇場，沒有人在乎。如

 



56 
 

果這位受傷的人要讓更多人理解自己的心情，他所需要解釋的、說明的勞務程度與

心中的壓力可能早已遠遠壓下想要被理解被支援的渴求。原來，「痛」也分重要跟

不重要，美國社會當中「主流」的「痛」是「種族」與「性別」，若是有個疼痛排

名，像我這樣源於相同種族的、亞洲人對亞洲人之間的「認同」衝突，對美國社會

是微不足道的痛，對很多人來說，也沒有去了解的必要。 

故事二：音樂與政治 

在此故事中，將敘寫在我的華語課中的中國學生們，由於學校的特殊規定，

讓高中前在中國長大的學生仍可以選修進階程度的華語課，也因此出現了班上有一

半的學生已經會說流利華語，而另一半則是除了來自中國以外的學生，雖然已在上

進階班，華語程度仍與中國學生有極大的差距。我預計在第一節描述該班中國學生

的學習狀況與特殊性，並於第二節書寫我在該班上的其中一堂課的狀況，那是一堂

補充課程，在每一個大主題的課本內容上完後，主要教師便讓我上一門有統整性的

額外補充課。當時我設計的為一門以「音樂與政治」為主題的課，其中包含了許多

反思與樂曲欣賞，企圖挑戰同學們對於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連結非黑即白的定論，我

將在此節說明課程設計內容與初衷。 

最後一部分，將討論當時課堂上學生的反應以及因為課程設計的內容所造成

的緊張，還有學生對於該課反映的落差。最後，預計書寫身為課堂帶領者的省思，

這個省思會扣回疼痛時刻的主題，並深入探寫，這或許不只是對於身為教師的我的

疼痛，可能也對課堂上的中國學生造成了疼痛。對研究者而言，更是重新反省與認

識了班上的這些中國學生。 

1. 學生組成的特殊性 

301 班上有約 20 位學生，由於學校規定 heritage student（指的是在學習該語

言前已具有該語言能力與相關文化背景的學生，如：一位在美國學葡萄牙語的巴西

學生，他在家原本就跟父母說葡萄牙語）不能修 300 以下的語言課，只能修 300

（含）以上的課。這個 301 的班級，便有一半是高中就至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華

語對他們來說基本上如同母語程度，而另一半則是從不同國家來的學生。班上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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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程度差距大的問題，來自中國的學生們因為覺得內容簡單，上課的時候時常做自

己的事，對另一半的學生而言，301 的程度是很有挑戰性的，需要老師慢慢引導跟

重複練習。也正因為這個差異，班上的中國同學自成一群，而其他華語不是母語的

同學自己一群。若是老師有直接要求母語者同學去協助其他同學，他們是樂意的，

班上氣氛也並不負面，只是兩個群體鮮少互動，而母語者同學因為課程內容對他們

來說稍嫌容易，在課堂中積極參與的興致也就較低。 

2. 課程設計的構想與初衷 

當我有機會為這個班上一堂課時，我便開始思考要怎麼針對這樣的班級現狀

設計課程。他們剛結束「音樂與政治」這一課，課文中討論音樂風格時常代表一個

國家的狀態與社會風潮（見附件二），在我上課之前，這個班的老師要每位同學都

寫一篇作文討論是否同意一個國家的音樂風格越澎湃，就越能代表國家的強盛呢？

並試圖探討音樂與政治的可能關係為何。而我的課程內容則算是課外補充，當作他

們「音樂與政治」這一課的收尾。 

作文題目如下： 

 

 

 

 

 

 

教學時程上的安排，是我先改完同學們的作文，給予回饋之後，再於他們這

個單元的最後一堂課進班授課。這不是我第一次上他們班的課，上個單元也是相同

的方式，但把這次上課特別拿出來寫，是因為這次的課程在班上引起了較多我意料

之外的反應，不僅對於學生，對我而言也是。 

關於音樂和政治／社會的看法 

 

在你看來，音樂和政治或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音樂一定有政治作用嗎？什麼

樣的音樂有（沒有）政治作用？有人認為，一個國家的音樂代表它的國家精

神。你同意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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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有更好的準備與設計，在這堂課到來前的兩堂課，我徵求過我的指導

教授同意後，進班觀課。也因此，我對於這班學生的了解，除了來自於改他們平時

的作文，在上個單元我教課時的互動，也已經有許多次觀課，與一次授課的經驗。

在整個過程中，我觀察到班上有一部份同學，在寫作文時，表現出來對於題目的理

解是「政治的」音樂就是「國歌」或是中國所謂的「革命歌曲」，所以舉的例子大

多是以中國國歌為主。觀察到這個現象，在設計這堂課的時候，我便很想挑戰同學

的兩個概念。第一個就是「跟政治有關的歌就是國歌或是革命歌曲」這樣的概念，

因為，很多歌即使歌詞與國家無關，甚至看不出來任何政治的意味，但當一首歌被

拿來作為政治性的使用時，這首歌便跟政治有關了。也因此，第二個想要挑戰的是

「什麼才是政治？」這個概念，同學於作文中時常提到國歌、革命歌曲都是具有

「政治作用」的歌，然而政治，所涵蓋的應不只為某一國家、政黨、或是直接跟政

治人物扯上關係的，政治是無所不在的，一種意識形態，充滿生活中的。 

在進入歌曲討論之前，課堂的暖身活動，我邀請同學每人分享一首自己最喜

歡的歌，這個活動在課前已事先告知同學，讓程度不同的同學都有時間準備，不至

於有被要求臨場分享的緊張。我也提供了一些鷹架，讓同學能夠有一點準備的方向，

因為若是沒有這些問題，同學們可能只說了歌曲名稱就結束了，以下為我請同學試

著回答的問題： 

 你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有哪些特點？歌詞／曲譜怎麼樣？ 

 這首歌是誰唱的？是誰寫的？你聽過她／他的演唱會嗎？什麼時候聽的？在哪

兒聽的？ 

在經過一輪暖身後，我準備了四首歌，作為接下來讓同學們討論的材料。這

四首歌中，有些其與政治的關係顯而易見，有些則不是那麼明顯。設計時，希望透

過小組討論，各組分享的過程，讓同學有機會認識每首歌可能的政治含義，也是一

個可以閱讀每首歌歌詞的機會，所以每首歌都有附上華語歌詞。以下為歌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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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Mr. Presiden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美麗島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人民之歌 

我當時是這樣讓學生們進行討論的，主要分為三個步驟：一為 Explore，透過

認識更多元的歌曲去感受音樂與政治關係也可能有的多元性、二為 Discussion，透

過各小組共同分享對於這些歌曲的認識，去指認出當中的政治元素，以及形成一些

感受與想法，並與班上分享，三為 Re-define，希望在課程的最後，再一起思考一

次，我們所討論的「政治」除了課本上的愛國歌曲，實際上還包含了什麼呢？ 

 

3. 「不該看到」的東西 

看似稀鬆平常的討論設計，當時課堂上卻因為這樣課程設計而造成了一些緊

張，甚至令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選擇讓學生們討論的其中一首歌曲「美麗島」，歌詞中充滿對於臺灣自然

風光的描述，沒有政治的意象，卻曾經被劃定為禁歌。當時會選擇該曲作為範例之

Ex
p

lo
re

小組所有人一起將
中文歌詞念一遍

查詢不會的生詞，
與組員一起討論歌
詞含意

小組一起將歌曲聽
一遍

小組討論這首歌想
說什麼,以及你們對
這首歌的想法

D
is

cu
ss

每組跟全班分享2-3
分鐘

這首歌想說什麼

這首歌當中政治的
元素是什麼?

你們對這首歌的想
法

R
e-

d
ef

in
e

如果要重新定義音
樂與政治的關係，
你會怎麼定義?

我們所討論的「政
治」,實際上包含了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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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衷是為了提供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讓同學們看到即使歌中沒有任何跟政治相

關的歌詞，這首歌仍然在臺灣的社會運動之中，被視為經典的其中一首歌。而另一

個原因則是想要在我的課堂之中，放入一些臺灣的元素，發揮文化大使的角色。 

當負責查詢這首歌的小組開始讀歌詞，我聽到他們的笑聲，同學們因為覺得

歌詞很特殊，感到新鮮。接下來找資料，他們進到了維基百科的網頁，笑聲就停下

來了，他們看到了這首歌的簡短的歷史（取自維基百科）： 

李雙澤在 1977 年夏天完成《美麗島》後，生前並沒有發表過這首歌曲；該年

9 月，李雙澤於台北縣淡水鎮海邊因救人而溺水去世，來不及為自己的作品錄音。

在李雙澤告別式的前夜，楊祖珺與胡德夫徹夜整理李氏遺留的手稿，編錄而成。在

李雙澤告別式上，此曲首次正式公開。 

當時臺灣歌曲發布前必須送交行政院新聞局審查，但《美麗島》並未通過，

惟新聞局僅禁止公開在電視廣播上演唱。1979 年黨外運動人士以此曲做為《美麗

島雜誌》之名後，本無政治意圖的《美麗島》便與黨外運動劃上等號，並因「宣揚

台獨意識」遭禁。 

其實光看維基百科這段介紹，大概同學們也還有點一頭霧水。但是短短的介

紹之中，出現了幾個對於小組內來自中國的同學比較敏感的語詞，站在他們小組後

方，跟他們一起看著這段介紹的我，一方面好奇小組接下來的討論，一方面不由自

主的緊張起來。我沒有在心中排練過如果課堂中出現「台獨」這個概念時的反應，

心裡因為不知道學生會怎麼反應而開始緊張。 

作為該堂課的老師，站在前方，我既然有一種「被揭穿」的錯覺。心中開始

出現成千上萬個自我質疑：「我是故意選這首歌然後讓他們看到這些資訊的嗎？」、

「我怎麼會沒想到班上中國學生的可能反應呢？」、「我是不是不應該讓敏感議題

進入班上討論？」雖然一開始設計課程，我真的不是故意放入可能跟臺灣獨立有所

連結的歌曲，單純只是認為，我應該放入一手跟臺灣有關的曲子，而《美麗島》這

首歌，我想讓學生們觀察的是它的歌詞，以及因為被使用在社會運動中而成為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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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想要挑戰他們，不是只有趾高氣昂的歌詞與曲調才會被認為是「政治歌曲」

或是「革命歌曲」。 

就當我困在自我質疑之中，該組同學已開始分享，負責分享的中國同學說：

「我們認為這是一首被誤用的歌曲，他的歌詞看不出任何政治意涵，但因為被台獨

人士所使用了，讓這首歌曲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十分可惜。」我說不出話，但還是

鎮定地謝謝他們小組的分享。腦中的問題還是沒有停過，只是現在的問題變成了：

「我應該怎麼回應？」、「中國同學們是否都認為我在宣揚台獨思想？」、「他們

是否會認為我用教師的權利逼迫他們看到不該看的資訊？」、「我應該要表明我對

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立場嗎？」。感覺到自己整臉發燙，我好像成為班上最緊張的

一個人。但同時心裡也糾結著，面對了一個我不全然認同的解讀，我「文化大使」

的角色在心中不斷想要衝出去講幾句話，不只是跟中國同學們的討論，更是想讓班

上其他幾乎完全不了解中國與臺灣關係脈絡的其他國家同學們透過這個機會，更加

認識臺灣。但是「教師」這個角色默默地跟「文化大使」說了：「先不要。」對於

作為教師的我來說，在當下感覺到沒有準備好，就不應該草率地談論一個複雜敏感

的議題。這兩個身分在這一刻，竟然有著不同的顧慮與目標，同時是這兩個角色的

我，感到特別地辛苦。 

4. 不只是我的疼痛時刻？ 

這次的經驗經過許久，都還是讓我不斷地想起，心中一直認為，這樣的狀況

下，當初的我沒有做了很好的處理與反應，應該還有更好的。然而，如今再回頭看，

我發現了整件事件中，我關注的焦點一直在「我」身上，我的感受、不平、慌亂、

意外，即使事後再想，也多為對我應該怎麼做的省思，甚至還把它寫成了「我」的

一個疼痛時刻。 

我一直忽略的是那天學生們的感受。當下他們是否跟我一樣詫異？對於在中

國長大的學生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對於「臺灣是否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的觀點是

無庸置疑的，更是不能被挑戰的。而「台獨」在中國，更是禁忌中的禁忌。在這樣

的脈絡之下，我在他們沒有準備的狀態，將他們暴露在幾近是「非法」的資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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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於他們也是一種傷害？他們在看到的時候，是否是害怕討論的？甚至不想要

跟這個詞有任何關係的？ 

對於我心中把它們擺在「他者」位置的中國人，是我一直想要切割、澄清自

己跟他們不一樣的對象，只是，當他們的角色變成了我的學生，我作為教師的角色，

是否應該有在教師角色專業的立場上，更要以願意同理、願意了解的角度去接近他

們，而非像在許多時候，我下意識地去切割他們與我的關係？我的疼痛是來自於一

個社會之間、文化之間的認知差距，而我的學生們的疼痛則可能是來自於更直接的

教師與學生角色與權力的差異。 

5. 虛假的疼痛？ 

這個故事中，沒有任何實際的衝突發生，但是我的心裡卻是最糾葛的。我站

在中國學生面前教學時，是不自在的，因為我認為自己的身分是被特別關注的。而

當課程規劃如同這一堂課般，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發展，我的緊張、擔心、甚至

害怕的情緒特別明顯。教師的位置雖然讓我具有決定課程的自主權，但學生們的中

國身分，在這個處境之中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學生身分而顯得比較小，也因此讓我不

斷陷入一種過度敏感的狀態，既想好好利用教師的位置主動出擊，又不自覺地因為

受過的傷害而防備著。讓作為在中國學生面前的一位臺灣教師，比一般我要面對的

師生關係來得更加辛苦。 

身為臺灣人，站在中國人面前，因為過往的經驗，給了我一種不自覺的「警

覺」，好似需要特別小心，即使對方沒有做什麼。稱之為「虛假」，因為它或許是

不存在於當下的處境中的，更像是個自動警示系統，在遇到中國人的時候會自動啟

動。這讓我思考，這個情況下產生的痛，是不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一種「虛假的疼

痛」？因為實際上，我沒有被誤認或是攻擊，一切的緊張與害怕，以及事後無限的

檢討，都只是源於一首歌，與一位同學說的一句話。今天若我的身分不是一位臺灣

的華語教師，而所面對的學生不是中國人，我的感受與反應是會不同的。自己創造

出來的「虛假的疼痛」就是我在身份認同與權力交織而成的結構中，在情緒與痛之

間掙扎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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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華語教師養成的困境 

一、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學，有什麼不同？ 

成為一名華語教師的過程其實是許多的巧合，大學畢業之後，我取得的是臺

灣中等學校的英語教師資格，經過蠻漫長的師資培訓歷程，於 2014 年拿到了教師

證。之後，便進入研究所。我的經歷其實是跟華語教學沒有直接關係的，看到了

Fulbright 的獎學金機會，說明中強調的並非一定要受過完整華語師資培訓才能報名，

只要求要具有語言教學經驗，甄選上後，基金會將全額補助得獎人在出國前進修國

內大學舉辦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基金會對於誰可以勝任華語教學工作的設定與期

待，跟我當初相距不遠，或許我們都認為，華語是臺灣人的母語，既是母語者，又

具有語言教學經驗，到美國教華語，要在不同語言教學之中轉換應不難。 

經過了這一年，對我而言，要將之前英語教學或者其他教學所累積的知識跟

經驗轉換與應用到我的華語教學中的確不難。真正最挑戰我的，是意識到來自臺灣

的華語教師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身分認同議題。當我以一位外語學習者在試圖教其他

外語學習者這個外語的時候，腦中思考的其實很單純，教學主要目標就是讓學生學

會如何使用這個語言，然而要用什麼方式最生動、有效，都屬於執行層面的選擇。

最多，我會再去思考，學生們學習這樣的英語是為了什麼？讓我的課程能夠不遠離

學生的生活與未來目標。面對英語這個外語，我與學生都是學習者，或許教師對於

外語的知識較為豐富，或是對於該外語所代表的文化有比較多接觸，教學過程中，

其實教師與學生都仍是一起在窺探這個外語與其關聯之文化的世界。當我作為英語

教師，鮮少需要承擔除了語言使用本身以外可能會有的爭議。舉例來說，一位臺灣

的英語教師在講台上使用了錯誤的文法造句，可能會比她向學生透露出她對於英語

的想像只有美國的過於狹隘，還來得嚴重。 

而作為華語教師，「母語者」這個身分，雖然在語言本身，讓我不太需要擔

心自己是否「講錯」或是「教錯」，在文化方面，便時常讓我陷入膠著。所要思考

的東西，跟擔任一位英語教師的時候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我時常得想，要

怎麼舉例子，才能讓學生們更認識臺灣？或是，要怎麼回答學生對於正體字與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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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捲舌與不捲舌、去中國交換與去臺灣交換之類的問題。或甚至在面對他人質疑

臺灣華語教師的「正統性」時，又要怎麼說？在訪談中，另一位 FLTA，L 也分享

了相似的處境： 

 「我的其中一個學生非常抗拒學正體中文，然後他也很討厭我們的臺灣腔，一直

說我們的聲音很不正統。學期開始的時候，百般刁難我們。甚至還跟我說：

『你就說你是中國人嘛！』他是我同事的學生。他那時候上課一開始就說，老

師你講話很難聽耶，講話有臺灣腔。然後他還說，臺灣的正體中文是死掉的語

言。直接這樣嗆我。」（L 訪-20190705） 

這個學生的程度很好，甚至也到過中國留學，因此對於「中文」他已有許多想法與

期待。面對這樣的質疑，L 與她的同事選擇沒有正面回答，她說她用了「春風化雨」

的方式來影響這位學生。 

「他有興趣要當翻譯，他想中翻英，那這個過程中，就要拿給他很多文學，因為他

就是喜歡中國文學。他在中國的時候，論孟都念過了。他程度非常好，好到中文沒

有腔調。也完全可以用中文回你。我們跟他說，如果你要當漢學學者或是翻譯，你

不可能只碰到簡體中文。如果你不想看正體字，你要怎麼看鄧小平的文章？鄧小平

寫字也是繁體字。」（L 訪-20190705） 

在一年下來不間斷地跟學生互動，增進彼此的了解後，這位學生最後申請了

臺灣的華語獎學金，來到了臺灣學華語。 

這位美國大學生的反應雖然稍微激烈了點，但他所挑戰 L 的問題，對於臺灣

的華語教師來說，是很常見的。在充滿了來自於中國的華語教師的環境，以及國際

上大部分人對於華語的想像就是 Chinese，而 Chinese 就是中國人的假設與預期中，

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其實是被預期要同時扮演中國以及臺灣華語教師，因為大部分

學生想要學「正統」的華語，所以臺灣的華語教師也必須要學習用簡體字教學。 

在棕櫚樹大學，我主要的教學也是以簡體字為主，但是我的指導老師跟我的

共識是，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要學簡體或是正體，在寫考卷與作業時，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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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選擇要以何種方式書寫。而我們上課的投影片，也會盡量同時放上兩種版本

讓同學參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彈性，也因此，我雖然要使用不習慣的簡

體字與拼音來教學，卻不會覺得這是一種「讓步」。 

二、  華語師資培育中的認同疑惑 

讓我一直想起而感到不解的，反而是出國前我參加的華語教師培訓課程。的

確，在外教學時，來自臺灣華語教師會面對如同上述的質疑，但為什麼我們接受的

師資培育過程，沒有裝備我們對於身為臺灣華語教師的認同？我們的華語師資培育，

又想要培養出具有什麼樣認同與使命的教師呢？ 

回想出國前我上的一個月密集課程，除了詞彙、語法、外語教學理論等基礎

知識，其他特別跟華語教學相關的，還有華人社會與文化，以及發音，也正是這兩

門課，讓我對於這個課程希望培養出什麼樣的教師而感到疑惑。在華人社會與文化

這個科目中，厚厚的講義有超過三分之二在介紹「我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

從夏商周開始講起。不僅書中「我國」這樣的用詞反映了這個科目本身就含有了特

定認同，更可惜的是，在學習了中國歷史與文化之後，其他華人社會的文化與屬於

臺灣特有的語言與文化相較之下，重要性低。當時，老師甚至上不完，臺灣的部分

就請我們自己研讀。華人文化與社會這一科，其實就是「中國歷史」嗎？而做為一

名能夠了解華人文化與社會的華語教師，到底需要了解什麼？ 

史書美（2017）認為華語是一個處於變化之中的開放群體，隨著所處地理空

間與時間的變遷，與所在地融合，成為在地的一部份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講英語

的不一定是英國或是美國人，華語語系中的人，也無須在國籍上是中國人。因為大

多數群體是多語言的，由語言界定的群體必然有邊界的不確定性與開放性。」（史

書美，2017，p48）這樣以中國為重心的學習內容，讓人不禁反省其背後的企圖與

假設，其對於華語的設定，仍是與這個語言的根源地分不開，缺少了對於現今地緣

政治在這個語系當中所生長出的開放與多元的現實，對於華語、華人社會的想像是

十分狹隘的。除此之外，這樣的課程，更包含了只有來自中國的歷史才為「正統」

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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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音課中，亦有相似現象。當授課教師告訴我們，發音要「字正腔圓」，

並遵守中國北京腔調中有的「兒化韻」，並要避免臺灣慣用將「有」與動詞放在一

起講的習慣，如不應該說「我有吃了。」，而應該說「我吃了」才能顯示華語教師

的專業時，是否也在否認了來自臺灣自然口音與文法的價值。反而是到了美國，在

棕櫚樹大學，來自中國的華語教師於課堂中告訴同學，不需要勉強自己發兒化韻，

因為每個地方口音不同，不是每個地方都發這個音。更特別介紹了臺灣人習慣將

「有」與動詞放在一起的使用習慣，該位老師認為，這都是華語的多元性，學生應

該多認識。 

Fanon（1967）認為當一個地方被殖民文化影響的越深，殖民文化所帶來的價

值越被同化進在地的文化時，對於在地人來說，離開原生文化越遠，便代表自己越

優越。接納殖民者所帶來的語言與文化，在一個被殖民地中，是具有其社會價值的。

而從古至今，不斷被殖民的臺灣小島，當初在面對殖民者所帶來的語言時，是否也

跟 Fanon 所說的運作架構有所呼應。甚至到今天，在華語教學的領域中，仍有「越

北京/中國，越正統」這樣面對語言的態度存在。當在探討臺灣文化的時候也是，

會有人認為「台客」是一種較為粗俗的文化。也因為這樣，作為臺灣的華語教師，

在外教學面臨到他人質疑不夠「正統」時，不僅容易直接開始自我質疑，更會產生

我們是否永遠都不夠「正統」的這種沮喪。當然，如同 L 老師拿正體中文來當作

說服學生認同臺灣的華語的重要性是一種解套方法，但正體中文的使用其實只是華

語在臺灣所發展出的當地脈絡的其中一部份。要能夠有自信地，在國際的舞台上，

講出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有什麼特色與價值，事實上還是很虛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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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文化學者 C.Taylor 說：「我們的認同，部分地是由於他者（other）的承認，

或者是由這種承認的缺席而造成的，而且往往是由他者的誤認（misrecognition）而

形成的。」（董之林、陳燕谷譯，1997：3-4） 

本章中的疼痛時刻說明了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的身分會在哪些情況中，容易

感受到「痛」，而這些「痛」又有什麼樣不同的形式與種類？而在感到「痛」之後，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反應？在這個小結中，希望先初步去探討，到目前為止，論文中

提到的疼痛的可能原因、影響我們的形式。 

一、 疼痛的原因 

(一) 言論不自由 

因為有了疼痛的原因，才產生了本章中的疼痛時刻。在被告知不可以於會議

時拿出臺灣國旗時，令 Y 老師說出「政治就是一切」，因為政治的因素，來自臺

灣的華語教師們，在那個場合，被剝奪了言論的自由，跟來自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們

比起來，來自臺灣的參與者們，其實得到了比較少的自由。當來自臺灣的參與者想

要行使跟其他人一樣程度的言論自由時，馬上就被制止。而這個故事中，主辦單位

大動作地，以如此慎重的方式來約談這些臺灣參與者，讓人感覺如果再繼續為了這

件事發聲，會被貼上問題製造者「來鬧的」標籤，甚至影響到未來臺灣參與者的機

會。就像是「做錯事」之後隨之而來的「懲罰」。 

(二) 不被認為重要 

從我與學校國際處的信件往來這個故事中，即使我是有充分的自由在表達我

的意見，不像國旗故事裡面被要求噤聲。但這個故事當中，無論我再多用力地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受到冒犯的感受，一開始學校以「我聽到了，我會處理看看」的態度

回覆我，而在事隔多月，我發現到這件事已經石沉大海時，學校給我的反應是「我

沒有保證這件事會成功」。不僅沒有積極地處理，學校所用的理由更讓人覺得我的

意見並沒有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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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誤認 

本章中被誤認的例子是來自於臺灣的正式英文國號 ROC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號 PRC 的高度相似。或許「誤認」不是一種有意識的主動傷害與壓迫，卻依然

可以讓人感到疼痛。因為誤認 A 為 B 當中還是包含了這個人對於 B 的錯誤假設，

例如，「所有講華語的都是中國人」，就是一個誤認當中卻隱含了假設的例子，但

對於其他國家的華人來說，這何嘗不是顯示了他們的身分是不被看見的，也顯示了

華語使用者的形象中，是被「中國人」所霸佔的。即使無心，又何嘗不是一種疼痛

的來源？ 

二、 疼痛的形式 

(一) 只有自己知道 

在「都是」與「不都是」那堂課中，台上老師很自然地講出「我和戴老師都

是中國人」，當下沒有反駁的我，所承受的便是一種只有自己知道的痛。還有在

「音樂與政治」的那堂課中，雖然我的心裡已經波濤洶湧，表面上還是很冷靜地繼

續課程，這也是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疼痛時刻。 

(二) 別人也知道 

當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們在大會上被禁止拿國旗出來，又或者，當我寫信與

學校去表達意見時，禁止我們的那方，以及與我們通話的那方也是知道我們的疼痛

的，即使他們不願，或是不能理解。而周遭其他人，如同 L 與 Y 老師提到別的國

家參與者的幫忙，與在我身旁親近的人，也因為看見了我們，或與我們互動了，而

知道了我們的疼痛。 

(三) 沒有人知道 

沒有疼痛感的傷害可能存在嗎？或是只是還沒有被意識到的傷害？沒有人知

道的疼痛，更像是一種更大的處境，或是一種有害的心態，是我長期處在其中而不

自知的。像是前面提到的「虛假的疼痛」，就可能是來自於我無時不刻處在一種在

臺灣與中國被放在一起，就會有被觀看、被批判的恐懼，這樣的處境之中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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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疼痛帶來行動 

在之前的內容中，敘說著重於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在面對自己身為「華人」、

「臺灣人」，或者「Chinese」所產生的不同意識時，所在意的是什麼，所會特別

感到敏感的議題是什麼，又是在什麼的狀況會讓我們經歷了受傷與抗拒等不同階段。 

這一章中，將焦點放在「行動」。這裡敘說的行動是從前兩個階段中引發出

來的，因為對於具有「文化大使」使命感的華語教師而言，即使受傷、即使不由自

主地還在抗拒著讓我們受傷的原因，卻不得不繼續行動。甚至有更多、更積極的行

動，運用自身的資源與位置，做介入，試圖去停止「痛」的循環，甚至可以達到療

癒的作用。 

這章更書寫我對於這些經驗的觀念轉換的轉捩點，從被動到主動，將單純接

受挑戰的自己，轉換成一位在主動位置上採取與挑選如何參戰的自己。身分認同與

教學要怎麼互相觀看連結。 

「行動」不只是為了「解痛」，而是在這個充滿回應與行動力的過程中，看

見回歸到主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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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抗拒到行動要經過什麼 

一、 趕快離開受害者心態 

第四章第一節中所提到的故事或許對於有國際經驗的臺灣人而言，已是見怪

不怪，可能人人皆能輕易體會事件當下，作為臺灣人的那種被否定、被掩蓋，無法

自由做做自己的疼痛的心情。然而，對臺灣人來說，這樣的故事越來越普遍，越來

越頻繁地發生，所加深的是否只是我們那種身為「受害者」與「被壓迫者」的情緒？

而「悲憤」越累積越多，就真的能夠轉化為「力量」嗎？ 

汪淑媛（2018）指出： 

受傷時容易將相對人想像成惡人，強化與合理化自身的痛苦，讓對方更

符合加害者形象，自己則成為完全無辜的受害者，因而不知不覺沉溺在痛苦

中，將「痛苦」當工具，以「受害者」角色為策略，引發他人的同情與正義

感，來攻擊相對人。（汪淑媛，2018） 

當一直沉浸在受害者的情結中，能看到的總是「痛苦」與「來自他人的壓迫

或是錯誤」，要真正讓臺灣從國際的困境之中走出來，更不可能單靠因為臺灣的受

害者角色所引發出來的別的國家的同情與正義感。 

或許，在這樣的事件發生時，我們應該試著不要將焦點停留在悲憤不平的情

緒上太久，而是透過機會，去看見別人眼中的臺灣。因為或許，我們花太多的時間

在想，希望別人能夠看見什麼樣的我們，而沒有在行動之前，先去了解，存在別人

印象中的我們已經是什麼樣的樣子。而汪淑媛（2018）更提到了，一直依靠著受害

者角色，是有很大的風險的，除了自身將不斷承受身為受害者的「悲慘」，周遭的

人更有可能因為認為自己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而漸漸離開我們的身邊。到

時，不僅悲慘，更失去了朋友。 

  

 



71 
 

二、 看見自己疼痛的同時，也要看見他人眼中的自己 

在第四章的國旗事件中，來自臺灣 FLTA 們與臺灣國旗合照的這件事，對於

具有美國政府代表性的基金會而言，是一個大麻煩，尤其是當天可能會有中國籍的

政府官員出席。雖然我們舉旗、與國旗合照都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在基金會

的眼中，所看到的，或許是一個「問題製造者」的形象。「如果臺灣不要……，就

沒事了。」而這也的確是個臺灣常被放置到的角色。在我與國際處 email 的事件中

也一樣，如果我沒有因為太過在乎臺灣被怎麼稱呼，如果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學校的國際處便不需要大費周章與資訊中心聯繫，更不需要來來回回地與我這個問

題製造者去通電子郵件了。 

另一個臺灣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應該說，「ROC」這個名字在別人的印

象中，便是與中國的「PRC」高度相近的名稱。若是不清楚臺灣中國分別的國號的

人，要怎麼分辨這兩個都具有「China」的名稱中，誰是中國？誰是「中華民國」？

除了分不清楚名稱這個原因，臺灣與中國都是繼承了「中華文化」的地方，在文化

上本就有所重疊之處，若是加上一些西方對於東方特定的想像，就更分不出來了 

看見他人是如何看臺灣的，是去意識到臺灣的主體不僅是來自臺灣的人有形

塑的權力，而是在經過與他人的協調與相互詮釋之後產生的。當他人對於臺灣的想

法與我們的相差許多，甚至相牴觸時，身為希望為臺灣盡一份心力的文化大使，所

能採取地最有力的行動或許不是與之衝撞，而是在意識到差異之後，更懂得自己面

對的，是何種挑戰，我們可以用甚麼樣的形象去互動。 

三、 接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種價值 

文化大使這個角色是其他跟我有相同經驗的人，也產生強烈認同的。 

S: 你會怎麼看待臺灣 FLTA的角色？ 

L: 華語老師就是外交的一個職位，因為我們是直接面對國外學生的人。像我

也是經過這一次的經驗才知道臺灣在外交上的角色是這麼的困難。或是，我

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臺灣也是國際上的一份子。所以後來我會覺得想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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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擔任華語教師，因為如果可以一直看到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的話，我覺得

這是我會一直想做下去的工作。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很 tricky，就是我們是用中

文看見了世界。一開始我當英文老師是因為我對國際的事情很有興趣，可是

我發現我用英文永遠只能對臺灣人，可是如果我用中文，是對著整個世界。 

L 老師這段話，最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她從看見臺灣的困境中去理解到臺灣是

這個世界上的一份子，因為實際經歷了臺灣參與國際的過程。而這段話中也隱含了

L 老師對於何謂「國際事務」的理解有些許的轉變，從用外語去「認識」世界，到

用母語去「參與」世界，看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跟認為需要透過英

文，才能成為國際社會當中的一份子，兩者是很不一樣的思考模式。我們就是世界

上的一份子，不需要再「成為」世界上的一份子。 

當然，也有的時候，我們會急於跟誰做出區別，因為不想要被「誤認」或是

「標籤」為中國人，而仔細去計劃每個行動，的確，澄清是重要的，但一味專注於

與誰的區別，也是讓我更加容易再掉入受害者心態的行動。 

相信我們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義，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一個更有效的區分方

式，而不是聲嘶力竭地大喊「我們不一樣」，因為，「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我們之

間有所差異存在的佐證。 

以 Y 老師為例，她平常盡量避免談到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議題。「我會覺得這

是我的工作，所以盡量不表態，所以我不會去挑起問題，頂多是私底下的時候，不

會主動在課堂上提到這些東西。」但卻在自然而然的狀態之下，呈現出了臺灣的

Chinese culture與中國的 Chinese culture是有所不同的。 

Y:在設計課程的時候，因為我有另一個在旁協助我的研究生，她來自中國。然

後，我常常是設計完、教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這是臺灣特有的文化或是習俗。

他們大陸可能是沒有聽過的。像是萬聖節的時候，我跟學生說，在我們 Chinese 

culture裡，沒有萬聖節這種東西，但是我們有中元節，我還有介紹搶孤，還給

他們看宜蘭的搶孤現場。他們就覺得很稀奇，然後我也是在課堂當下，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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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大陸的研究生怎麼好像也對中元節很有興趣，好像也不太清楚的樣子。問

了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們那邊沒有這種習俗，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在課堂上才發現

原來臺灣與中國有這樣不同的地方，我就會問他們那邊有沒有什麼類似的。 

而在這樣的框架之下，可以由怎樣的方式，去擔任文化大使的角色，以及試

圖回到本論文的主題「疼痛」，去討論對於身為文化大使的我們來說，遭遇、行動

與疼痛或許並非因果關係，而是更加能夠去呼應第二章中提到文化學者 Hall 對於

認同的描述： 

認同不只是一種存有（being），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化成的過程（becoming）。

它是屬於過去的也是未來的。它並不是一種原本就存在，超越時空、歷史、與文化

的。認同有其歷史，但它也像所有有歷史的東西一樣，不斷持續的在轉變。它並未

永久的固定在一些本質化的過去，它制約於歷史、文化、與權力之間不斷的激盪。

它不是一種等待的被發現或被挖掘的過去，以為發現了就可以永遠保障我們的認同

感。事實上，認同是在敘說過去的論述形成當中，我們安置自己也被安置的同時，

所給予自己的名字。（Hall 1990:225，引自卯靜儒 2002） 

  

 



74 
 

第二節 挑（ㄊ一ㄠˇ）戰與挑（ㄊ一ㄠ）戰 

在邁阿密棕櫚樹大學的日子，當你是人群中的極少數，會遇到的挑戰可能永

遠寫不完。然而，那些疼痛的時刻雖然在我心中烙印，像是生長痛一般，雖然總是

隱隱作痛，每天還是得帶著它生活，直到成長到生長痛消失的那一天。這當中很多

時候，感覺都是「挑戰」來找上我，而我，若是不願意被傷害，或是誤解，便得起

身面對。這樣的模式，也造成了如前面章節所說，文化大使這個角色，似乎永遠放

不下來，沒有可以下班的一天。 

面對挑戰起身面對，每一次都是有風險的應對，因為總不知道結果會是什麼。

對我而言，這更是一個同時感受疼痛，又同時不斷行動的歷程。期許自己是一位文

化大使的我，當然欣然承受了。而在接受挑戰與迎接挑戰的過程之中，「接受」與

「迎接」都是具有被動意義的動詞。若是整個過程都是由我被動接受刺激之後，才

做出反應，雖然「對他人的挑戰做出反應」看似是一個具有主動性的動作，但這個

動作還是必須仰賴他人的挑戰來誘發的。 

要怎樣才能不只被動地接受挑戰，而能以自己為出發點，向人提出挑戰，積

極地去構成我的存在。 

一、 不行動是一種選擇：Pick your battles 

在開始講我的行動之前，要先從一個我的「不行動」開始。  

在國際處將臺灣的名稱寫為中國的一省這件事發生後，我與國際處過程中幾

次的通信都不是很愉快，彼此都不是充滿好意。當然我知道，我如果願意，針對這

件事，我可以再做得更多，投書媒體、或者寫信至學校更高層的人員，甚至，我一

度認為，我應該要號召全校的臺灣學生進行連署，讓這件事情受到重視。但是在每

日的繁忙中，一直沒有時間去進行，陷在一種愁苦、生氣，又有志難伸的情緒中。 

情緒甚至開始影響到了我的正常生活，在我身邊的老公，雖然不是臺灣人，

但是在長期聽我跟他分享關於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大小事之下，對於臺灣在世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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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以及臺灣人會遇到的許多挑戰，他都十分熟悉，也更知道做好一位文化大使

這件事對我而言是多麼的重要。 

但是，這一次，他在聽完我的抱怨之後，跟我說，英文中有一句名言，叫做

「Pick your battles」，這句話的表面意思就是要「選擇你的戰場」，其引申出來的

意義就是提醒人，每個人各有所擅長的，像是打仗一樣，有的負責射擊、有的負責

軍事策略，大家都得找到自己最能發揮的位置，才能用最好的表現去贏得戰爭的勝

利。另外，戰爭的發動與參與，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都是要經過精密策畫與研討的，

不是隨便一有小問題，就耗盡全國的軍事力量去參戰。 

他想用這句話告訴我，我不需要像一隻刺蝟，一有人觸碰到了我在乎的議題，

就用全身的力量進入攻擊與防衛的模式，因為我不可能贏得每場戰鬥，也沒有必要。

他說，我應該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內，將我想要成為的角色做到最好，因為那裏才是

我真正的戰場。如果是在別的戰場上發生的事，在心力無法兼顧之下，必須放下就

放下。這次跟國際處的事件，他認為我已經在能力所及範圍內，表達了我的意見，

而他們也聽到了，到這個程度，要先暫停後續的動作也沒關係，因為我已經為了這

件事付出了我願意付出的心力。 

的確，制度上的對抗或是抗爭總是讓人沮喪，被無力感充滿。對我而言，更

有能動力與意義的其實是來自於每一天我與學生、同事、甚至路人的互動。在教學

的場域中，我更是擁有更多決策力與話語權的教師角色，如果要挑選哪裡是我最能

發揮的戰場，應該就我的教學場域莫屬了。因為這句話及時的提醒，縮短了我浪費

在惆悵的時間，更堅定了我對於我身為華語教師這個角色的信心，將心力放在我較

可以掌控的場域之中，去做到文化大使的角色。 

二、 「置入性行銷」臺灣 

「置入性行銷」這個概念，是一種行銷的手法，近年來，在臺灣的媒體上時

常出現。一般來說指的是，透過電影或戲劇節目等管道呈現欲行銷之商品訊息，讓

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接觸商品的訊息（王毓莉，2005）。當欲行銷的產品或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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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融入在另一件不是直接相關的事物中，消費者反而更能接受與看見這個產品。這

個概念，在我作為教師與文化大使等各種角色時，不斷冒出來。 

「來自臺灣」是一個標籤，希望被看見而不被看見的時候，令人感到被忽略

與不被了解。但是當這個標籤被看見的時候，很多時候，如同本章第二節中的兩個

事件，又不是被正面地肯認，而更是一個象徵了「麻煩」的標籤。如果我們要來行

銷與建立臺灣這個商品的正面能見度，或許並不適宜直接拍一部屬於臺灣的廣告，

然後到處放送，而是該採取像是置入性行銷的策略，先讓臺灣的存在成為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 

在棕櫚樹大學一年，除了平時的教學，我作了以下這些事： 

表 5-1 文化大使行動總表 

臺灣電影系列 

 

 

 兩個學期，共播放 6 部臺灣電影 

 參與系上舉辦之 MIGRATIONS/IMMIGRATIONS: 

“SCREENING CROSSINGS 國際影展 

 參與人數超過 100 人 

電影清單 第一學期：青春愛情系列 

 女朋友，男朋友 

 52Hz，我愛你 

第二學期：人生系列 

 不能沒有你 

 灣生回家（參與以移民

為主題的國際影展） 

 逆光飛翔 

 不老騎士 

Language Table 語言

桌子 

 兩個學期，共舉辦 4 次 

 系上首次舉辦 

 總參與人數約 30 人 

主題清單 第一學期： 

 造句遊戲 

第二學期： 

 書法與春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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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口令  象棋 

拍攝文化系列線上教

學影片 

 兩個學期，共 4 堂線上課程，一學期兩堂 

截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 

 參與線上課程學生共 107 位 

 總觀看次數為 369 次 

 總討論發言為 407 則 

課程主題與討論議題  誰在說中文？  If you have been exposed to Chinese 

outside of the class, have you noticed 

any variations of the language? What 

are they, and in what situations? Is one 

Chinese more correct than the other? 

 How would the global diversity of 

Chinese affect y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lsewhere 

in the world? 

 成語故事  Is there a idiom in your own language 

that is similar to any of the Chinese 

idioms mentioned in the video? Please 

share with us! 

 Please go online and learn a new 

cheng yu by yourself. Share one or 

two cheng yu you find interesting with 

us here and if you can, make a 

sentence using the cheng yu in 

Chinese. 

 我的家，臺灣  If you were to introduce your country, 

what would be the three things you 

would put in your presentation and 

why?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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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 a quick round of googling 

and share one other fact or piece of 

information you find about Taiwan 

that was not mentioned in the video. It 

could be a fun fact about Taiwan, a 

piece of news story or history, or even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aiwan 

or Taiwanese. 

 送禮文化  Tell us more about your own gift-

giving culture! In your experience, do 

you share some similar gift-giving 

etiquett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What could you observe from these 

gift-giving behaviors and taboos? 

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from this 

video, what might be the elements that 

are valued and encourag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vice versa? 

 

第一個學期，像是文化大使行動的一個 prototype，很多都是第一次，試試水

溫，然而到了第二學期，一切就上了軌道。而學校更因為我上學期的表現，建立了

對我的信任，在第二學期給予了我更多空間，比如說，教更多的課、讓我安排了更

多的文化系列活動。 

所以，第二學期的活動將近是第一學期的兩倍，而我也更加聰明的給予了所

有活動更多的整體感，讓「臺灣」更鮮明地成為一個主題。例如，設計讓學生了解

學期中文化相關系列活動的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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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第二學期文化系列行事曆 

January 

Jan 30 

Tue 
Film Series 不能沒有你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6-8pm 

MLL Library 

February 

Feb 13 

Tue  
Language Table Calligraphy Workshop--- 春联 CNY 

Chūnlián 

6:00-7:30pm 

MLL Library 

Feb 24 

Sat 

7pm 

Film Series 湾生回家 WANSEI BACK HOM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IGRATIONS/IMMIGRATIONS: “SCREENING 

CROSSINGS 

7-9pm 

Whitten 

Learning Center 

LC180 

March 

Mar 5 

Mon 
Language Table Chinese Chess Workshop---象棋 Xiàngqí 6:00-7:30pm 

MLL Library 

Mar 22 

Thu 
Film Series 逆光飞翔 “Touch of the Light” 6-8pm 

Dooly 218 

從我製作的電影系列宣傳海報，也可以看出兩個學期之間在豐富與完整度上

的差別：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圖 5-1 臺灣電影系列海報 

用一總表列出來，看似洋洋灑灑，看似我自願做了許多責任以外的事。其實

不然，我只是將每一件我原本就需要做，與我有空間跟權力去決定要不要作的機會

都拿來好好把握。如果要說我特別做了什麼，其實，就是比誰都更加認真地看待了

這些機會，然後很有意識地、整體地去規劃了希望能傳達給學生們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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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棕櫚樹大學，我的職責之一是定期播放華語電影，讓同學們透過電影去感

受語言的使用，以及華人社會的文化。第一個學期，我選擇了兩部來自臺灣的電影，

《女朋友，男朋友》以及《52Hz，我愛你》，在宣傳海報上，並沒有特別註明臺

灣，但在電影播放當天的開場與事後討論，我都將電影中所包含的臺灣歷史，與台

北城市生活的風貌拿出來進一步分享。 

《女朋友，男朋友》和《52Hz，我愛你》都是大學生會有興趣的愛情故事，

第一部的背景設定在 1980 年代時期充滿風起雲湧社會運動的臺灣，我於是可以順

便介紹當時是在何種歷史時空之下，讓學生們決定勇敢站出來，爭取民主，形成的

野百合學運。而第二部則是較輕鬆的小品，但電影於台北拍攝取景，其中一個支線

的故事，是關於一對同志伴侶參與台北市政府聯合婚禮的經過，這也讓我能夠順便

講到臺灣在性別平權上所做了哪些努力，以及作為亞洲性別平權運動走在相對進步

的路上。 

第一學期的最後一次電影分享，我寫下： 

雖然我只被交代了選電影和放電影，但我忍不住每次播放前都做了簡單

的介紹跟一些脈絡的交代。今天的「52 赫茲，我愛你」在台北市取景，我便

短短介紹了一下這個城市。上次放「女朋友，男朋友」，我就趁機講了野百

合學運。想讓電影系列更除了電影本身，還多傳遞了一點什麼。 

觀察學生看他們眼中的「外國」電影，是很有意思的事。好奇學生在哪

裡笑，在哪裡覺得看不懂，我像是一個多出來的角色，不是導演不是演員也

不是觀眾，夾在螢幕和觀眾眼睛中間，各種感官交織在一起的存在，用我的

眼睛耳朵身體，感受影像與音樂和觀眾之間空氣中的各種訊息。 

今天是這個學期的最後一部。學生有為了加分而來的，也有為了電影而

來的；學生有提早離開的，也有留到故事結束跟我說聲「謝謝今天的電影，

我很喜歡，戴老師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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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留到最後一個感謝名單跑完，抱著重重的學生作業回家，已經不

太因為學生反應如何而輕易地質疑自己了，只覺得，呼，我好認真地對待了

一個沒有被所有人都很認真對待的一個晚上。（研札記-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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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破重圍：除了中國人，還有誰也說「中文」？ 

Fanon（1967）認為會說一個語言具有兩種意義：第一，說一個語言是能夠正

確地使用該語言的句法（syntax）以及具有其詞法（morphology）的知識。第二，

說一個語言也是在推論一個文化與承擔了該語言所形成的世界。對於來自臺灣的華

語教師，即使我們肩上都背負著文化大使的角色，首先要面對與釐清的便是「我的

文化是什麼？」，再來要面對的則是「學生希望學的是什麼？」而這幾個層面又要

如何兼顧呢？ 

「有一個大二的學生，他一來我的班，我就跟他說，我們講中文字、中華文

化，除了中國之外，你們覺得還有哪些是講中文的？臺灣嘛，澳門、香港，他們是

講廣東話，但也算是中文的語系，然後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我就跟他們說

整個中華文化包含這麼的大，甚至越南也有中華文化，你們現在學的只有中國的中

文，那我現在要教你們什麼是臺灣的中文。然後他就很有興趣，他就說他想要學正

體字，他自己說的。因為他也想要當漢學者，他就說我覺得正體中文很美，我就說

那他一定要來臺灣念書，他就說他要來，後來我就幫他一起申請臺灣獎學金。他也

有被選上。」（L 訪-20190705） 

臺灣的華語教師要在國際的教學與就業市場上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就如同

上方 L 老師的作法，我們必須將華語與中國的直接連結切開。而其中一個方法就

是「去中國中心化」，把臺灣放入到全球的華人社群中，去呈現所謂中華文化的廣

泛，以及華語這個語言的多元性，也將臺灣從「臺灣 V.S.中國」這樣兩方對抗的

狀態抽出來。 

在發現自己容易陷入「臺灣 V.S.中國」的思考迴路中後，無獨有偶地，我當

初也採取了跟 L 老師類似的作法。第一個學期，共製作了兩部教學影片，第一支

線上教學影片的主題便是「誰在說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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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誰在說中文課程截圖 

這部教學影片有兩個重點，第一是想要告訴學生這個世界的華人人口分布十

分廣泛。第二則是想要讓學生能夠親自聽一聽不同國家的人說華語的方式與習慣是

如何地不同。並將影片設計成互動模式，放在 Ted-ed 的平台上，放了討論問題讓

學生們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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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學生線上討論內容 

問題一：If you have been exposed to Chinese outside of the class, have you noticed 

any variations of the language? What are they, and in what situations? Is one 

Chinese more correct than the other? 

學生 A 回答： 

A significant reason as to why I started taking Mandarin is the fact that my mother is 

Chinese. However, she （and the rest of her absurdly large extended family） all speak 

Cantonese rather than Mandarin. The two are written exactly the same, but the dialect is 

different. Listening in on conversation is always a bit tough, but the two are similar 

enough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gist of what's going on.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varying delineations of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when it comes to a language, languages 

just differ as a result of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問題二：How would the global diversity of Chinese affect y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lsewhere in the world? 

學生 B 回答： 

The global diversity of Chinese would allow m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hinese 

speakers without necessarily being in China. Already since taking CHI 101 I have been 

able to strike up small conversations with customers that I check out at the grocery store, 

or with other people on campus. However, all the different cultures ways that different 

Chinese people say the same thing would make communication using only what I know 

challenging, striking up reasons to expand my vocabulary. 

學生 C 回答： 

The global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similar to any other languag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re might b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language, the ability to 

go to many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etc. an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ose who speak Chinese is a great thing. If you were to travel to 

Thailand and you couldn't speak Thai,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using Chinese is a 

benefit. It helps connect the world, so even if you can't communicate using one language, 

you might be able to using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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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設計是經過許多思考的結晶，我特別在討論題目中加入了一些關鍵字

及語句，如 Is one Chinese more correct than the other?，以及 the global diversity of 

Chinese，希望同學們在思考他們所學習的華語的同時，不會直接地將這個語言跟

特定的國家做完全的連結。由同學的答覆也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提問，讓他們開

始連接個人經驗與華語學習，如同學 A 便分享了他的媽媽說的是廣東話，而廣東

話也是華語的一支，語言跟文化的發展伴隨著語系的多元分之，並沒有誰的華語比

較正確或是不正確的問題。而同學 B 和 C 則各自分享了學會華語不一定只能在中

國有用，這個語言能夠讓他們在更多的地方都可以溝通。 

我認為，這是一個來自中國以外地方的華語教師可以給他們的，也是我存在

的意義之一，我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華語這個語言的多元性。 

在一次的華語招生擺攤活動中，為了吸引人潮來參觀我的攤位，我設計了有

獎徵答。其中一題是「如果你會說華語，你到世界上那些地方旅行不太會遇到語言

的障礙？」我設定的答案是中國、臺灣、新加坡，因為他們都訂定華語為其官方語

言。然而，來參觀的同學很快就讓我知道我的預設答案是不太完整的。有位同學在

抽到這個問題之後，不假思索的說：「紐約！」當下我愣了一下，他接著告訴我，

紐約的華人好多，他認為在那裏講華語是能夠暢行無阻的。 

我像是上了一課般，驚訝於自己對於語言的想像還是很有限，更驚嘆於學生

如此靈活的觀點。回去之後我寫下： 

「語言早已突破國界跟區域了，人口流動這麼頻繁的現在，再把對於單一國家的想

像套在一個語言上已經太過時。正在教華語的我，也隨時被提醒著，這個語言所承

載的已經不再只有單一的「中國」或是「臺灣」印象，語言和文化的關係也不應再

有理所當然的互相歸屬了，還說不清楚他們應是什麼樣的關係，但這將近一年的時

間，我時常感覺有種新的，更多層次的關係在形成中」（研札-2018033） 

這位學生提醒了我，語言不再是只跟特定國家緊緊相連，無論是「中國的華

語」或是「臺灣的華語」，其實都太狹隘。語言應該是跟在使用它的人有直接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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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至於這些人在哪個國家，特定國家是否又能理所當然地「擁有」特定的「文

化」，更是讓自詡為文化大使的我有所警惕。 

四、 我問你，當一個____人，代表了什麼 ？ 

在美國這段日子，我覺得最難回答的問題，不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而是「臺灣的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僅臺灣以外的人不懂，連臺灣人自己

都很難說出一個所以然，第二章中，我與其他華語教師在討論要用何種表演來代表

臺灣時，每個人的想法就難以有交集，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這個現象，對於要

擔任臺灣的文化大使的人來說，是一個窘境。要當一個回答不出來臺灣文化是什麼

的文化大使，更是充滿矛盾。 

臺灣文化是什麼，是充滿了各種個人化的定義。而這些定義，跟該人出生的

年代、地區、族群、家庭背景、政治傾向都有著緊密的關係。兩個來自不同縣市的

人，對於臺灣文化的定義就有可能完全不同。對於 L 老師來說，她認為的臺灣文

化是可以這樣呈現的： 

L：有一次，我被邀請代表臺灣參加學校舉辦的文化走秀，我就跟朋友家裡

借了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我媽媽的棉襖，手上再拿一本蘭亭集序，因為上面

是正體字，然後請他們背景音樂放望春風，我就說這就是臺灣的文化。我還

特別請工作人員在我出場的時候要強調，我手上拿的扇子，上面是正體的中

文，背景的音樂是一首台語歌。就是得想辦法，要想出你的行銷點是什麼。

（L 訪-20190705） 

L 老師認為，臺灣文化是組合的。有來自中國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保留了

正體字，又有本土的語言。當然，如果今天是一位臺灣原住民的華語教師，她會呈

現出來的可能就是另一種風景。「我不是原住民，所以我不會穿原住民的服飾上

台。」對不是原住民，也不是客家人的 L 老師來說，她呈現出來的是根據她個人

經驗背景來詮釋的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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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被問這個問題。有的時候，下意識就想回答以前教科書上寫的，臺灣

文化是多元、與充滿創意。但當我的人在一個也是標榜「多元、創意」的美國，這

個答案顯得沒有特色。難道，我們就只能用這些抽象的字眼來形容臺灣嗎？作為文

化大使，要向外宣傳臺灣，卻無法給出具體的答案。我更意識到，沒有人會因為你

說你的國家很多元、充滿創意，而想要來玩。但如果你可以說你的國家有萬里長城、

紫禁城，兵馬俑，那跟你說話的對象可能會更想要去妳國家玩，因為你給出的印象

是更加具體的，越具體就越有吸引力。 

在棕櫚樹大學的第二學期，我製作的其中一部教學影片是以臺灣為主題，放

在 Ted-ed 的平台上，這個平台將每個課程分為四個部分（可參考圖 5-3）： 

 Watch：觀賞影片 

 Think：理解測驗 

 Dig Deeper：延伸思考 

 Discuss：討論 

影片中，我介紹了臺灣的人口組成、被殖民歷史、以及為什麼現在臺灣會面

臨國家主權的問題等等，也在影片中講了臺灣許多有名的觀光景點，更找了一部美

國人拍的在介紹為什麼一定要來臺灣玩的短片，讓同學們不僅從我的角度，也從美

國人的角度去認識臺灣。 

這個影片之所以對我的重要性很大，是因為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我意識

到，當別人問我臺灣的事，我就覺得自己要給出一個答案，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時

候，就感覺不太應該。只是為什麼，這樣一問一答的模式，真的是一個好模式嗎？ 

我的影片觀眾，大部分是美國人，而臺灣與美國的社會其實有蠻多相像之處，

尤其是沒有一個具有指標性與代表性的統一文化這一點。於是決定，將自己從「回

答問題」的角色抽出來，轉換到發問的角色。因為，我也很好奇，美國人是怎麼看

待自己的文化。更因為，這樣可以讓學生們認識一個更真實、也讓他們能夠同理的

臺灣。我在影片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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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到現在對於要怎麼介紹臺灣都還是很困擾，對於作為一位臺灣人所代

表的意義是什麼，甚至到現在都沒有答案。你們是不是也能夠理解？因為美國跟臺

灣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對你來說，當一個美國人的意義是什麼呢？很難回答對嗎？

你現在的心情，就是老師每每需要介紹臺灣的心情！」 

 

圖 5-3 介紹臺灣線上課程示意圖 

在課程討論區內，我設計了以下三題，讓同學們討論。 

• 如果讓你介紹自己的國家，你會怎麼介紹？請舉三項說明。 

• 請你上網搜尋「臺灣」並分享你搜尋到最令你感興趣的結果。 

• 作為一位美國人對你而言的意義是什麼？ 

從接受挑戰，去回答別人給我的難題，到作為一個主動去挑起對方興趣，挑

起他們想要更加認識臺灣的好奇心，是我覺得這個課程最成功的地方。能夠放下一

些包袱，不糾結於自己沒有正確答案，當呈現出一個「優質」的臺灣形象不是唯一

的外交方式，透過互動與討論，讓同學去看到更加庶民、更加真實的臺灣人的社會。

這是我認為最成功的一次課程，也覺得，或許臺灣人不用因為成為不了什麼樣子而

焦慮，臺灣的存在是事實，我們在混沌未明之中的尋找認同，就是一種在世界上存

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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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建議與討論 

 

圖 6-1 研究討論軸線圖 

一、「疼痛」的意義 

(一) 疼痛讓人看見處境 

疼痛的當下是處境之中的個人的掙扎，而在解析疼痛的原因的過程則是讓人

看見個人所在的那個更大的社會脈絡。比如在本研究中，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就是

處於一個多重的處境，作為一般教師與臺灣人的脈絡是跟著這個華語教師的職業特

性而行走的，因為這個身分具有的「移動」特性，讓個人的國家、文化認同與教師

認同議題，因為從家鄉至外國的移動，更加彰顯出來。甚至，在仍在尋找與安置自

我的認同時，就立馬被賦予了一個文化大使這個外交性質很高的角色，多重脈絡加

上多重角色，讓人容易陷入失衡的困境，而產生了本文中的疼痛時刻。 

(二) 正視經驗能啟發行動 

在本文中，有疼痛的時刻，也有行動的時刻。雖然感受到疼痛的當下會產生

抗拒，或是困在受害者心態中去怪罪他人，透過重複肯認自己的疼痛暫時止傷口的

血。然而，從文中的敘事也可以看到，疼痛引起了療傷與治癒傷口的需求，而啟發

疼痛時刻
故事

人與人
之間的
政治

討論
「認同」

疼痛的
可能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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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者的「行動」，用資源與位置去介入、扭轉這個不斷疼痛的循環。（見圖

6-2） 

 

 

圖 6-2 療傷流程圖 

Hall（1990）提到認同不是一種產物，而是不斷形成的過程，過程中是不斷

認同「剝落」與「變形」的。這或許可以用來呼應本文中疼痛時刻中所產生的認同

的失衡，但即使這樣，若是我們沒有去阻止內在對於認同的噤聲，將會像成為無定

錨、無海平線、無色、無根、無家的人（Fanon, 1967, p176）。看見個人與處境，

然後更加知道怎麼行動，不讓自己一直處於受傷的原點。這個不斷循環的流程中，

是一種存在的證明。無論認同如何流轉，將當中產生的疼痛時刻一個一個拾起，進

行療傷。每一次療傷，都是讓自己能在不斷流轉的認同之中再站得更穩一點。 

二、 人與人之間的認同政治 

(一) 認同政治 

一個國家的政治處境是顯而易見的，也可以具體地被理解。在本文中，臺灣

的國際處境，以及臺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的確在研究者的疼痛時刻之中扮演其中一

個重要的背景，然而，卻不是本研究想要討論的焦點。 

受傷 

行動 
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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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許多文中提到的事件與內容會讓人容易直接聯想到具有高度政治性與

敏感性的意識形態之爭，但就如同 Hall(1990)所認為，認同是在社會脈絡之中的歷

史、文化、與權力之間運轉的主體。歷史、文化這兩大脈絡應該要跟個人的認同一

起被理解的，而這當中人與人的權力關係更不可被忽視，因為是人與人之間關係與

互動的指標性驅動力。本研究想呈現的人與人間的認同政治，正是因為臺灣華語教

師這個角色特殊性，讓其所會面對到的難題與所在的處境，能夠清楚凸顯權力關係

介入個人認同的過程。 

(二) 認同與凝視 

藉著人我之間的同與異的區別，認同才被建構而成（Jenkins, 1996：4），而

區別同與異這個動作來自於相互觀看、凝視。藉由他者的凝視以及其對於特定內容

或形象表示（不）贊同，人開始學習用他者看自己的方式來看自己，從他者認識自

己的角度來認識自己（黃冠華，2006）。 

在本研究中，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身處臺灣、中國、美國三大脈絡之中，各

個國家之間的互動與凝視，形成較為巨觀的臺灣的國際關係處境（圖 6-3）。 

 

                                   圖 6-3 臺灣國際處境 

當我們走進處於三國交集的的華語教師個人處境，便可以看見這個認同議題

細微的開展性（圖 6-3）。認同由相互觀看形成這個切入角度，令人聯想到

臺灣

美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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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1979）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講「全景敞視」監獄，對於凝視所隱含

的權力分配觀點。在全景敞視的監獄中，監獄中每個犯人都無時無刻都被中心塔內

的警衛監視著。監獄中的監控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他人，但他人只知有人監視，

卻看不到監控者。 

當被凝視的對象，無法具有相同的權力去凝視他人，凝視與被凝視之間產生

的是權力的不對等（Foucault, 1979, p195-230）。這樣的凝視與被凝視關係，將會

由一種外在的「監控」，發展成內在的「監控」，如 Derrida 說的「內在化凝視」，

「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被看不見的東西（幽靈）所注視著」（Derrida, 1994:136，

引自賴俊雄 2003）。也就是說，當被凝視的對象將自己無時不「被凝視」內化成

事實，他們無論何時，都將依循著凝視者對於他們的規範而思考、行動。即使在沒

有人真的看你的時候，也自我監控。 

 

圖 6-4 多重的認同開展 

在許多疼痛時刻中，或許我們可以說，研究者就像是活在一個自我監控的移

動式監獄中，在音樂與政治的課堂，學生中國人的身分，自動啟動了這個自我監控

的機制，因為研究者認為自己的一舉一動是被仔細地凝視著、被評價著。所以即使

只是選了一首歌，仍然啟動了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甚至去檢討自己是否因為教師

的位置，而壓迫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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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了一首歌做為教材使用，本是一件無辜的事，但在過往的經驗中，只要臺

灣人在國際場合觸碰到具有臺灣認同的政治議題，都容易遭受處罰，如本文中的國

旗事件，當世界不斷以處罰告訴你，「臺灣是不被承認的」，講了與這個規範不同

的言論便要承受後果。對研究者來說，當課堂中，學生講出「台獨」這兩個字時，

便開始無限擔心自己即將要承擔什麼後果。 

或許，身處於這樣一個自我監控的模式是無可避免的。但意識到自己何時啟

動自我監控，而做了什麼決定、影響了什麼行動或許是一個能夠逃脫的方式。如同

第五章中，研究者敘述自己在意識到自己將自己放於受害者的位置時，便需要扭轉

被動接受挑戰與責難的位置，轉成能夠主動將話語權拿回自己手中的主動位置，去

突破這個困境。 

三、 書寫是為了解痛，更是認同的形成 

不只是跟教師學習的內容、使用的教學技巧，以及採取的研究策略的省思

有關，更跟如何去重視教師的個人信念，他們所做過的人生選擇，還有對他們

曾經產生過意義的社會經驗相關。（Alsup, 2006, P126） 

從邊境認同論述中可以看到，認同是一個不斷形成的過程，一旦教師處於發

展與培養專業身分認同的過程中，他們就可以去制定批判性的個人教學法，也採取

相應且互補的政治行動，而行動則會同時去形塑他們對所處的文化脈絡的理解（以

及對他們周圍其他人的理解），也進入教師主要敘事形塑的不斷循環中。 

從一開始看見處境，敘寫了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移動至外國之後，能夠更看

見的本身來自的脈絡，如同臺灣的國際地位、中國與臺灣的關係，同時，也去敘寫

了所在地邁阿密的環境是如何更去引起研究者對於自身認同的思考。 

接下來個人的論述中，敘寫了在邁阿密生活的臺灣人的經驗，而專業的論述

部分則是寫了華語教師在教學現場的經驗，而在這兩個類別的經驗之中，與人互動，

產生了許多本文的「疼痛時刻」，這些疼痛的時刻包含了認知的衝突(臺灣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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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教學上的困境(臺灣教師要如何面對中國學生與中國教師、課堂上應該怎

麼表現出我的專業)，在這些處境下的失衡，讓我看見本身認同的複雜性。 

再來，針對這些疼痛時刻所思考，去分析造成疼痛的原因、疼痛的種類等等，

便是我的邊境論述，尤其對於華語教師而言，身分認同本就與教師認同更明顯的相

連，在論述與形成目前我的教師專業認同時，更能看見「邊境」論述的特色。 

最後，文中呈現了研究者是如何以行動去回應這些失衡，這些行動是教學性，

也是政治性的。透過行動去行銷臺灣、讓人認識臺灣的這個目的融入到我的教學活

動之中，更在行動中產生心態的轉變，當將自己定位在一個其實具有選擇的主動位

置，便不一定要被動地、無意識地被事件與每個挑戰去觸發負面的與糾結不開的情

緒與反應。 

臺灣華語教學教師所具備的「移動」特性，不只讓認同的遷移軌跡更加清晰，

也讓邊境論述所強調的「融合」與「循環」的特性能夠在疼痛時刻中，臺灣華語教

師所要去處理的多重認同處境所造成的矛盾找到它們的位置與意義。書寫這些經驗

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個人在認同不一致所製造出來的行動空間之中，受傷、學習、

然後行動與成長。以本論文來說第五章內所敘說的行動方式與策略，是一種面對困

境時，突破限制的開展，研究者與參與訪談的兩位老師，皆必須在有限的資源或是

艱難的困境之中，創造自己能夠發揮的空間。而這個空間不只是專業上的，更是個

人生活、甚至生存上的。行動之中，文化認同以及教師認同長出了新的模樣，同時

向外開枝展葉，卻也向內伸展、紮根。 

邊境認同論述的理論中，十分看重教師在面臨認同不一致時，所做出的反應

以及學習，並認為這才是具有真實性、以及永續性的教師認同過程。我試圖將本文

中的關鍵時刻以及行動放在橫的時間軸上，也放在直的認同空間上(如圖 6-)，文化

認同與教師認同在我身上有相互重疊的部分，可以視作我原先作為一位來自臺灣的

華語教師所未失衡的認同狀態，因為移動，兩方逐漸拉開，形成了兩個認同不一致

的空間。若只看在美的一年，試圖將所發生的疼痛時刻，以及所採取的行動依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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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放入圖中，便能看出每個事件與其跟認同的關係，與其受哪方面的認同不一致影

響較深，而最後成為了一個疼痛時刻，或是一個行動。 

 

 

 

 

 

 

 

 

 

 

 

 

 

 

 

 

 

 

圖 6-5 認同不一致的空間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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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建議 

(一) 研究方面 

在華語教學相關研究中，較少看到關於臺灣華語教師認同的研究，若是能有更

多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或許可以建構出更加豐富的臺灣華語教師的認同圖像，讓

我們在世界移動的過程中，能夠因為更加認識自己，而站得更穩。 

(二) 師資培育政策方面 

1. 改變以考試為導向的師資培育 

要建構一個更加強壯的臺灣華語教師認同，也應該對於目前的華語教師培育進

行檢討，我們需要思考現今這樣的考科、這樣的培訓課程，想要培育出來的老師是

什麼樣的老師？目前教育部對於臺灣華語師資的認證考試考科仍偏重語言的教學與

認識，主要考科為：國文、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華語口語

與表達。各家華語師資培訓班所著重的教學內容各自為政，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與

學習方式，協助學員通過考試。這樣的師資培訓過程，雖然能夠短時間內訓練出許

多有「證照」的華語老師，但是否真的符合華語師資培育的目標？ 

以本研究來說，上過了短期的培訓課程，在進到教學現場時，所遇到最大的挫

折，並不是語言上的專業不足，而是文化認同，甚至國家認同上的困惑。除了培訓

教師具有華語教學的技能，若是能夠將教師現場遇到的難題好好正視，納入培訓的

一部分，幫助華語教師在培訓階段就慢慢開始思考其認同的議題，以及他們成為一

位怎樣的教師，會讓整個臺灣華語師資培訓更加具有啟發性。有一個健全與有清楚

認同的臺灣華語師資培育政策與方向，更會讓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在世界上更有競

爭力。 

(1) 考試科目內容去中國中心化，增加全球華人以及臺灣文化的比例 

(2) 華人文化與社會一科，應改考多元文化理論、跨文化溝通、以及文化理解為主

題的內容，而非中國歷史、以及背誦為主的記憶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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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各師資培育機構對於課程定期進行討論，一同型塑出屬於臺灣特有的華語

教師培育課程 

2. 轉困境為優勢 

除此之外，在面對「認同」這個棘手的問題，要將問題轉為優勢。因為臺灣特

殊情勢所產生的現象，雖是困境，若是好好正視，或許也能夠轉為臺灣華語教師

的優勢與特色。若中國是臺灣華語教師不可避免在國際場合中與教學現場中所會

要面對的比較甚至競爭對象， 那我們就必須了解異同，做出區別。如同這篇論文

中所呈現出來的，華語教師的確會面臨到來自於中國的壓力，甚至受到學生質疑。

在參加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時，容易聽到教師認為臺灣華語教師的優勢為「正統」

中華文化，及正體字的使用。這的確是一個我們能用來作為與其他地方培養的教

師的差異，但是不是「優勢」，就不一定了。優勢不僅僅是與人的差異，更應該

是我們拿來善加運用，並且讓人也能感受到價值的。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應該

如何說服學生學習華語的價值？除了以「正統」為號召，是否有更無可取代的特

色呢？ 

若是師資培育的整體方向，能夠有個藍圖，是以臺灣為中心的，在培育過程中，

加強了臺灣教師的特色，跳脫華語學習就是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習的窠臼，看見臺灣

的處境能夠帶給我們與中國教師不同的視野與潛力，在世界的華語課堂中，好好省

思「華人文化」所真正包含的多元與可能性，增進華語師資在華人社會與文化的知

能，不以中國歷史文化為重心，也不再讓「華人與社會」一科繼續失去乘載臺灣與

更寬廣的華人文化的機會。臺灣華語教師的全球視野、文化敏覺度，便可以成為爭

辯誰為「正統」或是「主流」之外，來自臺灣的教師可以引以為傲的招牌。 

(三) 課程與教學實務方面 

教學與課程的知能以及理論基礎，對於華語教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若不是

因為我在大學時教育系的課程以及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時所受過的訓練，讓我對於課

程能夠有更彈性的想像與認識，在面對許多學生反應，或是課程設計時，我認為我

是沒有辦法從文中的困境之中突破重圍的。華語教師著重的雖是語言的教學，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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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僅僅具有語言教學的專業，是略顯不足的。如文中所敘寫的經驗，要如何讓臺灣

的華語教師能夠在既定的架構之中，發展出文中的線上課程，或是要如何能夠讓臺

灣的華語教師可以能夠具有課程開發的能力，讓華語教學的課程多元性，能像是英

語教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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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後記 

「不是政治狂熱，是一種意識覺醒」 

記得論文書寫的初始，每每向人提起論文主題，都會有人問我，臺灣的認同

議題，是否就是統獨議題？也會得到這樣的題目是否有被作太多的政治聯想的風險？

然而，這些我與其他來自臺灣華語教師所有的共同經驗，當它不僅僅是對於我一人

有意義的議題，而是具有共同性的經驗，將它書寫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正視，而唯有

從正視這樣的議題開始，才會開啟更多的討論與知識的形成。 

政治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除了新聞上看到的政治人物與政黨之間的政治，

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更是充滿了許多政治性的決定，對於遠在海外的臺灣華語

教師更是如此，當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極度政治的，當你的每一個舉動都被政治的眼

光觀看與監視著，去避免「太過政治化」便是一種逃避。在大聲疾呼大家不要陷入

意識形態都爭的窠臼之中的同時，我認為更應該邀疾呼的是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

要去接納這個事實，去認識它、然後隨時觀察它。因為意識型態跟認同都是很容易

受外界與更大的權力影響，而會改變的。 

這篇文章的起始，是一位臺灣華語教師在異國所遇到的對於自我認同的挑戰，

面對挑戰，在這個研究中，我試圖將焦點放在人與人之間、關係與關係之間，即使

在面對一個看似更巨大的不平衡，甚至壓迫時，也能夠從中找到力量，找回平衡。 

所以，這是不是一篇很政治的論文？是的。但是主要在說人與人之間那種很

細微，卻又彼此箝制，在每一天都會出現的政治與權力關係。在社群媒體上，無一

件看到一位旅居海外的臺灣人發表了她的心情，她在離開臺灣之後，更加積極的去

關注臺灣的消息，關心臺灣的政治，有人也這樣問她，你怎麼變得這麼「政治狂

熱」？她回答「這不是政治狂熱，這是我意識形態的覺醒」。 

寫這篇論文的我也是一樣，不是因為政治狂熱，是那一年的經驗讓我有了許

多覺醒，要去更積極地做一個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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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擁有什麼力量？」 

這篇論文是我選擇面對自己心中感覺的一個行動，即使這不是一個讓每個人

都會覺得有價值的感覺，更不一定是讓人互有共識的討論，但這是真真實實發生在

我生活中，幾乎無時不刻都伴隨著我，無法忽視的一件事，所以我選擇說出來，讓

它不再隱藏於我的內心之中，繼續當那個不被人看到的傷口。對我來說，把我這個

微小的煩惱，說出來與寫出來，便是一種我與這個不平衡抗衡的一種力量。 

論文接近完成的此刻，香港反送中運動也即將進入第二個月，中國與她周遭

的國家與族群的關係越趨緊繃，臺灣人更在這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中，看到香港人如

何為了守護民主，而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回到臺灣之後的這一年來，其實也深深

感受到越來越多人願意去觸碰這個以往被視為燙手山芋的議題，去正視臺灣跟中國

的關係所會最我們造成的影響。 

對於我而言，論文讓我去梳理、釐清我遇到了什麼、感覺了什麼，接著又會

有什麼反應，對於我，我的世界改變了，因為我看見了一直在房間裡的那頭大象。

臺灣與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被繞過去的路面凹洞，已經不是假

裝沒事就可以沒事的議題，它應該更像已經土壤液化後的地層下陷，在樓房內的人

們，不去重視，就得面對陷落的危機。當各層住戶眾說紛紜的討論著如何營救樓房

的時候，我們都得找到一個自己願意相信的論述，在我們面對的危機只是一個路面

坑洞時，繞過去你就沒事了，沒有解決辦法也不會影響生活，但當地層開始下陷，

沒有找到能夠說服自己的一個繼續生活下去的辦法，已經是個關係到生存、關係到

未來的議題。 

書寫是一 種發聲，與人討論也是一種發聲。透過發聲，我們找到與困境抗衡

的力量。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擁有什麼力量呢？ 

對我們而言，語言首先是某個人在說話；但在語言的遊戲中，重要的

是去傾聽。語言遊戲規則處理的，是聽這件事。這樣的遊戲是公平公正的遊

戲。而在這個遊戲中，一個人只有藉著傾聽才能說話。也就是說，他是作為

一個聽眾，而不是作為一個作者而說話。(Lyotard 1985, pp.71-72) 

 



101 
 

不只是「說話」讓人處於有力量的位置，「傾聽」讓我們有說話的力量。完

成這篇論文，我認為我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一直想著自己要說什麼，要先

傾聽。書寫過程中，我常陷入喃喃自語的自述，雖然有指導老師與同儕好心地在旁

適時提醒，我仍然花了好久時間才真正理解什麼叫作「聽進去」他人的建議。雖然

我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但是我學習到去「傾聽」文獻想說什麼，而不是只去想著

我要怎麼利用這篇文獻，而這樣的傾聽，讓我在看待我的書寫時，變得寬闊許多。

我也終於學著去傾聽指導教授對於我的認識，以及她在看到我停滯不前時的擔心。

而不像以前一樣，逃避最不想面對的自己弱點，最後才得以完成論文。 

所以，除了發聲，另一個給我更多力量的是傾聽。傾聽給了我說話的力量，

才有這篇論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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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音樂與政治教案 

Music and Politics 音樂與政治 

Class Level: Chinese 301 （Intermediate High）  

Class Duration: 75 minutes 

Lesson Topic: Music and Politics 

Learning Objectives:  

1.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scribe a song they like with reasons to support their 

statement 

2.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work in groups to finish the assigned tasks using the 

target language 

3.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yrics they get from the teacher 

as well as the meaning behind the lyrics that contain political purposes 

Lesson Objectives: 

This lesson is the last lesson of a textbook chapter. It aims to challenge some of the ideas 

mentioned in the book. Many things are political, not just the obvious national anthem or 

patriotic songs. This lesson hopes to open up the imagination of “What is political?” as 

well as invite students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context of how a piece of music is made 

and how it could be political in different societies. 

    

Greetings Greet students, ask about their favorite 

singers/songs 

5min  

Warm up 

activity 

Students share one of their favorite 

songs they prepared before class. 

- Why this song?你為什麼喜歡這首

歌？ 

- What’s the most special thing about 

20 min *can ask student to 

share one or two 

sentences from the 

ly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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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ong? What is the story of 

lyrics?這首歌有哪些特點？歌詞／

曲譜怎麼樣？ 

- Who’s the singer? Who’s the 

composer? When/where did you 

hear about this song?這首歌是誰唱

的？是誰寫的？你聽過她／他的

演唱會嗎？什麼時候聽的？在哪

兒聽的？ 

After each student shares the song, the 

teacher asks follow-up questions and 

give feedback. 

Tasked base 

activity 

（See 

worksheet） 

- Make groups, 3-4 students each 

group 

- Each group is in charge of one song 

- Each group follow the given 

instructions to complete the task: 

 Everyone reads out the Chinese 

lyrics together 小組所有人一

起將中文歌詞念一遍 

 Look up new words in the 

lyrics and discuss the main idea 

of the song with the group 查詢

不會的生詞，與組員一起討

論歌詞含意 

 Listen to the song altogether as 

a group 小組一起將歌曲聽一

遍 

 Talk about what this song is 

20min There are 4 songs 

prepar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discussion: 

1. Mr. President 

2.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3.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4. 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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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ing to express and thoughts 

on this song 小組討論這首歌

想說什麼,以及你們對這首歌

的想法 

Each group present their song with the 

whole class. 2-3 minutes each group.每

組跟全班分享 2-3 分鐘 

- What is this song trying to express?

這首歌想說什麼 

- What is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is 

song?這首歌當中政治的元素是什

麼? 

- Thoughts on this song 你們對他的

想法 

15 min 

Feedback for each group 

After each group presents, the next 

group provides comments or feedback

聽其他同學分享的時候,請下一組準

備問題或是回饋 

5 min 

Wrap up Teacher concludes the discussion by 

these questions: 

- If you were to redefine “political 

music”, how would you define it?如

果要重新定義,你會怎麼定義? 

- What exactly does “politics” include 

according to today’s discussion?我

們所討論的「政治」,實際上包含

了什麼呢?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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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音樂與政治學習單 

 請按照以下的步驟進行小組討論 

 

1. 小組所有人一起將中文歌詞念一遍 

2. 查詢不會的生詞，與組員一起討論歌詞含意 

3. 小組一起將歌曲聽一遍 

4. 小組討論這首歌想說什麼,以及你們對這首歌的想法 

5. 每組跟全班分享 2-3 分鐘 

a. 這首歌想說什麼 

b. 這首歌當中政治的元素是什麼（What is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is 

song?） 

c. 你們對他的想法 

6. 聽其他同學分享的時候,請下一組準備問題或是回饋（feedback/comments） 

 

回饋表 

Mr. Presiden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2 

人民之歌 美麗島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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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Dear Mr. President  

https://youtu.be/PnlzCPv8ad4 

English Chinese 

Dear Mr. President, 

Come take a walk with me. 

 

Let's pretend we're just two people and 

You're not better than me. 

I'd like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if we can 

speak honestly. 

 

What do you feel when you see all the 

homeless on the street? 

Who do you pray for at night before you go 

to sleep? 

What do you feel when you look in the 

mirror? 

Are you proud? 

 

How do you sleep while the rest of us cry? 

How do you dream when a mother has no 

親愛的總統先生 

來跟我散散步吧 

我們一起假裝彼此只是兩個普通人 

假裝你沒有比我優秀 

如果我們能真心的談話,我想問你一些問

題 

當你看到無家可歸的人們在街頭,你有什

麼感受? 

當你晚上睡覺前,你為誰禱告? 

當你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你有什麼感覺? 

你為自己感到驕傲嗎? 

你怎麼能在我們其他人都在哭泣時安然

入睡? 

你怎麼能在一位母親沒有機會和自己孩

子道別時仍做著美夢? 

你怎麼能夠昂首闊步,無視一切? 

 

https://youtu.be/PnlzCPv8ad4
https://youtu.be/PnlzCPv8a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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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 to say goodbye? 

How do you walk with your head held 

high? 

Can you even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ell me why? 

 

Dear Mr. President, 

Were you a lonely boy? 

Were you a lonely boy? 

Are you a lonely boy? 

Are you a lonely boy? 

How can you say 

No child is left behind? 

We're not dumb and we're not blind. 

They're all sitting in your cells 

While you pave the road to hell. 

 

What kind of father would take his own 

daughter's rights away? 

And what kind of father might hate his own 

daughter if she were gay?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the first lady has 

to say 

You'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iskey and 

cocaine. 

 

 

 

 

How do you sleep while the rest of us cry? 

How do you dream when a mother has no 

你能正視我的眼睛 

告訴我為什麼嗎? 

親愛的總統先生 

你曾經是個孤獨的男孩嗎? 

你曾經是個孤獨的男孩嗎? 

你是一個孤獨的男孩嗎? 

你不曾是個孤獨的男孩 

你怎麼能說 

沒有一個孩子是被遺忘在後的? 

我們不笨,也不是視而不見 

他們都坐在你的監獄裡 

當你為他們鋪著前往地獄的道路 

怎樣的父親,會剝奪自己女兒的權利? 

怎樣的父親,會因為自己女兒是同性戀而

憎恨她? 

我只能想像第一夫人會說什麼 

你已經對酒類和毒品的部分做了很大的

努力 

你怎麼能在我們其他人都在哭泣時安然

入睡? 

你怎麼能在一位母親沒有機會和自己孩

子道別時仍做著美夢? 

你怎麼能夠昂首闊步,無視一切? 

你有辦法直視我的眼睛嗎? 

讓我告訴你什麼叫辛苦 

領著最低的工資迎接即將出世的孩子 

讓我告訴你什麼叫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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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 to say goodbye? 

How do you walk with your head held 

high? 

Can you even look me in the eye? 

 

Let me tell you 'bout hard work 

Minimum wage with a baby on the way 

Let me tell you 'bout hard work 

Rebuilding your house after the bombs 

took them away 

Let me tell you 'bout hard work 

Building a bed out of a cardboard box 

 

Let me tell you 'bout hard work 

Hard work 

Hard work 

You don't know nothing 'bout hard work 

Hard work 

Hard work 

Oh 

 

 

 

How do you sleep at night? 

How do you walk with your head held 

high? 

Dear Mr. President, 

You'd never take a walk with me. 

Would you? 

 

重建自己被炸彈移為平地的房子 

讓我告訴你什麼叫困苦 

用紙箱做出一張床 

讓我來告訴你 什麼叫艱困 

艱困 

艱困 

你根本對艱困一無所知 

艱困 艱困 

你晚上怎麼能夠入睡? 

你怎麼能夠昂首闊步,無視一切? 

親愛的總統先生 

你永遠不會跟我一起散步的（你永遠不

能體會我所看見的）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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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https://youtu.be/pnKcLq5Kf8s 

English Chinese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Hey!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Hey!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Wrong, Do it again” 

"If you don't eat yer meat, you can't have 

any pudding.  

How can you have any pudding if you don't 

eat yer meat?"  

"You! Yes, you behind the bikesheds, stand 

我們不需要你們的「教育」  

你也別想控制我們的思想  

我們不想要你們的言語暴力  

老師們，離孩子們遠遠的吧 

 嘿，你們這些爛老師，離孩子們遠一

點!  

高牆就是你們搞爛教育的人所築起的 

你們這些人,只不過是高牆上的一塊塊的

磚頭 

 

我們不需要你們的「教育」  

你也別想控制我們的思想  

我們不想要你們的言語暴力  

你們這些老師,離小孩遠一點!  

嘿,把你們的髒手拿開!  

自以為是的老師們,你們只不過是高牆上

的一塊磚頭 

你們集結起來,想控制孩子的想法 

 

這種教育明明是錯的，卻一年又一年重

複 

你們懂得的,就是棍子與蘿蔔那套,把學

生當成畜牲在管理 

 

https://youtu.be/pnKcLq5Kf8s
https://youtu.be/pnKcLq5Kf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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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laddy!"  整天告訴學生,現在就是要忍受（我

們）,你們將來才能成功啊 !  

你,就是你!站在腳踏車棚後的,我是在說

你!給我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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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 

https://youtu.be/bb2jXvj9CAc 

Chinese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https://youtu.be/bb2jXvj9CAc
https://youtu.be/bb2jXvj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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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歌 

https://youtu.be/WobrATq9nOI 

Chinese 

看看人間的苦難,可聽見人民在吶喊? 

再不願忍受剝削,人們將這世道來推翻。  

讓你良心的碰撞,敲得那戰鼓聲聲響。  

 

讓我們以勇敢去迎來新生曙光!  

你會加入正義軍嗎? 與我並肩去作戰。  

用血肉築起街壘,為那理想共患難!  

剷除不平,讓人人共用那自由燦爛。 

 

看看人間的苦難,可聽見人民在吶喊? 

再不願忍受剝削,人們將這世道來推翻。  

讓你良心的碰撞,敲得那戰鼓聲聲響。  

讓我們以勇敢去迎來新生曙光!  

  

來吧奉獻你的力量,緊跟紅旗闖前方。  

前仆後繼、不怕犧牲, 犧牲總比苟活強。  

讓烈士的鮮血使法蘭西四季芬芳! 

 

看看人間的苦難, 傾聽著人民在吶喊? 

再不願忍受剝削,人們將這世道來推翻。  

讓你良心的碰撞,敲得那戰鼓聲聲響。  

讓我們以勇敢去迎來新生曙光!  

 

 

 

 

https://youtu.be/WobrATq9nOI
https://youtu.be/WobrATq9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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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音樂與政治 課文：從革命歌曲到流行歌曲 

取自 Comprehensive Chinese: Advanced Chinese 1 (English and Chinese E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7) 

瑪麗：嘿，文明！聽說你是一位歌星，前兩天你和幾個同學辦了一場卡拉 OK 演唱

會。真可惜當時我沒有時間參加。 

謝文明：別開玩笑了，我哪兒是什麼歌星啊？我只是去幫忙，後來大家一起唱了一

兩首歌。你也喜歡中國歌曲嗎？ 

瑪麗：是啊！不久前，我看了一場電影，是關於文革的。裡面有不少中國的革命歌

曲，很有意思。把歌曲和政治連在一起，這是不是毛澤東的發明？ 

謝文明：這和孔子有關係。孔子認為歌曲有強烈的政治作用。有一次，他到一個小

國旅行，聽了那個國家的人唱的歌以後，他說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滅亡，因為

他們唱的是軟綿綿的「靡靡之音」。後來，他到了另外一個國家，聽到那裏

演奏古代聖人的音樂，非常激動，說這才是真正的音樂。儒家和後來許多政

治家都把音樂當成是改造人民思想的工具。 

瑪麗：我很想聽那種讓孔子覺得感動的音樂。 

謝文明：很可惜，沒有流傳下來。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歌曲，常常只有歌詞，沒有

曲譜。另外，中國有一些民歌，大部分是情歌，也有一些是描寫悲慘生活的。

比如有一首很有名的北方民歌《小白菜》：「小白菜阿，地裏黃阿。三歲兩

歲，沒了娘阿。」 

瑪麗：這首歌太悲慘了。我還是喜歡革命歌曲。前兩天，我去了一趟中國城的音像

書店，想買幾張光盤。我問售貨員，有沒有革命歌曲，沒想到她看了我一眼，

說：「都什麼時代了，還想聽革命歌曲！」現在中國人都不聽革命歌曲了嗎？ 

謝文明：當然還聽，可是現在年輕人更喜歡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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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我聽一個一個從北京來的學生說，她特別喜歡臺灣和香港的流行歌曲。 

謝文明：是阿，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剛開始，臺灣鄧麗君的歌就傳進來了。年輕人

聽慣了革命歌曲，所以一下子就被這種軟綿綿的歌曲迷住了。 

瑪麗：有意思。鄧麗君的歌有什麼特點，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謝文明：她最有名的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

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一直到現在，鄧麗君的

歌都還非常受歡銀。不喜歡她的歌的人說這正是孔子所說的靡靡之音，但是

很多人就是愛聽，後來許多中國的歌手都模仿鄧麗君。 

瑪麗：我覺得這種歌和美國的流行歌曲很不一樣。中國有沒有更現代一點兒的歌曲

呢？ 

謝文明：有的。八十年代，中國冒出來幾位男歌星，他們的風格和鄧麗君完全不一

樣。有人說他們是中國搖滾樂的先鋒，最有代表性的歌手是崔健。他最有名

的一首歌是《一無所有》：「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

笑我，一無所有。」 

瑪麗：沒想到中國也有搖滾樂。改天我再去一次中國城買崔健和鄧麗君的光盤。對

了，你要不要推薦給我一兩位你最喜歡的歌手？聽中文歌曲可能對我學中文

也有幫助。 

謝文明：老實說，我很少聽流行歌曲。我比較喜歡聽古典音樂和爵士樂。流行音樂

和搖滾樂對我來說太吵了。 

瑪麗：那好吧！我再問問別的同學。我十點鐘有中文課，得走了。咱們改天再聊。 

謝文明：嗯，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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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線上課程 QR code 

    
誰在說中文 送禮文化 臺灣我的家 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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