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新﹒教﹒育系列座談會

由 甘

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之探討(下)

時間: 95 年 4 月 19 日(三) P.M.14 : 00-17 : 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王世英(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

發表人(怯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許正忠(大建國小輔導室老師)

溫明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象教授)

謝玉英 o土團法人中華國際婦幼福利發展學會理事長)

討論題調

一、外籍配偶子女在各科領域的學習情況如何?

二、生長家庭、社會文化與學校教育對外籍配偶子女之學習有何影響?

三、剛進入學齡的外籍配偶子女在學校生活及課業學習方面有那些適應上的困擾?親自申

應如何合作以協助孩子順利度過難關?

四、如何建立多元文化的友善校園環境，使學生能從彼此認識到相互了解，進而互相欣

賞、互相幫助成長?

(第 57 卷第 6 期未完，接續上期)

再者，我們辦了一個夫妻團體，這個

夫妻團體由我和我先生一起來帶領，因為

我先生原本也是這個領域的老師，我們最

主要強調的是:一定要夫妻一起來，不能

單獨一個人來。在每週一次的聚會裡'我

們讓夫妻很清楚的透過分享、傾聽、同

理，甚至各種我們的技巧來學會溝通，真

心的分享，或者合理的期待。我想，很多

五天四夜活動過後回家的配偶都會覺得，

在公平上不是對等的，所以在家庭地位也

好，或者在權力的行使上也好，她們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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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落差的!所以我們藉由夫妻團體讓夫

妻向心，我們期待她們自己從兩個人的世

界中密切謀合，然後加強她們自己家庭的

架構能力，把家庭潛能的部發揮出來。

男外，我們也做了每月一次的家庭日

活動，這個家庭日的活動可以是旅遊，親

子旅避，只要是這個家庭裡的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參與，當然經費也都是由我們支

付。另外也可能是餐敘，讓每個家庭都帶

一份自己家的拿手菜或特色菜來分享他

人，不足的部分再由會裡來供應;或者在

親子間，我們舉辦趣味競賽，在趣味競賽



展﹒單﹒新﹒教﹒育系列座談會

[EillJ田 軒昂

的遊戲裡，可能就會把媽媽在課程中所體

會到的、或者把親子共讀的過程中所學到

的相關知識、常識設計到遊戲方案中。

我覺得學前的課程還有很大的調整空

間，我也常開玩笑 某一天我就跟教育

部長報告，九年一貫「貫」得最徹底的就

是學前的部分，我們已經不做分科，現在

都做各領域的學習，所以在主題的發展上

就能讓我們很方便的去做一些充分的活動

設計，所以大概在這樣的幾個活動方案配

合下，我們對於邀請參與的家長成員會控

制得比較好一點。謝謝。

主世英館畏

的確，我以前當局長的時候，在推動

家庭親于教育上，最難做的就是學校家長

的反應!一般會來的是都來了，但是真正

應該來的人都不來!基本上她們多數為了

生計要工作，或者因為家裡反對阻撓，無

法參加;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方式，反過

來主動到她們家中暸解狀況，協助她們。

目前，教育部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及新

移民學習中心，雖然有心要推動，但教育

中心成立後，理應要主動到家裡去瞭解、

去協助她們，並建立制度，可是事實上卻

沒有做到預期的成效。例如眷村多，就應

該建立具有制度的眷村，或眷村外的教育

制度團體，進而把建立的制度深耕，讓它

形成一種概念，循序漸進，才能讓制度落

實，得到良好的成果。

大概在一、二十年前我到美國舊金山

市去參觀一所圖書館，當時，美國有很多

中小學校內沒有圖書館，大都利用社區圖

書館，在社區裡，我們發現下午都有很多

學生到圖書館去看書，因為學校老師出的

作業都是在圖書館才找得到資料，而圖書

館提供許多小孩子的遊戲及網站，老師所

出的題目就是要到圖書館找資料，如果找

不到相關資料就直接間圖書館館員，館員

會告訴孩子資料所在之處，其實老師事先

就已經跟圖書館形成一種共識，因此圖書

館能夠跟學校相互配合。在老師出作業的

當天晚上可能也就變成了孩子的閱讀夜，

甚至也有東亞文化日，就在圖書館聽音

樂、做活動、說故事，就有很多人在圖書

館活動，也順便把孩子帶過去了。透過這

樣不斷的成長，才真正有辦法落實教育的

目的。尤其剛才提過現在的單親家庭已經

不奇怪了，雙親、多親越來越多，基本上

我們應該思考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所

以老師應該要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問題。

為解決這些弱勢學生教育問題，這幾

年，在教育部教育優先區計畫中有規劃，

我還上教育部國教司去看了一下資料，國

教司說關於這樣的問題，已經設立了一個

五千萬的專案，專門針對改進新移民和外

籍配偶子女的教育，但是國教司這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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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如何，在行政立場，應進一步追蹤

成效。雖然我們都在教育界工作了那麼

久，但是有個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去深思、

去發掘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東部縣市的

教育成就為何始終落後，是否在整體的教

育結構上已經出問題了，那我們到底要怎

麼去做研究改進?怎麼去落實?就像剛才

溫老師提到的研究，我們該怎麼落實一

樣;透過實證研究分析，進而發現問題背

後的因素之後，要怎麼進一步去做處理?

這些都是我們主要努力的方向，這也就是

作實證研究的主要用意。例如剛才一位來

賓提到的，貧窮是主要的家庭問題之一;

而今天也有一位學者說到，由於孩子都要

推甄，也要學才藝，可是為什麼比較起來

會有落不落後的問題呢?導因就是家庭貧

富的問題，因為參加推甄等等的活動都需

要錢，這也是一個普遍的教育問題。我們

曾經委託暨南大學以上個年度的推甄結果

來做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跟剛才我所說的

現象很類似的，也就是說，如果同一個學

生不以推甄'而用指考的方式去申請學

校，事實上大都會成功進入自己申請的學

校，也就是成就表現在兩次考試的比較上

差異不大。但是因為政策的關係'推甄是

一個人只能報名一校一系，如果推甄時可

以申請一校多系，那可能就有不一樣的結

果了。所以推甄的本質上是出於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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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跟指考、申請入學不太一樣。

另外還有個問題，不曉得溫老師有沒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我現在還沒有辦法理

解為什麼東部的教育結構比較差;東部五

年來的基測結果都是落後，一般而言，

Pr25 是基測後段學生的成績表現，東部各

縣市歷年Pr25 以下所占百分比與其他縣市

相較，比例偏高，而且歷年來沒有太大改

變，但是我們的教育優先區推動了快二十

年，為何狀況沒有改善呢?雖然整體素質

幾乎都提高了，但是東部這些縣市為何落

後，這原因要進一步去做探討和解決。可

能要請溫老師說明。

莊菁美同學(薑灣師大人發所) : 

首先肯定各位老師和學者面對外籍配

偶家庭與孩子們是用比較開放的胸襟來接

受這些多元文化，也讓她們成為社會的新

成員，然後用尊重和愛來灌溉她們的生

活。我有兩個小問題想就教溫老師與謝老

師。

第一個問題就是，溫老師提出了有關

六個縣市小朋友在學術成就表現上的落

差。我想請教老師的是，為什麼老師當初

選了這六個縣市?據我們看到謝老師所提

供的表格，事實上人數真正眾多的是像桃

園縣、台北縣、台北市等等，這些人數多

的縣市是不是會更具代表性?如果改成這

些縣市，研究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我



想請教老師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謝老師，也是跟

清大的招彥甫所提的部分有關。因為我對

幼教是非常有興趣的，老師在資料上提到

外籍配偶家庭產生的問題主要有兩個重

點:語言與學業成就。我個人覺得在學前

這個部分是孩子奠定基礎的關鍵時期，但

應該不止是這兩個部分會產生問題，包括

孩子的社會認知或者他們的品格教育。但

如果他們真的在這幾方面遇到的問題，我

們有沒有什麼方案來做協助?謝謝。

溫明麗教授

關於妳的第一個問題 由於我們是

普查，也就是在每個縣市做調查，所以回

報的資料應該是每個縣市都有分析資料，

但是就如同我先前提到的，有些縣市的配

合度不高，不願意回收普查的結果，所以

也就沒有達到五成的資料。比例上可能比

較沒有辦法做推論和說明，所以我們就沒

有把那個部分納入報告當中;但是如果後

來這些資料還有陸陸續續回收，我們就會

跟著做統計，因為我們希望最後能做成一

個資料庫，讓以後要研究這方面資訊的人

不用那麼辛苦，學校教師也不用這麼辛苦

的一直填寫這些資料，只要把更動的資料

上傳更新就可以了。所以在這部分只有這

六個縣市不是因為對這六個縣市有認知的

偏差，只是也很巧，這六個縣市中剛好包

EDUCATION 

含了北、中、南、東四個地區，所以我們

就先這樣分區，也因為他們的回收率都超

過 50% '其中，宜蘭地區還有 100 %的資

料回收率!謝謝。

莊菁美

老師抱歉，剛剛有提到回收率的問

題，我想請問老師是不是能預估一下真正

人數比較多的縣市回收資料的比例是不是

會跟我們現在所呈現的有一些落差?

溫明麗教授

我們既然是普查，沒有經過統計我就

沒有辦法這樣做預估;其實如果能夠預

估，我們也就不用做普查7 ，關於這點我

很抱歉。如果說以後資料回收回來了一定

比例，我們還會陸陸續續把資料呈現出來。

主世英館長

北部各縣市的資料都有回收，但是部

分縣市回收率沒有超過五成。所以只能作

內部參考，不能對外公布，因為這部分在

統計學上是無法作推論的。但是如果全國

回收量加起來超過一半，那就可以做全國

整體性的分析。所以後面我們也附了整體

性的分析。

謝玉英理事長

對於剛剛提的第二個問題。我想，學

前的階段的確不是以認知為主要導向的學

習歷程，學前是人格建構的主要階段，也

是人生所有學習的敏感期。但是研究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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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人看見數據資料，所以我們第一年的

研究就鎖定在語言的部分。當年會這樣想

是因為我們看到在先前他人所做的研究

中，有很多研究顯示出學前的外籍配偶孩

子語言學習是比較明顯的落後，所以大多

數的學前老師或者國小老師會覺得這是她

們比較擔心的部分，所以我們第一年就做

了語言的研究，語言領域課程的研究。但

是後來我們不斷發現的是，其實有些孩子

多多少少會因為語言的能力不足而造成溝

通上的困境，然後也導致他在人際或者其

他各方面學習的落後;雖然這不完全相

關，但是的確有一些隱約的因素存在。我

們在往後的研究過程中，因為透過了繪本

的方式來推動親子共讀，所以我們嘗試在

繪本裡做多元智能角度的分向，然後帶領

這些家長、老師和孩子從不同的學習領域

切入。所以把語言學習的研究數據呈現出

來，是為了專案研究的成果，但是實際上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看到7及子在各方

面的平均成長，包括他們對自我自信的建

立。我想，在心理學、輔導學上都很肯定

這點:一個人的自信度是他在成長學習上

的最重要資源。所以當孩子有這樣的自信

時，我想他在其他方面的學習上就會有長

足的進步。

在您後來提到的社會認知、品德教育

這部分，當然，我們在活動的過程中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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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進去了。我們親子共讀活動的使用時

間，因為在去年的研討會我們就說過

次，所以這次沒有提出來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後來我也發現有很多的新夥伴。我們

在共讀的過程中雖然只有兩個小時到兩個

半小時的活動時間，可是我們通常都會用

一個小活動來引起閱讀的動機，然後集中

這些父母親和孩子的精神、情緒在團體裡

面，接下來才做故事繪本的導讀;導讀之

後，我們會有討論、互動的部分，讓家長

或孩子就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想到的來

分享想法，之後還有延伸的活動，這個延

伸活動可能是跟繪本中提到的各領域有關

的延伸學習，或者只是一個單純DIY動手

做的情境，最後我們會給予參加的親子回

饋，做一個完整的結束。每一次的活動都

是這樣做，所以嚴格說來，在社會認知或

道德養成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盡量設計到

活動中了，因此，看得到的不是只有透過

繪本來學語言，我們更看到家長和孩子全

面性的成長。謝謝!

許正忠老師

舉一下我們學校的實例。有個一年級

的小朋友，他的媽媽本身會講印尼語，可

是這位媽媽是大陸到印尼去的客家籍移

民，所以她本身也會講印尼話和客家語。

他們家的環境是比較友善的，所以她比較

有機會好好的學台語、講台語，當然也會



說中丈。我幾次跟這個印尼籍的媽媽溝

通，我發現她說的台語可能比在座各位老

師還要好!因為我本身在學校裡也有教幾

堂母語課，我發現她講得很不錯哦!可見

是她們家裡給了她這個環境，沒有壓抑

她，嫌她說的是有印尼腔的國語，或者是

說帶有客家腔的語言，因此就限制她不能

跟孩子講中文。其實這個孩子在學校也有

上客家語的課，台語課也有上，中文的課

就不用說了，每天都會上到。其實他都不

會混淆，也學得還不錯。所以，我看在他

們家裡的「語言」這個部分是友善的家庭

氣氛。

而我要講的男外一個例子是我的朋

友。我有個朋友遠嫁到美國，她的英文很

爛，常常需要別人幫她翻譯，但是她嫁給

一個英國人。剛開始她也都聽不懂，也需

要很多人幫她翻譯英文，但是因為丈夫很

體恤她，就給她機會，讓她學習用英文來

溝通。幾年前她回來台灣，她的英語也變

得不得了!她的兩個孩子會講一點中文，

因為處在美國的環境下，所以孩子會講的

中文也不多。但是在她們家整體擁有的就

是一種友善的環境，謝謝。

四、如何建立多元文化的友善校團

環境，使學生能從彼此認讀到

相互了解，進而互相欣賞、互

相幫助成長?

溫明麗教授

我補充一下。我還是要強調一下這十

多年來我們多元文化教育的失敗!去年十

一月我到英國去開會，順便參觀了當地一

所包含中小學的學校。在他們教英文或法

語的時候我到課堂上做參觀，我不懂法

語，結果我去參觀他們的法語課以後，教

師問我來自何方，我告訴她 I 我從台灣

來。」她就問我台灣的「謝謝」怎麼說，

「你好」怎麼說;因為當天他們剛好在教

天氣的說法 I 天氣很好」怎麼說 I 天

氣陰」怎麼說，教師要我去教他們的學

生，讓學生跟著我一起說。請問，今天我

們有這麼多外籍的學生在班級裡，我們的

教師什麼時候要我們的學生來教班級裡的

其他學生?泰國話的「謝謝」怎麼說?越

南話「媽媽」怎麼說?我們有沒有這樣的

東西?沒有!結果我那一天教完下課之

後，學生看到我們就會用我們的國語說

「再見 J 雖然不是很標準，但是讓人有

親切感，不會讓人覺得自己是被排斥的，

不會有「我們學的都是法語、英語，妳們

這是從第三世界國家來的語言。」一一對

他們來講，可能連聽都沒聽過台灣。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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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I 你們曉不曉得台灣在哪裡? J 小朋

友都說不知道，有的人還以為我說的是泰

國。結果教師就向他們做介紹，小朋友也

問我台灣的位置在哪裡。因為我們是用英

丈講，小朋友都聽得懂，但是那是一堂法

語課，所以後來教師就用法丈再把這些內

容談過一次，然後就介紹台灣的人口數、

特產，但是教師不再用法語講述，反而問

小朋友 I 剛才我用英文講的部分你們聽

懂了嗎?如果聽懂了，就用法語把我剛才

說的 r 台灣在哪裡』、「台灣有多少人

口』、『台灣的特殊產物』講出來。」

大家看，他們在學法語課程的某一天

有一個外面的文化移進來，馬上就做這樣

的教學，而今天我們好像是沒有這樣的精

神的!所以我覺得招彥甫的問題是個非常

好的問題，整個多元文化的精神是必須展

現出來的。謝謝。

主世英館長

這裡稍做一點補充。在屏東有一場研

討會也有老師提到這樣的問題，當時，像

在座各位一樣，有很多都是學校的老師。

他們說，去做家庭訪問都戰戰兢兢，非常

緊張。我就說 I 你先入為主的感到非常

緊張，那麼當然也就難免認為這個學生是

有問題的。」所以在語言的部分，現在有

很多高中都有國際交流的活動，這些活動

是到外國去，如:到日本、加拿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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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習當地語言，像我的孩子參加國際

交流的活動，都覺得非常榮耀!學習語言

所感到的榮耀不外乎就是對語言的認識和

語言上的交流，所以現在高中都有學習第

二外國語。其實孩子學的都是這些啊!但

是我們何嘗這麼刻意的去規範語言的學

習?如果班上的這些新移民有一定的比

例，我們何嘗不教一些越南話呢?或者教

教孩子印尼話?一天一句或兩句，就算是

環境佈置也行啊!孩子每一次都懂幾句

話，到長大如果有興趣，或許也能學得一

口很棒的越南語!或許以後在越南經商的

就是這些人。

我在政大研究所時的同學有一個是從

韓國來的，我那時感到很納悶，因為我們

一直在讀書，那個同學卻很忙，忙著教

書。他的中文不流利，丈筆也沒有很好

一別人很輕鬆就能過關的，他都要花很多

時間才能讀好，還差一點被當掉，教授並

沒有因為他是韓國僑生就讓他輕易過闕，

當時他感到很痛苦，可是他說還是要繼續

留在台灣，如果沒有學位，回國會被人取

笑。結果去年三星集團派駐大陸上海代表

就是他，理由是因為他中文很好;當年他

到台灣來時已經把中文學得很流利，韓國

方面也因此認定他是可以勝任的，這就是

多元丈化的好處。除此之外，在校園方



面，剛剛說的沒有錯，如果孩子講一句

話，大家聽不懂，難免就會笑他，因為媽

媽教會他幾句話，可是在別人聽來，既聽

不懂，而且也是七零八落不完整，只有說

的人自己懂，因而容易造成文化、溝通和

學習的困境;這方面，我想應該是要營造

一種校園氣氛的，一種友善的校園氣氛。

目前教育部所謂的校園氣氛大都著重在訓

育、環境整潔的部分，但是語言應該是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不然四處提倡的都是英

語的環境、雙語的環境，其實這是不夠

的，今天純就學術專業的角度來看，雙語

環境其實還應包含多種國家的語言。

總結:

王世英館長

今天非常精彩，研討會上的互動很不

EDUCATION 

錯，大家所提的問題也都很深入，切中主

題，可見各位都是很用功的!最後我們請

溫老師來幫我們做結論、說句話，謝謝!

溫明麗教授

謝謝館長給我這個機會!雖然館長已

經做了很完美的結束，不過我交想到了一

件事。

中國大陸稱配偶為「愛人 J 但是我

覺得在台灣的價值觀中，-愛人」的概念

好像比較少，-愛錢」的概念好像比較多

一點!如果我們不管是對於自己的國人或

者是進入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人，甚

至於到國外去，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多愛一

點人，而不要多愛一點錢!謝謝!祝福各

位!

中等教育第 58 卷第 1 期 2007 年 2 月 .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