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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意泊之探究:

藉論東南亞新移民女性

之識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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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舖要

本研究目的有三:1.整理國內外文獻，探討識字之意涵，以及識字教育與

賦權之關連; 2.透過內容分析，檢視現有學位論文之研究結果，據以分析國內

對新移民識字教育在賦權功能上的展現與限制; 3.依據分析結果提出建議，期

能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與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檢視文獻後得知，功能性識字強調隨個人所處情境而變動之能力;

批判性識字強調改變現存的不平等結構。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國內現有學位論

文後發現，新移民識字教育的功能性成效受肯定，但家務羈絆阻礙她們參與識

字課程，卻鮮少有論文由批判性觀點分析新移民自主權與學習權受限之狀況。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對新移民識字教育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批判性識字、功能性識字、新移民識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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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three purposes in this study. First was to explore the meaning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teracy and empower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Second was to examine the researchfindings about New Immigrants to understand

the outcomes and limitations of literacy education onempowe口nent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Finally, making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in order as the

basis for future practices and research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learned that functional literacy emphasizes the

abilities changing with the situations where individuals are, but critical literacy

mphasizes to change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we find that existing dissertations con血rmed the e叮ectiveness of functional literacy

in New Immigrants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New Immigrants had too much

housework to participate literacy courses but few dissertations analyze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ir autonomy and learning right based on the view of critical literac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we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of

New Immigrant literacy education and for future researches.

keywords: critical literacy, functional literacy, literacy education for the New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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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諭

近年來由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加

人，臺灣社會更加呈現文他多元面貌。

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隻身來臺後，不僅

需消5耳語言、生活背景、社會風俗的差

異，還必須適應婚姻關條、扮演「臺灣

媳婦」的傳統角色，以及懷孕生子後的

養育責任(黃世鈺， 2004) 。為增進其

溝通能力，各種新移民識字班、成長專

班、生活適應班等近幾年快速成立。

觀諸國內為新移民女性所開設的課

程，對識字、讀、語言能力的注重自不

待吉，除此之外，多亦伴隨母職角色，

強調教養子女的責任與能力。然而，

能流暢自如地溝通、達成生活適應、

教養子女此種功能性識字( functional

literacy) 就足夠了嗎?成人教育學者

Paulo Freire (1921-1997) 在推動巴西農

民識字教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民眾識

字教育的過程中，提出「批判性識字」

(critical literacy) ，是否真有更積極的

意義?基於此，本研究目的有三:1.整理

國內外文獻，探討識字之意涵，以及識

字教育與賦權之關連;2.透過內容分析，

檢視現有學位論文之研究結果，據以分

析國內對新移民女性識字教育在賦權功

能上的展現與限制;3.依據分析結果提出

建議，期能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與進一步

研究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部分先介紹功能性識字與批判性

識字的內涵，據以發展本研究的分析類

目，最後整理識字與賦權關連之文獻，

作為本研究分析討論之基礎。

一、識字意涵的發展

傳統上「識字」參考了讀與寫的

能力將聲音與書寫符號相連結的能力

(Harman, 1987) 。但因對「識字」界定

標準不同，使此概念一直有所爭論，爭

論的焦點圍繞在所獲技能的程度以及運

用於何處 (Kagitcibasi ， Goksen & Gulgoz,

2005)。在某一個標準下被界定為識字

的人，可能在別的標準下變成不識字者

(Harman, 1987) 。儘管如此，大多仍傾

向採等價的年級水準，認為識字的最低

標準，大約在8年級到 12年級之間擺盪。

於是，年級水準成為識字的測量單位

(Harman, 1987)

Valdivielso (2006) 認為，早期

這種對識字的論述，似乎將識字與人

們生活的文化脈絡獨立分析。隨著科

技進展及社會變遷，識字也呈現持續

變動的狀態，西方國家因而產生「功

能性識字」之概念，強調識字與否必

須從特定的社經、文化環境下所具備

的能力來界定(黃富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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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學者(如 Frei 悶， 1987; Giroux ,

1987) 關注識字的政治面向，認為識

字真備賦權 (empowerment) 與解放

(emancipatory) 的功能，不僅如功能

性識字提出的「工真性觀點 J 0 r 批判

性識字」注重識字或不識字背後隱藏的

社會不平等事實，強調識字是促使弱勢

團體意識覺醒並挑戰主流論述的重要管

道。以下分別探討功能性識字與批判性

識字之意義。

二、功能性識字

功能性識字主張因識字與社會、文

f七、政治的情境互動而持續變遷( Ntiri ,

2009) ，不將識字侷限於個人特質。它

強調個人的識字依賴於社會脈絡，以及

人們賦予的用法;個人是否真備識字能

力，端賴其所屬社會而定。UNESCO於

1966年建立「實驗世界識字計畫J (the

Experimental World Literacy Program)

採用「功能性識字」的定義 r 一個

品能性識字的人，對於其團體與社群

需要識字的活動能有效運作，並且能使

其持續運用讀、寫、算於自我的與社群

的發展上。」此一定義，讓識字的情境

脈絡更為明確(引自Keefe & Copeland,

2011 )

Hunter 、 Harman (1979) 對功能性

識字的界定，成為其後許多研究者引用

的參考:

擁有由特定的個人或群體，或是作

為家庭與社區成員、公民、消費者、工

作者，以及他們自己選擇的社會、宗教

或其他團體之成員視為必要的技能，以

實現其自身自我決定(self-determined)

的目標。這包括適當地讀與寫的能力，

以滿足他們為自己設定的、對其生活是

重要的條件，積雄處理社會對他們的要

求之能力，解決他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

問題之能力。

Maddox 、 Esposito (2011) 也認為所

獲致的識字能力需能在個人或團體生活

的特定社會脈絡中運作。此種定義，使

得識字的意義隨個人所處環境而不斷變

動(黃富順， 1990) 。

從個人的觀點而言，識字是獲

取其他技能的先決條件(Stromquist ,

1990a) 。今日社會中，書寫型態的文字

成為複雜溝通的主要模式;那些沒有能

力讀寫的人，只能承擔社會中最低階的

角色 (Stromquist， 1990a) 。從聽說續寫

到生活適應，識字是人們依存於社會脈

絡下所習得的與人溝通、生存就業、解

決問題、發展自我與承擔社會角色的重

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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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判性講字

雖然從社會功能來界定識字有其實

用價值，但此種功能性識字觀點亦受到

批評。 Giroux (1987) 認為，功能性識字

觀點的危機是:將讀寫能力與就業結合

之後，識字僅是為了職業工作而存在。

這種功能性識字觀點，只是將識字與經

濟利益相連結，對識字的內涵是一種窄

化與降級。

除此， Giroux ( 1987) 還批判另一

種識字觀點:將識字當成一種意識型態

工具，用以鼓勵窮人、下層社會者與少

數族群進人單一的、支配文化傳統的邏

輯中，並將學校合法化為發展特性的地

方。於是，識字成了傳遞並精熟單一西

方傳統文化之工真， I 簡言之，識字成

為一種包裝以『巨著』的艱澀術語的盲

目愛國的教育學。 J (Giroux , 1987)

這兩種論述，都忽略了將識字與批判思

想、與解放政治的關連性。當我們將識

字從這兩者中抽離時，顯然無法真確地

理解識字的力量。批判性識字開始思考

識字與權力之間的關條。

當我們欲理解批判性識字一詞時，

需先了解:語吉與其他社會符號系統

共同建構人們所生存的文化與社會實

體( Hallid旬， 1993 ;引自Hammond &

Macken-Horarik, 1999) 0 Kim (2012)

認為批判性識字在協助學生質問教科書

意識型態，並理解論述總是社會建構而

成; Hammond 、 Macken-Horarik (1999)

也認為批判性識字是一種批判地、分析

地挑戰如何以書寫文本建構知識之能

力，以及思考並評價此種知識之能力。

因此，批判性識字教學鼓勵學生成為文

化脈絡下的主動續寫者，幫助學生能創

造其自身意義，以形成並轉化其社會條

件 (Lau， 2012)

功能性識字認為識字是書寫形式

語言工具之運用;批判性識字則更關

心行動一一主張識字的批判理解可產

生活動以轉化現狀(St. Clair, 2003)

在Freire 、 Macedo (1987) 的對話中，

Macedo認為，解放教育提出了識字的兩

個層面:一方面，學生們必須對目前所

處環境的歷史、經驗與文化有所認識;

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運用主流領域的

符碼與文化，以超越自己的環境。識字

的這兩個面向通常有巨大的緊張關像。

Freire則回答:批判教育學的角色主要在

帶領學生認清各種緊張，並使他們能有

效地處理之。Freire並且說:

為何今天多數人保持沉默?為何=

他們必須壓抑自己的論述?當他們被要

求閱讀，為何他們僅閱請支配團體的論

述?識字課程通常提供人們管道，以進

入事先預定的、事先建立好的論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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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沉默自己的聲音。在我所夢想的新社

會再造中，這些聲音應被放大。權力的

再造透過生產的再造，將承擔文化的再

造 (Freire & Macedo, 1987: 55-56) 。

Gramsci (引自Giroux， 1987) 認為

識字是一把雙面刃:它可能受自我與社

會賦權目的之影響，也可能受壓抑與宰

制關條之維持所影響。Freire 、 Macedo

( 1987)也說:

在我們的分析中，識字是一種有意

義的建構，是一整套的實務運作，要不

就是賦予人們權力( empower people)

要不就奪走權力(disempower people) 。

也就是說，在壓迫的情境下，教育

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要不就是服

務於宰制者，透過教育以馴化人們接受

壓迫的社會環境;要不就是透過識字教

育培養讀寫能力，挑戰這些既有的壓迫

環境 (Robert， 1998) 。這些提醒我們:

當我們重視識字帶來的「個人發展」與

「就業技能」等工具性利益時，很可能

加鞏固了支配團體的權力，甚至再製

了社會的支配 從屬關像。另一方

面，識字卻具備完全相反的意涵:透過

識字，我們得以理解知識與文化的運作

如何受支配團體操弄，並得以形成自己

的論述，進而改變現有的壓迫關條。

由上述識字意涵的歷史發展來看，

識字己從一種個人特質，發展為隨著情

境脈絡變動的、與社會面向息息相關的

能力，並進一步成為從屬團體尋求社會

正義的權力來源。

四、識字與賦權的關連

賦權( empowerment) 一詞發源於

1960年代社會運動的意識型態(釋自

淳、夏曉鵑， 2003) 0 Bhola (1992) 認

為賦權是一種團體歷程，使那些原本處

於不利地位、不能平等共享資源的人，

透過此歷程得以有更多管道進人，並控

制資源。李瑛 (2006)也認為，弱勢群

體的困難與處境主要是由社會結構所造

成，因此， r賦權」並不在於強調個人

有能力去達成自我追求，而在於使學習

者挑戰既存的社會結構，朝向社會正義

而轉化。

這些學者幾乎都提出，賦權包含

個人的、心理層面的歷程，與社會的、

結構層面的歷程。其中個人式賦權，不

強調改變既有的系統，而是在現有系統

中更能好好存活，個人變得更有自覺、

更有自信、更有效、更有動力。至於結

構層面的歷程，認為賦權意昧著去中

心化的結構 (a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lngl悶， 1997) ，強調無權力者自我組

織，以於集體權力中提升其個別權力，

並要求周遭的結構改變;透過批判，

挑戰既有的社會系統，爭取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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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ola, 1992; Inglis, 1997) 。

既然識字有著權力意涵，則識字與

賦權的關連為何?由於女性向來組成不

識字人口的大多數，因此，本文亦進一

舟探討女性識字與賦權的關連。

(一)識字與賦權

Pattison (1982) 認為識字總是與權

力相連結， Prins (2008) 更指明識字是

權力的來源之一。Pattison (1982) 有一

段話清楚說明識字與個人賦權的關條:

我們都因無知而受禁鉤。為自己開

鼠資訊與觀念的新世界，識字是人類自

由的主要方法之一。

將識字視為賦權的技巧，是一種

批判地反思個人在社會中的情境之歷

程，並集體行動以改變受壓迫的情境

(Agnaou , 2004) 0 Freire (哥|自 Giroux，

1987)從兩個面向看識字:一方面，識

字是一種對話關條;另一方面，識字是

語言與轉忱的媒介。因此，成為識字

者，重要的不是擁有一組識字技能以在

特定社會文化中表現功能性工作之能

力，而是在社會中獲得新地位的歷程。

從結構層面而言， Freire一開始就

承認「不識字」是更廣泛的結構性不平

等的一種反映或體現 (Robert， 1998)

文盲不僅是無法對文字解碼與編碼，他

與情境因素有關，此情境中，社會階級

的區分、語吉聯繫、社經發展的普遍程

度，以及特定團體的邊緣化等，扮演

重要的、相互支持的角色(Stromqui訓，

1990a) 。如同Dell Hymes (哥|自Bho)a，

1990)指出:那些沒有識字能力、或僅

具一點點識字能力的人，甚少參與自治

文化，他們更常生活於文他邊緣或從屬

的環境中。 Freire認為文盲不是個人受

壓迫的原因，而是受壓迫的結果與表徵

(哥|自 Spener， 1993) 。解決受壓迫、受

宰制情境的辦法，不是在壓迫的結構中

更深沈地浸淫於不識字之中，而是轉化

壓迫的情境。這當然並不意謂，提升識

字能力能帶來平等，但是，識字在所有

條件中，最可能引導朝向社會平等移動

(Bhola, 1990) 。

(二)識字與女性賦權

不公平、壓迫、剝奪與從屬關條，

是邊緣化團體的特徵 (Agnaou， 2004)

而貧窮與性別不平等是影響婦女生活的

兩大因素。 Smith ( 1988) 指出，全世

界大部分文盲的受害者是女性，因著貧

窮、缺少鼓勵以及低度自尊等理由，報

學而未能繼續發展其讀寫技能。根據

中國諺語 r 女人撐起半邊天 J '但

這個重要卻又邊緣化的團體，通常是發

展計畫中被遺忘的一群，當資金分配決

策時，女性經常被排除在外，因為她們

不識字、不在場、不在決策之位，無法

續寫使女性被邊緣他並且無法擁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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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1996) 。文盲被視為一種鞏固

性別差距的方法，一種抑制婦女與其他

受壓迫團體的力量 (Agnaou， 2004)。

Stromquist ( 1990a)認為，賦權涉

及女性對其情境與能力的覺知，並相信

自己能成功以行動改善情境，不管是社

會的或政治的面向，最終改善其分析與

批判環境的能力。聯合國第四次婦女世

界會議(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的結論是，若要提升婦女在社

會上、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地位，須讓

她們進人高品質的教育(I mel ， 1996)

不少針對婦女所設計的識字課程，發現

在社會情境中缺乏資源與權力的婦女，

參與社區介人方案，能幫助他們建立家

庭外的社會關像，是一種自我提升的

活動 (Kagitcibasi et a卜， 2005) 。並且

此類課程可藉由友誼的力量，透過彼此

分享個人的故事而提供支持，作為發現

自己的聲音、提高自尊的手段。這些課

程中，婦女獲得生活技能，並發展出做

內策的信心，影響了她們本身及其家人

(Kehrberg, 1996) 。如Bhasin (1984)

所盲，婦女所需的知識「不在於閱續與

瞭解世界，而在閱讀、瞭解並控制她們

的世界。」這些課程皆明顯地指出識字

對於婦女的賦權效果。

於是，識字被當作是一種賦權的歷

程，特別是構成世界文盲多數人口的婦

女 (Kagitcibasi et 此， 2005) 0 Griffen

( 1987 ;引自釋自淳、夏曉鵑， 2003)

認為女性賦權是指增加婦女的權力，包

括:有主控權或得到更大的控制權;可

以說出自己的看法以及被聽到聲音;可

以從女性的觀點去定義或創造;可以影

響跟整個社會相關的抉擇或決定;如同

市民或人類能夠平等被認識及尊重，且

可以有一份貢獻。

然而，就算為女性設計識字教育

方案，設計者常將婦女學員描述成無助

的、不完整的個體，使得所設計的課程

無法因應婦女的特殊需求。McCaffery

(1985 '引自Horsman， 1988) 觀察到

英格蘭婦女每日行程閻繞著家庭需求打

轉，幾乎無法花費金錢、時間在自己的

教育上。當婦女因操持家務無多餘時間

參與學習而無法貫徹課程，因而降低其

識字成效時，常被斥責為缺乏動機。

Bhasin ( 1984) 注意到這種「譴責被害

者 J ( blame-the-victim) 的問題，認為將

焦點放在她們的「不識字」而非結構性

變遷之需求，是不公平的。

其次，婦女識字教育的趨勢在

強調婦女做為妻子與每親的傳統角色

( Stromqr則， 1990b) 0 Bhasin (1984)

批評印度的識字教材將婦女描繪成家務

工作的妻子與母親，不告訴婦女其權

利，而致力於讓她們成為「更好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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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母親。 Ellis (1 984) 認為應該教導婦

女更多與權利有關的事物，而不是侷限

於傳統女性角色、利用識字教育複製並

強化性別不平等。

由此可知，婦女的識字權利受到

肯定，其賦權效果也得到研究支持;然

而，真正為女性規劃識字課程時，卻以

培養優良妻子與母親等傳統角色為要

務，忽略識字的賦權面向。此部分尚須

課程規劃者、執行者與學員更多的關注。

參、研究方法與步聽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檢視國內

現有學位論文之研究結果，據以分析新

移民識字教育在賦權功能上的展現與限

制。依據Babbie (林秀雲譯， 20日: 427

438 )的看法，內容分析的研究程序，

包括界定分析單元、抽樣、編製分析類

白、量他計算與質性資料分析等步驟。

以下依此逐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

研究工具及研究程序。

一、界定分析單元

Berg (1989 '引自林秀雲譯，2013)

指出:分析文本材料時，分析單元可能

是字、主題、人物角色、段落、項目、

概念、語意，或者是以上各項的綜合。

本研究考量資料編碼時，不適合做太過

瑣碎的切割，但同時也要避免因分析單

元過大而無法掌握其豐富的內涵，因此

以「段落」為分析單元。

在資料的處理上，本研究先將10篇

論文由a至j標上編號，各論文依其頁次與

段落別給予編號，例如: (a-125'3)

即代表a篇論文第125頁的第3段。當資料

由多頁摘錄時，段落合併計算，例如:

(d-128'"'-'130 '3-9) ，表示d篇論文從

128頁起，第3段到第9段，數至130頁。

二、學位論文的選取

考量近年來「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完整收錄國內學位論文，

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此系統搜尋論文。又

鑑於國內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有不同的

稱呼，因此，以標題「識字J '分別和

標題有「外籍新娘」、「外籍配偶」

「新移民」、「新住民」等詞進行檢

索，檢索範圍自2001年起至2012年止。

其結果請參閱表1 。

由表 l可知，刪除主題不符者，目

前已公開電子全文之篇數僅10篇。由於

篇數不多，因此本研究將此10篇全數納(

人分析， 10篇論文資料請參閱附錄。另

外，考量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過去學位

論文之研究結果，因此，分析對象主要

以這10篇論文之研究結果與發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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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相關學位論文搜尋結果一覽表

搜尋策略 總篇數
已公開電子全文 刪除主題不符者

之篇數 所於篇數a

標題 r識字 J + r 外籍新娘」 8 4 2

標題 r識字 J + r 外籍配偶」 35 19 6

標題 r識字 J + r 新移民」 12 3 2

標題 r識字 J + r新住民」 5 2 O

a 主題不符者，包括探討新移民識字教材、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行政推動或政策規劃、新移民子女學

習、發展識字測驗試題、學員滿意度等，因與本研究目的關迪性不大，故不列入分析範疇。

表2 本研究分析類目架構表

主類目 次類自 出現之名詞舉例

基本溝通
聽說能力提升、家庭溝通、家人關條和睦、查閱

字典。

就業機會
就業資訊、成功轉換工作跑道、人力資本或就業

能力。

外出辦事
獨立外出、郵局銀行存提事務、路標、交通不受

限、駕照。

功能性識字

閱誼能力 處理複雜事務、看說明書、看報紙。

教育、養育子女、帶小孩就醫、親師溝通、簽寫
子女教養

聯絡本。

拓展人際網絡 人際網絡、交新朋友。

瞭解臺灣文化 瞭解臺灣文化

自尊自信
取得認同、提升自信、自尊、減少對陌生環境的

恐懼不安、安全戚、受尊重、平等。

發展自我 拓展視野、增進生活規劃。

將識字與個人追求自由相連結、對婚姻暴力有勇

各人層面的賦權 氣尋求外援。

批判性識字 家庭地位。

結構層面的賦權
師生的位階關條與主流壓迫、新移民議題倡議及

提升發聲。

家務 協助家務、協助家庭事業、農仕。 -
照顧老小 懷孕照顧幼兒、長輩。

識字的阻礙因素 工作 加班、晚班、晚下班。

家人反對 家人不願或反對。

交通因素 交通不便、家人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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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製分析類目

本研究依據文獻，依功能性識字

與批判性識字為檢視基礎以編製分析類

目，作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分析

類目及名詞舉例請參閱表2 。功能性識字

包含聽說讀寫、日常生活能力，到拓展

人際關係、建立自尊自信等類目;批判

性識字則以個人與結構層面之賦權為分

析架構。除此， 10篇論文於學員參與課

程之阻礙因素多有著墨，此等阻礙因素

可能與新移民女性自主權有關。基於隱

性內容 l編碼觀點，亦將之納人分析。

content) ，以掌握文本全貌。將相同次

類目之段落歸類整理後，再分析核心概

念之間的脈絡關條;最後並納人解釋相

關現象的研究資料與文獻，以形成本研

究之結論。

肆、結果與討論

一、功能性識字與批判性識字的

呈現次數

10篇論文中，提到識字的功能性、

批判性意義及識字阻礙因素等之情形，

請參閱衰3 。

主類目 次類目 出現之論文編號

基本溝通 a, c, d, g, i, j
就業機會 b

外出辦事 a, d, g, i, j
閱讀能力 a, d, g, i

子女教養 a, c, d, e, g, i, j
功能性識字 拓展人際

網絡
a, d, e, h, i

瞭解臺灣
a, d

文化

自尊自信 a, b, c, d, g, i, j
發展自我 d

各人層面
a, i, h

的賦權
批判性識字

結構層面

的賦權
e

(manifest content) 與隱性內容(latent

l 根檬Babbie (林秀雲譯， 2013 : 432-433) 的

看法，顯性內容指溝通內容所包含的具體詞

語，隱性內容則強調溝通背後所潛紋的意義﹒

前者因具體明莓，故編碼容易且較有信度，但

也可能較有效度上的問題 後者則較能掌握講

過的深層意義，故效度較好，但信度貝IJ 較弱。

解決之道 !!p二者均採周之。

四、量化計算與質性資料分析

首先，在量化計算上，本研究依據 表3 各論文呈現之識字特性歸類表

分析類目，檢視各篇論文是否出現次類

目之字詞，藉以歸納 10篇研究在功能性

識字、批判性識字及識字阻礙各類目出

現的情形，以掌握現有論文在新移民識

字研究是否有所偏廢。

其次，本研究運用質性資料分析技

術'先將10篇論文相關段落依分析類目

歸類，編碼時並同時著重文本的顯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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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目 次類目 出現之論文編號

家務 a, f, h, i

識字的阻礙

照顧老小 a, b, f, g, i, j

工作 a, b, f, g
因素

家人反對 a, g, I , J

交通因素 a, b, j

整體而言， 10篇論文中有9篇提到

了功能性識字的學習成效，相對地，僅

有4篇從批判性識字觀點檢討識字成效。

倒是，若由參與識字課程的阻礙因素來

看，有7篇提到因家務、工作、或家人不

支持等因素，影響出席。以下即針對三

項內容逐一分析。

二、功能性識字成效受肯定

10篇論文中，除了一篇著重探討女

性識字的「發音」與「發聲 J '其餘論

及新移民識字學習成效時，幾乎一致地

從基本溝通、子女教養、拓展人際以致

建立自尊自信等功能性觀點來描述其是學

瑚效果﹒

參與補校識字課程之後，學生的聽

說讀寫能力都得到提升......甚至提升工

作、外出以及處理複雜事務各項生活能

力。......帶小弦子就醫、協助指導功課

等事項都能獨立完成。......心理上因而

產生被等同對待的自信心與尊榮戚，對

於外在環境因為陌生而產生之恐懼不安

也逐漸消失 (a﹒ 169'" 170 ' 5"'6) 。

語言能力增進，生活更便利......就

讀識字班認識朋友，增進人際網絡、也

是心靈慰藉 t ......因識字而重新建立自

信心與安全成 (d-128"'130 ' 3"'7) 。

她們在識字班上課的主要目的不在

「識字 J '而是在建立社交網絡， .

這也是她們取得認同和建立自信的方法

之一 (b-98 ' 2)

識字之後，能到郵局、銀行辦理存

提事務，出門看懂路標;工作上，能看

懂操作說明、看清合約內容;人際溝通

上，能幫家人辦事、勇於和人交談、人

際溝通更有自信;教導子女土，能指導

核子寫作業，也能簽寫聯絡簿(g-144'"

145 ' 2)

本研究的新移民女性，因參與識字

班的人際網絡關餘，而對一直依賴親友

介紹工作的她們，打開另一扇就業管道

的大門 (h-94 ' 3)

識字班為外籍新娘帶來方便的生

活，在日常生活中能順暢的寫名字、到

農會領錢、認識路標、填寫基本資料，

乃至於利用字典查閱簡單的文字。參與

識字專班，讓外籍新娘有能力參與子女

學習，願意參與學校的活動，並能讓子

女暸解識字的重要性(j-llO ， 1"'3) 。

學員認為識字不但使她看見外面

的世界，也接觸到臺灣的社會和人群，

令其內心產生安全是鼠，也讓她覺得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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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同時讓她敢於跨出家庭的活動限

制 (i-131---132 ' 7)

新移民因文1b背景與語盲差異，來

臺後立即面臨語言溝通問題，因此，這

些研究幾乎均著重識字教育的功能性意

義，指出識字課程對新移民日常溝通、生

活適應、子女教養等，有著實質的影響。

其次，對許多新移民女性，日常

互動的對象或活動的空間，幾乎以家庭

為主。她們遠離原生家庭的支持、遠離

從小建立的人際網絡;語盲的隔閔更使

她們在移居地的社會關條無法開展。識

字教育課程提供一個拓展人際關條的平

臺'並且，透過識字班教師的媒介，學

員得以接觸、運用社會資源。因此，論

文b 、 d 、 h 、 i 、 j均發現，識字學習的場

域提供了新移民家庭外社會互動與建立

人際關係的機會。

此外論文a指出，新移民來臺的第一

份工作，幾乎都是透過親朋好友介紹，

但如同論文h所言，她們因參加識字班拓

展人際關係，因而有更多機會進人就業

市場。可見，因識字課程而累積的人際

脈絡，可提升其社會資本，增加求職的

機會。

最後，論文a 、 b 、 C 、 i均指出識字教

育能幫助新移民發展自我、提升自我，

建立尊榮戚。透過識字課程，學員得以

熟悉文化脈絡、建立友伴關條，進而發

展安全戚，建立自尊與自信。

由以上的論文歸類可以發現，現有

學位論文對新移民識字教育的探討，多以

功能性識字為分析方向。同時，研究結果

亦能支持新移民功能性識字之成效。

三、家庭的羈絆是識字學習的主

要障礙

本研究分析的論文，雖不一定從批

判性識字觀點分析識字課程，卻多半提

及新移民參與識字課程的阻礙因素:

有部分新移民女性的家人並不願

意讓她們出來上諜，是怕被朋友帶壞

(a-lSI ' 7) 0······學習困境最常見的

是懷孕生子......其次，因家庭的事務需

要協助......而工作因素所造成的缺席

與遲到，亦是新移民女性最常面臨的學

習困境......家人若是未認同新移民學習

之重要性，學生也往往無法前來學習

(a-170 ' 2)

多數......在取得72小時上課證明後

就不再回來上諜，主要是受到夫家的限

制，包括夫家不願載她們到學校上課、

受到敲子的羈絆等，其次是上班工作的

影響 (b-98 ' 2)

國小補校外籍配偶學生因家務、加

班、夫家支持度不夠，上課缺席狀況嚴

重 (ι112 ' 4)

中輯或未能就學的原因: (l)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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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不喜歡她們出門、害怕她們出去

學習後長見識、結交朋友，在外遊蕩不

回家; (2) 工作因素:若上夜班、加班

或太晚下班，都影響上課意願; (3)子

女幼小; (4) 個人因素:如生病、懷孕

生產或沒有學習慾望等(含 l 的--- 146 '

3---6)

批判性識字強調幫助女性認識並挑

戰既有的壓迫環境，讓女性對自己、對

社會有更多的主控權。然而，觀上述4篇

論文，似乎國內新移民識字教育對其生

活主控權並無明顯助益。一肩挑起的家

務工作、幼兒的照顧與教養，是導致她

們無法出席課堂的原因之一;因著家庭

經濟重擔而需要外出工作、努力加班，

則是阻礙她們學習的另一原因(蔡秀

珠， 2004) 。這與Stromqrist ( 1990b)的

觀察 r 婦女識字教育的趨勢在強調婦

女做為妻子與母親的傳統角色」若合符

節;與Horsman (1988) 提出的， r婦女

每日行程圍繞著家庭需求打轉，幾乎無

私花費金錢、時間在自己的教育上」亦

相似。

再者，學習權的受限，更可能意

味著夫家的管控。當新移民進人臺灣的

同時，便幾乎脫離其原生家庭的支持

系統(潘淑滿， 2004) ，加上其語吉

能力的限制，使得她們日常生活必須仰

賴夫家的協助，無形中成為弱化權力之

關鍵(李瑛， 2006) ;相對地，也使得

原本社經地位不高的夫家，得以在家庭

中維持較高的權力，對家庭資源擁有較

多的支配權。然而，當新移民接受識字

教育，逐漸培養語言溝通的能力芝後，

日常生活仰賴夫家協助的狀況可能會

有所改變。根據Heer (1963: 138) 提出

的「修正的相對資源論J (the revised

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觀點，如果丈

夫所貢獻的資源對妻子的價值，比妻子

在家庭外所能掙得的資源對她的價值來

得大，則丈夫的權力愈大，反之亦然。

當妻子的溝通能力不足以獲取外界資源

時，丈夫所貢獻的資源對妻子真重要的

價值，也因而維持其較大的家庭權力與

較高的家庭地位;一旦妻子擁有能力獲

取外界資源，將會威脅夫妻雙方的家庭

地位。衡諸目前國內之研究，發現夫家

對新移民之行動常有諸多限制(周培萱

等， 2006 ;葉乃靜， 2007) ，有些不願

她們參加識字班、生活輔導班(李瑞

金、張美智， 2004) ，或者擔心她們與

外界接觸太多，自我意識提高(張菁

芳， 2008) 。在夫家如此防備的心態

下，識字的賦權意義自亦受到限制。

四、專班教育之批判性識字觀點

仍待強化

分析的10篇論文中，僅有2篇嘗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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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思社會結構壓迫、改變現狀等批判性

識字觀點看待新移民識字教育.

學生只是在執行一項「發音練習 J '

而無法透過與自身生命的連結、創造性

或批判性理解，進行一項具生產性及

顛覆性的「發言」與「發聲」行動。

伏-187 ' 3) ......小負從單純的功能性識

字，從對正統發音的焦慮中獲得解放，

透過對於社會結構批判分析能力的垮

養、透過與外界社團接觸、合作的經驗

中，她與其他經過培力的眾多姐妹，開

始從事新移民議題的倡議(例如:廢除

身份證取得的「財力證明J ) ，從一位

在意自己發音是否標準的發音練習者，

成為一位能夠走上街頭、發表文章並為

那些與自己有相同處境的新移民女性發

聲 (e-197 ' 1)

當教師缺乏反思性的自我省察，

不自覺地以自身文化觀點思考，理解外

籍配偶的文化背景與現實處境時，將限

制並影響師生雙方的互動模式。......具

有反省能力的教師必須時時提醒自己對

於差異的排擠，否則學生將只能被動

順應片面的一也是壓迫的一世界觀點

(e-189' 1)

女性學習開車、獨立外出等，不

但可以拓展女性活動範圍與增加女性獨

立、自信與活動能力和技巧，而且透

過識字教育，改變女性的自我概念與

164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自尊戚，掙脫結構性的阻礙和限制，在

在說明了識字教育對婦女賦權的重要

(i- l38'1)

批判性識字觀點強調識字教育應提

供婦女發聲的機會。長期以來，婦女多

半屬於「默默付出」的一群，其需求與

戚受也在「默默」中隱而不顯，久而久

之，她們的忍受被視為理所當然。識字

可以幫助婦女「說出」自己的看法，讓

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由自己而不是他

人去「定義」事情。夏曉鵑(2003)認

為，這些新移民識字班成立的目的，應

是以中文為媒介，促使其能逐漸自主發

聲，進而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

然而，實務上新移民識字教育的發聲功

能，並未如預期般受到重視。陳瑩蓉

(2005 )指出，我國的新移民權益政策

多偏向保障社會權，多採行殘補式的服

務，而忽略了增強女性覺醒。論文b與h

的作者也指出，識字並未提升婦女家庭

地位.

新移民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是低下

的，即使已外出工作且經濟上能獨立，

但是在家中的地位，並未因外出工作而

提高(b-鈣， 2)

......雖然政府設有免付費家庭暴力

專線，但多數外配仍不清楚，在受到家

庭暴力時也不敢賀然撥打(b-l00 ' 2)

對於遭受家暴是否尋求外援，論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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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看法:

參與補校識字課程之後......對

於婚姻暴力，有勇氣有能力尋求外援

(a-169' 5) 。

這裡看到a與 b兩篇論文對於「識

字教育協助受暴婦女向外求援」的研究

結果並不一致，這可能因為課程規劃的

理念不同、教學傳遞的價值觀不同，而

實際影響著識字的賦權效果。如果「賦

權」的涵義包含發展決策權與建立平等

的權力，那麼，學習權的擁有、自主

決定的權力，該是賦權的一環。我們看

見不少論文驗證參與識字學習的新移民

逐漸建立自尊、自信，但同時，學員的

學習權受到多重角色的羈絆，卻也不容

否認。目前分析的論文並未明確支持識

字教育的批判性成效，包括定義自己生

活領域相關的事務、建立生活的主導權

等。如果「爭取學習機會」也是一種賦

權的展現，顯然這是一份尚待努力的項

目。或許這提醒我們，當強調識字教育

@才生活適應的幫助時，也該檢視這些識字

教育是否如同Robert ( 1998)所盲，成為

馴化人們接受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之工真。

恆、結論興建議

本研究整理分析結果，並針對未

來新移民識字教育與進一步研究提出建

議。

一、結論

(一)由文獻探討得知，功能性識字

強調隨個人所處情境而變動之

能力;批判性識字強調改變現

存的不平等結構。識字承擔著

個人賦權與結構賦權兩面向

本文透過文獻評閱，發現功能性

識字認為識字是個人習得其他能力之基

礎，但讀寫能力與所處文化、經濟與政

治體系是相互連結的，因此，識字能力

隨著個人所處社會群體而變動。識字是

人們依存於社會脈絡下所習得的與人溝

通、生活適應、工作就業、解決問題、

發展自我與承擔社會角色的重要能力。

批判性識字則認為識字應幫助學習

者運用主流社會的符碼與文化以超越受

限的環境。如果僅將讀寫能力當成就業

條件，識字將成為鞏固社會現狀、維持

壓迫形式的工具;必須透過識字，讓學

習者理解語言或其他社會文他系統是如

何被建構，能思考並挑戰主流論述，進

而改變現存的壓迫關條，達致權力的再

造與文化的再造。

延續批判性識字觀點，識字無法

自外於權力而獨立存在。識字連結著賦

權，透過識字，個人學習批判的意識，

能察覺不識字是結構不平等的結果，進

一步轉化壓迫情境。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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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移民識字教育的功能性成效

受肯定

從現有的研究結果來看，新移民識

字教育在功能性目標方面一一如:語吉

溝通、生活適應、子女教養、求職就業

等一一不遺餘力;同時，由於學習環境

附加的人際網絡擴展，幫助學員連結更多

家庭以外的資源;由於語言能力提升與人

際脈絡增加，提高了就業機會;由於對家

庭經濟收入的協助，幫助她們提升自我，

建立自尊與自信。凡此種種，在在彰顯新

移民功能性識字的學習成效。

(三)家務羈絆是新移民參與識字課

程的阻礙，卻鮮少論文由批判

性觀點進行新移民自主權與學

習權受限的分析

識字課程在協助婦女發聲或擺脫

受限制的環境等批判性識字的教育目標

上，顯然不若功能性識字目標受重視。

夫家掌控了家庭資源的支配權與新移民

的學習權，婦女識字教育是否扮演馴化

學員接受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之角色，值

得觀察。

二、建議

本研究依據分析結果，針對新移民

識字教育與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建議。

(一)對新移民識字教育之建議

1.持續關注識字的生活適應功能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新移民識

字教育的功能性成效深受肯定，舉凡聽

說讀寫、生活適應、子女教養，乃至個

人成長，識字的確帶給新移民不同的視

野。因此，建議未來識字教育工作仍以

此為基礎，在協助新移民個人、家庭與

社會適應的基礎上，持續努力。

2.夫家的教育與態度改變

本研究分析顯示，夫家的支持與

否，常左右新移民能否順利參與識字課

程。繁重的家務工作有賴夫家的分擔;

外出上課與交友也受夫家關注;識字帶

來的能力成長更是夫家的擔憂。由此可

知，新移民識字教育的對象絕非僅止於

新移民本身，夫家能開放胸襟、「放

心」與信任，是新移民參與識字課程的

關鍵。因此，識字班教師與夫家的緊密

聯繫，提供夫家多元尊重的相關教育、

幫助夫家理解與包容，應是新移民識字

教育的第一步。

3.應協助教師理解批判性識字意涵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新移民在

功能性識字教育的成效上明顯，卻少有

研究從批判性識字觀點進行分析。這固

然受研究者研究關注所影響，也可能意

味著第一線教師對批判性識字的理解有

限。若教師對新移民家庭權力關條不均

等的可能性無所覺察，識字教育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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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為為夫家馴他新移民之工具。無論教

師是否認同賦權觀點，都應能察覺自己

的教學對權力關條再製可能的影響。理

解識字教育的批判觀點，應為教師踏人

實務教學工作基礎。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研究內容可針對新移民識字教材進行分

析

本研究主要分析過去對新移民識字

教育成效研究之論文;然而，教師的識

字教學究竟採功能性或批判性觀點，尚

可藉由教師所採用之教材窺其堂奧。本

研究在論文蒐集的過程中，找到數篇以

新移民識字教材為研究目的之論文;並

且，目前識字教育教師多數仍配合自編

材料。分析教師所選用的教材，當能進

一步了解教師課程設計背後的理念。

2.研究對象上，未來可以期刊論文為內容

分析之對象

本研究分析的是學位論文，這主要

是因為目前對新移民識字成效的期刊論

、 數量仍屬有限，較難加以整合分析。

未來若此類議題之期刊論文數量累積至

一定程度，建議可以期刊論文的研究結

果為分析對象，當更具價值。

3.研究方法上，可採深度訪談或系統觀察

法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在研究歷

程中並未直接介人識字教學。建議未來

若對此議題深人研究，可對教師、學員

甚至夫家成員深度訪談，若情況許可，

建議可直接觀察教師與學員的互動，藉

以蒐集功能性識字與批判性識字在新移

民教育中的第一手資料。以本研究作為

進一步研究之基礎，讓此議題獲致應有

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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