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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在臺美籍華裔華語學習者的文化認同觀，以及本地華語

教師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主要以質性研究法觀察學生、教師各自為

對方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關注其中華裔學生的感覺與華語教師的態度；在華

語教學場域下，文化認同在此時間點的內涵與強度。 

本研究發現在臺華語教師本身未知的「華裔」面向，點出其中差異，使

華語教師認識己心所想與現實上各美籍華裔之文化認同差異，同時，也讓華

裔學習者明瞭在臺教師因文化、環境、教育等各方面不同，致使本地華語教

師自身觀點與華裔學習者相異。本研究結論如下：（一）從在臺華語教師與

美籍華裔學生的觀察中，統整文化認同之各面向。（二）從在臺華語教師與

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中，發現影響師生溝通的因素。（三） 從在臺華

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裡，發現文化認同之危機與轉機。（四）

從師與生的文化認同印象分析，回饋至現今臺灣華語師資培育，作為改進華

語教學之參考。 

華語教師應把握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讓學生認識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

的不同。其次，校園內對於東、西方文化與種族包容、支持氣氛可再培養。

在臺華語教師因臺灣本地社會氛圍以及對華裔所既有的刻板印象，而有某些

既定的價值取向與態度，這些既定印象致使學生於無形之間也感受到社會大

眾、學校、其他班級學生對華裔族群的觀感，對於華裔學生自我文化認同的

態度也會產生影響。筆者建議本地華語教師應認知華裔學生之特色，公平以

對，並增加本身跨文化素養，對非期待中的文化事件懷抱開放心胸，將更能

接納與自身價值觀不同的文化觀點，促進華裔學生的跨文化學習。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Chinese-Americans in Taiwa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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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Culture shock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tudying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Americans and Taiwanese Chinese teachers. Moreover,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deeply investigate the culture shock experienc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concentrate on reflection upon the phenomena offered from 

both sides.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observe the local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American students, this study found cultural dimensions 

belonging to the foreign Chinese that are not clear to the teachers.  

By pointing out differences, the study helps teacher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t exist between their own view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ality as it 

is felt by the students; also,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views held by their teachers, and they will realize that these views arise from 

differences in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After observations were made, 

sorting and analysis took place. Conclusions were made upon the following: (1)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perspectives of both Taiwanese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Americans students. (2) Cru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e to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3) A juncture that was reached, and led to re-consideration of one’s own 

cultural identity. (4) Relate results of all earlier research to the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and trai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For example, firstly, Chinese teachers shall lead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Secondly, a more tolerant 

teaching environment for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ace will be encouraged. The 

subjective view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based upon the local social 

atmosphere, may lead to a stereotyped image of their foreign students. The 

stereotyped image may also cause negative influences upon the foreign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advance cross-culture learning,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Chinese teachers to accept with a tolerant attitude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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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與名詞釋義背景與名詞釋義背景與名詞釋義背景與名詞釋義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臺美籍華裔華語學習者的文化認同觀，以及本地華

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1為何筆者選擇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作

為研究對象？故事是這麼開始的：在擔任華語教師的前幾年，筆者因緣際會

去了美國洛杉磯、波士頓、紐約旅遊與短期遊學居住，原先筆者以為美國就

是一個白人國家，正如好萊塢電影所賦予的印象，到美國去，為的就是學習

異國語言文化，至於中國人或是華人從來就不在遠赴美國的規劃行程裡。但

當筆者跨過半個地球，來到美國東岸，中國城的龐大與華人數量之多，除了

臺灣人，來自各地的華人，舉凡上海人、廣東人、新加坡人所給予的幫助或

服務，在在震撼我心。當我從波士頓前往紐約，為了尋找最便宜的交通方式

而前往中國城購買唐人街巴士車票。2當我抵達紐約碩大的中國城，映入眼

簾的中國字、中式食物與廟宇，甚至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最使心靈顫動的

文物，不是莫內畫作，不是埃及古文物，而是一座中國魏晉南北朝小廟，廟

上刻寫之文言文，吸引筆者駐足良久，於文字中體會千年前人的心情，久久

不能自己。原先，筆者以為前往美國會產生的中西文化衝擊並未發生，反倒

是美國華人文化使我產生強烈衝擊，且深深著迷。為何中國人會在這裡？他

                                                 
1本論文所指的「華語」，是 193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國音常用字彙》後成為中國的

官方語言，當前在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等國皆為官方語言之一，也是東

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群體的共通語，而且是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其稱呼與定

義因地而異，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港澳、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東南亞與漢

語社群以外地區則稱為「華語」。 
2筆者所搭乘的客運屬風華巴士有限公司（Fung Wah Bus Transportation Inc.）。此為一家

於美國紐約市與波士頓間營運的客運公司，成立於 1997年，自 2012年起已終止營業。

其英文名稱來自於廣東話中「風華」兩字的讀音。風華公司成立之初以往來曼哈頓中國

城及紐約布魯克林間的小巴士服務為主，乘客大多為華僑。隔年其運行路線向北延伸至

波士頓，逐漸成為一個低費用的城際客運系統。風華的客運路線原本是至波士頓的中國

城一帶，但於 2004年移至波士頓南站。與其他同樣運行於紐約及波士頓之間的運輸系統

相比，風華公司以其便宜的費用聞名。（Wikipedia, 2014a）http://zh.wikipedia.org/wiki/風

華巴士有限公司（查詢日期：20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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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裡在想什麼？他們有對於中國文化身在美國的疑問或矛盾嗎？他們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此異地「文化衝擊」也開啟了筆者對於海外

華人的研究興趣，因此，我進入海華組研讀。3 

 在研究所的課業中，認識海外華人議題與僑民教育、華語教學各面向，

著實讓人眼界大開，思想層面也跟著與日俱進。同時，在尋找碩論題目時，

「文化認同」與「文化衝擊」在筆者腦海揮之不去，在華語教學現場的華裔

學生中，就有女性華裔學生對文化認同產生困惑： 

我和我的同學都是一群三明治人, 被夾在兩種文化中間。每一天我們做人處世

總是面對著雙重的標準。（個案 S1） 

 本研究者在 2001年首次擔任華語教師，接觸到華裔子弟。接著，又在

2005年、2006年後於不同教學單位擔任華語教學的工作。在初擔任華語教

學工作時，筆者與華裔學生年紀相仿，二十餘歲的年紀，只比還在讀大學四

年級的華裔班學生大了幾歲，尤其能深刻感受學生的興趣與情感，雖然華語

學習為語言課程，但在課室中、校外教學裡，處處可見這位同學追尋自己文

化認同的蹤跡，學生的疑問也成為筆者的疑問，究竟人類在遷徙、移民過程

裡，如何面對不同文化夾擊？人類是否因為膚色、文化不同，甚至感受到歧

視或不公對待，才會突顯內心不安？筆者於美國所遇到的文化衝擊之感，因

著學生的疑惑，也浮上了心頭。在此同時，我分別與學校裡年紀相仿的華語

教師以及資深教師談論此議題，但人生經驗各不相同，每位教師所感受與體

                                                 
3參見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臺灣：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30。

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最早是 1954年加拿大人類學家 Kalvero Oberg提出，指的

是當人們從自己的文化進入到一個異文化中的困惑、焦慮感受。文化衝擊主要有三個階

段：一、蜜月期。在這個階段，體驗者就算遇到文化差異也積極面對，對於異國風情存

著羅曼蒂克的幻想。二、矛盾掙扎期。在這個階段，體驗者逐漸意識到異國的不便，會

在心理上感覺挫敗，產生偏見。三、適應與融入期。經歷了低潮的掙扎期以後，體驗者

開始接受新環境和新思維，同時意識到其實人都是社會的產物，所以開始站在新文化和

歷史視角審視世界，而第二階段產生的偏見也會逐漸消失。另外，還有一相似詞語文化

衝突（Culture Conflict），按《文化人類學辭典》的定義，是指不同文化、亞文化、文化

成分之間的矛盾與排斥。一般有兩種表現形式。一、不同民族文化或不同亞文化之間的

衝突，如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衝突。二、同一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造成的衝突，如

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的衝突、代際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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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處差異頗大，每個意見更是大相逕庭。在碩二「跨國主義與華人」課堂

上，筆者提出個人經驗與疑問，王秀惠老師鼓勵筆者可以朝此方向深入研

究。雖然，在臺灣的華裔相關研究有許多人關注，但在本地華語教師課室裡

遇到文化認同議題的這個領域，關注者就少了。當時，王老師認為，這是可

以進一步探索與開發之處；有了老師的支持與鼓勵，筆者如同吃了一顆定心

丸，竭力思索將異地文化衝擊與尋找自身文化認同等議題，作深入研究與剖

析。 

華語教師的工作在近年來尤其能與許多美籍華裔華語學習者多所接

觸，最近的「華語熱」似乎也加入了全球化的腳步，更可見逐年增加的華裔

面孔絡繹不絕地來到東方學習中文。4這些華裔學習者在臺、美的跨國流動

之間也存在了文化適應與否的問題。在任課朝夕相處間，許多第二代移民華

裔經常提及父母所給予家庭教育之影響，其中有身份認同矛盾，也有第二代

移民與第一代父母各種觀念不一致的案例。這與移民家庭裡美國文化、華人

文化相接觸、碰撞有著深切的關係；而回過頭來看筆者自身的工作：臺灣的

華語教師，當觸及美國來的華裔學生時，常因華語教師自身的文化與教育，

而與華裔學生產生文化觀念之衝擊。經常可見華語教師說：「這學期我有華

裔學生。」甚至許多語言中心也會另行開設「華裔班」，華語教師為什麼要

特別強調是「華裔」學生？「華裔」有何特殊性？ 

自美來臺的華裔學生，經常給本地華語教師帶來各種各樣的衝擊，例如

東、西方文化觀念的差異。人們往往會根據自身文化的個性和價值觀念去解

釋或判斷其他群體的行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由於表達方式所表示的意義

不同（比方說語言、神態、手勢、臉部表情、舉止等），因此容易對同一事

物產生差異，甚至有截然不同的觀感，不同的文化模式原本就有不同的溝通

方式，如果有溝通誤會，甚至演變為文化衝突，那就不好了；不過，我們也

可以正面態度看待與解決這樣的問題。下面就是一個文化衝突的例子。有一

回與一位華語教師聊天，這位教師總是在開課的第一天，就會告訴學生：「我

                                                 
4參見李振清，〈美國大學的中文熱〉，《華文世界》28 期（1982）。李振清指出，早在

1950-1980年代，華語學習的熱潮就在全球，特別是美國各大學中展開。而近年「華語熱」

所產生的原因與中國經濟崛起有很深的關係，中國大陸自從 1979年改革開放至今，已成

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重要經濟實體，因此，帶動了全世界學習中文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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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你們都長得跟我一樣，我把你們都當作中國人，因為去年我曾遇到一位

華裔學生，他很生氣地告訴我，他是美國人，不是中國人，所以我第一天上

課先問大家，以免後續課程裡造成不必要的誤會。你們介不介意我把你們當

作中國人呢？」她說，六位華裔學生馬上都說，「對！我們都是臺灣人！老

師我們覺得很好。」於是這位老師非常高興，她說：「這些學生都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是臺灣人。太好了！」這是在某一教學情境下的對話，但是學生

若是在其他情境之下，內容對答是否相同？ 

由於上述各項經歷，致使筆者對在臺灣的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之間的文

化議題產生興趣，本研究將以社會學與教育學的角度，另外佐以文學之文化

研究分析，旨在探討在臺美籍華裔華語學習者的文化認同觀，以及本地華語

教師對其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追尋「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最

後，再進行兩者之比較分析，探究兩者有何異同，進一步分析此現象成因，

並希望從本研究中發展出良好的應對模式，研究對象設定為在臺華語教師與

美籍華裔華語學習者，從其社會脈絡與個人經驗，分析在臺華語教師與華裔

學生的群體互動、生命經驗與身份認同、文化差異等，探討其文化認同傾向，

解讀其行為之內涵意義，以促進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習者在教學與相處時產生

較佳之思維及模式，進而對未來的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習者有所助益。 

 在說明了本研究之背景後，接下來要對重要名詞作出清楚之定義。 

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 

華語教師是指在華語地區與非華語地區，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語言

教師。5華語教師的學生為母語非華語者，有華裔與非華裔的學習者，與本

                                                 
5參見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在

這裡指的母語並非血統上的母語，而是實際上學習者真正能嫻熟使用的第一語言。根據

劉珣的定義，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別是按照語言學習先後順序區分，第一語言指人

出生以後首先接觸並獲得的語言，第二語言指人們在獲得第一語言以後再學習和使用的

另一種語言。這裡所說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完全是從學習者學習語言的時間先後區

分，和法律規定的第一語文或官方語言不同。第二語言的學習往往受到第一語言的干擾，

例如語音、文法的偏誤很可能與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相關，華語教師的專業即在面對母語

非華語的學習者提出有效率的中文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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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國小、國中的中文教師任教母語不同。本研究中所關注的華語教師為在臺

灣地區的華語教師，研究範圍不包含臺灣以外等其他地區。 

美籍華裔美籍華裔美籍華裔美籍華裔 

 根據王賡武的說法，「華裔」是一種血統上的種族分類範疇。6陳烈甫

也說：華僑在海外所生的子女稱為華裔，華裔所生的子女也是華裔。換句話

說，陳烈甫認為華裔就是泛指華僑在海外所傳的後代。7 

 前一段提到，華僑在海外所生的子女為華裔，那麼，「僑」是什麼？

王賡武曾說明「僑」的歷史源由。8「僑」是一個古老的詞語，其主要意義

是僑居或暫時離家住在外面。在文獻上第一次明確把「僑」用於指居住在國

外，即在外國的中國人，見於 1858年（咸豐八年）的官方文件，天津的中

法條約，提到相互在對方國家建立外交使團之處，使用了「僑」。9直到 1885

年，一份官方文件，也就是另一個中法條約，才把一切暫時居住國外的中國

人承認為「僑居」（sojourner）。另外，我們在文獻上也可看到 1882至 1883

年（光緒八年到九年）舊金山總領事黃遵憲第一次用了「華僑」稱海外華人，

敘述的是平民而非官員。在 1883年（光緒九年），鄭觀應呈交李鴻章的「稟

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為招商局與怡和、太古訂合同」兩個奏章中使用「僑」

這個詞，1884年（光緒十年）的《光緒帝實錄》也曾簡短提及鄭的奏章。

華僑所生的後代為華裔，華裔由於血統與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也會產生不

同的典型。 

 本研究所指稱的美籍華裔，廣義的說，就是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華人後

代，即在臺灣一般人所說的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由於這些在臺

                                                 
6參見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ialia b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81) 

pp.118-127. 
7陳烈甫，《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2 月），頁 17-20。 
8與華僑對應的英文概念有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sojourner, Chinese abroad, Chinese。而

「華人」的英文翻譯則有 Chinese, ethnic Chinese, Chinese Diaspora；華人意識則是

chineseness。 
9參閱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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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文的華裔和中華文化多少有些連結，因此，本研究裡的美籍華裔除了

上述定義裡華人血統的條件之外，也會特別著重於其與中華文化的連結。在

此也特別提及，就華裔學習者本身，其多數認為自己的身份是美籍華裔，又

稱為華裔美國人（Chinese American），是具有華人血統的美國籍公民，包

括來自於中國及世界各地，後來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華人，以及他們的後代。 

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身份構成的過程，而構成身份的元素就是文化符號，例如族

群、種族、國籍、宗教信仰、世代、性別和階級等複雜社會範疇，簡單地說，

文化認同就是建構身份構成的過程。 

本研究在文化認同的取徑上採用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為基礎的定義，當文化認同脈絡環境變化之時，認同自然

有變動的可能，建構論對文化認同的啟發有以下幾個重點。第一，「文化認

同」就像其他的認同一樣，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第二，每個人所擁有的「文

化認同」是會改變而非靜止不動的。第三，因為文化認同是被建構的、是會

改變的，所以文化認同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動態性的「發展過程」。而本研究

的重點，是希望能夠抓住「流動中」的認同，「在華語教學場域下觀察文化

認同在此時間點的內涵與強度」。 

文化認同並非普遍或絕對的存在「事物」，而是經過規定、談論我們自

身的方式，這些認同並非任意而為， 正因文化認同所引發的衝突性以及本

身的流動性，因此本研究希望深入探討此一部份。本文所設定的研究對象，

也就是來自美國的華裔與在臺華語教師，他們的文化認同、流移認同與彼此

的文化認知現況又是如何？本研究設定在臺華語教學場域、在臺學習華語的

時間點，觀察特殊族裔的學生在美國臺灣的遷移（migration），城鄉、國家、

社會和文化等邊界的來回跨越之下，在臺灣社會成為特殊群體，因而產生習

俗、語言、心態和身分認同的轉化。在臺華語教師、美籍華裔學生對於「華

裔」的身份是客觀的心理認知，或是主觀的心理歸屬，在文化情感的層面，

他們的選擇是什麼？師生在此時此地，彼此文化認同的游移性、社會關係是

筆者欲探討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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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問題與範圍 

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因此學習華語文的人數也隨之成長，在

臺學習中文的外籍人士逐漸增加，這一波華語熱潮可說是中國崛起隨著全球

化的作用而顯現，更突顯「中文」作為語言工具的重要性；華語教學中的多

文化環境以及民族情感，成為華語熱潮成形的重要因素。從華語熱潮，可以

看見全球化、在地化等機制，皆在「語言」和「教學」的包裝之下巧妙地運

作著。同樣地，華裔子弟學習中文的熱忱亦是有增無減。因為筆者發現此現

象並對此充滿研究興趣，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在臺學習中文的美國華

裔子弟，以及本地在臺教授華裔學生中文的華語教師。 

提到文化認同，「語言」是最常被討論到的項目之一。德國哲學家費希

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 1807年到 1808年之間，在法國拿破崙大軍

佔領柏林時發表著名的「告德意志國民書」就曾主張每一個語言團體都是一

個獨立的國族，要有自己的生活。10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

的共同體」一書中也強調「語言」在形塑國族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安德

森認為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使現代國族崛起，例如各地的人群

在閱讀方言出版的報紙書籍時，也正開始想像有一群和他們一樣的讀者，同

時閱讀這些出版品，所以這些方言便成為基礎形成了「想像的共同體」。本

國學者許維德也曾提到，為什麼某個話語被稱為「語言」，某個類似的話語

又被稱為「方言」，如果使用語言來定義國族的話，就會涉入無窮的爭議中。
11從上述說明可知，本研究範圍華語課室當中的主角除了華裔學生與華語教

師之外，「語言」佔有極重要角色，因為華語的語言學習，致使教師與學生

在此相遇，產生關乎文化認同之議題，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華語課室」

                                                 
10參見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著，潘德榮譯《國家學說》（臺北：左岸文化，2006）。

《告德意志國民書》（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在 1806年拿破崙大軍的鐵蹄踏遍德國時，為了鼓舞日爾曼民族士氣，

在法軍占領柏林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在法國軍隊的監視下，連續以十四個星期天發表

演說，費希特是要表達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反抗，鼓吹民族精神和對祖國的愛，《告德

意志國民書》是後來將演說內容集結而成的一本書。 
11參見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臺灣：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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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極其重要之份量，所有研究受訪者的訪談與研究，皆在此研究範圍之內

受本研究之關注。 

本文將研究問題的重點放在美籍華裔學生文化認同與華語教師之差異

性，並會進一步做印象對比與分析。研究目的在於關注華語教師對學生、華

裔學生對自己的文化認同觀點是否相同，是否彼此影響。研究的範圍主要分

為兩大部分，一是華語教師面對華裔學生的文化認知；二是華裔學生自身的

文化認同。12在華語教師遇到非專業教學層面的文化現象，華語教師本身文

化認同有哪些變化？華裔學生來到臺灣，其特殊族裔身分又會造成哪些文化

認同衝擊？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的態度是否會影響華裔學生對於自己的看

法？ 

研究問題探討「華裔」這個概念的形成過程，以及與文化認同所產生的

關係。另一方面，本文也同時檢討「華人」這個概念在華語教學過程中所形

成的含義，對於族群作為文化認同的意義與限制做出檢討，還有華語教師與

美籍華裔學習者兩者的文化認同概念的交集，即美籍華裔學習者的主觀經驗

和華語教師的文化觀感。就今日的華文教育而言，「華裔」是一種血統上的

種族分類範疇，但是其背後反應出的意義為何？當華裔學習者在臺灣必須接

受「華裔」身份時，其既有的文化身份認同是否會受到挑戰。站在教育者的

角度，本地華語教師應當如何因應此國際流動的文化現象？茲以文獻資料和

訪談材料，呈現不同樣貌的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之族裔認知。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希望透過受訪者的訪談與觀察，了解現今在臺華語課室

師生文化認同現況，找出異同，希冀提出不同觀點，給予在臺灣的華語教師、

                                                 
12參見黃宣衛，〈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評介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中研院民族學研究

所主編，《臺灣人類學刊》（2010），頁 113-136。認知（cognitive）與行為主義學派的

理論相對。認知學派學者認為人類透過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把各種資料加以

組織，形成知識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另外，黃宣衛曾在他的文章中從「認知」角

度探討族群，並介紹了 John Comaroff, Fredrik Barth, Rogers Brubaker, Francisco Gill-White, 

Lawrence Hirschfeld五位學者關於「認知」的觀點。黃宣衛認為從認知的角度切入、接納

認知學的概念與理論研究族群方面的理論，可以使此方面的研究更加完善。 



第一章 緒論 

9 

在臺學習中文的華裔學習者在思想與價值觀上的思索，並提出教學上的建

議，以增進師與生的課室和諧與學習效率。 

在文化認同的研究上，本研究預計完成與開發哪些工作呢？我們可以參

考表一-1的六個發問，根據這個表格，若採用所謂的「六個W」方式作為

思考問題之輔助，我們至少可提出六個與「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文化認同對

比印象」有關的基本疑問，即：什麼、誰、什麼時候、哪裡、為什麼、如何。

根據本表格，這些基本提問是本研究預計探索與著墨之課題。 

表 一-1 本研究的六個基本發問 

基本發問 內容 

(1)什麼(what) 華裔「文化認同」的性質是什麼？文化認同的構成

元素是什麼？文化認同的強度？文化認同的類型？ 

(2)誰(who) 誰是「華裔」？誰是文化認同的「他者」？ 

(3)什麼時候(when) 文化認同出現的時間？不同時間點文化認同之比

較？ 

(4)哪裡(where) 文化認同出現地點？不同地區之文化認同情況？ 

(5)為什麼(why) 文化認同為什麼會出現？ 

(6)如何(how) 文化認同的出現過程？ 

本論文題目為「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對比探

究」，論文各章節的安排包括第一章的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問

題與範圍以及研究架構；第二章則進一步說明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包

含文獻分析法與質性研究，詳述研究進行的步驟，並提出前人的文獻分析，

希望能夠以本研究補充前人之不足。第三章探討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

點，筆者以華語教師之背景、教師對於華裔學習者之文化觀點、教學場域對

華語教師觀點之影響三大方向進行研究。第四章為在臺華裔學生之自我定

位，探究華裔學習者在臺灣學習中文的動機、「原鄉化」、「在地化」、「全

球化」的抉擇，以及在臺灣中文學習後之自我認同定位。第五章則是研究發

現與討論，包括文化認同觀點種類之分析、文化認同裡影響師生溝通的因

素，以及研究建議與小結。最後於第六章做一結論，提出總結、研究限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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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等。此為本研究之基礎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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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質性研究法與質性研究法與質性研究法與質性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從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習者出發，觀察其文化認同

取向。就研究文化認同議題而言，多數研究者採質性研究，如李靜柔、莊啟

文或張如慧以教育民族誌研究的方式。13也有學者研究認同議題採量化研

究，例如許文忠以問卷調查法、認同量表、自尊量表、描述分析、單因子多

變項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與迴歸之多變項考驗等統計方法，量化分析「布

農族學童族群認同與自尊的關係」，筆者認為很有趣但並不認同。因為認同

議題充滿變動歷程，見樹而不見林是量化研究之缺憾。14多數研究認同議題

採質性研究之主因，在於個案彼此間的差異性造成此議題之複雜度，質性研

究能夠從少數個案的深入探討，發掘文化認同之脈絡與核心。 

質性研究是以諸多不同方式做研究的社會現象研究法，其研究是在研究

過程中逐漸成形，並非事前已知。質性研究法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法，其關切

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以及被研究者在其特有的脈絡情境下原始經驗及深度

詮釋之呈現。其透過蒐集資料，如本研究的數位受訪者個人經驗蒐集，再將

材料做一分析，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時探討這些資訊與省思、詮釋。質性的取

向可以深入了解整個時間內的互動型態，以及那些不容易精確測量的內容，

質性研究可以顯現出整個時間內各個不同部分不同的期待模式，以及其資源

和成果，在每次個案所發生的事件過程，我們也可採用歷程追蹤（Process 

Tracing）的方式尋找證據，在個案裡都可以分三部分架構方式發展：沉澱

（precipitants）、啟動（departures）、結果（consequences），在研究過程

                                                 
13參見李靜柔，《空間凝縮下族裔文化之遠播—以來臺美籍華裔青少年接受臺灣流行文化

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2010）。

莊啟文，《都市原住民家長教育價值觀與其對子女教育期望之研究：以四個排灣族家庭

為例》（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張如慧，《原住民女

學生學校經驗中之潛在課程研究：以山海中學原住民藝能班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1）。 
14參見許文忠，《山地布農族學童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

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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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希望能辨識從一開始到結束中的路徑為何，追蹤和過程架構二者就是幫

助我們近一步了解整個事件過程。15 

在質性研究方法上，包含了參與觀察、田野調查（field work）、半結

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與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所謂的文獻分析法是研究人員蒐集與分析各種檔案資料，以補充訪談或觀察

所得到的資料，藉以具體描繪各種價值與信念。在質性研究法中的「參與觀

察」，則需要研究者親身投入到研究社會世界中，以親身經驗了解箇中生活。

本研究在進行參與觀察前，皆事先告知所屬單位並獲同意，主要參與觀察在

臺灣的課室內外華語教師與華裔生的互動、教師彼此的互動、學生互動、校

外教學等日常學校生活。 

而質性研究法中的「田野調查」是適用於哪些研究場域呢？就社會研究

法來說，當研究問題涉及到學習、瞭解或深入描述一群互動的人群時，就適

用田野調查法。而何謂「田野調查法」？這是一種研究取向，而非一些可應

用的技術，這也是方法論的實用主義者，尤其在嘗試異文化或是異地的研

究，「田野調查法」特別能針對此問題，幫助取得研究結果。此研究法的特

性主要是彈性極大，容易很快地跟著情境轉變而調整研究方向，就如同拍電

影的紀錄片一樣，原先主觀認定的結論，到後來因為受試者在田野調查中的

自由發揮，而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田野調查不是從待檢驗的假說開始，研

究者必須放下既有的價值觀、認同感，所以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觀察、傾

聽、紀錄田野筆記。此外，本研究亦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半結構式訪談」

與受訪者面對面進行訪談，依照預擬之訪談大綱邀訪，並請受試者自由發揮

表達意見，並延伸出許多相關議題，最後將會於訪談所得整理分析後，於內

文各章節進行探討，並於需要之處繪製成各式統計圖表，如：長條圖、曲線

圖、圓形圖等，以為補充說明。 

除了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之外，本研究也採用文獻分析法。筆者以文獻

分析法搜集與閱讀美國移民文化認同問題等相關計畫研究報告、期刊、報章

雜誌與書籍等文獻，藉以了解其歷史演進與發展現況。在資料蒐集方式內容

                                                 
15參見 Daniel Druckman著，鍾從定、賴其勛編譯，《研究方法—量化與質化方法的探索》

（臺灣：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208-213。 



第二章 研究方法 

13 

上，除了參與觀察、訪談之外，其他還有華文教育、語言學習、跨國相關議

題、文學、網路資料、新聞資料等。而半結構式訪談法則是從實際個案狀況，

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以了解受訪者的價值觀與思維模式。 

本研究採用上述研究方法，搜尋資料、觀看、傾聽並紀錄實況，補充相

關研究資料的不足，剖析其發展進程、影響等面向，並藉此研究主題拋磚引

玉，從研究對象的身上探尋與整理出本地教師與在臺華裔之文化認知脈絡，

有助我們了解當前本地華語課室裡異文化衝擊的情形，並希望此研究能產生

正相關，具備研究價值解決部分問題，進而提供有力與實用的建議，使師生

課室關係能因此更加融洽，擴大以至於使在臺華語教育政策能對此注入更多

重視與關懷。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個案設定個案設定個案設定個案設定 

個案對象的選擇主要為在臺灣語言中心裡的師生，包括在臺學習華語的

美籍華裔學生，以及教授華裔的本地華語教師。為何選擇美籍華裔學生，而

非其他國籍的華裔子弟呢？原因在於學習中文的美籍華裔，雖與在臺華語教

師在血緣上可說是「同文同種」，但是這些臺灣民眾言談中所謂的 ABC，

卻使本地華語教師產生許多在文化上的震撼與衝擊，在臺的諸多語言中心也

會特別為其開設華裔班，因為華裔來臺是為了學習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16由此可見美籍華裔的特殊性。另外，在臺華語教師與華裔學

生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與論述也較少見，此為筆者設定二者為研究對象的主

要原因。 

回到本研究的個案群：華裔學生與華語教師，兩者在臺灣華語課室的場

域中，皆會面對到「中文」對於自身的定義，「中文」對於華裔學生來說，

具有「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的地位，而提到「傳承語言」則是

身分認同、文化認同的問題，在美國華裔要保持中文語言符碼（code），經

常必須在家庭教育中有家長的堅持，而華裔在成長過程裡，英文、中文雙語

                                                 
16近年來美國研究發現傳承語言的學生（Heritage Students）因為受到了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與文化薰陶，具有不同於一般第二外語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因此對於傳承語言

學生的教學方法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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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現象，使其處於語言符碼需要經常轉換的環境裡（code-switching），

「中文」對於華裔來說，有著傳承的意義，成了抽象文化認同的身分。而在

臺灣的華語教師在面對華裔學生時，自身的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觀念便直接

與華裔學生產生了對話。 

本 研究把過去研究者的相關文獻作一分析，接著觀察、訪談研究對象，

在與華語教師、美籍華裔共同的學校生活、校外教學活動之中，瞭解美籍華

裔與華語教師的價值與文化觀，從中逐漸建構出實際各自文化認同與相互影

響的情形，研究目標著重於認同與文化之中心觀念。另外，研究以符合研究

倫理的做法匿名為之，為了尊重受訪者隱私，皆使用代稱。 

本研究以訪談的方式，主要是個案有其自主性，研究者不應將個案界定

典範事件或範例，換句話說，個案有其獨特性。研究者在進入實境參與觀察

訪談者當中，會從日常生活著手，雖然有時可能介入衝突，但是從日常實作

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裡，所獲得的

資料將十分有意義。同時，筆者也進一步提出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

在這些資料當中分類範疇，構成原則，從微觀與巨觀當中去比較與分析，深

描、詮釋、解釋重要的社會現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進行過程共有以下幾項步驟： 

一一一一、、、、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 

本研究在研究初始的文獻蒐集中，以網羅相關文獻資料為開始，設定以

社會學、人類學、文學為三大範疇，會選定社會學與人類學領域是因為近二

十年來「認同」已成為社會學與人類學最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在歐美學界

與臺灣學界都有這樣的趨勢。而會選定文學則是因為在美籍華裔作家的作品

當中，也可見許多關於文化認同的議題探索，本研究因此從這三個領域出

發，從文獻資料閱讀裡積極尋找論文題目。 

二二二二、、、、確立研究議題確立研究議題確立研究議題確立研究議題 

在廣泛蒐集與閱讀各相關文獻之後，本研究開始建構研究設計，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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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領域為主。由於筆者對於在臺華裔學生、華語教師的研究興趣逐漸浮

現，於是確定研究方向為認同議題，但是就「認同」議題而言，此範圍太過

廣泛，為了確立本研究系統的概念性架構，因此，筆者定義研究系統內的分

類，摒除其餘認同議題的區塊，只專注於研究「文化認同」議題，並且以在

臺灣的華語教師與自美來臺的華裔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題目就此確立為

「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對比探究」。 

三三三三、、、、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訪談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訪談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訪談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訪談 

前一節提及訪談個案所屬範疇設定為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因

此就受訪者的訪談過程，筆者做了以下訪談過程設計：本研究採質性研究，

首先研究者必須自我準備。接著，選擇實地接近、進入實際場地，與受試者

建立關係，並選擇一個社會角色，和受訪者相處，同時深入觀察，蒐集資料。 

本研究訪談流程設計是 2008年九月起實際赴研究場域現場觀察，設計

抽樣架構以選擇編碼的材料，在語言中心的師生裡進行隨機抽樣；本研究者

角色為華語教師，在任教同時，與受訪者相處，從中進行相關分析與研究。

本研究場域之語言中心採沈浸式教學，因此語言中心裡的師與生皆使用華語

溝通。17在這當中，研究者同時進行相關評估，並將特殊面向觀察比例加重，

取出樣本個案實地訪談。最後再慢慢脫離研究場域並離開，以相關分類總合

資料以利進行分析，最後編碼變數與其他為了研究所蒐集資料的相關性，解

釋分析結果，發展研究問題的意涵，以及從取得的樣本資料去推論整體，準

備包括為研究問題與分析研究所學到經驗的報告。以上，即為本人訪談流程

的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華語教師接觸華裔學生、華裔學生接觸臺灣這塊土地

時，其各自對待少數族裔的文化認同觀念之演變歷程、現狀、面臨的問題，

並進行訪談與分析，本研究期望釐清華語教師對少數族裔，以及美國華裔自

                                                 
17在第二語言的學習上，沈浸式教學指的就是用特定的方法，讓學習者進入第二語言的環

境，好像沉浸在第二語言的大海裡。沈浸式教學是一種第二語言教育的理念及模式，跟

第二語言課程如何進行的方式有關，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如果能每日沈浸在第二語言的環

境中，聽說讀寫都是第二語言的環境，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就能如同運用第一語言一

般地使用第二語言與他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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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文化認同觀念。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深入訪談參與觀察。另外，

還須盡其所能描述、反省研究者與研究場域的關係、社會角色，在研究過程

中紀錄與對資料進行分析判斷。本質性研究的田野調查，其意義在於能檢視

最敏感的事件或訊息，以己力影響事件來揭露資訊，能夠觀察敏感事件，並

能藉此要求澄清。但在本次田野調查中也必須注意研究者是被動的觀察者，

並不具威脅性，同時，研究者在進入情境時，要記得自己是局外人，必須秉

持客觀分析。 

四四四四、、、、離開研究場域與資料分析撰寫離開研究場域與資料分析撰寫離開研究場域與資料分析撰寫離開研究場域與資料分析撰寫 

本研究在 2012年六月離開研究場域的觀察，開始整理相關文獻、受訪

者訪談資料、實際場域經驗，並開始撰寫研究內容，解釋所得到的資料與文

獻。在撰寫期間仍與部分受訪者保持聯繫，以使研究更加完整。同時，為了

檢驗研究品質，筆者使用了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來做資料檢核。 

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經常用在教育研究中，尤其是質性研究裡，

由於本人在研究裡是教師的身分，在分析資料時恐會陷入主觀，致使研究分

析在內容分析系統被建構之前，在研究設計與假設形成的環境下，使研究結

果自說自話，三角檢核法可避免產生如上缺失，此法為 Denzin所提倡的一

種研究方法，係指研究過程中採用多種方法、資料、觀察，以查核資料可靠

度，研究者可將分析結果與其他研究者討論，以便獲得啟發，亦可拿資料與

被研究者溝通，以利分析與解釋。此方法的目的在於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蒐集不同型態的資料，以減低研究者的偏見。18三角檢證是指使用多種方法

來研究同一現象，是質性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Denzine將此法分為資料

三角檢證、研究者三角檢證、理論三角檢證、方法論三角檢證。在本研究中

除了研究者觀點、學生觀點之外，還需一個第三方中立者的觀點，以此透過

不同資料校正，增加客觀可信度，形成三角檢驗，本研究者因此以過去相關

學者的研究、其他研究者的建議做為第三方檢證資料，以降低研究者個人的

                                                 
18同註 3，頁 46，頁 124，頁 143。偏見（prejudice）是指對特定人群或事物的一種缺乏根

據的否定或贊成態度。它具有以下幾種特徵：一、以有限或不正確的訊息來源為依據。

二、認識刻板，不易改變。三、有過度類化的傾向。四、往往含有先入為主的判斷。偏

見的產生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群際間的利害衝突，二是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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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 

本節首先談到過去文獻裡所提及的認同理論。接著會就教師與學生的文

化認同印象做些文獻回顧。「認同」可能是近二十年來最熱門的研究議題之

一，政治哲學家William Connolly就指出「每一個個體都需要一個認同，每

一個穩定的生活方式也都涉及對集體認同的宣稱」。根據許維德對臺灣國家

圖書館所建立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調查，「認同研究」在

1980年以前只有一篇孫本初的論文題目包括「認同」字眼，但時至 2005-2009

年已增加到 1,540篇，平均每年篇數達 300篇之多。Cote曾以「社會學摘要」

（Sociological Abstracts）此電子資料庫為對象，於 1950年代鍵入關鍵字「認

同」只有 51筆資料，但到 2000年代的前五年，已增至 18587筆之多，可見

此議題於現今生活之重要性。因此，許維德認為我們可以宣稱現今已進入一

個「認同的年代」。19 

「認同」（Identity）這個概念，原先是哲學家的用語，是兩個不同物

體在邏輯上的等同關係，例如「A 和 B是等同的」（A is identical B）。一

直到 1950年代，心理學家 Erik H. Erikson把認同的概念從哲學引進到社會

科學，在 1970年代，認同概念更是成功地被應用在心理學以外的其他社會

學科，尤其是社會學。20「認同」（Identity）有各種不同的翻譯名稱，舉凡

                                                 
19同註 11，頁 1-10。 
20同註 11，頁 20。根據許維德的研究指出，一般的研究者都承認，「認同」這個詞彙的

流行與蓬勃發展，與 Erikson的著作有相當程度的關係。Erikson的重要著作有《認同和

生命循環》（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1980）、《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 

1993），這兩本書最早版本皆在 1950年代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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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屬性、同一等。21 

學者對於文化認同各有不同的釋義，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中

文譯詞還包括文化屬性、文化身份， 從各個學者的分析裡，可看出文化認

同的說法眾說紛紜，但主要的重點都圍繞在「自我感」的形塑，文化認同是

身份構成的過程，而構成身份的元素就是文化符號，例如族群、種族、國籍、

宗教信仰、世代、性別和階級等複雜社會範疇，簡單地說，文化認同就是建

構身份構成的過程。下面是各學者的看法：Friedman指出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是對某一個特定群體或文化產生身份認同感，也可以是個人受到

所屬文化影響而產生的認同感。22江宜樺則認為文化認同是指擁有共同的歷

史傳統、習俗規範、集體記憶的一群人所產生的歸屬感。23文化認同也是共

同體的認同之一，簡化的文化意識形態認同有其危險性，Touraine強調認同

的歧異性。24雲昌耀在討論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時，提出文化認同是想像與

                                                 
21參見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1998），頁 8-12。江

宜樺提及 identity可翻譯為「同一」，其以為認同（identity）似乎指涉三種不盡相同的涵

義，第一種意義是「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以「同一」界定「認同」多出

現在哲學問題的討論，江宜樺認為雖然在中文用法中很少以「認同」指涉「同一」，但

這層涵義在特定情況是存在的，也並非完全沒有關聯。另外江宜樺也提到認同（identity）

的第二個意義是「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第三個意義是「贊同、

同意」（approval, agreement）。 
22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78-79. 
23同註 21，頁 15-16。 
24參見 Alain Touraine著，黃楚雄譯，《我們能否共同生活？在平等又歧異中共處》（臺

灣：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合作發行，2010），頁 178。作者提到，我們應一方面接納差

異，一方面注重平等，應接受彼此的歧異性與注重不同個體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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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來辨識被指定的認同。25日本學者 Sakai指出，文化認同是一種歸屬感

的故事，也就是文化認同是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26張海洋定義文化認同是

我們可以發現認同是個人或社會根據互動對象確定我和他關係的過程。他是

個人或社會根據自性標準識別自身與外界特點的態度和行為。27 

Huntington認為認同是一個個體或群體的「自我感」，它是自我意識的

產物，這樣的意識使「我」或「我們」有不一樣的特質，跟「你」或「你們」

不一樣，認同的元素有很多，人們有幾近無限可能認同的來源，文化認同僅

是其一，這種認同個體的特殊性與「他者」有所分別，Huntington提出，個

人與群體皆有認同；認同是完完全全地被建構出來的；無論是個人或群體都

會有多重認同；認同是由個人自身所定義的；對於任何個人或群體而言，其

他可供選擇之認同的相對特殊性視情況而定。28換句話說，文化認同是對某

一個特定群體或文化的身份認同感，包括族群、種族、國籍、宗教信仰、世

代、性別和階級等複雜社會範疇。文化認同是個人受到其所屬的文化影響而

產生的認同感，是一種個體被群體的文化所影響的感覺，它其實就是尋找「我

是誰？」問題的答案。Huntington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群，常以對他們來

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來回答「我們是誰？」有的用宗教，有的用語言，有的是

價值觀，有的則是習俗等，並會使用某種象徵物，以表示自己的文化認同。

                                                 
25參見 Chang-Yau Hoon雲昌耀著，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

育建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臺灣：國家教育研究院與群學

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2012），頁 33，頁 50。根據雲昌耀的解釋，如果你存在的

體系有一個異物，可能可以忽略它，但會有可怕的後果，也可能可以把它吸收到體系裡

面，藉以解釋「同化」的議題，他同時提到「若非…便是…」的概念。有些有著混合血

統的僑生華人，例如印尼學者布迪安塔（Melani Budianta）曾說：「對於受華人文化浸潤

者而言，我不算華人，因為我不會說華語，也不熟悉華人文化，而對於未受華人文化浸

潤者而言，我卻是華人。」這樣的華裔在多元文化架構裡，無法找到可以安身之處，唯

有透過重新想像與重新置換來辨識被指定的文化認同。 
26Junko Sakai, Japanese Bankers in the City of London: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Japa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00) p.203. 
27參見張海洋，《中國的多元文化與中國人的認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39-43，

頁 245-265。 
28Samuel Huntington著，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

國家認同的危機》（臺灣：左岸文化，2008），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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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國家認同的意義並不相同，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國

家認同、族群認同具有更深遠的內涵，也可以說，與其它的認同相比，文化

認同更有自我認同的特徵。文化認同透過了文化符號，建構出屬於個人的認

同感，是人們在某一群族裡長期累積下來，所形成最有意義事物的肯定，尤

其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對一個群體基本價值的認同。 

美國心理學家Morris Rosenberg曾經整理過不同學科對於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認同是對自己持續之特質的知覺，有的認為認同是歸屬某團體的

感覺，有的視認同是自我中真實、持續不變的特質，有的則主張認同是社會

脈動下建構出來的意義。29我們可以說文化認同的研究是一種文化想像的研

究，這樣片斷、移動式及跨界的文化想像，是當代文化認同上的特質。而研

究內容多半是敘述者的觀點，當人們在不同的文化價值裡飄移（floating）

時，文化邊界（cultural boundary）的不可跨越性便會浮出檯面。 

部份批評者指由於文化認同是建基於差異的，藉此形成分化社會的一股

力量，相反地，世界主義可以給人們一個更強的身份認同感。然而文化認同

的支持者認為，文化認同不見得會分化社會，並提出了下述例子進行反駁：

在國際上的交往，不同文化認同的人群，同時提供人們一個基礎以及一種方

式去識別其他人，也藉以識別自己。文化基督徒即對基督教產生文化認同，

而非信仰認同。自二十世紀晚期以降，文化認同成為世界性熱門的話題，各

個學科多以認同概念來建立相關的研究，形成了歷時性與共時性交雜的情

形。 

提到文化認同，本研究就必須提出在流動與越界的過程當中，也可能產

生的「流移認同」（diasporic identities）與「離散」（Diaspora）的概念。

在流動與越界的過程當中，可能產生流移認同，流移認同指稱某種共同的變

化且未完成的移徙和定居歷史。霍爾（Stuart Hall）認為，文化認同並非「一

種本質，而是一種定位（positioning）」，流移認同是透過轉變和差異，而

不斷重新生產和再生產自身的認同。文化認同正有這種流動（fluid）的特性，

存在族裔文化之中，文化認同正以這種流動、不安定的方式存在。 

                                                 
29同註 11，頁 11。轉引自許維德的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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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Diaspora）原先在傳統上是描述猶太民族在共同放逐經驗下，

還持續擁有的文化和宗教連結。在文化理論裡，「離散」用來描述其他散布

遷居於世界各國群體間類似文化連結。例如亞洲人、愛爾蘭人、非洲人和其

他族裔團體，透過家族關係、道德風俗、傳統文化，連結於流離的網路中，

並連結上某個家鄉的觀念，這個家鄉也許是拆離真實的原鄉，或是所欲求的

共同家鄉，而非固定指涉原初的家鄉。 

 McKeown由多種角度檢視「離散」（Diaspora）的概念，並在討論族

群移動遷徙時與其他理論對比，採用該概念詮釋華人向海外移動的過程。

Diaspora一詞有多種翻譯，舉凡「裔群」、「離散」、「流散」、「飛散」、

「流移」、「流離」、「散居」。Diaspora的意涵豐富多元，有猶太族群散

居各處的悲情，也隱含異化、轉變、多元。McKeown認為 Diaspora有由移

動而引發轉變的概念，也與全球化理論、跨國主義理論強調之處一致，有流

動、連結等關聯。30Diaspora也反映出與故鄉家園的情感依附與文化連結。

王德威說：「在一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知識，訊息急遽流轉，空間

的位移，記憶的重組，族群的遷徙，以及網路世界的遊蕩，已經成為我們生

活經驗的重要面向。旅行跨國兩岸四地歐美華人社群的你來我往，微妙的政

治互動，無不在文學表現上折射成複雜光譜。」全球化的位移、重組、遷徙、

旅行等，正是新移民的關鍵詞。這些動態的狀況，顯示離散（Diaspora）游

移與流動的性質。 

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競爭的另一個

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

而且總是牽涉到對「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

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絕非靜止的

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的過程。

                                                 
30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1999. pp.30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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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複雜的華僑、華裔、華人這些文化認同過程與紀錄，可能會朝著跨國、跨

民族發展，也可能形成「離散」認同，對於特殊族裔學生來說，文化認同是

尋找、變化的過程，是對自己的文化、多元文化不斷思考的過程，而如何去

定義各不同文化，也只有靠個人摸索、追尋與定位。畫家高更曾經留下一幅

名作，題上了：「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文化認同與

這些問題息息相關。從「華裔」的特殊性，可見社會分類幫助個人界定社會

中的位置，分類不只是客觀事實，也是價值觀的歧異，而文化認同的追尋是

普世人類所共同擁有的一種思緒。 

正因認同相關理論多且龐雜，許維德對諸多學者的「認同研究」作下列

整理。32 

表 二-1 既存「認同研究」文獻中關於「認同」的五種理解方式 

編號 基本觀點 論證要旨 主要提倡者 

(1) 將「認同」理解為社會

或政治行動的某種基

礎，而此一基礎在性質

上是「非工具性」

(non-instrumental)的。 

強調社會或政治行動被「特殊性

自我理解」(particularistic 

self-understanding)而非「想像地

普遍性自我利益」(putatively 

universal self-interest)—所驅使的

特質。 

最常見的用法 

(2) 將「認同」理解為團體

成員中「相同性」

(sameness)的來源。 

強調屬於某一團體或範疇之成員

間的根本的、必然的相同性(a 

fundamental and consequential 

sameness among members of a 
group or category)。 

社會運動、性

別、種族、族

群和國族的研

究者 

(3) 將「認同」理解為「自

我」(selfhood)的核心

面向。 

強調自我中某些深層的、基礎

的、不變的、或根本的(deep, basic, 

abiding, or fundamental)—相對於

心理學者 

                                                 
31Edward Waefie Said，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頁 67-68。「他者」與日常生活中的「他人」不同，這是一個哲學概念，也是一個學術概

念。「他者」（the other）與「自我」（self）相對，如果說「自我」表示主體，那麼，

「他者」就是自我以外的其他東西。他者，是主體建構自我形象的要素，如果沒有他者

的對比，主體不可能對自我有清晰的認知。《東方學》將東方民族建構為他者，將西方

以外的中東地區視為他者，其中關鍵在民族身份。 
32同註 11，頁 12-13。 



第二章 研究方法 

23 

表面的、意外的、轉瞬間的、或

偶發的(superficial, accidental, 

fleeting, or contingent)—部分。 

(4) 將「認同」理解為社會

或政治行動的產物，而

非基礎。 

強調讓集體行動成為可能之集體

自我理解、團結或「群體性」那

類東西的「過程性」、互動性發

展(processual,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kind of 

collective self-understanding, 

solidarity, or “groupness” that can 
make collective action possible)。 

新社會運動研

究者 

(5) 將「認同」理解為某種

由多重的、相互競爭之

論述所構成的逐漸消

失的產物(the 

evanescent product of 

multiple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 

強調當代「自我」的不穩定性、

多重性、波動性以及破碎性

(unstable, multiple, fluctuating, 
and fragmented nature)。 

傅科

(Foucault)、後

結構主義者、

後現代主義者 

資料來源：許維德整理自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6-8) 

根據許維德的研究，「認同」有強概念和弱概念兩種理解方式，上述表

格是統整過去文獻對於「認同」的定義，以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6-8)

的看法而論，兩位作者認為各學者對於「認同」的看法是異質的，甚至是互

相矛盾的，例如(2)(3)是強調認同基本的相同性，(4)(5)強調認同的不穩定

性，顯然就拒斥了(2)(3)的相同性預設。強概念式的認同強調不同時間點之

間、不同人之間的相同性，強概念式的認同有其固定性，其預設認同是所有

人、所有群體都有的東西，是人們（或群體）可能會有，但卻又不一定知悉

的東西。在西方的傳統思考模式中，有一種會將非物質的現象，例如國族、

文化視為實際上存在的實體，不自覺將文化概念化是強概念的困境。 

許維德提到，「認同」的弱概念強調認同是處於「流動著」的狀態。誠

如 Brubaker and Cooper提及，「弱概念式的認同可能會太弱而無法進行有

用的理論工作。33當他們想盡辦法要清除理論上已經聲名狼籍之硬內涵的語

                                                 
33同註 1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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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時，由於他們堅持認同是多重的、可改變的、流動的，弱概念的理論家留

給我們可無限伸縮（infinitely elastic）、幾乎無法進行任何嚴肅分析工作的

語彙。」許維德認為，在面對定義「認同」時，強概念與弱概念的基本困境

使其想要在基本理論上承認「弱概念」的基本預設，但卻又要在概念層次上

採「強概念」的定義方式，因為，如果要抓住「流動中」的認同，就要讓它

「暫時定著」，才能加以研究與描述。 

本研究在文化認同的取徑上採用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為基礎的定義，何謂「社會建構論」？許維德認為 Crotty

的主張可以說超越各學科「建構論」的觀點，Crotty認為「所有知識，以及

所有像有意義的東西，都是以人類實踐為前提條件偶然發生，是在人類與他

們之世界的互動之中被建構，被發展和傳遞。」「『實在』，不是『被發現

的』，而是『被建構的』。」「『意義詮釋』乃是『實在建構』的核心。」

「意義的獲得乃是透過『互為主體性』的建構。」34理解建構最直覺的方式，

就是不要視既存事物為理所當然；將事物放到產生該事物的脈絡下考慮。本

文看文化認同即採此理論觀點。當文化認同脈絡環境變化之時，認同自然有

變動的可能，建構論對文化認同的啟發主要在於「文化認同」是社會建構的

產物。每個人所擁有的「文化認同」會改變。文化認同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動

態性的「發展過程」。人類不僅活在物質關係中，同時也活在想法和理解中，

而解釋想法理解的世界，或許即可稱之為「文化」，而這「文化」是個十分

重要的族群建構場域，正是通過這個場域，文化認同被其中的很多方式確立

或強化。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觀察特定時間、地點、情境下的文化認同，目的是

希望能夠抓住「流動中」的認同，「在華語教學場域下觀察文化認同在此時

間點的內涵與強度」。正如社會建構論的核心，既然文化認同為某脈絡下之

產物，因此本研究必須「脈絡化」，以將文化認同置入特定脈絡中。其次，

必須將研究時間「停格化」，將時間因素納入考量，把文化認同「暫時定住」，

探討此時間點的文化認同內涵。最後則是「相對化」，由於弱概念的認同有

不穩定性的特色，因此在描繪文化認同時易產生不完整與多重選擇的情形，

                                                 
34同註 11，頁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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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真有筆者所研究的某一文化認同存在，但難保無其他認同也存於其中，

因此，本研究採取許維德所提出之認同概念：「混雜性」，混雜也就是某特

定認同中也揉雜其他認同之可能，例如某人確實有「客家文化認同」，但其

母親為福佬人，所以也同時具備「福佬文化認同」。文化認同的混雜性是本

研究不能排除的選項。 

教師對特殊族裔學生之教師對特殊族裔學生之教師對特殊族裔學生之教師對特殊族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文化認同印象文化認同印象文化認同印象 

何謂「特殊族裔」？在本研究的華語教學場域裡，由於大多數來臺灣學

習中文的學習者皆為所謂的「外國人」，有其自身的母語與文化；相較之下，

華裔學生便成為學生族群裡的「特殊族裔」。在臺華語教師碰到「華裔」學

生時，也會特別提及其華裔身份，特殊族裔在教育現場會觸及何種問題？由

於華語教學是近年興起之熱潮，相關研究還不多，但我們可由其他類似教學

現場了解成因。筆者回顧相關情境文獻，如：臺灣教師遇到原住民學生，少

數族裔自我文化認同等，以此了解教師與學生的族裔文化認同之觀念碰撞。

為何引用原住民學生相關文獻，主要是原住民學生與華裔學生同樣在教學現

場裡的相似之處：「特殊族裔」，不過前面兩者所處情境並非完全相同。在

此也特別提出，原住民學生並不代表華裔學生，原住民學生也不可直接完全

地與華裔學生作連結或對照，但可由原住民等特殊族裔學生的經驗引為借

鏡。 

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文化認同研究裡，Tajfe說明少數族群發現都在底

層，會表現出自我憎恨、自我貶低的情形。Cross提出黑人認同態度的發展

模式，Cross提出了「黑人認同雙因素理論」。35

從這些前人的研究中，可發

現文化認同一直是許多研究者極度關注的議題，根據以上諸多認同理論，筆

者認為文化認同在自我觀念上有兩個面向：一是個人認同，這是以個人觀點

決定認同的面向。二是社會認同，也可以稱為集體認同，這是大多數人所賦

予的認同面向。 

                                                 
35同註 11，頁 24-26。著名心理學家 William E. Cross Jr.在評論各種黑人認同的文獻後，提

出「黑人認同雙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 of Black identity）。Cross認為黑人的認同

包括兩大因素：個人認同和參考團體取向認同。所謂的個人認同，通常想要測量的是所

有人類都具備的變項、特質或動態，是行為中的普遍成分，也是人格建立的基石。 



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對比探究 

 

26 

而在教育學領域裡，瓦歷斯‧尤幹提到了雙文化認同。Sleeter認為美國

公立學校教育在文化認同教育中有所缺失，因此 Sleeter提倡推動多元文化

的師資培育，期盼透過師資來源及師培課程的多元性，改善文化不利兒童的

成就，減輕美國 NCLB（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2001）法案在教育上造成

的負面效應。換言之，Sleeter寄望師資培育機構能夠培養出一批具有多元文

化素養的教師，以緩和不同族群學生因學業差距擴大所可能產生的摩擦與火

花。Sleeter認為種族歧視是疾病，在教學時應當注意民族文化面向、和社區

合作等，希望教師透過訓練，讓美國以白人教師為主的教學場域，培養出具

文化差異知覺的優良教師。這是 Sleeter值得本研究參考與省思之處。36 

莊啟文研究了四個都市排灣族家庭，探討家長教育價值觀對子女教育期

望的影響，發現都市原住民家長是以其傳統教育價值觀，加上教會的教育觀

點教育孩子，但孩子另外還深受來自學校的漢人教育價值觀所影響。37由於

原住民家長對於傳統教育價值觀的堅持，因此原住民小孩品行優良，家族中

更有人在教育上有所成就，成為部落族人稱羨的榜樣。研究者認為唯有堅持

傳統教育價值，透過都市原住民主體性的發揮，原住民家長才能真正以身作

則教導小孩，帶動部落的教育提昇。 

不過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相互碰撞並非一帆風順，莊啟文以排灣族的

傳統價值觀，包含學校教育、基督福音等為研究方向，卻發現部落中的價值

系統角力，傳統泛靈信仰與唯一上帝觀的競爭與衝突、傳統家庭制度與現代

家庭制度的競爭與衝突、傳統部落組織與地方自治組織的衝突，例如排灣族

人所重視的父親節、豐年祭要祭拜排灣祖靈，但是卻因為現代社會文化，尤

其是漢人主流文化的影響，而逐漸不受年輕人重視。莊啟文從此一研究看出

原住民鄉中小學教師的重要角色，由於這些老師的盡心付出，使不知學校教

育價值的原住民家庭，慢慢培養出許多大專生。透過這些基層漢人教師，可

彌補原住民家長對學校教育了解的不足，都市與部落的價值衝突，因而能減

                                                 
36Christine E. Sleeter, “White Preservice Students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oursework.” 

Edited by Joseph M. Larkin & Christine E. Sleeter,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a (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pp.17-29. 
37莊啟文，《都市原住民家長教育價值觀與其對子女教育期望之研究：以四個排灣族家庭

為例》（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9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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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 

這篇研究的作者原是國小教師，在其第一次做原住民家庭的學生訪問經

驗中是不愉快的，但往後透過這份研究，卻又有了不同看法。研究家長的價

值觀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國小教師的定位也因此得到反省與自我檢視。反思

在臺灣的華語教師碰到來自美國的華裔學習者，是否會因為文化認同、國族

認同的差異，而在教學中無形地產生影響教學的偏見呢？此篇研究對教師的

分析，值得筆者在研究時作對比參考。 

張如慧以教育民族誌研究的方式研究原住民教育，她以臺北縣某高職裡

的一個班級為研究對象，這個班級裡的學生全部為山地原住民，這個班級被

稱為藝能班，其原因在於課程內容有原住民歌舞、工藝、紡織、母語，但在

智育等學科的部份，藝能班也是與其他高職普通科的學生一樣，幾乎有一樣

多的上課時數。張如慧提到諸多教育學的理念，在漢人世界裡的同化、融合、

統合（integration），是如何影響少數族群。目前的社會趨向尊重個別主體

性，採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尤其在 1996年臺灣召開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以

後，原住民教育可說逐漸受到重視，反觀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如：美國、加

拿大、紐西蘭的毛利人（占 9%, 臺灣原住民占全人口數不到 2%）的幼稚園

到高中，都設置了所謂的「民族學校」，但是臺灣一直沒有這樣的民族學校

出現，所以這個「藝能班」算是十分特殊的教育現場，也因此研究者選定這

個班級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該研究中以一個大姊姊的身分旁聽，受試者稱她為師大姐，並

與受試者成為親切的朋友，她希望聽到原住民學生真正的聲音，不過當然還

是有研究限制存在，但該研究已找出某些問題癥結，誠屬難得。首先，這些

原住民藝能班裡的學生有阿美族、泰雅族、卑南族、排灣族、太魯閣族等不

同族群，其母語差異頗大，但在母語教學課程裡，學校只能找到一位泰雅語

老師的師資，而在歌舞、編織、工藝課程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原住民的認同

似乎因為母語的逐漸流失而只剩下「血緣」。而在原住民神靈觀、文化遺緒、

土地問題、姓名條例、族語教材等各族狀況皆不同的情形下，一個班級人數

也只有 24人，確實不容易師資與實務兼顧。 

張如慧的研究中，漢人教師與原住民學生的文化碰撞尤其發人深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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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分班的潛在課程，在潛移默化中產生巨大影響，例如，當來賓蒞臨學校等

特殊場合，經常有許多活動需要原住民班級的學生表演舞蹈，而其他普通班

的學生或老師也會覺得原住民是以加分的方式考上高中，不知不覺「原住民

等於落伍」的觀點，就在學校裡的氛圍中，也就是所謂的潛在課程深植人心。

另外，在學校的諸多生活事件，也使原住民對文化認同重新詮釋。比方說，

智育學科皆是漢人教師任教，術科才是原住民教師，致使原住民學生將漢人

教師與智育學科做連結。同時，漢人教師與原民學生的師生關係是友善的，

但也是帶有偏見的族群關係。而原住民的族語學習狀況、男女差異、各族群

自己的認同問題，都在教學裡默默展現，其中，研究者認為教師在少數民族

的教學裡，應該運用「對話式的關係」，我深感贊成，這個對話式的關係是

指傾聽原住民學生的心聲，而不是只以漢人教師自己重視課業的心態來要求

學生，原住民其族群本身具有的概念，也是漢人教師所必須傾聽與了解的。

38 

以上教師與少數族裔研究可引為借鏡，藉以分析華語教師與特殊族裔華

裔學生的師生關係，面臨全球化潮流，多元文化教育愈來愈受重視，在面對

特殊族裔學生時，教育重點不在提供答案，而在意義創造，傾聽弱勢族群如

何看自己，教師更不應把自以為是放在教學中。所謂的華裔班，是否也與山

海中學裡的藝能班一樣，有相似問題存在？其中教師態度，或是學生所學習

到的潛在課程，包括自我認同問題，社會大眾、學校、其他班級對特殊族群

之觀感，值得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特殊族裔學生之文化認同特殊族裔學生之文化認同特殊族裔學生之文化認同特殊族裔學生之文化認同 

本節在一開始即對文化認同相關文獻深入剖析，本小節旨在探討特殊族

裔學生與文化認同之關係。當特殊族裔學生面對父母親原居地的身份及文化

認同，可見其跨國性思維與文化認同關係緊密。Fourn & Glick-Schiller研究

移民美國第二代認同發現，個人、家庭、社團是影響第二代移民認同的重要

因素，其認為當第二代移民越瞭解自己的家族史，越能整合這些經驗至自我

概念中，其結果可能使第二代移民繼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面對他

                                                 
38張如慧，《原住民女學生學校經驗中之潛在課程研究：以山海中學原住民藝能班為例》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1），頁 26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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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移居地。 

本文探討特殊族裔之文化認同，由美國、臺灣兩地的跨國社會空間必然

引出另一主題，即跨國主義對認同的影響：「跨國認同」（transnational 

identity）。特殊族裔的學生經常是因為遷移（migration）的後果，在遷移之

後的新社會裡成為特殊的群體，而遷移經常涉及了城鄉、國家、社會和文化

等邊界的來回跨越，進而使生活有所改變；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已有相當的歷史，西元前三世紀就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早在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前，就曾出現遷移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大

批人口進行跨洋或跨州的遷徙活動。在 1990年代初期，人類學家 Schiller

等人在研究移民時發現，現代移民行為並非「一去不復返」，而是與母國維

持各式聯繫，因此，Schiller等人首次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一詞，描述國際移民在母國和移居國的社會網絡與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領

域的社會場閾。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 Steven Vertovec定義跨國主義是

「將人群跨越國界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和互動關係。」跨國主義一經提出便引

起學術界的關注，並被運用於跨國流動、跨文化融入和適應等現象的研究。

同時其強調新的通訊與交通運輸技術、全球化浪潮是跨國主義發生的重要社

會背景，並指出跨國主義對人類生活方式之改變具重大意義。39 

美籍華裔此特殊族裔的學生，結合美國、臺灣兩地的跨國網路、社會活

動及生活型態，在原居地與移居地之間遷移活動，在先進的通訊管道與交通

系統下，作為移民獨有的社會資本使其參與兩國的社會活動。Wolf 研究移

                                                 
39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Green Basch, Cristina Szanton Blanc,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Y: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pp.1-24. 

自從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Green Basch, Cristina Szanton Blanc等學者在 1992年提出

「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一詞之後，許多學者便相繼以此觀點探討移民議題。在

《鬆綁的國家：跨國的方案，後殖民的困境與去領域化的民族國家》(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這本

書中，Nina Glick Schiller等將跨國主義定義為「移民聯結他們的血統和母國，與移民國

融合，維持多元組成的社會關係的過程。」其中包括跨國的環結、聯繫、網絡、行動、

生活模式以及意識形態。民族文化認同建構以及政治聯繫就是兩種這個所謂的「過程」。

不只是第一代移民，移民新的第二世代，也投入到跨國聯繫，ABC 是其中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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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美國的菲律賓裔指出，自我認同與個人經驗有關，也與家長對第二代移民

提到的家鄉論述所形成的想像有關。徐榮崇指出，在認同上對於「家」的意

義複雜且多面向，移民者有多重認同的機會，可能影響他們對移居國的國家

認同及公民義務。40廖珮君研究澳洲回流台灣年輕移民的認同，發現分為三

種狀況：認為自己是臺灣人、澳洲臺灣人、澳洲人的分別。41 

在這個過程中，隨著移民在美國、臺灣若干個社會的共時嵌入，新的文

化認同開始逐漸脫離地域限制與族群制約，文化認同因此可能產生一元、二

元甚至是多元現況，文化認同因此去地域化，可見特殊族裔學生的文化認同

是一個混雜與充滿內部張力的概念，它由各式歸屬碎片組成，隨時間、空間

改變，文化認同不像過去是土地與人類一對一的關係，但也並非完全脫離母

文化，個人認同可以是加法的選擇，新、舊認同可以同時並存。Deborah 

Madsen指出，近年來華裔離散文學裡的文化認同，已由過去「非彼非此」

漸轉為「既此又彼」。42文化認同在原先「家、國」的單一關係到「本土、

全球」的互動關係。文化認同不再有地理、民族和血緣的束縛。形成「既此

又彼」的散居身份。 

若檢視各民主國家的憲法，我們不難發現，人民有遷徙的自由是一個普

遍原則，移民可分為「移居進入一個國家」與「移出一個國家」兩個層次。

美籍華裔可說是身分轉換的移民，國際移民作為一種歷史產物和社會現象，

與全球形勢、各國社會發展狀況等有著緊密的聯繫。當今國際人口遷徙數量

增長是全球化的直接產物，國際移民對接受國和原籍國的社會生活會產生重

要影響。43特殊族裔的學生即為大環境下國際移民的縮影，其就學居住環境

的更替，因而產生習俗、語言、心態和文化認同的轉化，加拿大學者郭世寶

即提到「雙重離散族群」（double diaspora）現象，他指出：這些來往於東

                                                 
40徐榮崇、徐瑞霙，〈從跨國主義談臺灣外籍新娘及第二代的鄉土認同—以蘆洲市某國小

為例〉，《課程與教學季刊》十月號，2007。頁 43-63。 
41廖珮君，《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臺北：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07-114。 
42參照 Deborah Madsen，〈雙重否定的修辭格―加拿大華裔離散文學〉，《南開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Vol.2009 No.5（2009），頁 29-34。 
43陳懷東，《海外華人經濟概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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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華人有顯著的「雙重性」特徵，他們既是加拿大人，又是中國人；既

是離散者又是回歸者；過去故土而今成為輸入國，以前的輸入國現今變成曾

經的故土，其雙重離散身份，已超越傳統認同定義。44當雙重離散華人結束

離散狀態返鄉，他們又必然成為離散的加拿大人。當其繼續移至其他國家，

持續遷移的跨國旅程使離散華裔的身份重回他們身上，雙重離散因此成為移

動中的恒久特徵，此為跨國認同的特質。 

本研究設定的研究對象，即為來自美國的特殊族裔：華裔。由於設定的

研究場域是在臺華語語言中心，因此「華語學習」與「文化認同」存在必定

關係。首先，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我們可由薩披爾（Edward Sapir）和沃

爾夫（Benjamin Lee Whorf）所提出的薩披爾‧沃爾夫假說（the Sapir-Whorfian 

Hypothesis）、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來瞭解語言與文化的密切

關係。此假說是一個關於人類語言的假說，薩披爾認為人類所認知的世界有

一大部分是建立在慣用語言上，因為人類所見所聞大部分透過語言解讀。他

們認為語言系統反映語言如何體現人類的生活經驗，語言將我們的經驗進行

分類、排序，反映各事物相對於我們的重要性。而「文化」與人類的生活經

驗非常密切，「語言」可體現在「文化」的表層結構，包括食、衣、住、行、

育、樂等生活方式，也體現在社會制度、信仰、風俗習慣、價值觀及宇宙觀

等文化深層結構。45 

接著是「語言」與「文化認同」的關係。學者 Sui & Lu研究十位青少

年華裔與十位成人華裔，發現雙語與雙文化發展成正面影響性十分顯著。

Sui & Lu從受試者研究中發現文化認同發展過程的可能路徑，雙語對社會教

育環境有正面影響，移民父母及學校老師也扮演重要角色，一個健康的雙重

文化認同可使其對母國語言文化喜愛程度與日俱增。由於第二代美籍華裔成

長之文化背景皆在美國，但在家中說傳承語言即表示保持了一種種族身分。

                                                 
44參見丁月牙，〈論跨國主義及其理論貢獻〉，《民族研究》（第三期，2012）。Shibao Guo 

(Ed.),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emerg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Global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6-21. 
45薩披爾（Edward Sapir）著，陸卓元譯，《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7，

頁 9。本書原著出版於 1921年，書名為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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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即使華人孩子想說中文，但是他們自然脫口說出的仍多為英文，這

是學校與社群、社會結構影響所致：「與眾不同並不被接受。」有些華裔美

籍的孩子因此變得只在家說中文而不願在其他地方使用中文交談。另外，說

族語表示能夠認同覺察自己的族群文化身分。除了族語之外，文化空間也佔

重要角色，文化空間會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對華裔美籍學生來說，文化空

間包含家庭、中國城以及中國學校，在其文化認同發展過程，可發現有五個

心理時期，分別是依順、不一致、抵抗與陷入、反思、綜合體認。46 

另外，文化認同與文化流利性（cultural fluency）具備一定的關連，龍

劍虹曾就文化流利性與文化認同作一研究，他的研究是一項探索性的研究，

旨在探討中文、英文雙語者的文化流利性程度。47他假設第二語言文化學習

會改變學習者的文化認同傾向。48對母語文化和第二語言文化的態度決定了

雙語者的文化流利性，且文化流利性與文化認同有密切關係。龍劍虹認為存

在四種典型的文化認同傾向，他的分類分別是單一母語文化傾向、異文化傾

向、雙文化傾向以及文化邊緣化，他採取問卷與訪談的方式，對十七名背景

各不相同的雙語者進行實驗，結果顯示二語文化使雙語者很難重新融入母語

文化，雙語者對待母語文化及目的語文化的態度，決定其文化認同的傾向，

反映出其文化流利性的程度，雙語者返鄉時的文化衝擊使得文化認同變化最

大。而文化流利性程度的高低，確實與文化認同的變化具正向關係，文化認

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文化流利性。龍劍虹並提出第二語言學習者應

該確實掌握跨文化交際能力，並將文化認同、文化流利性和文化邊緣化的概

念引進二語文化教學中，以幫助學習者培養語言學習中的自我意識，達到最

佳學習的狀態。 

                                                 
46Xiaowei Shi, Xing Lu,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8, 2007, pp.313-330. 
47龍劍虹，《文化流利性：漢英雙語者二語文化浸泡後效調查》（湖南：湖南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2008）。 
48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簡稱「二語」，是指人們學習第二語言的

過程，第二語言習得同時亦指研究此過程之學科。第二語言是指除了母語之外，另外學

習的第二種語言，也可以包含第三、第四及之後學習的外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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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研究觀察，目前在華裔學生的華語教學層面，舉凡華裔子弟現

有教材分析、教學法、教學工具等，前人已有許多耕耘，例如：黃富玉的文

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臺學習者為例。49王如音的不同

程度華裔學生之閱讀策略研究。50孫懿芬的華語讀寫課程設計與實踐--針對

歐美華裔學生之行動研究。51張育誠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學習影響因素之研

究。52孟慶明的在美國非華語環境下中文教學策略之行動研究。53袁寧均的

數位教材融入華語文課程教學之研究—以華裔青少年夏令營為例。54但是相

較之下，對於在臺灣本地的華語教師卻少有著墨，尤其是在華語教師碰到少

數族裔的文化認同議題上，現有相關文獻確實有不足之處。身在臺灣的華語

教師遇到特殊族裔的學生，尤其是數量極多的華裔機會非常高，尤其寒暑假

各語言中心的華裔班學生人數增加，臺灣的華語教學界也許是忽視了華語教

師在臺灣的「文化衝擊」，在華語教學現場裡，華語教師有多少文化認同的

理解與認知？在與特殊族裔身分與文化的互動如何？少有人關注。因此，本

研究開此一先河，探索在臺美籍華裔學習者與華語教師之文化認同印象。 

                                                 
49黃富玉，《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例》（臺北：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50王如音，《不同程度華裔學生之閱讀策略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7）。 
51孫懿芬，《華語讀寫課程設計與實踐--針對歐美華裔學生之行動研究》（臺北：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52張育誠，《海外華裔青年語文學習影響因素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53孟慶明，《在美國非華語環境下中文教學策略之行動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54袁寧均，《數位教材融入華語文課程教學之研究—以華裔青少年夏令營為例》（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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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點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點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點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點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華語教師之背景華語教師之背景華語教師之背景華語教師之背景 

華語教師產生自近代中國與各式文化的接觸與往返，由於語言、文化、

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溝通需求，因此衍生出此語言教師角色。而在臺灣本地

的華語教師，由於在過去歷史上曾有荷蘭統治、明鄭時期、清領時代、日治

時期以及民國，這些多元文化增添了臺灣語言的變異性，相對也使現今在臺

灣的華語教師具有地域特色，且今日在臺灣的華語生態可謂生機勃勃。本節

分為兩部分，首先，介紹華語教師在歷史沿革下角色形塑之過程，接著，介

紹本研究在臺華語教師個案之主要背景。 

    一一一一、、、、華語教師之歷史沿革華語教師之歷史沿革華語教師之歷史沿革華語教師之歷史沿革 

「華語教師」此一角色由西方傳教士開啟序幕，其以傳教熱忱而學習中

文，此為華語教師之雛形。華語教學之始，可追溯至明朝萬曆年間，抵達中

國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他創立第一套學習中文的

拉丁字母，編寫第一本中文教材《大西字母》或稱《西字奇蹟》。後來，還

有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金尼閣是第一個把五

經翻譯成拉丁文的人，1626年他在杭州將翻譯成拉丁文的五經付梓，定名

《Pentabiblion Sinense》，同年，金尼閣也出版第一部運用音素字母對漢字

標音的字典《西儒耳目資》。之後還有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威妥瑪創造了一套用於拼寫中文的羅馬拼音系統，即威妥瑪

拼音。還有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高本漢

是第一位使用歷史語言學的歐洲治學方式研究中文的學者，其著作有《中國

音韻學研究》。55還有跨海到廣州、澳門的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將《聖經》譯成中文，又編著《華英字典》、

                                                 
55《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是高本漢構擬中古音的代表作，

陸續發表於 1915-1926年間，中譯本由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共同翻譯，在翻譯中三位

學者增訂注釋，該書影響極大，標示中國現代音韻學史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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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文法入門》（又名《中文法程》）。56由於清朝禁止洋人印書或設立

傳教機關，馬禮遜秘密學習中文，以了解中國文化，向中國人傳播福音，1818

年馬禮遜在馬來半島南部的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這是華人的第一所洋學

堂，他又先後在澳門開班教東印度公司職員中國語文，在倫敦設立語言傳習

所（The Language Institution）招生教導中國語文。另外還有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於 19世紀後期到臺灣南部傳教及行醫，是

英國長老教會第一位駐臺灣宣教師。他創立臺灣首座西式醫院「新樓醫院」。

還有加拿大籍醫師與長老教會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也是於 19世紀後期至臺灣傳教與行醫，創建「偕醫館」（馬

偕紀念醫院前身）、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名為「理學堂大書院」，

今真理大學）。57在 19世紀的臺灣，華語教學與基督教或天主教關係緊密，

這些西方傳教士因為醫療與奉獻精神，來到東方拓展傳教使命，而宣傳教義

首要解決語言問題，因此他們致力於當地語言學習，不僅要懂清朝官話，還

要學習臺灣的閩南話或原住民話，此時華語教學處境一片混沌，但也可見華

語教師雛形初現。58另外，清朝末年洋務派官員馬建忠（1845-1900），是第

一位撰寫中文語法系統的中國人，馬建忠是外交官，也是語言學家，他在

1876年（光緒二年）被李鴻章派往法國學習國際法。其所著《馬氏文通》

（原名《文通》，1898年出版）是中國語法學的開端，馬建忠參照拉丁語

法系統與中文虛字用法，經過長期整理、搜集而創建中文語法系統。 

臺灣日治時期結束後，「華語教師」的角色從政府遷臺的國家政策推行

                                                 
56《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英華文法入門》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等編寫過程可

參見馬禮遜夫人著，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57馬偕在臺灣傳教的日記經麥唐納編為《From Far Formosa》一書出版，此書 2007年重新

翻譯為《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2012年是馬偕抵臺 140周年，七十多萬字

的《馬偕日記 1871-1901》分三冊出版，真理大學於是年六月舉辦「馬偕學術研討會」。 
58參見楊斐棋，《華語教師角色定位與專業化歷程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20-21。根據楊斐棋的說法，例如馬偕學習中文的方式是跟

隨身邊的僕人與接觸鄉下牧童，字句聽取語音紀錄學習，從《英華字典》學習中文，耗

時費力，可謂土法煉鋼式的華語教師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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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富有文化傳遞使命的華語教師角色。59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政

府為了推行國語而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當時臺灣掀起一股學習

國語的熱潮。臺灣當時在國際方面，也有傳教士設立華語文教學相關機構，

如：1956年美籍安篤思牧師（Rev. Egbert W. Andrews）及臺籍何景賢先生

（Dr. Marvin Ho）創立基督教語言學院（1962年後更名台北語文學院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今中華語文研習所），除了培訓臺灣外籍傳教士中文之

外，也培訓各國駐華外交人員、工商團體、傳媒、宗教、各大學來華學生。

另外，早在 1955年，附屬於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的華語學校就在臺中成立，後播遷至臺北陽明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首任校

長劉真 1956年成立國語教學中心，培養外籍人士中文能力，目前師大也以

主辦國家級華語教學機構聞名；還有 1963年設立於臺灣大學內的華語教學

機構：史丹佛中心（Stanford Center,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Taipei），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至現今臺灣各大學華語中心林

立。60華語教師的角色從政府遷臺的國家政策推行角色，到在美國政府設置

華語機構的華語教師角色，至富有文化使命的華語教師角色。 

誠如前言所提及的華語熱潮，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世界

各地華語教師需求急遽增加。中國大陸於世界各地設立華語機構：孔子學

院，截至 2012年 1月，全球已有 358所孔子學院，另有 500個孔子課堂，

分佈在 105個國家和地區。61另外，美國紐約時報 2010年曾報導，全美有

1,600多所大學及中學開設華語課程；在法國中文是成長發展最快的語言；

印度與越南學習華語人口倍增；南非與中南美洲也因華人移民經商日增而興

起華語學習熱；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南洋華人一直有興辦中文學校的傳統。據

                                                 
59中國清朝在甲午戰爭戰敗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1895年起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從此

臺灣進入日治時期。而在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1945年起，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管理。 
60參見李惠敏，《國族主義影響下的語言政策及華語教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121-129。根據李惠敏的研究，史丹佛中心與美國在二

戰後興起的區域語言關係密切。 
61在中國大陸成立孔子學院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之「臺灣書院」也著手設立，臺灣書院目

前有紐約、休士頓、洛杉磯三處。臺灣書院源起於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的文化政策，目

的在於促進臺灣與國際社會的文化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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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學習中文人數已超過 2,500萬人，已有 85個國家

的 2,300多所大學有中文課程。 

近年來，華語教師的角色已逐步走向海外，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自 1985

年開始實施「中文教師輸出計畫」，2011年修訂為「教育部選送華語教學

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各大學華語中心徵聘教師時，在學歷上也有大

專或研究所與認證證書的限制。62華語教師從過去歷史裡土法煉鋼的探尋，

歷經國際局勢迥變的中華文化傳承使命，至今逐漸朝制度化邁進，開始有了

健全的專業華語教師規範與機制。 

    二二二二、、、、本研究教師個案之背景本研究教師個案之背景本研究教師個案之背景本研究教師個案之背景 

本研究所關注的華語教師僅限於在臺灣的教師。首先，本節詳細介紹華

語教師之背景。研究對象主要有十三位，分別以個案 T1~T13分示之。並且

詳列其性別、年齡、最高學歷、專業背景、工作年資。 

首先是華語教師的性別比例，男：女是 1:12。如圖所示。 

 
圖 三-1 研究對象性別比例（教師） 

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指人類可分成兩種明確和互補的男性和女性，

各個性別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性別角色，因此，我們也把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

                                                 
62自 2006年起，中華民國政府開辦「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考試通過者

頒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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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統計。 

接著列出華語教師的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在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的理論當中，具備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所謂的社會階層化是

指一個社會中的人，按照某些標準，如財富、權力、職業或聲望，被區分為

各種不同等級。社會階層化是一個劃分等級的方法，而被劃分為不同等級的

一群人，則稱為社會階層（social stratum）。因為教育也深深影響社會階層，

因此本研究也關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在研究對象中，具備學士資格者兩

位，碩士資格者十一位。如下圖所示。 

 
圖 三-2 研究對象學歷（教師） 

留學與旅行的經驗大相逕庭，因為在留學階段，從食衣住行到民情風

俗，經常使海外留學者產生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如此的衝擊通常需

要一段時間適應，而海外歸國學人回臺服務後，又有許多人出現了「二度文

化衝擊」（second culture shock），因為海外經驗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也

將具有海外留學經驗者做個紀錄。受訪者在國外具備海外留學經驗者有六

位，無海外留學經驗者則有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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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研究對象海外留學經驗（教師） 

人類在社會生活當中，會產生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以確定自己在社

會生活裡的身份，比方說，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黨的黨員、某一階級的成員

等，這種現象就是政治認同。為何要對質性研究的對象做這方面的調查？目

的就在於了解其政治傾向是否對文化認同觀點產生影響。在本研究受訪者政

治傾向的統計上，政黨喜好偏向國民黨者有十位，民進黨者有三位。 

 
圖 三-4 研究對象政治傾向（教師） 

教師年齡的統計上，三十九歲以下有七位，四十至四十九歲者有三位，

五十歲以上也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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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5 研究對象年齡分布（教師） 

在筆者與華語教師訪談時，提及為何想當華語教師之因，發現此與華語

教師原先在大學就讀的科系有高度的相關性，受訪的華語教師大多為歷史、

中文與各類外語相關科系。有的受訪者是為了有機會出國任教而邁向華語教

師的道路，有的受訪者則是因緣際會有了教授外國人華語的經驗而一腳踏入

華語教學領域，有的受訪者則是在海外留學時開始教授華語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華裔學習者之文化華裔學習者之文化華裔學習者之文化華裔學習者之文化認同認同認同認同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本節以在臺華語教師的訪談以及從旁觀察，研究在臺華語教師對於華裔

學習者的文化認同觀點，這裡指的觀點是在臺華語教師的看法，並藉不同角

度剖析，探討教師觀點對華裔學習者之影響。在本節中，筆者以十三位華語

教師的訪談為主，從旁觀察語言與行為，標示代號為個案 T1~T13。在質性

訪談內容中，本文為每一個個案基本特徵與表述下一個簡單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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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對對對對華裔的華裔的華裔的華裔的成成成成見見見見 163 

一位二十餘歲個案 T4談到了自己的個人經驗： 

我曾經去請教一位資深教師，請問其認為值得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他先客氣

地說，語法…等等值得研究，但後來卻突然說，僑民教育是不應該存在的，關

於研究華裔，根本是不需要的，因為華語教育的重點還是在白人學生的身上，

因為這些白人學生未來都會是各領域的佼佼者，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著重的方

向。（個案 T4） 

在研究的光譜中，重要與不重要的臨界點每人定義不同，從以上訪談，

不難看出似有些成見深藏其中，時值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現代人多認為我們

身處進步的社會，但在生活中我們也可發現成見無所不在，美國教育學者

Sleeter認為種族歧視是疾病，所以對偏見的自省於察覺也就更形重要了。而

當華語教師心底有崇洋媚外的心態，或說對於現今世界上較具資源的白人社

會有著靠攏的心態時，將會對在臺學習中文的少數華人族裔產生何種影響，

值得我們深思。黃庭康曾說，由於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變人的觀念，所

以當國家需要改造被統治者的觀念時，教育的發展也最為活躍。64那麼當在

臺灣的華語教師認為應當為美國白人學生服務的同時，其背後也隱藏了臺灣

社會文化裡的大眾觀點，美國學者 Sleeter也認為應培育具有多元文化素養

的教師緩和不同族群學生之摩擦，我們何不打破忌諱與避談的迷思，修正態

度並公平對待華語課室裡不同族裔的學生。 

二二二二、、、、對華裔的對華裔的對華裔的對華裔的成成成成見見見見 2 

                                                 
63同註 11，頁 370-383。張紅玲，《跨文化外語教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頁 28。「成見」就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若是負面說法即成為「偏見」。「偏

見」也與文化認同息息相關，我們可參考「臺美人文化認同」的例子，1970 年代「臺美

人」經歷所謂「認知解放」的過程（許維德，2013）。因為其有「不公平感覺」，這個

不公平感覺就是來自於美國主流社會的「偏見」。1970 年代由於美國國內氛圍與後民權

運動時期，「多元文化主義」成為處理「人群分類相關議題」的最高判準，正是這樣的

機會促使臺美人對於「身為少數族裔卻沒有被平等對待」產生相當程度的不公平感，在

見證 1960年代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看法後醞釀出「臺美人文化認同」。 
64參見黃庭康，《比較霸權》（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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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筆者個人的觀察。有一回與個案 T3聊天，這位教師認為自己是很

直觀的，他認為所有華裔學生本都是「中國人」，在言談舉止中，舉凡課堂、

校外教學活動，他皆把華裔學生歸類在「中國人」的範疇，但某些時候，華

裔學生會因此而反彈，例如言談間華裔歸類為「我們」，而其他則是「外國

人」，有時導致某些華裔學生很生氣地反彈，表示自己是美國人而非中國人。

這讓個案 T3發現自己對於學生的文化認同觀念與學生自己的大相逕庭。 

個案 T2說了一個小故事，他有個美籍學生是馬來西亞女性華裔，有一

天個案 T2問這位學生：「妳男朋友是外國人嗎？」沒想到這位學生非常生

氣，因為個案 T2沒把這位學生當作外國人。個案 T2說，在與華裔學生相

處中，語言與文化是自己覺得最難把握的部分。 

從上面例子可發現，教師本身看法影響華裔與之應對的態度。其所受的

文化刺激、產生的作用力，對教師與學生來說，都是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當課堂上出現衝突，教師應當如何應對？筆者以為，若是能夠提

升華語教師在跨語言與跨文化方面的素養，在教育訓練裡增加華語教師在美

國、臺灣文化食衣住行各生活層面的深層認識，甚至教育單位能鼓勵並贊助

教師出國短期進修，將更能促使教師展現更高的文化深度。 

三三三三、、、、華語華語華語華語課室裡的文化涵化課室裡的文化涵化課室裡的文化涵化課室裡的文化涵化 

接下來是一位非常細心改學生作文的個案 T3。他提到，有一位學生（個

案 S8）常與他談論作文句子，因為這位學生經常分不清英文與中文的邏輯。

這位學生是華裔，在家裡也會講中文，因此當教師無法詳加解釋的時候，教

師會告訴學生這是「語感」，於是學生會強調自己在家裡也說中文，雖然是

美國人所謂的「廚房裡的中文」（kitchen Chinese），但是也有「語感」，

最後這位教師總是不能說服學生，於是，讓這位教師感到挫折，這位教師因

為這個經驗，在言談中也進一步思索自己的文化與學生的文化，是否在溝通

上造成阻礙，此教師也極力思索促進溝通的良方。這就如同葛伯納（Gerb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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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文化涵化理論。65在這位負責的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之間，我們可以

看到美、臺華人文化彼此碰撞與涵化進行，在華語教學間，教師與學生各自

的文化、思想，在小小的教室裡交互碰撞，從各自的堅持裡逐漸認識對方的

文化與價值觀，這是「文化接觸」；學生（個案 S8）在文化涵化運行中，

其以為自己對中文的感覺是最正確的，在此事件中產生了「文化抗拒」。而

此教師的自我思索正是自願接受的「順涵化」。在華語課室即可見微小的文

化事件與涵化影響。在這位盡責華語教師的談話當中，我們可看出兩個文化

的交互作用，華語教師常在類似事件中重新認識學生，甚至設計新的教學方

法，充實專業知識，再度認識華語教學、華人文化與華裔學習者的關係。 

四四四四、、、、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的文化認同衝擊的文化認同衝擊的文化認同衝擊的文化認同衝擊 

個案 T4較為年輕，其遇到兩個有深度文化認同疑問的學生，同時讓這

位年輕教師深感疑惑，同時也陷入追尋答案的深淵，究竟應該給學生什麼樣

的答案呢？當學生在追尋，問著自己，我是臺灣人嗎？我是美國人嗎？尤其

當華語教師本身也較年輕，教師應該如何應對學生的人生課題？在華語教學

的場域中，語言老師的專業畢竟只是教授語言，而非文化老師，若是學習者

對於文化認同有深度疑惑的時候，語言教師是否僅只是謹守專業即可？上面

這位年輕的個案 T4於是請教了資深教師，當遇著這樣的問題時，應該怎麼

辦？資深的個案 T5認為，其實這是學生個人的人生問題，這個問題得留給

學生自己去找答案。 

五五五五、、、、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與與與與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65同註 3，頁 82，頁 125-126，頁 150。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一詞最早由美國

鮑威爾（P. W. Powell）於 1880年提出，其研究為西方文明對印地安土著文化的影響。涵

化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瞭解異文化間接觸與影響的狀況，認識不同文化群體深入接觸時所

發生的變化，涵化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觸、影響、發生變遷的過程。它是

一種橫向的文化變遷過程。文化涵化的前提是「文化接觸」，通常在文化接觸後，經過

一段時間的相互影響，可使文化接觸的雙方都發生一定的變化。其結果有：一、接受，

包括自願接受的「順涵化」（positive acculturation），和被迫接受的「逆涵化」（negative 

acculturation）及對抗涵化，也包括單方面與雙方面的互動。二、適應，包括單方適應（文

化同化）和雙方適應（文化融合）。三、文化抗拒，包括單方面的文化抗拒和雙方面的

文化抗拒，這意味著文化涵化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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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T8提到，在指導華裔學生演講時，談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國旗、國父，有時使學習者產生矛盾感，或主觀情感糾結。筆者問到，

那麼教師本身介不介意這些矛盾衝突？個案 T8並不在乎，個案 T8認為，

從美國學生身上，他看到支持民主黨者也有共和黨的好朋友，他認為學生想

怎麼說，就怎麼說。思想上的問題並不屬華語教師管轄範圍，有人認同臺灣，

有人則有其他想法，都必須尊重。雖說個案 T8在筆者提到文化認同議題時，

其提出的例子偏向政治認同，我們可發現華語教師在面對華裔學生文化認同

時，在臺灣此大環境下教師也深受影響。 

另外，個案 T3的父親是外省人，他強調自己與父親一樣是忠貞國民黨

員，對中國有強烈歸屬感。66在說明自己背景的同時，個案 T3提到自己的

華裔學生，一位女學生說自己是在美國長大的臺灣人，她十分關心臺灣，雖

身處美國，但一直以綠色臺灣人自居，來臺北以後，很喜歡去中正紀念堂，

也很喜歡鄭弘儀，這位女學生的政治態度非常鮮明，也反映出內心文化認同

傾向，但是，她也提到，無論在哪個國度，一直都有漂浮之感，在臺灣，她

                                                 
66Ellen D. Wu,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 Aboard the ‘Love Boat’: Th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Language Training and Study Tou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2005, pp.52-53. 

孫逸仙曾說：「華僑為革命之母。」國民黨從 1911年建國開始，即認為「華人」立足於

族裔和文化上，且認為所有海外華人都屬於中華民國。華裔美國學者 Ling-chi Wang（王

靈智）描述國民黨華僑政策是境外殖民或「領地之外的統治」（extraterritorial 

domination）。王靈智認為「保留中華文化的認同，而非僅僅是政治與經濟的忠誠，是國

民黨在南京政府時期（1911-1949）以及在臺灣政府時期的首要任務。」這種對國家的忠

誠，主導國民黨對海外華人，包括華裔美國人的意識形態、理論與政策。在 1990年代，

臺灣的僑務委員會（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持續贊助類似的一些活動。「在

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偽裝下，實際目的是在加強海外華人對臺灣國民黨的忠誠」，David 

Yen-ho Wu（吳燕和）如是說。這樣的擴展活動也包括了海外華人的後代，教室也成為宣

揚孫中山三民主義與對政黨國家的忠誠與認同，國民黨也提供獎學金給海外華人回來進

修，以及提供中文教材給海外華人的孩子，這些活動有童子軍、暑期語言教導課程，以

及在臺灣舉辦青年大會（Wu, Yen-ho，2005）。中華民國政府的這些政策也影響在臺華語

教師對華裔學生的看法，當本地華語教師接觸暑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與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OCAC，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R.O.C. （Taiwan） ）所舉

辦之「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在潛移默化中自然對本地政府政策產生認同，也對

自身觀點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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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與語言老師探討人的存在、地球居民等問題，當她了解臺灣也有外省、

本省、統一、獨立問題後，心底較為踏實，原來世界上不僅只自己有類似疑

問，這位華裔女性在來臺灣學習中文之外，探索血緣、文化、語言的關係，

注意、同情住在這塊土地的臺灣人，開始具備更大包容度，也使其有諸多成

長。而個案 T3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提出，他認為這位女學生讓他看到一個

外國人怎麼看臺灣，雖說在這位女學生眼裡，臺灣十足理想化，但同時也讓

個案 T3看到美國人浪漫主義的心態。 

個案 T3說，當然也有華裔學生因父母政治傾向偏藍，因此對中國大陸，

甚至所謂的大陸人又有了與以上女同學不同見解，這讓個案 T3十分驚訝，

對於成長在美國的華裔子弟來說，由於家庭背景影響，竟也上演如同臺灣本

地常見的黨派戲碼。訪談中，個案 T3認為，性別、家長身教、成長環境與

氣氛皆為影響華裔學習者文化身分認同的重要因素。67當個案 T8提到華裔

學生的文化認同，他首先談到學生的家庭背景、政治傾向。有祖籍來自南京

的華裔學生，還有幾位蠻「臺」的華裔學生，這幾位蠻「臺」的華裔學生由

於家裡的政黨色彩偏綠，會直接告訴老師不想改「ㄙ」這個臺灣國語的口音。
68雖然讓老師感到困擾，擔心學生因為發音不標準而在外與人產生誤解，但

也從學生口音的選擇中看出其思想。雖然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截然不同，但

這些在臺華裔極度關注臺灣政局與社會文化，強調自己具備的臺灣文化血統

與大陸文化並不一樣，其內心對於文化認同的臺灣想像也十足劇烈，從臺灣

流行文化的認同，到臺灣口音、正體文字的堅持、對臺灣本土文化的推崇等

不一而足。由此可見，文化認同傾向臺灣的華裔學生，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

認同也有相關影響。 

六六六六、、、、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 1 

個案 T9認為華裔學生大多想符合華人父母的期待，這與來自美國的主

                                                 
67在這幾位華裔學習者的敘述中，其「國家」指的是「臺灣」。臺灣在歷史上國家政權曾

經歷多次遞嬗，最近一次是日治時期結束，1945 年臺灣納入中華民國領土。中華民國政

府於 1949年因國共內戰失利播遷至臺北，臺灣從此成為中華民國的主要國土，因而「臺

灣」一詞成為中華民國目前在國際上的主要代稱。 
68「ㄙ」的漢語拼音為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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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白人學習者不同，甚至她的華裔學生有許多都認為大學生就應該奉養父

母、與父母同住，這樣的想法與主流美國社會思想背道而馳。但同時矛盾的

是，華裔學生也多半認為父母管得太多、意見太多。華裔從小到大的成長歷

程常常充滿競爭與獎賞，許多美國人也都覺得華人很會彈鋼琴、數學很好。

這與「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這個理論的研究不謀而合。所謂的「玻

璃天花板」是指在團體中，限制某些人口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晉升

的障礙，正如玻璃一樣，這個障礙雖然不是明文規定，卻真實存在。而也正

如李其榮提出模範少數族裔理論（model minority thesis）是一種變相的種族

歧視，李其榮認為美國人流行所謂華人是「模範少數族裔」掩蓋了華裔當中

的諸多問題，因為這個理論沒有看到亞裔美國人要比美國白人付出更多的努

力才能取得今日成就，也忽視了華人或其他亞裔美國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

遇，還忽視了與亞裔成功經驗相矛盾的事實。李其榮認為，這個理論不僅不

能正確反映亞裔美國人面對的現實，甚至還阻礙其社會經濟發展。69在臺學

習華語的華裔，在追尋傳承語言之外，同時也必定接觸華人文化涵養，因為

語言與文化的密不可分，正如前面文獻探討裡提及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語言」體現「文化」的表層結構，反過來說，「文化」是「語

言」的深層結構，學習語言時必定得明瞭語言背後的文化意涵。回到個案

T9的觀點，華裔學生會希望順從父母的期望，正因中文背後的儒家思想、

孝順文化等影響所致，華語教師若能從旁協助學生認識文化深層結構，將更

有助於促進學生思考如何突破當前美國社會現實。 

七七七七、、、、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 2 

從個案 T6的訪談可看到華裔不同的生活層面。個案 T6認為華裔的文

化認同傾向顯而易見，由於族裔因素，無論在美國社會，或在臺灣語言中心，

相同族裔與文化者較易群聚在一起，個案 T6特別提及華裔內心衝突，華人

父母經常希望子女了解中國文化，但是華裔子女有自己的意見，有的時候子

女便覺得跟父親、母親無法溝通而喪失親子彼此了解的機會，這是在臺華語

教師經常碰到華裔學生抱怨的部分，在臺華語老師除了語言教學之外，經常

                                                 
69李其榮，〈華人新移民與後工業美國社會—兼論「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世界民族》

第 3期（2001），頁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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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另一個角度審視華裔的孩子，筆者側面觀察，許多華語教師談到華裔，

也會同時提到華人家庭、華人飲食或社會觀念，族裔的不同確實在教學上使

教師對學生有不同的文化觀感。 

以下節錄個案 T6訪談紀錄。 

研究者：老師您好，我的這個研究是要探討文化認同議題，想請問您對於華裔

學生的感覺。 

個案 T6：華裔的文化認同嗎？在學校裡，下課時間，華裔平常還是會跟華裔

聚在一起，他們會一起吃飯、一起讀書，他們的生活圈也都是華人朋友。很明

顯呀！ 

研究者：您覺得華裔學生跟其他學生比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個案 T6：從上課中的對話可以發現華裔「外黃內白」，外表是中國人，不過

在思想上還是屬於美國式的思想。我覺得華裔學生的內心衝突可以提一下，他

們的爸媽常常希望孩子了解中國文化，但是有的學生家長只會講中國話，或是

英文不太好，小孩子因為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語言變成兩代之間溝通的障

礙，喪失了親子彼此了解的機會，因為這樣有些親子衝突蠻常見的。 

研究者：在與華裔學生的互動中，有沒有讓老師您印象深刻的事？ 

個案 T6：很多人對 ABC的刻板印象就是去夜店喝酒，其實不然。許多華裔在

中文課的作業裡寫自己對臺灣的觀察體驗，他們對於臺灣這塊土地的觀察有的

時候比我們更深刻，甚至有的時候我問他同樣情況的美國情形是怎麼樣？還會

有人會故意說「我對美國不熟」。（個案 T6） 

八八八八、、、、老師本人認為的老師本人認為的老師本人認為的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學生華裔學生華裔學生華裔學生與白人學生之差異與白人學生之差異與白人學生之差異與白人學生之差異 

提到中文的學習，個案 T2提到美國白人學生與華裔學生的分別。他認

為白人學生只想學詞彙，不學文化、成語、俗語；相反地，華裔對於中國成

語故事、歷史故事、古典小說、文化典故、婚喪喜慶充滿高度興趣，談話中

也會用成語、俗語。華裔學習者較容易了解抽象名詞，如：超脫人世。不過

當教師提出開放性問題，經常是白人學生踴躍搶答，華裔相形之下就顯得安

靜，不主動學習。另外，當課程上到「棋王」裡鴉片戰爭、喪權辱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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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白人皆無法接受。70 

教師對不同族裔學生之觀點，我們可借鏡莊啟文的原漢研究。71莊啟文

發現漢人對臺灣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不正確，許多漢族教師認為原住民學生

學習成就低落，在莊啟文的訪談中，受訪者也一直認為長輩並沒有教導他們

傳統的原住民價值觀；但後來隨著時間逐漸深入，莊啟文發現沒有適應上困

難的受訪者、表現優異的受訪者，都是因原住民主體性的發揮、以身作則的

傳統行動、傳遞真正傳統價值，因而在漢人世界沒有適應困難、表現優異。

通常弱勢的民族在主體民族的強勢主導下，十分容易產生「抉擇」問題，臺

灣如此，美國也是如此。在 1968年，美國印地安各族長老於丹佛召開的教

育文化會議，會中有一共識，即「一個紅白文明互利和諧的社會，必須由承

認雙方差異開始，而非按白種形象塑造印地安人。」72在美國主張課程完全

以白種文化為主，或完全以印地安文化為主，或以多元文化觀點為主，三者

皆有支持者，但多數教師都強烈感覺多元文化教育是最合適的道路，所謂的

多元文化教育即是讓學習者聽到不同的聲音、看到不同的文化面向。 

無論莊啟文研究中的漢人教師對原住民學生的刻板印象，或是美國舊有

按白種形象塑造印地安人的刻板印象，從過去研究裡都可發現先入為主的刻

板印象並不正確，也不利教學，此與本研究觀點不謀而合。當華語教師認為

華裔學生就是喜歡學習歷史故事，而白人學生只想學習詞彙，回答問題踴躍

的就是白人學生，我們不難想見族裔問題在臺灣華語教室裡也已出現，當對

於族裔的刻板印象成型，難免在教學上產生不利因素。 

九九九九、、、、華裔的特殊與不特殊華裔的特殊與不特殊華裔的特殊與不特殊華裔的特殊與不特殊？？？？ 

個案 T10並沒有特別注意到華裔學生有何特殊之處，但蠻喜歡教到華

                                                 
70參見張系國，《棋王》（臺北：洪範，1978）。這本書屬於科幻小說，內容以一個天才

兒童的奇幻遭遇，以及七○年代經濟剛起飛的臺北為主，描寫想像世界的幽玄和現實社

會的詭譎，文中片段提及歷史上的中英鴉片戰爭。 
71莊啟文，《都市原住民家長教育價值觀與其對子女教育期望之研究：以四個排灣族家庭

為例》（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59-195。 
72張駿逸，〈原住民教育的他山之石—美國的印第安教育政策與教材問題〉，臺灣師範大

學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8），頁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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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學生的，因為覺得華裔學習者有禮貌、有尊師重道的精神。如果特別要談

華裔的話，個案 T10覺得在比例上，較多華裔能說中文，但卻不會寫漢字，

在學寫漢字上較需要加強。另外，個案 T10發現教學時，與華裔學生談到

中國菜是很好切入的主題，因為通常華裔學生在家裡都吃中國菜，華人飲食

能引起華裔共鳴，當談起臭豆腐、珍珠奶茶、宮保雞丁、肉粽、月餅，總能

令華裔學生談話氣氛熱絡，也有許多華裔喜歡比較華人飲食與西方飲食，有

時讓人啼笑皆非，有時也不禁莞爾，這也印證了「民以食為天」。73 

筆者發現，原先個案 T10認為華裔與其他族裔學生都一樣，並無特殊

性存在，但是在繼續詳談、觀察教師的教學之後，發現了極為有趣的現象。

雖個案 T10說明在自己的觀點裡華裔並不特殊，但是在教學內容上，華裔

卻成為個案 T10關注的特殊群體，例如華裔有禮貌、聽說能力較強、喜愛

中國美食，個案 T10雖然認為華裔不特殊，但是在實際教學活動進行時，

個案 T10對華裔有特別的課室教學內容、對話活動設計，由此可見實際上

華裔學生依然具備特殊性。在田野調查中，本研究發現許多華語教師也出現

此類現象，華裔學習者的特殊性也因此展現。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教學場域對華語教師觀點之影響教學場域對華語教師觀點之影響教學場域對華語教師觀點之影響教學場域對華語教師觀點之影響 

本研究關注的教學場域位在臺灣，另外還有此校校風、學生來源、教學

環境、課程安排、課室設計具備獨有特色，這些特質促使華語教師自身，自

然形成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與印象。本節將就這些層面詳加分析。 

臺灣本身具特殊歷史背景、地理位置、風土人情，因此在政治、社會、

文化脈絡中，「認同」議題也一直沸沸揚揚地被討論。探究臺灣歷史淵源，

戰後中國內戰，中國共產黨打敗中國國民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流亡臺

                                                 
73參見陳靜瑜，〈流光風華下的美國唐人街〉，華僑協會總會主辦，「唐人街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學術座談會（2012年 10月 12日）。根據陳靜瑜的研究，她認為在美國的中

國城等中國餐廳聚集地屬於族裔聚居區經濟（Ethnic Enclave economy），中華飲食是華

裔文化的記憶，是對家鄉飲食的記憶及眷戀，中餐館是異鄉文化的調適，跨界文化的融

合，是落地生根的海外華人文化，例如 2008年北京奧運的問卷，老外對中國文化最熟的

事物票選結果分別是萬里長城、中國功夫與中餐館，因此若說飲食是中美文化的交流地，

真是一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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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民黨政權以中國正統自居，對國家認同建立在主義、領袖、國家的效

忠，同時又以想像中悠久的五千年文化灌輸民眾認同概念。學者施正鋒即列

舉出不同情況的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其中一種是以臺灣人為政治認

同，同時以中國人為文化認同，而他指的中國人不限於外省人，更擴及福佬

人與客家人，他認為這是對中國人做最鬆散的解釋，也表現一般人對文化中

國的依戀，同時，他也提到單一文化的國家認同不利內部族群和諧。74舉例

當前臺灣國家認同的混亂，有其建構過程的特殊歷史背景，此可由民眾自我

認同的分歧看出，如：《遠見雜誌》2013年民調結果：民眾認為自己是臺

灣人比例最高，但其他複選選項也呈現混亂不一致的情況。75 

杭亭頓曾指出認同的重要性在於它會形塑個人的行為。76根據本研究調

查，在政治認同上，從圖三-4研究對象政治傾向（教師）可看出，有 23%

教師政治傾向偏綠，77%教師政治傾向偏藍，在進一步訪談後，本研究的教

師個案皆認為自己身處華人文化圈，認同中華文化；在國家認同議題上，也

與近年民意調查結果相近，認同臺灣人比例最高，展現集體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77但教師在其餘選項也同樣出現臺灣民眾對於認同概念的分

歧。另外，在政治認同傾向偏向國民黨為多數的華語教師群體中，華語教師

對於華裔學生文化認同印象的形塑是具有「中國」想像的，身在臺灣這塊土

地，中華民國國慶日海內外僑胞一同舉著國旗歡慶、中華文化大一統的思想

等大環境的影響，促使教師因個人政治認同的自我經驗，形塑華裔學生是「中

                                                 
74施正鋒，〈臺灣人的國家認同〉，臺灣歷史學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臺北：稻鄉

出版社，2001），頁 145-180。 
75《遠見雜誌》2013年 3月民調結果：民眾認為自己是（可以複選）臺灣人：九成七；中

華民族一分子：七成八；亞洲人：七成五；華人：六成九；中國人：四成二。這是 1032

位 20歲以上民眾的抽樣調查（抽樣誤差在正負 3.1％），反映出當前臺灣民眾的「認同」。 
76參見 Samuel Huntington著，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

與國家認同的危機》（臺灣：左岸文化，2008），頁 38-39。在這裡杭廷頓提到了社會學

者里昂‧威斯提在 1996年出版的對抗認同，指責知識份子醉心於認同概念的模糊性，但

在 1998年出版的猶太禱文中又明顯肯定自己的猶太文化認同。由此可見認同觀念的無所

不在與無法逃避。 
77同註 14，頁 125-128。所謂的集體自尊，是指來源於一個或多個社會群體的積極自我概

念，是個體對自己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自我評估，是來源於社會群體自我概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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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印象。這可從上一節個案 T3和個案 T8得到印證，如：個案 T3認

為華裔學生也是中國人，這個看似自然而然形成的觀點，卻同時使華裔學生

錯愕、不贊同、遇上文化認同的困境。華語教師個人對政治、文化「認同」

之概念，並不適宜套用在其他族裔學生，尤其是華裔學生身上，在華語教學

課室裡，教師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謹慎地面對認同之概念。 

而在本研究的教學場域：華語語言教學中心裡，也可見環境影響、形塑

華語教師觀點的痕跡。首先介紹本研究中教師所處的學校環境：此校採全語

言學習。78以互動式教學法79與任務式教學法80為基礎。在課程安排上，有專

門學科如法律、外交等中文學習，採小班教學。教師方面，教師群皆十分敬

業，學校常態性召開備課會議，積極提升專業能力，並以增進學習者語言效

能為目標。在教育訓練裡，資深教師也會分享文化觀念差異之處理，如：「課

堂上，當學生的觀點令教師感覺奇特，教師可表示驚訝，但不可表示學生錯

了。」「一堂好的語言課程，重要的是在課堂上的語言討論、練習，而非來

自教師本身的觀點。」「語言教師的角色在於恰如其分的表演，以引導出適

當的語言情境。」「教師與學生的地位平等，每個學生的地位都平等。」林

                                                 
78參見古德曼（Goodman, Kenneth S.）著，李連珠譯，《全語言的「全」，全在哪裏？》

（臺北 : 信誼，2006），頁 18-21，頁 81。全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是一

套逐漸發展、自然累積的教學理念，它並非根據某家學說而形成。全語言教學以學習者

為中心，這和傳統教師為中心的學習完全不同，全語言主張語言是整體性的，語言只有

在完整時才是語言，完整的文章或語言中的對話、完整真實的語言情境才有意義。在全

語言的學習中，學習的焦點是真實語言所承載的意義，而不僅僅是語言本身。因此，語

言學習的重點是「溝通」與「意義」。全語言主張學習語文時，應有完整的意義與情境，

由整體學起，然後逐漸到片段。此教學理念強調讓學生融入自然且真實的語言情境。 
79請參閱道格拉斯‧布朗著，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原則導向教學法》（臺北：

朗文出版社，2003），頁 210-211。所謂的互動式教學是指在教學中教與學雙方的相互交

流與溝通，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互動式教學與傳統教學相比，最大差

異在於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而非傳統教室的「一言堂」。 
80參見王淑儀，〈任務式教學法（上）—運用任務，提升教學效率！〉，《敦煌英語教學

電子雜誌》（刊期：2006年 3月 20日）。任務式教學法主張讓學生在使用中學習，教學

活動以任務形式呈現，例如：教師給學生學習任務，讓學生在達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習、

運用所學。而「學習任務」通常是指能讓學生運用其語言技巧，去完成某件事的教學活

動。 



第三章 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觀點 

53 

上智研究指出，華語教師普遍具有正向的教學信念、良好的教學效能，研習

時數較多的教師教學效能也較高。81筆者認為教師的教學信念影響教師在教

學歷程中的表現，同時也代表教師所採取教學策略背後的心境、思考與價值

觀。因此，華語教師對華裔的看法與文化價值觀，必定對華裔學習者造成直

接影響，華語教師的認同也必然牽涉教學課程價值的選擇。 

從上一段教育訓練的部分內容，可發現此校教師群所營造的教學環境也

關注文化價值衝突，教師會一同探究、找尋好的教學態度，對教學課程是具

有意識（consciousness）的，如此作法有助於教師發現對自我的覺知（a state 

of being aware），尤其是在教學信念上，例如：教師在文化認同的觀點上怎

麼看待自己、怎麼看待華裔學生，教師對文化問題（包括文化認同）的接受

與投入，會形成教師教學信念。其次，此校教師具備對專業知識的覺知，正

如本研究場域的教師群在教育訓練課程中所做的，在教學中關注文化、情

感、中文知識的融入、對學生特質的瞭解、教育環境的瞭解、對教育目的和

價值的瞭解。再其次，此校教師也具有對環境的覺知，在教學場域裡，他們

關注到每個人的地位必須平等，若可進一步關注大眾對華裔（或其他族裔）

的看法、對族群身份的認定、華裔學生對華人身份的期待將會更好。 

雖然原住民學生與華裔學生並不相同，但在學校裡「少數」與「特殊」

的學生身份，以及讓社會大眾產生刻板印象的情形，有些相似之處可引為借

鏡。比如張如慧發現，在山海中學裡若有外賓來訪，活動中心需排桌椅時，

校長常會找原住民藝能班的同學到活動中心幫忙排桌椅，而不找以漢人為主

的普通班同學。在研究中，張如慧同時訪問了教師與學生，我們可明顯看見

以漢人教師為主的山海中學，主流文化的成見使教師對少數族裔學生產生不

公平的文化認同印象。 

在臺灣的華語教學中心裡，華裔班也和山海中學裡的藝能班一樣，有著

相似的問題。美國華裔學生在臺學習中文，在學校裡，與教師同樣族裔的身

份，明顯與其他族裔學生不同（如：白人、黑人），由於華裔學生在家裡也

受程度不等的華人家庭教育影響，因此，華語教師對華裔產生與其他族裔不

                                                 
81請參閱林上智，《華語文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1），頁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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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化認同印象，比如教師覺得華裔較為用功、孝順、尊師重道等。而各

華裔學生因祖籍地有所差異，舉凡中國大陸各省分、臺灣、香港等，各地方

言、風俗不盡相同，當華語教師安排的選修課程只有「臺語」，因時因地無

法開設美國華人圈常使用的廣東話課程或其他課程，也間接抹煞了不同背景

華裔學生探索自身文化認同的機會。無論是臺灣整個大環境，或是在臺的語

言學習中心等教學場域，無可避免會有如上問題。華裔班在諸多學習華語的

學生裡，由於族裔的突出性，被貼上特殊標籤，而在臺華語教師也因臺灣本

地的社會氛圍、對於華裔既定的刻板印象，而有某些固定價值取向與態度。

這些既定印象致使學生於無形之間也感受到社會大眾、學校、其他班級對其

之觀感，對於華裔學生自我文化認同的態度也產生影響。 

綜合所談，在臺的華語教師應去除心中對華裔學生的刻板印象，並非華

裔學生就應該比較用功、比較孝順或比較有所謂中國的傳統美德，每個學生

都有獨特性，教師應該公平客觀對待每一個孩子。例如在課室裡，華語教師

對於不同族裔學生用功的標準應該一致；提到「孝順」等觀念時，公平地讓

每一位學生發表看法、相互激盪與思考。同時，華語教師若能對非期待中的

文化事件懷抱開放心胸，平日閱讀不同書籍、廣泛培養各種興趣、增加更多

生活經驗。教師多接觸不同文化、參加各式活動、出國旅遊，將更能接納與

自身價值觀不同的文化觀點，並促進華裔學生跨文化學習。82教師如果有開

放的心胸鼓勵學生積極面對與華裔父母的矛盾，學習中文、了解中華文化，

如此既能幫助華裔子弟正確對待問題，也能解決族裔身份的疑惑，又讓學習

者的未來多一項中文語言利器。以上是本章對華語教師觀點之論述，而教師

如何影響華語課室裡的華裔學生，華裔學生之觀點為何，在下一章會更詳盡

                                                 
82 Ting-Fang Cha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Process and Cross-Cultural 

Training—A Case Study in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1University.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ducation, Taipei: N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 pp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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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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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 
本章主要論述在臺華裔學習者如何從美、臺文化中尋覓自我文化認同定

位。當代許多美籍華裔回流兩岸，各有其經歷與動機，回流臺灣的原因有就

業、環境偏好、人際牽動、個人志願等各個不同因素，這個回流趨勢並未減

緩。83從在臺的華裔學習者身上，勢必得從歷經遷徙的過程裡適應文化身份

認同、經濟與環境文化衝擊…等等。筆者於工作環境中經常接觸在臺就學的

華裔子弟，對於這類華人之文化認同與適應程度相當關心，因此就第四章裡

的三個小節做進一步探討。 

第一節將以在臺華裔學習者來到臺灣長期學習之動機與緣由做深入分

析，臺灣文化究竟對華裔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將以質性研究結

果做一探討。 

第二節探究在臺華裔在文化認同的選擇上，偏向原鄉，或是在地，或是

選擇「全球化」？所謂的「原鄉」是指「文化中國」的想像，而「在地」則

為美國，本節將從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ing）裡探究華裔在文化認

同中怎樣看待自己，男性、女性有何異同，學習者的背景、政治傾向是否影

響其認同方向，並找出其原鄉化、在地化，抑或全球化的態度。 

第三節分析華裔學習者在文化認同上如何為自己定位，莊子以為「物各

有性，皆能自適。」但是在來臺灣的華裔子弟身上，其所歷經的雙重文化衝

擊與矛盾，是否真能為其帶來滿意之答案與適應良方。本節將以實際個案探

討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習者來來來來臺灣學習中文臺灣學習中文臺灣學習中文臺灣學習中文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 

本節探討自美來臺學習中文的華裔學習者其學習動機，這些個案來臺學

習動機各有不同，甚至同一個人即有多種學習動機。在本節裡，筆者以二十

位美籍華裔學生為個案，採質性研究，從課堂觀察、訪談、關注其家庭背景、

社會網絡、個人興趣，選出重要部分瞭解其文化認同情形。 

                                                 
83周俐君，《生命的轉彎處--一個紐西蘭華裔青年的生命故事探究》（臺北：臺灣師範大

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2013），頁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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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節將二十位受訪者設定為個案 S1~S20，下面為受訪者的基本

資料表。 

表 四-1 訪談學生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受訪時的年齡 在美居住地區 就讀科系背景 

S1 女 22歲 美國奧勒岡州 英美文學 

S2 女 21歲 美國加州 心理學 

S3 男 21歲 美國賓州 經濟、國際研究 

S4 男 20歲 美國加州 農業 

S5 女 19歲 美國加州 商業 

S6 男 20歲 美國加州 理工 

S7 女 19歲 美國加州 商業 

S8 女 20歲 美國加州 中文、語言學 

S9 女 21歲 美國加州 商業 

S10 男 22歲 美國加州 心理學 

S11 男 19歲 美國加州 商業 

S12 女 19歲 美國加州 商業 

S13 男 25歲 美國紐澤西州 公共管理 

S14 女 19歲 美國賓州 經濟 

S15 男 23歲 美國紐約州 語言學 

S16 女 21歲 美國加州 中文 

S17 男 23歲 美國紐約州 藝術 

S18 女 23歲 美國加州 生物 

S19 女 21歲 美國加州 英文 

S20 男 23歲 美國紐約州 商業 

以下分別為不同個案的來臺動機： 

個案 S1受訪時為二十二歲，華裔女性，十二歲隨父母從臺灣移民至美

國，父母親皆為臺灣高中教師，父親是湖南人，母親是蘇州人，母親在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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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父親一直覺得自己是湖南人，曾帶著孩子回南京與親戚見面。移民至

美後，居住在華人較少的小城市中。個案 S1提到自己回臺的原因：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臺灣人，雖然爸爸是外省人，他小的時候住在民雄，後來搬

到高雄，爸爸說小時候講臺語，卻被別的小孩打，因為他穿中國棉襖，所以他

覺得他是湖南人。但是因為我是在臺灣出生的，只是後來十二歲的時候移民到

美國，我有臺灣的身份證和護照，我一直想回臺灣生活，我以身為臺灣人為榮。

（個案 S1） 

個案 S1是在臺灣讀完小學才移民至美，因此對於臺灣有著童年的記憶

與至深的情感，雖然他的父親因為外省人的身分，本身在臺生活時受到了一

些歧視，但是並不減少個案 S1對於臺灣土地的熱愛，我們可以從下面撰寫

的課堂習作窺見一斑。 

一首給中文的情詩：腳踏兩條船84  

之一：初戀 

從小就 

獻給你的 

至今 

全身疤痕 

之二：英文 

我一直拒絕 

你一直侵犯 

直到 

滲透作用 

殖民 

換心 

                                                 
84此作品為 2007年暑期華裔商業中文班學生課堂習作，僅用於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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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變心 

失節 

之三：回到臺灣 

撫摸疤痕 

再次-- 

再次-- 

和中文戀愛（個案 S1）85 

世界各國的華裔子弟因家庭背景因素，自小即接觸兩種語言和文化，我

們知道每種語言背後即是一種文化，有時不同文化的觀點甚至是互斥的。因

華裔學習者的特殊性，因此當他在學習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時，

更會產生一些複雜的情感，從個案 S1這首感人的「情詩」當中，我們看到

他學習中、英文的成長經驗，同時也思索了語言學習與族裔認同的關係。個

案 S1的這首情詩充滿回憶，從他的筆觸裡流入歷史的河，從臺灣這個島嶼

到美國，娓娓道來個案 S1塵封故往的兒時歲月，這些詩意的文字與思想，

讓人經驗與體驗、悲泣與歡笑。在這首「情詩」裡我們看到了原鄉與他鄉、

此時與彼時。學者MeKeown也說，海外華人的社會組織、習俗等，都是從

中國帶來，中華文化傳播到美國且在美國保留下來，是使海外華人產生牢不

可破關係的原因，離散這個觀念試圖以人口流動和離散為中心，代表了多樣

                                                 
85Szu-Hui Lee, Saliency of one's heritage culture: Asian cultural values and its interconnections 

with collective self-esteem and acculturation/enculturation as predictor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Ohio: Doctor of Philosophy, Ohio State University, 

Psychology, 2006) pp.53-54. 

Szu-Hui Lee提到研究亞洲文化價值觀對心智健康的影響，目的是希望更了解華裔。心智

健康由生活滿足程度、生活品質高低、壓力不滿等三點來判斷。Szu-Hui Lee發現華裔若

有高度亞洲文化價值觀，就會有較高的心智健康度、生活滿意度、生活品質以及較少壓

力不滿。此一發現證實 Cross在 1993年的假設：個人所傳承的文化及價值觀能成為一種

相對於美國主流文化下的不同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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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彈性、變動性、流動性、不受拘束、後現代性。86在提到離散時，王賡

武喜以華族稱之。87我們在個案 S1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其居住地的遷徙，

無論在臺灣或是美國，並未減少其心中對於臺灣的重視，而在中、英文學習

裡的矛盾，正如「離散」（diaspora）代表了地理上分散的聯繫，從個案 S1

對中文的愛戀到變心，又回到戀愛的過程，可見其對於母國感情的變動性與

流動性。 

下面是個案 S2的來臺動機說明。 

最初，我父母在一九八五年從臺灣移民到了美國。我和我的哥哥、弟弟都是在

美國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我對中文和臺灣的瞭解來自於我父母跟親戚們的影

響。此外，我也在臺中跟桃園讀過小學一年級跟二年級。這些經歷也奠定了我

中文的基礎。現在我中文能夠說得那麼流利，也是因爲平時跟父母溝通用中文

的關係。這次打算來臺灣一年是因為要學好中文，還有認識一下父母的故鄉。

（個案 S2） 

從個案 S2自身的說明中，我們可見其父母的用心良苦，不僅讓孩子回

臺灣接受兩年小學教育，更發揮了華人家族關係的影響力，使 B2受訪者有

著深刻的華人文化認同意識。 

個案 S3年紀是二十三歲，大學畢業，過去主修國際關係與經濟學，自

小在匹茲堡長大，他的父親來自臺灣，不過父親是 1949年與爺爺一起從大

陸來臺的，所以父親會說昆明話。由於父親是海員的緣故，在菲律賓換錢時

認識了他的母親，其母親為菲律賓華人，在菲律賓的銀行工作，其祖先來自

中國福州，因此母親能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州話。個案 S3的父母結婚後即定

居在美國匹茲堡，經營中國餐廳，受訪者提到，自小父母即灌輸許多華人文

化觀念，尤其是孝順的美德，所以他一直以來，皆以身為華裔為榮，但他認

為他比父母的觀念更開放。在說到小時候讀中文學校的經驗時，個案 S3覺

                                                 
86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1999, pp. 306-337. 
87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80。王賡武提到

現在 Overseas Chinese不再如以往譯為華僑，有時直譯「海外華人」。它正逐漸被「華族」

取代，意為「中國國外任何可以識別為華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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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並不是愉快的，因為每每在星期六的早上必須被逼著去上課，被逼著背中

國字、寫中國字，主要是因為老師的教法無法引起孩子們的興趣，反而造成

孩提時代對中文的反感。不過，現在回過頭來，個案 S3很感謝父母的高瞻

遠矚，因為他們自小即灌輸受訪者中國未來會是個強國的觀念，學中文會很

有用，因此個案 S3甚至有些後悔小時候未認真學習中文。現在對於學習中

文這件事，個案 S3充滿強烈動機，他認為他具有華人血統，應該學習自己

祖先的文化，以免失傳。同時，他也希望在臺灣能學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未

來能與父母親用中文溝通，而不是英文。 

個案 S4提到會回到臺灣學習中文，主要是因為母親兩年前過世後，深

感與家人把握時間相處的重要，於是在大學期間申請交換學生，自美國加州

回臺一年，主要目的就是陪伴阿嬤，因為阿嬤一個人住在三重，來臺灣讀書

就可以跟阿嬤一起生活一年。跟阿嬤住在一起，每天阿嬤都會煮東西給他

吃、問他有沒有穿暖，讓他有變成小孩子的感覺，也讓他覺得在文化認同上，

是認同臺灣本土文化的。 

個案 S5的父母為馬來西亞華人，他會來臺灣學習中文，主要是美國的

學校有這麼一個交換學生的機會，能夠在大學階段到海外體驗不一樣的學習

生活，另外就是希望能夠把中文學好，將來畢業後能夠在美國的中國城找個

好工作，他提到，從高中時期起，就在中國城的旅行社打工，很喜歡這份工

作所帶來的成就感。在與家人的相處上，個案 S5提到，其父母要求女兒不

可以嫁給白人，更不能嫁給黑人，未來只能與華人結婚，個案 S5覺得自己

是一位孝順的孩子，家庭教育對自己也有很深的影響，她認為父母的話子女

必須順從，因此，未來也會努力尋找父母希望自己婚嫁的理想對象。 

根據林慧玉的研究，她發現美國華裔的家庭教育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

父母的教養理念、教育方式對華裔是否回流東方有顯著的影響。88林慧玉認

為，儒家之道對於中國人的影響，就如同基督教與聖經對西方人的重要性。

這兩者對「孝」的看法並不相同。中國人的孝，指的是孝順，正如我們常說

的「色難」，對待父母和顏悅色最難，可見華人對於父母的敬重與順從。反

                                                 
88參見林慧玉，《家庭教育對海外華人教育之意義—以非群居華社之美國華人為例》（臺

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2011），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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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西方的孝，指的是尊敬，而非完全順從。東方文化的集體主義強調合群，

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迥然不同。89從個案 S5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華人家

庭教育裡孝順與順從，個案 S5選擇來臺灣留學，回到東方，而在選擇配偶

上，也是希冀符合父母的期望，這些都與林慧玉的研究結果相同。 

個案 S6來臺一年，主要是想來這裡玩玩看看、見見世面，他覺得臺灣

有很多自己喜愛的事物，比方一些他所喜愛的歌手、偶像會舉辦簽唱會，在

臺北使他有機會更加親近他們，還有西門町是個案 S6最喜歡去的地方之

一，去那裡可以融入臺灣當地年輕人的生活，雖然學好中文很重要，但是與

外面的花花世界比起來，個案 S6覺得融入臺北年輕人的生活更形重要。 

個案 S7會來臺灣學習中文，也與個案 S6一樣，華人流行文化的吸引

力很大，比方王力宏的演唱會，他就不會錯過。除此之外，個案 S7指出，

父母親有很多重要的親人住在臺南，因此也想來臺灣看看爸媽以前成長居住

的地方，想學會說臺語。另外，個案提到了父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他個

人覺得父母跟孩子之間的關係已經很複雜，尤其在第一代移民與第二代移民

之間，又更多加深了一層困難，他舉了一個例子，他從小就常看到自己的媽

媽與哥哥因溝通問題而吵架，他認為他媽媽的英文程度只有最基本的，而哥

哥的中文程度也不太高，有時候哥哥要表達的意思，因為語言不同，媽媽根

本不懂，媽媽所說的話經常是以中國觀念為根本，因為哥哥對中國文化並不

熟悉，導致哥哥並不了解媽媽的想法，小的時候，哥哥常常覺得媽媽英文不

標準是很丟臉的事情，可是，如果外面的人取笑母親英文不好，哥哥就會非

常生氣，從小到大，個案 S7常常看到他們兩個人好多次彼此傷心難過。個

案 S7認為，因為有這樣特殊的環境與過程，讓他的哥哥或是有類似際遇的

第二代移民比別人更有同情心，比別人更有機會了解不同的文化。 

個案 S8會來臺灣學中文，他認為最主要是因為自己讀的是中文系，希

望能來臺灣多多學習、增長見聞，而且因為是華裔的關係，個案 S8在家裡

也說中文，因此，他對自己的中文語言能力很有自信，也很自豪自己對於中

國文化的認識很深。 

個案 S11有時使用中文無法精確表達自己的意思使他困擾，所以想學

                                                 
89同前註，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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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文，同時，他是臺灣人，所以當然要來臺灣學中文，況且，許多親戚還

是住在臺灣，他每年暑假也都會回臺灣看看。他說到了自己的祖父潘申慶，

由於祖父經常述說年輕戰亂時候的事，也提到祖父是孫立人的部屬，國民黨

的歷史、從中國到臺灣的艱辛、家中從臺灣移民到美國的過程…等等，個案

S11同時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學好中文也能幫助他得到更好的

工作。 

個案 S13提到了自己學習中文的動機如下： 

因為我很喜歡學習中文，但是我個人應該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止，我已經全職

學中文學了兩年了。雖然我中文進步很多，還是每天都跟中文戰爭。其實我學

中文的原因很簡單，我不像我的某些同學，他們想在臺大修課，念碩士。我學

中文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跟中國人說話、交朋友、看報、看電視，但我覺得

我的目標還沒實現，雖然經過兩年的中文學習，我的中文還是不好，其中的癥

結是什麼呢？我覺得我天生語言能力沒那麼好，記憶力沒那麼好，與生俱來的

能力沒那麼好，沒有語言天分。有的時候我也覺得很好笑，因為我是中國人，

在血液裡應該有中文的能力。（個案 S13） 

就筆者平日與個案 S13的相處與談話，個案 S13來臺灣尋找自己的文

化認同動機十分明顯，他曾說一個小故事，有一次在臺北坐計程車，司機先

生問他：「你是哪裡人？」他說：「美國人。」司機說：「不對呀！你長得

不像。」他說：「那我是中國人。」司機先生又說：「不可能，你的國語有

口音，你應該是泰國人或是韓國人…等等東方國家的人才對。」類似這樣的

例子讓個案 S13哭笑不得，很是困惑，後來他發現了一個中文詞彙「華僑」，

他發現只要他說：「我是華僑。」別人馬上就懂了，他十分開心他找到了自

己的定位：「華僑」。同時，個案 S13的父母在他出生時，曾為他取了一

個中文名字，但他認為那個名字要等到他的中文很流利時才要開始使用，現

在，則是採英文名字的音譯作為他的中文名。 

個案 S14的父母親都是臺灣人，但他自小在美國賓州匹茲堡出生成長，

他會來臺灣學習中文有自己本身是華裔的因素，也有未來找工作的考量，由

於自己念的是國際貿易，所以希望能善用中文找到好工作，在臺灣希望特別

加強中文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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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S15覺得自己本來就是臺灣人，所以回臺灣學中文是天經地義的

事，雖然自小父親就把姐姐和自己送到國外讀書，但是因為父親一直在臺灣

工作，所以個案 S15認為自己的家也在臺灣。 

個案 S17說明自己來臺學中文的原因： 

I want to reconnect with my cultural roots. I also want to participate in Chinese fine 

art discourse. My parents were born and grew up in Taiwan.（個案 S17） 

個案 S17在臺灣學習了一個月之後，提到了父母的想法與自己的想法。

他表示自己的想法來臺灣後有了轉變，個案 S17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當

代雕刻及玻璃藝術科系），也許，應該重視雙親希望自己讀傳統實用科系的

願望。 

我從小就知道，高中畢業後一定要念大學。但是在進大學以前，我根本不知道

要念什麼。實際上，我的雙親希望我去念一個比較傳統的科系。比方說醫學、

法學或商學。其實我對這些都沒興趣，所以我先選了建築系，然後再改念藝術。

後來我念了當代雕刻及玻璃藝術，當代雕刻及玻璃藝術是什麼？對我在臺灣認

識的人來說，這簡直是沒有經驗過的事。我來臺灣兩個多月，跟這兒的人接觸

後，我開始懷疑我念的東西對不對，這個感覺一天比一天嚴重。根據統計，東

方人的父母比較會要求子女，念好學校第一，找好工作第二，找個好的結婚對

象第三。實際上，那只是父母的希望而已。不過，為了以後打算，我要重新想

一想未來怎麼走會比較好。（個案 S17） 

個案 S18說，他來臺灣留學一年，主要是為了增加中文語言能力，在

美國時，他只有在家裡說中文，到了外面都說英文，算是雙語者，但中文卻

只能聽、說，不能讀、寫，許多親戚又住在臺灣，因此，選擇來臺與親人培

養感情、練習中文。個案 S18特別提到，他對他家族裡的故事很感興趣，

他娓娓道來家族的歷史。 

從小我的外婆常跟我講他小時候的經驗和困難，我的外婆是一九二八年在上海

出生的，因為日本侵略了中國北方，我的外婆和家人為了要躲避日本人而搬到

了青島，那時候，生活很辛苦，對我的外婆來說不能上學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外婆的父親是在煤礦公司當管理員，聽說，曾祖父他功夫很好，簡直沒有人比

得上，除了當煤礦公司的管理員以外，他也曾是私家偵探、警察，所以跟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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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來，我外婆的生活已經算過得不錯了。我剛才簡單介紹了我外婆家的歷

史，現在要簡單介紹我外公的家族歷史，根據我所知道的，我的外公是清朝的

皇族，因為英國人強迫中國人買鴉片，我的曾祖父吸了鴉片，花光了家裡所有

的錢，也失去了社會地位，除了豪華的房屋以外，外公家裡什麼都沒有了，可

惜抗戰時他們的房子又被日本人轟炸了，然後，文化大革命時政府把房子沒收

破壞了。在歷史上曾辦了一場考試來選新的將軍、管理員，我外公後來在國民

黨的空軍單位擔任將軍。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婆嫁給我的外公，他們的婚姻是

外婆的父母安排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的領導人蔣介石決定退到臺灣，因此外

公隨著國民政府一起坐船到基隆港，當然我的外婆和大舅舅也跟著外公到達臺

灣，外公本來想把外婆跟大舅舅留在中國，等過些時候再去接他們，幸好同事

都提議要帶妻兒一起走，外公幸好及時改變了心意。聽我外婆講那時候的情況

很嚴重，當船快要開的時候，外公跑回家帶了外婆和舅舅跑回船上，因為時間

很急的緣故，外婆根本沒有時間準備行李，甚至於沒有時間跟她的家人說再

見。那時候的情形很亂，大家都想擠上船，除了我外公的單位以外，其他軍人

都不能上船，所以，很多小兵或別單位的人都想盡辦法上船，聽我外婆講那時

候非常亂，許多的人死了，當然不讓那些人上船也不是一個好辦法，但是除了

這個辦法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由於船上沒什麼位子，所以我的外婆

跟舅舅就躲在船上放媒的地方。我對我家的故事很感興趣。（個案 S18） 

個案 S19說： 

因為我是臺灣人，我的家庭在這裡，所以我想學中文。（個案 S19） 

 個案 S19還提到了自己現在正在猶豫是否未來要長期住在臺灣。 

其實你們知道我主修英文。根據統計，英文主修畢業後賺的錢不多，換一句話

說，生活會比較辛苦。再說，我也蠻喜歡科學，所以為了我大學畢業之後好找

工作，我打算轉去讀獸醫系。但是，如果我主修英文，我就可以早一點畢業。

其實，我從小到大一直找機會回臺灣陪我阿嬤、阿公。我從生活第一，別的第

二；到祖父母第一，自己第二。我還是熱愛英文，但是我也在想自己到底可不

可能真的去讀獸醫系，也許我可以一輩子跟我阿嬤、阿公住在臺灣當獸醫！（個

案 S19） 

從研究個案發現，在來臺學習中文動機上，主要有學習中文語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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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未來工作考量、體驗華人文化以及家庭背景等親情因素，從訪談中

可以見到華裔學生的家庭背景影響佔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家庭裡使用的語

言更有深刻影響，易使華裔子弟對臺灣產生孺慕之情，希望回到臺灣居住與

學習。家庭裡所使用的語言，尤其是核心家庭成員的語言習慣與文化習慣，

會深化華裔學習者對臺灣的印象，可見語言和語言後面隱藏的文化影響華裔

至深，這與李靜柔看法一致。90許多華裔子弟也因父母在臺灣出生，所以對

臺灣有濃厚情感，因此來臺灣遊學、留學，並覺得受益良多，不虛此行。在

學生學習一段時間後，從華裔學生訪談中也可發現，學生對臺灣印象良好，

其中因素有臺灣傳統生活文化的純樸與便利，也有華裔學生當中親人的拉

力，促使美籍華裔子弟認為值得留在臺灣，是其選擇來臺主要原因。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原鄉化原鄉化原鄉化原鄉化」、「」、「」、「」、「在地化在地化在地化在地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的抉擇的抉擇的抉擇的抉擇 

在這一節裡，筆者把焦點放於在臺的美國華裔，探討其「原鄉化」、「在

地化」、「全球化」的抉擇，以訪談與課程、生活觀察中分析與尋找華裔子

弟的個人文化認同抉擇。 

一一一一、、、、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為何選擇「原鄉化」、「在地化」、「全球化」？因為這三者存在明顯

極端的對比。在海外華人、華僑、華裔等諸多研究中，強烈的漢文化認同，

使其將中國視為文化及歷史的「原鄉」。這種「祖國意識」把臺灣、中國大

陸視為文化整體，而非對抗的雙方，這種「原鄉意識」是一種抽象的心理概

念與美好的憧憬。而「在地化」是相對於「全球化」的詞彙，有可能指一個

社區，或一個行政區域，這個詞被使用來展示人類連結不同尺度規模的能

力，可以在全球化之下，每個地方各自發展自我特色。在今日全球化的趨勢

之下，各項活動快速交流互通，這種情形促使「在地化」的意識崛起，以維

護在地的認同感，豐富文化的多元性。 

當提及哪個術語最適合用來表示二十一世紀的空間政治？我們不約而

                                                 
90李靜柔，《空間凝縮下族裔文化之遠播—以來臺美籍華裔青少年接受臺灣流行文化為例》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2010），頁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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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便會想到「全球化」這個名詞。筆者原先曾就國際化、世界化、全球化三

個詞彙的選擇猶疑，最後選定全球化，是因為國際化與世界化的詞彙使用歷

史：約於 1850年法國文學家佛蘿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提出「民主

世界主義」一詞，而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則在十八世紀，法

國大革命前夕定下「國際」一詞，自十九世紀中期，社會網路已把國際主義、

國際化加以引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化概念逐漸讓位給了世界

化，世界化的表達方式更多凸顯了仰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著眼於建

立一個共同交換的空間。時間到了二十世紀末，「國際化」、「世界化」名

詞已由起源於直指世界經濟、財務的「全球化」取代，現代性的特徵就是全

球化，John Tomlinson定義全球化是「一種隨時影響現代社會生活、發展快

速且日趨緊密，在各個層面相互依存並彼此關聯的現象。」McGrew認為全

球化是「全球相依程度的強化。」並強調此種連結的多元性，世界各角落因

個人與群體的互動，而產生社會關係的改變，到超越國界等人際交流，無一

不在全球化的聯繫之下，在我們深入探討各種事物的本質或是其隱喻

（metaphors）時，無可避免會發現全球化的痕跡，某些看似簡單的社會現

狀，從全球化的啟發可以見到其中的隱喻與社會現實。因此筆者選定全球化

作為研究華裔文化認同狀態的界定詞彙。 

二二二二、、、、美國華人與中文教育歷史美國華人與中文教育歷史美國華人與中文教育歷史美國華人與中文教育歷史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探討「原鄉化」、「在地化」、「全球化」的同時，我們必須先了

解華裔子弟其家族的歷史背景，美國社會少數族裔受歧視問題一直存在，即

使美國六十年代民權主義興起，現今美國社會已相當進步，已比從前重視少

數族群權益，但從華裔子弟訪談中，仍可見到美國社會裡隱藏對亞裔之歧視

與不公。因此，我們先來了解美國華人之歷史沿革與中文教育發展。 

美籍華裔，其祖先為何從中國移至美國居住？從相關文獻中可發現華人

移民至美的歷史，最早在 1850年中國內憂外患之際，當時美國西岸發現金

礦，促使許多中國人為了謀生，遠赴美國參與淘金和修築鐵路的工作，這些

華人皆是苦力，從事十分危險的工作，很多是契約華工，俗稱「賣豬仔」。

這些早期的中國移民，90%來自中國廣東，女性很少，男女性別比例是 20：

1，由於缺少婦女及孩童，所以中國城這個社區是「單身漢」社會，他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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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作「老僑」、「老移民」。但當 1869年美國越州中央太平洋鐵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完工後，30,000名鐵路工人於是失業，華人成了被遷怒的對

象，在排華聲浪中，美國國會通過一項前所未有的法案，即 1882年的排華

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中美兩國

並肩作戰，才在 1943年 11月 26日通過廢除排華法案。在這約一百年排華

法案施行期間，在美華人不敢回到中國，在美國以從事勞力邊緣工作為主，

如：洗衣業、雜貨業、餐飲業及車衣業等工作，這些工作除了可使男性華人

滿足「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心理，最重要的是，這些行業無須與白人直

接接觸，因此不會遭受歧視。91而早期中國城內的賭博館、鴉片煙館、娼寮

妓院等，可說是被迫與中國妻小分離的華人「單身漢」社會，在最無奈的情

況下所興起的行業。 

二次大戰後，冷戰時期美國蘇聯開始進行核武及太空科技競賽，基於需

大批人才與收容反共人士，1965年 10月 3日美國國會通過「移民與國籍法

修正案」。華人在新移民政策中得到了較平等的待遇。92接著 1960年代美

國民權運動開展，激發美國華人在 1970至 1980年代參與政治活動，爭取華

人在美的地位及權利。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新移民法，增加職業移民

與多樣化移民限額；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美國政府提供中國大陸

留學生政治庇護；「九七」大限，香港回歸中國時移民美國之華人也有顯著

增高。這些 1965年後，來自中國各地的「新僑」或「新移民」，舉家遷到

美國定居，落地生根。時至今日，美國華人已成為新興少數民族，與「老移

民」截然不同的是，這些「新移民」多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資本家或科技

人才，他們不再只是來自廣東，而是來自中國、香港及臺灣。新移民大多從

事白領階級的工作。  

在明瞭美國華人近代的歷史沿革之後，我們來看美國的中文教育，十九

                                                 
91王秀惠，《種族歧視與性別--二戰前美國大陸男性華人之經歷》（臺北：允晨文化，2006），

頁 182-184。 
92同註 73。「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其要點有

四：一、消除過去移民法中種族歧視及國籍歧視。二、強調家庭團聚的人道原則。三、

吸收美國所需的國外專才。四、接受各國政治難民。該法案所強調的「家庭團聚」，讓

分隔太平洋兩岸的華人家庭，在相隔一世紀後得以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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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美國當地華人在華人聚居的城市發展中文學校教育，同時，隨著當

時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從十九世紀末起，清廷即注意到中文教育在美國的

重要性，最早的僑民學校是「金山中西學堂」，它是舊金山中國總領館歐陽

明領事於 1886年倡議，經駐美公使張蔭桓氏同意開始籌辦，於 1888年（光

緒十四年）四月正式開學。93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有華埠的幾個主要城

市幾乎都開設了中文學校。據統計，在舊金山有十四所中文學校，在夏威夷

有二十三所，在加州其他都市有十二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50年

代，由於美國國內形勢，中文教育開始衰落。1960年代至 1970年代末期，

美國社會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亞裔族群意識也逐漸覺醒，中文教育於是逐

漸開始發展。 

1970年代後，臺灣經濟起飛、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解凍、中國大陸的

市場經濟取向，使華語的實用價值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逐漸增强，因此

美國的中文教育迅速發展。在 1960年代，全美中文學校才不過幾十間；1979

年上升到了一百二十七間，至 1985年又發展到三百零四間。1994年在華府

又組成了「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9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是推展華教

一項重要的里程碑。近年來，由於經濟和政治的因素，在美國的不同華人團

體聯繫愈來愈頻繁，亞裔美國人是目前在美國增加速度最快的少數族裔。95

即使美籍華人與美國人的聯繫已經相互滲透和交融，使美籍華人越來越美國

化，但不同的文化背景對美籍華人的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顯然是截然

不同的。例如，在社會價值、政治環境、經濟體制、工業化程度以及在全球

經濟中的參與度，這些因素必然會對美國華人的中文教育產生各種各樣的影

                                                 
93參見周堅乃原作，李樹邦補充整理，〈美洲中華中學校簡史〉，《興華文集》第二輯（2011）。 
9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於 1994年 4月 16日成立於美國華府。總會之創立是由南加

州中文學校聯合會，邀請全國各地區中文學校之協會、聯誼會、及聯合會所共同組成。

為一非營利、非政治性之機構，乃是一個具有獨立性之教育組織。全美總會設有教育研

究發展委員會及各工作組，以總會之會務綱領為工作目標，辦理和中文教育有關之全國

性活動。節錄自 2009年 12月 1日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網站。 
95參見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局，

1992），頁 349-353。根據麥禮謙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以後入境美國的華人，可根據來源

地分為：（1）香港澳門移民。（2）臺灣移民。（3）中國大陸移民。（4）中南半島移

民及難民。（5）土生華裔。 



第四章 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 

71 

響。 

正因為美國華人的中文教育有以上歷史沿革，來臺學習華語的華裔學習

者，其學好中文之目的有諸多複雜原因，舉凡在美少數族裔身份因素、中國

崛起的經濟因素、文化因素，或是筆者觀察個案中，華裔與在臺家屬等自身

背景相關因素。從明瞭過去美國海外華人歷史層面為基礎，我們更能理解現

今年輕一代美籍華裔學習者來臺所欲追尋之事物。 

三三三三、、、、個案訪談個案訪談個案訪談個案訪談 

下面列出數個案例，可從其中看出華裔學習者對自身文化認同所提出的

見解，與原鄉化、在地化、全球化之選擇關係。 

（（（（一一一一））））「「「「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談自己的談自己的談自己的談自己的身份身份身份身份、、、、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首先是個案 S1，個案 S1在當時是二十二歲，美國華裔女性，十二歲隨

父母從臺灣移民至美國。個案 S1明確指出臺灣文化、美國文化給自己造成

的心理衝突，臺、美在對美學的觀點上不盡相同，一位女性難以同時達到兩

種文化對於「美」的要求。在個案 S1的生活經驗裡，臺灣人的崇洋媚外只

是膚淺模仿，而西方人並不真正尊重東方文化，這也使其感到無力，所謂的

「三明治人」更可見其心中的無奈與諷刺，可以見到個案 S1其內心文化認

同衝突，藉由文學的方式顯示心裡的矛盾，在臺灣、美國、臺灣的搬遷之中，

文化認同的流動性表露無遺。 

我和我的同學都是一群三明治人, 被夾在兩種文化中間。每一天我們做人處世

總是面對著雙重的標準，壓力也因此加倍。舉例來說，臺灣人所要求的謙虛，

和美國人所講究的自信，怎麼能在同時達到？身為女人在美國社會所展現的性

感，和在臺灣所需的可愛，是相輔相成，還是互相阻礙？其實比較算是阻礙吧 

-- 性感又可愛，和性感或可愛，畢竟是三件不同的東西。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

身為「文化混血兒」，是一件吃虧的事。即使在臺灣這個崇洋媚外的社會裡，

傳統保守的力量還是很大，更何況臺灣的崇洋媚外，並不是真正的崇洋媚外 -- 

只是被媒體所炒作的東西總是變成了被接受的主流，而媒體現在由西方業者統

治而已。臺灣人並不真正瞭解西方社會的自由精神和個人主義，只是膚淺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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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著。那難懂的中國文化更難解釋給西方人聽了，因為大部份的西方人並不把

東方文化當一回事。沒有基本的尊敬，怎有辦法瞭解對方？（個案 S1） 

跨國主義描述的現象出現在這些游移美、臺華裔身上，他們也是第三文

化（The Third Culture）的建構者，他們深深明瞭原鄉文化的精髓，也熟悉

西方文化的核心，這種第三文化雖然與十九世紀末東南亞土生華人文化一樣

都屬於「摻雜文化」（hybridity culture），但因為是在全球化下文化碰撞所

產生，所以更加具有生命力。在本章下一節會提到，本研究後期在追蹤個案

S1回到台灣工作一段時日之後，發現其所具有的東、西方文化養分成為正

向能量，大學時代自我認同的迷惘已經消失，個案 S1在文化認同議題上之

後會展現更開闊的視野。 

（（（（二二二二））））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 

個案 S2背景是出生於美國的二十一歲華裔女性，在二零零九年九月至

十二月的中文電影課程中，個案 S2在電影「葉問」課程結束後的心得裡提

到台美文化認同衝突。96 

而「葉問」這部電影當中所展現的國家忠誠，才讓我想到了自己華僑的身份，

若是一般人，不管什麽情况，一定理所當然地支持自己的國家。但當自己覺得

同時屬於兩個國家的時候，到底要支持誰，站在哪一邊就變得很難決定了。基

本的中文路名、菜單還有字幕我都可以念得出來。但是，我也覺得英文是非常

重要的，畢竟我生活在美國，不會英語是絕對不可以的。我喜歡英文，在高中

的時候，我上了高級的英文班。許多人說我很幸運，能夠接觸到全球最有利用

價值的兩種語言。我可以同時欣賞跟參與兩個世界的文化。即使有那麽多的好

處，但是要決定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國家或是文化，可真是一個不容易的挑戰。

（個案 S2） 

從上面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個案 S2在看完電影後，開始思索自己的

歸屬感，在課堂討論中個案 S2也明確表示自己的猶疑，很明顯可以看到他

在臺美兩個文化中的衝突，無論如何選擇他的內心都有焦慮，同時他也隱約

                                                 
96「葉問」（IP Man）是 2008年的香港電影，導演是葉偉信，甄子丹、熊黛林主演，內

容為一代詠春拳宗師葉問的生平，其中有中日戰爭爆發之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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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就算他和美國人有文化上的共同認同，在精神上還是和美國人並不對

等，我們可以發現文化認同已變成自我存在的意義指標。在個案 S2的內心

深處，他認為他同時屬於兩個國家，處於游離認同的狀態。  

（（（（三三三三））））家庭與文化認同的形塑家庭與文化認同的形塑家庭與文化認同的形塑家庭與文化認同的形塑 

說起來，在父母帶著我回臺灣去上小學的時候，我特別不瞭解爲什麽我要去一

個陌生的國家，學一個我沒半點興趣的語言。在上高中之前，我非常討厭每個

暑假要回臺灣看親戚、說中文。我曾想要消滅我跟臺灣的一切關係。而且，我

認爲在美國就應該講英文。不會說英文的同學，在學校都會被看不起甚至被嘲

笑的。到了高二的時候，我跟來自臺灣的同學成爲了好朋友。也因爲她介紹給

我更多講中文的同學，讓我對臺灣和講中文的觀念逐漸有了轉變。我開始會注

意臺灣新聞，聽中文音樂，看臺灣電視連續劇，也變得期待著每年回臺灣的機

會。我突然意識到了瞭解自己祖先文化有多麽重要，也使我感激起父母當時帶

我回臺灣讀書的決定。（個案 S2） 

個案 S2仔細描述了小時候對中文的厭惡感，想要與其脫離關係的心

態，直到高中時期也有了一些華人朋友，開始接觸臺灣文化之後，對於自己

祖先開始有了認同感，也期待回臺時光、感謝父母所給予的家庭教育。 

決定了半天，到現在，我反而不太在乎我到底屬於哪一邊了。我雖然偏愛臺灣

的文化和教育，但我也喜歡在美國的生活。對我來說，東方跟西方的文化都不

同程度地影響著我的生活。東西方文化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缺少了任何一樣，

現在的我可就會完全不一樣了。其實在我看來，我對家庭和睦、尊老愛幼跟教

育的重視都來自於東方文化的影響。而我開放的性格跟愛新事物的一面，則是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比較大。現在的我很高興能夠作爲兩個文化當中的人。我感

到很驕傲，我可以說兩種語言、瞭解兩種文化，做美國人、做臺灣人。（個案

S2） 

從個案 S2的認同游離過程，我們可以看見其內心的衝突與掙扎，高層

次的認同不見得可以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並行不

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還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個案 S2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了不同的身分認同體悟，並且在青少年晚期，即將進

入大學前，同時認同了臺、美兩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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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總是不長久，進入大學以後，我有時候覺得大學的朋友們會因爲我是臺灣

人的關係而來逗我。雖然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可是每當我的東方觀念跟西方

文化不同的時候，往往會被他們拿來討論。我的朋友們是第五代華人，他們都

只會說英文，他們會指著我身上有太多太多「亞洲」的元素，念著我的頭髮怎

麽這樣那樣剪，或是衣服怎麽這樣那樣穿…等等。他們也會故意叫我「中國人」

而不叫我「臺灣人」。雖然知道他們一定不瞭解大陸跟臺灣之間的歷史跟差別，

但我心裏還是會覺得有點不開心。我曾想跟他們解釋，但他們也不願意聽，覺

得沒必要去瞭解。在他們眼裏，我可能並不正常。可是無論他們的想法如何，

我都覺得我這樣很好。反而，我替他們感到遺憾。作爲華人，他們却對中國的

文化完全不瞭解。不過理所當然，當我想想美國人自我崇拜的文化，和他們自

認爲美國是全球最民主、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而抱著驕傲態度的時候，我也就

不覺得奇怪了。這也是他們作爲美國人的愛國精神。（個案 S2）97 

個案 S2在進入大學以後，因為自身在美國屬於少數族群，受到歧視的

對待，從個案 S2的說法上來看，說「歧視」也許太嚴重，但是個人的文化

特色受到同儕批評，個案 S2並不舒服，不過他也能從所受的美國文化教育

裡，去理解同儕會有此反應的原因，從臺美文化衝突到理解，個案 S2的文

化認同隨著成長過程而逐漸有了智慧。 

回想起來，我以前還真是煩惱了很久自己究竟屬於哪裡，要怎樣做才適合我的

身份。居住在美國，我會覺得我應該遵循西方文化的價值去生活。我也因爲擔

心別人怎麽想而壓抑著我比較東方的一面。過了很久也思考了很多以後，我終

於更看懂了我自己，我發現，臺灣文化對我的改變是慢慢地、一點一點細微却

長久的。我離不開我的根，放不下我作爲華人的傳統。我甚至覺得，如果美國

                                                 
97同註 85，頁 52-70。人是社會性的，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即在認識自我、培養自尊。社會

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的群體認同，並會有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

個體以社會認同來提高自尊，當社會認同受到威脅，個體會以各種策略來提高自尊。有

時因此便會引起群體間偏見和群體間的衝突。我們應注意的是美國華裔青少年首先是作

為一個美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而華裔意識到自己的華裔種族身份是在成長過程中逐步

建立的。這當中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正面影響會使學生對少數族裔身分產生自

信；負面則帶來自卑，尤其若在學校或其他地方發現其他族裔的孩子、教師有種族偏見，

可能使其不安而衍生其他問題。 



第四章 在臺美籍華裔學生之觀點 

75 

和臺灣發生戰爭，我會更支持臺灣。就算我在臺灣前前後後總共才待了兩年多

一點的時間，我的個性、想法和理念都早已屬於中華文化了。我可以不再猶豫

我的身份，因爲我就是臺灣人。（個案 S2） 

個案 S2選擇來臺灣留學一年，在於尋求自己身分認同的定位，從小學

時期排斥中文，到中學、大學的追尋歷程，在大學即將畢業前，B2受訪者

選擇認同臺灣。從以上案例個案 S1、個案 S2來看，他們的中文能力都是在

臺灣形塑的，都曾在臺灣受過小學教育，還有個案 S2思索起自身文化認同

是起因於高二來自臺灣的同學帶給他的新想法。因此，兩個案例都說明「原

鄉」對他們的認同直接產生影響與干擾，對個案 S1或個案 S2來說，當他

們身在臺灣或身在美國，「原鄉」對認同的影響真的是「原鄉化」嗎？在今

日資訊交通流通頻繁，隱涵全球相依程度的強化，文化認同在臺美之間的遷

徙，「原鄉」、「在地」的社會現實情境是全球化下的反思。  

個案 S9在電影課中，發表了自己對於東、西方文化對比的看法，同時

也提及自己在與不同族裔對象交往，所顯現的文化差異，在談話中，他覺得

文化認同不是障礙，但是知道這樣的差異是需要的。 

中國傳統和美國傳統的對比很明顯，雖然中國人去美國，但是文化永遠會跟著

你。電影囍宴的男主角偉同，不敢跟他父母講他是同性戀的事實。98跟父母說

自己是同性戀談何容易，中國人自己已經了解這是不可能跟父母講的，父母一

定不可理喻，不管偉同多麼挖空心思跟他父母講話也沒有用，同性戀是個很忌

諱的題目，會接受的傳統父母少之又少，傳統的父母相信結婚是有新娘和新郎

的，這樣才對，這樣才可以有個有血親關係的孩子讓姓繼續傳承下去；如果同

性戀結婚，爺爺和奶奶就不能抱有血親關係的孫子。還有一些人會覺得同性戀

的問題會對家庭造成恥辱。從小到大，中國父母就是跟我這樣講，沒有自己的

選擇，但是其他不同種族的父母都不會跟他們的孩子這樣講，他們讓他們的孩

子長大以後自己選擇。偉同的父母也傳統地為兒子準備婚姻，給威威很多古董

                                                 
98電影「囍宴」（The Wedding Banquet）是 1993年的電影，劇情描述旅居美國的台灣籍

男同性戀者，為了孝順父母而娶了中國女性，並以綠卡為交換條件，卻在父母去美國為

他籌備婚禮後開始生變。此片由知名導演李安執導，這部片的特點是以華人特有的倫理

觀處理同性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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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先的首飾、錢和旗袍。婚宴一定要有很氣派的喜酒，請很多人來、陪新娘

和新郎去房間玩遊戲和跟父母磕頭。對外國人來說，這樣的習慣很少，孩子跟

父母講內心話也不會那麼難。還有，傳統中國的家庭就是讓父母搬進來，不送

老人去老人院，電影推手裡面的男主角是中國人，他跟他爸爸說他想要努力地

賺錢，買大房子跟他爸爸住，照顧爸爸，但是他的太太是美國人，只想借他們

錢，不想跟他們一起住。我看到女主角和男主角對待父母的對比。99中國人的

傳統習慣常常出現在男女交往、婚姻和老人未來的打算中。我也會想到自己的

傳統背景，在每個方面跟外國人有什麼不同，有時候看不到、感覺不到，但是

在不同種族的交往中會很明顯地出現。現在越來越多人跟不同種族的人交往，

所以實際上這樣的情況也常常發生。（個案 S9） 

接著，個案 S12提到父母是為了小孩的未來移民美國。 

美國加州有很多華人，他們是從中國或者越南來的，我的家庭是從越南來的，

我的父母為了我們的將來而移民美國。根據統計，加州首府薩克拉門多市大約

有 68,000個華人，之所以這裡有這麼多華人，是因為他們覺得住在這裡有安全

感。當然，每個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覺得太多華人聚在一起不一定是

個好事情，比方說，華人越多，不同的意見也多，所以問題也就越多了。（個

案 S12） 

（（（（四四四四））））文化認同的世代差異文化認同的世代差異文化認同的世代差異文化認同的世代差異 

個案 S12提到他看到中國城裡老華僑與新華裔的差異。 

很多華人自小在美國長大，他們會跟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有的人因此把中

國傳統文化忘了，他們的看法跟老華僑不一樣。換一句話說，很多老華僑覺得

孩子已經跟美國人一樣了，很多老華僑還是很守舊，所以他們常常怪年輕人不

學中文，簡單地說，老華僑想把中華文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但是，他們沒有

想到年輕人的感受，他們有他們的困難，他們說的話不同了，吃的東西也不同，

穿的衣服也不完全一樣；但是也有一些老華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99電影「推手」（Pushing Hands）1991年於臺灣上映，由李安擔任導演，郎雄、王萊等主

演。李安在這部片中探討現代華人家庭變遷議題，並描述親情之間深刻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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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能不管就不管了。我想住在這個時代的社會，很多人發現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困難，還是不能解決的。（個案 S12） 

個案 S12從自己的成長經驗裡覺察了身為加州華裔，在美國是少數族

裔所存在的問題，他更進一步發現了老華僑與下一代年輕人所產生的各式衝

突難以解決，個案 S12來臺灣學習中文有中文工具性的需求，也有追尋自

己身份認同的渴望，在言談中，他同時也表示了對於中華文化的心生嚮往，

認為自己應該好好保持父母輩所具有的優良傳統，他認為自己具有雙文化認

同，在自己的心中這並不互相衝突。 

（（（（五五五五））））成成成成見見見見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反思的反思的反思的反思 

無論在臺灣或美國社會，我們都必須打破忌諱，正視「成見」，或更嚴

肅地說「偏見」確實存在。以下是研究個案 S14詳談自己在美國被排斥的

經驗。 

我從小就住在賓州匹茲堡的郊區，在這裡，少數民族只佔人口的一小部分，主

要還是以白人為主。所以，我從小就跟同學們在語言與文化方面有巨大的差

異。我學了英文之後，我說的英文屬於標準的美國北方口音，也會跟匹茲堡本

地人的口音不太一樣。因為我的父母不是當地人，我也學不到比較口語的匹茲

堡話。結果，我跟有些當地人之間免不了還有一層隔膜。另外，我在家裡生活

的經驗與習慣跟一般的匹茲堡人也不同。比方說，我在家吃中餐的時候用筷

子，到外面通常吃在家裡吃不到的美國食物，譬如說漢堡、熱狗、薯條、義大

利麵。雖然從經濟階級方面來說，我們家的地位比較高，我也跟當地人說一樣

的語言，可是我還是常常被別人排斥，不被看成當地人。在美國，白人往往認

為只有他們的族群屬於當地人，所以白人有的時候會把少數民族當作外地人，

不願意去彼此了解，而且還仇視他們。這種歧視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惡化，並

且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遠了。特別是在經濟階級與職業方面上，所有的人都以

為粥少僧多，因此，白人與少數民族的競爭造成排擠少數民族的現象。這是一

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很難解決，人與人之間往往免不了還是有距離。（個案

S14） 

 個案 S14對於歧視問題很有自己的看法，他接著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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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 1861年起更為分化。當年，美國開始內戰，就

是美國北方跟南方對戰。為了保持買賣黑奴的權力，南方人一概仇視北方人。

美國南方明明想跟國家分裂，獨立建立自由的國家，但是美國北方後來打敗了

南方。到今天，我們還能感覺到美國北方與南方之間的隔閡，這表示實際上我

們難以解開人與人之間的誤解。雖然現代社會的資訊傳播與交通比以前方便多

了，但是各地區還保留自己的文化。因而，美國各地區的人民對外地人保持距

離、有刻板印象。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好像永遠無法跨越我們之間在文化上

的鴻溝。其實，我個人對於外地人的看法也是靠著刻板印象而產生的。比方說，

我認為西岸人比東岸人開放，南方人與東西部人在政治的看法上都屬於美國最

保守的人民。刻板印象與偏見、文化，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個案 S14） 

在語言中心電子報的文章中，也有許多華裔學生提到文化認同、刻板印

象與偏見，下面這位學生提到臺灣人對華裔的偏見。 

別人會基於我的腔調抑或外表而產生成見，並不難預料。…但令人不解的是，

老闆非但拒絕我們，竟然還對我說：「你這個華裔，雖然是華人，但是在西方

長大的，沒辦法了解我們臺灣人的觀念。」…。老實說，我當時心裡氣得快爆

炸，外國人觀念不同的確不無道理，但是何必說出這種歧視的話呢？…我開始

好奇華裔在臺灣人眼中形象到底如何。…幾乎每個臺灣人都說華裔家庭較為富

有。我承認我就來自於中產階級家庭，但我對許多人視此事實為華裔為何作風

較為自高自大的原因不以為然。…其次，針對態度上的刻板印象…幾乎每個臺

灣人都說華裔「說話大聲」，且部分說「花心」、「濫交」，乃至「屌兒郎噹」，

甚至有人說華裔把臺灣當為他們的「操場」，只來這「利用身份之便」把妹。

那我是誰！？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由於每個華裔的生活背景與區域背景

不一致，語言與文化認同在華裔之間，遑論跟臺灣人比起來──難免會有明顯

的差距。…我在臺灣除了能更了解我的文化、鞏固我的身份認同、多認識親戚

以外，也讓我更了解一件事：文化差異有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誤會，但是盡量

了解對方能避免這種情況。（摘錄自研究對象所發行之電子報第 26期，2010

年 4月 7日出版。） 

從上面文字，可以看見美國華裔在臺灣社會所受到的歧視，當美國華裔

來到東方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無可避免遇到「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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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經歷「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100這位華裔因為居住地從美國跨至

臺灣，雖然父母、親戚也都身為臺灣人，但在跨國的遷移、全球化歷程下，

其影響之經驗、認同已全然不受地緣、血緣限制，甚至認同開始呈現多元、

不穩定、跳躍、個體化、權利化，會出現這些特徵，全球化思維與後現代思

潮的影響不可忽略。101在美國華裔來臺灣追尋身份認同的同時，哪一種是其

欲認同的焦點，則必須視其受影響的因素為何，在此例中，正是因為美國華

裔感受到歧視與偏見的負面印象，才開始深層思索文化認同意向。 

下面是另一位華裔提到自身背景與過去身為華裔的自卑心態。 

…我成長時，我的同學、老師和朋友都是外國人。他們的教育風俗都和我的不

同，他們的外表是我最羨慕的金髮碧眼，他們跟父母說的話就是在課堂和街上

聽到的一樣語言。如果他們一個學期的成績能得到一個Ｂ的話，父母就會給他

們送個獎品當鼓勵。跟我比起來，我的髮色和眼睛只是一個煤煙的深黑色，跟

家人說一個刺耳，聽起來像菜場噪音的語言，而且每天都在家吃「有頭有尾」，

甚至有突出來眼珠的一條魚，而且每學期的成績沒有完全得到Ａ，不只是該

罵，還是要被揍的事件。…受到他們的影響，我對我的背景感到羞愧。當時我

一直覺得外國人聽我們說中文就像聽到敲打鍋碗瓢盆聲音一樣，因此同學一聽

到父母跟我說話時，我就會變得面紅耳赤，覺得說中文是個忌諱的事。 而且

父母為了我好，逼我每個周末都去上中文學校，但是我對父母的做法有異議。

我上了十多年以後覺得很不耐煩，因為感覺好像都沒學到什麼新玩意兒，乏味

地都一直想輟學。在家我父母也規定我必須跟他們用中文對話，可是我就死命

想逃避我的文化與背景。…自從我上了看起來像有 80%亞洲人的大學以後，我

之前所受到的文化衝擊害人不淺。我從來沒跟那麼多亞洲人，更不用說ＡＢＣ

                                                 
100參見尤思怡，《族與國、國與國之間—大馬華族人才外流至新加坡之國家認同》（臺

北：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2012），頁 40-41。

尤思怡提及跨國文化會使人們產生不受地域限制的自我認知，內在自我認同的形塑空間

無論想像或真實，都能夠轉換與延伸。因此，在建構認同時，生活方式的選擇十分重要。 
101同前註，頁 41-42。尤思怡提到，目前學界對於「認同」議題的討論已經進入了後現代

的語境，全球文化被視為是後現代的—快速轉變的、分裂的、多元主義的、混種的、匯

合的。後現代的概念最初是 1870年代出現在文學與藝術中，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從理論上

難以精準下定論的概念，因為後現代主義者均反對以各種約定俗成的形式來界定或定義

其思想。 



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對比探究 

 

80 

的同學在一起過！…我適應了這個環境，認識了跟我屬於同樣背景的朋友，然

後發現這個環境適合我。（摘錄自研究對象所發行之電子報第 15期，2009年

10月 7日出版。） 

無論在美國或是在臺灣社會，刻板印象與歧視、偏見依舊無所不在，從

上面文字，可以清楚看見在臺灣社會下對於美國華裔難以抹滅的偏見，ABC

這個身份成為被歧視的對象，他們感受到社會給予他們的不公對待。而另一

位美國華裔，因為自己的美籍華裔身份而從小自卑，甚至無地自容。身處二

十一世紀，我們以為自己的思想進步又民主，但是，從筆者訪談與田野調查，

可以看見族裔偏見與刻板印象依舊存在，當你身在主流社會並不自覺，但當

成為被歧視的一群，感受就特別深刻，美籍華裔從身為美國的少數族裔，至

回到臺灣接觸中華文化與社會，從中感受到臺灣社會「特別」的眼光，「ABC」

的身份使其在追尋文化認同的同時，有了更多懷疑與挫敗。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研究發現個案所經歷的身份認同轉變歷程極其複雜，美國第一代移民

華人常有落葉歸根的觀念，也就是「原鄉化」的抉擇；而第二代以後的移民，

「在地化」的思維就愈益明顯。雖然每個個案情況不完全相同，但有幾點必

須注意，從個案 S1的個人表述中，就其出生、成長的歷程裡，為何沒有形

成美國當地高度的在地認同？未形成「落地生根」的觀念？如崔貴強在「新

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一書所提到的觀念，一般而言，華裔在取得居住國

的公民權之後，其認同也會發生變化，轉為認同居住國。但從個案 S2裡的

歷程分析，其最後，也許只能說是目前情形，樂於悠遊在美國文化、華人文

化之間，正是雙文化認同的展現，有位學生也曾說 I am half Chinese, half 

American. 有些華裔子弟已在雙文化之間悠遊自得，甚至已產生「全球化」

的新思維。但其中也有受訪者提到，若是臺、美兩國發生戰爭，其支持對象

是臺灣，這是否又是「原鄉化」思維的展現呢？ 

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的是個案的家庭背景，美國華裔的社會地位具有

兩極化的特點，一類是知識移民、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另一類則是家庭移

民、勞工移民及非正規移民。知識移民通常遠離唐人街，散處各大都會區城

鎮與郊區，知識型移民與土生華人已經成爲華人社會的主體，這使華人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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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高於全美平均數，其個人收入與家庭收入的中間數都超

過全美水平與亞裔水平。102以本研究中的華裔學生案例，其父母皆為知識移

民，因此父母的教育方式，所灌輸的中華文化觀念、中文式的家庭教育，對

其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 

在諸多華裔學生訪談裡，經常提及童年時代被父母逼迫上美國週末中文

學校之經驗，有些學生甚至從小學一路讀至高中，多數學生皆因孩提時代週

末要學中文，失去娛樂時間，比方踢足球、去公園找同伴等，而對中文學校、

中文老師產生極大的排斥心理。但在來臺學習中文的華裔學生身上，再度詢

問對於臺灣華語教師的看法時，學生多持正向看法，認為其有效率的教學與

過去兒時學習經驗全然不同，臺灣教師大力協助其快速增進中文語言能力，

使用中文語言工具探討個人有興趣的議題與課程，這些全新的華語學習經驗

使學生成就感驟增。當然，會選擇來臺學中文的學生本身即對學習中文有高

度熱忱，且來臺學生年紀皆在大學以上，思想較成熟。不過，從學生訪談中

得到各種回饋，也是對在臺華語教師的一大惕勵。 

另外，從課室觀察中，筆者也發現華裔學生十分重視華語教師個人的文

化觀點，學生經常透過華語教師的觀念和態度認識臺灣，當然其中也包括文

化認同議題的探究。在本研究場域裡，尤其當週末結束後的星期一，或是新

年、春假等較長假期後，學生最期待在放假後的第一天詢問老師的看法或意

見，舉凡假期中看到臺灣的食、衣、住、行各種現象，或是與臺灣人接觸時

所觸及的語言、文化對談，學生經常迫不及待告訴教師自己的發現，同時也

向教師請教臺灣人的思維、文化、政治狀況是否真是如此。筆者發現，華裔

學生在華語課室裡除了學習語言，同時也會希望華語教師提供一些文化觀念

或與臺灣相關之各種專業知識，包括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包羅萬象之

議題，許多學生也希望教師主動了解華裔於美國成長之文化背景，在教學場

域裡華裔學生與華語教師的文化碰撞，經常就在師生彼此之間幽默的言談中

互相成長。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華語華語華語華語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對於文化對於文化對於文化對於文化認同定位認同定位認同定位認同定位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102參見龍登高，張洪雲，〈多元族群視野下的華人特性—美國亞裔六大族群的比較〉，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一期（2007年 3月），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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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進一步觀察來臺學習中文的華裔，在華語學習後，對自身文化認

同之轉變。 

一一一一、、、、文化認同與語言態度文化認同與語言態度文化認同與語言態度文化認同與語言態度：：：：回流臺灣回流臺灣回流臺灣回流臺灣，，，，認同臺灣程度加深認同臺灣程度加深認同臺灣程度加深認同臺灣程度加深 

首先是個案 S1的訪談情形，個案 S1留在臺灣工作時間已經約三年，

在與個案 S1見面時，個案 S1十分高興地說：「妳看！我的頭髮是日本人

剪的。現在在臺灣夜市殺價，已經聽不出來我是從外國來的了。」顯然個案

S1樂於融入臺灣社會，能夠不被看出是來自於美國的華裔使其十分開心。

接著，個案 S1提到了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現在我在慈濟工作，我回到最傳統保守的中國文化，忽略外面的世界。我看到

上人的作為，學了很多。但是我要說慈濟做得真的很有意義，雖然我有時候覺

得大愛村表演不自然。最近我也在學書法，我想要體驗古人怎麼學中文，我也

不要被爸、媽、姊姊嘲笑字寫得醜，可是學書法常常會越學越生氣。我也認識

了一些臺大中文系的朋友，他們會講中文系的笑話，我很喜歡。（個案 S1） 

從工作與朋友、休閒娛樂的選擇，我們不難看出個案 S1努力認識中華

文化。下面，我們來看看目前個案 S1說明自己對於文化認同的看法。 

我覺得臺灣人自己也有認同問題，我現在留在臺灣沒那麼嚴重。對我來說，我

是臺灣人，只是去了美國，今年七月我回美國，就發現美國變了很多，美國人

不再自大，開始覺得別國的經濟是會贏美國的。在美國，日本人、韓國人還不

是互不往來；看到英國國旗，新加坡人會不爽。世界各地都有認同問題啊！臺

灣看似包容、全球化，卻忘記傳統，我有個 ABC 的朋友，他回臺灣以後，每

天早上都先祭拜祖先，再去上班，你說，誰才是臺灣人呢？（個案 S1） 

從個案 S1的說明，我們可發現其思想逐漸成熟，在來臺華語課程結束、

年齡與經驗增長後，大學時代自我認同的迷惘已逐漸消失，對於臺美兩文化

的深入掌握成為個案 S1的優勢，文化認同的形塑已正向增強。其成長過程

正是不斷認識自我的過程，而「中華文化」在個案 S1成長過程中占十分重

要的角色，華語教師若能理解此現象，並設法在華語教學中促進華裔認識中

華文化，例如：寫書法、學習成語、認識布袋戲、介紹廟宇等，幫助其在多

元文化中增強自信，正向的文化認同也有助於提升學習華語的正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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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S10則提到了自己的家庭。 

我在臺灣的家庭，我的家人一部分住在臺北，一部分住在桃園，至於住在桃園

的哪一個地區我不確定，我的親戚應該跟你們的一樣，有太多人了，不是每個

都認識，可是，我的親戚都是漢人，我覺得我的親戚除了臺灣、中國、美國以

外，沒住在別的地區。我的親戚都說國語，可是也有很多親戚，因為住在臺灣，

所以也說臺語，也有的親戚會說廣東話，從以前到現在，我都覺得我的中文很

標準，可是遇見一些親戚，他們會說我有臺灣人的口音，為了教我中文，他們

會糾正我的口音，我說什麼，他們就改我什麼，當時，我假裝對背書有興趣，

雖然他們訓練我，但我還是覺得我比較喜歡臺灣的口音，因為我是臺灣人，我

應該不用刻意改變我的家庭背景，我贊成中文有各種不一樣的口音。（個案

S10） 

個案 S10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但是因為父母的教育，使他深深認為

自己是臺灣人，十分認同臺灣的文化，尤其對於年輕人的流行文化十分熱

中，雖然在中文語言的聽、說、讀、寫各方面並非有如國人那般流利，但他

十分自豪與自信於自己的「臺灣」口音，他認為這是他身為臺灣人的標誌。

由上可見正向的文化認同提升學習華語的正面態度。 

二二二二、、、、東方文化的影響東方文化的影響東方文化的影響東方文化的影響 

個案 S16提到臺灣跟美國家庭文化的異同。他從華語語言課程裡看到

自己的背景，同時也發現自身所處美國文化之優點，但在反思後，他也明瞭

文化不同並未減少對親人的愛，認知東西文化異同與思索文化認同課題，能

促使其未來與家人尤其是長輩相處有更多理解與體諒。 

臺灣家庭跟美國家庭裡家人的關係不太一樣，尤其在家庭互動上，臺灣家庭互

動的親熱度比不上美國家庭互動親熱，臺灣人要表示他們的感情是一件很困難

的事，比如電影「一一」裡的爸爸，他很愛他的孩子們，但是他不會對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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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他的愛。103當他要去日本的時候，他好好地安排別人來照顧他的孩子，但

是要走之前，他沒去吻孩子，沒去告訴孩子爸爸愛他們，用行動來表達感情，

對他來講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換一句話來說，美國人的互動比較熱情，例如

我的家庭，當我出國的時候，全家人都陪我去機場，我要上飛機之前，大家都

在哭，擁抱著說我愛你、我會很想你，這個情況顯示我們美國人對家人的親密

度，因為我們會在公眾場合哭泣，表達感情。但是，臺灣人比美國人孝順得多，

臺灣人會好好照顧父母，當父母老的時候，臺灣孩子會在家陪父母，好像電影

「一一」裡的婆婆一樣，婆婆在家裡幫忙照顧孫子婷婷和洋洋，但是，在美國，

當父母老的時候，會被帶到一間養老院。臺灣、美國文化不同，在臺灣，如果

父母住養老院，臺灣父母會覺得孩子不理他，所以這是不是表示美國人不愛他

們的父母呢？美國孩子覺得如果父母在養老院，父母可以跟同齡人互動，這樣

會很愉快，那是誰對誰錯呢？沒有對跟不對，只有文化不同、理念不同。美國

人、臺灣人都很愛自己的家人，但是表達的方法不一樣，是因為文化不一樣。

（個案 S16） 

三三三三、、、、親子溝通與文化認同親子溝通與文化認同親子溝通與文化認同親子溝通與文化認同 

個案 S3尤其重視孝順的觀念。提及宗教信仰時，其指出，由於母親是

菲律賓華僑，所以一家人都信仰了天主教，但與孝順的觀念並不衝突。個案

S3強調，他是亞裔美國人，他的美國人認同觀是毫無疑義的。不過，很多

華人父母期待子女賺很多錢、從事高階層的專業工作，他的父母親也不例

外，現在的他期待自己能找出一個符合父母期待、也符合自己期待的工作，

來臺灣學習中文即是一個追尋的過程，不過時至今日，他還是很茫然，至目

前為止，還沒找到志向。個案 S3強調，他與媽媽的關係很深，過去在美國，

他從不去華人聚會，不過來臺灣以後，個案 S3有了很多華裔朋友。 

個案 S20提到親子之間對於尋找結婚對象產生的矛盾，他常表示母親

                                                 
103「一一」是一部臺灣電影，導演為楊德昌，楊德昌因本片獲法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另外，中文片名直書兩個「一」變成「二」字，「一一」的英譯片名也饒富意味地譯為 A 

one and a Two。故事描寫臺北一家人的生活故事，探討人生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困惑與危

機，整個故事以臺北為場景，藉著似乎平凡無奇的都市生活，感受人情冷暖與生老病死，

並隱喻生命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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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的壓力很大，並以幽默方式述說母親的期望，也明確表示自己並不那麼在

意身為少數族裔的身份。 

我的母親不算是種族主義者，但是有的時候她隨口說的話真的有點兒偏

執。不說別的，就拿她對我以前女朋友的反應來說，我目前單身，但是自

從我上高中以來，我曾經和三個女孩子談過戀愛。到現在我媽媽還常說：「你

為什麼跟某一個女朋友分手了？你們兩個那麼合。真是太可惜了！」 我媽

媽所謂的「理想的女朋友」指的是我高二的華裔女友，反正我其他的前女

友都不算數。根據她的說法，關於她孩子們的愛人有很明顯的階層：首先

是臺灣人，其次是其他華人，再其次是其它東亞國家的人，最後才是美國

黑人白人、法國、德國......等等其他國家的人。在我的家庭裡，我是老三，

我上面有兩個姐姐，都比我聰明，大姊在哈佛大學做研究，二姊在紐約當

律師，母親很驕傲有這兩個優秀的女兒，但她們結婚的時候給了母親很大

的打擊，因為兩個姊姊竟然都嫁給白人，結果呢？現在希望變成放在我身

上，現在我每一次打電話給父母的時候，他們都會很有技巧的問我：「你找

到好姑娘了嗎？」（個案 S20） 

在華語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華裔學生由於族裔身份的特殊

性，促使其在連結中華文化、道德、價值觀、親子溝通之中有旁人所不知的

努力，華語課室裡的教師也成為華裔學生探索華人文化觀念之媒介，教師在

華裔學生眼中常具特殊地位，由於師生族裔相同，有時可見關心學生的教師

成為華裔學生口中的「媽媽」。104華裔學生在傳承語言的學習中，也經常關

注教師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在研究場域中曾聽到學生說：「老師你跟我爸媽

想的一樣」，由於許多華裔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在思想上與華語教師雷同

並不意外。從學生與華語教師的課室相處，可以看見在經過一段日子的學習

之後，學生與老師產生正向交流，從本節的個案也發現，學生樂於與教師分

享自己家庭裡各種文化現象，如此良性互動可謂文化涵化現象中最好的結

果。105 

                                                 
104在本研究場域中，許多個案皆提及某幾位華語教師好像自己的媽媽一樣付出關懷，使

其深受感動也十分感恩。 
105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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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來，某些專家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喬姆斯

基（Chomsky）試圖從不同的文化、迥異的分類類型中，找出一個人類所共

通、共有的「普世價值」，因此結構主義逐漸形成。回到「原鄉化」、「在

地化」、「全球化」的議題上，結構主義的思惟是否能使華裔美國人在故鄉

認同的選擇上，最後都會如所有人類一般，產生所謂的「普世價值」，每個

人都成為「國際人」呢？抑或學中文只是工具性目的的現實主義，最終將拋

棄所有關於文化與認同的追尋？106  

個人的認同可以是多元或多層次的，在不同的情境裡，個人可以按照其

需要而轉換這些不同層次的認同，但當不同場域的認同產生衝突時，個人內

心世界可能會產生對立與不安。筆者希望對這些抽象觀念帶來的實際衝突或

建設做一討論，也嘗試釐清美國華裔所面臨的實際處境。我們可以說文化認

同是一種意向、一種反應，如果一個人置身某個文化裡，並不與異文化接觸，

可能就沒有所謂文化認同的需求，文化認同經常是發生在不同的文化接觸

時，可能有碰撞、有比較、有衝突。於是當一個人面對另一種異文化時，文

化認同即會出現。 

本章以文獻資料、華裔美國人的個案探討，研究華裔美國人的原鄉化、

在地化抑或全球化的情形，每個個案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既

然他們都選擇來臺灣學習中文，對於臺灣基本上都十分喜愛，而在想像中的

文化中國與實際上來到華人世界生活之後的改變，可以從中明確看出原鄉

化、在地化、全球化實為一動態過程；每個個案的差異性頗大，尤其華裔來

自美國各個不同地區，從訪談裡，受訪者也經常指出華人雖為同一族裔，但

其實美國不同地區的華裔文化認知、生活習慣差異很多，筆者在個案研究中

也發現，就算是同一個個案，在文化認同的表現上也經常有游移變動的情

形，文化認同可以說是由主觀去認知與定義，在眾多的選擇中，誰選擇哪一

種認同？其原因又為何？這個文化認同的問題最後還是由學習者個人生命

                                                 
106參見(1)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16)。(2)韓

林合，《喬姆斯基》（臺北：三民，1996），頁 35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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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去經驗與決定。筆者只可說美籍華裔在這樣的文化追尋脈絡裡，成為具國

際胸襟、海納百川的世界人，可說為當前最大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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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分析對比教師與學生個案的文化認同印象，探究其在華

語課室裡的溝通情形，在解讀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若採取認同的動態發展觀

點，也就是流動性的認同意義來看這些個案的話，其「文化認同」內涵都有

某種程度的變化性，因此本研究重點放在觀察特定場域與情境下的文化認

同，儘量抓住「流動中」的認同，在華語教學場域下觀察文化認同在此時間

點的內涵與強度，以社會建構論的核心，描繪文化認同脈絡，也關注其它認

同是否同時混雜其中。同時，在本章的最後一節也會就文化認同在華語教學

之實際操作層面提出教學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印象印象印象印象對比對比對比對比 

本研究第三、四章訪談分析學生與教師的文化認同觀點印象，讓我們再

回到本篇論文最開始的提問：「文化認同」的內涵是什麼？為什麼這樣的認

同會在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身上發酵呢？以下會分別討論。本節會對兩者觀

點做統整分析，目的在釐清師生不同情況之差異，瞭解箇中緣由。 

到底「文化認同」的內涵是什麼？透過本研究場域「華語教學現場」一

系列的觀察，再配合教師與學生的言談，或許我們可以從幾個重要的「他者」

來加以釐清。簡單地說，本研究裡有幾個重要的「他者」：美國文化、中華

文化、中美混合文化。而本研究裡提到的幾個對象：居住在美國來臺學習中

文的華裔、居住在臺灣的華人：華語教師，以及自中國或臺灣移民至美國的

華裔父母（或祖先），剛好這幾個對象都是居住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華人，其

受到「他者」的影響造成文化認同傾向之不同，因此有的華裔學生之文化認

同傾向是「中華文化」，有的是「美國文化」，有的則是「中美混合文化」。

同一個案也可能會發生「摻雜文化」（hybridity culture）之情形。 

在美國華裔學生訪談與觀察中，筆者發現個案提到文化認同議題時所採

取的直接反應，是對應到「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回答，雖然「美國人」、

「中國人」等詞彙具備國族與政治認同的意涵，但從本文前面幾章的探討可

知曉兩者存在一定關連，在「美國人」、「中國人」、「臺灣人」等詞彙運

用背後也是與美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文化認同產生連結，因此，以下就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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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認同的觀點為基礎，將學生個案觀點分為四類：一、我是美國人，我不是

中國人。二、我是美國人，我也是中國人。三、我是美國人，我也是臺灣人。

四、我是華裔美國人。另外，由於認同本身的多變性與複雜性，個案可以在

文化認同的認知上有不同選擇，因此可以複選回答。下方列出受訪學生在臺

灣華語教學情境下，文化認同的抉擇。107在此也特別提出，表五-1、表五-2

當中所提及之「美國人」、「中國人」、「臺灣人」，並非政治認同與根據

國籍法所取得個人護照身份之國籍認定，而是根據「文化認同」之傾向，以

研究個案個人意志所選擇的文化認同對象。 

                                                 
107參見(1)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45-246。

(2)莊國土，〈論東南亞華族及其族群認同的演變〉，張啟雄主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

人的族國認同》（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05），頁 13-50。(3)陳奇聰、張

瓊惠，〈初探跨文化華語課程與華裔認同的關聯性〉，臺灣師範大學主編，《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教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有學者做過認同上的歸類，在

此提出王賡武、莊國土、陳奇聰等的認同類別。王賡武將東南亞華人認同歸於兩類，共

七種認同，政治類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Chinese nationalist identity），當地民族國家認同

（local national identity），華人社區認同（Chinese communal identity），強調法律政治權

力的種族認同（ethnic & racial identity with legal and political right）與文化類認同，包括中

華歷史認同（Chinese “historical” identity），中華文化認同（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族群認同（ethnic cultural identity），從王賡武的分類可以明顯看出文化認同與政治

認同的差異，由於政治認同與民族、法律、政治、種族密切相關，並非本研究的研究重

心，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文化認同，王賡武在文化類的分類上，分別有中華文化認同與

文化族群兩大類，但這兩類的分界有時並不十分清晰，尤其文化族群是否能與政治類認

同裡面的血緣、種族等認同清楚畫分值得商榷。莊國土於華人認同的分類僅兩類，分別

為政治（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其他各種認同都歸於這兩類之下。莊國土的分類看來

簡潔許多，但文化認同很明顯地被歸於族群認同之下。在師大 2012年華語教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陳奇聰、張瓊惠將美籍華裔的文化認同分為三種情況：一、認同自己的雙

重族裔。二、認定單一族裔，華人或美國人。三、隨機變動型。陳奇聰等根據對華裔學

生發出的前後測問卷統計分類，簡單且清楚歸納華裔文化認同的三種面向，此歸納的特

色在於強調時間地域的不同變化會造成個人文化認同的第三種情況：「隨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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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學生的文化認同觀點 

類別（可複選） 受訪者（代號） 

一、我是美國人，我不是中國/臺灣人。 S13（1/20） 

二、我是美國人，我也是中國人。 S5,S14,S16,S20（4/20） 

三、我是美國人，我也是臺灣人。 S1,S2,S3,S4,S7,S9,S10,S11,S12,S17, 
S18,S19（12/20） 

四、我是華裔美國人。 S1,S2,S3,S4,S5,S6,S7,S8,S9,S10,S11, 

S12,S13,S14,S15,S16,S17,S18,S19,S20
（20/20） 

特別調查：我不是美國人。 （0/20） 

根據本研究觀察，對於教師的華裔學生文化認同印象有以下歸類：一、

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中國人。二、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臺灣人。三、學生是

美國人。四、學生是具有華人特色的美國人。 

表 五-2 教師對學生的文化認同印象 

類別（可複選） 受訪者（代號） 

一、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中國人。 T2（1/13） 

二、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臺灣人。 T1（1/13） 

三、學生是美國人。 T3,T4,T13（3/13） 

四、學生是具有華人特色的美國人。 T1,T2, T3,T4,T5,T6,T7,T8,T9,T10, 
T11,T12,T13（13/13） 

上面兩個表格的數字，顯示以下意義： 

多數師生觀點不同多數師生觀點不同多數師生觀點不同多數師生觀點不同之處之處之處之處 

本調查站在可複選的角度，從表五-2的類別三「學生是美國人」只有

三人來看，相較於表五-1學生觀點類別一~四，教師認為學生是美國人的文

化認同印象較弱，甚至全部學生皆反對「我不是美國人」。由此可看出教師

與學生在「學生是否為美國人」的印象之中有極大衝突。 

多數師生觀點相近多數師生觀點相近多數師生觀點相近多數師生觀點相近之處之處之處之處 

對比表五-1的類別四和表五-2的類別四，顯示全數學生與教師印象皆

為「華裔美國人」、「具有華人特色的美國人」。 

少數師生觀點不同之處少數師生觀點不同之處少數師生觀點不同之處少數師生觀點不同之處 



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對比探究 

 

92 

在表五-1的類別一和表五-2的類別一、二裡，選項「我不是中國/臺灣

人」、「學生是移民海外的中國/臺灣人」。當本地華語教師，在少數情境

下會產生「學生跟我一樣是臺灣人/中國人」的迷思，將學生視為同一種族、

國族，課室觀察中，有時可看見華裔學生眼神的略微改變，也有少數學生會

有較激烈的生氣表現，這些看似與華語教學並無直接相關的課室溝通，便是

異地「文化衝擊」。無論對本地教師或華裔學生來說，兩者同時都因語語言

背後的文化底蘊碰撞而產生了文化震撼。雖然選擇學生與教師數分別都只有

一位，但是在教育現場裡這是產生衝突的關鍵，對於此少數現象應謹慎看待。 

學生觀點學生觀點學生觀點學生觀點顯示與顯示與顯示與顯示與家庭家庭家庭家庭背景背景背景背景的連結的連結的連結的連結 

在表五-1的類別二、三：「我是美國人，我也是中國人」、「我是美

國人，我也是臺灣人」，學生在「中國人」、「臺灣人」的自我意識主張下，

可見家庭背景來源的影響。 

在不同情境下在不同情境下在不同情境下在不同情境下，，，，文化認同傾向文化認同傾向文化認同傾向文化認同傾向也隨之改變也隨之改變也隨之改變也隨之改變 

從表五-1與表五-2可以見到明顯的矛盾，同一位受訪者有時選擇「我

是美國人。」但有時又選擇「我是臺灣人/中國人。」甚至有時選擇兩者皆

是。為何有如此矛盾的現象呢？主因是個案在不同時間點、不同對話內容情

境、不同事件的立場會隨之改變，例如個案 S2原先對於文化認同的立場較

偏向美國人，平常觀看運動賽事的時候，也較站在美國這一方，但留學臺灣

以後，其立場又有了改變，甚至認為如果臺美發生戰爭，會較支持臺灣。文

化認同的變動性也從以上兩表裡顯露無疑。 

本研究將研究時間停格在學生臺灣華語學習這段時間裡，此時教師與學

生對於學生的文化認同印象，可由各脈絡看出條理，並從師生文化認同建構

的過程，看出認同到後來產生某種程度的質變，本文試圖抓取出文化認同的

內涵與強度，在師、生面對全球化、跨國、離散等世界現象之下，這些師生

個案又是透過什麼方式建構出彼此的文化認同？筆者將各脈絡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跨國主義跨國主義跨國主義 

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的關係匪淺，近年來舉凡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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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與文化研究，都試圖以跨國主義的理論框架來重新審視文化認同的核心

概念，由於華裔移民與移居者在臺、美跨國混合的文化、動態疊加的認同之

間游移，其多維的文化公民身份建構出變異性更高的文化認同，誠如本研究

文獻分析裡所提及的概念，文化認同可能因跨國移民而產生一元、二元甚至

多元現況，在本研究的個案訪談裡也印證了學者徐榮崇等的研究理論。 

以下列舉部分個案中顯示「家庭背景」帶來的跨國流動現象以及跨國主

義思維的展現。例如個案 S1的中文寫作探討中、英文在其內心的衝突與碰

撞，顯露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痕跡。個案 S2從小學至大學歷經跨越臺、美

國界與文化認同思索，欲尋求自身根源，因而進一步認識父母的故鄉，到大

學畢業前體現自身離不開根本與認為自己就是臺灣人的體認。個案 S3深深

以華裔為榮。個案 S4在臺美移動之間，甚至因為親情而回流臺灣，希冀把

握時間與臺灣的阿嬤相處。個案 S7來臺灣是為了尋找自己的根。個案 S8

因為有中文系和華裔的背景而來臺留學。個案 S11篤定地認為自己就是臺

灣人。個案 S12關注到跨國移民間之老華僑與新華僑的差異。個案 S13強

烈希冀與中國人用中文說話，縱使已是第三代移民，依舊強烈認為自己是中

國人。個案 S14強調自己的華裔身份。個案 S18對自己的爺爺奶奶、外公

外婆過往在中國發生的故事深感興趣。另外，從教師個案認為的華裔面向也

可看見跨國主義的端倪，例如：個案 T2強調華裔學生與白人學生並不相同。

個案 T6認為華裔「外黃內白」，由於族裔因素華裔經常聚在一起，還有華

裔家庭裡親子衝突經常與中、美文化息息相關。個案 T9認為華裔學生大多

想符合華人父母的期待，華裔也有孝順的觀念。從個案 T10的訪談可以見

到華裔學生游移在中美文化之間的特殊性。另外，許多華語教師談到華裔，

也會同時提到華人家庭。 

以上這些訪談摘要皆可明顯見到跨國主義與多元文化的痕跡。如同表五

-1、表五-2顯現的趨勢，本研究裡的師生文化認同印象不再如同過去侷限於

某一地域「我只是美國人」或「我只是中國人」，而是轉向「我是華裔美國

人」和「我是具有華人特色的美國人」。跨國主義裡強調多元的社會關係在

華裔的移民國與母國之間游移，文化認同同時在血統母國與移民國之間移動

與重構，以及在各層面相互依存並彼此關聯的全球化，還有在流動與越界過

程中的流移認同與離散，交換如何認識跨國之間的新社會、了解國與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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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來的跨國網絡，跨國移民者因為環境的變動而有了多重認同的機會，

也因此影響他們對移居國的看法，展現跨國性的思維和活動。從跨國、語言

與原居地的選擇性，可以看到跨國移民文化認同的軌跡，同時，也讓我們思

考族群偏見的反省性，運用在華語教學的實際層面，教師可以打破一般臺灣

社會對於 ABC所具有的迷思、去除偏見，培養華裔學生多語言的能力，以

及其觀察多元文化的能力，進而增強學習者的跨國思維與行動。 

二二二二、、、、文化認同與政治文化認同與政治文化認同與政治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本文認同研究採「強概念」的定義方式，讓流動中的認同停格化，加以

描述華裔學生在臺接受華語教育時的師生文化認同印象，在建構華裔學生自

身「文化認同是何時出現的？」以及華語教師「何時發現學生之文化認同？」

這兩個基本問題時，可以發現「政治認同」也同時在作用，文化認同與政治

認同同時存在混雜性，這是認同的「混雜化」現象。 

下面摘要整理出師、生個案中對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討論。 

(1)個案 S2：…電影當中所展現的國家忠誠，才讓我想到了自己華僑的

身份，若是一般人，不管什麽情况，一定理所當然地支持自己的國家。但當

自己覺得同時屬於兩個國家的時候，到底要支持誰，站在哪一邊就變得很難

決定了。…我可以同時欣賞跟參與兩個世界的文化。即使有那麽多的好處，

但是要決定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國家或是文化，可真是一個不容易的挑戰。 

(2)個案 T8提到，華裔學生談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

父，有時使學習者產生矛盾感，或主觀情感糾結，個案 T8並不在乎這些矛

盾。 

(3)個案 T3強調自己與父親一樣是忠貞國民黨員，對中國有強烈歸屬

感。個案 T3分別從支持臺灣藍、綠兩派華裔身上，看到外國人怎麼看臺灣。

個案 T3看到美國人的浪漫主義，看到華裔由於家庭背景影響，竟也上演如

同臺灣本地常見的黨派戲碼。 

(4)個案 T8提到文化認同，他首先談到學生的家庭背景、政治傾向。有

祖籍來自南京的華裔學生，還有幾位蠻「臺」的華裔學生，這幾位蠻「臺」

的華裔學生由於家裡的政黨色彩偏綠，會直接告訴老師不想改「ㄙ」這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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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語的口音。 

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這兩個名詞並不是對立的概念，兩者有其不可分割

性，以上教師與學生的觀點可看出文化認同的抽象性、理想性；政治認同相

對具體、現實，政治認同講究對「國家主權」的認同，例如個案 S2提到兩

國打仗要認同哪國的概念，即是對政治認同產生矛盾衝突的討論。文化認同

相對來說，較為長久深遠，政治認同無法改變文化認同的內涵，在這一點上，

兩者具備矛盾性。 

個案 S2的例子看到其從認同美國到認同臺灣的轉向，再變為認為自己

有兩地元素的雙重文化認同，在時間、地域、年齡、生活經驗不同下，皆影

響學生文化認同傾向，分類界線並非黑白分明，在臺華裔極度關注臺灣政局

與社會文化，強調自己具備臺灣文化血統，其內心對於文化認同臺灣想像十

足劇烈；另外，從圖三-4研究對象政治傾向（教師）中，可看出在研究對

象的教師群當中，政治認同多數偏藍，教師在面對政治認同議題時有其自身

主觀之觀點存在，例如個案 T8的不在乎；也有如個案 T3強調自己是國民

黨員，許多教師個案也觀察到華裔因家庭背景上演如臺灣本地常見的黨派戲

碼等印象，無論在教師或學生身上，在華語教學的課室裡，學生、教師同樣

受到世界潮流影響，從冷戰時期後，六十年代美國民權思潮、臺灣的省籍之

爭、中國與臺灣兩岸議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的衝突與矛盾，同樣顯現在美

籍華裔學習者的身上，並未因時空的關聯而消逝無蹤。 

回到前面的問題意識，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形成的時間，從個案研究裡

看到，往往是彼此或個人產生矛盾、衝突或利益關係時，才讓人發現認同的

存在，而在發現的此時也就是認同形成的時間點。 

三三三三、、、、文化認同與語言文化認同與語言文化認同與語言文化認同與語言 

本文從個案研究裡發現文化認同與語言產生極大關聯，例如個案 T3與

個案 S8在談論語言問題時彼此爭論自己的「語感」，表面上是師、生對於

語言問題的討論，但實際上卻是師、生對華人文化與語言的不同認知。另外，

還有個案 T2認為華裔學生對中華文化比白人學生更感興趣；個案 T10認為

華裔普遍來說聽說能力較好；個案 S2、個案 S3、個案 S8、個案 S18分別強

調自己要學好中文的目的是為了認識父母的故鄉，並且以華裔身份為榮；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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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S10甚至提到喜歡自己說話帶有臺灣人的口音；個案 S11甚至直接表示：

「我是臺灣人。」個案 S13也說：「我很喜歡學習中文，因為我是中國人！」 

美籍華裔學生有其特殊性，每個人皆有個人所認知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在學習華語的課室裡，傳承語言具有特殊意義，而在文化媒介，

也就是中文語言的選擇上，自然產生語言背後文化的認知差異，在華裔學生

的個案中，許多個案因為華裔背景與家庭的影響而認同臺灣，覺得有學習中

文的需要，同樣地，從教師個案中可發現，在語言教學當中教師發現華裔學

生基於文化相似性而在中華文化與華語學習上有與其他族裔學生不同的表

現，此為傳承語言在美籍華裔學生身上的影響，師與生同樣顯現語言與文化

認同的高度相關性，本研究結果也與薩披爾提出的語言相對論，也就是語言

體現文化的表層結構，文化是語言的深層結構互相呼應。 

本研究發現，由於所選學生個案皆選擇在臺灣學習華語，因此個案認同

臺灣的程度非常高，此為所選個案的相似性。在華語課室環境影響下，學生

文化認同與語言態度呈現正相關，而正向文化認同也提升學習華語的正面態

度，這與 Xiaowei Shi & Xing Wu認為雙語與雙文化認同兩者呈正面影響結

果相同；龍劍虹認為雙語者對第一語言、第二語言的態度決定文化認同的傾

向，從在臺灣的學生個案也可看到如上結果。 

四四四四、、、、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涵化涵化涵化涵化 

從本研究的個案中，可看見文化認同與文化涵化的複雜度。在教師個案

中，個案 T2、T4對華裔的偏見、華語教師自身的文化衝擊、個案 T6與個

案 T9老師本人認為的華裔面向；學生個案中，許多個案在華語學習後思想

有了諸多改變，如個案 S1、S2、S3、S4、S8、S11、S13、S17、S18、S19

皆思考中華文化對自己產生不同層面的影響。 

 在前面第三章曾舉例華語課室裡的文化涵化運作，在這種橫向的文化

變遷過程影響中，教師、學生的文化接觸、文化抗拒、順涵化、逆涵化、文

化適應等等情況皆屬於文化涵化。站在華語教師的角度，每日身處異文化

中，面對課室內與課室外極大文化差異的生活，必須重新挑戰既有教師角

色，在文化認同的議題上，教師隨時有重新建構新思維的可能，本研究觀察

到的偏見、文化衝擊，是教師從既定的文化視窗向外看，在自身母文化與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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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疆界流動中不斷挑戰與重構。正如張如慧對原住民班級潛在課程之研

究，潛在課程影響學生極深。本研究也發現教學內容是教師個人選擇有意義

之處，是教師認識與解釋世界的觀點和引導學生認識世界的途徑之一，雖然

華語教師是語言老師而非文化老師，但語言背後即是文化，教師看自己與看

環境的理解方式，將影響其教學實踐，若是任教於異文化環境裡的教師能夠

反省自己如何影響學生或受學生影響，調整自身對於文化認同的觀點，針對

文化認同議題才能重新建構、重新理解並詮釋經驗。在師生的比較中可看見

認同樣貌並非斷然二分，而是混合複雜多元，在文化涵化之下，師與生皆鬆

動了看待世界的眼光。這在全球化、跨國主義的現象下別具意義，因為地域

疆界逐漸模糊，無論師或生皆不再被原鄉等概念、框架侷限。 

五五五五、、、、文化認同與性別文化認同與性別文化認同與性別文化認同與性別 

從圖三-1研究對象性別比例（教師）中，可看出本研究個案女性教師

佔九成，這是臺灣華語教學界普遍的現象，即女性教師明顯多於男性教師，

同時，研究中也可見到女性教師對於文化認同議題的敏感度極高。另外，本

研究的學生個案中，女性十一位、男性九位，在訪談與觀察的過程裡發現對

於文化認同產生疑問者，女性明顯多於男性，女性問題的深度與頻率也較男

性多，例如以上個案 S1、個案 S2、個案 S14提到文化認同衝突與偏見的深

度與廣度，可見平時即已經常思索、甚至從小摸索文化認同很長一段時間；

在訪談期間，男學生的反應與回答，相較於女學生簡短與淺顯得多，甚至有

的男學生對此議題印象並不深刻。此與張如慧、許文忠的研究不謀而合。108

就本研究觀察，男性華裔學生在學校、校外教學活動中較多獨自行動，因此

對於群體感覺較女學生不敏銳，文化認同所尋找的是一種團體的歸屬感，女

性比男性在意群體的認同感，因此在文化認同議題上也顯現出男女性別差

                                                 
108同註 38，註 14。張如慧研究裡所提及的臺灣山海中學的原住民藝能班，曾提到女學生

比男學生文化認同的程度更深，張如慧說，在她課室觀察時，有一個漢人學生提到教科

書說阿美族是高山族，而原住民藝能班的一位阿美族女學生強烈反對，並與老師爭吵，

確實，事實上阿美族是居住在五百公尺以下的地方。在原住民藝能班裡，女學生比男學

生更勇於跳出來捍衛自己族裔認同。另外是許文忠的量化研究也有一樣結果，在某山地

布農族小學，女學童族群認同表現優於男學童，女學童自視為原住民的比例強烈多於男

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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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化認同裡影響師生溝通的因文化認同裡影響師生溝通的因文化認同裡影響師生溝通的因文化認同裡影響師生溝通的因素素素素 

本章研究目的在統整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文化認同之異同，找出影響師

生溝通的因素，且提出建議，以增進課室教學氣氛，增加學習成效，減少師

生衝突與尷尬。認同即孔子說的「吾從眾」，「文化認同」於一個族裔或群

體，分享其中之苦樂不能只作簡單理解，認識少數族裔的華人成分已是文化

干預過程的一部份，由研究可見在華語課室中重構文化認同的過程。 

「我是誰？」這個問題是何時出現的？在針對華語課室裡「文化認同」

的內涵與強度探索上，本研究個案裡原始文化認同之起源，從訪談中依稀可

見諸多學生個案是自小即有華人之文化認同概念，縱使其已是第三代移民，

在來臺之前並不會中文或中國各地方言，例如個案 S13。 

因為我是中國人，在血液裡應該有中文的能力。（個案 S13） 

在此姑且不論血統與語言學習其實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在質性訪談中可

明顯見到個案 S13形成華人文化認同的時間在來臺學習華語之前，甚至在

來臺兩年中文學習之後，依舊有上述觀念，究竟這些學生個案何時開始尋覓

「文化認同」？就筆者的觀察，許多華裔提及小時候在美國感受到的社會偏

見，使其在生命史前期，通常是在美國初入小學時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到感

受到偏見與歧視後，於生命史後期開始產生質變，開始希冀尋找自身族群文

化。華裔在美國社會屬少數族裔，在臺灣社會裡被視為所謂的 ABC，正如

本文第四章裡的內容，對他們來說，無論在美國或是在臺灣，這樣的特殊印

象造成他們追求文化認同的動機更加強烈，正是因為是受到歧視的一群，因

此在社會領域的安排、國際政經局勢的變化下，其不公平的感覺與身為少數

族裔卻沒有被平等對待的情況，加深了華裔學生對於文化認同之內涵的探

尋，其對於文化認同之認同強度也與日俱增。 

本文以在臺灣華語課室裡的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為本，前一節已在對比

師生個案的情況中探討了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的關係、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

的關係、文化認同與語言的關係、文化認同與文化涵化的關係，以及文化認

同與性別的關係，從個案研究中也發現文化認同的多重複合因素，以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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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重複出現在同一個案身上，也可能只單一出現。在本地華語教學課室，

為何師生文化認同差異會影響彼此溝通？例如本研究的案例個案 T3，華語

教師直覺認為華裔學生與自己是同一國人，致使華裔學生產生氣憤反應，此

為認同不一致產生的衝突。109諸如此類異文化認同溝通的衝突，是哪些因素

影響本地華語教師與在臺美籍華裔學生的溝通？根據本研究觀察影響師生

溝通的因素可歸納為： 

一、 教師與學生文化認同不一。 

二、 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三、 刻板印象造成的影響。 

四、 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 

首先談到第一點：教師與學生文化認同不一。當師與生因為本身的家

庭、教育、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產生相異的文化認同價值無可避免。在教

師訪談中，個案 T3即以自己的想像與理解，認為華裔學生與自己相同族裔，

所以也是中國人，因此在教學態度上與其他種族的學生便不知不覺有所不

同。正是這種想像，影響了教師與學生的文化認同觀點，在臺的華語教師對

於自身、對於華裔學生的「想像」，抑或是說這是學生誤解的「想像」，因

為雙方各自想像不一致，我認為你是中國人，你認為你自己是美國人，如此

差池導致師生談話內容不一致、師生文化認同印象不一致，隨著情境

（context），文化認同藉由不斷論述、記憶、想像而建構，不論虛假或真實

                                                 
109參見劉容秀，《以民族誌方法研究在臺移工其跨文化溝通能力》（桃園：元智大學應

用外語學系碩士論文，2011）。這就如同在劉容秀研究裡提到的越勞，在越南的時候一

直認為自己是華人社群的一份子，但到了臺灣之後，卻發現被排擠在外，當他到臺灣發

現口音、文化隔閡，才有身分上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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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10 

相較於其他方面的認同存在於表層，文化認同就像是樹的根一樣，使個

體的精神結構有了核心，使人們在社會化後，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情境中，透

過行為、舉止、生活的一部分而加以認同。華語教師的文化認同印象會與華

裔學生不同，主因之一在於其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血緣認同重疊。華語教

師若要避免這些不同的認同之間因相異特性而發生的矛盾與衝突，就必須明

瞭與認識以上緣由。在華語教師、華裔學生文化認同印象迥異的情形中，我

們必須認知到人類的文化認同並不是憑空產生，而是在具有異文化存在的空

間下，以「主、客體二元」而產生的，但這並不是消除「他者」的主體性，

而是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在「主體」所對應的「客體」並不與他者的「主體」

相衝突。我們還必須認識文化認同也是一種自我認同，因為文化本身的精神

內涵也在於建構人類生命之意義，這是政治認同、社會認同所沒有的。現今

許多人提到文化認同問題，經常會有某些謬誤，如：主張發揚傳統文化來重

建文化認同，但是文化與特定人群的特定生活方式關係密切，現今社會裡的

人群移動，如美籍華裔有其特定生活方式，若要其發揚傳統華人文化缺乏了

實際上的現實基礎，要受美國教育長大的華裔以此重建文化認同實在不可

能，我們可以創新華人文化傳統，才能建構出真正的文化認同。 

                                                 
110參見周蕾，〈看現代中國—如何建立一個種族觀眾的理論〉，《婦女與中國現代性—

東西方之間閱讀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21-75。這十分接近 Anderson提

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Benedict Anderson，1983。）。

Gellner 也曾提出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

族，所以是一種想像。所謂「想像的共同體」是對民族的界定產生一種想像，它被想像

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它是想像的，然而，它們相互連結的意

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安德森認為民族被想像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

自己想像為等同於全人類。最終，正是這樣的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

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而周蕾更進一步探討「想

像」的暗示意義，表明主義在形成的過程中，通過外界客體而認識到文化和歷史使主體

受到「肢解」的那一部份。原初信念沒有消失，卻以願望的形式反覆出現，願望以情感

的形式隸屬於「物戀」，也就是快感和認同。她認為這些認同的行動是生產關係的場所，

需要在相當複雜的程度上重讀它們。複雜性不只是種族文化上的認同，也是在對「肢解」

過程裡的複雜性有深刻認識，是「肢解」過程建構了「物戀」的想像。周蕾舉的例子是

一個對中國執迷的中國人，會不得不按照「中國的」方式穿衣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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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學習華語的華裔，其在美國是少數族裔的特殊身分，來到臺灣是

社會眼中的「ABC」；在臺灣的華語教師多數是漢族，在臺灣社會裡長期

身在主流中，有的時候並無法實際體會華裔在美國社會、臺灣社會裡的特殊

性。少數族裔無論在那個社會環境下，遇到文化認同議題易碰到困境，如原

住民文化認同、客家文化認同皆然。111這是師生溝通當中深層的文化差異，

進而導致師生文化認同不一，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若能更明瞭這些深層文化

結構與觀念，對於彼此的文化觀點差異就能有更多的包容與同理。 

第二點則是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價值觀差異之大眾所皆知，這些東、西方觀念的差

池，同樣也顯現在臺灣華語課室，當華語教師碰上美籍華裔學生，師生關係

                                                 
111參見謝世忠，《認同的汙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

我們在看教師與學生文化認同不一的問題時，也可從臺灣原住民文化認同的經驗裡借

鏡。現在臺灣的族群結構中，原住民算是比較弱勢的，臺灣原住民與外來族群的接觸，

其歷史背景直接影響到今天原住民族人的文化認同變遷。謝世忠認為臺灣原住民產生所

謂汙名化認同其來有自。所謂「汙名化認同」是指一個社群或族群對自己產生負面的認

同感，因而竭力排斥自己的母文化及表徵，並向另一文化迅速靠攏或同化。此概念有「自

我負面標籤」的感覺。「汙名認同」經常與文化殖民有著極深的關係。殖民者透過教育、

法律途徑，使殖民者的語言文化成為社會的高階文化，令本土文化相對落後，使殖民地

人民對自身文化產生汙名認同，並對殖民者文化感到崇拜。例如謝世忠提到過去教科書

裡吳鳳的故事對原住民所產生的負面汙名之過程，不過近年來這件事情已經獲得平反。

如果一個國家內沒有給非主流族群平等的語言、文化權益，容易使非主流族群產生汙名

認同。例如，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中，對母語的「汙名認同」往往是導致社會語言轉換

的主因，例如原住民阿美族認為自己的語言不好聽，令其迅速向國語靠攏。汙名認同會

帶來嚴重的文化危機，在模仿優勢文化時常常先模仿表面，如：語言、衣著、行為，而

沒深入文化裡的道德價值、思想哲學，容易丟失本身的文化優秀面，結果使族群道德價

值淪喪。另外，七零年代許多臺灣的原住民文化運動，希望取消汙名化認同的感覺，泛

臺灣原住民運動在當時處境艱難。而客家運動也有類似的歷程，在 1987年到 2003年客

家運動中，客家的語言、文化、歷史記憶，以及「族群想像」的範圍，客家族群「雙重

同化」的困境，使客家文化運動得到回應，從「還我母語」大遊行、「認識臺灣」教科

書爭議、九年一貫鄉土教學語言爭議等等運動，建構客家文化認同樣貌，尤其客家學術

研討會的角色、集體認同與「社會學干預」的進行，使客家論述再次受到強化。無論是

原住民、客家住民這些在臺灣的少數族裔，其為了文化認同所走過的道路何其艱辛，這

是主流社會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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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同常產生諸多火花。東、西方文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家庭

教育與教養各方面皆有十分顯著差異，傳統儒家思想和東方習俗，像孝順、

重禮數、東方飲食習慣、重視家庭與家族等觀念與西方國家重視個人主義的

獨立性極為不同，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東、西文化衝擊明顯。但在探

討東、西文化價值觀不同之時，也別忘記美籍華裔的特殊族裔背景，美籍華

裔因為家庭教育因素而形塑其雙重文化背景，這方面已有許多前人研究。112

美籍華裔學生常在成長過程中形塑文化認同的形貌，深刻認知自己是誰，認

識個人與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這些認同轉變、不斷文化交融、自我調適的過

程，都是在教學互為主體的華語課室裡必須注意的差異。 

第三點是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影響。 

根據所訪談的幾位美籍華裔說法，無論在美國或臺灣社會皆存在對華裔

的刻板印象，有的是偏見，有的是歧視，許多受訪者皆舉成長過程被歧視的

例子，歧視是十分敏感的議題，雖然有的時候很容易感覺到，有的時候並不

容易感覺得到。雖然有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起來是好的，正如玻璃天花板

                                                 
112(1)Ruth K. Chao,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Band 45, 1994, 

S.1111-1119. (2)Yau. J., & Smetana J. G. “Adolescent-parent conflict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Child Development, Band 67, 1996, S.1262-1275. 

關於華裔所處的東西雙重文化環境，有許多相關研究，例如 Ruth K. Chao發現華人母親

非常重視「訓練」（training）的概念。但是在西方文化中，所謂「訓練」卻被歸類在威

權專制中。華人文化父母對孩子的訓練，卻有關愛、關心孩童的含義。而蔡美兒所著《虎

媽的戰歌》當中談到關於華人母親教養的觀念，很多就是「訓練」（training）的概念。

蔡美兒以自己的女兒學鋼琴為例，提出華人家長認為要精通任何事情，就必須努力通過

一番試煉，縱使孩子抗拒，家長也要堅持訓練，但西方父母並不會如此。另外，Yau & 

Smetana曾對香港的青少年進行研究，觀察東方文化中的孝順是否會讓東方的青少年較為

順服家長，結果發現最常出現的親子衝突是日常生活作息與家庭工作分配；學業成績則

占第三，比起西方國家的研究，課業所占比例較高。至於解決衝突的方式，青少年多順

從父母的意見，不過順從的次數隨著成長而降低。除此之外，學業衝突次數的上升，也

顯現出「成就」在華人世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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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模範少數族裔一樣，有些障礙雖非明文規定，卻實際存在。113 

刻板印象為什麼也會在臺灣的華語課室裡造成影響呢？當華語教師看

到華裔學生，立刻以自己的經驗與印象，直覺認為華裔學生會比較用功、因

為家中也說中文，所以成績就會比較好，當教師有了這樣的觀念，在華語教

學的實境當中並不適合。這些刻板印象的觀點讓教師誤以為華裔在中文課表

現比白人好並不是歧視，其實並非如此。教師在課室裡除了正規課程的進行

之外，另外還有潛在課程也默默進行。在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的相處，也可

看見教師與學生在文化與族裔觀點不同的拉扯，例如個案 T2對待華裔學生

與白人學生態度與觀點差異，學生自然也心有所感。教師若有刻板印象，對

教學課程影響極深，所以本研究建議教師採「對話式的關係」，傾聽少數族

裔學生的心聲，而不只以教師重視課業的心態要求學生，主流教師必須傾

聽、了解特殊族群的需求。114以醫治歧視病的心態改正偏見，在教學技巧、

教學策略、文化差異上傾聽弱勢族群怎麼看自己，不應把自以為是放在教學

中。115華裔學生在臺灣感受到的崇洋媚外等刻板印象，促進我們做思想的反

動，進一步觀念改變與創新。在臺華語教師若能對華裔學生卸下偏見與刻板

印象，運用對話式的關係於課堂，相信在教學上潛在課程的影響必能有正向

發揮。 

                                                 
113本研究在第三章也曾探討這兩個議題。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作為一種觀念，

表面上看起來是正面的，然而它是一種以偏概全的概念，所以它實質上還是非常負面的。

在這種觀點下，人們假設所有亞裔美國人皆優秀聰明，擅長數學與科技，不需要社會幫

助。另外，「模範少數族裔」的觀念也會引起某些人對亞裔的妒嫉與恨意。這使亞裔在

社會上要面對「必須成功」的壓力。而「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則是指社群團體

中，限制某些人口群體，如：少數族裔晉升到高階決策階層的障礙。 
114同註 38。潛在課程指的是看不到的教育課程，但在潛移默化中，其作用卻可能十分巨

大。例如張如慧研究中所提到的原漢分班，山海中學因為常有許多活動需要原住民表演，

或是原住民能以加分方式考取學校，於是，原住民等於落伍的觀點可能因此深植人心，

在許多事件中，也使原住民對文化認同重新詮釋。張如慧提到族語學習狀況、男女差異、

各族群的認同問題都在教學裡默默展現，這些都屬於潛在課程，而在智育學科皆為漢人

教師的情形下，張如慧也發現師生關係是友善但帶偏見的族群關係。在張如慧的研究中，

她認為在少數民族教學應運用「對話式的關係」，注重學生的心聲。 
115同註 36。學者 Sleeter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下的隱喻，其一是治療。Sleeter認為種族歧

視是一種疾病，應該以治療的心態醫治與改變種族歧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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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 

在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的交叉觀察，其本身所來自的家庭社經背景，也

深刻影響到課室裡的師生溝通，雖然在課堂上提到社會階層等問題較為敏

感，但從課室裡可見到社會上階層觀點的影響無所不在。例如本身為外省

籍，父親為軍人的華語教師，在遇到家庭裡受父母影響，採商業觀點的華裔

學生，其課堂上的對話很明顯是大環境下的縮影。另家境富裕的華裔學生，

其使用金錢的價值觀，也在在衝擊本地相較下較為純樸的華語教師。本研究

中的華裔多數原生家庭自臺灣，從大體上華人的群體來說，某些獨特性是某

些地區獨有的，美國臺灣移民的獨特性即在較多的高階、知識移民。來自美

國不同社會階層的華裔學習者，會產生不一樣的觀點與看法，在臺灣的華語

教師必須對其有深層認識與了解，才能更加掌握師生課室關係。116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應用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於華語教學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6參見龍登高，張洪雲，〈多元族群視野下的華人特性—美國亞裔六大族群的比較〉，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一期（2007年 3月），頁 10-24。根據龍登高、張洪雲研究，以

美國最新公佈各族群的普查資料，對亞裔各族群進行比較分析，華裔情形呈現兩極：高

層次的華裔受教育水準、高級職業比例、企業平均收益等指標，都緊隨印度裔之後，居

第二位，尤其在矽谷和美國新經濟中表現優異，但在低層次方面，華裔貧困率高，以及

高中以下學歷者多，都僅次於越南裔；偷渡移民在亞裔中最為突出。龍登高提及：「族

裔構成與人口素質的高低，與移民祖籍國的發展水準並不呈正相關，而取決於移民的階

層與類型。」臺灣有較多的知識移民，華裔有接近 20%從事電腦、科技與工程相關工作，

遠遠超出白人比例，尤其九零年代以後華人在美國取得理工科博士者增。華裔由知識移

民與低素質移民構成，呈現兩頭大的啞鈴型結構。另外，在矽谷，華裔專業與技術人員、

華裔企業還要超過印度裔。不到三百萬人的美國華裔，創建了二十九萬多家企業，占美

國亞裔企業 26.13 %，超過了華裔人口在亞裔中的比例（23.18 %）。美國華人中不到十個

人就擁有一個企業。華人企業收入占亞裔企業收入總數的 32.16 %。華人企業數在全美國

的比例為 1.13 %，略高於人口比例。說明華裔是亞裔也是全美人口中，企業經營活動較

為活躍的群體，在亞裔中緊隨韓裔、印度裔之後。自營職業（self-employed，亦譯自雇）

的情形複雜多樣，有傳統低技術行業的夫妻店、家庭工作坊等，也有近年來在高技術行

業興起技術、資訊與諮詢業的自雇現象。依據西元二千年資料的分析，在亞洲移民中，

華人移民的自雇比例為 11.12 %，與越南移民相同，低於亞洲移民的平均水準 11.18 %，

低於韓國、日本裔移民，略低於印度移民。但來自臺灣的移民，自營職業高達 16.16 %，

高於亞洲移民平均數，僅低於韓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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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場域為臺灣本地華語教室，在探討文化認同等諸多細節之後，在

本節裡，筆者提出華語教學上可運用之建議。誠如前言提及，華裔子弟學習

中文熱忱有增無減，因為其家庭背景因素，自小即接觸兩種語言和文化，每

種語言背後即是一種文化，有時不同文化的觀點甚至互斥，正因華裔學習者

之特殊性，在華語教學上可為其設計適合的「跨文化」語言課程，融入族裔

認知，以使華裔對文化認同有更深層的思索與認識。117 

以下針對本研究提出三點在華語教學現場之實用性建議。 

一一一一、、、、針對華裔針對華裔針對華裔針對華裔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設計適合之教材內容設計適合之教材內容設計適合之教材內容設計適合之教材內容。。。。    

在設計華裔學生的華語文化課程時，建議應注意到第二外語學習教材內

容的語文特色以及必須具備華人文化的基礎知識，內容必須有系統且顧及華

語的語言工具性知識、文化知識，在難易度上的掌握也要適合學生能力，關

注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中的創新與發展，兼顧趣味性，注意此課程實行之所在

地、學習者的年齡，滿足華裔學生與社會的需求，以常見於日常生活的內容

出發，呈現語言的文化意涵及特色，並且在課程內容上蘊含教育意義。 

筆者建議華語教師可設計適合美籍華裔學生的文化課程，運用跨文化選

材，設計以華裔學習者為中心之教材，使學習者在學習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時，同時體驗華人文化，感受學習樂趣，並引導其思索語言學習

                                                 
117參閱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p.48-50. 張紅玲，

《跨文化外語教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頁 20-25。跨文化研究

（Cross-cultural studies）是在傳播學理論的基礎上，與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化學、

社會學相互交叉發展起來的學科，異文化之間的交流亙古有之，但進行理論研究是從二

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開始，其中以美國人類學家 Edward T. Hall為代表，現在學界

也一致將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作為此學科的奠基之作。簡而

言之，跨文化就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這看似簡單的定義卻蘊含豐

富內涵。所謂的「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文化」是指一群人透過個人或群

體所獲得之物，包括知識、經驗、信仰、價值觀、行動、態度、意義、制度、宗教、時

間概念、角色、空間關係、宇宙觀等，不同文化會塑造不一樣的覺知和行為，欲探究原

因必須觀察其世界觀、家庭背景等。「跨文化研究」內容廣泛，包括語言、文化和交際

的關係、文化的構成、文化分析、各種文化的具體研究、不同文化的對比研究、非語言

交際、跨文化調適、跨文化能力培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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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族裔認同的關係，使其在華語語言學習外，同時進行文化課程的學習，在

課程中探討其特殊族裔身分造成的文化衝擊。舉例如選擇以具原創精神的臺

灣民俗文化「布袋戲」為主題，嵌入臺灣本土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對比性，探

討兩者擦出的火花、不同文化認同概念的交集等。就今日的華文教育而言，

「華裔」是一種血統上的種族分類範疇，但是其背後反應出的意義為何？當

華裔學習者在臺灣必須接受「華裔」身份時，其既有的文化身份認同是否會

受到挑戰。從華語教學裡納入跨文化教材，可思索與呈現不同樣貌的族裔認

知，並將抽象文化議題融入語言教學課程，同時，建議還可納入數位教學課

程，並提升華裔教材內容的適用性，校方也可強化此方面的華語師資培訓。 

二二二二、、、、以文化以文化以文化以文化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帶領語言學帶領語言學帶領語言學帶領語言學習習習習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建議在華裔課程裡，可以「以文化帶領語言學習」。舉例來說，在設計

布袋戲跨文化課程時，我們可以想見華裔因為自身背景的關係，皆曾接觸過

華人文化的某些部分，但在美國社會裡並不容易看到臺灣傳統布袋戲文化，

當華裔學生來臺接觸此相對陌生之文化藝術時，能否對自身生活裡的雙文化

產生思索，也許形成「離散」認同，也許有其他尋找、思考、變化的多元過

程，這些都可使華裔學習者產生更深層的思索，並在文化認同與華語教學上

做一個有意義的連結。在設計此類課程中，「文化」占相對重要的地位，課

程裡強調以文化角度出發，從文化教學中學習語言，在這當中教師扮演重要

的引導角色，尤其在不同文化裡，可能會有負面連結或衝突，假設在課程裡

學生做了負面的東、西方文化連結時，如何讓學生對於這樣的東方文化產生

興趣，這些都需要華語教師以專業教學素養與跨文化的知識與包容來引導學

習者。同時，教師在跨文化課程的設計上，對於文化的視角也應該更精密，

且盡量客觀、不納入個人見解。 

由於「以文化課程帶領語言學習課程」裡，從文化裡教語言最為自然深

刻，尤其文化課程具備特殊性與吸引力，「文化」的角色也顯得更形重要，

因此，在東方文化的選材上必須更加慎重，我們可以選擇與歷史有關的議

題，例如：加深歷史文化與華語語言學習的連結，增加華人文化與生活的小

故事，誠如前面提到的例子，在「布袋戲文化」裡，教師可以告訴學生戲劇

在華人語言文化裡的表現，如：「戲夢人生」、「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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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齣戲」、「歹戲拖棚」、「戲棚頂的皇帝，做不久」等，再與

學習者討論美國是否也有類似俗諺。跨文化課程需要教師積極思索、設計、

推動，當然也需要學生積極參與，同時，此類課程無法只在一次活動中完整

呈現、習得，學習必須是連續性的過程，就如同「文化認同」是在否定自我

與肯定自我中保持平衡，甚至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己的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做進一步的探索。118 

三三三三、、、、在教學在教學在教學在教學實作上實作上實作上實作上，，，，可以設計更為可以設計更為可以設計更為可以設計更為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    

從許多學生個案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其小時候讀週末中文學校多半是傳

統的學習方式，也讓華裔學生覺得學中文很辛苦。為了改變華裔學生對中文

的印象，在教學實作上，教師可以設計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例如：可設計

校外教學活動，帶領學生前往博物館或相關主題之現場實地感受，通常學生

皆十分熱衷參與生動活潑、充滿趣味的課程活動，在活動中學習較能勾起學

習動機，並且在學習上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在課室教學時，教師可以讓學生發揮創意說故事，也可做分組表

演，老師可預先準備故事單、句型單。在故事的選材上，可以有中國成語故

事，也可搭配西方寓言故事，讓學習者體會東方故事的元素與某些西方故事

裡呈現善惡的特色，進而產生跨文化的比較與思考；也可播放相關影片，設

計生動活潑的簡報以協助學習者聯想與探索，尤其可以生活化或學生熟悉的

故事插入課程，例如最近流行的電影，或是華裔熟悉的中國故事「孫悟空」、

「嫦娥奔月」等，讓學習者產生共鳴，並與自身所熟悉的文化產生對比，跨

文化學習效果自然展現。 

對於華裔學習者來說，多數來臺灣學習中文者皆有其特別的族裔感情、

背景因素，但是對許多接受西方文化長大的華裔學習者來說，許多東方文化

的細節還是比較遙遠的，所以在課程設計上，應該要加入更多貼近學習者生

活的東西讓學生去體會、感受。那麼應該如何穿插「生活化」的事物，同時

                                                 
118參見吳慎慎，《教師專業認同與終身學習：生命史敘說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 239-240。吳慎慎研究教師專業認同與個人的自我

有密切的關係，教師認同的演化發展屬於終身學習過程，重視教師主體性，提供反思與

學習空間，可以幫助教師成長、促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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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讓華裔學習者學到跨文化視角、思索文化認同議題呢？例如：課堂上教師

可以詢問華裔學生是否聽過「老虎媽媽」；小時候喜不喜歡上週末中文學校？

在美國大家對亞洲人的感覺是什麼？或是談談臺灣電視綜藝節目、流行文

化、連續劇等，請問學生電視裡談論的方式與觀點，引導其談論自身經驗，

並做更深入的分享，藉由這些話題產生文化鍵結，引導學習者運用所學華語

深入評析，跨文化的種子將悄然植入。 

最後，筆者提出在華語教學現場裡，對於教師與學生的建議。由於華語

教師在教學中自然體現自身文化的價值觀，也透過對自己母語文化的認同來

經營課室，因此，教師在教學時應持有公平、不卑不亢的態度。119如此一來，

才能使美籍華裔學生得到較好的潛在課程學習，而在引領華裔學生思考文化

認同議題上，建議從文化裡教語言，課程裡可以加入更多貼近華裔學習者生

活的事物，讓學生體驗與思索不同文化觀的跨文化視角，以產生文化鍵結。

許多華語教師因接觸華裔學生，感受到雙文化特殊性，因而反過來思索學習

異文化接觸與教學的關係，文化課程需要時間慢慢涵養，無法一蹴可及，因

為文化學習本身就是連續性的過程。當教師面對少數族裔，必須更深刻感受

文化力量，汲取更多知識涵養，累積不同文化經驗、課堂經驗、教學策略，

才能有足夠智慧在課堂裡引領學習者思索文化認同議題，尤其華裔子弟多半

是因自身血緣背景來臺灣學習中文，若能在華語課程中，除了華語學習之

外，還能達到文化認同的探索，將更具意義。120 

另外，在華裔學生方面，由於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對於中華文化也

有著特殊情感。對於華裔學生來說，熟悉又陌生的華人文化，究竟要認同或

是切割？跨文化的課程並不是要為其尋找答案，而是輔導與啟迪，讓華裔學

                                                 
119參見劉敏瑛，《華語文教師跨文化課室經營之探討》（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38-41。劉敏瑛指出華語教師出現文化認同矛盾原因即在

於對己身文化的態度，劉敏瑛並提到孟子敏認為具民族文化優越感的老師會認為中國文

化歷史悠久而歧視其他文化；具文化自卑感的老師則對本身文化抱著虛無的態度，絕對

的自豪與自卑都無法促成健康的文化認同。 
120邵佩欣，《由外語學習歷程與信念探討職前華語文教師之教學信念》（臺北：政治大

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1），頁 239-240。邵佩欣曾提及，華語教師應

對教學現場及環境文化有所知覺，才能促進有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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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去尋找，更深一層去思索文化與自身的關係。華裔學習者在面對不同

文化時，確實有其困難存在，甚至出現文化衝擊也屢見不鮮，當他們來臺學

習中文，其不只學習語言，也置身於兩種文化交流，在面對不同文化衝突時，

每個個體所使用的策略也不一樣，有人採取迴避態度，有人直接面對。在此

也建議華裔學生，若能對非期待中的文化事件懷抱開放心胸，在平日生活多

閱讀不同書籍、廣泛培養各種興趣、增加生活經驗，例如：多接觸臺灣人、

參加各式活動，將更能接納與自身價值觀不同的文化觀點，促進跨文化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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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qui seule rend l'homme vraiment maître de lui"... 

..."Il est à lui-même son propre maître"... 

"Contrat Social" de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人的價值是由自己決定。                         —— 盧梭121 

「文化認同」在於探討個人存在的價值。臺灣華語教師可能因本身經驗

與印象，而對華裔認知有所侷限；而在臺學習中文的美籍華裔，也可能對自

身雙文化有諸多困惑或疑問。本研究目的在於觀察特定時間、地點、情境下

的文化認同，抓住「流動中」的認同，在華語教學場域下觀察文化認同在此

時間點的內涵與強度，讓華語教師認識本來所不知道的「華裔」面向，明瞭

到己心所想與現實上各面向差異，同時也讓華裔學習者明瞭在臺教師因為文

化、環境、教育之故，教師自身看法也與華裔學習者不同。使在臺華語教師

與美籍華裔學生了解異地文化認同衝擊，本研究並於文末提出發現與給予師

生一些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結論這一章，筆者想將故事重新放在「認同政治」上來理解，面對「你

是誰」這樣的問題，在認同建構中，社會、國家等大環境無形之間深刻影響

華語教師與華裔學生之文化認同印象，正如過去歷史上有中國中心的意識形

態；美國六十年代民權主義興起，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主流。而在華裔心靈深

處的文化認同，這些歷史背景與社會、經濟情形是無法迴避的必要性脈絡因

素。如果我們將「認同」以「族群」來理解的話，我們可以將「華裔」當成

一個「族群」，但華裔可能是用文化群體或語言群體的方式來理解自己，不

見得是使用族群。另外，當你被理解為某個「族群」，提到族群，表示是在

                                                 
121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著作《民約論》（Contrat Social）當中，

提到「人的價值是由自己決定」這樣的概念。在民約論不同的章節當中，皆出現這樣的

觀念：1. Dans le chapitre de la "Liberté et égalité": "qui seule rend l'homme vraiment maître de 

lui." 2. Dans le chapitre de "Accompagner l'autonomie de l'enfant": "Il est à lui-même son 

propre maî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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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疆界之內，在這裡指的就是臺灣。當然世界上也有其他地區的華裔，也

許未來各地區的華裔也會連結發展出其文化認同意識。 

本研究中的文化認同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從華裔學生單純的「文

化認同」，到在臺灣學習華語一段時間之後，產生對於華裔自身文化背景特

殊之省思後的「文化認同」，也就是原先「自然而然」的文化認同，到後來

某種程度產生質變後的成長。整體來講，將研究對象的文化認同印象，自來

臺華語學習前與華語學習後相互對照，不同生命階段的文化認同有其連續性

的基礎，但在文化認同的性質上卻有變化性。文化認同這個概念的性質，應

該被安置在具體情境脈絡下來理解，華裔在華語課室裡顯現的文化認同短暫

動態，顯現出文化認同此時的時代脈絡，華裔無論在美國、在臺灣都屬於結

構中的少數，因此在社會中容易被忽視。如同本文第四章提到的原鄉化、在

地化、全球化的抉擇，本研究過程的紀錄彰顯了華裔身為美國少數族裔與臺

灣 ABC在建構文化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希望能找到適合掌握文化認同概念之理論工具，因此在第二章文

獻探討中聚焦在文化認同概念的探索，試圖以社會建構論與強概念操作本研

究，指出以「建構」的方式來描繪文化認同印象，這些理論的嘗試皆是整理

前人的研究結晶，而研究對象的選擇則是一嶄新嘗試。本研究從建構論出

發，將文化認同「脈絡化」與「停格化」，以華語課室為經，在臺學習時間

為緯，將文化認同置於特定脈絡中。把文化認同「暫時定住」，探討此時間

點的文化認同內涵。本文以質性研究，觀察在地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

發現在臺華語教師本身所不知的「華裔」面向，點出其中差異，讓華語教師

認識己心所想與現實上各美籍華裔的差異，同時讓華裔學習者明瞭在臺教師

因文化、環境、教育各方面不同，因此在地華語教師看法與華裔學習者也不

同。 

經過筆者觀察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歷程，將質性研究與個別

訪談、互動的紀錄作整理分析之後，得到如下結論。 

一一一一、、、、從在臺從在臺從在臺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觀察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觀察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觀察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觀察，，，，統整文化認同統整文化認同統整文化認同統整文化認同

之類別之類別之類別之類別。。。。    

在社會學的研究裡，分類幫助個人界定社會中的位置，分類不只是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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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也是價值觀的歧異。因此本研究也作諸多分類。筆者研究美籍華裔學

生的原鄉化、在地化抑或全球化的情形，最後發現原鄉化、在地化、全球化

實為一動態過程，有些華裔子弟甚至已在雙文化之間悠遊自得，甚至已產生

「全球化」的新思維。從觀察中可發現這些案例所經歷的身分認同轉變，其

歷程極其複雜，個案亦有所差異，文化認同實為主觀認知與定義。華裔的文

化認同選擇是學習者個人從生命經驗裡的決定，華裔在臺灣文化追尋脈絡

中，雙重文化認同甚至更廣闊成為具國際胸襟、海納百川的世界人，可說為

當前最大之趨勢。 

由於弱概念的認同觀點，在描繪文化認同時易產生不完整與多重選擇，

因此本研究點出文化認同的「相對化」在於其自身的決定，即使真有筆者所

研究的某一文化認同存在，但難保無其他認同也存於其中，從本研究在個案

分析裡的各式分類、統整，可以發現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的關係、文化認同

與政治認同的關係、文化認同與語言的關係、文化認同與文化涵化的關係，

以及文化認同與性別的關係，從個案研究中看到文化認同的多重複合因素，

各分類可能重複出現在同一個案身上，也可能只單一出現，這就是文化認同

的混雜性。 

本研究就所研究個案，從不同文化認同的動態過程歸納以下幾項觀點：

一、我是美國人，我不是中國人。二、我是美國人，我也是中國人。三、我

是美國人，我也是臺灣人。四、我是華裔美國人。這些是個案在不同情境下

的自我論述與文化認同的抉擇。 

而在本地華語教師對於華裔學生的文化認同印象上，在這個文化印象中

包含教師在無意中所流露的文化情感。根據本研究的訪談與觀察後，有以下

歸類：一、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中國人。二、學生是移民至海外的臺灣人。

三、學生是美國人。四、學生是具有華人特色的美國人。 

從這些分類中，可以看見在華語教學的課室裡，學生、教師同樣受到世

界潮流影響，從冷戰時期後六十年代美國民權主義興起、臺灣省籍之爭、中

國與臺灣兩岸議題，文化認同的衝突與矛盾同樣顯現在美籍華裔學習者身

上，並未因時空變遷而消逝無蹤。 

二二二二、、、、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影響師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影響師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影響師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影響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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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溝通的因素生溝通的因素生溝通的因素生溝通的因素。。。。    

根據本文觀察，影響師生溝通的因素有：一、教師與學生文化認同不一。

二、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三、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影響。四、

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 

以上這些影響華語師生溝通的因素包含各面向，可分別提醒教師與學

生，在面對文化認同議題需具備的態度；個人的認同可以是多元或多層次

的，在不同的情境裡，個人可以按照其需要而轉換這些不同層次的認同，但

當不同場域的認同產生衝突時，個人內心世界可能會產生對立與不安。研究

中發現，美籍華裔學習者在面對不同文化的困難與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對在臺華語教師而言，也同樣有所衝擊。在面對不同文化衝突時，

每人使用策略並不同。若能對非期待中文化事件懷抱開放心胸，平日生活多

閱讀不同書籍、廣泛培養各種興趣、增加更多生活經驗將更能從容應對。 

三三三三、、、、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文化認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文化認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文化認從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的生活經驗發現文化認

同同同同之危機與轉機之危機與轉機之危機與轉機之危機與轉機。。。。    

本研究從實際的觀察訪談中發現，華語教師與學生文化互動或連結情

況，呈現文化認同若干危機；亦發現積極正面的轉機。華語教師應明暸，華

人族群對華裔學生的文化陶冶因人而異，在與華裔學生接觸中，可發現華裔

學生不斷提起在文化傳承上家庭對他們的幫助，且學生皆表示肯定與感激。

可見文化認同的任務不只是在學校，學校以外的家庭、社區、族群的努力，

其影響力皆很可觀。另一方面，華裔學生對自己的族群歷史文化雖體認不夠

深入，但大多持正面評價，雖有些價值觀學生不表贊同，但華裔學習者體認

到在文化追尋過程裡不能丟失華人文化，許多個案因此有所覺察，作出促成

語言文化存續與回臺學習的抉擇，這就是一項轉機。 

四四四四、、、、回饋至現今臺灣的華語教育師資培育回饋至現今臺灣的華語教育師資培育回饋至現今臺灣的華語教育師資培育回饋至現今臺灣的華語教育師資培育。。。。    

本研究希冀從研究歷程回饋至現今華語教育，作為改進在臺華語教學參

考。首先，華語教師應把握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讓學生認識華人文化與西

方文化之不同。教師可妥善運用此語言工具，透過華語，從華人文化裡教語

言，課程設計探索文化認同議題，促進學生積極參與。其次，校園內對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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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與種族包容、支持氣氛可再培養。雖然學校裡族群關係和諧，但為

何華裔讓人有特殊印象？學校可提供更開放溫暖和支持的氣氛，學生不論白

人、華裔，都需「包容」與「尊重」不同族群文化，促進族群和諧。再者，

教師不分學生是否為華裔，都應擔任文化教育的工作。如果過分區分教師與

學生的族裔，恐怕對於教學十分不利。在臺華語教師因臺灣本地社會氛圍、

對華裔所既有的刻板印象，而有了某些既定價值取向與態度，這些既定印象

致使學生於無形之間也感受到社會大眾、學校、其他班級對這些特殊族群的

觀感，對華裔學生自我文化認同的態度也會產生影響。 

綜合所談，本研究建議本地華語教師應認知華裔學生的特色，公平以

對，並增加本身跨文化素養；對非期待中的文化事件懷抱開放心胸，在平日

生活閱讀不同書籍、廣泛培養各種興趣、增加更多生活經驗，例如：多接觸

不同文化、參加各式活動、出國旅遊，在增廣見聞當中，將更能接納與自身

價值觀不同的文化觀點，促進華裔學生的跨文化學習。鼓勵學生積極面對與

華裔父母的矛盾，學習中文、了解中華文化。最後，筆者在本研究的結論裡，

也期許自己莫忘初衷，文化認同的研究目的在追求正義平等的信念，身為學

術研究的一員應努力從事思想啟蒙的工作，培養自身成為具獨立思考精神的

知識分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研究限制與展望研究限制與展望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試圖以在臺華語教師與美籍華裔學生二方面的觀點，呈現兩者在

此時間地點的文化認同內涵與思想上的反動，但在研究過程中出現某些研究

上的限制，主要有研究主題的限制以及研究場域與受訪者的限制，以下說明

之。 

首先是研究主題的限制，由於認同議題牽涉範圍極廣，在時空的限制

下，筆者之經驗與個案取材必然影響切入之觀點，本研究以在臺師生個案觀

點為主，主要探索在臺華語課室中的師生文化認同印象，延伸出政治認同與

文化認同的關係、家庭與文化認同的形塑、文化認同的世代差異、偏見與文

化認同的反思、性別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文化認同與跨國主義，以及與語言、

文化涵化的關係。事實上，從文化認同延伸而出的各子題都可再做進一步的

延伸探討，但受限於研究時程，必然對其他子題有所疏漏，此為研究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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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而在研究場域與受訪者的限制方面，首先，因為此研究對象選擇為嶄新

的嘗試，因此本研究場域相關資料與文獻蒐集困難。筆者認為關於華語文教

學等相關研究書籍資料十分豐富，然而在本研究中的臺灣本地華語教師與美

籍華裔學生文化認同等社會學相關研究領域資料就相對缺乏，於是筆者找尋

其他領域資料引為借鏡，以補不足之處。其次，受訪者的訪談不定性、訪談

對象人數受限也是困難之一。由於教師與學生思想具變動性，因此在訪談與

觀察中不確定性、變化性極高，同時訪談對象礙於地域選擇與個案數量，未

能代表在臺華語課室師生全貌。另外，在訪談部分受訪學生個案時，受限美

語非筆者之母語，訪談中恐有疏漏，此為本研究不足之處。 

至於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訪談為主，

透過不同個案觀點的描述，聚焦統整出文化認同的意義層次，建議未來可採

行動研究等不同方式，例如教師可設計文化認同議題課程，觀察學生課程學

習與文化認同的關係。第二，可進行除了美國華裔之外，其他地區不同教育

階段華裔學生相關研究。第三，可綜合分析兩岸三地華語教師在文化認同議

題上，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第四，除了本文於華語課室之文化認同議題外，

華人政治、經濟造成文化認同的影響也是未來研究者可再深度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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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訪談問題訪談問題訪談問題訪談問題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華語教師訪談華語教師訪談華語教師訪談華語教師訪談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臺華語教師接觸華裔學生時，其對待少數族裔的文化

認同觀念之演變歷程、現狀、面臨的問題，並會進行訪談與分析。經過文獻

分析後，研究者提出數項問題，以期釐清華語教師對少數族裔，尤其是美國

華裔的文化認同觀念。 

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教育：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教過華裔學生嗎？ 

2. 請問您覺得華裔學生與其他的學生有何不同？ 

3. 在與華裔學生的互動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4. 在文化教學上，教華裔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5. 您喜歡華裔學生嗎？哪些是您喜歡/不喜歡的面向？ 

6. 請您談談對華裔學生的文化觀察。 

7. 在教了華裔學生之後，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否有些轉變？ 

8. 如果您的文化觀念與華裔學生的產生衝突，請問您的因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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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美國華裔學生訪談美國華裔學生訪談美國華裔學生訪談美國華裔學生訪談 

這個部份是探討在臺的美國華裔學生，其特殊族裔的身分，在臺灣時的

文化認同觀念情形之演變歷程、現狀、面臨的問題，此研究將進行訪談，期

望分析出現今在臺學習中文的美國華裔之文化認同觀念。 

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教育： 

移民背景：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您是哪國人？原因何在？ 

2. 請問您來臺灣學中文與自己的背景有沒有關係呢？ 

3. 請談談您的文化認同看法。 

4. 請問您在美國曾經遇到因種族而被歧視的事件嗎？在臺灣呢？ 

5. 您喜歡臺灣的文化教學環境嗎？為什麼？ 

6. 來臺灣之後，您自己在文化認同的議題上是否有些轉變？ 

7. 如果您的文化觀念產生衝突，請問您的因應方法。 

8. 您喜歡別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