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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截至目前(2013)為止擁有二十二個邦交國，巴拉圭為我南美唯一邦交

國，其重要性自不待言。雖相隔半個地球，政府仍極為重視當地僑生華語文教育。

除積極輔導僑校設立，鼓勵華語文教師蒞巴教學外，並利用僑校場地進行多項中

巴文化交流活動。2013 年更派遣華語文教師協助巴國主流大學設立華語文課程，

以增進兩國邦誼。     

    巴拉圭亞松森市中正學校及東方市中山僑校的文理教育，一向以台灣所使用

的中小學教材為依歸，所採行的教學方式、課程規劃與國內中小學同步。華裔子

弟學成後以僑生保送身分回國就讀大學，無論文理科系大多能均衡發展，但是在

高等教育的文理內涵仍有改進空間。 

為提升巴國僑校文理教育素質，本研究的結論為：對外華語文教學可增進國

際形象、利用網路功能可增進教學效率、精簡教學可促進良好文理教育成果、擴

展多語與華語文為第二語言之教學，以增進兩國教育與文化交流。並提出以下建

議：強化國際素養成為全球化人才、提升華語文學習層次進入文化層面、熟悉數

學語言結構等。 

 

 

 

 

 

 

 

 

關鍵字：邦交國、文理教育素質、僑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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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otally 22 diplomatic allies with Taiwan by year 2013. It is worth 

highlighting that Paraguay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n South America, it took the importance position for Taiwan.  

   Therefore, Taiwan’s government has been always emphasiz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or Chinese people in Paraguay. In spite of long distance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took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oversea 

Chinese school, encourag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go to teach in Paraguay, but 

also conducted varies Taiwan-Paraguay bilatera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school 

campu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also assign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go to 

Paraguay to set up Chinese classes within local major universities at the year 2013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diplomatic friendship.      

   The education about Chiang Kai Shek and Sun Yat Sen overseas schools in 

Paraguay is always simultaneously based on Taiwan’s updated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materia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o provide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ducation. For mos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hey got the admission without exam 

on schooling opportunities by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s Returning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most of them have good performance o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ducation field. However, they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o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perspective and conno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ducational diathesis in Paraguay as following: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image on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by using internet, 

optimizing teaching can achieve good education results of Chinese and mathematics, 

to exp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language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global talent training, 

enhancing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o cultural dimension, an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structure in mathematical languag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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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n 

Hasta el año 2013 hay un total de 22 aliados diplomáticos con Taiwán. Cabe 

destacar que Paraguay es el único país que tiene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Taiwán 

en América del Sur, tomó la posición de importancia para Taiwán.  

A pesar de la larga distancia entre ambos países, el gobierno no sólo tomó la 

iniciativa de establecer varias escuelas chinas ultramar, animó a los profesores de 

idiomas chinos van a enseñar en Paraguay, pero también llevó a cabo varía actividades 

culturales bilaterales Taiwán-Paraguay en el campus de la escuela.  

Además, en el año 2013 el gobierno también asignó profesores del idioma chino ir a 

Paraguay para establecer clases de chino en las universidades locales más importantes 

con el fin de desarrollar la amistad diplomática. 

La escuela china Chiang Kai Shek del Asunción, y la escuela china Sun Yat Sen del 

Ciudad del este en Paraguay, ambos enseñan chino y matemática con libros de texto 

provenientes de Taiwán, y siguen también los métodos de enseñanza y el diseño 

curricular de la educación de Taiwán. 

   Los estudiantes chinos que regresan a Taiwán, mediante la identidad de estudiantes 

ultramar en el extranjero se les exonera los exámenes para ingresar a la universidad, la 

mayoría de estos estudiantes no tienen problema con las carreras de áreas literarias y 

ciencias diversas, pero en cambio se dificultan con las investigaciones adicionales más 

profundizadas, sobre todo en las ciencias naturales.     

El presente tesis trata de investigar como mejorar la educación de artes literales y 

ciencias en las escuelas chinas ultramar del Paraguay, pude obtener las siguientes 

conclusiones: la enseñanza del chino a los extranjeros puede mejorar la imagen 

internacional, ampliar el uso del internet para mejorar el aprendizaje, optimizar la 

enseñanza puede obtener buenos resultados educativos del chino y matemática, 

ampliando el aprendizaje multilingüe y desarrollar la actividad de 

enseñanza del idioma chino como una segunda lengua, por lo cual sería capaz de 

aumentar el intercambio educativo y cultural entre Taiwán y Paraguay.  



Mediante la presente investigación tenemos como sugerencia: fortalecer la 

consecución internacional formándose así talentosos con visión global, elevar el nivel 

del aprendizaje del idioma chino en la dimensión cultural, mejorar de la comprensión 

de la estructura del lenguaje matemático, etc. 

 

 

 

 

 

 

 

 

 

 

 

 

 

 

 

 

 

 

 

 

 

 

 

Palabras clave：Aliados diplomáticos, Diátesis de la literatura y ciencia educativa, La 

educación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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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華僑所以移民海外，自有其背景因素。以近期而論，滿清中業政治逐漸腐敗，

不但社會動盪不安人民生活困苦，閩粵沿海居民更因特殊地理環境因素，面對土

地貧瘠不利耕稼情況，轉往國外發展者日眾。其中以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及東

南亞各國，更為海外移民者之首選。幾十年來，逐漸形成東南亞各國華僑數目居

全世界華人移民總數之冠的現象。其次才是北美，如美國與加拿大等國。當然歐

洲各國，甚至遠達中南美洲，也有我海外移民者拓荒足跡。以南美洲而論，祕魯、

巴西、阿根廷諸國僑民人數較多，巴拉圭仍瞠乎其後。 

    海外僑民大多經商維生，於營生之餘如何兼顧子女教育，為各地僑民重要課

題。華裔子弟海外生活與教育息息相關，東西方教育理念的結合對移民家庭子女

自有其重要影響，尤其巴拉圭華裔子弟除學習當地語言及就讀居住國各級學校，

有識僑民莫不以如何進行華語文及數學教學為其子女教育重要學習方向。 

    幾十年來政府對僑教之推行極為重視，如協助僑校經營與教材供給可謂不遺

餘力。海外僑民的華語文教育，不外乎「語言文字」與「文化傳承」兩大範疇。

巴拉圭僑民雖久居異國，但其日常生活仍不脫我中華文化、固有倫理及生活習俗

觀念。華語文教育與我中華文化本較易連結，眾多僑校除為華語文學習重要據點

外，亦扮演著保存我文化資產，學習固有中華文化，與當地國進行文化交流之重

要角色。語言與文化在巴拉圭的僑校教育中可謂一體兩面，是華語文教育的重點。 

    除了華語文學習外，數學教育也是僑校教育的重要項目。不論文理教學，巴

拉圭僑校多年來一貫的作風就是與台灣國文、數學教學同步進行，並與教材內容

結合。僑校的文理教育塑造了華裔子弟直接進入回國升學行列，大部分僑生華語

文與數學能力相較於台灣高中畢業生差異不大，其重要原因與過程亦是本文要討

論的議題。此外，僑校教育使我華裔子弟除了獲得基本文理教育基礎外，並經由

海外先天地理環境與西方教育理念、學科內容等優勢，拓展各種國際語言學習與

各項跨國交流活動。這是僑校教育有別於台灣本土學校教育的特殊處。 

    本文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從中華民國與巴拉圭之間的關係，兩國

文化、經濟、教育互動成果，探討邦交國移民家庭生活與教育特色。第二部分藉

中正、中山兩僑校教育理念，討論邦交國獨特僑校教育特色與展望。第三部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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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子弟的文理教育與多語學習情形，探討其中教育素質提升的可能。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本論文研究主題以巴拉圭華僑教育的濫觴及重要的文理教學為主幹，其主要

動機如下： 

(一)  基於本身對海外文理教育研究之興趣 

    以海外教師立場於 1995 年遠赴巴拉圭，於 2007 年轉赴紐西蘭，從事多年海

外文理教學工作。華語文教授對象除海外僑校國中小及高中學生外，亦包含南美

西語國家以中文為第二語言外籍人士。除對華語文教育情有獨鍾之餘，也從事海

外平面媒體巴拉圭唯一中文報紙「傳薪日報1」編譯工作。希望藉由新聞媒體力

量，將華語文紮根於僑民日常生活中，以喚醒學習華語文之興趣。 

(二)  源於對南美西語系邦交國華裔家庭生活與學習之研究 

    華裔家庭移民海外心態與生活情況，給予海外青少年迥然不同於國內之成長

環境，對其身心發展自大不相同，自己家庭青少年成員亦為其中一例。而南美各

國地處偏遠地區，文化異質性高，各類教學資源與生活素材，其供應與普遍性迥

異於北美與亞洲諸國。故青少年之身心靈發展與動向，值得深入關懷與探究。 

(三)  探討海外多語學習現況及拓展中華文化基礎教育內涵 

    基於我國立國精神、歷史與文化淵源、政治外交的永續發展，海外僑教工作

一直以來就是僑民與民族文化血脈相傳重要一環，故自政府播遷來台即為我僑務

工作重點之一。歷屆委員長始終秉持著「無僑教即無僑務2」理念，積極推動各

類僑教工作，尤其辦理僑校與輔導僑生回國升學更是其重要作內容。 

                                                       
1 「傳薪日報」前身為「榮光報」，創刊時由蔡三義先生出資。在海外辦華文媒體相當艱辛，沒

有電腦全靠手工打字、排版、付印，創辦以來長期虧損。「榮光報」歷經 18 年時光，漸漸收支

平衡，後來蔡三義把財務狀況良好的報社交給巴拉圭僑務諮詢委員陳傳庚先生接手，並於 1996
年改名為「傳薪日報」。 
2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台北市：海外出版社，1955 年 8 月，頁 1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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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移民巴拉圭後，初期以教師身分於亞松森中正學校3擔任初中三年級，

高中各年級文理教學及行政工作。2002 年轉往東方市服務，同樣擔任該市中山

僑校4初中、高中各年級文理教學及學校行政管理工作，合計從事巴拉圭僑民教

育共十二餘年。 

    由於十數年與巴拉圭僑生相處，深知渠等於海外學習文理課程困苦之甘苦與

困境。我華裔子弟每天上午就學於居家附近當地主流學校，除以西班牙文為主各

類科目外，並及於該校特色語言之學習。大多僑生只能利用下午或週末時間，於

附近僑校學習華語文及數學，相較於當地學校主科課程數量與教學時數簡短很

多。華裔青少年於多語環境中成長，對於自己母語的學習與使用經常產生困擾。

以母語學習的文理科目，如數學、物理、化學、歷史…等學科，學生時常因為母

語程度不足，造成學習障礙。 

    為什麼母語的書寫、理解、使用，相較於國內同齡學童更加困難？如何克服

這些困境？如何串連多語利基，達成互補互乘效果？數學為各類科學研究基礎，

如何創造優質中小學數學教育？將來進入國際社會，在競爭激烈的大環境中，華

裔子弟有何優勢？海外華僑家庭生活與子女教育如何連結？以上種種問題，形成

對本文之研究動機。 

二、  研究目的 

    本論文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一)  從巴拉圭與我國關係探討邦交國華裔社群發展 

    巴拉圭是一個民主國家，地屬南美心臟地帶，介乎巴西、智利、阿根廷三大

                                                       
3 巴拉圭中正學校 Colegio Chiang Kai Shek，中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中台字第三二四號立

案，1985.10.創立迄今。地址：Campos Cervera No.5668 e/Cnel. Diaz Asuncion Paraguay。中文部

教職員 15 人，學生 149 人，自小一至高二，每年級一班，共 11 班。外籍生兩班，合計 13 班。

西文部教職員 62 人，學生 429 人，自幼稚園至高三，每年級一班，共 14 班。外籍生兩班，合

計 16 班。以上合計教職員 77 人，學生 578 人。（2008 年資料） 
4 巴拉圭中山僑校 Colegio Dr. Sun Yet Sen，1988 年 3 月成立，1992 年奉僑委會審議通過准予立

案。校址：東方市市中心華園大廈，佔地約 650 平方公尺。校舍包括辦公室一間、一般教室八

間、專用電腦教室一間、圖書室兩間、儲藏室兩間、集會大廳一間。現有教師 12 人，工友 2
人，設有學前班三班、小學部一至六年級每年級各兩班、國中部一至三年級每年級各一班、高

中部一至三年級每年級各一班。學生總人數為 243 人。全學年分上下兩學期，每學期二十週。

(2005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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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間，發展潛力雄厚，政治民主，國家安定。更重要的它是以西班牙語為主要語

言的南美邦交國，邦誼濃厚穩定為我國進入西班牙語系國家踏板。而與其學術與 

文化交流，更為鞏固邦誼，培養雙方優秀學政菁英，延伸我國國力重要手段。 

(二)  探究巴拉圭僑民教育及僑居文化未來努力方向 

    由於巴拉圭位居南美洲，以地理位置來說橫跨半個地球地屬偏遠，我僑民數

十年來篳路藍縷戮力營生，除了經濟生活之外，教育下一代與文化傳承自是其責

無旁貸的生活指標，故有關當地僑民教育與文化傳承方面的研究實為一重要且迫

切之課題。 

(三)  研討巴拉圭華裔子弟多國語言學習及文理教育素質提升方向                                                 

    華語文及數學是目前巴拉圭僑教教學科目，除此之外我華裔子弟自學或於主

流學校學習英語，及接受當地傳統西班牙語教學，促成三大國際語言基礎學習優

勢。目前的成果與未來的展望是本文研究的目標。 

(四)  拋磚引玉引起相關學者對南美國家華僑教育研究之興趣 

    南美偏遠地區如此舉足輕重邦交國，於海內外相關僑教研究資料竟然付諸闕

如。南美大陸幅員廣大，除了巴拉圭外還有許多非邦交地區有我僑民生活其間，

只要有台商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有僑教的需求。故藉由本文盼望能有更多專家學

者重視南美華僑教育並投入研究。 

 

第二節  研究主題與範圍 

一、  研究主題 

    本論文研究主題將以巴拉圭華僑教育為主軸，擴及民國以來我僑民在巴拉圭

移民、教育與生活，及中巴兩國文教活動與交流。論述重心以該國文理教育現況

與未來成長為目標。茲分析如下： 

(一)  中華民國與邦交國間文化與教育交流 

    移居海外僑民與在地國的互動，關係著生活、教育與文化互相交流與傳承的

歷史軌跡。我國與巴拉圭邦誼穩固，雖然近年中國大陸經濟崛起，引起少數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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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及農牧商界名流覬覦廣大中國大陸市場，然堅決反共巴國友人，仍然堅持與

我國保持密切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與教育之交流。本文從歷年各項官民文教

交流活動深入討論，以印證兩國在文教方面互動頻繁的情況。 

 (二)  巴拉圭僑民教育與生活 

    海外僑民經濟與生活息息相關，無論從血緣、政治、文化各層面透視分析，

都可發現日常生活中，僑民與祖國臍帶相連血濃於水之感情。本文以家庭問卷訪

談及個案剖析方式，探討華裔家庭生活與文理教育相關問題並謀求改進之道。 

 (三)  巴拉圭文理教育現況與展望 

    本文以巴拉圭僑民教育之濫觴為始，中正及中山兩僑校創設與經營為連結，

華僑學校文理教育及多語學習現況為探討重點，最後得出結論與建議。其間對於

巴拉圭華裔子弟海外教育特色、當地主流學校受教情形與未來展望、文理教育素

質與學習困境提升之道，總結為本文探究重要議題。 

二、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分為時間、地域、背景三方面加以區分： 

(一)  以時間區分 

     因 1955 年為官方移民紀錄開始時間，自 1995 年至 2008 年為研究者任教僑

校期間，故自 1955 年至 2008 年為巴拉圭僑民移民、生活及僑教研究時間範圍。

又因中巴建交自 1957 年開始迄今，故自 1957 年至 2013 年為中巴政治、外交、

教育、文化關係研究時間範圍。 

(二)  以地域間隔 

     南美大陸幅員廣闊，巴拉圭國土境內，為本文研究地域性界限。 

(三)  以研究對象背景區分 

     有關巴拉圭僑民教育、華裔子弟青少年教育、巴拉圭第一、二代移民經濟

與生活、中巴兩國關係等，均屬寫作背景資料蒐集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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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論文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研究及文獻分析法為標的，採用曾在巴拉圭中正

及中山兩僑校服務教學經驗、教學資料，擔任華文媒體記者及主管採訪報導的新

聞資訊及相關參考資料為輔，間以口述歷史、實地訪談、問卷等方式，進行撰述。 

    訪談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一)  針對中正及中山僑校在學或畢業僑生共計二十八位進行兩次訪談，第一次

十五位於 2010 年 5 月進行，第二次十三位於 2013 年 6 月訪談。其中已返國就讀

大學目前正居住國內僑生及其家庭，以電話及邀約面談方式進行。其餘仍居住巴

拉圭正在就學華裔子弟，則以網路進行國際語音訪談及電子郵件往來。 

(二)  自 2011 年 6 月至 2012 年 5 月間，陸續以網路電話及電子信箱進行僑校行

政人員訪談。訪談對象包含：前中正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國文及數學教師，中

山僑校校長、前任董事長、家長會會長及國文、數學教師等人。所得資料參照筆

者於兩僑校教學經驗及文理教育文獻，綜合整理進行研究。 

(三)  自 2011 年 10 月及 2012 年 5 月，透過中正學校教師協助，進行華裔家庭

與個別學生問卷調查，深入了解旅居巴拉圭華人生活與華裔子弟教育狀況。此問

卷分兩部分進行：「華裔家庭問卷」及「華裔學生個別問卷」。華裔家庭問卷以「僑

居生活」及「子女教育」兩大重點為訪談主題。華裔學生個別問卷則以「海外僑

居生活」、「華語文學習」、「數學學習」及「其他語言學習」為訪談主題。經寄出

十二份家庭問卷調查表，實際回函有效數為八份。三十六份學生個別問卷調查

表，實際回函有效數為三十二份。這類資料構成本論文重要研究依據。 

    本論文之研究過程分為以下七個步驟進行： 

    1. 擬定研究名稱及範圍 

    2. 確定研究目的 

    3. 提出研究問題 

    4. 蒐集相關文獻資料 

    5. 訪談移民家庭及華裔學生 

    6. 解釋分析與比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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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撰寫研究心得        

            

第四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資料來源為：(一)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共和國大使館文化參事處、中華

民國赴巴拉圭經貿投資訪問團報告書、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巴拉圭投資環境簡介、

僑委會、教育部等政府相關單位資料。（二）巴拉圭中正學校、巴拉圭中山僑校、

南美洲華語文推廣及教學中心、巴拉圭《傳薪日報》等巴國僑校、僑教及媒體相

關資料。（三）各圖書館與巴拉圭僑民生活相關圖書及論文。 

    與拉丁美洲相關書籍著述，如《拉丁美洲史稿上、下卷》有拉美華人移民史

專章；《簡明拉丁美洲百科全書》有巴拉圭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基本資料，

對於拉丁美洲華僑之移民、經商及日常生活概況有初步之了解，並藉由其中探討

巴拉圭華僑近年移民與生活現況。 

    另外如：七毛所著《移民的另一面》、《前進中南美》；符兆祥著《咕咕哩哩：

我在巴拉圭》、《老中的故事．南美篇》，及旅巴二十餘年之華文作家朱夜5相關著

作，《拉丁美洲散記》、《朱夜小說選》、《朱夜自選集》等書，都是旅居南美、巴

拉圭多年的僑賢所作。雖然所著大多描寫生活瑣事，但是可以從早年移民過程看

出當時僑居生活與現今生活狀況兩者明顯的對比。這類南美文學作品中，作家朱

夜作品豐富，對 1995 年前僑民生活研究可為參考。 

    雖然《拉丁美洲史稿上、下卷》書中闡述早期至 1956 年止，從拉丁美洲遠

古為印地安人居住，至被西班牙、葡萄牙及美法西荷等國奴役與征服情形，論述

極為詳盡。不過在該書第二十八章對巴拉圭的描述，僅只限於歷史與政治層面，

對人民經濟、文化、教育與生活描述付諸闕如殊為可惜。 

                                                       
5 本名朱蔚君，1933〜1995。其創作文類以小說為主，兼及散文。因生於戰亂，具有多層面生

活經驗，作品文字精鍊，風格特異。早期小說突顯人道主義色彩，反戰思想濃厚，有北方鄉土

氣息；後期則致力於長篇小說創作，《籲神錄》是其費盡六年心血的文學鉅作，以「文化大革命」

描述一場真實浩劫的背景與真相，兼具文學性及歷史性。此外，朱夜著有電影劇十餘部，電視

劇本七百餘集。曾獲青年文藝獎、全國十大優秀青年，中篇小說《雪地》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

會獎助出版，1992 年被英國劍橋傳記中心「國際名人辭典」選為世界名人，1993 年美國傳記協

會「世界名人錄」選錄為傑出文學家。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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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1995〜2007 年旅居巴拉圭期間，曾任職當地華文報紙傳薪日報，於該時

期巴拉圭經濟社會現況有親身體驗與近距離觀察經驗，或可彌補本文資料不足。

譬如巴政府外債加劇，本金滾利以致政府負債累累入不敷出，軍人、教師等公務

人員薪水經常拖欠累月，水電石油等民生必需品常因人謀不臧而漲價，拖累民生

經濟。巴拉圭本無大型工業基礎，且與巴西分享世界第一水力發電廠，電價卻居

高不下。汽油完全仰賴進口，鄰近產油國委內瑞拉常因政治因素及企業暴利，汽

油瓦斯價格予取予求，操控所有產量價格，導致巴國汽油價格甚至高於台灣國內

價格。目前巴拉圭雖與台灣邦交仍存，但中國大陸大型經濟體的誘惑，促使在野

黨蠢蠢欲動，欲與中國大陸建交，此為經濟影響政治之現況。 

    有關巴拉圭經濟方面研究論文，如：裴兆璞(1998)文6中，可以了解巴拉圭

在南錐共同市場四個創始會員國中雖屈居弱勢，但在南錐共同市場的整合過程中

與各會員國間之互動關係，及其定位、「區域角色」的扮演、以至於如何達成高

層次的區域調和，循序漸進地朝向經濟整合程序邁進，著實對巴拉圭與其他會員

國的政治與經濟產生莫大之衝擊。1999 年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碩士黃文聰，

在其〈巴拉圭是我國廠商前進南方共同市場之跳板〉論文中，可以了解消費人口

達二億以上之南方共同市場，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組織體，一旦在巴拉圭投資

或建立生產基地，將可能利用南方共同市場與其他南美國家、和歐盟及北美自由

貿易區之關係使得巴拉圭經濟有突破性的進展。 

    此外，從楊秀椀(2006)7論述中可了解巴拉圭將近百分之九十人民會講瓜拉

尼語，約有半數居民常同時使用兩種語言。自 1992 年憲法制定西班牙語及瓜拉

尼語同時為巴拉圭官方語言起，可知西班牙語主要用於政府部門及商業界，而西

班牙語及瓜拉尼語均作為教學用語言。巴拉圭文化的主要特色在於它融合了瓜拉

尼和西班牙兩方面的傳統。在民俗、藝術和文學領域都反應出這種雙重的淵源。

但是目前巴拉圭除了開發傳統農牧業資源外，已漸漸融入各國經濟體甚至引入輕

工業，如 1998 年來陸續培植的國內機車工業，企圖進入中南美各國市場，使得

西語與其他國際語言的學習已漸漸滲入瓜拉尼語的使用空間，使瓜拉尼語使用族

群退居西北方或廈古(Chaco)地區農牧業原發地範疇。城鄉之間經濟、文化明顯

                                                       
6 裴兆璞：〈巴拉圭在南錐共同市場角色之研究〉，台北市：政治大學外交所，1998 年。 
7 楊秀椀：〈瓜拉尼語言和風俗習慣對巴拉圭日常生活之影響〉，台中市：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

學系，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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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也導致了傳統民族語言的差距。這是日漸明顯的趨勢，以該文研究的時

間範圍，未能探討未來顯見的衝擊。     

    陳妍秀(1995)對於兩國政治、外交、經濟之各大層面與兩國之間的關係，研

究頗為深入透徹。其中揭櫫之：「雙方之所以能維繫如此穩固的邦交，乃是因為

巴國的史托斯納爾總統(自 1954 年至 1989 年間執政)和我國的蔣中正總統(自                            

1950 年至 1972 年間執政)皆屬民主時代的獨裁者角色。英雄相惜的友誼使得兩

國邦交一向穩固，史托斯納爾總統曾訪問台灣，對我國留下深刻的印象，返國後

仍十分重視與我國的邦交8。」。此處說法應是該文作者以個人主觀的角度，對兩

國歷史背景做此闡述。兩國元首是否皆為民主時代的獨裁者，功過裁定留給歷史

或世人作為批判，以個人而言亦不願作任何評論。或許軍人治國手段強烈不同於

一般文人當政，給人一種強硬激烈印象使然，但以皆為獨裁者角色論及惺惺相惜

的友誼並擴及兩國邦交，似乎有點牽強。 

    陳鈺淳(2006)在他的論文9中，曾經提及：「除了阿根廷外，在拉丁美洲國家

當中，台灣與巴拉圭也曾有正式的邦交關係。因此巴拉圭曾是台灣僑民移居拉丁

美洲的主要地點之一(僑委會，2001)。」其實中華民國與巴拉圭於 1957 年 7 月 8

日建交至今(2013)已達 56年，可說是我國眾多邦交國中，除了巴拿馬共和國(1909

年與清廷建交)、薩爾瓦多共和國(1933 年建交)、多明尼加共和國(1940 年建交)、

宏都拉斯共和國(1941 年建交)、教廷(1942 年建交)、海地(1956 年建交)外，邦

誼長久又穩固的國家之一。 

    此外，巴拉圭與中華民國並非「曾經有過正式的邦交關係」，而是一直以來

未曾斷交過。以外交層面來說，自建交以來，最初由駐巴西大使兼駐巴拉圭，至

1962 年起改為專使。歷任大使為：李迪俊(1957～1963)、楊雲竹(1963～1967)、

王森(1967～1970)、胡世勳(1970～1974)、胡炘(1974～1978)、王孟顯(1979～

1983)、王昇(1983～1990)、郭宗清(1990～1993)、劉廷祖(1993～2001)10、顏秉璠

                                                       
8 陳妍秀：〈中巴關係之形成背景〉，《中華民國與巴拉圭關係之研究（1957-1993）》，新北市：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1995 年，頁 51。 
9 陳鈺淳：《臺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台北市：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

所，2006 年，頁 18。 
10 陳妍秀：〈中巴關係之形成背景〉，《中華民國與巴拉圭關係之研究（1957-1993）》，1995 年，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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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4)、胡正堯(2005～2009)、黃聯昇(2009～2011)、劉德立(2011～迄今)，

總計中巴兩國 56 年邦交已經歷了 13 位大使。 

    綜觀以上各項文獻，亦可瞭解有關巴拉圭華僑教育方面之研究，實付諸闕如

殊為可惜。此外，透過華文報紙記者身分，多次採訪各地僑校動態、中巴文教交

流、慶典活動、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到訪巴國…等經驗，對巴國僑民生活及其重視

華裔子弟教育之心態、兩國之間關係及互動略有所得。綜合上述實際訪問報導媒

體資料，亦可作為本論文寫作重要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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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中巴兩國關係探討移民與跨國

交流 

    近年來全球化的思潮方興未艾，有政治、經濟、資訊、教育、科技、文化等

多面向的全球化現象，這樣的國際性趨勢帶來個體與群體間激烈的衝擊。喬健

(2009)指出，每一種文化都是獨立的個體，都有其源頭、領域及發展歷程。而且

不論民族大小，彼此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對另一個民族而言就

是他文化(other culture)。以中巴兩國來說，中華民國旅居巴拉圭的移民者面對個

體與群體間文化衝擊，就是一種他文化產生的現象，也是全球化必然的趨勢。 

    以海外成長的我華裔子弟來說，無論教育與生活一直都存在於母國與在地國

雙向交流的場域中。除了個體與周遭環境建構所形成的雙向連結外，還不斷學習

著兩國間他文化交互密切接觸與親近的現象。在這樣的場域中是否喪失了自我語

言文化與風俗習慣的歸屬認同，還是更昇華於雙邊文化的良性架構，而更習得第

二語言、風俗、文化、人際交往等利益而怡然自得。本章主要探討這樣的因果關

係，也從各節的分析中歸納出與他文化交互影響所衍生的多邊益處。 

    為了思考真實的意涵，本章探討中巴兩國互為邦交國的架構下，跨國間的生

活、文化與教育的互動與連結，及因此建構出的各項文教交流活動。這類活動中

所涵蓋的意義與顯現的成果，與中巴兩國在東西文化的正負遷移中可以感受到其

間深入的影響。就東西方文化的浸潤廣度與深度而言，顯而易見這樣的交流其實

是單向多於雙向，也就是說巴國接受中華語言文化的薰陶，多於我僑民接受巴國

西班牙語與瓜拉尼語所負載的歐洲及南美印地安文化的混合體系，這是東方文化

的異國風情與普世華語文澎湃學習風潮所引發的現象。 

    本章第一節將討論中巴兩國經由 56 年鞏固邦誼所形成的兩國長期互動，並

於文教活動與跨國交流下，繼續探討移民家庭狀況。為了討論移民家庭生活，所

以本章先從中巴兩國關係探討起，再經由移民家庭成員及青少年問卷調查，以瞭

解僑居生活現況。這些節次主題的探究，構成本章研究的基本架構，並在完成初

步分析後，下一章節將接續討論華裔子弟教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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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中巴建交背景看待兩國關係 

一、  巴拉圭簡介  

    巴拉圭位居南美洲內陸，為印地安人瓜拉尼族(Guaraní )定居地。1525 年由

葡萄牙人賈西亞(Alejo Garcia)發現，並由西班牙殖民團體於 1537 年建立亞松森

城後，開始傳教進行農牧業改革及手工藝傳授等技能。1810 年阿根廷宣布獨立

時企圖將巴拉圭納入其國土成立新省，但遭巴拉圭朝野拒絕。旋即於 1811 年 5

月 14 日巴拉圭宣布獨立11，且於 1945 年 10 月 24 日加入聯合國。 

    據文獻記載巴拉圭於 1524 年由西班牙派出之葡萄牙人 Alejo García 所發現，

1537 年西班牙人開始殖民，1811 年 5 月 15 日脫離西班牙獨立。1865 年至 1870

年，與巴西、阿根廷、烏拉圭三國發生「三聯之戰」（Guerra de la Triple Alianza），

戰敗割地十四餘萬平方公里。1870 年頒布首部憲法。1932 年至 1935 年與玻利維

亞發生廈古(Chaco)戰爭獲勝。1947 年巴國發生內戰由紅黨執政，1954 年史托斯

納爾（Alfredo Stroessner）發動政變遂行 34 年之獨裁統治，至 1989 年 2 月始為

羅德里格斯（Andrés Rodríquez）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羅德里格斯將軍繼任

執政 4 年後於 1993 年 5 月舉行首度民主普選，自此轉為文人政府。2008 年 4 月

20 日巴國舉行總統大選，由前主教盧戈(Fernando Lugo)及藍黨主席佛朗哥

(Federico Franco) 當選正、副總統，結束巴國紅黨 61 年之長期執政。 

    巴拉圭為南美洲內陸國，北與西北毗鄰玻利維亞，東與東北與巴西相鄰，南

與西南接阿根廷。國土面積為四十萬六千七百五十二平方公里。當地氣溫偏高屬

於亞熱帶氣候，年平均溫度為攝氏二十四點五度。夏季長，從 10 月到次年 3 月

底。夏季酷熱平均氣溫三十一度。冬季從 6 月到 8 月，平均為十四點五度。 

    當地的種族為西班牙和瓜拉尼印第安的後裔(Guaraní Ladian)，巴拉圭總人口

有六百五十六萬人(2011 年)，年成長率為百分之二點六。百分之九十一七的人口

集中在佔全國百分之三十九土地的東區，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口在居住在全國百分

之六十一廣大土地的西區(Chaco)。該國國民平均教育水準不高，一般民眾教育

水準僅小學程度，成人文盲佔百分之八，以瓜拉尼語和西班牙語為其主要語言。

                                                       
11 陳妍秀：〈中華民國與巴拉圭關係之研究（1957-1993）〉，1995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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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以天主教為主，首都為亞松森，最大貿易都市為東方市。政治體制為民

主共和制，採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 

    巴國幣制為瓜拉尼（Guaraní），以 2012 年幣值計算，一美元約折合四千五

百二十瓜拉尼。2011 年國內生產毛額為一百八十五億九千五百餘萬美元，經濟

成長率為百分之三點八。平均國民所得為美金三千六百四十九元。外債總額為二

十二億八千九百六十萬美元(2011 年底)；外匯準備為四十八億零九百萬美元(2012

年 3 月)；經濟成長率百分之三點八(2011)；失業率為百分之五點七。 

    巴國主要外交目標包括：鞏固民主治理，並以現代化制度融入地球村及加速            

與世界接軌。與南方共同市場國家維持密切友好關係，一向為巴國對外政策之重

點。此外，巴國亦重視與拉美其他國家、歐洲、亞太及阿拉伯國家之關係，目前

與亞太關係中最為密切者為我國、日本及韓國等三國。另因巴國係內陸國，尋覓

出海口及內陸國家優惠商貿待遇亦係其對外政策之重點。1991 年 3 月 26 日與巴

西、阿根廷及烏拉圭簽署亞松森協定，成立南方共同市場。目前派駐巴拉圭外國

大使館有教廷、歐盟、美國、日本、德國、巴西、阿根廷及俄羅斯等二十六國，

常駐於亞松森之國際組織共有二十一個12。 

    巴拉圭公務人員貪污風氣極盛，曾於 2002 年獲得當年世界貪汙國家排行榜

第三名及美洲國家排行榜第一名的恥辱。該國有識之士鑒於此為國家奇恥大辱，

乃群情激憤共同發起訂立每年 9 月 6 日為巴拉圭國家羞恥日 (día de la vergüenza 

nacional)以為抗議。當天每一輛營業及非營業車輛，尤其是首都亞松森地區，於

道路行進間均掛上黑氣球，且邊行邊按喇叭大聲喊叫抗議政府。行人亦盡量穿上

黑衣，手持黑氣球，大喊口號參與抗議行動。許多住宅則掛上黑色旗幟，表示附

和抗議活動，全國熱烈興起討伐政府官員貪污風氣活動。 

    但是仍有一群民眾與社團，不願國家長期陷入消極陰霾之中，於同年 11 月

15 日由巴拉圭通訊研究與法規中心(Cerneco)推動，發起成立當天為巴拉圭國家希

望日13(día de la esperanza nacional)的主張，以為振奮民心活化經濟舉動。該活動特

別經由首都各公立中小學學生，通過媒體傳播相關訊息給全國民眾知曉。至此由

                                                       
1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大使館，2012 年 6 月 22 日 
13 Asoc. Esperanza para el Autismo (EPA) Paragguay http://esperanzaparaelautismo.blogspot.tw/ 
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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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吶喊聲中呈現的消極與積極兩極端表現，充分顯露出巴拉圭民主風範的一

面。政客的靦腆無恥，也藉由被唾棄中仍望選票的心理，依然藉機與群眾揮舞，

傳達與我何干的假象，以掩飾不法貪婪的事實。這是巴國民主政治可愛與諷刺的

具體面向，也是活生生的一齣精彩演出，值得作為探討邦交國民主風貌的參考。 

二、  中巴建交背景因素 

    中華民國憲法第 141 條明白宣示：「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著獨立自主之精

神，平等互利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聯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益，促

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至於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有以下

三點：「1.增進與邦交國友好合作關係以鞏固邦交。與邦交國家的雙邊關係，不

僅是我國整體對外關係的基礎，也是我國維護國際合法地位的憑藉。拉丁美洲地

區為我國邦交國最多的地區，也是中國大陸極力拉攏以打壓我國的對象。政府持

續透過高層訪問、技術合作、經貿投資與文化交流等方式與各邦交國建立多方面

的關係。2.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許多與我國關係密切的國家並無邦交，但提升

與這些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的重要性與建立外交關係是同等重要。3.為了維護

國家尊嚴與權力，應該積極策劃參與國際性組織與活動，提供實質貢獻以善盡國

際責任14。」我與巴拉圭建交，長時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交流，以及各

類的國際性活動，促成了兩國穩定的邦誼。 

    中巴兩國於 1957 年 7 月 8 日建交，迄今(2013)已達 56 年，成為我國眾多邦

交國中，建交時間最長久邦誼最穩定的國家之一15。中巴兩國所以有如此長久交

誼，從建交初期兩國領導者及彼此國內政治環境可以窺見一斑。 

    以兩國之國內政治環境而言，當時我國國民黨，長久以來即是執政黨；而巴

                                                       
14 謝亦旭：〈中華民國與中美洲關係之研究 1972〜1995〉，新北市：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1996 年。                                               
15 與我國有邦交的二十二國中，以建交時間論：巴拿馬 1910.1.16.，瓜地馬拉 1933.6.15.，多明

尼加 1940.5.11.，宏都拉斯 1941.4.9.，薩爾瓦多 1941.4.9.，梵諦岡 1942.6.17.，海地 1956.4.25.，
巴拉圭 1957.7.8.，巴拉圭排名第八名。其餘邦交國為：尼加拉瓜 1930.8.30.建交，1985.12.7.斷
交，1990.11.5.復交；貝里斯 1989.10.13.；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1983.10.9.；聖露西亞 1984.5.7.
建交，1997.8.29.斷交，2007.4.30.復交；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1981.8.15.；帛琉 1999.12.29.；紹爾

群島 1998.11.20.；吉里巴斯 2003.11.1.；諾魯 1980.5.4.建交，2002.7.23.斷交，2005.5.14.復交；

所羅門群島 1983.3.24.；吐魯番 1979.9.19.；布吉納法索 1961.12.14.建交，1973.10.23.斷交，1994.2.2.
復交；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1997.5.6.；史瓦濟蘭 19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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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由史托斯納爾所領導的紅黨自 1947 年即開始執政，該黨形同政府部門唯一的

執政黨，因為它掌控了當時所有重要公家機關人事行政大權，幾乎所有公務人員

都必須具備紅黨黨員身分，因此名義上的反對黨形同虛設，這與當時國民黨一黨

獨大局面類似。 

    在我國未退出聯合國以前，為五個常任理事國之一，外交地位強勁崇高，而

巴國總統掌握外交政策大權，此時外交關係相當穩固，不受兩國國內或國際重大

事務干擾。幾年來巴國仍然不受其他國內外局勢影響，依然與我國維持良好外交

關係，這是在南美洲重大的外交突破。 

三、  中巴政治經濟關係 

       巴拉圭首都亞松森有「蔣介石大道 Chiang Kai Shek16」、「中正學校 Colegio 

Chiang Kai Shek17」、「孔子文教中心 Centro Cultural Confucio18」，東方市有「中正

公園 El parque de Chiang Kai Shek19」，幕後的推手王昇大使值得一提。但是王昇

擔任巴拉圭大使期間20，由於外交部監察院與立法院陸續收到來自巴拉圭亞松森

僑領的控告，指責我駐巴大使王昇排除異己，使得外放 3 年的王昇再度成為話題。 

    事實上王昇對國家的貢獻有目共睹。當時的巴拉圭總統史托斯納爾對中華民

國與王昇相當的支持，使巴拉圭成為我國在南美洲堅強的反共堡壘。由於彼時巴

拉圭是軍政府時期，以王昇的軍人背景及資歷在與巴國總統觀念的溝通上自然便

利許多。王昇成功的使巴拉圭成為第一個與我國簽訂官方引渡條約的國家，且在

                                                       
16 蔣介石大道為四線街道，位於亞松森南方郊區，長約四百公尺，中間有安全島分隔。街道中

間有一座蔣介石銅像，其後並有兩座簡單中式涼亭。1975 年蔣介石去世時，巴拉圭國會為了要

紀念友邦領袖，於 1976 年經國會六零四號法案通過而命名。最近幾年巴國政爭，反對黨因蔣介

石支持當時獨裁者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er Matiauda)總統而醞釀要改名。但民眾認為，蔣

介石是中國歷史人物，無意批評他的功過，街頭所設的蔣介石銅像相當美觀，也無需拆除。如

果國會執意改名，希望以台灣或中華民國為名。 
17 中正學校由早期旅巴僑胞捐資興建，與中華民國政府挹注相對基金，滋生利息補助辦學，共

同創立的一所海外僑民學校，於民國 75 年 11 月 5 日成立。 
18 孔子文教中心在僑委會的文教中心計劃下，將中文教育工作由中華會館移交孔教中心負責，

民國 72 年 5 月由中華會館發起僑胞，組成巴拉圭孔子文教中心。民國 74 年 2 月孔教中心董事

會為有效推廣僑教成立校董會，除督導改進當時之中文補習教育外，並積極籌設正式學校。 
19 中正公園位於東方市市郊，是由巴拉圭總統史托斯納爾贈送給中華民國的一塊土地所建成的

公園。由榮工處派工人，並運送建材建造完成。有蔣介石銅像、中式門牆、涼亭和走廊。 
20 王昇於 1983.9.〜1991.8.24.間，擔任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大使。 



16 
 

東方市興建了中國式中正公園並矗立目標顯著的蔣公銅像。在首都亞松森也興建

一條蔣介石元帥大道、孔教中心及中正學校。王昇一直認為把經濟弄好且提高生

活水準，就是報答如此貧窮友邦的最好方法21。 

        王昇為國家利益著想處心積慮，於擔任駐巴大使期間，不斷與巴拉圭許多有

心人士周旋：王昇也明白指出，巴國某些人士雖知政府堅決反共，但對中國大陸

市場又十分憧憬，所以想出所謂的政經分離政策，希望一方面與中華民國維持良

好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又試圖與中國大陸做生意22。 

    其實在 1996 年，台灣與巴拉圭雙方貿易總額已達九千五百萬美元。兩國之

間簽訂有經貿、科技、教育、投資、軍事等協議。1994 年台灣提供巴拉圭兩千

萬美元貸款，並分批捐贈共兩千萬美金以興建議會大廈。台灣政府此舉，不過是

希望藉由巴拉圭打開南美共同市場 Mercosur 的關係。 

    但是巴拉圭長期經濟不景氣，巴政府應付其國內各項開支壓力沉重，1997

年 7 月經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發行 20 年期四億美金之債券。由於巴拉圭國內經

濟頹靡及瓜拉尼貶值影響，債務問題日趨嚴重。截至 2004 年 8 月止，巴拉圭累

積拖欠台灣貸款共計六億美元。窮困邦交國的貸款拖欠，這不是單一事件，對外

交的影響牽涉到各個層面與各項考量因素。 

四、  巴拉圭現況與南美洲聯盟 

    1951 年出生的巴拉圭前任總統魯戈23於 2008 年 4 月 20 日以 10%的差距勝選

終結紅黨在巴拉圭長達 61 年的執政歷史，也是第一個成為國家元首的羅馬天主

教大主教。2006 年魯戈辭去天主教大主教的職務，投身政治。只用了短短兩年

的時間。2008 年 8 月 15 日上台後打破歷任總統傳統，穿著大眾化拒絕名牌及免

費治裝特權，穿休閒服及涼鞋出席公共場所，迅速成為巴拉圭當年的時尚。他也

是巴拉圭 1928 年以來第一位單身國家總統。   

                                                       
21 簡秀枝採訪：〈王昇將軍的外放生涯--王昇怎樣經營巴拉圭〉，《財訊》，1987 年 11 月，頁 45-52。 
22 盧惠芬：〈巴拉圭訪王昇=An Interview with Wang Sheng in Paraguay〉，《光華雜誌》，1988 年

11 月，頁 21-23。                                              
23 費爾南多·阿明多·盧戈·門德斯 Fernando Armindo Lugo Méndez，1951.5.30.生，前巴拉圭天主

教聖佩德羅教區主教、前任巴拉圭總統。魯戈曾在巴拉圭的貧困地區擔任天主教會的主教，2005
年卸下神職，原因是自覺無力幫助貧民，一年後他投身政治，要解決不平等與貪污問題。 



17 
 

    在對外關係上，一百多年來巴拉圭為了本國的利益，其外交政策幾乎排除與

其他拉美國家的互動，而只在巴西與阿根廷兩大鄰國之間擺盪。魯戈尚未確認繼

續維持不承認中國大陸前，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毅然參加魯戈的就職典禮。而目

前中國大陸是巴拉圭的第二大出口國。過去紅黨執政期，巴拉圭長久臣服於巴

西，但是魯戈上任後終於成功捍衛巴拉圭的主權尊嚴。此外，魯戈也嚴詞拒絕美

國在巴拉圭軍事演習的要求，打破長久以來巴拉圭作為美國忠實盟友的史實。     

    在 2004 年 12 月 8 日舉行的第三次南美洲首腦高峰會議上，來自南美 12 個

國家的與會總統及代表簽署了《庫斯科宣言》24，由巴拿馬作為觀察員參加了簽

字儀式。會議宣布將效仿歐盟，建立一個包括共同貨幣、議會和護照的新共同體，

稱之為「南美洲國家共同體」25。後來於 2007 年 4 月 16 日改名為「南美洲國家

聯盟」26，目前共有 12 個成員國，2 個觀察員國。聯盟合併兩個自由貿易組織「南

方共同市場」27和「安第斯山國家共同體」28，建立起一個涵蓋南美洲的自由貿易

區，將分別於 2014 年和 2019 年前取消敏感和非敏感商品的關稅。  

    2008 年 5 月 23 日，來自南美洲 12 個國家的領導人聚集在巴西首都巴西利

亞，參加在這裡召開的南美洲國家聯盟特別會議。與會領導人簽署了《南美洲國

家聯盟條約》，顯現著南美洲各國朝著一體化的方向又邁進了一步。     

  《南美洲國家聯盟條約》相當於南美洲國家聯盟的憲章，從法律上正式規定

了「南美洲國家聯盟」的指導思想、組織方式和基本運作模式。條約規定，該組

織的主要目的是協調區域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促進地區一體化，加深能

                                                       
24 庫斯科宣言是在秘魯庫斯科地區所簽署的宣言，以所在地為名。 
25 南美洲國家共同體於 2004.12.8.誕生在秘魯庫斯科（葡萄牙語：Comunidade Sul-Americana de 
Nações、西班牙語：Comunidad Sudamericana de Naciones)。這是一個旨在建立政治統一體、基

礎設施一體化和南美自由貿易區的組織。但是共同體的性質、宗旨、綱領及運作機制一直沒有

明確。 
26 南美洲國家聯盟，其葡萄牙語：União Sul-Americana de Nações,西班牙語：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 
27 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 or Mercosul，西班牙語：Mercado Común del Sur、葡萄牙語：Mercado 
Comum do Sul）於 1991 年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及巴拉圭四國簽訂《亞松森協定》，並於 1994
年增修《黑金市議定書》，確立共同市場組織架構。成立宗旨為促進自由貿易及資本、勞動、商

品的自由流通。它是包含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及巴拉圭等南美國家的區域貿易協

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28 安第斯山國家共同體又名安第斯條約組織，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簡稱 CAN，1969
年由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哥倫比亞和智利政府代表簽訂了《小地區一體化協定》（後改名

《卡塔赫納協定》），安第斯條約組織，為上述國家共同組成的關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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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通信、科技、教育和金融機制等方面的對話和合作。  

  長期以來，南美洲各國為實現地區一體化建立了許多區域性組織，如裏約集

團，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等，但這些組織結構上比較鬆散，沒有真正起

到一體化的作用，因此南美洲各國領導人對新成立的南美洲國家聯盟都抱有很大

的期望。巴西總統盧拉認為，南美洲從此不再是一個地理上的概念了，南美洲國

家聯盟將依靠自身的運作機製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真正實體，南美洲各

國從此將以一個共同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  

  但是，即便成立了南美洲國家聯盟，南美洲一體化的道路依然充滿了不確定

性。雖然南美洲國家擁有相似的歷史遭遇和文化傳統，並且深受南美大陸解放者

玻利瓦爾一體化思想的影響，但各國經濟發展水準懸殊，綜合國力各不相同，甚

至對外政策也有很大的差別，內部矛盾不斷發生。巴西與阿根廷的經濟摩擦早已

有之，而今年 3 月初由於哥倫比亞越境打擊哥國反政府武裝，也造成差點與有關

國家兵戎相見。另外，來自美國的壓力也不可小視。南美洲各國現在基本都是左

翼政府在執政，美國政府早已擔心自己將失去對南美後院的掌控能力，當然更不

願看到一個統一的南美洲國家聯盟，分析人士認為它將會動用一切手段阻撓南美

洲一體化進程。  

  本屆特別會議並未討論成立南美洲防務委員會的問題。巴西總統盧拉在今年

3 月底提出建立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軍事聯盟，即南美洲防務委員會，他表示該

軍事聯盟將側重協調區域防務政策、促進軍事工業合作、推動軍事人才交流和培

訓、組織聯合軍事演習等。對於成立「南防」，南美洲大部分國家持積極態度，

但哥倫比亞明確表示不願加入。  

  另外，關於南美洲國家聯盟秘書長人選問題，有關方面也沒有達成一致。大

會希望厄瓜多前總統羅德里戈博爾哈擔任該職，但遭到博爾哈的拒絕，理由是              

他關於南美洲一體化的一些建議沒有被會議採納。  

  由此可見，真正實現南美洲一體化還有很長的路要走，並不是簽署了條約就

會一帆風順。各國間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擯棄分歧，真正以一體化為目標而

努力奮鬥。巴拉圭既是我邦交國，除了政治外交關係外，其他有關文化、教育的

跨國性活動與交流，更是維持邦誼擴展國力的重要項目。下節將以邦交國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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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教與跨國交流為主體進行分析探討。 

第二節  邦交國架構下的文教活動與跨國交流 

    移民第二代以後，尋根成為文化與交流前置作業，也是創造集體記憶與認同

的機會。王明珂(1997)提出，移民的社群本身雖然是一個結構性失憶的溫床，讓

移民者在短短數代中對故鄉失去記憶，但是也往往使得原來並不一定分享共同歷

史的人群，在這個社群中透過尋根的活動來創造新的集體記憶與認同。或許有些

移民者移居的時間不夠長，就像巴拉圭我國僑民一樣，所以對故鄉失去記憶應該

僅屬部分，但是透過文化尋根的活動來創造新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卻是確切之

語。許多巴拉圭華裔子弟年幼時由父母帶來遙遠的南美洲，對母國文化記憶模

糊，但是透過海外華僑社群與僑教的陶冶，慢慢地也有了深入的認識。這是一種

集體性的認同，這樣的認同對於跨國文教活動與交流，是深刻且具意義的。 

    隨著移民時間的長短，對認同的觀念會產生不同的差異，而所謂的認同

(identity)是個體對於自我的看法，認同的本質即個體如何界定自我的過程。認同

的本身帶有類同(similarity)、差異(difference)、反身性(reflexivity)與過程(process)

等核心特質。亦即為了界定出所謂的自我，就要以相對於他人之類同、差異的角

度，來建構關於自我的反身性感受，也就是所謂的自我身份認同29。 

巴拉圭僑生自我身份認同的表現，或許是邦交國關係，以南美洲而言可說是

數一數二。何況巴拉圭僑生並沒有被國內邊緣化，從僑委會的用心及僑生回台升

學的素質就可以明瞭。如今許多旅巴僑民的活動，如：雙十節慶祝會、園遊會、

畢業典禮、巡迴國術教學等，正試圖尋求朝向集體自我身份認同的方向前進。而

僑生考進巴拉圭優秀大學如國立亞松森大學、天主教大學、亞松森自治大學等名

校人數日多，加上跨國關係發展密切，於是從僑校的學習生根，進入各項跨國交

流也成為自然現象。以下以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聯，做為諸如文化、教育、兩性

等各項跨國交流活動的濫觴。 

一、  語言與文化關係 

          語言是一種人類熟知的溝通現象，也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不

                                                       
29 陳鈺淳：〈臺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2006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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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語言溝通，甚至也透過語言來思考。語言可說是社會溝通的載體，同時在人

類社會中也藉由語言彼此連結。而這個實際的論點牽涉到關於語言的兩個重點；

第一，溝通是語言的基本功能。我們用語言來滿足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內

在的溝通需求；第二，語言存在於社會，並在其中發揮交際的功能。語言學習所

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宏觀結構影響了語言的運用和發展。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溝

通是令學習者語言系統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語法結構是在言談當中形成的，

這是學習者與環境之間互動的結果。透過學習者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語法結構就

能藉由言談而產生30。以巴拉圭而言，語言的溝通受制於學習者所處的環境而有

所不同，當華語為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即使與華人族群接觸，他一樣可以視當時

的狀況為達到溝通目的而使用華語、西班牙語或其他語言，因為語言僅是載體，

溝通才是目的。 

Konig(1998)認為，一般而言語言有溝通、以及再現兩大功能。從經濟的角

度來看，就個人而言，語言溝通的能力代表一個人在職業場域起碼的資格，而多

種語言能力甚至是一種競爭力。就社會整體而言，成員的語言能力更是一種經濟

發展的人力資源。再來，從文化的層面來看，語言往往是集體認同的重要表徵，

因為不論是族群的集體記憶、智慧、或是價值觀，都要透過語言來傳遞。當然，

站在國家的立場，各種族群的語言都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31。這樣的解說使我

們更加瞭解，語言與文化間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甚且族裔文化需要依靠語言以形

成，如亞松森的華人社會，華語的交談比西班牙語或其他語言更是集體認同與社

會價值觀的表徵。透過語言所表達的民族情感，也是海外華裔族群的文化資產賴

以形成及維持的重要因素。  

    文化是一種規則組成的系統。Keesing(1974)認為：廣義的文化是社會組成份

子所共享的知能系統(a system of competence)，也就是社會組成份子所共享的知

識系統(a system of knowledge)。他將文化解釋為人與人之間所參與的遊戲。認為

文化中的成員對於遊戲中人物的角色、遵循的規則、運用的空間及符號等，皆不

自覺的存在並進而形成知識系統。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文化是不同層級次序的總

                                                       
30 本文來自：〈語言發展取決於溝通：一個突現論的觀點〉，原文刊載於 TESOL 電子期刊 TESOL 
Journal 2.4，2011 年 12 月，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English Career 期刊第 40 期，2012 年 8
月 30 日轉譯。 
31 施正鋒：〈語言與多元文化政策 二○○三全球客家文化會議〉，200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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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32。以東方學者的看法，錢穆(1975)認為文化有兩個重要意義：文化當為大群

眾所有，且文化必具綿歷性33。他的意思是文化的通則是在大群體中要去除內部

小我的自我封閉、限制、鑽營、牟利等自私自利心，以真情和大群體相待，然後

整體才可以因此更加壯大，綿密且長久；這是以相當無私利他的胸懷氣度，對文

化的另一層闡述。 

    依照錢穆的看法，文化的顯現是大公無私的，不僅有別於西方學者遊戲規則

的論調，更精密的擴張到社會組成份子必須內化到自我對群體的參與、奉獻與認

同，這是文化對外運作的表徵。因此可以說，語言的多樣性並不是人們在進行溝

通的一個障礙，而是一個條件。以這樣的論點，也可以說多種語言的學習意味著

多種文化的瞭解，而深入的瞭解或許是認同的先機。從中巴之間多面向的跨國交

流，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這樣的成果。 

二、  跨國文化交流 

    若將文化解釋為人與人之間所參與的遊戲，那麼文化所涵蓋的範圍將是何其

廣闊，舉凡活動所帶來的重要媒介與獨特的意涵，幾乎都可稱之為遊戲。遊戲是

愉悅的富有變化及想像力的，當然也可以說是一種知識系統與不同層級次序的總

稱。以學校來說，跨文化因素對學校組織文化影響深遠，深入基本假定、人為器

物、學校行政文化及教師文化個個層面，而孕育出獨一無二的學校組織文化。跨

文化學校的組織文化形成過程中，外部環境影響最為深遠34。 

    那麼在巴拉圭僑校學生，在其生活與學習環境中所接觸的跨文化因素，有哪

些是屬於外部環境的影響？其實所謂外部環境，實際上與巴拉圭的文教氣息與國

情息息相關，也與兩國關係密切與否產生交集。以目前兩國仍維持邦交國的態勢

來看，巴國民眾與僑校之間各項文化藝術交流一直未曾間斷。由於我國一直以東

方文明古國得名，所以文化力是擴展國力非常重要的部分。擁有豐富的人文資產

等於有充足的條件展現多元的文化活力，這樣的活力與資源若能運用於對外的國

                                                       
32 Keesing, R. 1974,Theories of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pology, 3, p.73-79. 
33 錢穆：《錢四賓先生全集 卷 41 文化與教育》，1895〜1990，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1998 年 5 月，頁 2。 
34 簡鈺珣：〈跨文化因素對學校組織文化影響之研究—以東菀台商子弟學校為例〉，台北市：臺

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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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政策，尤其在政治、外交、教育及文化創意產業方面，必能為艱難的國際關係

與邦交國邦誼，挹注一股新的局面。 

    以巴拉圭來說主要文化機構均在首都亞松森，有研究巴拉圭和瓜拉尼歷史及

文化的學會，還有其他各種文化團體和學術機構。例如：音樂師範學校、音樂學

院、國立美術學院及亞松森交響樂團等，都是巴國主要的藝術機構。巴拉圭有不

錯的博物館，如：人種誌博物館、自然史博物館、軍事史博物館，以及收藏巴拉

圭藝術家作品的若干博物館，這類的博物館機構多集中在亞松森。以圖書館來

說，藏書最多的有國家圖書及檔案館和自然史及人種誌博物館。 

    上述巴拉圭文化機構與我國僑校之間帶來何種的交集？我華裔子弟在巴拉

圭公私立大學就學，經常接觸這類文化機構。其實巴拉圭是一個熱愛音樂、美術、

舞蹈的農牧業國家，理工知識與工業技術對他們的學術界而言，是貧弱與落後

的，所以中巴兩國的跨國文化交流仍以藝術類為大宗。 

    近年我國政府及僑胞在巴拉圭舉辦了諸如：詩歌朗誦、民俗舞蹈、肢體音符

舞團、台灣民謠之夜、台灣文化週、版畫年畫展、中華傳統書畫展、台灣民謠音

樂會、故宮風華再現、中國功夫道及巴拉圭「中華民國獎學金」學生同學會等活

動，這樣的活動對於促進兩國國民外交與文化交流居功匪淺。 

(一) 僑校師生雙十節活動與國際交流 

每年的雙十節，旅居國外僑胞的慶祝活動其實不亞於台灣，尤其多了許多外

國友人的參與，也形成了另一種跨國交流。巴拉圭的雙十節慶典在兩大華人聚集

城市：亞松森與東方市都有精彩的慶祝活動。 

亞松森慶祝雙十節活動絕大部分在中正學校舉行。因為該校有寬敞的運動場

可做為停車場，廣闊的校舍可為活動的預備場所，更重要的是有寬大的禮堂及舞

台音響設備，足以應付大型活動所需。 

每次舉辦雙十節活動，中正學校都會演練我國與巴國的傳統舞蹈，並由兩國

師生合作練習與演出。會後還有美食街及大型抽獎活動，掀起僑民與與會中外嘉

賓高潮。以東方市來說，歷年該市中華會館經常是雙十活動主辦單位，而中山僑

校師生更是活動的主要表演者。通常在以晚會方式進行，表演節目琳瑯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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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薪日報》：「…中山僑校國中二年級及三年級畢業班同 

        學所表演的綵帶舞，將我中華民族儒雅活潑的氣質表露無疑。 

        加上中山僑校國中三年級同學所表演的望春風，將韻味無窮令 

        人永難忘懷的老歌，以傳統及現代爵士鼓及電子琴的方式闡述 

        ，風格清新獨特。現場來賓於懷舊之餘，也感受不一樣的新鮮 

        韻味。…」 

    中山僑校甚至別開生面，於 2007 年 9 月 23 日為慶祝雙十節與教師節，同時

舉行雙節慶園遊會活動，地點在東方市 Inmaculada 中學室內體育館。 

       《傳薪日報》：「…活動有才藝表演及攤位競賽兩大部分。分別 

        有：美食、遊戲、佈置、團體及個人才藝表演等各項獎項。尤 

        其是團體及個人才藝表演，更是首創；校方美意希望中山學子 

        在課後餘暇，能有正當休閑娛樂調劑身心，並培養才藝以使德 

        、智、體、群、美五育皆備，成為健全的新時代青少年。這次 

        的園遊會有 20 位我官方與民間社團首長及僑領們提供獎金贊 

        助，整個會場在熱鬧融洽的氣氛中進行，可謂有吃有玩，還有 

        看頭。也就是說吃喝玩樂之餘，現場還有同學們精彩的才藝表 

        演。…」 

海外僑校本就具備教育與文化雙重功能，所以許多國家慶典、文藝活動、元

首訪問，經常以僑校師生場地作為舉辦場地與主導人員。以巴國為例，通常這類

活動現場參與者除了我僑民外，還有許多巴拉圭政府官員與來賓，從他們的掌聲

中可以感受到跨國活動所帶來的意義與正面的影響。使得原本不了解我國悠久文

化的嘉賓們，至此更加肯定中華文化之精深博大。  

(二) 跨國舞蹈電影美食活動 

    為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與巴拉圭獨立 200 年紀念，我國駐巴拉圭大使

館特別邀請台灣泰雅風情舞蹈團於 2011 年 8 月 6 日至 16 日來巴國巡迴演出及舞

蹈教學。這次活動除慶賀外，並具備促進兩國文化交流意義。巴拉圭文化部長巴

托洛齊（Graciela Bartolozzi）、各政府單位官員及旅巴僑胞等近五百人到場觀賞，

座無虛席。舞鈴劇場的演出不僅深獲現場觀眾好評，當地媒體也大篇幅報導，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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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展現台灣深厚的「軟實力」，也是文化外交具體的寫照。 

       《宏觀即時新聞網》引用《中央通訊社》：「…團長古秋妹共率 

        領 6 名團員來巴國演出，全體團員 8 月 7 日於亞松森佛光會表 

        演精湛具宗教意涵的「佛舞」，向當地佛教僑團致意。並於亞 

        松森中正學校、巴國義大利但丁中學、北方大學等學校進行表 

        演及示範教學活動，首都表演結束後該團還前往東方市巡演。 

        而該團致贈之龍形擺飾、泰雅族酋長服、中國結，均有象徵尊 

        貴及吉祥的意義，令巴拉圭總統魯戈相當感動與開心，也為台 

        灣做了一次成功的外交35。…」 

    此外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年及巴拉圭獨立二百週年，中華民國駐巴拉

圭大使館於 2011 年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首度舉行「台灣電影展」。這是藉由兩

國分別於建國及獨立的重大事件中，以政治引導文化的良性結合，也是跨國文化

展現的最佳契機。雖是小型的電影藝術展覽活動，但是在內化的意義重大之餘，

當然也藉此更能鞏固兩國的邦誼。 

        《宏觀即時新聞網》引用《中央通訊社》：「…影展於亞松森市 

         大型商場「太陽商場」電影院舉行，每晚 20 時 30 分至 22 時 

         30 分播映劇情片 1 部，場次順序分別為「星月無盡」、「功夫 

         灌籃」、「一八九五」、「海角七號」及「陽陽」。我國駐巴大使 

         及巴國政、軍、經、新聞、文化人士及僑界重要僑領均應邀 

         參加。巴拉圭各大平面媒體大幅報導，並配合刊出電影劇照36。」 

    在巴國的電影展覽並不僅是中巴兩國的盛事，這樣的跨國藝術交流活動實際

也擴大到全球各國的影片創作。我國藉邦交國之利，在此良機毅然選擇精采影片

參展，這樣的文化宣傳契機不僅讓我國獲得實質藝術文化的國際化交流，也是國

力擴展的機會。每年的影展活動確實不可忽視，相關文化部門應予重視。 

                                                       
35 巴拉圭總統魯戈接見台灣訪團，網站：

http://www.macroview.com.tw/mag/macroview/article_story.jsp?ART_ID=130229  中央通訊社提

供，宏觀即時新聞網，2011 年 8 月 14 日。 
36 巴拉圭展台灣電影，網站：

http://www.macroview.com.tw/mag/macroview/article_story.jsp?ART_ID=125875 中央通訊社提

供，宏觀即時新聞網，201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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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視新聞》引用《中央通訊社》：「…為促進與巴拉圭電影文化 

        交流，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甄選楊智麟執導之紀錄片「唱 

        歌吧！」參加 2012 年「第 21 屆巴拉圭國際影展」。這項影展 

        是巴國年度藝文盛事，計有來自世界 29 國提供 68 部影片參展 

       ，廣受巴國各界矚目與重視。大使館參展影片也深受藝文人士 

         及民眾喜愛，增進巴國友人對中華民國的暸解與認識頗具助 

        益37。…」 

    巴拉圭國家文化中心為歡慶巴拉圭獨立 200 週年和文化中心成立 8 週年，於

2012 年 5 月 14 日在首都亞松森獨立廣場舉辦慶祝活動。這次的活動是以國際美

食展，展現中式美食小吃為主題。以「食」來表現東方文化的精髓，是文化外交

經常的特色風貌。 

       《中央通訊社》：「…其中的美食展是第二次舉辦，邀請中華民 

        國、南韓、阿根廷、巴西、西班牙、玻利維亞、智利、墨西哥 

        、烏拉圭、哥倫比亞等國共襄盛舉。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 

        特別委請旅居當地僑商餐廳準備炸春捲、炒飯、炒麵、炒米粉 

       、糖醋排骨、鹽酥雞、炒包心菜等台灣傳統美食，深受當地和 

        國際友人的喜愛，人潮絡繹不絕。攤位一隅並且放置台灣電影 

        展手冊、台灣簡介、青年壯遊台灣、台灣美食文化網資料，供 

        民眾索取參閱，搭配駐館人員現場解說，宣傳效果極佳38。…」 

    陳郁秀(2008)認為，文化交流同時也可以化解世界各國的「文化差異」、「文

化衝突」，而達到「文化尊重」、「文化共享」的目的39。文化交流重視的是經由大

眾喜歡且能接受的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以營造我國深具民族藝術價值的傳統習俗

與文化，以達到宣傳及提升我國國家地位的目的。對於促進邦交國的邦誼而言，

                                                       
37 台紀錄片參加巴拉圭國際影展，網站：

http://news.cts.com.tw/cna/entertain/201209/201209261104576.html  中央通訊社提供，華視新

聞，2012 年 9 月 26 日。 
38 巴拉圭美食展 台灣美味夯，網站：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55461&id=6&id2=2  中央社，2012 年 5 月 17
日。                                       
39 陳郁秀：〈專題討論一 文化外交－夾縫中台灣國際關係的出路〉，「以文化外交提升台灣國際

形象」國際論壇， 2008 年 4 月 25 日，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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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濃郁且令人意象深刻的重要活動。文化外交雖然是以文化的傳播、交流為出發

點所拓展的外交活動，但是與其他的外交活動並無二致，都是為了鞏固國家安

全、維護國家利益、提高國際地位的外交策略。以目前我國所大力推展的活路外

交而言，這樣的文化活動可以促成總統府〈長期改革 政策理念〉中所提的：「以

務實精神為外交找活路，以『尊嚴、自主、務實、靈活』為原則，兩岸以『對話』

代替『對抗』，在雙邊互信的基礎下外交休兵，不再進行惡性競爭式的『支票簿

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而是提倡『經貿外交』、『文化外交』和『形象外

交』，節省國庫支出也提升國際形象。」的目標。 

    此外，僑委會在全球華人密集居住且活動頻繁地區，設立有 17 個「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40」，其中有 11 個在美國，其他各國如：加拿大、巴西、菲律賓、泰

國各一處，澳洲兩處。廖聰明(2013)研究指出，僑教中心主要功能除了聯繫僑團、

提供藝文展覽表演活動場地、舉辦各種研習會教學班及說明會，以及組織規劃各

種團結僑社凝聚僑心活動外，也輔導僑界舉辦夏令營、體育競賽、新年晚會或國

慶遊行，以結合僑民向心力。 

    從以上這些文化設施與交流活動，都指出了文化與教育密不可分的關係，也

使得「外交假文化以行，文化藉教育而興」，文化交流的良窳引領了教育交流的

流行，故以下節次以跨國教育交流為題加以闡述。 

三、跨國教育交流 

       除了上節所討論的跨國文化交流外，教育也是國際間重要的交流項目。我國

與巴拉圭在文教高層互訪方面極為頻繁，近年有巴拉圭教育暨文化部部長及文化

次長、國立亞松森大學校長、巴拉圭大學委員會主席、國立東方市大學校長等人

多次來華訪問。至於學術交流與合作方面，兩國之間互動亦多。為鼓勵優秀巴國

清寒子弟繼續向學，我政府駐巴單位及旅巴民間社團，多年來提供多項獎學金資

助巴國學生。國內中央研究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立中興大

                                                       
40 根據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指出：「華僑服務中心除提供海外華僑服務場所外，也是僑委會

之駐外單位。其一般工作大體包括：僑胞接待、協助解決困難、輔助僑社辦理僑教及社團聯誼、

發掘僑社潛能、鼓勵僑胞參與社區服務等。」資料來源：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495，最後修正：201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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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立中正大學、巴拉圭遊學訪問團41等學術團體，亦多次蒞巴進行短期學術

交流。而巴拉圭國立亞松森大學、巴拉圭天主教大學、巴拉圭大學委員會等巴國

著名學者多人，也千里迢迢來台訪問交流。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及巴拉圭外交部長，於 1990 年 6 月 19 日在台北所

簽訂「中華民國與巴拉圭共和國間科技教育合作協定」規定，由巴國教育部選拔

優秀之巴拉圭高中畢業學生，以我教育部特設之獎學金，赴我國公私立大學就讀

深造，我政府提供來回經濟艙機票及就學期間每月生活費八百五十美元之補助。

據歷年來資料顯示， 除 2001 年 3 位、2003 年 6 位、2004 年 18 位外，自 2005

年起每年皆提供 20 位名額獎學金。除此條約外，我國與巴拉圭於 1961 年 8 月簽

訂「中華民國與巴拉圭共和國間文化專約」及 2009 年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巴

拉圭共和國政府間文化教育科學運動合作協定」，據此展開中巴兩國間密切文教

交流42。 

    我國提供獎學金不僅於此，例如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於 2012 年 8 月 16

日上午假國立亞松森大學高等語文中心百年廳舉辦 2012 年度外交部「臺灣獎學

金」、「華語文獎學金」及國合會「國際高等人力培訓外籍生獎學金計畫」受獎生

赴臺行前說明會，共有學生及家長 40 餘人參加，可見巴國朝野及受教者對跨國

教育交流重視心態。 

       《中央通訊社》：「…巴國「ABC 彩色報」、「國家報」及瓜拉尼 

        電視臺等主流媒體均到場採訪。會議首先由駐館宮文化參事國 

        威及巴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專員 Gladys Florentin 分別致詞恭喜 

        獎學金生獲得赴臺留學機會，並勉勵渠等除致力學習外，亦 

        稱職扮演臺巴文化橋樑之角色43。…」 

    由於我駐巴大使館於兩國教育交流不遺餘力，巴拉圭國立亞松森大學於 2012

年 12 月 20 日曾以功績獎章頒贈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文化參事宮國威先生，

                                                       
41 王浩滄，〈97 年度參加教育部巴拉圭遊學團暨考察巴拉圭未來具合作潛力計劃與駐巴拉圭技 
  術團業務返國報告〉，台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8 年。 
42 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教育參事處，網站：

http://www.roc-taiwan.org/py/ct.asp?xItem=14297&CtNode=2037&mp=306&xp1= ，張貼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 
43 巴國學生來台留學 獎學金鼓勵，網站：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8170090-1.aspx  中央通訊社，201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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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他致力推動台巴教育交流的傑出表現與貢獻。這是一項殊榮，代表的是政府

與學術間的教育互動，不但造福了巴國窮困向上的學子，也締造了中華民國以學

術推動外交的另類成就。 

       《央廣新聞》：「…國立亞大校長龔薩雷茲（Pedro Gerardo  

        Gonzalez)指出，國立亞松森大學與中華民國駐巴使館長期合作 

        密切，友誼歷久彌新，宮國威參事在巴 4 年期間，歷任 3 位大 

        使，戮力推動各項獎學金及雙方大學合作案，成效卓著，有目 

        共睹44。…」 

    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於 2000 年 12 月成立教育參事處，其工作任務為：

有關兩國學術、文教交流及合作事宜、巴拉圭學術及教育資料之蒐集、巴拉圭學

者專家赴台訪問及講學、薦送巴拉圭學生赴台留學相關事宜、我文教團體來巴訪

問或訪演相關事宜、舉辦及參與各項文化活動，促進兩國文化交流等項目45。中

華民國駐巴使館與國立亞大除已完成巴拉圭「台灣獎學金」畢業生返巴學歷認

證、國立亞大與台北醫學大學簽署姐妹校協定，還捐贈「台灣留學中心」視聽設

備及其他多項技術合作計畫。 

    在巴拉圭所舉行的華語文測驗也是跨國教育交流的重要部份。這樣的測驗可

以提供華裔子弟與非華語為第一語言的外籍學生報考，從測驗結果可以了解與測

者的華語文能力。 

        《中時電子報》：「…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於 2012 年 10 月 

         27 日舉辦巴拉圭地區華語文能力測驗，同時於亞松森市中正 

         學校及東方市中山學校兩處試場舉行，共有 89 人到考、4 人 

        缺考，試務圓滿成功。這是巴拉圭地區第 5 度辦理華語文能力 

        測驗，歷年來巴拉圭學子踴躍參與考試，除僑胞子弟外，還有 

        巴拉圭籍學生、日本、南韓僑民、烏拉圭及巴西考生前來應考 

                                                       
44 促交流 亞松森大學表彰宮國威，網站： 
http://news.rti.org.tw/m/jqm_newsContent.aspx?nid=397846# 央廣新聞央廣行動網，僑社新聞，

2012 年 12 月 20 日。 
45 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教育參事處，網站：

http://www.roc-taiwan.org/py/ct.asp?xItem=14297&CtNode=2037&mp=306&xp1= ，張貼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 



29 
 

        ，累計考試人次已達 600 人次。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劉德立 

        為鼓勵考生，特別在考試前到亞松森試場視察，並歡迎考生踴 

        躍申請中華民國提供的獎學金，華語測驗的成績將列為重要參 

        考指標46。…」 

    以學校教育來說，在巴拉圭的語言學習是一大利基，可以使華裔子弟輕鬆學

會中文、西班牙文、英文三大國際語言，甚至葡萄牙文、義大利文、法文、德文

等多國語言。一般來說，具備三種以上語言能力者不在少數。學會了西班牙文再

來學英文，以巴拉圭華裔子弟來說很容易駕輕就熟，尤其許多家境優裕者就讀美

國學校、英國學校者，英文更是佼佼者。 

    至於數學，一般華裔子弟都認為巴拉圭學校同學數學程度太低，台灣學生數

學超越太多。用功者，甚至高二下就學完高三數學，開始找家教補習微積分。當

然也有少數僑生看得懂巴拉圭學校的數學，卻因中文程度不足看不懂台灣出版社

印行的中文自修數學題目。至於理化，曾有成績優異的僑生在巴拉圭學校高中部

連續三年幾乎各科成績都得滿分五分，分發台大電機系卻不敢就讀，原來理化太

差尤其是物理，這也是普遍現象。以地理而言，熟悉南美洲卻不熟悉台灣。以歷

史來說，很多朝代名稱是陪父母看電視古裝劇學來的。華裔學生可以知道巴拉圭

廈古(Chaco)戰爭的始末，卻不知道中國歷史的三皇五帝，也就是說只要歷史劇

沒演的就不知道。跨國教育交流已然成為我國僑生與巴拉圭學生，學習兩國語言

與文化的重要項目。 

    青少年在學時期兩性交往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學校是教育場所也是單一

形態的小型社會，除了知識性的學習課程外，自然有許多校內外活動促成兩性綿

密的交往。加上資訊的多元化及各類文化的刺激，使得朋友交往從群友期到密友

期，從同性到異性，從同文化到異文化。隨著科技與交通的進步及聯繫上的方便，

巴拉圭跨國兩性交往活動有愈來愈增加的趨勢，這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四、跨國兩性交流 

    傳統東方家庭觀念與兩性關係，男性處於主導、付出的地位，女性處於服從、

                                                       
46  巴拉圭第 5 度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圓滿順利，網站：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1410，教育部電子報，2012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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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的地位，兩者的主從關係明顯清楚，且深入日常生活中。西方文化強調兩性

平等、互惠，具有自由發展、隨意選擇與共存共榮的權利與義務。在語言的溝通

表達方面，東方所採取的方式較為委婉、含蓄、溫和與取悅的語言形式，而西方

則以主動、自信、個人自我意識以為表達的方法。面部表情與肢體語言方面，東

方是內斂、刻板、沉穩的柔性思考，西方是豐富、誇張、強烈的直接反應。於跨

國兩性交流中這樣的意象非常明顯突出，形成了衝突與融合的多樣面貌。 

    南美民族性一向開放熱情，我華裔子弟於此環境下成長，受此浪漫樂觀活潑

的民族風格薰陶下，自然深受東西兩方文化衝擊的影響。本文以三個不同國度不

同性別的兩性交流案例，進行分析討論。 

    案例一：父母皆是台灣人，母親在中正及中山僑校教書，從小就被家人移民

巴拉圭，結婚時已經 25 歲的華裔男生，娶巴拉圭 18 歲女生的原因： 

        我喜歡娶巴拉圭女孩，因為我已經習慣這裡的生活，語言溝通 

        也沒有問題。反而中國籍女生使我不習慣，家庭生活風俗習慣 

        都跟我不合。想到要在過年時要面對許多親戚長輩，給紅包拜 

        年、碰到長輩要有禮貌懂得輩分稱呼、不要隨便要守規矩、習 

        俗上不可以這不可以那等等，使我深感頭痛。 

    案例二：同樣是移民家庭長大，現在還是中正學校學生，卻天生喜歡交往異

國女性朋友不喜歡同種同族台灣女性的帥哥認為： 

        無論是巴拉圭人、巴西人、韓國人、日本人、智利人、阿根廷 

        人…都好，只要她能講西班牙文就可以，我們都可以談得很融 

        洽很高興。她們不囉嗦，不像台灣女孩子憋扭得很。 

    案例三：同樣是中正學校學生，很喜歡學習華語文的某巴拉圭籍學生的看法

卻不一樣，以巴籍學生的角度看待台灣女性，和兩性同是台灣人完全不同，甚且

產生完全相反的觀點： 

        我喜歡台灣女生，溫柔又有學問，很會協助男生解決問題，聽 

        男生說話，很有耐性不亂發脾氣，尤其華語和東方故事很好聽 

       。台灣女孩看起來也比較年輕，很會煮東西而且煮得很好吃。 

        我喜歡與台灣女孩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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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我國女孩喜歡巴拉圭或南美洲男孩比較少。一般來說，以擔心南美洲男

人花心、結了婚也一樣女友眾多、倫理道德觀念薄弱等因素居多。當然最近 10

年，也有少數台灣女孩嫁給巴拉圭人。以上的兩性交流，十幾年來一直未有進一

步的改變。 

    由於跨國的兩性交往，往往形成異國婚姻的成果。旅居巴拉圭期間，就曾經

經歷過六次異國婚姻現象。第一例：1992 年移民巴國之中正僑校教師，其獨子

與巴拉圭女子結婚。第二、三、四例：1995、1996 年移民亞松森三戶家庭，各

有一位女兒與巴拉圭籍男子結婚。第五例：1997 年移民單身女性青年與巴拉圭

男子結婚。第六例：1994 年移民東方市台灣家庭，因兩巴邊界城市之便，其長

子與巴西女子結婚。此六移民家庭的異國婚姻中，有四位是台灣女子與巴國男子

結婚，結婚時間在 1998～2004 年間，婚後生活大致美滿。   

    以巴拉圭為例，異國婚姻的語言隔閡與文化適應，在上述異國婚姻實例中，

語言問題幾乎不存在，原因是兩性交往初期，本來就具有語言溝通的先決條件，

所以只要有一方會說西班牙語，雙方都會以西班牙語為交往與婚姻生活的主要語

言媒介，這是在地化語言優勢的傾向。但是一旦交往成功邁入婚姻坦途，就會以

共同生活的優勢，由其中一方提出學習華語文的主張。所以通常會因異國婚姻的

要件，轉化成異國語言與文化的學習層面。 

    李惠蘭(2004)認為自由戀愛下所促成的異國婚姻，緣起於兩人彼此相愛的感

情。雖是個人的選擇，但婚後所面臨的生活適應、婚姻與家人關係、法律、子女

教養問題等卻是不得不面對與克服的現實課題。由以上異國婚姻為例，不論男女

方既然移居到巴拉圭至少已逾 5 年時間，這些跨國婚姻家庭的文化適應，並不因

為東西文化的不同而有極大的差異。以外籍男子迎娶台灣女性來說，最易引起隔

閡的是與台灣岳父母的相處。東西方的長幼尊卑觀念，本就有極大差距，尤其加

上習俗與生活習慣的不同，差異性更加明顯。不過經過一段磨合期之後，考慮到

青年自立門戶成家的現代化生活習慣，這類的文化隔閡已隨著日漸穩定的相處而

漸漸消弭。 

    國內對南美洲文化一向陌生，語言及地域的強烈差異，是文化疏離的重要因

素之一。對邦交國巴拉圭而言，基於邦誼的悠久，近年來文教學界有進一步探究

其文化背景的憧憬，無形中自然形成一股巴拉圭文化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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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巴拉圭文化風 

     Graves(1967)和 Berry(2007)提出，個體在不同文化接觸下，身為具有能動性

的參與者，會同時受到兩種文化的影響，即外界的文化(主流的文化)及轉變中的

族群文化(內部的文化、個體所屬的文化)。能動性為個體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決定

性能力。一般與自由、自由意志、行動、創造力、原創力以及透過獨立個體的行

動來產生改變的可能性相關連。人類自由意志與行動皆無法脫離社會而決定，由

於行為與決策的基礎是受到建構自我為主體的環境所促成，就意義而言能動性是

由社會結構所決定的，被生活常規特性所左右。 

    生活在巴拉圭的華裔子弟，深受外界文化與族群文化的衝擊，其能動性自然

受所處環境的影響與左右。受東西方兩種文化的洗禮，使其深切瞭解除了華語熱

之外，當代華語文的學習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以華語做為跨文化溝通的利器。何況

第二語言習得必須伴隨第二文化習得方可成就。所以文化教學是華語文教學領域

中不可忽視的一環。當然外籍學生來台學習華語並不代表必須實現繼承或者喜歡

中華文化的義務。應是基於跨文化的學習概念，並透過跨文化雙向比對及作為，

使外籍學生能夠真正理解並尊重華人文化資源，及其源遠流長不可忽視的文化功

能。這樣的觀念自然有助於進行華語的溝通與交流。當然來華學習不僅是語言，

也有其他學術資源吸引外籍學生遠渡重洋，願意耗費大量時間金錢來台取經。而

我各大學除了因應外籍學生來台就讀外，本國學生也可藉機了解異國文化展現的

魅力，尤其南美巴拉圭文化。 

    跨國文化教育交流不僅在巴拉圭，在國內也陸續形成風氣，其大部分原因可

說是拜台灣獎學金之賜。每年陸續來台就讀大學之巴拉圭學生人數日漸增加，已

使許多高等學府形成一股巴拉圭文化探索熱潮。 

(一) 成功大學異國風 美食與歌舞歡慶巴拉圭獨立 200 年 

       〈成功大學新聞中心〉：「…國立成功大學飄起濃濃異國風，一 

        場由成大巴拉圭籍學生主辦的『巴拉圭共和國獨立 200 年紀念 

        活動』，2011 年 12 月 4 日在成大光復校區熱鬧登場，許多攜家 

        帶眷漫步於成大校園的民眾被繽紛的活動吸引駐足，除了品嚐 

        各式美味佳餚，也藉此認識巴拉圭文化，最後還有充滿活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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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拉圭傳統歌舞表演。這次活動所推出的美食，所有食材都來 

        自巴拉圭，並由巴拉圭籍學生親自料理，就是要讓大家品嘗到 

        最道地的滋味。如：最受歡迎的烤牛肉串、烤雞肉串、微酸的 

        醃漬木瓜、玉米蛋糕、金鳳薯等美食，也讓許多巴拉圭籍學生 

        思念起家鄉味。目前在成大求學之中南美洲國家 17 個，合計 

        105 位學生，而巴拉圭籍學生則有 26 位，可說是中南美洲國 

        家中人數最多47。…」 

 (二) 巴拉圭文化展在佛光大學 

    位於宜蘭礁溪之佛光大學，2011 年有四位來自巴拉圭的學生於 6 月 13 日聚

集該校雲五館一樓，以傳統舞蹈、直笛演奏的方式揭開序幕，邀請佛光大學楊朝

祥校長、巴拉圭駐華大使馬旭耀(Carlos Martínez)先生、二等秘書艾蒂佳領事以及

校內師生共同起舞，並於 6 月 13、14 日以中文介紹巴拉圭的飲食、氣候、運動、

歷史等人文風情。    

       〈佛光大學電子報〉：「…活動中巴拉圭大使還準備了來自當地 

        的馬黛茶、自製的傳統點心、當地文物等熱情的和大家分享。 

        …會場中除了播放巴拉圭文化影片外，學生們還親自擔任相片 

        導覽員，以流利的中文為佛光大學的師生詳細解說來自巴拉圭 

        的生活點滴。此次參與活動的 4 名學生，乃外交部「台灣獎學 

        金」受獎生…這次的文化展，也是學生在佛光大學研習中文的 

        成果展現，2011 年 9 月他們即將開始大學生活，今已分別 

        錄取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和中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此外，2011 年 9 

        月亦有 25 名巴拉圭籍台灣獎學金等受獎生，蒞臨佛光大學 語 

        言中心研習中文48。…」 

    此次佛光大學精心設計的活動，係因 2011 年適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年，

                                                       
47 成大飄異國風 美食與歌舞歡慶巴拉圭獨立 200 年，網站：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85966,r81-1.php 成大新聞中心，2011 年 12 月 4 日。               
48 巴拉圭文化在佛大，網站：

http://www.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fguepaper/index.php?pd_id=4853&typenum=119 佛
光大學語文教育中心，201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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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拉圭建國兩百週年，及兩國建交 53 年紀念而進行的。因此巴拉圭駐華大使館

和佛光大學人文學院語言教育中心，乃共同合作安排了這樣的活動以介紹巴拉圭

文化，也深具外交意義。 

    台灣與巴拉圭雖相距 24000 多公里，有趣的是以地理上的對蹠點(相對級

Antipodes)而言，台灣地理中心埔里（東經 120 度，北緯 23 度）的對蹠點是在巴

拉圭境內（西經 59 度，南緯 23 度，亞松森西北方約 300 公里處），而台北市（東

經 121 度，北緯 25 度）的對蹠點是在阿根廷北部靠近巴拉圭邊境處（西經 58 度，

南緯 25 度，亞松森西方約 80 公里處）49。 

    兩國相距地球上最相對的兩個點，卻擁有 56 年的良好外交關係及豐厚的跨

國交流資源，實在令人欣慰。這類的交流活動不但促進了兩國文化、外交、教育

的互動與發展，而且更使我國在南美洲地區的軟實力大增，並經由巴拉圭身為南

美共同市場 Mercosur 會員國之便，更加拓展我國在南美的經貿關係。     

 

第三節    投資移民衍生的經濟現況  

    移民與經濟生活息息相關，隨著巴拉圭邊境地帶轉口貿易的興盛，從 1980

年代晚期至 1990 年代初期，我國僑民移居巴拉圭人數大增，尤其鄰近阿根廷邊

界之首都亞松森(Asunción)及巴西與阿根廷邊界之大城東方市(Ciudad del Este)，

更是台商矚目之移民都市。 

    1990 年代初期(1900～1995)，是東方市轉口貿易最興盛時期，我國僑民定居

此地人數一度達到一萬兩千人以上。但是巴西政府受到國內製造及加工業者龐大

政治壓力，只得加強邊界進口貨品管制、提高稅率及改善徵稅辦法等措施，當然

此舉也使得東方市轉口貿易一落千丈。僑民們為求生存紛紛轉向其他國家或地區

發展，東方市經貿地位從此日趨式微。 

    台商在巴拉圭投資製造業廠商主要生產項目包括：塑膠袋、釣具、木材加工、

木材地板、光碟片、玩具、電扇、皮件等，此外都是小型零售商店。於亞松森及

                                                       
49 台灣與巴拉圭：地理對蹠點 Taiwan and Paraguay: antipodes，網站：

http://jidanni.org/geo/antipodes/index.html，201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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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市等邊界城市，由台商所經營的商店約三百多家。但因競爭激烈，小商店流

動率高。經營項目以一般家電、玩具、文具、五金、百貨、電腦、電子用品及雜

貨為主，貨品主要來自台灣、香港、大陸、邁阿密等地。 

    巴拉圭在 1991 年加入南方共同市場之前，採取的是自由進口政策，當時鄰

國巴西及阿根廷則未開放國內市場，1991 年以後巴拉圭以巴西為市場的百貨轉

口貿易乃蓬勃而興。巴拉圭東方市位居巴西及阿根廷交界，佔地利之便吸引巴西

百貨業者及單幫客大量湧至該市批貨，全盛時期商品年交易額達一百二十億美元

以上，致使巴國約百分之三十稅收來自該市。美國 FORBES 雜誌評估該市為世

界第三大商業中心，其它兩大都市是香港及邁阿密。 

    據巴拉圭中央銀行估計，2005 年巴國轉運出口金額為十五億六千一百萬美

元，2006 年該項金額達二十六億二千六百六十五萬美元，為該年海關統計正式

出口額十九億零六百四十萬美元之一倍多，與 2002 年比較呈大幅成長，高達二

點二三倍。2006 年巴國進口五十二億五千四百餘萬美元，倘不計上述轉運出口

部分，該年貿易赤字高達三十三億四千七百多萬美元。 

    南美共同市場成立數年後，巴西政府大幅縮減旅客攜帶入境物品金額，又在

邊境關卡派軍警嚴加檢查，致東方市生意大受影響，商家曾多次聯合進行示威抗

議活動，要求政府向巴西交涉放寬管制及提高旅客攜帶所購商品額度。但是由上

述央行估計之轉運出口金額顯示，近年來東方市商業活動實際上並未受巴西政府

管制而有太大影響，因東方市轉運出口產品以資訊及通訊產品為主，且目前台商

已成立中華民國旅巴拉圭台灣商會，便利會員與廠商進行聯誼交流。 

    巴西最近雖然逐漸開放，但較諸其他國家，其經濟自由度仍待提高。東方市

之利基為採購東南亞、大陸等地廉價產品轉賣至巴西，以規避其關稅及國內之高

稅賦，因此，如果巴拉圭產業以巴西為最終市場，其獲利前景深受巴西國內政策

影響。近年來巴西政府在邊境採取嚴格管制措施，已造成東方市商家經營困境。 

    巴拉圭商業投資的利益在於廉價但不穩定的電力、豐富的土地資源、接近南

方共同市場尤其是巴西的廣大市場、兼以地理位置優勢。我商在當地投資宜先釐

清市場方向，蒐集巴拉圭、巴西及南方共同市場相關國家資訊及一般產業發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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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資料，確立投資產品優勢後再進行投資50。 

       但是巴拉圭與巴西邊界的重要貿易都市東方市，自 1990 年以來已經成為搶

手的巴西走私者天堂。巴西對於這樣的貿易現象自然不能容忍，除了影響正常稅

收，也降低國內工商業產及銷售能力，於是提出下列幾項具體措施以為因應。 

    巴拉圭與巴西政府協商自 2005 年 4 月 19 日起，提高自巴拉圭免稅採購額至

三百美元，此項措施有助於活絡巴拉圭與巴西邊界東方市的商業活動。由於兩巴

邊境地區商品走私等非法貿易活動盛行多年，每天約兩百輛遊覽車載送巴西各地

單幫客六千餘人入境東方市採購商品攜回巴西銷售。巴拉圭與巴西政府多年來均

未能妥善解決此一問題，多次採取嚴格通關檢查均引發人民封橋、抗議衝突等事

件。商家被迫停止營業，歹徒趁火打劫時有所聞，嚴重打擊東方市商業活動。 

    兩國政府為使邊境貿易透明化、並杜絕走私仿冒商品非法流通、促進人員及

貨品正常流動，於 2005 年 4 月 1 日協商取得協議，巴西政府同意自 4 月 19 日起

針對巴拉圭免稅採購額由一百五十美元調高至三百美元，凡巴西人民至巴拉圭境

內採購未超過三百美元之自用商品，均可豁免相關稅捐。此項措施有助於活絡巴

拉圭與巴西邊界東方市的商業活動。 

  從巴拉圭以農牧業立國缺乏工業基礎的生產模式，及東方市特殊的商業型態

分析，可以發現我移民者的移民意向幾乎朝向小型國際商業經營型態發展。投資

的目的除了輕型的如塑膠袋、電風扇等民生工業產品外，投資移民所經營事業以

超級市場及小型商店為主要目標。以下從移民的歷史淵源，探討移民的過程。 

一、早期移民  

    根據中外文獻的紀載，自明朝萬曆年間至 17 世紀前半期，就有一些中國商

人、工匠、水手、僕役等，沿著當時開闢的中國—菲律賓—墨西哥之間的太平洋

貿易路線，到達墨西哥和祕魯僑居，在那裏經商或做工。因這些華人是經由菲律

賓的馬尼拉，搭乘墨西哥人稱為「中國之船」的大帆船抵達美洲的，故被稱為「馬

尼拉華人」。 

    據估計從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中葉，移入美洲的馬尼拉華人約有五、六千人。

                                                       
5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巴拉圭投資環境介紹》，經濟部，20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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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年葡萄牙人也從中國招募了幾百名湖北茶農，到巴西里約熱內盧的植物園

種植茶葉。中國契約華工大批移入拉丁美洲是在 1840 年鴉片戰爭之後，據估計

19 世紀 40 年代至 70 年代，約有三、四十萬契約華工輸入拉丁美洲。主要分布

在古巴、英荷法所屬拉美各產糖殖民地，以及鳥糞產品的出產地祕魯，其次是出

於殖民擴張利益需要進行重大建設的地方，如巴拿馬、墨西哥、智利等國。 

    苦力貿易於 1874 年前後被禁止，契約華工變成了自由的獨立勞動者。幾十

萬的契約華工對各僑居國的經濟發展、文明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了重大的貢獻，

且促進了拉美繁榮發展。其實今日拉美所呈現的產業文明與交通建設，如：巴拿

馬運河的開拓，中美洲甘蔗、咖啡、棉花等作物的種植生產，智利的硝石，祕魯

的鳥糞，以及巴拿馬、祕魯和墨西哥的鐵路修建等，在在都凝聚了不少契約華工

與華僑的血汗。 此外，早期華工和華僑還把中華民族的優良傳統、習俗和優秀

文化帶到拉美51。 

    巴拉圭為我國僑民向南美洲發展重要移居國家，但因路途遙遠移居者寡，早

期移民相關文獻資料極為缺乏。為了尋求相關資料，只能從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館外交檔案中南美司部分進行搜尋研究。據外交與僑務文獻資料記載，

從民國 44 年開始，陸續有香港與台灣移民前往巴拉圭發展。 

    1955 年 12 月 25 日所出版之中國郵政期刊以醒目之標題寫著：「120 Chinese 

Families In H.K. to emigrate to Paraguay」，當時有超過一百二十戶家庭在民國 44

年(1955)年底從香港搭遠洋輪船移民進入巴拉圭52。 

    起初在當年年底 1955 年 11 月 3 日，台灣新生報第一版以大標題報導著：「巴

拉圭歡迎我農戶家庭約兩百五十戶移民至該國阿爾托區」。這是我國有媒體紀錄

之最早移民巴拉圭資料。僑委會亦用心參與此事，於第二年 1956 年 1 月 17 日以

專函告知外交部，並於 1 月 26 日(六)下午 3 時開會討論台灣人士五十家移民巴拉

圭事宜53。 

    外交部隨即於 1956 年 1 月 21 日發布公文，主旨寫著：「巴拉圭政府准我人

民前往墾殖暫定兩百五十家。」其公文說明指出：「政府願意負責提供每戶移民

                                                       
51 汝信主編，〈中華文明的影響〉，《拉丁美洲文明》，2000 年 5 月，頁 261〜262。 
52 外交部美洲司第一科簡報，1955 年。 
53 外交部 45.1.17.僑(45)移二三六二六號，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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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十四天之膳宿花費，半年後協助取得居留，2 年後取得國籍。而獲此待遇之

移民家庭共有四十至五十家，預定於 6 月 22 日啟航前往巴拉圭54。」  

    台灣與巴拉圭建交於 1957 年，有了邦交之後為了宣導移民巴拉圭，媒體亦

推波助浪，如 1961 年 11 月 23 日徵信新聞報導：「去海外成家立業 南美巴拉圭

是理想樂園。香港亦獲選移民者千人，選兩百五十家，共六百餘人，首批 1956

年 1 月底前往，次批 2 月出發。每人船費兩千兩百港幣，預徵購地二十公頃。另

備兩千九百港幣，抵巴購地用。」 

    以 1961 年 6 月 22 日幣值資料，美金與巴幣瓜拉尼之比值約為一比一百二

十，台幣比瓜拉尼約為一比三。民國 58 年西元 1969 年的幣值，一美金對一百二

十六瓜拉尼，台幣一元兌三瓜拉尼。每人約需準備至少五千港幣以上，也是一筆

沉重的負擔。依照當時的媒體資料，這些早期新移民是以開拓荒土的目的前往巴

拉圭的，與 1995 年以前巴拉圭與巴西邊界城市(東方市 Ciudad del Este 與貝多芳

市 Pedro Juan Caballelo)出口貿易鼎盛現象大異其趣。而 1985～1995 年間台灣移

民往這兩大城的目的大部分是經商，少部分是製造業。因為光是經營小型商店，

從事跨國買賣就可獲取豐厚收入。這樣的現象從 1995 年起，巴西受國內生產業

巨大壓力，逼使海關與警方厲行控制邊界商業活動後才漸漸式微。 

    此外，台灣與巴拉圭剛建交逾兩年，從我駐巴拉圭大使館所發公文：「由於

日本政府於 1959 年 7 月 22 日與巴拉圭政府簽訂移民條約後，成功協助大批日本

移民者來巴定居，種植大豆再回銷日本。於是我駐巴大使館考慮模仿日本政府做

法55。」可以看出當時政府意欲模仿日本，協助民眾計畫性的大批移民巴拉圭。 

    1960 年代日本移民主要經營農業，及利用巴拉圭天然資源經營伐木業。考

諸台灣當時的環境及天然條件，農林業發展正方興未艾，證諸日後的自給自足，

似乎並未達成須往外發展的程度。當然日本政府計畫性地大量移民的做法也有其

政治及經濟因素，二戰前後各項天然資源需求孔急，也形成往外擴展的要件。 

二、居留權取得及移民規定 

                                                       
54 45.6.9.外(45)美二字第 006292 號函送行政院退輔會文，1956 年。 
55 中華民國駐巴大使館民 50.3.29. 巴圭 50 字第一二六號，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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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商人來巴拉圭投資，可視需要申請臨時居留或一般永久居留證。其申請

居留資格規定手續及需繳文件如下表。所有文件影本需經公證、外文文件除葡萄

牙文外需翻譯成西班牙文外，他國製作之文件需經巴拉圭領事館驗證，並經巴國

外交部覆驗。 

                                    表一    巴拉圭居留證件取得應備文件表 

種              類  臨      時    居    留  一    般    永    久    居    留 

 

 

 

 

 

 

 

 

 

 

 

 

 

應備文件 

 

1.本國護照或身分證件。 

2.出生證明、結婚證明或離婚

證明、單身證明，以證明其 

婚姻狀態。 

3.十四歲以上者，需檢附其本

國或原居留國（居留滿五年）

之警察紀錄證明或法院之無 

犯罪紀錄證明。 

4.十四歲者，檢附巴拉圭警察

總部資訊處開具之無犯罪紀

錄證明（對象為外國人）。 

5.健康檢查證明。 

6.巴拉圭轄區警察局開具之

居住證明。 

7.入境單或入境章戳。 

8.經巴外交部驗證之有效之

入境簽證。 

9.2.5*2.5 公分之彩色證件相

片兩張。 

10.載有薪資之聘僱證明及雇

主之商業登記證明；或經驗 

證之專業技術證照；或經驗

證之畢業證書，申請人若為 

未成年者需檢附扶養證明。 

 

1.本國護照或身分證件。 

2.出生證明、結婚證明或離婚證

明、單身證明，以證明其婚姻狀

態。 

3.十四歲以上者，需檢附其本國

或原居留國（居留滿五年）之警

察紀錄證明或法院之無犯罪紀錄

證明。 

4.十四歲者，檢附巴拉圭警察總

部資訊處開具之無犯罪紀錄證明

（對象為外國人）。 

5.健康檢查證明。 

6.巴拉圭轄區警察局開具之居住

證明。 

7.入境單或入境章戳。 

8.經巴外交部驗證之有效之入境

簽證。 

9.2.5*2.5 公分之彩色證件相片兩

張。 

10.等值約五千美元之存款證；或

具大學程度以上之專業學位證明

並獲支薪聘僱，檢附雇主之商業

登記；或土地所有權狀並該土地

以生產為目的；或公司成立章程

（敘明最低薪資或投資金額）。向

公證人宣誓尊守法律之聲明書。

                                資料來源：巴拉圭投資環境介紹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07.9. 

    依照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資料：「我國國民入境巴國後即可辦理居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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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出示巴國入境章及簽證、六個月有效之良民證(西文翻譯並經大使館驗證)、在

巴銀行五千美金之存款證明、居住所在分局出示之居住證明、出生證明及婚姻狀

況證明等。居住巴國滿三年後即可申辦歸化。外國人申請歸化需先放棄原始國籍

並繳交原始國護照。故申辦歸化前，應先衡酌權益得失。」 

    我僑民移民巴拉圭大都取得居留身分，少數申請歸化。主因為進出往來以居

留證或市民證都可正常進行，而巴拉圭為單一國籍制，若被發現持有兩本以上護

照，會有許多困擾。而申請者必須經過語言考試，通常都不受年老僑民接受。 

三、移民者之商貿困境與未來                                              

    巴拉圭早期雖有華人移民，但為數極少；自從王昇出任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

使（1983～1991）以來，台灣移民巴拉圭者日眾。在 1985 年至 1996 年間，由於

兩大邊界大國阿根廷與巴西，高稅率稅制與高科技工業產品之缺乏，導致夾縫中

的巴拉圭有機可乘。於是邊界重鎮如亞松森市、東方市、貝多芳市、央格納松市

等四大都市，遂成為華人從事經貿的天堂。尤其是東方市，挾巴西邊界關防之鬆

綁，巴西國內廣大市場及聖保羅千萬人口高科技及民生必需品之大量需求，每日

來往邊界購物逃稅者如過江之鯽。遂形成東方市畸形的經濟蓬勃，華商每年移居

者日增，於 1995 年達到高峰。  

    後因巴西警覺及國內工商企業的政治壓力，邊界管制日趨嚴格，東方市遂風

華不再。但從此現象可以看出，其實華人移居巴拉圭的主要目的，是以經濟因素

為最重要之考量。雖然 Glick Schiller(1995)等人對照傳統圖像中的移民，他們認

為：「移民被視為是必須切斷自己的根源，遠離家鄉和自己的國家，面對痛苦地

融入到其他社會與文化的過程。」其實對於旅巴台商來說，除了語言與公務人員

的貪污風氣外，這樣的感受很少發生在他們身上。旅巴僑民很少融入或必須面對

弱勢的巴拉圭環境而不知所措，相反的他們依然悠遊自在，只要管理好自己的生

意，帶來足夠的金錢就能滿足他們大部分的需求。 

    旅巴僑民從事邊界貿易，鎮日與商品交易為伍，即使能夠獲得豐厚的物質與

金錢的滿足，但是卻經常帶來精神的貧乏。東方市為巴拉圭與巴西邊界著名的貿

易都市，但是治安一向不如跨越國界對面的巴西。為追求生活品質與居家安全，

許多東方市僑商考慮家人的生活與子女教育問題，不惜面對高物價與重稅率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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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寧願在兩巴邊界之巴西福斯市56購置房產居住，甚至安排子女就學事宜，另

一方面卻在對岸巴拉圭東方市開店賺錢以供生活所需。兩市隔一河以為邊界，上

有一橋名為友誼橋，每日往返其上不以為苦。 

    近年來，邊界繁華不再，加以巴拉圭親中聲浪高昂，斷交危機時有所聞，許

多華商紛紛再次移民他國或回流移民台灣。當巴拉圭無法充實當代華人經濟資

本，並供養第二代海外求學之教育資本時，未來華人將何去何從？ 

    經再三探究，發現目前在巴拉圭的華人，大都僅為第二、三代移民；而這些

新興的跨國華人群體都具有「非地域性」的特徵，也就是說他們的領土與地域就

是建構在自身活動的空間中。而這些新興華人新世代大都具備了「可攜帶技能」，

譬如：接受西方教育、通西方語言、所從事的職業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可能

性等。由於這類技能，使得這些跨國華人的第二、三代，再次移民第三國的機率

很高。如鄰近的巴西、阿根廷、智利等大國，甚或北美國家，都成了再移民者憧            

憬的移居國。 

    陳鈺淳(2006)研究指出：「依照 Gmelch(1980)及 Potter(2005)的說法，回流移

民的定義分別是：1.移民回到自身的原居地與出生地。2.在海外出生成長的族裔

後代，回到父母或祖先的原鄉。移出或回流不應被視為國際遷移的終點，部分移

民在回流之後仍可能因原居地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再度離開。Virtanen(1981)則認

為，不論是移出或回流，皆可被視為一種目前的、暫時的狀態，而國際遷移以個

體而言，則成了沒有明確終點的旅途57。」    

這樣的研究證諸許多海外移民，尤其是南美洲的第二、三代移民族群，在謀

生不易的競爭環境下，仗著年輕與充實的語言、學識、技能等因素，回母國求生

存者有愈來愈多趨勢。有些回國升學的華裔子弟，大學畢業後不再回到巴拉圭，

寧願重新適應台灣的親屬關係、就業、生活等。這些現象就同陳鈺淳(2006)的研

究提出：「年輕移民回流台灣之後除了必須適應台灣的工作環境，還必須面對生

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再適應，即所謂的『逆文化適應』。能夠使回流移民產生長

                                                       
56 巴西福斯市（Foz do Iguacu）1541 年被西班牙人發現，為鄰近伊瓜蘇瀑布(Iguacu Falls)的觀

光城市，位於巴西 Parana 州，離聖保羅市約 1045km，海拔 164m 高，人口約 25 萬，是巴西與

巴拉圭及阿根廷的邊境城市。在巴西、巴拉圭邊境內的 Itaipu 水庫則是世界第一大發電量廠。 
57 陳鈺淳：〈臺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2006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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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留下的意願，多是軟性的社會因素所造成，而非外在環境的硬體建設58。」所

以心理的適應遠大於物質條件下的環境適應，也是未來何去何從的重要抉擇。 

因此全方位的學習、擴展更寬廣的國際觀、培養獨特的專長，應是我移民者

面對未來大環境的嚴酷競爭必須戮力以赴的目標。而巴拉圭青少年目前的學習狀

況如何，未來奮鬥的目標何在，都是下節次要探討的課題。 

 

第四節    從訪談剖析移民家庭生活 

    巴拉圭華裔移民家庭雖生活異鄉，卻仍保留東方傳統文化特色、節慶活動、

生活習俗、食衣住行，仍希望依照原鄉生活狀況持續進行，並不因為當地主流族

群文化的流行而受到干擾與認同。巴拉圭為天主教國家，依全國性的宗教信仰內

涵而言，每年三月底有所謂的聖週59(Semana Santa)，這是該國極其盛大的宗教性

活動，但對我華裔青年而言，卻只是增多三、四天的假期而已。台灣的節慶反而

更受移民家庭器重。同樣的，巴拉圭傳統的馬黛茶與肉類燒烤食品，也不如東方

的飲食習慣受到重視。樂天知命不憂不愁的天性也與台灣未雨綢繆勤儉儲蓄習慣

有天壤之別。 

    對於個文化間的族群互動現象，在陳鈺淳(2006)研究的結果指出：「移民與主

流族群互動，包含個體面對主流社會的適應態度，以及實際所採取的適應策略，

有同化(Assimilation)、分離(Separation)、融合(Integr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四種策略。當個體在心態上不傾向保有對原所屬族群的認同與文化，並在日常生

活中尋求盡可能與文化他者(主流族群的成員)互動，樂意接受新文化與價值觀

時，是一種同化現象。當個體強烈堅持保持固有族群文化，不傾向接受改變，甚

至抗拒與主流文化接觸，謂之分離。當個體試圖保有部分的原有文化，但也樂意

與主流族群有所互動，並選擇性的接受主流文化成為複合式的文化組合，稱為融

合。當保有族群文化的可能性極低，或個體所屬族群完全不願意或無法與他人互

                                                       
58 陳鈺淳：〈臺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2006 年，頁 56〜57。 
59 每年 Semama Santa 聖週，在 San Ignacio 地方長達 3~4 公里的道路，兩旁插滿火炬及蠟燭，

夜晚的紅光彷彿綿延至天際，非常壯麗。從全國各地遠道而來成千上萬的天主教徒，走了幾十

小時路紀念耶穌的犧牲與復活。信徒以行動劇模擬耶穌背十字架，釘十字架與第三天的復活的

情形。這是每年一次極重要的傳統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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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文化群體及隸屬其中的個體，即在所屬社會中處於邊緣化的狀態60。」這

樣的移民個體與主流族群之間的適應狀況，從巴拉圭華裔青少年學校生活與社會

接觸情況，可以得知融合的成分居多。亞洲地區所詮釋的東方文化，在巴拉圭是

否為強勢文化很難論定，但是從華裔子弟並未完全認同或未大部分巴拉圭化，至

少肯定並非處於弱勢文化。 

    此外，本文為了解巴拉圭移民家庭與華裔青少年生活與教育情形，除了參照

12 年來實際在巴拉圭生活所記個人筆錄、口述歷史、實際訪談及新聞報導等資

料外，並以華裔家庭問卷方式進行問卷調查。 

    經寄出十二份家庭問卷調查表，經篩選過濾實際回函有效數為八份，以此八

份進行分析核計。這些家庭來自於各種生活背景、不同移民時間與地點，不過地

域範圍仍以首都亞松森與東方市為優先。 

    以經濟考量為先者，通常選擇移民兩巴邊界的東方市，且以經營小型店面生

意為先。以生活品質與受教環境為考量者，則選擇首都居住。蓋因首都地區人文

薈萃、治安良好、文藝氣息濃厚，惟經營事業成就較不如前者。注重教育發展與

生活品質，個性保守的家庭已選擇亞松森居多。其他的邊陲都市如靠近阿根廷的

英格納松市(Encarnación)與鄰近巴西的貝多方市(Pedro Juan Caballelo)，因距首都

遙遠但仍有小型批貨買賣生意商機，因此亦有少數台灣移民家庭居住。本調查表

都包含這些都市移民家庭。     

    每份調查表區分兩大重點，八項條目。問卷設計以「僑居生活」及「子女教

育」兩大重點為問卷主題。這兩項目包含移民生活中最重要的兩大主軸：生活與

教育問題。因研究對象為成長中青少年，故僑居生活重點以與父母相處狀況為考

量。其中以「最重視我生涯規劃、最容易和我溝通、和我感情最要好、做錯事會

溫和對我、做錯事會嚴厲對待我」六項為有關僑居生活親子之間互動方面的相關

問題，而以「最在乎我學校成績、最關心我華語文學習」兩項為有關子女教育及

華語文學習問題。以身分區隔，有父母及長輩兩大類，長輩通常為伯叔姑姨等親

屬為多，其次為較遠房的親屬或家庭友人。而此八個家庭均為雙親家庭，家庭性

質單純。 

                                                       
60 陳鈺淳：〈臺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2006，頁 47。                                   



44 
 

    以下為巴拉圭華裔家庭家長訪談表。   

 

                                  圖一    巴拉圭華裔家庭家長訪談表 

 

    華人家庭中父慈母愛的傳統思想，並不因為地域的不同而有任何變動。海外

生活中母親扮演的角色，以生涯規劃、學校成績與華語文學習狀況較占優勢。反

而溝通、感情、柔性的教育方式卻以父親為首。巴拉圭母系社會中，母親以撫育

家庭成員為生活要項，父親反而雲遊四處甚至久久不歸。東方家庭父母角色均衡

發展，正常情況都是內外兼顧，教育與生活並重。母親對幼子有時會以較嚴厲態

度對待，海外環境特殊為顧及健康、安全與教育品質，考量與顧慮較台灣更為深

入。尤其母語學習與當地主流學校的就學問題，通常以母親為主導地位。以僑校

學生為例，考慮就讀第二、第三外語，選擇適合主流學校，僑校華語文與數學成

績評量，以母親為取決者占大多數。學生與父親互動溝通雖然不在母親之下，最

後的決定通常以母親為主。 

    在僑居生活方面，除了未婚及少數依親家庭外，其餘皆是闔家遷移巴拉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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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少年移民中，許多是因信仰關係依前輩引導集體而來。父母子女同時移民居

多(96.2%)，分批移民極少(3.8%)。 

    至於抵巴時間，從 1970 年起，即陸續有商業投資性質的僑胞移民。極盛時

期約為 1987～1995 年。此時期移民因素，有兩大原因：一為百貨轉口貿易盛行，

大量移民進入東方市，在移民鼎盛時期(約為 1990～1995 年間)，光是該市台灣移

民數最多時曾達到一萬兩千多人，約占全巴華人總數百分之七十以上。此時東方

市市區不時耳聞國台語夾雜高談闊論，恍如身在台灣。二為宗教信徒屬意巴拉圭

這塊處女樂土，及華人簇擁萬商雲集景象，進行傳教傳道活動。 

    華人本就有落土歸根傳統觀念，大部分海外移民不過是經濟因素使然，一旦

功成名就輝煌騰達，哪有不衣錦還鄉之理？所以取得永居證件或歸化當地國，僅

是為了生意買賣及交通往來方便。近年來交通發達，通訊便利，國際往來頻繁，            

歸根觀念淡薄，反而年輕世代往國際發展現象遽增，所以巴拉圭移民家庭各種可

能性都有，甚至連自己都摸不清楚或隨時因利制宜，哪裡對自己有利就往哪裡

走，這是現實的考量。 

    所以，永久居住巴拉圭？計畫將來回台？轉移其他國家？巴拉圭發生政局變

動、流血戰爭，於是思考暫時以巴拉圭歸化證件轉移巴西、阿根廷等鄰國，或長

期打算以台灣證件回到自己國家，最後得到移居第二國或返國歸僑的結果。這是

因人因時因地的結果，所以本題不會有標準答案，只有參考結果—華人的心理因

素為何？依常態分配分析，目前似乎以現實考量居多。 

    許多在巴拉圭出生的年輕世代，都有雙重國籍甚或多重國籍身分。他們的父

母本就處心積慮要讓自己得到雙重或多重國籍身分，愛屋及烏同樣也會為自己的

孩子打算。除了中華民國外，最多國籍是巴拉圭，其次是巴西、阿根廷等鄰近國

家。少數還有美國、加拿大等國籍。 

    理由是：台灣護照不好用，我是做生意的，不能因為證件問題，出入他國費

時費事影響時效，生意做不成。此所以曾親眼看到大使館秘書詢問僑民有關單一

國籍看法時，被集體反彈：我是生意人，我絕對反對單一國籍。也曾被學生家長

詢問：我女兒擁有台灣、巴拉圭、巴西、阿根廷護照，若以僑生身分申請回台灣

念大學會不會有問題？巴拉圭是單一國籍法，台灣目前可以勉強接受雙重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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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形成用哪本護照回國較為有利等考量，也因此衍生出太多多重國籍問題。國

家認同在這樣的情境下，與自身的利益成了矛盾的推拉心理。處在海外受人掌控

的異鄉環境，政府與移民者之間的情節微妙中帶點寬容，收放間又不能違背法理。 

    自古以來社團與宗親組織在海外華人生活中形成不可或缺的團結與安定力

量。以巴拉圭來說，較著名社團61有：     

                                                    表二      巴拉圭主要社團 

社團名稱 宗旨內容 

巴拉圭華商總會 性質為巴拉圭華人業緣社團。該社團成立年代不可考，約於

1980 年代後期。該會宗旨：加強巴拉圭華人商界的社會聯

繫、互通資訊、共謀發展等工作項目。領導人多為著名華商。

成立後，較重視華人社團之間的商業聯繫及資訊溝通等工

作。 

巴拉圭中華會館 該會性質為巴拉圭全國性華人社團。1965 年成立於亞松森

(Asunción)。所有巴拉圭華人均為該會之自然會員。下設亞

松森中華會館、橋頭中華會館和貝多芳中華會館等三個分

會。創始人和首任主席為周君武先生。1991 年中國華東大

水災，該會曾籌賑災款一萬多美元，經臺灣紅十字會轉交。

巴拉圭華僑婦女聯

合會 

該會為巴拉圭華人婦女社團。成立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

宗旨：加強巴拉圭華僑、華人婦女之間的聯繫與交往。互助

互利，保護婦女的合法地位。該會經常利用春節、端午節、

重陽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展開各項文化娛樂活動，

聯絡並增進彼此感情。  

                                                       
6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大使館經濟參事處。.1.傳統僑團：亞松森中華會館、東方市中

華會館及貝多芳中華會館為巴拉圭地區成立最早、歷史最悠久之僑團。2. 新興僑團：旅巴拉圭

台灣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拉圭分會、巴拉圭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巴拉圭華人

慈善基金會、巴拉圭孔教中心、亞松森華人高球聯誼會、巴拉圭台灣會館、巴拉圭台灣同鄉會、

全盟巴拉圭支盟、國際佛光會巴拉圭協會、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巴拉圭亞松森和東方市聯絡處、

觀音慈悲功德會、國際創價學會巴拉圭協會、東方教會、橋頭教會、巴拉圭客屬宗親會、巴拉

圭榮光聯誼會、巴拉圭華人乒乓球協會、東方市華人籃球協會、東方市中華保齡球協會、巴拉

圭洪門協會、東方市中華高球協會、東方市華人高球協會、巴拉圭福爾摩莎武術協會、巴拉圭

歌唱聯誼會等。3.僑(台)商組織：「中華民國旅巴拉圭台灣商會」成立於 1995 年，財力充裕活

動力亦強為深具影響力之社團。2013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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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華僑青年會 該會為巴拉圭華人青年社團。20 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籌備成

立。宗旨：廣泛團結巴拉圭華僑華人青年，吸收年齡十五至

三十歲華裔青年入會。並為弘揚中華文化、攜手共進而開展

工作。定時出版會刊,交流華僑、華人青年創業等方面的資

訊,並定期舉辦文娛、體育等方面的活動。成立以來,按照其

宗旨開展活動,廣泛吸收華裔青年入會,擴大隊伍;同時,每個

月出版的會刊,分發給會員及其他華人社團,以交流活動情

況;每逢中國傳統節日,經常組織全國性的大型活動;還定期

召開青年大會,商討有關發展青年等事宜;定期召開會議,改

選會長、理事及其他職員,以保持負責人的年輕化。  

巴拉圭海外榮光會 巴拉圭臺灣退伍軍人社團。1991 年初,由周君武發起創建,並

任首屆會長。會員 200 多人,大多數為原國民黨退伍軍人。

宗旨是:加強臺灣退伍老兵的聯繫,互助互利,共謀在當地的

生存與發展。 

巴拉圭客屬宗親會 巴拉圭宗親社團。客屬宗親會自 1992 年 8 月 15 日成立以

來，在許多鄉親無私奉獻，致力傳承發揚客家傳統優良文化

與精神下，起起伏伏晃眼已邁入二十年頭。將嗷嗷待哺的初

期，蛻變成花樣年華、活力奔放的青壯期。過程的辛酸與勞

苦著實讓後輩值得學習與效仿。 

中華民國旅巴拉圭

台灣商會 

中華民國旅巴拉圭台灣商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由時任僑

委會副委員長王能章先生，於僑委會接見連元章、李肇洪時

指示希望能儘速成立「巴拉圭台商會」服務僑胞。返回僑居

地後由連元章、李肇洪、顧丹塵、邢增輝、邢增傑、陳律羽、

陳傳庚諸君組成籌備會，策劃、商討、積極工作，完成有關

必要條件事宜。當年六月間召開會員成立大會，完成組織程

序，並依規定呈報僑委會立案。 

宗旨：A.提升台商在巴拉圭地位，加強與行政機關及本地商

會聯繫了解政令法律，保障台商權益。B.提供國內外各地台

商各種工商及財經資訊，供會員參考運用。C.促住世界各國

台商之合作共謀發展商業開拓商機。D.加強世界各國台商之

聯繫，互助與聯誼，及交換工商界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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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旅巴僑胞多為商人，參與社團活動對其事業發展多有幫助，故以上社

團多有參與。當然還有其他重要社團，如：巴拉圭洪門協會、東方市中華高

爾夫球協會、東方市籃球協會、巴拉圭歌唱聯誼會、華人慈善基金會、慈濟

功德會、巴拉圭華人乒乓球協會、國際佛光會巴拉圭協會…等。從其名稱可

以窺見其屬於宗教、學術、運動、幫會、聯誼等多樣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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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多元文化的僑校教育 

    從李美鶴(2009)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理念，並引述 Hoffman(1997)所言：

「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目的即在於保存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個人並使個體間有參

與社會各樣活動的權利，其課程的目標並不專注於文化的複雜性，而是提升其與

主流文化相容的可能性。」及黃森泉(2009)認為，多元文化教育其目標是企圖形

塑一個能滿足各種族族群與文化並存的教育模式，以解決族群間的衝突，進而提

升並促進少數群體的社經地位與公平性。這樣的主張在巴拉圭的教育情境中，正

可使學生除了學習母國語言文化外，更能良性對待不同種族的語言文化，從而體

現同等且成功的學習經驗。 

    僑校教育不僅侷限僑校所教導學生的學科部分，更涵蓋生活、族群、文化各

層面的多角度教育面向。學生所面對的非僅單一族群，更必須融入各種族文化，

且藉由學習過程擴張國際視野，這是海外教育有別於國內傳統教育的特殊處。本

章為了充分討論僑校的學校教育，先從邊城僑校談起，進而探討中巴兩國教育文

化的互動成果。為了瞭解巴國整體僑校教育與學習，茲引述亞松森中正學校及東

方市中山僑校創設及經營現況作為個案舉例，進而含括巴拉圭所有華裔子弟學習

情形。本章完成僑校架構敘述後，下章節將深入討論文理教育與素質提升。 

 

第一節    邊城僑校創設與經營 

    根據《台灣大百科全書》指出：「僑教」一詞之定義，源自「華僑教育」、「僑

民教育」的簡稱或延伸而來。僑居海外之國人，為延續子女中國文化傳承而從事

的文化、教育行為，乃為僑民教育之興起。僑社的凝聚，有賴於僑教的推廣與延

續，故僑務當局一直將「無僑教即無華僑」作為基本的政策思路。僑教工作的意

義主要在於海外華語文教育的推廣與中華文化的傳承扎根，僑校是海外僑教的基

礎62。 

  僑務委員會為僑教業務相關權責機關，相關工作範疇包括：（一）華僑學校

                                                       
62 陳士魁，〈僑教與僑校〉，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491 ，10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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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指導、監督事項；（二）華僑社會教育推廣事項；（三）華僑職業教育推行

事項；（四）華僑文化傳播事業輔導事項；（五）其他華僑文教事項。依中華民國

憲法第 167 條第 2 款規定，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予以獎

勵或補助。僑務委員會秉持憲法之精神，為聯繫海外僑校、輔助僑民辦學，訂有

僑民學校聯繫輔助要點，僑校得於設立後向該會備查63。此外政府為強化與僑校

之關係，政府透過輔助僑校辦理文教活動、添購教材教具、購置電腦設備及修繕

校舍等各項費用，以協助僑校維持校務運作，推展華語文教學及傳揚中華文化，

同時藉以凝聚海外僑胞對母國之認同與向心、厚植海外新生代力量，並提升母國

國際能見度等。華僑學校本為早期華人移民海外，為傳承母國文化，在僑居國籌

款自辦採用中文教學之僑民學校（簡稱僑校）或語文班。海外僑校除招募華裔子

弟外，亦有一定比例之外籍人士前往就讀學習中文，且隨著全球中文熱持續發

燒，數量亦持續增加。 

    巴拉圭地處南美心臟地帶，與巴西、阿根廷接壤，邊界城市包含首都亞松森

市(Asunción)、東方市(Ciudad del Este)、英格納松市(Encarnación)與貝多芳市

(Pedro John Caballero)。這些邊界城市因具備小型進出口貿易功能，故多數台商

匯聚於此四大都市，尤其以亞松森市及東方市人數最多，所以有眾多僑校設立。 

    在巴拉圭地區與僑委會經常維持穩定關係之僑教單位為亞松森市中正學校

（Colegio Chiang Kai Shek）及東方市中山僑校。前者由政府及部份僑胞合資，

並已在當地立案，成為在巴拉圭教育部註冊登記之唯一由中華民國政府與旅巴僑

領合資經營之正式學校。除依照巴拉圭正規學制教學外，每週六另設中文及數學

班為華裔子弟教授華語文及數學，近年來亦招收其他國籍學生專授華語。後者由

該市僑胞集資設立，學生以華裔子弟為主，教授科目亦為華語文及數學，近年增

授電腦課程。 

    中山僑校位居邊界城市東方市，因僑胞眾多又距首都遙遠，二十多年前事業

有成之該市僑領乃決議集資為眾多華裔子弟建校興學。以 2008 年為例，每星期

上課六天，開設學前班、國小、初中至高二程度華語文與數學課程。 

                                                       
63 陳士魁，〈僑教與僑校〉，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491 ，10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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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兩校之華語文教材均由僑委會提供，十餘年來供需作業配合良好，均能

充分利用得來不易之國內資源。由於旅巴僑胞高學歷者不乏其人，故師資普遍來

自僑社，而在職培訓則仰賴國內有關機構進行。巴國除上述兩校外，尚有私人經

營之語文數學補習教室。一般而言，巴國從事華語文教學工作者，皆能堅守崗位

盡責奉獻，但大多數教師必需另行兼職以維持生活。     

    東方市為巴拉圭僑民聚集人數最多邊城，為因應台商需求有大小不一僑校形

成。目前有中山僑校、大成學苑、中華語文學校、台灣國際學校…等多所僑校。

其中以中山僑校歷史悠久辦學嚴謹穩定也最具代表性，將於下節說明。其他數間

僑校多由夫妻或一、二位教師興辦，為補習班性質，經常多年級參雜授課，學生

人數起伏不定；由少數老師授課帶領全班學生。由於該市萬商雲集經濟發達，各

僑校經常於慶典、節日及畢業典禮時，聯合進行傳統舞蹈、山地舞、功夫、書畫、

徵文、寫生、演講及猜謎等表演與活動，除弘揚保存我固有傳統文化外，並藉此

增進巴國友人對台灣文化之瞭解與認同。                   

    其他地區學生如英格納松市（距離首都約三百二十公里）及歐威多市（距離

首都約一百四十公里），學生多因旅途遙遠，常不定時於周末或假期結伴前往亞

松森中正學校或私人補習老師處就學。而貝多芳市因距離更遠（距離首都約五百

四十公里）則由家長合資，聘請教師前往施教。這些城市因位居偏遠地區，學生

人數稀少，年級分散，無法形成正規班級，故華語文學習情形較為特殊。 

 

第二節    互動的中巴教育文化    

    中巴既互為邦交國，除了外交事務外，教育文化的交流也是邦交國交誼扎根

的重要方向。巴國首都亞松森駐有我大使館所屬教育部唯一派駐中南美地區教育

文化參事處64，其服務對象除了台灣的學術機構、學人及留遊學學生、文教團體

                                                       
64 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教育(文化)參事處。成立於 2000 年 12 月，工作任務為：我

與巴拉圭學術、文教交流及合作事宜，巴拉圭學術及教育資料之蒐集，巴拉圭學者專家赴台訪

問及講學，薦送巴拉圭學生赴台留學相關事宜，我文教團體來巴訪問或訪演相關事宜，於巴拉

圭舉辦及參與各項文教活動促進兩國交流，其他有關文教交辦事宜。服務對象：我國學術機構、

學人及留遊學學生、文教團體、巴拉圭教育界人士、學生。我與巴拉圭於 1961 年 8 月簽訂「中

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間文化專約」、1990 年簽訂「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間科技教育合作

協定」及 2009 年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間文化教育科學運動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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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巴拉圭藝文及教育界人士、學生等。並於 2012 年舉辦巴拉圭地區第五

次華語文能力測驗。這樣的華語文測驗並非僅有華裔子弟報考，每年陸續增加外

籍考生，如巴拉圭、日本、南韓等國僑民，及烏拉圭、巴西等南美考生前來應考
65。文化參事處自 2011 年起，擴大推廣中南美華語文教育，並陸續協助巴拿馬、

尼加拉瓜、薩爾瓦多及厄瓜多等國辦理華語文能力測驗。這樣的華語文能力認證

對於台灣與巴拉圭，甚至南美、亞洲駐巴各國的國際關係及文教交流，具有強大

官方服務色彩，無形中為國家形象增進不少，值得政府高層大力推廣。 

    台灣與巴拉圭兩者的文化差異受疆域影響極大，實體的疆域如地理環境因

素，受到現代高科技潮流衝擊，已經打破自然空間範疇成為高速流動的虛擬空

間，形成模糊的地帶。當海外華裔子弟面對他者文化的環境，對自我本身文化的

認同除了教育影響之外，還要能學習接受、尊重與認同不同族群的他者文化。何

謂他者？王雅玄(2013)指出66，「他者相對於我文化，是被觀看的、被定義的、被

書寫的、被符號化的。」人我之間有了自己為主體，以自我主義為基礎，將他人

定義為他者，等於賦予了他者貶抑的意義。此所以海外華裔子弟成長過程中，應

順應時勢潮流與地域環境，學習接受與融入多元文化，和光同塵分享資源以教育

文化的互動跨界母國與移民國間。 

    自 2001 至 2007 年間，中巴兩國政府高層學術交流方面，較著者分別有：前

總統陳水扁獲頒國立亞松森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前副總統呂秀蓮獲國立亞松

森大學之榮譽哲學博士學位，及巴國前總統鞏薩雷斯於訪台期間獲我國立嘉義大

學榮譽博士學位、杜華德前總統應邀參加我國雙十國慶大典，訪華期間獲我國文

化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等殊榮。這樣的高層學術交流，帶來了我華語文與中華文化

躍動的契機。 

    華語文教育在巴拉圭始終以華人社群為主，剛開始在當地教育體系中並無實

質地位，主要原因是缺少學習誘因且學習困難。此外，經費短絀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雖然近年中正學校盡力增加中文教學時數，不斷充實教學內容，且我駐巴大

使館亦充分配合當地國防部及國立亞松森大學開設中文學習班，完全以當地人為

                                                       
65 巴拉圭第 5 度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圓滿順利，教育部電子報 537 期，網址：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1410，2012 年 11 月 8 日。 
66 王雅玄，〈國際理解與己他關係國際教育中台灣意象的解構與重構〉，《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110 期 2013 年 8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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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授對象，但效果不彰，短期內仍不易改善。 

    文化部為促進國際文化交流，培養海外社群對臺灣文化之認識與欣賞，加上

2012 年文化部長龍應台提出：「台灣的國力在於文化，用文化點亮台灣的位置」

的主張，於是自 2013 年至 2016 年推動辦理「臺灣文化光點計畫67」，尋求與全球

重點大學及藝術、文化、學術等領域之專業機構建立長期而實質的夥伴關係，透

過共同資源的挹注，辦理多元而深入之臺灣文化及臺灣研究活動。目前已與美、

英、德、日、星等 12 所國際知名大學協商，可望成為臺灣文化光點的合作夥伴。

時至 2013 年，台灣教育部首次與國立亞松森大學合作辦理台灣書院文化光點計

畫，並選派華語文教師到巴拉圭授課，帶動巴國華語文學習熱潮。 

    有關文化推廣活動方面，中正學校本身之設備及正規班級功能成為較佳活動

資源。除該校原有之中西文聯課活動外，並以中華舞蹈、中華詩歌朗誦等課程教

授當地學生。該校不定時以中西文化合璧之節目對外演出以吸引當地主流學校師

生家長外，同時提供室內禮堂、教室，室外運動場等廣大空間，給予各界僑團以

為文宣活動場所。對於大使館主辦之各類文化、外交活動亦盡力配合。至於其他

僑校，限於軟硬體條件，僅能勉力協助而已。 

    綜觀一國之文化活動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風土民情，近年我國政府及僑胞在

巴拉圭舉辦了諸如：民俗舞蹈、肢體音符舞團、詩歌朗誦、版畫年畫展、台灣民

謠之夜、台灣文化週、中華傳統書畫展、台灣民謠音樂會、故宮風華再現、中國

功夫道及巴拉圭「中華民國獎學金」學生同學會等活動，對於促進國民外交與兩

國文化交流居功匪淺。個人以為：「外交假文化以行，文化藉教育而興」，正是此

時此地最佳的寫照。 

                                                       
67 文化部文化新聞，「2012 年文化部長龍應台，多次在對企業演講時，主張台灣的國力在於文

化，是全球競爭中必須被善用的力量。她對企業界提出「跟時間賽跑的幾件事」，呼籲企業界「注

入活水」，將台灣「小而美」的文化盡情輸出，「用文化點亮台灣的位置」。企業家尹衍樑主動表

示將捐出美金四百萬元（合新台幣 1 億 1600 萬元），支持文化部推動「台灣文化光點計劃」，邀

請全球四十所重點大學或相關機構共同合作，讓台灣用文化的方式與全球社區深入互動。有別

於「台灣書院」，「台灣文化光點計劃」的目標在開啟非官方的第二管道，初步設定全球四十所

重點大學或相關機構，邀請其成為台灣的文化夥伴及當地認識台灣的窗口。教育部和外交部原

來亦有大學合作網絡，但「文化光點」將以「台灣當代藝文」為核心，從歷史、哲學、大眾文

化、藝術、文學、電影等面向，以演講、座談、研討會、工作坊、藝文展演、台灣電影節或藝

術節等形式，分享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光點計劃」並非單向投入，而是以「策略聯盟」為基礎，

希望合作的大學或文化據點能逐步投入相對經費，以擴大能量，讓每個光點能夠更加閃亮。」

http://www.moc.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4486， 201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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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拉圭當地出版之華文平面媒體，原有二家目前僅存「傳薪日報」一家。因

經營嚴謹內容充實，重視社教功能，十數年來甚獲僑界好評。2006 年起，更更

新版面，開闢「僑教園地」專欄，刊布各僑校學生文藝作品，推廣海外華人華語

文教育。其輿論功能及僑社影響力，不亞於國內各大報紙。 

    電視媒體方面，有來自國內之宏觀及中天兩台，也有僑胞自購大耳朵多小耳

朵收訊設備。東方市另有「蘇氏」有線電視，但內容較為貧乏，難與前二者相提

並論。網際網路則方興未艾，大部份僑胞雖已架設，初期因價格昂貴僅以聯絡為

主，媒體功能並不顯著。近年網路頻寬增加價格下降，開始以收視各類海外節目

充實日常娛樂功能。 

 

第三節    巴國主流僑校－中正與中山僑校 

    吳清山(1992)與泰夢群(2003)認為，學校是一個正式的社會組織，有其特殊

的結構、特定的規範和價值觀，所以各校常會表現出不同的獨特文化，這種獨特

的文化對學校方面的表現具有影響力。 

以學校所應具有的功能性而言，吳清基(2006)以為學校是提供教育服務的場

所，其設施與環境自應符合教育意義，包括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程和師生互

動等各項教育活動之需求。校園及設備規劃，應以學生學習作為核心的考量，提

供完善而充足的教育設施、教學設備，支援學生完全學習，讓學生展現優質的學

習成果。 

若以學校應具有的軟硬體設施與結構性功能來說，Loukas(2007)討論學校各

項層面，認為學校環境差異很大，是多層面的建構。其層面包括物理、社會和學

術層面。1.物理層面：學校和教室建築外觀、學校規模、師生的比例、教室的秩

序和組織、資源情況、安全性和舒適性。2.社會層面：師生和職員之間的人際關

係品質、教師和職員對待學生的公平和公正態度、學生之間競爭和社會比較的程

度以及學校學生教師和職員決策上的貢獻程度。3.學術層面：教學品質、教師對

學生的成就期望、向學生及家長報告學生的進步和結果。為瞭解巴拉圭橋校現況

以探究文理教育情形，本節以上述學者論點，綜合討論中正學校與中山僑校在各

項層面的異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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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正學校 

巴拉圭亞松森中華會館熱心僑胞，於 1983 年 5 月發起創設華僑學校提議，

先組成巴拉圭孔子文教中心並籌設興建僑校。後經王昇大使積極推動，政府暨旅

巴僑胞慷慨解囊熱心捐獻，於亞松森市區 Campos Cervera No.5668 e/Cnel. Diaz

購買約一公頃校地校舍積極建校。僑委會於 1983 年派遣華文教師符兆祥先生籌

辦僑校，於 1985 年 10 月 31 日開辦巴拉圭中正學校，次年 2 月正式招生。 

    於 1985 年 1 月學校未正式開辦時期，學生四十人在租來的教室上課。當時

亞松森有華僑三千多人，一學期下來學生增加得非常快，達到三百四十多人。因

為教室不夠用，所以分為上午班、下午班、周六周日班及夜間成人班，甚至將車

庫改為教室使用。共開設小學一年級四班，二、三、四、五年級各兩班，初一兩

班，高一兩班共十七班。1986 年 1 月學校新建一座可容八百人大禮堂及十二間

教室，學校教學設施略具規模，也形成日後大型政交文教活動聚會場所。 

    中正學校剛成立時，除國內所派華文教師符兆祥先生外，其餘共十三位教職

員。教授課程依巴拉圭政府規定教授西班牙文及當地方言瓜拉尼外，最重要的是

華語文及英數理化。因為缺乏教科書所以多以影印本代替。此外數理化社會科的

教師也極度缺乏。 

    中正學校為巴拉圭政府立案之學制內優良中小學，故學校名稱不以僑校稱呼

直接就名之為「中正學校」，並依教學語言區分為中文部與西文部兩大教學領域。

西文部人數較多，週一至週五上課，辦學成效良好。中文部為週末上課，近年為

推廣華語非母語人士有機會學習中文，另闢週間夜間班68。 

以下為自 1986 年至 2003 年止，中正學校學生人數總表： 

 

                                  表三      19862003 中正學校學生人數表 

年   份 學生總人數 

1986 255 

                                                       
68 丘秀芷：《幼獅少年 112 期》，1986 年 2 月，頁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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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212 

1988 311 

1989 567 

1990 488 

1991 438 

1992 343 

1993 415 

1994 465 

1995 453 

1996 449 

1997 423 

1998 410 

1999 384 

2000 310 

2001 270 

2002 255 

2003 325 

     

    以目前 2008 年資料分析，該校中文部教職員人數共十五人，學生人數一百

四十九人，自小一至高二，每年級一班，共十一班。外籍生兩班，合計十三班。

西文部教職員人數六十二人，學生人數四百二十九人，自幼稚園至高三，每年級

一班，共十四班。加上外籍生兩班，合計十六班。以上合計教職員人數七十七人，

學生人數五百七十八人。從歷年學生人數消長不穩定情形判斷，學生來源頗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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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庭居住亞松森影響，也可看移民增減頻繁。 

(一)中正學校近年發展 

    中正學校自 1985 年 10 月創立迄今已歷 28 載，不論教學方式、理論、教學

材料工具、教學對象都因社會形態的轉變而面臨汰舊換新的壓力，而一切的轉型

因應又非人莫辦，因此，該校近年來積極進行現任中西文部教師評鑑制度，針對

教師執教態度、使用教材及個人進修情況進行評鑑，並隨機蒐集學生回饋資料作

為參考。 

中正學校近年聘用或辭退中西文部教師及行政人員若干名，聘請新任教師除

本科專業學識外，亦增列電腦操作能力考量。且原有教師多人已年邁，即使教學

品質優良亦顯力不從心，故請求董事會研擬退休辦法以求新陳代謝。此外，教師

心理及精神狀態影響教學品質甚鉅，故該校擬呈請巴拉圭教育部授權，定期要求

教師提示心理健康證明。 

   「紀律、誠實、勤勞」為中正學校創校校訓，該校堅信「紀律」要求之涵蓋

範圍應擴及所有教職員工及家長，故校方、家長、學生三者之互動、溝通，為該

校人事政策之努力方向。 

                  表四      中正學校西文部及中文部人事規畫表 

中正學校西文部人事規畫 

 

中   

學

部 

教務主任 1 人 固定月薪制 

秘書 1 人 固定月薪制 

高初中輔導教師 2 人 固定月薪制 

科任教師 25 人 依授課時數發給鐘點費 

 

小

學

部 

教學主任 1 人 固定月薪制 

協調 1 人 固定月薪制 

秘書 1 人 固定月薪制 

級任導師 8 人 固定月薪制 

科任教師 8 人 依授課時數發給鐘點費 

中正學校中文部人事規畫 

主任(由校長兼任) 1 人 不支薪 

總務 1 人 固定月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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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1 人 固定月薪制 

管理教師 1 人 支取週六及週日薪 

教師 15 人 依授課時數發給鐘點費 

 

 (二) 教務行政 

    中正學校目前之班別區分為：西文部正規班、週六中文班、週間成人夜間中

文班等三部份。西文部正規班分為中學部與小學部，課程安排完全根據巴拉圭教

育部規定進行。週六中文班教授中文、數學兩門學科，每週共 8 小時。週間成人

夜間中文班分週一、週四及週二、週五兩梯次，每日 2 小時，每梯次各 4 小時。 

    三大班別執行情形同中有異，但大致依照教學計畫進行。不過需要努力及改

善之處仍然不少： 

    1. 西文部課程完全可以遵照巴拉圭教育部規定進行，但若著眼於學生將來

競爭實力，則中、英、西三大國際語言及電腦知識不容忽視。根據巴拉圭教育部

規定：外語依年級而定僅准許每週編排二至三節，故外語教學時數最多每週 2

節，共 80 分鐘。其中英語成效較佳、華語則效果甚差。故折衷之道考慮將華語

安排於課外時間，利用時數的增加來提高程度。至於電腦方面，鑑於學生程度差

別甚大，校方責成教師見機配合教材靈活教學，以實用為原則。如：文件檔案製

作、一般故障排除等。 

    2. 中文部週六班分正常班及國際班，該班所使用華語文與數學教材與國內

同步。目前亟待解決者，高中數學尚無法授完部頒高三課程內容，校方責成任課

教師研擬濃縮授課時間，並於高三階段授與微積分基本概念，充實學生回國升學

之預備。      

(三) 財務方面 

    自 2003 年中正學校發生校內會計私用公款事件後，學校即以「管帳者不花

錢，花錢者不管帳」原則執行會計收支事務。並採取每月結報借貸平衡方式記帳，

並以電腦建檔確立會計制度。由於中文部長期虧損，為因應日後巴拉圭財政部稽

查，校方除聘請當地會計師製作正式帳目備查外，擬請董事會訂立中西文部帳目

分開作法，以免日後滋生困擾。近年來，學校在開源方面毫無成果，只能著墨於

節流，以逐步減少虧損，希望能盡快達到收支平衡。此外學校董事會認為銀行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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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應改為財團法人較為合適，正積極溝通中69。 

(四) 資訊設備狀況 

     從 2007 年中正學校電腦設備資料顯示，目前該校僅有一間冷氣空調電腦教

室，共有電腦 18 台。全部為 Pentium 1 處理器，Ram 為 32M，硬碟為 3GB，使

用 Windows98 作業系統之舊電腦。不但作業速度緩慢，許多新式軟體無法運作，

亦常發生故障，維修零件欠缺，急需汰舊換新。而行政辦公室 2006 年十一月獲

僑領捐贈 Pentium 4 電腦五台，使用 Windows XP 作業系統，其中一台為工作站

規格，可上網際網路並透過無線網路連線至電腦教室 18 台電腦。 

    由於該校於 2008 年前為巴拉圭首都亞松森唯一教授華語文學校，除了星期

六開設中文部外，並於星期一至星期五西文部教授華語課程。華語教學方式除了

利用課本外，也逐漸採用多媒體聲光教學，突破單調文字教學，並以民族歌舞帶

動，使教學活動更加生動活潑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唯在電腦設備方面亟待更新，

以利華語文網路之教學。 

(五) 華文網路學習教育中心 

     該校電腦老師認為，若電腦教室之老舊電腦能汰舊換新，則在華文網路教

育上，將可建構巴拉圭專屬「華文網路學習教育中心」，大大增進電腦與華語文

學習效果。若一班學生人數為 30 人以下，就可以同步實施電腦教學。且使用設

備皆為新式同型電腦，則在速度匹配上不但有利教學活動，且有許多最新資源可

透過網路下載使用。尤其在巴拉圭全國各地，欲取得相關華語文教學資訊並不如

國內容易，因此透過網路資源使用，將可增進效率節省成本。 

    在巴拉圭亞松森地區，歷年來實際投入華語文教學者主要以中正學校老師為

主，目前教育對象除了華裔子弟外，亦有不少中巴混血兒及巴拉圭人和韓國人。

目前在僑委會所提供的全球華文網路教育中心網站中，除了中英文外也有西文的

版本，對電腦多媒體教學來說是一個很寶貴的資源。中正學校曾有老師回國參加

華文網路種子師資班，瞭解僑委會在網路教學上投下大量人力物力的心意。也就

是希望能訓練這類網路人才，擴展海外華語文網路教學。但在巴拉圭所面臨的實

                                                       
69 以上資料由中正學校前校長蕭哲文先生提供中正學校 1986〜2008 年間行政作業重要資訊，

再歸納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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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問題，最嚴重的就是網路頻寬不足且缺乏現代化資訊設備，所以在推展上很難

實行。依目前該校狀況，在華文網路學習教育中心方面，規劃三階段來進行。 

   第一階段：培育種子師資。利用該校具有電腦專長中文部老師，組成教學團

隊，教授其他老師或有志華文網路教育僑胞此類技能，使每位中文部華文教師都

能利用華文網路資源融入華語文教學，並從中獲取其他重要教學資源以充實教學

內容，使華語文教學更加生動活潑，進而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第二階段：在每週華語文教學課程中，各班老師和學生一起使用電腦教室，

依學生需求安排相關電腦網路教學課程，使學生也能透過網路學到豐富中華文

化，尤其多媒體相關資料，以增進學生接觸中華文化興趣。 

   第三階段：週日下午校園開放時間，供僑胞使用電腦教室，並可開班授課，

使僑胞也有機會學習使用華文網路資源。由於亞松森沒有華僑文教中心，所以目

前該校於每週日下午，開放僑胞到校從事各項球類運動及比賽，並提供僑胞週日

下午休閒及交流場所，也發揮部份文教中心功能70。     

(六) 未來展望 

    中正學校深感當前教學內容有必要做適當調整，且應以學生實際需求為選取

及編列教材準繩，讓學生能夠獲得學以致用的即時知識，提高學習意願，落實學

習效果。為此自 2008 學年度開始，由教務處與學校老師共同利用國內學校使用

自修教本，編製輔助教材以加強學生學習效果。 

    自 2006 年起，外籍學生學習華語文比例顯著增加，但礙於學校經費拮据無

法廣開國際班級，乃將程度適當外籍學生分配於正常班級上課。此變通辦法成績

斐然。後為節省開支，於第七、八節課正常班級數學課程中，集中學生另闢華語

課程由校長無給上課，以增加外籍生華語文聽說能力。 

    此外為順應政府僑教數位化政策，學校於 2008 年起開始進行資訊產品軟硬

體準備工作，並鼓勵教師學習電腦技能。每週六課後由電腦老師授課，以電腦教

學實務為內容，學習數位教材使用。校長表示，學校財務許可下，將申購投影設

備作為教學利器。基於配合政府全面推動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立場，學校計畫於

                                                       
70 以上資料由中正學校電腦教師賴敬文老師提供有關該校資訊設備及華文網路教育中心規劃

資訊，以為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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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開設成人夜間華語文班，以巴國社會人士為對象。 

    中正學校是政府備案正式海外僑民學校，一切行政都在體制內實施。教學方

針以培養國際優秀人才為目的。由於人事、教務、財務、資訊方面諸多問題尚待

突破，但以自立自強為未來成長目標。 

二、中山僑校 

    旅居巴拉圭僑胞為求經商便利，大都居住巴拉圭東北角東方市(Ciudad del 

Este)。由於該市位居巴拉圭及巴西邊界，甚且鄰近阿根廷，為南美有名三國邊

界都市。巴西及阿根廷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市場規模為南美數一數二。歷年來

從事邊界貿易僑胞眾多，全盛時期約有兩萬多人。成人忙碌經商之餘，自然想到

子女教育。於是眾多僑領於 1986 年陸續開會研討，積極催生僑校。 

    中山僑校於西元 1987 年由林晉銘等二十一位僑界先進及熱心僑教僑胞參與

規劃，籌備盡速設立。當時全體董監事慷慨解囊、悉心計畫、共襄盛舉，終於於

翌年 1988 年 3 月在全體僑界企盼中成立，並立即開始招生。該校設校長一人，

綜理全校校務；由董事會聘請。另設：教務、訓育、出納、輔導等四組，分別由

學校教師擔任。 

由於校地尋覓不易，考慮交通及經費問題，終於選定在東方市大廈林立鬧區

巷中，鬧中取靜購屋建校。該校校址位於東方市市中心華園大廈，佔地約六百五

十平方公尺。全校只有室內空間，沒有操場、球場等戶外活動場所。校舍包括辦

公室一間、一般教室八間、專用電腦教室一間、圖書室二間、儲藏室二間、集會

大廳一間等。其它設備有：各類視聽教學設備、教學圖表等。該校現有教師一十

二人，工友二人。教師均為大學本科或相關科系畢業，分別擔任學前班、小學部、

國中部、高中部教學工作。 

    中山僑校於西元 1992 年，承奉僑委會審議通過准予立案。創校迄今學制悉

依國內學校標準，學前部分大、中、小三班，國小部修業 6 年，國中部及高中部

各修業 3 年。全學年分上下兩學期，每學期 20 週。 

    該校每週上課 6 天，週一至週六均有課。上課科目僅有華語文及數學兩科。

學生每週研習華語文 6 小時，數學 6 小時；教學進度與國內同步。以 2003 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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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設：學前班三班、小學部一至六年級每年級各二班、國中部一至三年級每年

級各一班、高中部高一一班。學生總人數為兩百二十三人。籌設中的有：電腦班、

西班牙文班、葡萄牙文班、中文加強班等；預定每三個月一期，協助僑胞學習語

言並習得一技之長，以因應工作及生活所需71。 

(一) 傳統正體字與注音符號教學 

    由於巴拉圭與台灣有良好邦交關係，華人幾全為台灣移民，這種現象迥異於

其他南美大陸國家。因此以南美來說，巴拉圭是唯一極少大陸移民居住的國家。

位居巴拉圭與巴西兩國邊界東方市，因邊界商業城市因素，證件檢查較寬鬆，來

往交通便利，有少數中國大陸學生就讀該市中山僑校，人數大約佔全體學生的百

分之三。由於自幼即浸淫僑校教學方式，故彼等對於正體字與注音符號教學完全

能夠接受與適應。 

(二) 校務與行政 

    中山僑校為純私人創辦僑校，設有董事長一人及董監事數人，全為無給義務

職。董事長每三年改選一次。校長一人為有給制，惟目前校長為香港旅巴老僑，

為顧及學校財務拮据，自 2006 年就任起就志願不支薪。迄今 8 年下來不但為學

校節省許多經費，對於軟硬體設備購置更新及行政作業效率提升更不遺餘力。雖

無顯赫學歷也無任何教學背景，卻以商業經營理念維持學校運作於不墜，商人治

校有此成績也令人意外與欽佩。      

    中山僑校占邊界地理環境之便，除少數中國大陸學生與台灣學生同班學習正

體字與注音符號外，學校也聘請一位來自中國大陸優秀數學老師彌補正規數學師

資的不足。這樣的教育體系，自然落實了學校的教育功能，將政治的歸政治教育

的歸教育。但是台灣目前中小學的教育亂象，如專業教師不足，代課教師人數及

專業性問題，合格教師反成為流浪教師等現象，是否也會轉移到海外僑校影響其

教學品質，以目前僑校專業師資不足現象頗令人憂心。 

(三) 經營特色與困境 

    中山僑校所有經費來源，除僑領捐獻外其餘皆是學費收入。建校之初由僑領

                                                       
71 以上資料建立時間為 2003 年，由中山僑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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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囊，日後營運皆由學費收入開支。由於東方市受巴西大環境影響，自 1995 年

以來先前外貿榮景不再，經濟不景氣使得僑民移出人數大於移入人數，於是學生

人數日減。學費不增，總收入減少情形下，使得近年來僑校財務捉襟見肘。2003

年以後為使高中教育完整，逐年增設高二及高三班。如此雖使學制更為完備，但

教師及班級數增加，而每班人數不增反減，造成學生總數略減，學校增加開支卻

減少收入情形下，自然形成財務窘境。 

    歷屆校長為使教師安心工作，不論學校財務狀況如何均不願降低教師薪資收

入，仍然以既定鐘點費支付；且一致維持以美金給薪制度，不以當地貨幣瓜拉尼

(Guaraní)支薪。以美金給薪為中山僑校一貫作風，也可說是巴拉圭整體僑校不成

文的既定作法。這樣的作法依筆者分析，有下列四點原因。 

    1. 旅巴僑民幾全為商人，而在巴拉圭經商幾乎全是從事兩國或三國(巴西、

阿根廷、巴拉圭)小型或微型貿易。為穩定幣值避免匯兌風險，除少數商人願意

收受當地貨幣，如：阿根廷披索 peso、巴西黑奧 real 外，習慣上幾乎以美金優先。 

    2. 巴拉圭幣值雖尚稱穩定，瓜拉尼短期內與美金匯率波動幅度雖小，但基

於心理因素，僑民習慣以美金儲蓄。美金為國際通用貨幣，可在巴國內外使用。

即使要匯兌，東方市匯兌行林立，路邊小販也有叫賣美金買賣者，需要時及時兌

換不成問題。甚至逛街購物，使用美金亦極受歡迎。 

    3. 教師家庭為顧及生計，大部分另兼其他生意，需要以美金買賣以利計算。

其次美金與瓜拉尼互兌，經常可以賺取價差。 

    4. 增加教師對學校的信任感與向心力，可謂雙方得利。 

    綜上所述，以總務主任立場極為贊成僑校採美金支薪方式。教師既能安心授

課，學生自能穩定上學，對於海外文理教育學習自然大有裨益。此外，華裔子弟

除學習學校課業外，對於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自然不能放棄。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提出 102 年度青年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目的希望協助想到海外從事遊學、自

助旅行及打工度假等國際活動之 20 至 30 歲年齡層，能有實現海外生活體驗及自

我夢想拓展機會72。該專案自 2005 年 7 月開辦迄今已辦理 4 期，共有 2,217 名青

年成功申貸，申貸目的以「打工度假」為最大宗，佔 77.3％。 

                                                       
72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20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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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拉圭華裔子弟身處海外環境，自可藉機學習國際與文教交流活動，拓展國際

觀，培養成為優秀國際化青少年。下節將以跨國休閒活動，探討僑校生活教育現

況，以齊備整體僑校生活。 

 

第四節    實境取向的僑校生活教育 

        以杜威的教育理論來說，教育是一種社會歷程，而學校是一種社會團體，所

以學校的活動就是社會團體的活動。而課室內外最重要的社會團體活動就是經由

學習以達成。因此存在著學習團體的運作，而同一課室內每一個學生都同屬於一

個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在學習社群之中，學習是一種社會性、統整性

的活動。因此學習可說是一種認知歷程，也是一個社會歷程。除了學習者主動參

與的複雜心智作用外，周遭的人、事、物也都會與學習者產生交流、互動，而讓

整個過程形成一種動態的活動，而這些都運作在學習社群之內。 

    在民主社會中，任何社群中的所有成員都能平等參與、分享社群運作的過

程，又能與其他不同群體充分交流，並藉以改善自己以獲得更豐富的經驗及更好

的適應，這是學習社群獨特的功能。所以在民主社會中的教育，一方面要擴大共

同參與的層面，使個人的各種能力更能自由發揮，另一方面也要使社會裡的每一

成員關心社會、培養共識、共同改造社會。那麼學習活動不僅侷限於課室內也可

以走出戶外，甚至與國際其他團體產生共鳴。 

    Dewey(1916,1943)研究指出「學生一如社會人，透過參與、溝通、分享、合

作，共同解決問題滿足個別和團體的需求；向自己也向團體負責，使個人和團體

均得改變、改善、成長。」李連珠73提出 Vygotsky(1986)的看法：「教育為最基本

的社會活動也是文化活動。語言和思考都是從社會層次出發，再進入到個人層

次。」這是教育在個人層次的逆向思考，若沒有社會層次的考量那麼教育的實質

意義與功能就無從發揮，所以團體活動對學生在教育學習的歷程，不但深具重要

性，也是團體與個人成長不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在巴拉圭華裔子弟的僑校生活中，除了學科性質的學習外，團體活動也是不

                                                       
73 李連珠：《全語言教育》，心理出版社，2006 年 5 月 16 日，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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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欠缺的一環，而團體活動中以休閒活動最為青少年嚮往。休閒活動在南美社會

有其實質的民族性取向，同時也是僑校生活教育一個不可忽視的面向。 

一、僑校的休閒活動 

在《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書中指出：「即使同儕在青少年生活

中的重要性不斷增加，但是家長仍然是影響青少年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家長

的信念關係到支持和允許孩子在業餘活動選擇的程度。」，「成年人對於年輕人的

關愛、重視，對年輕人潛力的發揮至關重要。」74使我們瞭解父母教師或其他成

年人，對成長中的青少年身心靈的影響非常的巨大，當然在海外成長的青少年也

不例外。因此對於青少年的任何活動，都存在著對未來生活環境適應與挑戰的先

備過程，活動的意義是巨大且深遠的。 

巴拉圭華裔子弟的課外活動，受限於地緣、環境、異國文化、語言及教育等

現況，約分文化與娛樂兩大類。文化節慶性質如：文化訪問團教學（扯鈴、毽子、

武術等）、雙十節表演活動、母親節比賽、宣慰海外僑胞雜技團表演、中巴詩歌

朗誦、校慶園遊會、鋼琴發表會等。娛樂休閒性質如：期末聚餐、一日遊、跨國

畢業旅行等。但各類課外活動正負面意義、成效良窳，多與父母觀念與大環境趨

勢息息相關，茲將正面意義與負面影響對照列表說明。 

                                          表五    僑校課外活動的正面意義與負面影響 

僑

校

課

外

活

動

正

面

意

義 

    參與各類文化性活動可以使青少年學習多面相文化意義。如具我

國文化色彩的童玩、詩歌朗誦、語文發表、節日慶典等。 

    而娛樂性活動雖然趣味性不可少，但最重要的是能豐富和充實學

生們的課後時間。這類活動如：各類球類比賽、期末師生同樂會、園

遊會攤位經營、巴西福斯市一日遊…等。藉由這類的活動使青少年願

意將生活與學校結合，從而提升學習效果。 

    兩者相輔相成，形成課外活動的正面意義與價值。 

                                                       
74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11,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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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校

課

外

活

動

負

面 

影

響 

    僑校家長多數經商，邊界貿易城市商業氣息濃厚，青少年俯仰其

間受其影響深厚。例如母親節活動，僑校規畫本與教孝月配合，提供

作文與美勞作品參賽。未料由於獎金豐厚，竟形成惡性競爭，為求獎

金不擇手段。甚且比賽結束不論獲獎與否，隨即將作品棄之不顧，失

去教孝意義。此與海外生活不易，拜金主義盛行，大環境影響成長青

少年價值觀所致。「正面教育方式可以激發青少年最大的潛能。」這是

負面影響的重要解藥。 

 

(一)亞松森地區華裔子弟之課外活動 

    亞松森為巴拉圭首都，商業氣息不若邊界城市濃厚，僑胞文化風氣鼎盛，生

活步調緩慢。如同《La educación en el ocio》(休閒教育)文中 Jahir Rodríguez 

Rodríguez(2010)所言：「以希臘人的標準來說，休閒是一種美德，一種放鬆和沉思，

一種生活的必要。」位居南美腹地的亞松森，日常生活是慵懶的，假日是寂寥的，

人們都到鄉下或親戚家串門子、聊天、喝馬黛茶，夜間或涼爽的日子就群聚烤肉、

聽音樂、唱歌、跳舞。 

    華裔子弟的課外活動，為躲避南美夏季溽暑以室內活動為主。如上網、打保

齡球、逛 shopping、喝咖啡、訪異國同學、看電影等。團體節慶性質的課外活動，

如參與僑校或大使館、僑委會等官方舉辦之園遊會、雙十節、詩人節、宣慰僑胞

訪問團、校慶表演等活動。因中正僑校具中巴兩國之教育、外交、文化交流等特

殊性質，故學生活動經常具有國家代表意義，但也藉此提升華裔青少年接觸國際

性團體，擴展國際觀的機會。 

(二)東方市地區華裔子弟之課外活動 

由於東方市為邊界城市，多國文化色彩濃厚。僑民及各國商人多於此經營小

型國際貿易，故商店林立。因商業氣息濃厚，故僑民經濟狀況普遍較首都亞松森

為佳。加上舉世聞名三國邊界伊瓜蘇瀑布75，位於該市東方十餘公里處，是由位

                                                       
75 中文百科在線。伊瓜蘇瀑布（葡萄牙語：Cataratas do Iguau，西班牙語：Cataratas del Iguazú，
英語：Iguazu Falls，當地的瓜拉尼語意爲“大水”），世界瀑布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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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巴西巴拉那州和阿根廷邊界上的伊瓜蘇河從巴西高原輝綠岩懸崖上落入巴拉

那峽穀形成的瀑布。位於阿根廷和巴西邊界上伊瓜蘇河與巴拉那河匯合點上游

23 公里處。瀑布爲馬蹄形，高 82 公尺，寬 4 千公尺，是北美洲尼加拉瓜瀑布寬

度的 4 倍，比非洲的維多利亞瀑布還要寬一些，是聯合國世界自然遺產的一部

分。該瀑布旅遊風氣發達。影響所及，旅居東方市僑民，對於休閒度假非常熱衷。 

    位於市中心中山僑校向來極注重學生課外活動，除每學期期末有一天戶外教

學外，平時亦鼓勵學生參加母親節、校慶園遊會、僑胞訪問團、傳統民俗技藝課

程，如扯鈴、踢毽子、武術等活動。每年七月寒假，亦循例舉辦中小學畢業生跨

國隔宿畢業旅行。 

    縱觀南美民族性，喜歡利用假日作長短期旅行，甚有賣屋借款旅遊者，其樂

觀豪邁作風可見一斑。我東方市僑民自不例外，對其子弟休閒活動極為重視。如

星期假日，攜家帶眷到鄰國巴西福斯市宵夜吃喝遊樂，蔚為普遍現象。這類休閒

活動形成南美地區紓壓、親情與生活教育合一之特殊生活風貌。 

(三)海內外青少年課外活動心態剖析 

由於生活環境及成長時期文化背景的不同，一樣是華裔青少年，對於休閒及

課外活動的觀念，海內外青少年兩者心態及感受卻迥然不同。國外成長的青少年

願意也經常接觸陽光，寧可到戶外探險，消耗極大體力，跟同儕一起從事劇烈活

動也不願長居室內，即使玩累也可解除身心壓力。這樣的心態，頗受西方社會影

響。反觀國內青少年，喜歡窩在室內從事個人社交活動，只要能消除心中苦悶大

部分靜態活動都願意參與，但也可能使肉體更加疲累。茲比較分析如下。 

                                              表六      海內外青少年課外活動分析 

參與者  活動主題  活動效果  參加人員  活動方式 

國內青少年 以學習知識為

主，體能活動

次之 

以排遣無聊

好玩刺激為

目的 

以小團體或

個人活動為

考量 

靜態、柔性、

以個人社交為

主 

海外華裔青少年 重視體力、技

能及冒險活動

要有陽光、

空氣、水等

大自然氛

喜歡大型團

體活動，個人

活動次之 

挑戰性、競爭

性、冒險性等

群體活動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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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重視解

壓效果 

選 

    海外華裔青少年面對東西兩種文化之衝擊，如何做心理的調適？又如何確立

其文化價值觀？Peter A.Witt,Linda L.Caldwell(1999)研究指出：「文化存活於情境

中，文化可以從共同的信仰、知識和價值觀來認識。」76所以這些青少年是幸運

的，也是獨特的。藉由生活於不同情境中的文化，來認識並建構屬於自我的信仰、

知識與價值觀，從而也有了自己的休閒觀念。再如：「青少年生活在多種和相似

的文化環境中，既有共同的需要也有獨特的需求。他們與周圍環境的交互作用，

可能促進或削減他們的發展。」77多元文化的豐富性，在華裔青少年的發展期中，

經常扮演著促進或減弱的角色。從上述課外活動心態分析中，不難看出其實健康

型態的休閒活動，在海外的環境中是促進的、增長的，與東方民族性是相輔相成

的，具有其正面的意義。 

(四)中山僑校定期跨國旅遊 

南半球的學年伊始是從每年 1 月到 12 月，暑假是 12 月到 1 月底，寒假是 7

月。因為暑假酷熱，且是學年交接時期，重要假期繁多，故通常以寒假氣候涼爽

時節做為畢業旅行季節。巴拉圭東方市中山僑校每年都有國小、國三、高三之畢

業同學，雖每年各一班人數不多，但校方對於休閒活動一向不遺餘力。 

    學校藉由畢業旅行，凝聚學生、家長對學校之向心力，並調劑學生身心，增

進生活教育，擴張國際視野等為其主要目的。活動計畫雖由學校擬具，但與家長、

學生多次溝通討論，並以安全舒適為首要考量，其次考慮到經濟問題，多年來皆

能圓滿達成跨國校外教學目的。 

由於巴拉圭國內旅遊事業貧乏，旅遊設施不足，不足以吸引學生。而巴西為

南美大國，旅遊資源極為豐富，設施完備交通安全便捷，具現代化舒適之休閒條

件。以經濟及時效性而言，適為邊界最近旅遊國度。故經由兩巴邊界友誼橋，10

分鐘後即可過河至巴西進行跨國旅遊，實為跨國畢業旅行首選。本文探討內容以

2004 年、2005 年到巴西 Parana 州 Termas de Jurema 旅遊園區78，及 2006 年到巴

                                                       
76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16,p.360 
77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16,p.357                          
78 Termas de Jurema，位於巴西 Parana 州，距離東方市 320 公里，為著名之度假休閒旅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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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Santa Catarina 州 Termas de Piratuba 休閒渡假勝地79，共三次每次四天三夜之

畢業旅遊活動為背景資料。葡萄牙文 Termas 的意思為「溫泉」，所以這兩個渡假

聖地完全以水質乾淨的溫泉為號召。其實兩者的溫泉都是以溫水游泳池及三溫暖

作為訴求重點。從旅遊資訊中可以看出，這些園區雖結合住宿、戶外活動、健身

於一身，但主要以水上活動作為號召，可見名稱冠以 Termas 用意。 

    Jahir Rodríguez Rodríguez(2010)認為：「休閒活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自主、自

我形成和愉快的體驗。」從三次的畢業旅行中，許多華裔青少年確實能從活動中

體驗到這些經驗。 

二、 跨國旅遊與生活教育 

    巴拉圭中山僑校學生之畢業旅遊活動，具有以下幾項意義： 

(一) 凝聚學生、家長、學校三方之向心力 

Peter A.Witt,Linda L.Caldwell(1999)對學生課外活動提出看法：「課後活動能 

夠提高學生的能力。許多課後活動項目需要家長以合理程度的參與才能實現。同

家長合作，採用相似的行為管理策略，對於融合項目組織者和非項目組織者的期

望效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80中山僑校在這一點做得很成功。每一次畢業

旅行等大型戶外活動，事先一定和家長開會，家長也都能掌握所有的行程，一切

的食住交通通訊都順暢無阻，完全在事先預料的狀況下進行。學生、家長、學校

三方的密切配合，使每次活動都能有滿意的結果。 

(二) 調劑身心學習生活教育 

 所謂：「娛樂和休閒環境勝於青少年其他大多數環境，它為青少年提供了機 

會。在其中，他們可以積極投入發展能力、技藝、決策，發表意見、實驗身分及

性別角色、與他人交往、貢獻社會、培養主動性等。」81「學習掌控自己休閒活

動的青少年，比較不會產生較難適應社會和不健康的行為。」82由於多年級的參

                                                       
79 Termas de Piratuba，位於巴西 Santa Catarina 州，距離東方市 370 公里，為巴西著名之度假休

閒城市。                                                                                      
80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14,p.313 
81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22,p.494 
82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 9,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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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同年齡層的互動尊重，提供良好的生活教育。團體生活的紀律、團體遊戲

的技巧，增進了青少年適應社會環境與貢獻自己能力的學習機會。對於將來與他

人的相處，產生良好的先備效應。 

(三) 體驗多國文化擴張國際視野 

 由於巴拉圭華裔青少年自小生活在西班牙語環境中，經由跨國旅遊活動接觸 

語言文化近似的葡萄牙語鄰國，除了少數會西葡雙語者外，都是另一新穎的語言

學習與擴展。誠如《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書中所言：「在各種文化

中，語言和交流的方式，是表達和稱頌自己獨一無二的重要途徑。」83雖僅是短

暫的旅遊，但藉由語言與生活環境的體驗，使青少年更了解自己，更容易表達自

己的感情意念，也擴張了廣大的國際視野，認識了另一種國度的文化。 

三、跨國旅遊活動之省思與展望 

    Finnan, Schnepel and Anderson, Ghaith (2003)的研究指出：學校氛圍要能讓學

生感到安全，受到照顧，獲得適當的支持，所提供的教學設備要充裕，能符合教

學與學生需求。學生對學校所安排的各類課程、課外活動、生活輔導感到滿意，

且樂於學習。 

Peterson and Skiba (2001)的研究認為：學校氛圍定義為教師及學生經由一段

時間互動，對學校環境所獲得的正面及負面感受。而學校氛圍會直接或間接影響

學生大部分的學習成果。 

    從周碧薇與陳旭 (2008)在〈淺析學校歸屬感的研究〉中指出：在心理學上，

歸屬感（feeling of belongingness）是指個體將自己歸屬於某一團體，並對其產生

親切、自豪的情緒體驗，被認為是人類的基本需要之一。當人們體驗到歸屬感時，

則會感到快樂健康；相反，歸屬感沒有得到滿足則會產生憂鬱，悲傷，消極的情

緒體驗，甚至出現自殺行為。 

    研究者從不同角度對學校歸屬感(school belonging)下了定義：Goodenow 和

Grady 認為學校歸屬感即為在學校社會環境中，學生感到自己被尊重，支持與接

納的程度；而 De Vos 和 Dijkstra 的定義則指出學校歸屬感是學生感覺到自己是

                                                       
83 Peter A. Witt and Linda L. Caldwell,Recre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Chap 16, 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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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或學校中重要的一員、被他人接受、被他人認為有價值及與他人成為一個整

體的一種情感。有一種觀點認為，學校歸屬感是一個多緯度結構（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多數研究者根據自己研究的內容確定學校歸屬感的緯度結構，其中同

伴關係、師生關係、學校活動是三個主要的緯度結構。 

蕭妙仙(2010)將師生關係、學校氛圍及學校歸屬感，三者之間的關係整理歸

納出如下的計算公式：師生關係＝.601x 學校氛圍＋.384x 學校歸屬感84。從這樣

的關係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師生關係在兩者的互動及對學習環境的感受，佔了

五分之三的比重，而學生在校內被支持、接納與尊重的感受約佔師生關係的五分

之二。可見師生關係建構在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學習環境的良窳，大於學習者感受

他人(包含教師、行政人員、同學等學校相關成員)對自己的認同程度。生活教育

涵蓋範圍廣泛，以海外僑生而言，西方的休閒活動已成為學校生活教育的一部

份，對學生的影響自然極為重大。 

休閒教育不只及於兒童及青少年，對成年人也一樣重要。雖然休閒活動已日

漸形成一股力量，但還不是教育最重要部分之一，唯有形成一種制度，教育的目

標才能實現。其實這類的活動對於學生、家長、學校三方面都極其重要，尤其對

於成年的教育者，如父母、師長、活動引導者，因為藉由活動的產生，形成很多

值得探討的問題。 

    譬如歷次畢業旅行，回程不斷地沿途聯繫各家長，於停車處準時接回自己的

孩子。但家長到來時間參差不齊，師長及活動責任者身心俱疲之餘，還要枯等家

長來臨同時注意學生安全。要等到最後一個學生接走才能鬆一口氣，拖著疲憊身

子回家。但是幾乎見不到一位家長對師長及活動帶領者致謝的舉動。 

    有次因整團用餐關係稍微晚到，家長心急如焚但接走了孩子也忘記了勞累的

活動帶領者的辛苦。這是極負面的示範，也是學生事後反應的項目之一。成年人

感恩心、同理心的顯現與否，不但會影響成長中的青少年，也會造成社會風氣的

興敗。 

    學校是青少年成長階段中，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團體。從學校活動中不僅

獲得知識的傳授，也學習了人際關係與生活的樂趣。學生所以失去學習的樂趣，

                                                       
84 蕭妙仙：〈國民中學學校氛圍、學校歸屬感與師生關係之研究〉，2010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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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忽略了與其他人共同遊戲的策略。尊重、善待他人與樂在其中，是同樣重

要的事。學校的活動大多缺乏創造性，所以無法讓學生形成思想方面及工作上的

享受，而跨國旅遊活動卻可以彌補這方面的不足。     

    此外，從僑校的生活教育中另可以發現南美僑生廣大的國際接觸面，包含語

言、文化、民族性，尤其是語言環境。南美洲除了巴西為葡萄牙語，蘇利南為荷

蘭語及蓋亞那、福克蘭群島、南喬治亞島、南桑威奇群島為英語外，其他國家地

區都是使用西班牙語。巴拉圭華裔子弟所處的地理區域與巴西、阿根廷、智利三

大國較為接近，自然以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加上英語為日常使用外語。在這樣的

環境中所交織產生的文理教育情況，將在下章節中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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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多語環境中的文理教育 

本文於以上各章節所討論的都是巴拉圭僑校架構與一般性教育情形，因為時

代不斷變遷實質教育情況可能隨時會做若干改變，尤其文理教育素質還需要進行

多方面的更正與調整。但是依照目前巴拉圭的僑校教育，已經能夠保持原來僑校

的教學精神，所以本章將以僑校文理教育的性質及個案探究進行討論。為了研究

華裔子弟實際生活與學習困境，以不同家庭四個個案分析個別學習與生活情況，

並對中巴學校對僑生的影響進行探討。後續部分將對華語文、數學、多種語言等

三類主題進行討論，除了瞭解目前學習狀況外，並整理規劃提升學習素質措施，

以研究改進之道。 

 

第一節    僑校文理教育性質之探究 

    學校教育因為具有正式、集中、計畫、統一、強制的特性，又有明確的教育

目標與內容，自然成為任何政府最有意圖也最容易掌握的社會化機構。學校課程

的控制，也被當作是維持合理化政治力量與意識形態的主要工具85。 
    學校不但是政府容易掌握的社會結構，其實也是維持社會成長，國力提升，

文明進步，文化發達的原動力。證諸今日海內外各地，可知任何先進的國家必有

進步的學校教育。 

    要了解歷年來台灣教科書編排中，有那些具體內容可以作為教學主題，也是

重要學習內涵，可以從蘇琇敏研究心得86瞭解：「觀察 1954 年至 2004 年間，統編

本國小國語教科書中的國家意識論述主軸內容，可看到在政治符號、愛國主義、

民族文化、領土疆域、政治價值、政治領袖、政府人員、國家建設等八大主題中，

民族文化主題始終維持一定比率，且在 1987 年政治解嚴後，國家意識之愛國主

義、政治符號等主題下降趨勢中逆勢上升，顯示『加強民族精神教育，宏揚中華

                                                       
85 陳碩琳，〈目標導向、學習滿意度與學習關係跡象之研究-以國立空中大學高雄指導中心為

例〉，2003 年。 
86 蘇琇敏，〈國小國語教科書中的儒家思想與和平教育之啟示〉，《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39 期，2012 年 5 月 1 日，(蘇琇敏為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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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始終是國小國語教科書重要之內涵。」可見統編本教科書中早就將民

族文化列入國家意識主軸中。海外華裔子弟的國家認同與中華文化關係密切，而

中華文化又與華語文教學息息相關。 

    觀之目前台灣，為因應國家競爭力的日漸衰退，政府不顧任何贊成或反對聲

浪，明訂十二年國民教育，100 年啟動 103 年全面實施的具體目標。並揭櫫有教

無類、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路以及優質銜接等五大理念。如果真能達到

這些目標，那麼 101 年 9 月升國一的學子可謂是第一批受益者。不但如此，從民

國 103 年開始，所有九年級學生都須參加會考，會考的目的是確保學生學習品

質，但不是基測的延續。教育部計畫將學生的成績分為三級：精熟、基礎和待加

強。為能趕上其他學生程度，將對待加強者進行補救教學。 

    教育部次長陳益興曾對外表示，會考成績將不會是升學的唯一依據，所有學

生都會在國一、國二時先進行診斷性測驗，成績不理想者會給予補救教學，並搭

配適性輔導升學措施。教育學者認為教育部針對國中學生的「適性輔導」，以及

建置「補救教學」方案，可說是 12 年國民教育能夠順利運行的必要條件。其具

體構想是經由「適性輔導」等活動設計，使學生能夠清楚高中職各科教學內容，

以及畢業後對應就業資訊，這樣才能讓學生獲得真正適合自己興趣與能力的高中

職申請入學。最後才透過補救教學，結合高中職師資資源，針對學生選讀的學科，

進行專門技術或能力的加強。 

    反觀南美洲華裔子弟，不但沒有 12 年國民教育，升學途徑也不完整。學校

這樣的社會化機構，對於求知慾強烈的僑生及愛子心切的家長，不但心有不逮也

是力有不足。於是家庭教育、補習教育乃應運而生，這是無可置疑的。證諸 12

年國教五大理念，如果僑校、教師、家長觀念正確，那麼有教無類、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也許可以達成，但是多元進路以及優質銜接，礙於諸多內外在因素及主

客觀環境影響恐怕並非易事。 

    長久以來，華裔子弟的華語文教育著重於華語文和數學兩科，這是因應學生

學習時間和學業負擔的考量，也是僑教先進基於長時間經驗累積所做出的決定，

當然也受到各地區僑社的尊重而實施有年。事實上，人文常識的缺乏確已造成華

語文教學事倍功半的後果，這樣就更顯示出華語文教材的重要性及其與數學在生

活實用面的實質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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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教師總希望能夠培養學生在面對學習上的困難與挑戰時能表現出不凡

的毅力以達成既定的目標，於是就有了所謂目標取向理論的產生。目標取向理論

又稱為成就目標理論，是基於社會認知的觀點來解釋人們在成就情境中的行為、

認知及情緒。被區分為精熟目標、趨近表現及逃避表現三分式目標取向。 

    精熟取向者，被認為是「據有精熟目標取向的學生，渴望學習把成功和失敗

定義為一個人的努力，而非一個人的智力。」這樣的學生為了獲得較高的學習成

果，了解更深層的知識而不斷的努力以改善自我的不足。表現趨近取向者認為「失

敗被界定為一個人的智力，而非一個人的努力。因此個人較關注在與同儕之間的

能力比較。」這樣的學生重點在表現自我的能力以獲得同儕的尊重，但是並不注

重自我的努力以提升落後的學識能力。而表現逃避取向者，「表現逃避目標強調

害怕受到他人低能力的評價，以避免被當成沒有能力者。」因此規避表現目標的

學生會逃避用心學習，希望不勞而獲。他們對學習沒有熱情與動力，只是應付了

事87。僑校學生基於生活環境與自我個性的不同，這樣的三種目標取向都有存在

的現象，不過異國環境的特殊性，使得自我挑戰成為求取生存必備的條件。巴拉

圭環境安詳，社會安定，學費廉宜，以台灣家庭而言，子女教育成為父母畢生奮

鬥的支柱。為了使子女達成更高的學習成果，父母規劃子女尋求補習、出國深造、

學習一技之長各種考量。藉由多語環境優勢，許多人自幼即由父母協助進行生涯

規劃，挑選適合自己能力與興趣發展的語言屬性，地域與經濟條件，而進行高深

的學問追求。因此趨近取向與逃避取向者人數較少，懂得精熟取向者居多。 

    當然不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學習投入和目標取向亦有不同的關係。例如小學

和中學的學生，行為投入及情緒投入和精熟取向具有正相關。教育工作人員應多

加注意此學習階段學生之參與和內心情況，讓學生較能傾向於精熟取向88。 

    對於僑校教師而言，充實一般學科領域、相關科目教學方法、班級經營等知

識外，並深層自我學習與教材準備，理解教學方案，這是教師的職責。而海外教

育更須因應特殊環境的需求，如同班學生年齡、程度、語言的分歧，教材的缺乏，

教學資訊的不足等，都比台灣教師的教學過程與備課方式明顯不同。 
                                                       
87 陳碩琳，〈目標導向、學習滿意度與學習關係跡象之研究-以國立空中大學高雄指導中心為

例〉，2003 年。 
88 謝秉弘，〈學習投入與目標取向之後設分析研究〉，《教育研究月刊 234 期》2013 年 10 月，頁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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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海外僑校教師心態外，移民家庭華裔子弟在異國環境中如何學習，其中

學習面向的異同及對學習心理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在下節以巴拉圭移民家庭四個

個案，進行分析討論。 

 

第二節    從個案分析看中巴學校教育 

    本研究訪談兩個生活背景不同家庭，由不同環境下的成長因素，分析學校教

育產生的學習成果。為顧及研究倫理，所有訪談者均以英文字母代號為之。甲家

庭由父母攜帶兩個女兒進入東方市，為華商負責邊界貿易商品管控及進出帳務工

作。雖全家已在巴拉圭共生活 8 年，因間工作因素曾於 2008 年回台，2010 年又

舉家赴巴，兩次進出巴拉圭與台灣。大女兒 C 因不符合僑生保送回台升學資格，

於 2011 年回台參加指考升入私立大學就讀。 

    乙家庭於 1995 年同樣由父母與兩個女兒一起移民巴拉圭，大女兒 R 在台灣             

念完小學即進入巴拉圭就學。二女兒 A 剛從幼稚園大班畢業即進入巴拉圭小學

就讀。小女兒 J 於 1997 年在巴拉圭亞松森出生，是全家唯一具雙重國籍身分成

員。該家庭於 2008 年回台定居，R 與 A 因具僑生身分保送進入國立大學就讀，J

回台後就讀國小四年級並直升國中，並以末代基測生身分考入公立高中就讀。 

    本研究以 C、R、A、J 四個個案於巴拉圭與台灣兩地就學情形，透過深入訪

談及資料整理進行探究與分析。 

                          表七  個案背景資料分析 

名稱  居住地  年齡  學習狀況  居巴時間 回台就學身分 

個案 C 東方市 20 淡江西語系二年級 8 年 以本地生身分考大學

個案 R 亞松森 31 台大新聞所二年級休

學中 

7 年 以僑生身分升學 

個案 A 亞松森 24 回台念政大一學期後

又回巴國唸哥倫比亞

大學二年級 

18 年 以僑生身分升學 

個案 J 亞松森 16 景美女中一年級 10 年 以本地生身分考高中

                                                                                                                                  *2013.12.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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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與生活 

    個案 C： 

    雖然在異國生活，對於在地主流學校課業頗為注重，都能用心學習。父母心            

態仍以台灣教育理念為重，西方語文及學校教育僅是建立未來生活優勢所需，並 

非學習重點。本性寧靜遵守團體規範，教師交代課業及學校活動都能遵照完成。 

    我覺得父母賺錢很辛苦，我只是學生應該把學業學好。不論巴 

    拉圭學校或僑校，只要是學校的課業我都很注重。尤其在僑校 

    只有學到中文與數學，我擔心回台灣會跟不上。至於巴拉圭學 

    校的功課都非常簡單，我都能應付，只要把西班牙文學好就好 

    。在巴拉圭很喜歡講中文，回到台灣反倒喜歡跟朋友講西文。 

    在僑校老師的心目中 C 是個乖寶寶，從來不用老師擔心任何課業問題，中文

與數學通常都名列全矛。但是因為在巴拉圭就學期間是從小一到國一、高二到高

三，台灣是國二到高一。這樣的學習階段，很難在數理方面有極佳的進展，所以

不以僑生身分且沒有保送資格的情況下回台考大學，也只能選自己擅長的西班牙

文。目前念西語系大二，如魚得水成績斐然。 

    個案 R： 

    於台北市太平國小畢業即隨父母移民巴拉圭。初到時西班牙文完全不懂，個

性內向文靜，面對陌生的國度與語言，心理著實畏懼恐慌。學校環境充斥活躍吵

雜的西方同學及完全不同教學方式的西方老師。不善交友，語言不通也沒有異國

朋友，功課問題無人可以詢問，父母只能給予簡單協助。 

    我很害怕聽不懂老師所講的一切，同學又不理我。剛開始這一 

    兩年我不知道自己是怎麼過的。但是既然來了我只有靠比同學 

    多幾倍的讀書時間來彌補語言的不足。至於與巴拉圭同學的相 

    處真的很難。還是喜歡遇到自己的同胞，講起中文及瞭起台灣 

    的生活比巴拉圭有趣多了。 

經過漫長的國高中階段，R 才漸漸適應不同文化的學習與生活。無法想像的

是，R 雖曾經經歷初次第二語言學習的痛苦，成長後回台升學的選擇卻促成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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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語言英語的學習。大學外文系畢業後，經歷西班牙大學留學代辦公司、中國

大陸品管、澳洲打工等的異鄉工作經驗，更形成華裔子弟國際化甚至再次移民的

契機。R 離開澳洲後又回台念新聞研究所，但因經濟因素碩二暫時休學，考入海

外航空公司體驗空姐生涯。這是工作目的也是拓展國際化的難得經驗。對於華裔

子弟，異國他鄉的生活已經處之泰然，語言的學用已然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移民家庭子女的文化認同，在學校教育階段可以清楚的描繪與感受。尤其異

文化的衝擊造成濃厚的原鄉情節，要脫離這樣的過程至少要經歷十幾年從少年到

青少年乃至青年的成長階段。或許最後的演變也是多語文化認同的成果，整體而

言對全球化的國際契機也是益多於弊。從 R 的經歷可以略見一斑。 

個案 A： 

從幼稚園畢業後就隨父母移民巴拉圭，所有的學習過程包含華語文與自然科

學，幾乎都在巴拉圭完成。進入巴國主流天主教學校接受西班牙文教育一路得心

應手，自小學到高中成績非常優秀。由於活潑好動與姊姊個性完全不同，與巴拉

圭同學人際關係良好，也能接受東西方不同文化。語言能力很強，華語與西班牙

語構成雙母語，台語也非常流利。巴拉圭商業技術高中畢業後，回台接受大學教

育就讀會計系一學期，因不能適應學校深奧數學課程與教學環境，放棄僑生保送

機會回巴拉圭就讀當地大學。 

    我可以接受巴拉圭同學的學習與生活方式，但是不能適應他們 

    的習性，譬如喜歡隨意拿取別人物品。不過他們率直活潑開朗 

    的個性我很喜歡。若是以學校教育來說，還是以僑校教學較有 

    效率，中文與數學都教得很好。 

從 6 歲進入異國環境經過 18 年的生活與教育，已經融入當地的生活習慣與

學習方式。對於僑校的東方學術風氣與教學習慣也能渾然融為一體，雙文化的形

成與融合，成為日後人格發展的重要因素。 

個案 J： 

在巴拉圭亞松森出生，自然具備雙重國籍身分。面對父母及眾多台灣阿姨、

叔叔們及同年齡或異齡台灣小朋友在生活上的互動與照顧，加上小一至小五連續

性的中正學校課程，華語文及數學的學習不成問題，可以與台灣同年齡同學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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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齊頭並進。由於巴拉圭不重視英文教育，也無中國歷史、地理、公民等台灣

社會科基礎課程，回台念小四下雖然沒有國數壓力，卻有社會科全然陌生的困境。 

    我不知道高雄在哪裡，我以為在台北北方，所以我的台灣地理 

    第一次考 37 分，第二次考 43 分。還好爸爸一直鼓勵及教導， 

    才漸漸把分數拉起來。我最不能習慣的是台灣很吵很亂，人很 

    多到處都很擠，跑跳動作大一點都會撞到人。但是台灣吃的、 

    玩的、學的東西太豐富了我很喜歡。不過念國中後，我開始懷 

    念起巴拉圭的生活及朋友，因為台灣太緊張壓力太大，我好想 

    回去巴拉圭。 

現在的 J 雖然已經完全適應台灣生活環境，但是在雙國籍的宿命中她可以同

時認同兩個截然不同屬性的文化與歸屬地。當受到巴拉圭民族性與官僚風氣所形

成的貪婪、牛步作風觸動，使她在厭惡巴拉圭社會環境生態之餘，說自己是台灣

人。反之，當台灣忙不完的課業，喘不過氣的緊張壓力，使她在幾近崩潰邊緣，

也會拋棄母國認同，反而欣賞起巴拉圭凡事慢半拍及毫無課業壓力的悠遊環境。

這種情況在她進入台灣高中後表現更為尖銳明顯。這樣的機會主義，潛伏在她嫉

惡如仇的天性中更顯得突出。 

二、就學情形     

    以個案 R 為例，就海外華裔子女的華語文程度而言，剛進入巴拉圭的 R 是

一枝獨秀的，但是西班牙文卻完全不行只有靠補習。為了跟上學校課程，在國一

到國二間找了三位老師補習。兩位是巴拉圭學校老師，一位是華裔學生。剛開始

在亞松森中正學校西文部，從國一到國二學習學制內西班牙文課程。後轉學至公

立 Colegio Nacional de Enseñanza Diversipicada San Martín 念至國三，接著轉至私

立的 Colegio Tecnico Santísimo Redentor 將國三至高三的課程在該校念完。 

    就學期間所經歷的辛酸有三大事項：1.剛進入西班牙語系的正規學校，第一

學年的西文成績只得二分，以五分制的學制來說不得不留級一年重念。2.公立的

Colegio Nacional de Enseñanza Diversipicada San Martín 教務處將 R 的國二成績單

弄丟，該校在 1997 年完全沒有電腦入檔作業不知學業分數，學校竟要求 R 重念

一年國二，在荒唐無法溝通情況下只好重念。成績及格後轉學至正常行政作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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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天主教學校 Colegio Santísimo Redentor 就讀。3.高三畢業 R 要申請回台升大

學，在報名前發現畢業證書上 R 的英文姓名錯植一個字母，由於沒有電腦更正，

只得急送件至巴拉圭教育部重新印製畢業證書。期間教育部作業怠忽費時，經學

校老師及家長親自至教育部抗議才解決問題，差點錯過僑生報名入學時間。 

    兩種不同體系與理念的教育環境，造就華裔子弟在學習過程的諸多挫折與困

擾。雖是邦交國，但於教育環境、教學心態懸殊情況下，諸多教學困境其實也很

難獲得適當的處理。以上述第二、三事件為例，R 的父母雖也曾考慮求助中華民

國駐巴拉圭大使館，但考量物證及時效問題，還是透過巴國友人及 R 的高中行政

人員協助處理較為單純迅速。後雖解決第三事例中畢業證書姓名更正問題，但面

對巴國公務機構馬虎與牛步辦事通病，卻也以幾近激烈反應方式，驚動巴國教育

部長出面才獲得迅速處理。海外華裔子弟面對的諸多問題，不是僅靠語言溝通就

能解決，所考慮的文化差異、民族天性，其難度勝於國內環境多矣。 

三、中巴學校課程與教學 

    巴拉圭許多學生在國三時，就開始考慮選擇將來要就讀哪類高中，而就讀哪

類高中，跟高中畢業立即就業，或繼續深造進入大學研讀有關。巴拉圭的高中分

為普通中學與技術中學(Colegio Tecnico，類似台灣的高職 )。若想就讀會計、電

子、企管、護理等科系，就會選擇念技術中學，否則還是念普通中學。因為技術

中學與升學或就業關係深厚，且名額有限，所以許多學校會舉辦入學考試。這一

點跟早期台灣就讀高中意願大於高職的風氣大異其趣。 

    以 R 所念的巴拉圭亞松森私立天主教學校 Colegio Santísimo Redentor 為例，

因為是商業技術學校，所以分為商業科及普通科兩種程。從高一到高三每一學年

兩學期，各有 16 到 18 科不同課程。共同學科名稱如下：文學、英文、數學、自

然、社會五科，這些課程每學年都有算是主科。此外心理學、哲學、生物、化學

是副科，各念兩年。若是念商業科，另加：會計學、財務會計、商業書信、商業

應用法規、會計實務等三年課程，另外還有兩年企業管理。有趣的是宗教文化每

年都有，當然體育也是。算起來這是巴拉圭首都有名的天主教完全中小學，可以

做為課程規劃代表。 

    巴拉圭公私立小學上課時間分為三段式教學：上午七點到十二點為上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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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下午一點到六點是下午課程，另有夜間課程。正常的學習方式是唸上午課程，

下午及夜間課程通常是設計給特殊家庭或學生，因為工作或是其他需要不得不為

之。我華裔子弟幾乎都是上上午課程。 

    巴國學生交作業或報告，經常是用手直接書寫、繪畫或剪貼報紙資料。老師

上課努力寫黑板，學生努力抄寫，幾乎不用課本。因為每本課本都買，會形成弱

勢家庭極大經濟負擔，所以老師上課幾乎都是以聽寫方式為之，也就是老師說，

學生一邊聽一邊寫。課本內容由老師整理出重點，自編教材講解，也不印講義以

節省成本。考試前幾天老師會講解十幾個重點，幾乎要考的都說清楚了，然後要

求學生盡量背。若背的成分增加，就可以考得好分數。 

四、第三文化的影響 

    以上述四個個案為例，本身已漸漸適應另一文化的學習過程，並在不同文化

環境中學習成長，且能夠將不同於自己親代原有文化的他文化融入生活中，也會

與周遭環境建立關係，更不受任一文化的全部制約。1960 年代社會學家 Ruth Hill 

Useem，在印度與她的三個孩子生活的時候，注意到第三文化的形成，也開始使

用「第三文化」的名詞，且成為相關國際學者研究的項目。 

    生活於多樣文化環境的孩子，其文化背景是由家長的第一文化或不同文化，

和他成長過程的第二文化所融合而成的第三文化。像這樣將一個以上不同文化的

特質及思想融入自己原有文化中，並長時間受其影響的兒童被稱之為「第三文化

孩子」。隨著國際間交流的性質，統計出第三文化小孩出於下列幾種家庭職業：

傳教（17%）、從商（16%）、政府機關（23%）、軍事人員（30%）及其他（14%）
89。以職業類別區分，公職人員占絕對多數。 

   「第三文化孩子」是數目迅速增加的一群學生，他們待在國外的時間比母國

的時間多。這些孩子通常在各種文化下獨立成長，對家並沒有特殊感覺。也許第

三文化孩子的成長背景讓人有點困惑，但他們是被認為最適合生存於迅速全球化

社會的一群。第三文化的孩子即使到了國外生活也會覺得輕鬆平常，他們認為自

                                                       
89 About: Third culture kid,http://dbpedia.org/page/Third_culture_kid, An Entity of Type : 
Cognition100023271, from Named Graph : http://dbpedia.org, within Data Space : dbpedia.org 



82 
 

己就是全球公民90。  

    上述所言「對家並沒有特殊感覺」是不切實際的。其實這樣背景下成長的孩

子對自己的國家、社會、家庭是否依存，與民族性、成長背景、個人家庭因素關

係密切。本文四個個案所呈現的族群與家庭認同、溝通、聯繫與親屬關係，證明

了對「家」的感覺依然完整密切。 

    通常具備第三文化者比較認同其他同背景的人，不論國籍甚至於同國籍但非

第三文化的人。所以較易形成下述特徵:具備多語表達能力、接受他人文化思想、

長期有懷念原鄉的感覺，以及希望與遠方朋友保持聯繫的慾望等。C、R、A、J

都具備中英西三種語言能力，也能吸收英語系、西班牙語系及母語系統的不同文

化觀念，對於原鄉懷有濃厚情感，只要經濟條件許可或需求，也不排除多次雙向

回流可能。當然回流移民所受的反向文化衝擊，也需要時間去適應，不過對於已

國際化的第三文化者並非難事。藉由網路資訊功能，朋友聯繫已不成障礙，且具

有保持長久持恆聯絡的特性。所以從本文所列舉的四個案例，其真實情況更能顯

示出第三文化者的特性。 

    第三文化孩子是全球化的，具備國際觀及多元文化的特性。雖然較為獨立與

敏感，但也經常模糊了自己的身分認同。以 J 為例，雙重國籍的身分及自出生起

就成長在異於母國的環境下，到底應該歸屬於何地，成了 J 心中揮之不去的困惑。

即使從多本護照中也難以辨別屬地，反而認同哪個國家地區，竟成為辨識身分唯

一的憑藉，其他地區反落入次文化的思維模式中。隨著成長環境的變遷，成人理

解方式的不同，世界公民也會是另一個自我認同的身分。     

 

第三節    艱困中求進的華語文教學 

    巴拉圭是台灣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國，也是以西班牙語為主要官方語言的國

家。而首都亞松森市(Asunción) 華人族群，幾全為我台灣移民天下。邊界城市如

靠近巴西的東方市 (Ciudad del este) 及貝多方市 (Pedro John Caballero) ，除有少

                                                       
90 轉譯自："Identities Blur for 'Third-Culture Kids,'" ,Ed. Week , 
http://www.edweek.org/ew/ewstory.cfm?slug=34tck.h20,2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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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中國大陸移民經商外，也幾乎為台灣商人進駐。由於亞松森市及東方市兩座邊

城皆有台灣移民辛苦建立僑校，所以整個巴拉圭的華語文教育，都以僑校的華文

課程為依歸。而這些僑校的華語文教育，多以台灣的教材及教學模式為標的。以

亞松森中正學校及東方市中山僑校為例，完全以台灣康軒版、翰林版或南一版的

國文教科書為教材，並以台灣的學制、課程標準、行事曆規劃為教學準則，儼然

為台灣中小學進駐海外之翻版。本節將從語言與文字、文化關係，探究在巴拉圭

異國環境下的華語文教學及其成效。 

一、語言與文字文化的關係 

    多數語言都有它的符號系統，符號系統是個媒介，用以傳遞意義。口頭語言

裡的符號系統是語音、語法，書面語言裡的符號系統是字形、句法、章法。意義

才是語言的核心，語言是創造意義的過程，是人類發明語言、使用語言的本衷91。

那麼經由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人類就可以與世界溝通，傳達文化的意涵。               

人類認識世界有兩種基本方式：一是語言，二是文字。全世界的人類都發展

出藉由語言來溝通的模式，而人類用聲音來反映這個世界就是語言；人類用書寫

符號來反映世界，就是文字。中國人和歐洲人自古代以來，就認識到語言和文字

是兩個不同的東西，因此，西方人和中國人都不約而同地使用語言、言語、語音

這些概念來表示聲音這種人類反映世界的形式，再用書寫符號、文字或圖形符號

這些相區別的概念來表示文字這種人類反映世界的另一形式。 

古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認為：「語言是心境的符號，文字是語言的符號。」

後來被譽為西方語言學之父的瑞士哲學家索緒爾認為，文字唯一存在理由是記錄

語言的符號。可是中國人的看法不一樣，文字學家揚雄指出：「言，心聲也；書，

心畫也。」也就是說，語言是表示思想的聲音，書寫出來的文字是表達思想的圖

形。中國的哲學思想並不認為文字是記錄語言的符號，而認為語言用聲音直接反

映世界，文字則用圖形92。綜和聲音與圖形的表徵，語言就是表達人類思想的工

具，也藉由文字而使語言的溝通能長久保存。 

                                                       
91 李連珠：《全語言教育》，心理出版社，2006 年 5 月 16 日，頁 53。                   
92〈史海鉤沉：文字記錄語言嗎？〉，《新華網》，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9-04/20/content_11221711.htm 
200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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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古以來的典章文獻文學作品，那一部不是精練的文字述說。最早的詩

歌總集《詩經》，相傳完成於西周時期，早就有精闢的語言文字音聲流傳於民間。

這樣早期的民間歌謠，世界文明無出其右。所以從黃瑞田(2008)的研究指出，各

個民族的文字都是記錄本民族語言的符號。為了莊重和簡潔，一般記錄的都是高

雅、精練的語句，隨着記錄着許多高雅精練語句的文章之傳播，這時文字又可以

反過來影響語言。通過語言與文字之間不斷的相互影響，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字

就會不斷優化；反之，如果某個民族，任慿低級庸俗和言無倫次的語言泛濫，並

記錄於文字中，那麽，這個民族必將走向没落。對中華文化來說，這樣的見解真

是精闢。  

    文化是依賴符號產生並且保存，尤其是發音清晰的語言。英國科學家貝爾納

在《歷史上的科學》中闡述：「語言是現今仍然存活的古代遺物。」因此從語言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了解文化的層次，可以看出文化發展的軌跡，也可以探尋語

言在文化傳播交流中的作用；從文化的角度來看，也可以了解文化對語言系統、

語言觀念、語言發生、語言發展、語言接觸和融合，以及文字和準語言的影響。

從語言不僅可以研究遠古的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甚至可以包含近代文化、

現代文化93。 

    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早期，命名機關學校或道路名稱時，為了紀念孫中山、

蔣中正兩位領袖人物，都會以中山、中正命名。於是幾乎台灣各縣市都可看到重

要衢道有了中正路、中山路的名稱，甚至連學校、公園、政府機關建築物也出現

了以中山、中正為名的現象。就以本文中所提到的亞松森中正學校、亞松森蔣介

石大道、東方市中山僑校等建築，可以證明海外華人的心態也是如此。這也是一

種語言、文字與政治、文化的表徵。 

    科技時代的興起，使得更現代化的語言也出現了，這類的新詞彙不只使用在

科技產業、新青年世代，也默默進入了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中，顯現出超現代主

義的特色。日常生活中我們所使用的新詞彙，絕大部分都與電腦資訊產品有關。

如：電腦病毒、軟體、硬體、網際網路、資訊高速公路、雲端、藍芽…等。二十

一世紀的科技文明，使得語言傳播從自然語言轉化為機器語言，語言的操作性遠

                                                       
93 黃瑞田：〈文化與語言相互研究的理論鉤沈 〉，《南師語文學報》，2007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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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可感性與能指性94。語言的文化傳播威力，也從滲透轉變為灌注。巴拉圭民

族性是包容與接納的，種族的多樣性淡化了各種文化的強弱態勢，也形成了華語

文教學與東方文化對異文化的浸入與融合。 

二、華語文教學探究 

    民國 97 年教育部「國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修訂」通過了「國語文」等

五領域的研修草案，將國語文能力指標中的「中國文字」改為「漢字」，「國語文」、

「中文」改為「華語文」，「鄉土語言」改稱「本土語言」。後教育部於 99 學年度

再次修訂將「華語」改稱「國語」95。海外華語文教學與國內的國語、國文教學

或許有教材、教法、課程、環境的不同，且由於教學地點在海外，海外華人習慣

稱呼中文、國文、國語為華語文。其實教學歸教學，也無需有太多其他想法。 

    王熙元(2001)認為，完整的國文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從

事語言訓練，第二個層面是進行文學欣賞，第三個層面是實施文化陶冶。語文訓

練是國文教學的基礎，文學欣賞是國文教學的中心，而文化陶冶則是國文教學的

終極目標。語文訓練在求青少年接受語文教育之後，能熟練地運用本國的語言文

字，以清楚而有效地表達個人的思想情意。語文訓練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對本國

語文閱讀、講說及寫作的能力。而文學欣賞在使我們的下一代，對本國古今文學

作品，能由教師透過文字表面，深入作品內涵，做美感的、藝術性的鑑賞指引，

而達到陶冶性靈、啟發思想的目的。 

    第一層面的語言訓練，是三個層面的基礎。王熙元解釋語言訓練，認為是「屬

於零星片斷的詞語解說，通常課文講解在解說題意、介紹作者、注釋詞句、說明

分段大意及全文要旨等過程之後，當作內容與形式的探究，也就是做精讀的指

導，包括章法結構的分析、寫作技巧的評論、主題思想的闡發等。」若是加上作

                                                       
94 出自黃瑞田對文化與語言關係的解說。而能指和所指是語言學上的一對概念，能指意為語言

文字的聲音、形象。所指則是語言的意義本身。按照語言學家或者哲學家們的劃分，人們試圖

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叫能指，而語言實際傳達出來的東西叫所指。2007 年。 
95 教育部 99 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決議：為求課程名稱與指標內文用字之一致，

以及國內國民習以「國語」稱呼國內共通語，僅於對外籍人士、國外機構等說明時，才採用「華

語」之原則，爰再修訂國語文課程綱要之部分文字如下表：「中國文字、漢字」統一改稱「國字」；

「中國語文、中文、華語文」統一改稱「國語文」；「華語」改稱「國語」；「古今中外及鄉土（台

灣）文學」改稱「國內外具代表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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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練習，那麼「語言訓練」成為「語文訓練」，對於青少年語文教育的發展將更

有助益。 

    至於文學欣賞，王熙元研究的論點認為「文學欣賞是介於語文訓練與文化陶

冶之間的一座橋梁，也是整個國文教學活動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它是就文章做

全面的探討，涉及修辭學、美學及文學批評等學術的範疇。修辭學兼跨語言訓練

與文學欣賞兩個層面，等於這兩個層面的橋樑。它一方面求語文精粹有效，屬於

語文訓練的性質；一方面也求美與動人的效果，又漸進於文學欣賞的領域96。」 

    從這三個層面可以看出國文教學的目標所在。語文教學涵蓋語言訓練、文化

傳承與文化教育，語文教學活動應包含這三大目標，尤其在海外的華語文教學活

動更要兼顧文化層面的訴求。巴拉圭華語文教育更可以藉由語文訓練進入文學欣

賞，再擴展為文化陶冶。但是要進入文學欣賞，必須要有精密的語文訓練方可達

成，而台灣學生各類型考試中常考的文意測驗項目，經常成為學生國文測驗的難

項。其中的因由以語文能力的不足，扼殺了文學欣賞與解意的空間為其原因之

一。海外華語文教育同樣也會發生這樣的現象，也是亟待改進之處。 

    文化的涵義廣泛，由文學欣賞再向前推進，便進入文化陶冶的層面。所謂文

化陶冶，包括民族德行與民族精神的體認，並求躬自實踐與弘揚，以陶鑄個人健

全的人格、繼承民族文化的道統為鵠的；它涵蓋了生活教育、思想教育與人格教

育。由於文化陶冶為精神教育的層面，也是最高最重要的華語文教學目標97，所

以海外華語文教學更應重視文化的傳承與尊重，學習與融入多元文化的境界，擴

張文化陶冶的範疇。 

    台灣教育部規定，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國文」，同時具有語文教育、文

學教育與文化教育等性質，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1. 藉由範文研習、課外閱讀與寫作練習，以增進本國語文聽、說、讀、寫

之能力。 

    2. 藉由各類文學作品之欣賞、思考與創作，以開拓生活視野，關懷生命意

義，培養優美情操，提升表達能力。 

    3. 藉由文化經典之研讀，與當代環境對話，以理解文明社會之基本價值，

                                                       
96 王熙元，《關懷國文》，2001 年 7 月，頁 68，73。 
97 王熙元，《關懷國文》，2001 年 7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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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元精神，啟發文化反思能力98。 

    巴拉圭華裔子弟的華語文及歷史知識，很多是從電視古裝歷史劇習得。海外

移民生活中要了解傳統中華文化，很多跨世代移民長期以來所依賴的就是聲光媒

體的接觸，其中以古裝電視劇的效果最為顯著。以巴拉圭為例經常觀看的歷史劇

有：康熙王朝、鐵齒鋼牙紀曉嵐、夢斷紫禁城、三國演義、孔子傳、雍正王朝、

天下糧倉、還珠格格、李衛當官、聊齋誌異等。這些電視劇包含諸多朝代，其中

以清朝數量最多也最受歡迎。觀看歷史劇的對象不只華裔子弟，幾乎闔家欣賞的

情形居多。娛樂成分之餘，家長與子女無所不包的互動討論內容，形成在海外環

境中學習我文化精髓的橋樑。從古裝戲劇的瞭解可以藉機豐富我傳統文化，也學

會了今古的語言、文字、藝術與文學。     

    要了解中學生的國文程度，考試自是傳統最直接的方式。以中正學校九十三

學年度上學期國二國文段考題目為例。考試範圍為「張釋之執法、運動家的風度、

麥帥為子祈禱文、酸橘子」共四課，考試時間為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8 日星期六，

考試內容計：二十五題註釋，二十個注音、三十個造詞、一題翻譯、五題問答，

分量不可謂不重。考試時間為兩節課，考完就可以交卷。 

    這一班共計十一名學生，是當時該校國中生人數居中的一班。因為程度較為

整齊，較具代表性，故以之作為國中生學習指標。這四課中除了＜張釋之執法＞

為文言文外，其他都是白話文。但是文白翻譯：「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

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該班學生卻寫得非常好。

用字流暢通順，譯文正確無誤的約占三分之二。五題問答均涉及思考性的回答。 

        第一題： 

         在張釋之執法這一課中，張釋之對法的解釋是什麼？從他的話 

         中，如何了解在目前的民主時代仍然需要這種法治精神？ 

       第二題： 

         為什麼古希臘人認為「健全的心靈，寓於健全的身體」？請加 

         以說明並舉例。 

       第三題： 

                                                       
98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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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說明要怎樣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成功與失敗，才是一個有風 

         度的人。 

       第四題： 

         為什麼麥克阿瑟將軍不要引導他的兒子走上安逸舒適的道路， 

         而要讓他遭受困難與挑戰的磨鍊和策勵？請提出你的看法。 

       第五題： 

        『酸橘子』一文中作者有沒有反對青少年結交一般異性朋友的 

         意思？如果談戀愛，應該具備那些條件？你認為呢？ 

    這些題目對於中正學校國中生來說並不困難，以中等程度的學生而言，通常

在解釋部分可以寫出百分之八十的正確性，程度好的幾乎可以全對。有時候以程

度來區隔似乎又顯得不足，或許還需以用功程度來衡量，不過這很難從分數看出

端倪。或許基於東西文化的交流與異民族個性之衝擊，海外僑生在問題的處理，

思慮與回覆，較國內學生深入又更具多樣化。注音及造詞屬於字詞的了解，通常

都難不倒國中生，而文言翻白話就可看出些許語言的功力。對於張釋之執法這一

課來說，文言文並不太深。海外學生對於文白翻譯，通常較為不足，可是巴拉圭

僑校學生在這方面表現相當優異，與台灣同年級國中生無異。 

    可惜巴拉圭僑生對於修辭學似乎非常頭疼，他們不但無意了解作者是如何達

到語文精粹的效果，也不想從修辭學的角度去剖解作者之篇章段落結構、寫作表

達方式、剪裁布局手法及統整聯繫呼應技巧等，以達到欣賞文辭之美及文學藝術

效果的目的。至於文學批評，對他們來說更是遙不可及的艱澀深奧理論。所以如

高中國文課本常見的曹丕〈典論論文〉這樣的評論著作，對他們而言是避之唯恐

不及的。 

    海外華語文教師為了使華裔學生更能了解字義，除了應用在地國語言協助學

生外，隱喻與轉喻的使用也是常用的方法。通常以隱喻的方式來表達一個較為抽

象的概念，而用轉喻來解釋字義的延伸作用。這樣的方式較為容易也較為簡單。

一個字也許有幾個不同的詞性，可以同時有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等詞性，

而每一種詞性各有其使用方式與意義。如果引用譬喻的概念加以說明就更容易明

白，也減少許多教學上的困擾與不便。華語文的多字同音、一字多義現象，使得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習得的海外學生增添許多困擾。更不用說聲調與量詞使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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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但是如：虎頭蛇尾、牛頭馬面、狗頭軍師等這類成語含有豐富的隱喻意義，

生動鮮明99。這些概念的靈活運用在教學方法上有極大的助益，有許多僑校教師

懂得借境比喻，以詞造句，串句成段，連段成文；產生提升華語文教學效率的良

好效果。 

    此外海外華語文教師還要能跟得上時代的脈動，隨時掌握最新的新語、新

詞、外來語等資訊的使用，以免與現今社會習慣脫節。譬如：素人、爆肝、敗犬、

小確幸…等新詞彙的使用。新語詞如果運用得當，在華語教學上將產生極佳的妙

用，使教學活動更加生動有趣，更貼切實際生活需求。尤其是外來語詞更能代表

他文化的精義，從而產生與母文化交流的脈動。如能藉此落實文化學習與國際理

解的基本理念，將使海外華語文教學更臻國際化的境界。不過是否適宜經常在課

堂教授，或運用是否得當也要慎重考量，以免落入粗俗鄙陋、錯亂語文原始風貌

的不良後果。 

三、電子媒體與華語文學習 

    海外華語文教學，不論教師與學生，都面臨資料查詢的困境。為了使華語文

教學更能得心應手，政府與民間紛紛研究設置華語文教學網站。其服務對象極

廣，包含：海外華語文教師、學生，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習得外籍人士，對華語文

教學有興趣之研究者等。 

    自 2010 年 12 月起，僑務委員會與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合作，共同建置實

體的「臺灣書院」，並編製「數位臺灣書院」之「華語文學習網」網頁，除服務

既有的學習對象外，進一步提供更多外籍人士現代化語言學習介面及內容，讓華

語文學習途徑更加多元、學習過程更具樂趣。 

    從數位臺灣書院華語文學習網資料顯示，目前已發展整合的資源包括： 

   1.自 2007 年起設置「全球華文網」網站，提供電子叢書、精選教案、教學資

源之線上閱覽及下載服務。 

   2.建置專屬「線上同步教學平台」，正式從「線上非同步」邁入「線上同步」

                                                       

99 廖豔平，〈英漢人體詞「head（頭）」的隱喻研究〉，《語言應用研究》，2007 年，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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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3.積極培養海外華語文數位教學師資，激盪全球各地教師教學創意。 

   4.編製「僑教雙週刊」（Biweekly）電子期刊，長期提供即時且多元豐富之華

語文及文化輔助教材100。 

    數位台灣書院包含文化探索、華語文學習、漢學研究等領域，並為了強化現

地學習功能，僑委會除了線上的華語文教學服務之外，於全球各地設置了 60 處

「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示範點或教學點，結合當地僑校或與具推廣華語文教育

能力之文教團體共同經營，以正體字為主要教學內容，提供世界各地之華語學習

者一個最佳的、實質的現地學習環境101。 

    此外，中央研究院經由數位典藏計畫的豐碩成果，整合原有語料庫及延伸資

源提供「一詞泛讀」的學習工具與「詞頻統計」的教學資源，設立兼具教學與研

究功能的網站，使世界華語文教師及學生都能進入使用的「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

學資源中心」。 

    從該網站資料指出，其最主要的功能分為兩個部分：「語言學習區」與「語

言教學資源區」。「語言教學資源區」方便教師搜尋教學所需的素材，內容包括「現

代漢語平衡語料庫」、「近代漢語標記語料庫」與「上古漢語語料庫」等詞頻統計，

「語言學習區」提供學生線上中、英文「一詞泛讀」的學習工具。  

    以語料庫為例，該資源中心已建構「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上古漢語語料

庫」、「近代漢語語料庫」、「中文句法結構樹語料庫」、「中英雙語詞網」以及與元

智大學合作建置「搜文解字」、「文國尋寶記」、「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荔

鏡姻，河洛源：閩南語第一名著《荔鏡記》多媒體教學」等網站。 

    語言學習區則包含「中文一詞泛讀」與「英文一詞泛讀」的簡介、使用說明

及查詢介面。中文一詞泛讀區分「由簡到繁」及「隨機提取」兩種選擇。內容適

合具備國小二年級以上華文程度的使用者，呈現結果除了包含字詞解釋、詞類標

記及詞頻之外，還提供經常搭配出現的詞彙，並且讓學習者經由閱讀大量的句

子，從中快速體會並自然而然地學習到詞的用法，進而提升讀寫能力。如同「中

                                                       
100 本文參考資料來自於「全球華文網」網站：www.huayuworld.org。 
101 台灣書院，華語文學習，網站：http://taiwanacademy.tw/ch/language/language3.jsp。 



91 
 

文一詞泛讀」，「英文一詞泛讀」提供大量的例句，讓使用者從閱讀當中熟悉詞語

的用法，同時加強閱讀寫作及文法的能力。 

    該計畫足以為華語文教學理論及方法建立新的指標。所建立的教學理論、豐

富多元的語料與客觀的統計數據、一詞泛讀的學習功能，與傳統由教師自由心證

所編製的教材相較，無疑的是具有更客觀理據基礎的教學網站。因此，可以更客

觀的設計出不同等級的華語文能力測驗試題，提高華語文能力測驗的鑑別度。因

此無論就所提供的教學與自學功能，或未來可以據以建立的華語文能力測驗，對

漢語教學及漢語水平考試，都具有更前瞻的規劃與優勢102。該計劃到目前為止集

中在開發一詞泛讀和詞頻統計的功能，大致上已按計畫目標把上古漢語、近代漢

語及現代漢語彙整成教學資源。 

    從「華語文學習網」與「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兩網站的設置，

對於海外華語文教育，如巴拉圭僑校師生的華語文教學資源，可以有無遠弗屆的

實質幫助。此為現代科技透過電子媒體直接跨入華語文學習領域的成功範例。對

於世界各地的僑校師生而言，善用網路功能，充實華語文學習教材與搜尋資源，

以目前超過四千萬人使用華語文學習網的成果來看，其重要性自不待言。當然數

位學習在實際應用方面尤其是互動與臨場感，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冀望未來有

更多學者專家投入研究。 

四、華語文學習成效分析 

    語文能力是一切學科的基礎，在多元學習與多元文化的概念下，孩子從小最

應重視的便是語文能力，尤其是母語能力。海外華裔子弟加強學習華語文以充實

母語及以母語學習的各學科的發展，是僑教的當務之急。 

    以國際學習華語熱潮而論，世界各國人士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紛

紛投入學習華語及中華文化熱潮。以2006年為例，學習華語人數已超過3,000萬，

大約有100個國家超過2,500所大學教授華語課程。從1990年代中期起，華語即超

越日語，成為最多人學習的東方語言，且學習人數不斷增加中。以美國為例，全

美學習華語的學生已超過22萬人，說華語的人數僅次於西班牙文，是第二個使用

                                                       
102 本文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全球華語文數位教與學資源中心」，網站：

http://elearning.ling.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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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廣的外語，超過了德語和法語。2006年1月初美國布希總統呼籲加強「關鍵外

語」（critical foreign languages）教育，其中華語也列為關鍵外語之一。希望藉由

加強推廣關鍵外語之教學，以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及提升全球競爭力。 

    中華民國僑委會為促進華裔學生華語文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歷年來在華裔

青年活動方面，舉辦了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及觀摩團活動，每年約有3,000

位華裔青年來台研習華語文與進行參訪103。 

    至於我巴拉圭華裔子弟對於華語文學習，到底持怎樣的心態與學習效果如

何，本文以問卷方式討論其學習情形。經由三十六份「華裔學生個別問卷」實際

回函有效數三十二份中，從第二部份「有關華語文學習」項次整理下列十二項回

答內容製作成分析表。本表後附「文字敘述欄」不列入其中。問卷學生包含中正

學校、中山僑校在學及已畢業學生，東方市其他文理補習班學生及分散各城市完

全以家庭教育方式學習華語文的學生，以下為問卷學生背景分析表。 

 

                                    表八      華語文學習問卷學生背景分析 

年齡百分比  居留時間  學習華語時間 

12～15 歲 46.63% 5 年內 12.24% 5 年內 11.27% 

16～20 歲 37.24% 5〜10 年 23.15% 5〜10 年 24.43% 

21～25 歲 9.88% 10〜20 年 46.73% 10〜20 年 61.24% 

其餘年齡 6.25% 20 年以上 17.88% 20 年以上 3.06% 

 

    為清楚了解巴拉圭華裔子弟華語文學習情形，設計問卷調查表中提出十五項

問題，其中「我很喜歡也很認真寫華文功課及一般華文書信」、「我會聽會說還不

夠還要學讀寫」兩項，與圖二第四、第六項語意重複，故不列入圖二調查表中。

其次「我認為我的華語文程度約在某級」，另外製圖列入圖三的分析。故問卷調

查表總計共有十二項問題列表如下： 

  
                                                       
103 張良民，〈全球華語學習熱潮與僑教發展〉，《研習資訊》第23卷第2期，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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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華語文學習情形問卷調查表 

 

    從內容分析中可以瞭解華裔子弟很願意繼續學習更高深的華語。或許受全球

中國熱的影響，從而認識高深華語文的重要性。此外從問卷調查表中最後附加的

「文字敘述欄」中，由問卷者的敘述發現華語文成就較高者，學習更高層華語的

意願比低成就者要高的現象。至於參加華語文考試，約一半的學生有意願。本調

查表完成於 2012 年 5 月，以歷年來參加人數不斷增加情形估計，2012 年 10 月

在巴拉圭地區舉行第五度華語文能力測驗之後，報考意願將會更加踴躍。 

    雖然在多語環境下成長，但是華裔子弟仍然熱衷於華語文學習。從「在乎華

語文成績、聽說讀寫都要學、在海外一定要把母語學好、看懂簡單華文還不夠、

會說英語西語還是要努力學華語、不一定回台灣才可以學好華語」等強烈認同意

願傾向現象，可以看出華語文在巴拉圭華裔子弟心目中的重要性。 

    喜歡聽華語歌、看華語電視節目、華文報紙小說雜誌，可以體會出學華語文

的興趣、來源、方式，並因之導出的結果。而中國歷史知識的學習來源，一半是

由華語古裝劇所形成。古裝劇劇本的精鍊詞句與詩詞成語的連綴運用，可以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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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可以感受華語文優美詞藻，這是在海外地區對中華語言文化學習的最

直接方式。若是各類精美製作的華語文電視節目，能源源不斷大量透過數位媒體

及網路傳送到海外地區，不失為推廣語言文化與教學的利器。 

     

                                                  圖三    自我華語文程度 

 

    在調查表中「有關華語文學習」第十五項，由訪談學生對於自己的華語文程

度作簡單分級。因受研究限制無法進行評鑑分析，僅以學生自我判斷做為參考。

發現以初級及中級為受訪學生程度指標，高級及基礎級趨近於零，至於中高級亦

較少。可見自我認為華語文程度普通，仍需強化練習的學生占多數。提升華語文

素質的教材取向，應以初中級為目標以趨近於高級程度。 

    除了知識性的學習外，華語文教學也代表著傳統文化的薰陶與修養。受國外

環境及普世現實功利主義浪潮，血氣方剛的華裔青少年不受其影響者幾希。在品

德與倫理教育方面，利己主義造成華裔子弟的功利觀。如中山僑校 2005～2007

年母親節海報製作比賽，許多學生都是以搶獎金為目的，搶到第一名拿到獎金

後，作品也不拿回去給母親了。還有，學生問老師，不孝順會怎樣？會不會被關？

老師回答如果犯行不惡劣，不一定會被關，可是良心一定會不安。學生回答那就

不用太孝順了。東西方孝道的觀念，如「大孝尊親，其次不辱，其下能養。」以

尊親為貴，以物養為下，其實差距頗大。此外，高中生讀過文天祥正氣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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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必要成仁取義。既然國家都滅亡了為什麼還不投降？不知道享受人生。像這

樣忠孝節義觀念蕩然的情形，也是一種隱憂。 

    由於任教巴國僑校凡十二年，深深體會跨國交流對華裔子弟帶來之衝擊，頗

值得學者專家深思。尤其負遷移方面，以個人經驗認為應多加強僑生傳統中華文

化教育課程以為因應。如早期國內文化基本教材或四書教材，至少論語要學習。

此外中華歷史也是重要課程，了解歷史才能更了解我中華文化與朝代興替之關

係。若能文史倫理兼備，學生的文化氣質與涵養，較一般國內受過良好文化薰陶

的學生就更為接近了。語文教育帶來文化內涵外，數學教育更可為學生豐富邏輯

思考與建構生活智能，兩者都是青少年教育不可或缺科目。為此下節將討論巴拉

圭數學教育與台灣同步發展情形，並強化教學效能以因應理科教育發展，文理教

育兩者兼備為學校教育重要目標。 

 

第四節    同步與強化的數學教育 

    不論在台灣或巴拉圭，許多學生都面臨同樣的問題：我為什麼要學數學？學

生們也常認為：我在生活中又不要使用到高深的數學，即使是簡單的代數、幾何

定理，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都用不到，那我為什麼要學？蕭文強(1999)提出學生學

習數學的三種功能： 1.很多學科都需要用到數學當作工具。2.可以藉由數學練習

推理及思考能力。3.從數學的學習中可以更深入了解數學並得到許多啟發。這是

學數學的功能，但是數學的重要性不只如此。 

    數學要透過量化才有答案，以精確的數字去計算才是量化。數學的量化是絕

對性的但不是很感性的判斷成果，因為日常生活中並非全然存在精密的量化。有

些事物是可以量化的，如溫度重量體積長度，但是數學可以計算出今天溫度攝氏

32 度，甚至更精密的氣象學的計算與掌握氣候的資訊，卻不能解釋今天感覺起

來很熱或涼爽。就如同我們可以用二次方程式的計算方式算出物體在拋物線的軌

跡以及落下的位置，但是不能解釋落下時打到某人頭部後他的情緒反應。數學可

以描述、預測、計算許多事物以建立科學理論的架構，但是人的情緒反應、思考

模式、道德修養卻不是數學能夠分析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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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類文明中，數學一直是一種主要的文化力量。它為大部分哲學思想提供

了內在的特性及研究方法，也為人類和宇宙的關係提出最合理的解答。它已經成

為人類思想與方法實踐的重要來源。當然它也默默滲入到建築、音樂、美術、文

學及宗教的領域中。而人們漠視了它文化的成分，成為了一種技巧的訓練，扭曲

了它既有的形象。雖然它一直影響著人類的文明、生活、思想與行動，但是在學

校的教科書裡它只是一種不起眼技巧性的運算程式而已。從人類以各種方式記數

算數起，數學的使用至少有一萬多年，為什麼要學它，就如同為什麼要學其他任

一學科的道理是一樣的。學數學是為了能更完備地了解人類文明的發展歷程，為

了能更充分地享用數學的某些特有功能，為了能更有效地在實際生活中應用數學

知識。 

    為了要達成學校的既定教學目標，巴拉圭僑校的數學教育引用台灣的教科

書，依循台灣的教學進度，參考台灣出版的自修內容做為作業與練習，使用台灣

的各種學期考試方式，可說是承襲台灣一直以來的傳統做法。僑校並非台灣本土

型態學校，自有其不同的教學方式與成果，本節將討論僑校數學教育的內涵。 

一、僑校數學教學與家庭補習 

    依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對於語文與數學定義如下：「語文」

與「數學」應培養學生基本能力與興趣，作為支持其終身學習的基礎104。而在數

學學習方面，「普通高級中學數學科課程綱要」規定：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數

學」課程欲達成的目標如下。 

    1. 培養學生具備以數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2. 培養學生具備實際生活應用和學習相關學科所需的數學知能。  

    3. 培養學生欣賞數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精神和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數學知識及數學能力在高度文明化的世界中，已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裡應具

備的基本能力。台灣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教學總體目標為： 

    1. 培養學生的演算能力、抽象能力、推論能力及溝通能力。 

                                                       
104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第二項科目與學分數：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科目 
   及學分數表 說明三〉，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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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習應用問題的解題方法。 

    3. 奠定下一階段的數學基礎。 

    4. 培養欣賞數學的態度及能力。 

    其中國民小學階段的目標為： 

    1. 在第一階段(一至三年級)能掌握數、量、形的概念。 

    2. 在第二階段(四至五年級)能熟練非負整數的四則與混合計算，培養流暢的

數字感。 

    3. 在小學畢業前，能熟練小數與分數的四則計算；能利用常用數量關係，

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能認識簡單幾何形體的幾何性質、並理解其面積與體積公

式；能報讀簡單統計圖形並理解其概念。 

    根據學生的學習方式與思考型態兩項特徵，將數學領域九年國民教育區分為

四個階段：階段一為一至三年級，階段二為四至五年級，階段三為六至七年級，

階段四為八至九年級。另將數學內容分為「數與量」、「幾何」、「代數」、「統計與

機率」、「連結」等五大主題。「連結」分為內部的連結與外部的連結，而前述四

個主題的能力與連結的能力是互相配合培養。 

    海外僑生數學教育自然不能超脫目前台灣的課程與目標，而巴拉圭僑校一向

以台灣南一、康軒或翰林版本為依歸，課程內容教材設計與台灣同年級學生不分

軒輊。此為僑生回國升學一大利基，也是銜接海內外自然科學教育的基礎。 

    在數學教育方面，李仲岳(2010)研究中提出下列主張：內部的連結是強調解

題能力的培養；外部的連結則強調生活及其他領域中數學問題的察覺、轉化、解

題、溝通、評析諸能力的培養。具備這些能力，一方面增進學生的數學素養，使

其能適切的應用數學提升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也能加強其數學的思維，幫助個人

在生涯中求取進一步的發展。 

    Romber Kaput(1999)的研究，認為傳統的學校數學課堂，教學行為多半是老

師教導觀念，然後使用公式解題，最後要求學生記憶公式並練習題目。並認為學

校老師的教學行為應多教導學生如何使用數學，把數學當成很好用的問題解決工

具，並且把容易困惑的地方利用圖像解釋並具體化。中正與中山兩間僑校的數學

教學，也是以這樣的模式進行。只不過中正學校每週只有四小時數學，中山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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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卻有六小時數學，顯然在教學時數上中山略勝一籌。兩間僑校的數學教師並

不因時數的多寡而影響教學，教師都能掌握每學期教學進度，且與台灣同學期數

學教學進度同步，也使用各自指定出版社所提供的數學題庫作為教學與考試的資

源。家長對於如此邊遠地區的數學教育成果大都感到滿意，也對使用教材、課程

進度、教學品質充滿信心。 

    李遠哲(2004)在其教改省思一文中指出：「補習似乎變成了我們深層文化的一

部份，就好像有些人服用中藥一樣，有病治病無病強身。這不僅是個實際需要的

問題，也是個心理的問題、觀念的問題。」這種現象不但根深蒂固，而且無遠弗

屆。在巴拉圭只要家長察覺自己的孩子數學、國文、英文…比其他同學落後，一

樣考慮家庭補習教育。尤其是數學補習現象比其他學科更多，因為這些家長自己

本身或台灣親友與社會現象，不斷傳達數學補習的重要。雖在海外主流學校，華

裔子弟的數學程度通常都名列前茅，遠非當地同學可比。即使如此，但家長心態

還是認為「不補習就跟不上、數學不可比其他同學差」的概念，依然不受距離與

環境的影響。 

二、僑生的數學學習概念—以代數及函數為例 

    國中階段的學生正進入形式運思期，而數學領域各單元間有其連貫性，所以

前置單元的學習影響後續學習的效果極為深遠。數學教師宜考量學生的學習動

機、學習態度、思考風格、學習策略、焦慮感…等，以協助解決數學學習困境。 

    學習數與形的規律及過程是學習數學的目的。規律是規則與定律，是嚴格的

無例外的。數與形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是無所不在的，數學的無用論可以轉變

為有用論。追尋數與形的呈現，數學才是真正有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牽

涉到數字的語彙。例如：計量、時間、空間、順序等。語言裡的數學：成千上萬、

入木三分、十全十美、千方百計…。屬性、成員、部分集合、個數等都是集合論

觀點下的產物。同類的事物以以變數 x 做標記加以類化；隨著事物 x 的變化，事

物某種特定的性質 f(x)也隨之變化。如何類化？如何由 f(x) 之特定值確定 x？這

都屬於代數的範疇。代數中的 x 起碼有三種用法：抽象而一般的用法及一般數，

具體(有情境)而一般的用法及類化數，具體而已定的用法即未知數。類化思惟是

極重要的，把類似的事物或狀況，經由某些類化數的引入組成一個系統。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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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些特殊的關係，加以類化成一般的關係。這樣對事物的背景將看得更清楚甚

至做更好的選擇105。日常生活及科學的運算，許多是以代數的變數作為類化的基

礎而計算出來的。未知數的概念可以讓孩子學習從生活中習得與運用，並透過學

校課程的練習而更加深入。 

    學生從國小階段進入國中數學領域，要面對的一個重要概念，就是從數字運

算進入符號與數字並用的階段。此時學生面對著代數的課程，等於是引入且開始

使用文字符號，以說明算術運算中的數學概念。這樣的轉變可以奠定將來學習更

高深數學而預做準備。在代數解題中，有些學生能熟練解出計算題，但是進入文

字解題領域時，卻常在文字敘述轉換成算數的計算過程中，出現了列式上學習的

困難。僑生在學習代數時常犯的盲點或錯誤有：等量公理的理解不完整，導致移

項法則的觀念模糊、文字敘述當作變數的概念或轉換列式產生困難、不了解文字

符號在題目中的意義，如當成一般化數字或變數、不知如何處理已知及未知條件

之間的關係、不會用消去法解聯立方程式…等。更不用說，還存在著語言認知上

的挫折與困難，使得題意因為文字理解深度不足，而產生不解與誤解的現象。這

些基本概念與解題困境如果一直不能解除，在將來代數與函數圖形轉換過程中更

容易形成學習阻礙。 

    國中生在學習函數的過程中，對於函數概念的理解是否能清楚區分函數與線

型函數的概念？在代數與幾何圖形表徵間能否成功地轉換？在學習函數之前有

許多相關及先備的知識需要學習。 

    函數的構成來就非單一概念所形成，其中包含如變數、定義域、值域等許多

相關概念結合而成。因為不能清楚明白函數基本概念，也無法在簡單例子中分辨

出是否為函數。也有許多學生將函數被定義為一對一或一對多關係時，很難去分

別其性質是屬於哪一種而產生困擾。在學習函數的困擾方面，包括有：理解函數

圖形的問題、理解合成函數、代數式以圖形來表示或圖形以代數形式表示、定義

域與值域之間的關係、函數並非都是線型…等的迷思。以上困境形成函數學習上

的困難，尤其在巴拉圭僑生中屬於低數學能力學生更是如此。 

    陳惠媚(2010)研究指出，有許多事物與函數是密不可分的，然而國中學生對

                                                       

105 曹亮吉，《從生活學數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200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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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函數的感覺是陌生且抽象的。在孩子的函數概念中，線型函數是第一個出現

的。在線型函數課程內容的安排上，函數的概念以問題切入，然後給予文字定義

的方式來進行介紹：「對於任意給定的一個值都恰有一個值與它對應。」進而將

此函數基礎與先前的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經驗連結形成一次函數，緊接著又介紹常

數函數，並將一次函數與常數函數結合成為線型函數的主體。 

    以生活實例解釋函數為例：電鍋煮飯本身就是一種函數關係，米是變數 x，

經過電鍋函數 f之作用，產生了飯 f(x)的成果。從米經由電鍋煮成熟飯，不可

能經由電鍋煮成麵條(飯是唯一的產物)，可以解釋函數只能是一對一或多對一，

不可以是一對多的原因。以這種生活實例作為引證的解析方式，對數學概念較為

單純或低成就僑生來說更容易理解。      

    再者以題目設計來說，脫離了生活層面，學習只是認知的工具，若工具能在

現實的環境中使用得當，亦不失其應有的效益，也就是說仍有其認知的功能。若

非如此，難免成為獲取分數的手段。如線型函數題目： 

         家庭自來水水費，基本度數為 25 度，若超過 25 度每度以 6 元 

         計算水費，則每月水費 y 元為用水量 x 度的函數。 

         1. 試寫出其關係式。 

         2. 若某戶人家本月用水量為 20 度，須繳水費若干元？若為 30 

            度須繳水費若干元？ 

    這樣的題目簡單明瞭，學生計算起來就像為自己家庭計算水費一樣，既清楚

又實際，也容易理解線型函數的意義。一旦學習與生活結合，認知成為優勢的報

酬，學習目標也就順利達成。教師出題如能清楚其解題效益，亦可增進學習效果。

海外生活環境與國內迥異，題目設計若能一併考慮地域性、文化性特徵，融入現

實生活題材，必能強化學習功效。 

三、解題能力與學習成果 

    巴拉圭僑校引用台灣精熟練習的數學教育，使數學程度直逼台灣。而台灣學

童數學程度好的原因為何？師大數學系教授洪萬生指出，台灣學童的數學能力

好，是在一成不變的計算能力，而非思考解題能力。可謂精熟練習應是數學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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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重要因素。 

    西方數學教學態度本就迥異，史蒂芬生(1991)研究中認為，中美兩國學生在

智力的發展類似，但台灣學童數學成就高於美國主要原因是台灣學生在校上課時

數及家庭作業兩者所花費時間比美國多，加上台灣數學老師以大班教學直接講解

數學觀念及演算過程，使數學學習更有效率。1995 年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來

台所做的數學教育專題，也提到大班教導、注重精熟演算的數學教學方式，是台

灣學童數學成績優異的原因之一。但這也是台灣小孩數學焦慮之源。 

    陳淑美(1998)研究認為，專家分析原因時，並不把各民族稟賦可能不同列為

考慮，而往往從社會學角度著眼研究。他們指出父母期望、環境狀況都是影響因

素。亞裔移民以少數民族立場立足異域，父母心理都很注重教育投資，對于女也

具較高期望，因此一般而言子女成績比同齡居住國同學要好。數學成績高低和民

族稟賦關係既然無以求證，當然也無深究必要。值得考慮的反而是數學教學時數

的異同，數學在各國各學科中的地位，以及數學能力的真正定義106。其實以巴拉

圭為例，台灣父母對於子女的教育成就，要求性一般都比巴拉圭父母高，數學上

課時數及作業，在其他學科的份量都比較重，這也是數學成績優異的原因。 

    數學解題歷程包含許多複雜的心智活動，包含解題者在解決問題時，從開始

到找出結果的心理運作的過程。包括：讀題、觀察、回憶、重組資料、畫圖、運

算、猜測、檢驗、修正、尋找規律…等活動。Polya(1945)將數學解題的歷程分成

四個階段：瞭解問題、擬訂計畫、執行計畫、回顧。在他所強調的解題策略教學

中，發現學生在學會許多解題策略後，常因缺乏根據問題情境的判斷力及解題過

程中調整和監控能力，而無法順利完成解題。經由 Polya 的數學解題歷程理論作

基礎，發展出各家解題歷程理論，如 Schoenfeld(1985)提出的解題歷程模式為：

1.讀題 2.分析與探索 3.計畫 4.執行 5.驗證。他將後設認知融入數學解題歷程中，

強調控制因素在解題歷程的重要性。 

    數學學習是一個連貫的過程，每一個學習之間環環相扣彼此相關。結合認知

心理學的概念，以了解學生於每一道數學試題的解題概念為何107。數學語言的建

                                                       
106 陳淑美，《台灣光華雜誌》，台北市：台灣光華雜誌，1998 年 7 月，頁 93。 
107 李仲岳，〈從數學基本學力測驗探討嘉南地區弱勢及偏遠地區學生之數學學力表現〉，2011
年 8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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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對於數學解題能力的提升助益極大。建立數學語言的條件，除了需具備清晰

的讀題能力外，還要能立刻內化為數學文字與符號的整合與題意的表達，而巴拉

圭僑生的華語文能力多數都能強化初步的讀題與理解。在數學的學習中，不解或

誤解題意現象與華語文能力的多寡息息相關。 

    筆者以張國樑(2004)在「國中生代數文字題之解題歷程分析研究」觀點，探

討高、中、低數學能力學生在代數文字題之解題歷程為理論基礎，藉以分析巴拉

圭中正、中山兩僑校國一至高二共五班學生的數學解題歷程。 

    若與台灣國高中學生數學能力相較，僑校學生數學能力明顯區分兩極，高低

能力佔多數，中等數學能力較少，此因強者自強弱者自弱。巴拉圭數學教育幾乎

全賴僑校與各自補習，與僑居國正統學校數學教育成果比較相差懸殊。有念僑校

或家庭補習者數學能力通常較優，屬於高數學能力者眾，中數學能力者寡。從未

就讀僑校及就讀僑校未補習者，若非天生異稟數學理解能力高強，一般都轉為低

數學能力學生。 

    在閱讀題目方面：學生在讀題階段不單只是讀出問題的文句敘述，以瞭解題

目的已知條件與未知數，廣義的讀題行為是在解題歷程中持續不斷的對題目每個

訊息審視、理解、回顧、解題策略的分析…等。於初始讀題階段，不分高、中、

低數學能力學生，在重讀題目的次數及讀題的專心度上幾乎不分軒輊，略有差別

是在華語文認知程度的深淺。海外華裔子弟對於數學題目閱讀速度快慢，及理解

力、專心度的高低，與華語文能力深淺有絕對及重要的關聯。 

    在解題行為方面：高數學能力者常會全部或局部重複讀題，尋求新的解題方

法。而低數學能力者藉著初次解題印象，直接進入運算過程，並未深入研究題目

真義，常錯誤解題。中數學能力者重複讀題次數多，容易忽略重要題旨或給予條

件，甚至粗心解題，解題失敗率介乎兩者之間。 

    在問題分析方面：高數學能力者常將題意譯成內在表徵，並統整轉化各類訊

息為簡易文字與符號語言，運用圖形作為分析與解題的輔助，以簡化繁雜閱讀過

程，增進理解能力，節省解題時間。中或低數學能力者，通常依循既定與慣用模

式，耗時耗力只求解題，忽略分析題意以達快又準的目的，錯誤率較高。 

    在解題計畫與執行方面：高數學能力者有較高的變通性，解題技巧純熟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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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用定理準確迅速，解題成功率及效率較高。低數學能力者常因修正能力不

足，稍遇解題障礙即耗費大量時間研究破解方法，盲點不易解除執行力薄弱成功

率低。中數學能力者游離兩者之間，視當時情況而定。 

    在驗證解答方面：雖然一般學生在對所使用的策略感到不確定，會對所解出

的答案疑慮時，會採取驗證解答的措施。但是除了少數高數學能力學生會用心驗

證解答外，大部分中低數學能力者會做少數或不做驗證，因為解答時間不夠不足

以驗證，或對驗證解答心存恐懼，唯恐發現錯誤時，時間不足或不會更正108。     

    從上分析亦可了解巴拉圭僑生沒有其他繁雜的學科及緊張的考試壓力，可以

輕鬆的思考，或許這是比台灣學生優勢的地方。當數學能力精練純熟後，漸漸趨

向自信心的建立與興趣的成長等過程。也因為這樣的因素，使得即使在僑校數學

成績最差的學生，到了當地學校也能成為數學小老師。 

    但是對於低數學能力者，台灣十二年國教免試入學方案強調，以補救教學作

為彌補，巴拉圭僑校尚無補救教學機制，目前解救辦法只有靠家庭補習一途。與

台灣升學環境相較，巴拉圭僑生除了學科較為單純，較無考試壓力外，華裔子弟

的家庭生活一般以戶外度假及回國探親作為生活調劑支柱，較少如台灣學生有競

爭性的學科活動、戶外教學、才藝技能專業課程及競賽等項目，可以更專注於文

理教育的學習。對於數學學習有興趣的中等以上數學能力者，這是一大誘因。 

    僑校數學題目都以中文出題，解題過程及解答描述也是以中文為之，所以華

語文程度的高低也關係著數學理解與表達能力的良窳。通常僑生具中等以上數學

能力者，其華語文能力亦較高。原因為較不會產生誤解題意語意、表述錯誤、忽

略條件、錯亂主謂關係等文字或符號誤解誤判現象。筆者以為：文字意涵可以通

達數學意念，而數學表述可以文字表意理解，兩者雖非因果關係，但互為表裡呈

現。 

    文理教育是一體兩面的，而理科學習也是互為關連，數學與物理化學的學習

有相輔相成的效果。譬如：國中理化課化學計量的莫耳數怎麼計算，一時無法做

成清楚的換算，原來是小學的單位量轉換觀念出了問題。物理光學中平面鏡的反

                                                       
108 許閑雲，〈解釋型寫作及偵錯型寫作對高職生解排列組合問題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

學系數學教育組，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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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現象，必須使用到數學的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比例相等的概念。所以三角函數沒

學好，物理的某些計算也會出狀況。雖然數學好不好並不代表物理化學好不好，

但自然科學應用到數學精密的計算卻是不容置疑。巴拉圭僑校只有數學教育沒有

物理化學課程，但是強化的數學基礎卻可輔助日後自然科學的學習。 

    海外華僑教育除文理學科外，也包含種多種語言的學習。巴拉圭因屬西班牙

語系邦交國，華語文與西班牙文為基本學習語文外，其他語言學習為生活所需也

是地利環境之便。以海外生活而言，各國語言學習實際上包含認知與情意表徵兩

因素，以認知而言可以藉由多國語言的學習，培養跨國發展條件以達到國際化目

的。以情意而言，可以豐富視野，增強自信心，廣納各國文化，兩者對海外青少

年都是一大利基。故探討多語環境下的學習概念與成果為下節主題。 

 

第五節    多語條件下的學習成果 

一、巴拉圭多語環境 

    旅巴華人大多從事小型國際貿易，經商之餘均極重視子女語言教育。由於日

常生活完全以國台語溝通，因此華裔子弟幾乎沒有聽、說華語問題。加以當地僑

校以國文、數學為上課科目，並開設高中國文課程多年，所以華語程度普遍良好。 

    至於英語學習環境，因為首都及邊界大城都有英美語學校或美國學校，華裔

子弟大都接受良好英語教育，英文程度比當地學生超前甚多。高中畢業後，許多

學生可以直接進入英美語系大學就讀。  

    即使當地官方語言西班牙語，華裔子弟同樣表現優秀；西語學校成績通常都

名列前茅。並因東方民族性及家庭根深蒂固重視學業觀念，絕大部分聽說讀寫能

力與當地學生無異，甚至更佳。  

    有些家庭注重子女語言能力與未來國際發展所需，除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外，

學習葡萄牙文、德文、日文、法文、義大利文等華裔子弟不在少數。旅巴華裔子

弟多語優勢已然形成，將來往國際發展，前途無可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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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巴拉圭華人大都聚集首都亞松森及兩巴邊界的東方市，此兩城市各有一

間僑校，亞松森中正學校及東方市中山僑校；本節所探討的多語學習經驗，就以

這兩間僑校的華裔子弟為主要對象。  

二、多種語言學習現況  

    巴拉圭原為印地安瓜拉尼族定居地，十六世紀西班牙人抵達巴拉圭後，將巴

拉圭建設成一個天主教國家。西元1811年巴拉圭脫離西班牙獨立，但瓜拉尼原住

民文化與西班牙文化，迄今仍同步發展。  

    巴拉圭國民義務教育自1999年起延長為九年。每學年分二學期，第一學期自

2月中旬至7月初，第二學期由7月底至12月。寒假為7月，暑假為12月、1月。編

制內的公立學校以西班牙語及瓜拉尼語授課。  

    私立學校除由當地有志教育民眾及天主教教會創立外，尚有數所國外政府或

民間興辦之國際型學校。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義大利、阿根廷、西班

牙…等學校。上述學校主要分佈於亞松森及東方市等重要城市。除西班牙語外，

以該校所教授的主流語言為重點外語課程。 

     一般而言，私立學校師資較佳，學費高昂；適合當地工商政界顯貴及外商、

台商子女就讀。除亞松森三所美國學校比照美制，第一學期自8月中旬至12月中，

第二學期自2月至6月外，其餘均如當地學制。美國學校以美語及西班牙語教學，

其他外國學校則以西班牙語配合各校主流語言教學。  

    至於僑校部分，首都亞松森僅有一間由政府與僑界合資興辦之中正學校，登

記為巴拉圭學制內學校。以語言教學狀況分析，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為正式巴拉圭

中小學，完全以西班牙文授課。星期六則為中文部，上四小時華語，四小時數學。

東方市中山僑校每星期上課五到六天，小學上五天，每天兩小時華語，兩小時數

學。中學上六天，星期六上兩小時華語或數學。同樣的有小一至高三，共分十二

年級。東方市另有其他私人獨資興辦之小型僑校或文理補習班數家，學生流動性

高，素質良莠不齊。  

    我華裔子弟，就家庭經濟、生活環境及學習興趣為考量因素，除極少數外分

別就讀各大城市私立學校，尤其外國學校更受青睞。其中環境較富裕者，大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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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美國學校就讀。華語為我母語，西班牙語為當地必修語言，加上外國學校以各

種主流語言教學，多語環境於焉形成。其中以華語、英語、西班牙語三種國際語

言，為母語及主要的目標語。  

三、西班牙語與雙重語言 

      西班牙語（Español）也稱卡斯蒂利亞語（Castellano），因為在西班牙北部的

卡斯蒂利亞方言發音，被認為是西班牙語的標準發音。在巴拉圭都是以後者稱

呼，而非西語。使用國家主要集中在拉丁美洲，全世界約有四億人使用。如果按

照第一語言使用者的次序排列，華語是第一位而西班牙語是第二大語言。如果以

語言總使用人數排名，僅次於英語與華語而名列世界第三。同時也是聯合國六大

官方語言之一。我旅居巴拉圭之華裔子弟，得天獨厚既有先天優渥的地理條件，

又有後天的僑校栽培，除少數自小就未就讀英語者外，大多數三種語言都能均衡

且持續成長，未來在國際交流與發展面向上其實是佔極大優勢的。 

    即使是英語系國家如美國，以西語爲母語的人非常多，它廣泛通行於紐約、

德克薩斯、新墨西哥、亞利桑那和加利福尼亞各州間。甚至在新墨西哥州，西語

和英語並列爲官方語言。此外在菲律賓、摩洛哥、赤道幾內亞、非洲西海岸也通

行西班牙語。西班牙文學家也是皇家語言學院院長 Victor Garciadela Concha 認

爲，西語是一種混合語言，具有與當地文化結合的自由，所以它的詞彙非常豐富，

遠勝於通行全球的英語。而且西班牙語在語音、詞彙、語法體系等方面繼承了拉

丁語的特點，這也是它的優點。 

    巴拉圭華裔子弟大都具有雙重語言現象(bilingualism)，雙重語言現是指在一

個言語社區，在日常生活的各種不同的場合，人們普遍使用兩種或兩種以上不同

的語言口頭表達或交流思想。雙重語言現象是就語言的使用能力而言的，即社會

成員個人有能力運用兩種或兩種以上的語言或方言，有這種能力的人稱為雙重語

言人(bilingual)。 

    雙重語言人的雙重語言能力會因人而異，可分為以下六種現象： 

    1. 能聽、讀，但不能說、寫第二語言。這種現象稱為「半雙重語言」。 

    2. 對第二語言具有聽、說、讀、寫四方面全面的能力。這種現象稱為「全

雙重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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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兩種語言具有相同的使用能力。這種現象稱為「雙重語言均衡」。對兩

種語言的使用能力不相同，則稱為「雙重語言不均衡」。 

    4. 對兩種語言同等熟練，其熟練程度與單語人相差無幾。這種現象稱為「雙

重語言同等」。 

    5. 在所有的場合都能同等熟練地使用雙重語言中的任一種語言，並且找不

出有另一種語言的痕跡。這種現象稱為「雙重語言純熟」。 

    6. 能使用標準語言和另一種相關方言，稱為「雙層語言現象」。 

    以我華裔子弟來說，具備「全雙重語言」能力且屬於「雙重語言均衡」者，

多為僑校中等以上成績之國高中學生。這些學生之中，有些可以達到「雙重語言

同等」程度，也有些屬於「雙重語言不均衡」情況。同樣的學習環境與學習時間，

並不會形成相同的學習成果。這是純粹的因人而異的現象。筆者任教的中正學校

與中山僑校學生，很多僑校華文成績優良，且當地主流學校的語文成績也優異的

學生，通常都是具備「全雙重語言」能力，也是屬於「雙重語言均衡」者。這類

的學生，以高中生的比例多於國中生，國小程度學生更次之。 

    雙重語言人所使用的兩種或多種語言，一般來說其中有一種是母語，除非他

本來就是一個「無母語人」。「無母語人」的主要語言能力既不是來自他的母語，

也不是來自他後來學會的第二語言，而是來自一種仲介的語言。「無母語人」通

常居住在通行他的第二語言的社會。 

    雙重語言現象是與華文教育、同鄉會館、中華民族傳統民俗、傳統廟宇、傳

統戲曲相輔相成的。而「雙重語言現象」得以長久維持的主要動力是對母語的「語

言忠誠」。語言忠誠並不是一種孤立存在的文化心理，語言和方言是民族或民系

認同的重要標誌。「語言忠誠」是民族或民系意識的一種表現。而「語言忠誠」

和「語言轉移」是一體兩面，語言忠誠度強的民族語言轉移慢，反之亦然。 

    巴拉圭的一代或二代華人，對於母語的語言忠誠度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到了

第三代、第四代，就會漸漸式微。而語言忠誠度的堅強，使得其民族語言的轉換

顯得異常薄弱。這也就是第一代華人，雖移居海外數十年也取得移居國的移民甚

至歸化身分，但是第二語言的使用能力還是非常匱乏的原因。在首都亞松森市或

邊界城市東方市的華人商店，經常可以看到華人老闆用語焉不詳的西班牙語，如

簡單的數字及溝通用語來與巴拉圭或巴西客戶交談。稍微深奧的詞句與纖細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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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語，就交給巴拉圭或巴西店員處理。 

    在邊界雙重語言制的環境下，雙重語言一般可以長久維持，因為分居邊界兩

邊的居民為了交際的需要，常常使用對方的語言或方言。在雜居雙重語言制的環

境中，如果兩種方言勢均力敵，並無優勢和劣勢之分，那麼雙重語言制也可以長

久維持。 

    居住在巴拉圭與巴西兩國邊界的巴拉圭城市東方市與貝多芳市的華人，基本

上為了維持商業行為、生活交際、就學就業所需，而必須同時學習西班牙語與葡

萄牙語的華人佔絕大多數。這兩種語言在兩巴邊界的兩城市間，同時使用的機率

極大。以巴拉圭的東方市或巴西的福斯市為例，居住兩市的華人無論經商、就學

或一般往來，經常都會同時使用到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或許在東方市就學，西

班牙語使用的機會較多，但是經商或逛街卻常使用葡萄牙語以便和巴西人交談。

當然在巴西福斯市可能反其道而行。這種情形在貝多芳市也會遇到。若在兩市遇

上自己國人，又得加上國台語的混合使用。也就是說分居邊界城市兩邊，雙重語

言制已經成為例行且必須的生活方式。 

四、多語學習者訪談分析  

    茲以華語文教師身分，以深入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訪談母語均為華語

之中正學校及中山僑校已畢業或就學中僑校學生及一般華文學校學生十五人，並

設計「爲什麽」 (why) 和「怎麽樣」 (how) 之類問題，進行多語學習之研究。  

    茲將受訪者個人背景資料及多語學習狀況整理分析如下。 

 

                                            表九        華裔子弟多語學習分析表 

姓   名 性別 年齡 出生地      曾學習過一年以上語種 

Angela  女  23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法語、日語、葡萄牙語

Celeste  女  21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Ana  女  23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葡萄牙語 

Rosa  女  31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Pedro  男  29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Jessica.C.  女  15 巴拉圭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Eloisa  女  15 巴拉圭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Elicristina  女  17 巴西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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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男  16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Michelle  女  22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葡萄牙語 

Jessica.H.  女  16 巴西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Antonio  男  27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義大利語 

Julio  男  19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語 

Luis  男  19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Linda  女  21 台灣 華語、西班牙語、英語 

                                                    ＊2010 年 6 月訪談列表 

(一) 家庭狀況  

    上述個案皆為近三十年來，從台灣移居巴拉圭之第二代，屬全家移民方式，

目前至少兩代同堂。86%經營兩巴（巴西與巴拉圭）邊界地區進出口貿易，或小

型商店；其他為自由業。經濟狀況小康，至少有一位以上兄弟姊妹。  

(二) 中文學習情形  

    其中66%在亞松森中正學校及東方市中山僑校就讀，27%由父母教導，7%聘

請私人家教或在小型補習教室就學。教材依上課年級，使用台灣最新學年度康軒

版或南一版國語文教科書。在實際年齡與就學年級方面，85%符合台灣中小學相

當入學年齡與年級之分布範圍。  

(三) 外語學習情形  

    從上表可以發現，幾乎全體訪談個案，都擁有三種以上不同國際語言學習經

驗，甚且有人學過六種語言。當然同一個案，對不同語言之學習深度，亦有不同；

故表列之外語順序，係依其語言學習深度，由左至右依序排列之。  

    華裔子弟之西班牙語程度，除少數新移民子弟外，幾乎與同年齡之當地巴拉

圭學生相當。而英文程度則彼此相差懸殊，實因當地學校英語教學品質低落，家

長多自行補習之故。少數經濟寬裕家長，將其子弟送往亞松森美國學校或東方市

英語學校就讀，希冀藉大環境誘因，提升其英語能力。其他則聘教師補習，或至

英語補習班就讀。  

五、三大國際語言學習優勢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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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愛國(2006)研究認為，跨文化溝通是指不同文化背景間進行符號系統、語

用系統和文化系統的信息或代碼轉換。此轉換過程和外語學習在本質上是一樣

的。在跨文化溝通的過程中會產生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和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正遷移是指外語學習者可以適應學習語言，負遷移則需要透過跨文化

溝通的教學將語言中的各種差異進行重新的詮釋和理解。 

    華裔子弟在學校活動或日常生活彼此溝通，常國語、台語、西班牙語、瓜拉

尼語、英語等數語混用；而以國語及西班牙語混用情形較為普遍。語文這種學習

工具，在使用者和工具之間，有很長習得和熟練的過程，而一個人的一生大多只

能習得一種母語。  

    巴拉圭的生活環境使得中文的學習效果呈現兩極現象。有些父母重視中文教

育甚於西文，也能深入體會國外環境不先學好中文，幼兒進入正規學校後，將來

面對外文教育，當步步進入深奧的學習階段後，若再加強中文教育恐怕力不從

心。於是從小就培養孩子接觸中文環境，先從聽說開始，漸漸進入手寫階段。這

樣的學習環境長大的孩子，相較於從小接觸外文而極少或幾乎不學習中文的家

庭，在面對團體生活，與人群接觸的情況，可能比較不會產生多語干擾現象。 

    反之，有些孩子從小有外籍奶媽傭人照應，先聽懂生活外語，也學習溝通，

甚至兩種以上外語同時學習。如生活於東方市的孩子，同時接觸西班牙文及葡萄

牙文的情況非常普遍，因此長大進入當地主流學校後，面對西班牙文、葡萄牙文

甚至英文教育，又要和家人以國台語溝通，多語產生的負遷移與干擾現象非常嚴

重，也影響了日後各種語言的純粹性。 

    但是若以回國升學僑生來說，在巴拉圭僑生間比較常以中文交談，回國後反

而以西文交談居多。是否有隱藏內心秘密不願局外人熟知之嫌？這樣的現象不僅

是發生在學校或公共場所，連居家生活也同樣產生。 

    大部分巴拉圭華裔子弟在聽說方面，先習得華語再學習西班牙語，而後同步

進行雙語聽說讀寫的學習。許多華裔子弟於 3 歲至 6 歲幼年時期，因家中傭人及

當地幼稚園環境關係，慢慢進入西班牙語學習階段。進入小學後，華語及西班牙

語的聽說讀寫大量增加，形成兩種語言同步學習的現象。大多家庭在子女小學階

段，就規劃第三語言英語的學習。由於華語之外，英語及西班牙語是世界上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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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語言，而且同樣源自於拉丁語系，或在近代發展上深受拉丁語系影響的關

係；也就是說，以現實因素來看，在學習上有其強烈的便利性及利益。所以學習

第三種語言，自然以英語為首選。  

    根據早期的研究，青春期後再學第二語言的表現通常較差；可能是青春期前

腦部的功能分化尚未完全，使用右半腦容量來處理第二語言的關係。但是目前的

證據顯示，雙語系統與使用單語者有相同的左半腦優勢，亦即兩種系統皆以大腦

左半部為其語言中樞。1970年代的研究者大都認為：雙語資訊的儲存方式是屬於

「標籤式的單一儲存型態」。也就是說在語意網路系統中，將會有兩種語言形式

但屬同一概念的語詞，以「意義抽象」的方式以單一的表徵出現；並同時賦以標

籤以分辨其來自哪一個語言系統，以供語言產生之用。由於孩提時期尚不精於分

辨不同語言中語意上的微妙差異，較易將兩種語言連結成單一表徵；因此幼年時

期同時學習兩種語言，可能比延後學習者效果較佳。  

    幼年期即接觸生活華語。由於低階的語言能力比較早達到關鍵期，過了孩童

時期比較難習得，所以兒童學習第二語言比成人容易發展出類似母語者的發音與

腔調。但對巴拉圭華裔子弟而言並不如此，孩童時期因為家中僱傭及外在環境關

係，早就接觸第二語言學習語境；在發音及腔調上不成問題。而較高階的語言能

力到了成人期，仍然有習得的可能性，所以有些實驗發現成人學習文法和語意的

成效比年幼的孩童學習效果好。因此在青春期前後，於第二及第三語言的習得方

面，華裔子弟的表現與當地南美人相較並不遜色。  

    此外，華語文的形音義皆屬重要，因此有許多種組合。如果形音義不能相連，

就要動腦筋去思索其中的關係。英文和西班牙文可以從音開始，可以從形開始，

也可以從形音的組合開始；而中文也許要從別的地方開始。最近陽明大學、中央

大學、中研院，有一組人在研究這樣的問題。基本上是沿用認知心理學的方式，

由刺激來進行學習。如行為時間、眼動等，進而研究認知功能。  

    不過由於語法結構的不同，華語受西語的干擾現象，經常發生。華裔子弟不

怕西班牙語的複雜動詞變化，但卻心懾於中文字的複雜書寫，及文言文的精簡深

奧。有時候因為兩種語言間語法結構相異的問題，造出不合華語語法語義規則的

句子而不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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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某些低年級小朋友寫作文會寫出：「吃早餐太晚，所以遲到，於是被罰站。」

這類不知所云的句子。應該是：「他因為太晚吃早餐而遲到，所以才被老師罰站。」

完全忽略了主語、賓語，與中文的使用習慣。因為西班牙語可以從動詞型態的變

化了解主詞的詞義，但不一定要說出主詞。如：我們已經吃過早餐Hemos 

desayunado.並不需要點出nosotros (we)，而直接說「已經吃過早餐」。因為動詞

hemos (we had) 已經顯示出主詞的形式（人稱、數量、時態）了。至於中文的遣

詞造句，更非熟悉語法習慣無以竟其功。此外，本義與喻義的交互使用，本為許

多語言所存在的比喻用法。它可以激發情感，使表達生動，引人深思。如本體與

喻體相同：as firm as a rock堅如磐石、as light as a feather輕如鴻毛、as quick as a 

lightning疾如閃電，這些都還能領會，也能輕鬆使用；但是力大如牛，就非他們

所能接受，因為形容一個人如牛，在南美洲是貶義用法不是褒義用法。  

    東西方文化在語言的表述上確實有許差異，在巴拉圭也是一樣。以華語及西

班牙語使用習慣為例，我們可以發現幾種情況，這些狀況也一樣發生在英語環境

中。譬如回答問話，通常以肯定或否定對方來表達對或不對的意念。「你已經結

婚了，是不是？」「是的，我已經結婚了。」(「不是，我還單身。」)西班牙語

大都是依照事實的狀況，肯定就回答Sí，否定就回答No。¿Ya te casaste? 你結婚

了嗎？No, no estoy casado.不，我未結婚。Sí, estoy casado.是的，我結婚了。西班

牙語在親屬稱謂上以家庭分子為中心，只分陰陽性，忽略了因性別不同而產生的

稱謂上的差異性。如：祖父和外公、祖母和外婆、阿姨舅媽姨媽姑媽、伯伯叔叔

舅舅、表兄弟姊妹與堂兄弟姊妹等，在中文的使用上是完全不同的，分得非常清

楚一點都不能錯，可是西班牙語的使用，卻是以字代替性別的不同而非親屬稱謂

上的不同。在見面招呼上，中文的問句習慣上會說：「你去哪裡？」「你下課了？」

而西方人認為不方便隨便問人私事，所以通常只會以你好嗎？早安！晚安！來招

呼。在面對別人的稱讚恭維時，中文表現的謙虛推辭用語，常使西方人不解，也

無法翻譯出真正的意念。如：「您的西班牙語講得真好啊！」「哪裡！哪裡！還

差的遠呢！」「您做的菜很好吃。」「您過獎了，哪有！那是您不嫌棄。」「您

請很多朋友來嗎？好豐盛的菜啊！」「沒甚麼菜，不成敬意。」西方人就直接回

答「謝謝！」「我很高興您喜歡它。」「請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請隨意用。」

在考慮事情方面，中文喜歡以對象為主導，詢問對方的感覺。如「你喜歡吃什麼？」

「想買什麼東西？」而西班牙文會問說：「需要我協助嗎？」禮貌上不願直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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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詢對方的感覺。在日常生活環境下無論處在學校家庭社會，於語言交際中，

其實隱藏著諸多不同的文化傾向。而這樣的現象對於正在成長階段的年輕僑生，

因不同語言文化形成使用上的不熟練，產生極大的文化衝擊。尤其多語環境中，

常因為使用的不慎，造成許多的誤會與衝突。 

在日常生活中，從華語句法的使用可以發現有些不同的表義現象，如以下例

句：這家餐廳很好吃。事實上，餐廳怎麼會很好吃？原來華語裡的主語不是重點，

主題才是重點。因此篇章語用和篇章結構，會對學生實際使用的詞序形成非常重

要的考量；所以在語意呈現上，常常會使用母語來直接翻譯。  

    如中文「促銷」翻譯成 promoción（promotion）。但在西班牙語及英語中，

有升遷與提升的意思。這樣的情況在雙語對譯上，經常把學生的理解無形中給框

住了。如果在對譯的研究上，我們用語意成分概念來理解，就會知道這幾個詞之

間，他們共通的是同樣的意義。也就是說不管是促銷、提升、升遷，總會有一個

往上升的現象出現。於是不同語言的框架，反倒形成語意認知的助力。  

    但是諸如：養病（病為什麼要養？）、救火（火為什麼要救？）、恢復疲勞

（疲勞為什麼要恢復？）、吃館子（館子怎麼吃？）若用語法角度，以框架、固

式化和原型來解釋，實在很難令學生明白。  

    此外，學習各種外語後，華裔子弟反而養成不喜歡用中文書寫，反而喜歡用

外語書寫的習慣；因中文比拼音文字容易寫錯又難寫。他們寧可記憶上萬英語、

西班牙語單詞，也不願意練習一、兩千個中文單字。在日常生活中各種語言的參

雜使用，使很多華裔子弟產生了單一或多種語言無法同時深耕的問題。以上述案

例，83%以上能夠雙語（華語、西班牙語）流利，52%能夠三語（華語、西班牙

語、英語，或華語、葡萄牙語、英語）並用；在日常生活中能操持三種以上語言

的華裔子弟就很少了。  

    至於精通兩種以上語言，更不容易。以上述案例，大約只有兩人稱得上雙語

精通。所謂精通，指雙語能同步翻譯，並能用兩種語言書寫通順流暢、文法正確、

詞句優美的文章。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學習者的努力與學習心態的良窳，當然也是

因為混雜使用多種語言的關係。在華語教學過程中，經常聽到諸如此類的句子： 

        「明天考Matematica（數學），真令人討厭；anyway只要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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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就可以pass了，管他的。No me gusta（我不喜歡）這個老師， 

        最好下一學期跟他さようなら（再見）。」 

這樣多語混雜使用的情況，很容易扼殺了各種語言學習的專精與確實。 

    綜上所述，華裔子弟在巴拉圭多語環境中，確實有其學習多國語言的優勢與

障礙。但是這些學生自幼年伊始，就不只是去學習語言，他應是取得、獲得語言。  

對中國人來說，不管學習了多少種語言，中文永遠是一個中國人表達最精確，運

用最有效的一種語言。拼音文字對西方人來說，固然比漢字簡單，但對中國人而

言，漢字未必比拼音難。學到道地優美的華語，也就是說至少能隨著不同的真實

情境，用華語精確的表達出自己的意思，這是華語學習者基本要達到的目的。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筆者以為至少要注意下列三件事： 

(一) 以真實語料為教材  

    最好的教材應該是取自於生活中真實的語言，這些真實的語言可以是報章雜

誌、電視廣播節目，也可以是流行歌曲、招牌、各種標誌等。當然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語料為了達到某些效果，故意使用許多同音異義字以凸顯其目的。  

         如： 炸雞店的廣告：雞會難逢，勿失良雞；麵店：應有盡有 

         ，麵麵俱到；  

              圖書館：讀書與交享閱（交響樂）；  

              公告：「香煙銷肺者請自重」…等不一而足。  

    以上雖詼諧有趣，但以華語文教學角度觀之，教與學雙方都應該正視此類現

象所產生的負作用，以免發生誤導與誤用及以誤為正增長錯別字的後果。 

(二) 適當的使用各種教學法  

    語言是學會的，不是教會的；所以我們經常在課堂上運用：溝通式教學法、

任務式教學法、情境式教學法、主題取向教學法；學習文言文還要加上文法翻譯

教學法來教學。譬如說，除了真實情境之外，還要給學生符合真實情境的任務，

就是給他一個目標讓他去完成，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效果。學生經由角色扮

演及所學習的華語知識，來達成他的任務。任務的設計以實際日常生活中，所可

能面臨的問題為導向。如：分析巴西商人到東方市購物的熱門時段。學生經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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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互補」、「意見表達」、「推論」三種型態，以合力、互動的方式，結合舊知

識與新知識，用目標語完成任務。這樣的任務導向教學法也是相當值得參考的。  

(三) 多練習寫作華語文章：  

    書面語與口語其實是學習語文的一體兩面，彼此相互轉化、相互規範、相互

促成。沒有文章架構的言語會語意不通，遠離生活語言的書面語也會失去活力。

寫好作文，會促進口語表達能力的提升，使之言之成理，言之有物。所以作文是

很重要的意念表達與交流的管道。練習寫作的過程，使學生學習組合素材、斟酌

文字、轉變方向、整合思想，於字裡行間詞句篇章中學習行雲流水，在起承轉合

處洞悉世事體察人生。更能在各種語言中純化，不至於犯上多語混雜，語意不清

的毛病。  

    雖然巴拉圭具備多種語言的學習環境，相信其他地區類似這種現象也不在少

數。本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精神，巴拉圭三大國際語言的學習經驗可以做為其

他地區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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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對外華語文教學可增進國際形象 

    華語文不僅為華裔人士日常使用母語，並且已由歐美先進國家認定為關鍵語

言（critical languege，即攸關競爭實力的語言），因此學習華語在先進國家各層次

的教育機構已經是不可避免的必修課程。由於邦交國的立場，經過中華民國教育

部與駐巴大使館的努力，於 2013 年 2 月主動派遣華語文教師蒞巴教學。使多年

來由大使館促成，亞松森中正學校教師與國立亞松森大學雙校合作的成人華語文

教學活動，有了更進一步的進展。 

    中華民國教育部首度選派台灣華語老師刁嘉盈來巴拉圭教授華語文，教學地

點為巴拉圭國立亞松森大學文哲學院、天主教大學法學院、外交學院、三軍官校

及巴執政黨紅黨教育學院等地。由於教學活潑創新，甚受上述學校師生歡迎。目

前在巴拉圭學習華語已成為流行時尚。 

    針對這項交流計畫，中華民國駐巴拉圭劉大使表示，預估在 2025 年之前中

國大陸或臺灣都將因其經濟實力而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推廣華語文教學是促進

文化交流基礎之一，也是外交任務要項。過去十餘年大使館企盼推動華語文教

學，一直無法尋得熟諳西班牙語的適當華語教師，直到 2013 年才完成此重任。

初期教材使用台灣正中書局的「視聽華語」和遠東書局的「生活華語」系列。然

而這些教材對學習第二語言習得的非華語國家，使用上有一定的難度。為了讓學

生能更快速學習，刁老師選擇以自編適合當地使用教材為輔。在每週授課時數最

多 3 小時的環境下學習，輔助教材更顯得重要，所以經常運用多媒體技巧或是網

路資源來補強。     

    這樣的教學效果使得巴拉圭朝野對於學習華語文興趣濃厚，也對台灣的印象

更加深刻。加上中華民國駐巴拉圭大使館教育文化參事處，自 2011 年起大力推

廣中南美華語教育，並協助中南美地區如巴拿馬、尼加拉瓜、薩爾瓦多及厄瓜多

等國辦理華語文能力測驗。尤其 2012 年第五次華語文能力測驗，有各國考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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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每年增加各國考生的趨勢更顯出對外華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從而提升我國際

形象與地位。 

二、 利用網路功能可增進文理學習成效 

    海外僑校應利用無遠弗屆的網路功能，結合政府與民間充沛且不斷增進的數

位資源，以進行華語文及其他重要學習。目前的科技已經可以使用方便隨身攜帶

的平板電腦進行全球性的數位教學，無遠弗屆的網路功能使得海外華僑教育增添

了強大的工具與效能，打破以往無法突破的學習空間與時間的障礙。如 PDA 平

板電腦等數位行動載具日漸普及，加上它結合網路功能，具有可攜性、溝通性與

計算性的便利，使得數學教學活動因此而更有效率。網路是一種中介媒體，也是

一個活動場域。所謂活動場域就是一個生活與社交互動的空間。換句話說網路就

是一個人際活動的社會情境，因此有其社會心理學的特性109。既是如此，對華裔

子弟來說，學校生活與家庭生活、教室與書房、老師與學生藉由網路已經形成了

互動與連結的場域。這樣的網域結構，其功效是創新且驚人的。     

     

    網路上超文本的跳脫性使網路資訊的連結非常容易，使得網路上資訊的提供

不受限於線性的結構，而能多元活潑的串聯與引用網路上的文字或多媒體的資

訊，提供網友前所未有的豐富訊息。因此，網路溝通內容與形式的多元性可說是

現代生活的一種人際新風貌110。     

    巴拉圭在 2008 年以前，幾乎還是使用 56K 語音數據機或是數據卡撥接上網

的時代。由於是利用電話線撥號連線到電信業者機房，再連到網際網路；所以撥

接上網時電話不能同時使用。而且要付出網路卡與電話費兩種費用，所費不貲。

經常發生父母與子女間，因網路費用的高支出及電話通訊的停滯而衍生的家庭問

題。當時手機無法上網，所以學校無手機上網問題，而家庭生活較受網路成癮者

影響。而學生也經由網路得以接觸台灣及世界各地的資訊，對於保守封閉的巴拉

圭是青少年國際觀的重要資源。 

    2012 年 11 月在美國有兩個有關科技改變學生學習方式的大型研究，其中 1

                                                       
109 王智弘：〈網路諮商、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健康〉，學富文化事業，2009 年 3 月，頁 137。               
110 王智弘：〈網路諮商、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健康〉，學富文化事業，2009 年 3 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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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由「皮優網路方案」（Pew Internet Project）所進行，它是專注於科技相關

研究的「皮優研究中心111」（Pew Research Center）下屬單位。另一個研究來自

舊金山關注兒童媒體使用的非營利組織「常識媒體112」（Common Sense Media），

由研究員薇琪．萊道特（Vicky Rideout）進行。 

從這兩份研究中可以歸納出以下結論：很多老師相信，學生經常使用數位科

技，將影響他們面對困難功課的注意廣度（attention span）和孜孜不倦的能力。8

至 18 歲青少年的媒體使用快速成長，平均每年花在螢幕時間為在校時間的 1 倍。

老師們須更加努力，才能抓住學生的注意力。學生都很早熟，但所寫報告的深度

和分析性都顯著下滑。科技已造成學生的學習方式徹底改變。老師若調整課程來

適應學生更短的注意廣度，可能會讓問題更加惡化。 

經常使用科技可能影響行為，尤其是發展中的腦部，主要因為過度刺激和注

意力快速轉移。教育體系必須調整，以更加適應學生的學習方式。網路和搜尋引

擎對學生的研究技巧有正面影響，這類工具已讓學生成為更獨立的研究者。科技

阻礙學生書寫和面對面溝通的能力。科技傷害學生批判性思考和做作業的能力。

越來越多學生習慣敲幾個鍵盤就取得快速答案。學生為了找快速答案，已被網路

制約。學生聚精會神和應付課業挑戰的能力呈指數式下滑。科技更可能是解決方

法而非問題。 

教育性的電子遊戲和數位呈現，是激起學生上課興趣的絕佳方法。但是老師

們要用更動態和彈性的教學方式，因為要激起學生的興趣越來越困難。一旦他們

的興趣被激起，他們就能解決問題，而且比過去更有創意。老師們的看法很主觀，

但在察覺學生的注意廣度變短這件事情上可能很準確113。如何調整教學方式而又

不太依賴數位科技，這是教學者要注意的事項。教育部統計，台灣情緒障礙學生

                                                       
111 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獨立性民調機構。

該中心對影響世界各地的社會問題，社會輿論和人口發展趨勢提供研究訊息。它包含七大項目：

皮優宗教與公共生活論壇、皮優全球民調、皮優拉美研究中心、皮優網際網路和美國生活、皮

優民眾和媒體研究中心、皮優社會和人口趨勢、新聞優勢事項。 
112 由國家主導針對兒童非營利獨立組織。提供可靠的訊息、致力於改善生存於媒體與科技世界

的家庭與兒童的生活。由於世界上多數兒童，花費比家庭和學校更多的時間於媒體與數位產品，

而深深衝擊著社會、情感與肉體的發展，故設立本組織。2003 年設立於美國加州舊金山。 
113 Matt Richtel,Technology Changing How Students Learn, Teachers Say,The New York 
Times,Education,http://www.nytimes.com/2012/11/01/education/technology-is-changing-how-student
s-learn-teachers-say.html?_r=0 ,20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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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愈來愈多趨勢，與過度使用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有關。使用數位產品的現象

並無地域性分別，任何地區的學習者都會面臨這類情形。如何善用數位產品增加

學習效率，但又不形成過度沉迷的現象正是目前學者正在研討的課題。 

    海外僑校資訊教育方面改進要點：1.建立數位學習中心與工業局「華語文數

位學習產業推動計畫」結合，並藉由資策會執行且透過線上同步平台舉辦的「華

語文數位學習中心全球服務線上研討會」，以進行虛擬網路服務，提供國內優質

數位華語文產品，建立華語文教學解決方案。2.應利用無遠弗屆的網路功能，結

合政府與民間充沛且不斷增進的數位資源，以進行華語文及其他重要科目的學

習。目前台灣所擁有的海外數位教學網站，只針對華語文及文化教學，並未考慮

到數理教學。如此重要的理科學習科目竟然不為網路學習網站設計者所重視，這

是非常可惜的資源浪費。 

三、 精簡教學可促進良好文理教育成果 

    中正學校從小學到中學，都是每周六上課四節華語文四節數學，中山僑校則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兩節華語文兩節數學，每周共有十節華語文十節數學。

我華裔子弟在巴拉圭主流學校上課，每天作息除了上午課程外，最多下午加 3 小

時課程，回家也沒有繁重課外作業。有些老師根本不出回家作業，讓學生直接在

學校就將功課做完。總計每天做功課時間不到 2 小時，與台灣中小學學生，每天

被繁重的考試及功課壓得喘不過氣來實在有天壤之別。 

    在這樣的悠閒環境下，我華裔子弟反而有更充裕的時間學習台灣的華語文及

數學。許多移民巴拉圭多年的台灣家教老師發現，他們所教的學生反而比台灣同

學齡的學生更願意且更愉快地做完老師給的文理功課，也幾乎沒有不寫僑校或家

教功課的。在這樣的精簡教學環境下，雖然沒法學習台灣多樣化的科目，甚且當

地學校的多科教學內容也較為貧乏簡陋，但是在僑校的華語文及數學兩科目的學

習卻是一枝獨秀，不但教學更有效率，也更令學生願意學習。 

    有些數學資優學生，不費太多時間就在進入高三上時，請家教補習微積分。

華語文成績優異的學生，也直接採用台灣為升學考試印製的自修，自我研究深奧

的經典、文言文或古典小說來練習，這些都是精簡教學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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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強化國際素養成為全球化人才 

    2010 年的施政理念與政策中第七大點提出：「拓展宏觀視野的國際教育」，

其中主要關注內容之一即是：「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培育世界公民」。邁入 21

世紀，面臨全球化的趨勢、國際經貿的發展、逐漸轉型的多元文化社會，國際教

育政策應向下延伸，將世界議題與國際素養的元素融入中小學教育，務期在中小

學階段奠定國人厚實穩固的國際化基礎，讓國人能以更寬宏的國際視野接受全球

化的挑戰，展現縱橫全球的創新力和行動力。欲以「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

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軌並進的方式落實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政策內涵114。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115指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目標在讓中小學

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國際態度，培育具備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 

    國際教育應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國學習機會，激發其跨文化比較的觀察力與

反思能力。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引導學生瞭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

運作情形，強化學生參加國際交流及國際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外語能力、專業知

識與技能，並鼓勵學生體驗國際競爭與合作經驗，厚植邁向國際舞臺的實力。 

    國際教育應強調對不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以及對於全球的道德

與責任，並提倡世界和平的價值。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教導學生認識

及尊重不同族群的異質文化，強調人權與永續觀念，體認世界和平的價值並重視

全球環境生態的相互依存性，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生命共同體的概念，進而產生對

整個地球村的責任感。     

二、提升華語文學習層次進入文化學習層面 

                                                       
114 洪逸婷，〈澳洲中小學亞洲語文教育政策與實施之研究〉，國際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

教育學系，2012 年。 
115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資訊網，網址： 
http://ietw.moe.gov.tw/GoWeb/include/index.php?Page=A-2-1，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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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巴拉圭地區僑情觀之，現有僑資學校乃最佳僑教資源，但必需由官方

主導，即由相關主管部門主動協調僑校或僑教組織，共同制定近、中、遠程目標，

並力促其達成。其則可大分為教育與文化兩大方向，以大決心及持續性共同努

力，確信三五年內即見真章。海外華語文教學之缺失在於忽略諸如中華歷史、地

理、倫理等人文之配套，不僅導致華裔子弟之民族認同，民族意識與自尊無法建

立，因而喪失先天之學習優勢，甚至不能認識華語學習之必要性，這是各相關教

師經驗之總結。 

    洪逸婷(2010)研究提出116
，「教育部從 2001 年開始實施的九年一貫課程，共

分成七個學習領域與十項基本能力（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網，2010），其中一項基

本能力為『文化學習與國際理解』，其核心精神在於擴充認知的經驗、拓展文化

的視野、孕育同理的理解，以養成開闊的胸襟、包容的雅量、以及自愛愛人的生

活態度。透過『文化學習與國際理解』基本能力的培養，讓中小學學生得以從自

身了解做起，消除個人與國家的自我中心主義，認識、欣賞其他族群或國家的文

化與民俗風情，提高文化素養，進而獲得與其他文化或國家互動所需要的人際關

係技能。」這樣的認知在巴拉圭的海外環境是不可或缺的學習要項，我華裔子弟

對文化的學習與國際化的理念自小即根深蒂固，藉由語言學習層次進入文化學習

層面是淺而易見駕輕就熟的必經途徑。而文化的精髓何在，以我博大精深中華文

化而言，自然非儒家思想莫屬。 

    從蘇琇敏(2012)的研究117提到「統編本國語教科書中的中華文化是以儒家思

想為主軸，闡述儒家中心思想的禮義廉恥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四維八德之倫

理，期能培育學童成為深具倫常之國民」，可見台灣統編本教科書中早就提出中

華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的主張。海外僑校華語文教育應提升文化教育層次，並

以儒家思想為學習中心，使用文化基本教材為施教重點。    

三、加強數學直觀概念與漸進式學習 

    在數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掌控關係著數學教育的成敗。從 Fischbein

（1987）的研究指出，教師在介紹一個新概念時，通常會使用直觀的模式，這有

                                                       
116 洪逸婷，〈澳洲中小學亞洲語文教育政策與實施之研究〉，2012 年。 
117 蘇琇敏，〈國小國語教科書中的儒家思想與和平教育之啟示〉，《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39 期，2012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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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概念的獲得。而直觀不是一個來源，不是一個方法，而是一種認知形式，源

自於個人、經驗的一種直接的瞭解或認知；它不同於分析性思考，是一種整體的

跳躍性認知。直觀雖然常會與正確的數學或科學概念相違背，但是因為它具有整

體思考的特性，通常在解題的最初階段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因此正確的直觀很可

能就是後來順利解題的關鍵118。 

    當然直觀學習法並非絕對，學習方式也是不斷的漸進增長。小學的數學學習

過程幾乎都是使用直觀學習法，只要是實際可見的問題，能夠經過簡單的運算迅

速算出正確的答案，不需要冗長的證明過程。而國中數學卻引入較多的符號邏

輯，出現了日常生活中無法顯現且立即明白的內容，需要經由某些規則加以證明

推理，才能處理一些概念問題。進入高中學習階段後，數學似乎離日常生活日遠，

所呈現的都是邏輯推論，而其過程滲雜了精確推論與解題，一般的直觀概念已經

不足以應付。若是再進一步研究，邏輯推演概念日深已非直觀學習法的範疇。 

    數學需要紮實的學習，是漸進式的學習步驟，而不是全然跳躍式的學習方

式。在漸進式的學習中可以融入正確的思考模式，且經由直線性的循序漸進，而

能與邏輯概念相吻合，使得學習的因素從計算導入理解。巴拉圭僑校學生學習數

學的通病，經常受主流巴拉圭學校數學教育方式引導，進入淺盤子的學習概念，

只要大致了解就放開深入學習的方式，接著進行下一步的學習過程。而所謂學習

通常是計算能力的延伸，只要算出正確答案就認為已經了解該單元的數學課程。 

    我海外華裔子弟在數學的學習上受制於巴拉圭教育理念的引導，先天缺乏台

灣數學能力強化學習注重解題策略與觀念引導的特色，略遜於一般同學齡層台灣

學生的數學成就。由淺近的直觀學習概念導入漸進式學習方式，在初階的數學學

習過程，應可逐步應付。當熟稔數學能力與架構後，進入高深的數學學習領域，

就不是可望不可及的事了。 

 

 

 

                                                       
118 金鈐、王安蘭，〈高中機率概念的直觀教學〉，《師大學報：科學教育類》， 2006 年，頁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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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巴拉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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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巴拉圭華裔家庭家長訪談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是一份問卷，其目的純粹為了做學術性的研究。對象是巴拉圭的華裔家

庭，主題是探討海外華僑教育、僑民生活及文理科與多語課程學習情形。 

    請您盡量詳細寫明您移居巴拉圭的個人及家庭狀況。這份資料僅做學術性研

究參考，絕不外流作其他用途，敬請放心作答。 

    非常感謝您為巴拉圭華僑教育及華人研究盡一份心力。衷心謝謝您！ 

敬祝   僑居生活愉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華語文研究所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研究生  陳祖欽 敬啟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此為學術性資料不會出現任何真實姓名) 

  家長姓名：               (中文或外文、代號，可避開真實姓名)  

  居住城市：                  來巴時間：              職業：         

  居住巴拉圭(或邊界城市)家庭成員人數：                            

  回台就學子女年齡、年級：                                               

  仍在巴拉圭就學子女年齡、年級：                                         

  其他地區就學子女年齡、年級：                                           

  已畢業或就業中子女年齡職業及排行：                                     

  可接受訪談之最佳時間(巴拉圭)：                                          

  skype：                           電子信箱：                           

第二部分： 

 A. 有關僑居生活： 

  a1. 您的家庭每一成員是否同時來巴拉圭？蒞巴時間分別是？ 

  a2. 您是否決定永久居住巴拉圭？或計畫將來回台？或轉移其他國家？ 

  a3. 您及家人有否歸化任何國籍？那些國家？ 

  a4. 您有無家庭事業希望子女繼承？ 

  a5. 您參加過那些巴拉圭的華僑社團或宗教團體？ 

  a6. 您的親子休閒生活如何？經常陪孩子旅行嗎？ 

  a7. 您及家人喜歡看台灣的電視節目嗎？有哪些？為什麼？ 

  a8. 您親子之間互動如何？ 

  a9. 您在家裡用幾種語言與孩子交談？您會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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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您多久回台灣一次？孩子呢？ 

  a11.孩子們曾經學過課業以外的技能嗎？(譬如鋼琴、高爾夫球…等) 

 B. 有關子女教育： 

  b1. 您對子女學習華語文與數學的態度如何？成績要求如何？ 

  b2. 您如何幫助子女學習華語文？ 

  b3. 孩子們對學華語文與數學的態度如何？ 

  b4. 孩子有否讀僑校？哪一間？就學時間？目前幾年級？(請個別說明) 

  b5. 您滿意僑校的學習方式嗎？經常跟僑校互動嗎？ 

  b6. 您有計畫讓孩子回台灣讀書嗎？ 

  b7. 那幾個孩子已經回台灣就讀或已經畢業？(請個別說明) 

  b8. 孩子們畢業於哪間大學哪個科系？(請個別說明) 

  b9. 孩子們對讀書的想法跟您一樣嗎？若不一樣，為什麼？(請個別說明) 

  b10. 您最想讓孩子學那些語言？為什麼？ 

  b11. 您的孩子目前已學會哪幾種語言？(請個別說明) 

  b12. 您的孩子曾讀過哪些當地中小學？現在讀哪裡？幾年級？(請個別說明) 

  b13. 您對子女在當地學校的學業要求如何？ 

  b14. 您如何陪伴孩子做功課？ 

  b15. 您常買課外書給孩子嗎？從台灣或國外帶書？ 

  b16. 您曾為孩子請過家教嗎？教什麼？教多久？ 

  b17. 您是否關心子女任何學校的課業？滿意他們的成績？為什麼？ 

  b18. 您曾否引導子女高中畢業後的學習方向？ 

  b19. 您計畫送孩子去哪些國家讀書或就業？為什麼？(請個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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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巴拉圭中正學校校訓 

孝  悌  忠  信  

（紀律、誠實、勤勞） 

 

 

巴拉圭中正學校校歌 

王  昇 作詞        李中和 作曲 

Allegretto  

           蔣公中正 勛業輝煌 莘莘學子 世冑炎黃  

               孝悌忠信 道德彰顯 公義聖潔 奮勇向上  

               中巴協力 永臻富強 中巴協力 永臻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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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巴拉圭華裔學生問卷調查表 

這是一份問卷，其目的純粹為了做學術性的研究。對象是巴拉圭的華裔子弟，

主題是探討海外華僑教育、僑民生活及華語文學習情形。 

    您可以單選、複選，沒有對錯答案。請您勾選最符合您個人的狀態。這

份資料僅做學術性研究參考，絕不外流作其他用途，敬請放心作答。 

    非常感謝您為巴拉圭僑教及華人研究盡一份心力。謝謝！ 

敬祝   生活及學習愉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華語文研究所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研究生  陳祖欽 敬上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學術性資料不會出現真實姓名) 

  姓名：                 (中文或外文、代號) 目前就讀學校科系及年級：       

  已畢業學校及年份(非學生身分)：                       目前所在國：        

  使用語言：                           電子信箱：                         

第二部分： 

 a. 有關海外僑居生活： 

1. 在課業上對我最用心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2. 最在乎我學校成績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3. 我和□爸爸□媽媽□其他長輩感情最好 

4. 我做錯事會溫和對待我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5. 我做錯事會嚴厲責罵我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6. 最在乎我的華語文學習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7. 對我的華語文學習沒有任何看法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8. 對我的數學學習沒有任何看法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9. 最重視我將來生涯規劃的是：□爸爸□媽媽□其他長輩 

 10. 我和□爸爸□媽媽□其他長輩最容易溝通 

 11. 我對於巴拉圭的僑居生活覺得：□喜歡□不喜歡□還好 

 b. 有關華語文學習： 

  1. 我會說英語和西語所以不用學好華語：□是□不是 

  2. 我認為回台灣就可以學好華語：□是□不是 

  3. 我從不看華文報紙小說或雜誌：□是□不是 

  4. 我喜歡聽華語歌看華語電視節目：□是□不是 

  5. 我學中國歷史主要是看電視學來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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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實看得懂簡單華文就夠了不用學那麼多：□是□不是 

  7. 我會聽會說就夠了不用學讀寫：□是□不是 

  8. 我生活在海外不見得一定要把母語學好：□是□不是 

  9. 我會聽會說還不夠還要學讀寫：□是□不是 

 10. 我很不喜歡寫華文功課及一般華文書信：□是□不是 

 11. 我很喜歡也認真寫華文功課及一般華文書信：□是□不是 

 12. 我很認真學華語及參加華語文考試：□是□不是 

 13. 我根本不在乎華語文成績：是□不是 

 14. 有機會的話我會繼續學更高深的華語：□是□不是 

 15. 我認為我的華語程度約在：□基礎級□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c. 有關數學學習： 

  1. 我的基本數學教育是在哪裡進行？□台灣□巴拉圭□其他國家 

  2. 我在巴拉圭學數學的地方是：□僑校□家裡□其他地方□沒有學 

  3. 與巴拉圭學校比我認為台灣的數學太難學了：□是□不是 

  4. 我老是看不懂數學題目：□是□不是 

  5. 我缺少數學參考資料：□是□不是 

  6. 依照目前現況我可以在巴拉圭學好數學：□是□不是 

  7. 數學太難了學了也沒用我不想學：□是□不是 

  8. 我對巴拉圭僑校數學教育很有信心：□是□不是 

  9. 我想回台灣繼續加強數學：□是□不是 

 10. 我想在巴拉圭找老師補習以學習更高深的數學：□是□不是 

 d. 有關其他語言的學習： 

    1. 我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國語□台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2.  我最擅長的語言是：□國語□台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3.  我最想學的語言是：□國語□台語□英語□葡萄牙語□瓜拉尼語□           

  4. 我會下列幾種語言：□國語□台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5.  我最想去的國家是：□台灣□中國大陸□巴拉圭□美國□巴西□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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