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準備情形、教學

活動及實施之困境與因應方式的探討。為達研究目的，首先經由文獻的蒐

集、分析、探討，瞭解識字教育的意義、各國發展模式與外籍配偶教學活動、

課程設計及實施方式現況，藉此發展本研究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調查方

案。以為編製研究工具的依據，然後進行問卷的編製、修訂、預試。在實證

研究上，本研究以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行政人員（含兼任補校主任、兼任

教師、幹事等）為研究對象，藉編製之「台北縣國民小學外籍配偶識字教育

之研究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問卷調查研究。 

    在資料處理方面，以 SPSS 套裝軟體進行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寇

克蘭 Q考驗(Cochran Q--test)、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MANOVA）等統

計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所得結果已於上一章加以討論。本章除將研究所得的

主要發現綜合整理成結論以外，並根據結論及個人心得提出建議，以作為提

昇台北縣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動成效及今後進一步相關研究

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節根據前章的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幾項發現，歸納說明如下結論： 

一、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前的準備工作情形大致

良好。 

    本調查研究中得知「計畫」分數最高（3.306）、「經費來源」分數最

低（2.8668），但總平均數仍達（3.0787），可見辦理學校同仁觀念普遍均

能達成共識且能深刻體認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重要性，能依據學員報名狀況

及其來源，並考量各校主客觀條件決定開辦混合班或識字教育專班。其次，

實施前也能建立良好的運作機制與日後發展配套措施，尤其儘量鼓勵教師參

與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行列，但學校最好能成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及其子

女適應教育輔導委員會，定期召開規劃會議共同決定學校外籍配偶識字教育

短、中、長期實施計畫事宜。至於學校未來發展的方向，則要儘量配合政府

政策、社會脈動、學校社區狀況及未來需要，以及學校特殊環境的需求，更



 168

重要必須是站在外籍配偶們的角度，根據其學習需求訂出識字教育的目標，

目的能兼顧教師成長和學校的發展，而依據實施目標所規劃的識字教育方案

則最好是長期性、持續性之規劃，如此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成效才能顯著。 

依本研究結果得知，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招生策略與技巧方面（平均數

2.9896），各校仍需加強，不能仍停留過去規劃好被動等學員入門之心態，

必須主動出擊，加強家庭訪問，特別針對學員家人觀念之釐清也是相當重要

的，另外更應配合村里長熱心加以宣導。總之，準備前之需求評估工作，除

了學校的需要考量之外，評估的原則與策略，各校可因地制宜，要能真正反

應學員的需求與學校主客觀條件才是今後要注意的重點；師資來源上，普遍

認為應可吸納熱心志工、退休教師加入識字教學工作；至於經費來源上整體

表現最低，教育主管單位應長期編列充足經費，學校無論申請充實外籍配偶

識字教育支各項軟硬體設施應給予充分支援。 

二、國民小學雖重視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的實施情形，

卻較忽略教學策略。 

    依本研究結果得知，教學活動之情形中，每項平均得分均大於 2.5 分，

亦即每分量表得分都在平均值之上；其中「課程設計」為 3.2931 分，「教

材編輯」為 2.9678 分，「教學方法」為 2.8317 分，「師生互動」為 2.9699

分，「課程評鑑」為 3.1129 分教學活動總平均數（3.0623），可見台北縣

各國小均能積極重視學校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的工作，且多數行

政主任與任課教師也能深入加以瞭解，讓學員在上課中得到鼓勵，課程的安

排，教材編選，均能尊重學員本位和多元文化原則設計，也儘量求彈性、變

化，以因應個別學員之需求，班級氣氛營造、師生互動和諧，「課程評鑑」

回饋機制大致良好。但多數教師在識字教育教學活動層面之「教學方法」部

分仍有很多改進的空間，整體表現分數最低。面對另一國度之異種族群，教

師將面臨很大之挑戰，因此，如何發展及研究一套合適的「外籍配偶識字教

育之教學模式」，是為今後努力重點。 

國民小學在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教學過程中，要注意學校內外及其

週遭社區資源的整合運用、課程的安排、教學的方法、師生互動及課程的評

-鑑等。識字課程的設計須順應外籍配偶學員們的學習需求，教學方式更宜

採多元方式，依據學習主題和目的之同而彈性變化，以滿足學員個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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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要能隨時注意掌握班級經營技巧與原則，增進師生互動，營造和諧愉悅

的班級氣氛。識字教育教學活動實施中和實施後均要重視課程之評鑑，以評

鑑做為識字教育的回饋和改進，如此才能確保識字教育的成效。 

三、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以學員個人成長較

佳，教師成長，學校成長次之，家人支持程度稍顯不足。 

依本研究結果得知，在「學員成長與改變」之平均數為「3.4799 分」，

「教師成長」的平均數為「3.4459 分」，「學校成效」之平均數為「3.4397

分」，「夫家支持系統」之平均數為「2.9913」，除第四者「夫家支持系統」

外，其他平均數都超過 3 以上，亦即介於「非常符合」和「符合」之間。可

見教師認為學員在適應社會能力成長方面所獲得的成效最高，表示教師教學

活動時特別重視課程方案之設計，也能彈性選用教材以提高學員學習之興

趣，讓學員能積極參與識字教育學習的行列，因而獲得成長。然其最根本之

目的是能讓學員的效果，學以致用，培養基本工作能力，將來成為融入台灣

社會謀生就業的工具；在教師成長方面，教師的認同度也相當高，教師不僅

積極參與教學，對於教材編輯，學校環境設備 ，師生互動班級氣氛的培養

也有相當滿意的表現。至於學校的發展，並非教師個人所能主導或注意的，

必須超越自己與學校行政溝通協調，發掘問題，定期研商，並評估學校各項

條件與其他參與教師的意見才能共塑學校未來發展目標與促進學校成長，建

立雙贏策略。有關家人支持程度方面，成效較不顯著，觀念宣導須多加強，

釐清家人對此活動之誤解，取得認同，凝聚共識，加速推動共同來解決學員

相關困擾與問題。 

綜上得知，當前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工作應以學校為中心，外籍配

偶學員為主體的成長活動。傳統的成人基本識字教育方式以基本的國語識字

能力讀、說、寫為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強調個人本國語文的提昇，唯有助

個人、家庭教育功能的發展。亦即一方面兼顧學員的需求，另一方面其實也

是藉著發展識字教育活動來提昇教師教師個人成效與學校社區化的功能，因

此，學員之成長和學員家庭教育功能之發展是一體兩面，並行而不悖的。 

四、不同的學歷、補校服務年資在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準

備情形均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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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結果發現：對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動之準備情形對於教師不同的

「性別」 (Λ=.9678，P＜﹒058) 、「年齡」(Λ=.9592，P＜﹒690)、「行政

職務」 (Λ=﹒9558，P＜.596)、「專業研習進修」(Λ＝﹒9724，P＜﹒116)

等均未達顯著性差異。而不同的「學歷背景」(Λ＝.83248***，P＜﹒000) 、

及「補校年資」 (Λ=.85125***，P＜﹒000 等二個背景變項因素在多變項

變異數分析，是影響教師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動之準備情形時的重要因

素，且均達到顯著差異。其中發現「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不論在師資來

源、學校環境或經費來源等三個層面上，均有高於其他各種教育程度教師的

趨勢，以大學畢業修習過教育學程最低。 

在不同之補校服務年資上，發現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準備情形也達到

顯著差異，教師服務的年資對於「10 年以上」及「1—3 年」的老師，在需

求評估、計畫、師資來源、學校環境、經費來源等五個層面均高於服務年資

「7-9 年、4—6 年、及 1 年以下」的教師。總體而言，在服務年資一項出現，

年資愈資深與「需求評估」、「計畫」、「師資來源」、「學校環境」、「經費來源」

的結合情形愈好的現象。推究其可能原因，與教師之教學經驗累積教學專業

之能力，且教學技巧趨於成熟，比較有機會參加研習與進修，在擔任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之教學前較有完整心理準備，較有自信，能了解成人學習特性與

心理，使得對於整體活動之運用較能得心應手，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教學

活動之掌控度較佳。因此，今後必須特別重視擔任外籍配偶此類師資專業素

養與能力之養成與訓練。 

五、不同的學歷、補校服務年資、專業研習進修在辦理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之教學活動情形均呈現顯著差異。 

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性別」、「年齡」、「行政職務」之教師在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之情形未有顯著差異。但教師不同背景中的「學歷背景」

(Λ＝.89942***，P＜﹒001) 、「補校年資」(Λ=.88509***，P＜﹒0l)、「專

業研習與進修」(Λ=.97392**，P＜﹒0l)等三個因素是影響教師在外籍配偶

識字教育教學活動之情形的重要因素，而且均達到顯著差異。 

其中不同之學歷，「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不論在課程設計、教材編

輯、教學方法、師生互動或課程評鑑等五個層面上，均有高於其他各種教育

程度教師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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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補校服務年資，研究結果也發現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教學活

動之情形」達到顯著差異，教師服務的年資對於「10 年以上」的老師，在

「課程設計」層面均高於服務年資「7 年以下」的教師，而在「教材編輯」、

「教學方法」、「課程評鑑」等三個層面則是「7—9 年」之教師高於其他服

務年資的教師。總體而言，年資愈資深與「教學活動中的課程設計結合之情

形」有愈好的現象。推究其可能原因，與教師之教學經驗累積教學專業之能

力，且課程設計能力與技巧趨於靈活成熟、師生互動較佳，因此在外籍配偶

識字教育之教學活動，表現較優異。 

不同專業研習進修的教師背景在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之情

形」的五個分量表分數上，在課程設計、教材編輯、教學方法、師生互動、

課程評鑑等五個層面有明顯之差異，代表不同教師專業研習與否對於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之情形上，確實有其影響。值得教育主管當局正視，現

有的各種教師均無此項訓練，亦即「曾參加過」各項專業成長進修研習者其

對識字教育教學活動各方面均表現較佳，而「從未參加者」其在教學活動之

實施情形則表現較不理想，尤其對於課程設計、師生互動之概念最為不熟

悉，表現較差。 

六、不同的學歷、補校服務年資、專業研習進修在辦理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之實施成效均呈現顯著差異。 

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性別」、「年齡」、「行政職務」之教師對國小

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未有顯著差異。但教師不同的「學歷背景」(Λ

＝.050*，P＜﹒05) 、「補校年資」 (Λ=.000***，P＜﹒00l) 、「專業研習

進修」 (Λ=.017**，P＜﹒0l)等三個因素是影響教師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

之成效的重要因素，且均達到顯著差異。 

不同的學歷背景的教師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在學校成效、教

師成長、學員成長、夫家支持程度等四個層面分量表上達顯著差異。其中「師

範院校畢業」的教師，不論在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家人支持程

度等四個層面上，均有高於其他各種教育程度教師的趨勢。 

而不同的「補校服務年資」的教師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中在

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等三個層面分量表上達顯著差異。對於「7—9

年」及「10 年以上」的老師，在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等三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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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高於服務年資 7年以下的教師，但在家人支持程度並沒有明顯之差異

性。總體而言，教師年資愈資深則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有愈好的

現象。 

不同的專業研習進修教師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中以學校成效、教

師成長、學員成長等三個層面達顯著差異。表示「曾參加過」專業研習進修

之老師，在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等均高於「未曾參加過」研習進

修之教師。有參加進修研習之教師其與學校成效、教師成長、學員成長之比

較，均有愈好的現象。其原因，與教師之具有教學專業之訓練有關，教學技

巧趨於靈活成熟、師生互動良好、班級經營佳，因此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

動上也能獲得學員與及其家人之肯定，教學技巧與教學策略較佳，使得各方

面成效表現優異，。由於成人的學習取向、生活經驗、生心理特性，動機、

信心、、、等均不同於兒童或青少年，這些學員又來自另一個國度，包括：

越南、印尼、泰國、緬甸、、、、其社經背景、文化民情風俗，也大意其趣，

在教學方法上，自然不應完全比照一般兒童的教學方式。依本研究得知，目

前台北縣國民小學兼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班教學的教師，有高達「71.39﹪」

從未參加有關補校、成教或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研習，這些教師雖皆為合格教

師，但由於兼任性質平日既無閒暇，研習名額太少或無機會，因而未接受外

籍配偶專業知能的職前訓練，面對這些外籍配偶之學員時，其教學型態只有

依照指導兒童的方法從事教學，如此其教學品質與實施成效斷難提升，有關

參與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教師的在職進修，提升其專業能力和素養，將

是未來推展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上相當重要的課題。 

總之，所有任課教師是國小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成效的主要操弄者，

除學員本身之外，教師的屬性不一而同，是活動成敗的最大關鍵因素。 

七、教師鐘點費過低、學員中輟嚴重、教材編輯困難是辦理外

籍配偶識字教育活動之困境。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在寇克蘭 Q考驗上已達顯著水準（404.180）。在所

遭遇的困境上，意見反應依序是： 

（依問卷號） 

6.教師鐘點費太低，影響參與意願。（164 次） 

8.學員中輟嚴重，影響招生。（1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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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材編輯困難，影響教師參與意願。（109 次） 

3.參與教師未能有機會參加成人教育師資專業知能研習。（92 次） 

5.活動方案未經妥善規劃參與學員不足造成資源浪費。（68 次） 

4.未能獲得學校社區民眾、與家長支持。（42 次） 

2.未能獲得校內同仁肯定，教師參與意願低落。（5次） 

1.未能獲得校內行政主管支持（2次 ）。 

而開放式反應意見則以觀念欠溝通及宣導不足、課程編輯與教學有關問

題等方面表達最多。 

八、提高授課鐘點費、解決學員輟學因素、開放民間參與以因

應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動之困境。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在寇克蘭 Q考驗的結果上已達達顯著水準

（1150.144）。希望因應的方式上，意見反應依序是： 

（依問卷題號） 

11.無論補校與識字專班授課鐘點費應該齊一支給標準（每節 400 元）

（384 次）。 

10.配合學生需求，規劃學員托兒育嬰場地。（300 次） 

9.積極開放有意願之民間組織參與，以擴大績效。（269 次） 

7.縣內終身教育輔導團，應積極適時蒞校輔導以支援教學。（250 次） 

6.訂定參與獎勵標準，獎勵績優學校、教師提昇工作士氣。（249 次） 

8.應積極規劃各種進階班，使學員能獲得更高層次之進修管道。（238

次） 

5.積極爭取各項社會資源之補助以使本方案更加多元性。（207 次） 

4.深入社區訪問學員家庭以爭取家人對本活動方案之支持。（ 155 次） 

至於其他有： 

2.加強學校同仁對本活動之說明與宣導（ 54 次）。 

1.提高學校校長與行政主任對本方案之認知與支持。（33 次） 

3.加強參與教師對本方案之教育專業知能進修與訓練（31 次）。是被

認為因應方案中最不需要的一種。 

值得分析與探討的是：問卷的統計在困境中教師一方面希望教育行政當

局能多辦理有關教師專業成長與研習活動，但在困境因應方式中的對於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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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強提供專業知能成長與訓練的選項中的次數卻非常少，值得進一步研

究。至於開放式問題反應是必須加強學員招生策略及觀念溝通宣導表達最

多。 

九、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三個主要部分：實施前之

準備情形、識字教育教學活動、實施之成效三者間有密切

關聯。 

依本研究得知，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準備情形各層面中，以「計畫」與

教學活動之「課程設計」的相關最高達.831，以「經費來源」與「師生互動」

的相關最低，唯其相關值超過 0.4，即達中度相關以上。其次，外籍配偶識

字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各層面中，以「教學方法」與「學員成長」的相關程

度最高達.832，以「課程評鑑」與「夫家支持程度」的相關程度最低，唯其

相關值上超過.4，即達中度相關以上。再其次，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準備情

形各層面中，以「需求評估」與「學員成長」、「招生策略」與「學員家人支

持程度」相關最高分別達.856、.731，以「學校環境「與「夫家支持程度」

的相關最低為.473，唯其相關值均超過.4，即達到中度相關以上，由此顯見，

台北縣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實施前之準備情形和教學活動情形

之結合間、教學活動之情形與實施之成效之間，以及識字教育實施前之準備

情形和實施之成效之間均有密切的關聯。 

綜上得知，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的準備情形必須要完備，行政工

作方面相關的配套協調措施更要考慮周詳，才能使參與識字教育活動的教師

能專心教學、參與學習的學員安心上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實施前之準

備的工作主要是：需求評估，計畫、組織、招生策略、師資來源、學校環境、

經費來源，各層面間不但互有關聯，且有其指標性及必要性之意義。在國民

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活動情形包括：課程設計、教材編輯、教學

方法、師生互動、課程評鑑等，也是環環相扣，彼此相關。至於實施之後的

成效則包括：學校成長、教師成長和學員成長與改變、夫家支持程度等亦是

如此。從實施前之準備情形到實施之成效不僅說明了的當前國民小學辦理外

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活動模式的架構系統，也包括了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

字教育之活動所有活動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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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本節基於前述之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

國民小學行政、國民小學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統合各單位以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明確發展機制，訂定

完整長期發展計畫。 

跨國聯姻逐年增加，外籍配偶逐年攀升，異國文化衝擊家庭問題多，在

台灣產生的生活適應、經濟弱勢甚至身份居留等問題，逐一浮現。在台灣的

外籍配偶，除了離鄉背井隻身在外產生的思鄉之苦外，在文化、語言、社會

及生活習慣等差異下，要融入台灣生活，過程漫長心力艱辛。應儘速結合產、

官、學界各相關單位，邀請民間組織、社會大眾，組成跨部會常態性委員會

組織，研議訂定短、中、長期發展計畫，全面辦理，定期集會討論、成果展

演，評估研究，以為日後修正之重要依據。其次，為了讓日益增多的外籍新

娘嫁入台灣後，能儘早融入台灣生活環境避免因語言、文化等障礙造成生活

上適應困難，政府單位儘早安排各種識字教育班，以協助她們語言訓練、居

留與定居輔導、優生保健輔導、地方風俗民情的適應，甚至安排實地參觀、

戶外教學、、、等等。她們也都是台灣的一份子，協助這些來自異國的配偶

能早日融入台灣的社會中，今日不做，而後付出之代價更是可觀。 

二、成立指定專人專責機構、負責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輔導研究

與發展中心。 

外籍配偶的識字教育一定要以服務的精神來辦理，指定專人專責，直接

到外籍配偶的家庭中或社區內辦理，以「教育送上門，教學宅急便」的原則，

才能真正落實外籍配偶的識字教育。可預期的未來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只會

有增無減，為配合此一趨勢與潮流，必須有一常設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發

展中心，負責統籌規劃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各項課程發展事宜。此一中心組織

至少應包括：資料部門、教育研究部門、執行部門、輔導部門等，以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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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效，中心成員亦應包括：成人教育學者、課程專家、學科專家、教學

現場資深優良識字教育班教師、優質學員等。主要任務負責整合外籍配偶課

程實驗研究工作之策劃、指導、審查、及評估、諮詢服務等事項，進一步可

進行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實驗開發工作。 

三、從長計議，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完整配套措施。 

影響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成效因素包括：學校環境、教師教學因素、學

員原生國家教育程度、來台年數、工作與否、個人特質，以及家人的支持與

鼓勵等。由於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受到大環境中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

響，為使參與識字教育之學習者踴躍參與，除了須持續配合與了解當前教育

政策的實施目標與內容外，要儘速制定外籍配偶的管理政策和相關措施、法

令，研究、評估、統計等各方面數據，以為國民小學制定發展外籍配偶識字

教育政策時正確的引導與準繩，而不會因為缺乏法令依據或誤解政府相關決

策，制定不當之政策，朝令夕改。當前國民小學在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時

的行政規劃、教師教學模式、教材與教學的改進均需要有一定的發展脈絡與

配套措施，不論從學校、教師、學習者個人或學員家人支持度的觀點，均必

須從長計議正視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種種問題，尤其在辦理之後理應進行政

策面、實務面的探討，以為日後辦理改進之依據。台灣已是一個國際化、開

放的社會，無論國家、社會、個人而言，均應用心包容與尊重對待每一位來

台「新台灣移民者」，促進其生活適應，輔導協助發展儘速融入我國社會，

教育健全的下一代，共同為這塊土地努力耕耘，彼此尊重珍惜擁有，才有未

來、才有希望。 

四、研究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發展模式，以為國內落實與推

展的重要歷程。 

以當前國小所辦理之成人基本教育的發展形式觀察來看，對於正規教育

完全是一種附屬關係，不論是學制、教材內容，完全附設於現行國民小學體

制之下，國內成人基本教育識字研習班始終被定位為國民小學附設補校的初

級部，學習之後可以銜接國小補校的高級部。其實成人基本識字教育原本就

不等於學校教育，「識字」只是成為學員到學校學習的基本目標，「識字學

習」也只是一個自社會環境發展脈絡抽離零碎的知識。台灣外籍配偶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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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意味著另一股新興家庭文化力量的出現與改變，隨之接踵而來的應是外

籍配偶的家庭生活、社區生活適應與兒童教養的問題。所有參與教師普遍認

為外籍配偶的識字教育的發展目標，不僅是要她們學會中文聽、說、讀、寫

而已，還應包括台灣文化、社區文化環境的介紹、認識以及適應社會生活經

驗分享、教養子女態度與知能、、等等。準此而言，學校除提供識字教學外，

應再提供一處空間讓她們勇以走出家庭、進入社區，發展人際關係，拓展其

社會網絡，亦即學校行政機制必須未雨綢繆提早因應，儘速研究建構出發展

出一套系統而完整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學習模式，以供日後全面推展之重要

準則。 

五、善意的立法，強制「外籍配偶強制入學」的可行性。 

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觀念須釐清識字教育不是補償教育，亦不是社會福

利，而是國民應盡之基本權利與義務，應以終生學習的觀點看待識字教育再

教育體系之地位。準此，對於當前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工作之推動，應研究透

過立法，強制目前國內約有二十八萬多位外籍配偶，必須進入國小補校接受

短期學習，目的除可協助其儘早適應台灣環境外，亦可規範通過中文識字能

力之指標與檢核後，始可取得身分證明，依此強制策略，可避免日後產生更

多後遺症，如：降低人口素質、減緩國家競爭力、、、、之疑慮。對於移民

婚姻者外籍配偶們，採強制性學習，以換取居留證的核准，其作用如同強制

新婚夫妻需接受親職教育才准其辦理結婚登記，相信將有效規範與法源依

據。 

六、舉辦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師資的專業訓練，提升教師教學知

能。 

台北縣擔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之教師，都多現任教師兼任，普遍未

接受外籍配偶識字教育養成教育或專業研習，實際上能提供給參與教學之教

師此方面訓練進修管道與機會太少，有的雖從未曾參加過相關的研習，但實

際上已擔任好幾年教學工作，對於成人教育的概念非常模糊，外籍配偶其背

景異質性高，有別於國內失學民眾識字教育，唯有具備成人專業知能與素養

的教師，始可竟其功。所需之重要專業內涵包括如何與這些人相處，以建立

良好的師生關係；如何採取有效的教學方法或策略；以及教師本身應具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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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元文化的觀點，尊重其原生地的文化與價值觀等，師資養成之訓練工作

作好，了解外籍配偶心理與背景，善用成人教學技巧與策略，就可減少教師

摸索與嘗試錯誤之時間，能積極研發教材，吸引學員學習興趣。並可透過研

習過程中共同研討教學方法，彼此交換教學經驗，擷取同仁寶貴的經驗，提

升自我的專業素養，以減少教師自我摸索的時間或重蹈覆轍之憾。長期而

言：所有參與教師本身最好是具備雙語或者多國語言能力、跨文化知識背

景、具備瞭解外籍配偶原生國背景者，或能參與課程設計、教材編寫能力者

為佳。在增進專業師資訓練的同時，各縣市政府均應該成立外籍配偶識字教

育輔導團組織，提供教師進修、實務研究和諮詢等教師服務支持系統，使參

與教師能夠分享經驗，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知能，達到傳遞多元和多語

文化促進者的任務和角色。 

七、訂定有效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福利獎勵措施，吸引教師、

學員參與的意願。 

對於參與識字教育活動的外籍配偶提供金錢與物質上的獎勵，是吸引弱

勢族群的有效策略，特別是外籍配偶學員。如：加發給學習期間的生活費、

提供學習期間的育兒補助和托兒服務、提供學習期間的交通服務、、、等，

都是讓弱勢族群得以免除生活顧慮，安心參與識字教育的重要輔助性措施。

其次，亦可試辦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禮金，或可鼓勵民間團體協助辦理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直接發送禮金券給外籍配偶，只要他們參與識字教育活動，主

辦單位得收取禮金券取代現金，事後再以禮金券向政府單位換取現金，如此

一來外籍配偶們有相當大選擇學習的空間，各民間成教團體辦理適合外籍配

偶們的學習活動，以吸收他們手上的禮金券，相信有這些民間團體之加入對

政府專責機構也是的一種督促和挑戰。 

八、吸納民間資源，推動策略聯盟，開創多元的外籍配偶識字

教育管道。 

    為加速提昇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成效與親職教育照護措施，單靠政府有關

單位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應積極鼓勵從事社會福利與服務為宗旨之民間團體

與組織的共同合作，普遍推展，如：公司、工廠、法人機構、社會福利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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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金會、宗教團體、、等，或可補助、贊助、認養，開辦外籍配偶識字

教育或生活輔導適應班，政府倘能善用民間組織志願服務人力資源和物力資

源，打開各項教育服務通路，啟動外展服務系統，或從旁輔導協助籌組，或

分工合作產生策略聯盟，並透過評鑑與認可機制控制品質等，以因應實際需

求，相信其績效定可事半功倍。 

其次，為建立未來更多的發展空間，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發展層次應建立

在各種學習型組織的策略中，包括：正規、非正規、正式、非正式學習途徑，

鼓勵家庭本位、社區本位、職場本位的多元識字教育取向，如此外籍配偶識

字教育才能成長於各領域中，並能快速的協助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子女有良好

的生活適應。總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必須有效整合民間資源開闢多元學習

管道，才能有效達成知識經濟全民學習社會的理想。 

九、寬籌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經費，開闢多元的外籍配偶識字教

育學習空間與機會。 

多數的外籍配偶家庭社經背景原屬於邊陲地區之弱勢族群，家庭經濟環

境較差，必須運用免費學習課程，才會吸引其前來就讀，因此，中央政府應

寬列補助各地縣市政府辦理之經費，除可避免各地對經費編列不一的問題

外，亦可合理調整教師授課鐘點費及行政人員兼職津貼，鼓舞教師士氣，積

極投入教學工作行列，開發教材、創新教學，充實改善學習環境。為使外籍

配偶識字教育順利推展，必須普設班級、降低授課班級人數，亦須彈性調整

上課時段，讓教師在沒有班級學生人數之壓力下，適應學員個別需求，擴增

參與人數，然這些策略之推展在在都需充足的經費始可奏效。 

十、積極運用退休教師參加志工之訓練，加入外籍配偶識字教

育教學工作行列。 

目前無論企業或民間慈善事業，對於老年人力資源的運用相當重視且績

效卓著，但相對比較之下，學校對於過去學有專精的大批教師退休人力再開

發、再運用卻非常少，殊屬可惜。尤其年來萬人教師退休潮下，人力資源更

是可觀，他們目前擁有著令人滿意的安定生活，具備充足教育專業知能，過

去扮演社會中堅重要的角色，負責培育社會人才、傳授社會價值觀念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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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一般社會大眾中較具領導與示範的才能。這些自國小和國中退休教師

其健康狀況最佳，擔任成人教育的教學經驗均相當豐富，在社團指導工作上

能發揮所長，貢獻所學，其實擔任行政支援工作之志工也是不錯的選擇。為

加強外籍配偶及其子女適應輔導教育工作，調整文化及學習落差，營造和諧

及進步之社會生活，倘能積極訂定相關法規、計畫、調查、儲訊、掌握誘因

與意願，提供簡單職前研習，考慮完整的配套措施，積極開發運用這些退休

教師人力，相信對於當前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工作將有莫大助益。 

貳、對國民小學行政的建議 

一、訂定長程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需求與成效評估程序，作為

規劃與執行之基礎。 

外籍配偶識字教育需求評估步驟應該包括：（一）分析國小學區內所有

外籍配偶之普查資料。（二）是以參考有關當前國內問卷訪問專題研究報告

為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依據。（三）是以電話訪問學區內尚未參加外籍

配偶識字教育或有可能參加識字教育之外籍配偶。（四）是以問卷訪問社區

社會服務和福利服務提供者之意見，瞭解受助者（外籍配偶）之問題。（五）

直接拜訪學區內工商企業的負責人，目的一在鼓勵是類（外籍配偶）員工踴

躍參與，其次是瞭解公司對員工接受識字教育的態度等。（六）聘請學有專

精學者、教授，諮詢服務，充分吸收匯集各方意見調查。（七）建立長程的

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成就評估指標，以外籍配偶學員整體的改變，而非單純以

個人語言識字能力為學習成果評估對象，評估指標可分為教學內容、學習情

境、學習者的改變等三分面之綜合體。其實無論成人基本教育或外籍配偶識

字班辦理，政府教育主管單位、學校均應先做好外籍配偶之識字教育的需求

評估工作，如此才能設計出合於外籍配偶學習需求的識字教育課程。 

二、建立學校成為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社區學習資源中心之特

色。 

輿論與社會各界應釐清接受外籍配偶來學校就讀是一種「社會責任的分擔」

觀念之共識，因為唯有外籍配偶本身受教識字，將來才有能力教導養育自己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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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學校行政策略上應以「學校社區學校化，學校社區化」為目標，建立學校成

為全民終身教育中心外，鼓勵學員家人或地方志工組織加入生活輔導工作行列，

發展社區關懷意識與胸襟，徹底改變社區居民對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刻板印象，建

立性別與族群意識的新覺知，從旁協助弱勢族群適應社區。其次，適時灌輸所有

參與教學之教師，擔任教學者接受外籍配偶就讀是一種國民外交的神聖工作，外

籍配偶進入臺灣之後就是「自己人」，臺灣的教育水準能全面提昇，臺灣的競爭

力才能跟著提升，她們發展的經驗將有機會「形塑」台灣未來的新風貌，她們絕

對不是國家競爭力的絆腳石，大家從「心」做起，唯有外籍配偶能接受識字教育，

才能使外籍配偶個人、家庭、社會、以及國家整體帶來利多。 

三、積極有效的行銷策略，擴大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招生效果。 

  檢討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參加不夠踴躍原因，不外：因家庭不支持，夫家

存有刻板印象，認為外籍配偶一旦學太多，將急於自身權益，會影響家庭和

諧。或是宣導不足，上課時間無法配合，自己意願太低、、、等均為今後招

生行銷宣導策略上必須改進之處。如策略上：配合民政局、社會局、警察局

外事課等全面辦理的外籍配偶人口清查，以鄉鎮市為單位、追蹤就學與補

充，數據統計調查分析等實施之後參與人數之管控，避免婚姻仲介產生之黑

洞數字。各國小補校依學區，分類郵寄各校作為招生對象及依據，共構連結

網絡，隨時補充調整、上網公告週知各校。其次，各國小應加強辦理家庭訪

問，利用假日、夜間深入外籍配偶家中實際訪談，鼓勵尚未就讀之學生前來

就讀。或請村、里、鄰長及社區總幹事鼓勵家人支持前來就讀。文宣海報印

製配發給全縣各國中、小，或各村里長辦公室張貼於各鄰政令宣導欄內，由

國小學生帶回宣導，或交由補校同學帶回宣導，普遍放置於各醫院、社教場

所、戲院、或寄發給學區外籍配偶家庭。利用民間節慶、村里民大會、社區

發展協會例行性會議、學校運動會、家長日等活動辦理說明會。製作招生宣

導、教學實況成果錄影帶、VCD，採雙語發音，免費贈送給外籍配偶家庭。

積極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如：有線電視跑馬登、村里長廣播系統製作跑馬燈

配合宣導。定期辦理外籍配偶結業成果發表會、嘉年華會、園遊會、藝文展

覽。結合民間社會福利、宗教團體加強宣導，以擴大招生效果。 

四、主動解決外籍配偶上學各項困擾因素、彈性運用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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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教育上課方式。 

外籍配偶學員上學後中輟原因，以子女無從安置家人擔憂比例最高，其

次，才是交通不便、就業工作、夫家的反對、、、等。學校如何妥善規劃一

個讓外籍配偶無後顧之憂、且貼心的扥嬰服務空間相當重要，學校可運用空

間如：附設幼稚園、托兒所、團體諮商室、體能教室、、、等地點，結合學

校志工或尚未有子女之外籍配偶家人（先生、婆婆）眷屬，編排分工輪流協

助照顧子女。除讓外籍配偶之學童的得到很好照顧之外，亦可讓外籍配偶家

屬藉由照顧子女之機會彼此交換心得，發揮社交功能，一舉兩得。其實如何

降低外籍配偶輟學因素與如何吸引外籍配偶積極參與識字教育，是一體兩面

的工作。對於無法走家門之學員，主動採取「一對二或三、四、五」配對式，

到家授課，倘若能運用退休教師人力應是可行之道。另外對於如何吸積極引

外籍配偶參與識字教育的行列，學校則要考慮，如：配合外籍配偶學習者零

碎時間規劃彈性上課、廣設學習地點、妥善規劃舒適的學校環境，多元的教

師教學型態、、、等等因素。 

五、加強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原生母國的語言與文化內涵，回饋

與豐富台灣本地的多元價值。 

台北縣國小大部分補校混合班或外籍配偶識字專班，教師教材之選用比

較會站在同化主義思維模式設計，教學目標也是都從台灣本地觀點出發，而

同化主義思維的教育模式下，間接的影響到外籍配偶的第二代。如何讓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尊重外籍配偶原生國的母語與文化，超越族群與性別歧視，尊

重保留多元文化傳承，相互展現尊重，透過共同參與、相互欣賞，避免落入

同化教育的迷失，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發展一個重要的程碑。隨著台灣的民主

化，多元文化已逐漸成為社會追尋的典範、慣例與發展模式，在此過程中，

應深思熟慮原先唯我獨尊的國語政策是否已被挑戰？過去幾年本土化政策

下，母語已經成為國小正式課程的一部份。然在許多母語教學中，我們是否

遺忘了來自這些外籍配偶----東南亞母親的原生國母語教學，是否也應該給

予保留或發揚光大，外籍配偶積極參與識字教育真正目標毋庸置疑，然在發

展回饋與豐富台灣本地的多元價值之同時，是否也應一起教授外籍配偶其原

生國之母國文化，未來政策何去何從？應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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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多元、有效的家庭支持與社會支援

系統。 

值此提昇外籍配偶本身識字教育之效能或及其家庭子女之親子關係之

際，首先宜協調整合資源，增強服務資源與支持系統的便利性與透明度，讓

外籍配偶自身及其家人清楚瞭解外界的支援協助管道等等。其次，健全社會

支援專業化的服務系統與家人支持系統，雙方產生連結，外籍配偶嫁至台灣

之後，扮演多重角色肩負多種責任，倘若支援與支持系統非常薄弱，特別是

透過仲介而產生的買賣婚姻建立的關係，容易造成家人對他們的歧視與偏

見，甚至被當成生育子女之工具或買到一位廉價的長期外籍女傭看待，影響

所致，不只是本身，連其子女教養，都會造成情緒難以控制的傷害，因此藉

由於外力的協助，如：相關家庭教育單位、心理諮商與輔導機構的支援，社

區志工培訓隊、、、等，適度介入輔導家庭成員，以協助外籍配偶家人調整

觀念，教導相關衛教常識等，使其在穩定心情中積極參與國小附設補校識字

教育學習行列，增加對於語言學習，營造親子共學的和諧氣氛，如此才能有

助於提昇其生活之適應與教養子女之能力，讓他們對此新生地---台灣有生

根的歸屬感。 

參、對國民小學教師之建議 

一、發展合宜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學員本位課程設計。 

當前國民小學無論是學校行政單位或教師在籌備、開班之前，面對外籍

配偶新學習者，除了對於採取慣用之教學方法之外，恐怕不太明瞭「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課程」之內容、上課進度，甚至為何還需要「課程設計」之理由

與概念相當訝異？大多數教師認為不是只要拿當前國小部一年級國語文領

域課本、或台灣書店國小補校編印的現成教材就好了，何必大費周章呢？且

讓人質疑教師對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操弄性與主導性是否太強了？任課

教師很少會站在學員立場考量，外籍配偶學員只是單項、被動的接受者。配

合課程進度製作教學光碟片配發給學員在家自學或跟家人學習，可以彌補因

家庭因素而中輟之學員上學之機會。其實「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設計的

屬性應該偏向機構方案；設計出發點是以機構或組織的知識基礎，目的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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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參與的所有外籍配偶學習者個人基本能力的成長和改善。因此課程方案設

計人員----教師必須迅速指出所要教授的認知知識、情意過程及動作技能之

內容有哪些？因為識字教育課程設計並不強調情境分析及課程發展關係的

建立，而應特別重視所有外籍配偶學習者和學習情境的分析，更應重視教材

的水準和教學方法。這種課程設計應以知識為基礎來建立目標，而不是社區

或個人問題，最後課程評鑑知重點是以課程設計內容的精細為規準，如此付

思索、回饋、自我檢視才設計出適合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學員本位」之課

程。其實，若再加以深入探討目前各縣市（包括台北縣）自編的外籍配偶識

字教育教材的編輯群中有多少成員是有現場教學經驗的？教材無不是憑空

想像閉門造車的？其教材適用性有如何？有無深入去瞭解比較分析外籍配

偶其原生國文化背景彼此之差異性，因為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設計與教材

編輯發展均需要經過「教學現場」的檢驗，才能合乎成人教育課程設計發展

模式。 

二、強調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材編選除遵守功能性識字教育

外，應尊重原生國之文化特色。 

識字教育對象係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配偶學員，其學習之目的是在強調

儘速能適應台灣社會文化生活，而不在協助獲得更高學歷文憑，目前國小補

校或成教班、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班所使用的教材，大多針對我國失學民眾所

編輯之教材或補充教材（有的是台灣書店出版、有些是國小低年級國語課

本），這些教材無論是地域概念或風土民情差異很大，不適合其學習。因此，

在本國失學民眾與外籍配偶的補校混合班或識字教育專班的班級中，任課教

師對於教材編選或選擇除強調「功能性識字教育目的」外，應適當的加入補

充教材，配合多元文化教學內容的呈現啟發無論社區性、或草根性均可，凸

顯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特色，回應「多元文化主義」之精神，保留其原生國

文化些許特色，避免產生下一代認同危機，有世界觀、因地制宜、融入混合

教學對其將有所助益。 

其實外籍配偶識字教材內容的選編，不應只是將一些正確台灣當前社會

新穎的知識加以統整應用而已，它應包括：教育目標的達成與價值觀念的形

成。教材內容的選編，必須與學習者的生活和興趣相配合，力求實用，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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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自我學習。教材內容編輯原則必須能夠培養其獨立思考、自我判斷的能

力，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因為外籍配偶學員不是兒童，不能完全依賴教師

被動注入式的教學，期望早日能發展出外籍配偶自我導向式的終身學習。 

三、採取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活潑多元的教學方式，提升學員學

以致用之能力。 

教學是一種手段，是用來達到教育目的。教學是整個在教育過程中最重

要的活動。成人教學有別於學校對青少年教學，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更有別於

於國內失學民眾識字教學，為配合學員學習，上課方式應依據教學目標採取

彈性、活潑不同之教學方式。若採用問題為中心教學法時，應鼓勵外籍配偶

學員共同參與計畫擬定和課程評鑑之實施，以增進師生間互動，充分發展其

學習潛能。若採用互動式教學法如：觀察、調查、搜查、表演、討論、製作、

以及參觀、訪問等等，均可激發其學習意願，生活科技之運用及電腦輔助教

學、視聽器材、校外社區鄉土資源的運用，除可教學內容更能引人入勝外，

亦可加強外籍配偶學員們現學現賣、立即隨機運用之機會，增進學習樂趣。

總之，多元的教學方式是外籍配偶識字有效教學必備之條件外，當可提高學

員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是無庸置疑的。 

四、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師生適當的關係模式，提升教學效

果。 

如何建立師生間適當的、合宜的關係模式，是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能否成

功的關鍵因素，當然也是影響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

教學過程中，師生彼此間應該是一種平等的、合作的、坦誠的關係，沒有種

族的歧視、高低、尊卑之分。在教育的過程中無論教學者，學習者也應該扮

演著相同的責任、義務，如此才能合乎教育的規準。 

在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過程中，究竟師生間應建立何種關係，教學氣

氛又要如何去培養？也是身為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教學中教師們應致力班級

氣氛的營造。這種班級氣氛的建立與培養，是影響教學效果發揮的直接因素。 

（一）建立平等、互愛、尊重的地位，降低學員心理壓力。 

    外籍配偶學員與教師間的一項基本要素是「平等」是「相互尊重」，這



 186

些學員遠度重洋來台，扮演多重角色、也肩負多重的責任，人不生、地不熟，

壓力可想而知，只是有心到國小認識中文，最終目的就是期盼快速融入台灣

的社會，因此能到國小參與識字教育學習的過程中教師不能再給另一種歧

視、尊卑，甚至於上下、高低的刻板化印象，所有擔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

程之教師應以平等、尊重的地位來看待這些學員，發展，班級平等氣氛關係，

減少雙方之焦慮，師生語言之傳遞與對話中，教師用字遣詞應避免歧視異樣

之眼光或言語刺激學員，維護其自尊、、等等，更是師生、同儕間學習活動

順利進行之重要基礎。 

（二）培養善意、接納的氣氛，使學員產生歸屬感。 

外籍配偶參與識字的學習動機，除了學習「中文」之外，應有還有「社

交因素」，而這項動機卻是非常的強烈，在學習過程中的另一個「潛在課程」，

能認識同鄉朋友，抒解自我情緒與交換新知互通有無，建立同學的溝通網

絡，拓展人際關係，因此教師們應致力於如何去營造班級中「包容、尊重、

接納、相互牽引」的氣氛是相當重要。徹底改變教師只是傳統單一教學者的

身份應轉化為外籍配偶學習促進者的角色，無論在課內、課外有更多互相接

觸的機會，建立師生、同學間的友誼，最後讓每一位參與識字的外籍配偶學

員，早日促進生活適應，使其儘早融入我國社會，教育健全的下一代，才是

我們共同致力形塑的願景。 

（三）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讓師生間均能「教學相長」獲得

雙贏。 

外籍配偶屬於成人學生，在識字教育的學習心理特性上，比較會傾向於

有意義的學習或立即可用的，其內在化的動機卻源自於與家人、鄰居或外出

工作、、、等日常生活中遭遇困難或問題無法解決時之內在壓力，希望在參

與識字教育學習活動過程馬上得到解決。因此，教師與學習者必須共同協調

決定學習的目標、內容、方式與學習評鑑方式，不要讓外籍配偶學員們太多

的挫折感與失敗之記錄。其次，亦應藉由參與學習增加社交之管道以延伸家

庭機會，能否多認識一些來自於同屬於原生國之鄉親，教師在班級經營時必

須建立師生、同儕間友誼之氣氛，產生融洽亦師、亦友之關係，營造和諧環

境中快樂成長與學習，教師亦可利用下課之後，多多接觸學員們，學習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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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文化，以達到參與教師教學相長之目標。甚至於可抽空探訪學員家人，

深入瞭解學員學習之後改變與成長狀況、缺失等等以作為將來改進之處。 

五、建立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師生課程評鑑發展之機制，提升教

學品質。 

   外籍配偶學習目的是為適應融入生活，課程之設計內容，不能與現實脫

節，應包羅萬象，而不是僅限於讀、寫、算，無論課程或學習評鑑工具，評

鑑者是師生而非教師個人，是生活而非試題。課程方案評鑑成效，是在改進

課程方案與實施方案，課程評鑑項目必須包括：學員學習成效、教師教學成

效、行政支援成效、課程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各項成效評鑑資料，然後再根

據評鑑結果修定課程方案及課程實施方案。評鑑的目的在檢視活動設計及執

行是否有效，以及活動目標是否達成。評鑑的內容包括課程、教學、人員、

設備、經費等各方面，未來整體招生行銷策略也應列入評鑑範圍。評鑑的方

式應包括：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形成性評鑑乃是在方案發展過程中的

各個階段都必須進行的，評鑑工作可以說是橫跨整個方案實施與發展歷程，

形成性評鑑結果的資料，必須隨時回饋次系統，目的應以提供隨時修改的依

據。總結性評鑑是在活動執行結束前所做的總檢核工作。總之，教師必須具

有課程評鑑與辨別教材適當性之能力，時時不斷自我檢視教材的問題，以改

進教學，提昇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教學品質。 

肆、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的方法僅以問卷方式探討台北縣國小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之

研究恐難完整的呈現其真實的情形。因此，未來從事相同主題的相關研究，

若能徵得學校同意，實際進入學校現場，瞭解國小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

理念和做法，將自己融入學校補校教學現場的情境脈絡中，進行外籍配偶識

字教育行動或民族誌研究，長期觀察台北縣國小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情

形，所獲得的資料將更豐富而深刻。 

 

二、 就研究對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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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係以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覺來推論國小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

的準備情形、教學活動現況及其成效。由於研究者的時間與能力有限，因此

研究範圍僅以台北縣國民小學補校或識字專班教師為研究對象，(包括主任

和幹事)，無法與國小校長的觀點或參與識字教育班之學員相互引證或比

較，在推論上有不夠周延之處。未來研究相關主題，應可將研究範圍擴及全

台灣地區，增加研究的樣本數，以提高研究結果的效度。即擴大研究範圍，

增加研究對象及樣本，以相互印證或比較。 

三、 就研究內容而言 

今後的研究或許應增加研究變項，如增加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補校班級

數，補校成立時間等等。此外依變項的部分或許可增加學員個人成效，本研

究僅以教師個人背景與教學活動為兩大主軸，細分交叉比對據此進行研究，

或許可建構較為完整的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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