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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國內大學面臨少子女化及高教競爭環境，刻正大力推展國際化政策。以往，大學國際化

只是點綴，成果如何無所謂；現在，大學國際化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做不好便失去競爭優

勢，甚至有退場的可能。 

大學國際化，招生十分重要，有了國際學生，後續各項教育措施繼而開啟，故各大學莫

不致力於招生任務。國際招生，首要考量的問題是大學有何強項可吸引國際生就讀？即那個

系所學程具有教導國際生的實力，且已經準備好。要吸引國際生來臺學習，是要修讀學位，

或者學習技術實務，或只是短期研習？大學提供了什麼誘因？招收國際生也要考量他們從那

些國家來，是歐美國家？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大學必須考量課程教學和實

習的安排，也要決定教學使用的語言，還要提供國際生學習華語文的機會。國際生來臺學習

的選課指導、課業協助、生活起居、飲食交通、醫療照顧、人際互動、社會文化體驗等，都

要妥善安排，期許國際生到臺灣留學，能夠圓滿成功。 

由於兩岸交流愈來愈密切，大學國際化開始設定中國大陸的學生為對象，在研修生、交

流生之外，亦於去年開始招收學位生，吸收陸生來臺修讀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成為國際

招生的重要環節。兩岸語言文化相近，中國大陸又是廣大的教育市場，如何繼續招收陸生，

提供優質的教育和生活環境，使其順利完成學習任務，也是國內大學很重要的使命。 

本期主題關心大學招收國際生和陸生的狀況、問題和未來方向。同等關注的是愈來愈多

的國際生和陸生加入國內的大學校園後，我們的大學事先做了什麼調整改變，目前有哪些問

題發生，以後又會產生什麼變動？國際生和陸生的加入是否促成國內大學品質的轉型？或者

反而降低學生的單位成本，拉下大學的教育品質？提升整體教育品質是國際化的關鍵。在國

內大學賣力推動國際化的時刻，各大學是否訂出明確的目標，是否理清國際生和陸生對國際

化的貢獻所在，是否建立國際化評鑑指標和改進機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本期要感謝主題評論各文作者，提出招收國際生和陸生的精彩評論和建言，相信必能裨

益於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也要感謝所有自由評論各文作者，他們深入討論幼兒園、十二年國

教、新移民子女教育、校本課程、教師培育和進修、教學改革等問題，提出教育改革方向，

篇篇都有參考價值。本期各文的審查委員、當期執編蔡玉卿小姐和劉宜青小姐、本刊執編盧

宜芬小姐、美編紀岳錡先生、封面設計人劉宛苹小姐，對於本期的編輯出版貢獻良多，亦在

此致謝。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長 
第二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林亞娟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第二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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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 
之個案評述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師培中心副教授  

 

一、 緒言 

人類生活因資訊進步與交通便捷

成為一個地球村，族群異化與移動頻

繁，世界各地皆面臨單一國家內多元

族群與多元國籍彼此交雜的局面，也

產生國家或區域內移民的適應問題，

至 2009 年底全國有 42.9 萬的外籍配

偶，對象主要是「大陸港澳」籍及「東

南亞」籍，其中「東南亞」籍以越南、

印尼、泰國為主（行政院主計處，

2009），已成為臺灣人口結構中重要的

一環，外籍配偶係近年來台灣社會在

人口結構上出現的新群體，這種因跨

國婚姻導致的移民事實，衍生出許多

家庭與社會議題（顏佩如、謝寶梅、

楊銀興，2008），教育單位也必須傾力

協助新移民及其子女在台灣的適應與

發展。 

我國東南亞新移民與其子女皆有

各式適應問題，東南亞新移民有文

化、語言與適應問題，大陸配偶的適

應議題比較偏向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

面議題。因此，不僅外籍配偶或大陸

配偶需要學習，其實我國國民都需要

終身學習，拋棄偏見，學習接納這批

新移民，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並尊重

其原有的文化或風俗習慣（林美和、

劉盈盈，2003 轉引自顏佩如、謝寶梅、

楊銀興，2008）。 

我國政府因應這樣的族群結構轉

變，也曾實施相關政策，包括：(一)

辦理多元文化交流及教育成果展示；

(二)建立外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三)

瞭解與傳承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四)

設置外籍配偶教育專題網站；(五)督導

各縣市政府落實外籍配偶之教育服務

等，以提供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更周延

完善的教育服務，以共建全民終身學

習的美好願景。各地方政府也做出許

多努力，例如：桃園縣政府與教育部

攜手合作在平鎮市忠貞國小，成立全

台第一個「新移民學習中心」，其中並

建議：(一)藉由課程說明座談提昇外籍

配偶家人瞭解與支持；(二)提供活動宣

傳與雙向溝通機會，彈性調整課程；

(三)開發外籍配偶先生婚前學習課程,

建立正確態度；(四)招募志工協助子女

照顧；(五)彙整活動資料與經驗，編寫

學習課程（顏佩如、謝寶梅、楊銀興，

2008）。 

我國民間團體對於新移民也做出

努力，「南洋台灣姐妹會」、「美濃愛鄉

協進會」和世新大學的夏曉鵑教授是

重要推手，成為台灣各界人士前往取

經的活教材，也促成教育部在 2002 年

開始大量補助中小學和社團廣設「外

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顏佩如、謝

寶梅、楊銀興，2008）。  

我們面對新移民急遽增加，社會

人口結構產生質變，家庭教育的內涵

與功能發生了落差與失能，因此，臺

灣社會家庭變遷應注意到本土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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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融合，對於新移民及其子女

應積極性提供教育與輔導的策略，尤

其是新移民下一代的教育關係到台灣

未來的政經與族群和諧的發展，因

此，新移民子女教育教師的教育與開

發師資培育教材視為當務之急。本文

所指的「新移民」是指指剛移民到非

自己原生國家或地區的人，我國傾向

將「移民」定義為希望較永久定居的

外籍人士。「原生社會文化」指的是新

移民原生國的社會與文化。「多元文

化」指的是多元文化並存互尊互重的

文化包容的思維。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新移民子

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個

案之評述，提供發展「新移民子女教

育之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相關經

驗的分享，以瞭解「新移民子女教育

之師資培育」議題、「新移民子女教育

之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進行之概

要、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材

個案內容之評析，並針對此「新移民

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

提出結語。 

二、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

育」議題評析 

我國針對在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

的識字及生活教育的「同化主義」思

想相當濃厚，資源提供者大多認為現

階段外籍新娘必須先瞭解、適應、融

入台灣社會；教學目的則是希望外籍

新娘能早日適應在台生活，成人教育

專班目前尚停留在強調「文化差異」

而非「社會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

因此，課程中應強調接待社會內不同

「在地文化」的展現，才有助於打破

同化主義的偏執（邱琡雯，2000 轉引

自顏佩如、沈佩綺，2006）。 

現階段於新移民教育各版此教材

多以「文化同化」的角度進行，在探

究各版此教材在教材形式、教材內涵

及教材偏見問題等三方面的現況，發

現教材內容大多採「同化觀點」，未能

符應「多元文化」理念，教材內涵仍

缺乏納入外籍配偶原生文化背景，教

材中隱藏族群偏見之事實（汪素娥，

2005）。 

外籍新娘基本教育上也缺乏對外

新移民「原生文化」的關注，某補校

主任、補校幹事及補校導師認為：外

籍新娘基本教育課程規劃實務應從

「教育目標」方面著手，並以「培養

識字能力」為主，缺乏對外新移民「原

生文化」的關注（曾秀珠，2003）。 

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上缺乏提供外

籍人士的適應與營造公平正義的環

境，研究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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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

識字教育教材除了編選遵守功能性識

字教育外，應尊重「原生國之文化」

特色（黃正治，2004 轉引自顏佩如、

沈佩綺，2006）。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教師教學知能

尚停留在「文化差異」而非「社會平

等」。職場教師早已意識到異文化學童

與家庭問題造成現場教育的重大影

響，教師主要是希望學生能適應與融

入台灣社會，若以「多元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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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尚停留在強調「文化差異」

而非「社會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

倘若教師未能持有正確多元文化的觀

點，視同化為多元的錯誤觀念，將可

能造就出一批同質性高的學生，多元

的觀念就成了口號、空殼。因此，針

對「新移民與原生文化」的師資培育

課程之重要性不在話下(顏佩如、謝寶

梅、楊銀興，2008)。 

因此，2009 年進行師資培育教材

研發方案個案，藉由「新移民子女教

育相關研究」、「全球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世界中心-邊陲說」、「本土

教育」等新議題之探究，發展「新移

民與原生社會文化」師資培育教學參

考教材，拓展師資生國際視野與全球

素養，提升師資生多元文化教育觀

感，幫助師資生適應未來就業的教育

市場議題。透過新移民與原生文化議

題，推展於師資培育與研究所課程，

從「新移民子女教育相關研究」、「全

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雙多族

群教育」、「世界中心-邊陲說」、「本土

教育」的角度切入，發展師培機構大

師資生適用的教學與教材，提升師資

生接納與理解多元族群背景的師資生

能力，以提供師範教育機構教師新移

民子女教育教學參考教材。 

三、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

育教材研發方案」內容重點 

新移民子女教育成為我國教育重

要議題，此次方案以「學生為主體的

教學」為目標，採取主題性「課程融

入」方式，匯集相關閱讀資訊建立成

為新移民議題的相關網站，協助師資

生進一步理解未來教育現場議題，增

進就業的專業與能力。此方案已於

2011 年研發完成，研發時間長達 2 年，

研發單位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

系顏佩如等人，希望提供中小學教師

與教學的應用。 

由於師資生畢業生目前的就業多

從事教育相關事業，例如：各級學校

教職員工、文教事業、出版業、補習

業、安親班、輔導諮商機構、教育相

關服務業等。而新移民子女教育成為

未來教育市場的新現象與新商機，許

多學校與出版業者皆面臨「多元文化」

教材缺乏的問題。藉由新興議題之探

究，發展「新移民與原生社會文化」

師資培育教學參考教材拓展師資生國

際視野與全球素養，提升師資生多元

文化教育觀感，彙整國中小新移民子

女教育教材，並置新移民子女教育網

站分享，以便協助師資生解決職場問

題，有效提升師資生畢業後之競爭力。 

此方案是以促進師資生的國際視

野與全球素養、提升師資生多元文化

教育觀感為目標，為有效提升教師教

學效能與師資生學習效能，採取議題

融入方式協助師資生進一步理解未來

教育現場議題，提升師資生處理教育

現場多元文化教育與新移民子女教育

的問題。此計畫擬運用課程發展的理

論，採主題式融入的方式，融入既有

的師培課程與研究所課程當中，企圖

將新移民議題與教育作課程整合的探

究，將新移民文化與議題融入現有課

程當中，試圖解決新移民教育的問題。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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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研發方案」希望藉由開設的師資培

育課程適時地融入新移民的相關議

題，擬從「新移民子女教育的觀點」、

「全球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角

度切入現有的師資培育課程，作為未

來發展教育學程與師培課程融入新移

民議題的參考。 

(一)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

材研發方案」之理念與目標 

1.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

材研發方」案之目的 

此方案主要是依據新移民子女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教育、本土

教育及課程與教學相關理論與實務相

關哲理與論述，透過主題性「課程融

入」方式探究新興議題，並促進跨領

域與跨師生的對話，提供新移民子女

教育、台灣本土教育、全球教育、多

元文化教育等領域的視野與探究方

式，讓師生發展一種跨越邊界的解決

教育現場問題的策略，幫助師資生瞭

解就業現場議題。具體言之，目的在

於（1）有系統的教授與探討新移民子

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與本土

教育之重要著作，幫助師資生瞭解就

業現場議題；（2）整理、分析新移民

子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與本

土教育重要之論述與議題，以協助師

資生理解與思考異文化教育問題；（3）

蒐集新移民子女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全球與本土教育重要論述，幫助

師資生檢討反省新移民子女教育的論

述與實務；（4）透過師生互動與對話，

為新移民子女教育開拓新局，解決師

資生未來就業之教育現場問題。 

2.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

材研發方案」之目標 

(1) 探究新移民子女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全球與本土教育之重

要著作。 

(2) 幫助師資生適應未來就業的

教育市場議題。 

(3) 解決師資生未來就業職場「外

配子女教育」的議題。 

(4) 促進師資生全球學習理解與

效能。 

(5) 建立「新移民子女教育」之網

站，協助師生瞭解新移民相關

教育現象與問題。 

(6) 促進師資生的國際視野與全

球素養。 

(7) 提升國家人才素質，增進國際

間競爭力，解決教育現場問

題。 

(8) 將成果利用數位網站分享。 

(二)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

材研發方案」之具體作法 

為配合此方案之進行除搭配開設

大學部與課程所日夜間部課程共 6

門，發展多元文化、新移民子女教育

與全球教育課程與教學，建並置多元

文化、新移民子女教育與全球教育網

站以資推廣，此方案具體作法包括： 

1. 大學師生互動與對話探究「新移

民子女教育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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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大學語研究所課程與座談會

經驗以便彙整與探究「新移民子

女教育」重要資料。 

3. 運用師生共讀策略發展師生合作

學習。 

4. 彙整新移民子女教育的相關理論

與實務的大學課室教材，以資推

廣。 

5. 建立新移民子女教育網站以資推

廣。 

6. 解決大學教學現場與師資生未來

就業職場「外配子女教育」的議

題。 

7. 促進師資生全球學習與跨文化理

解與增進新興教育議題的關注。 

8. 建立「新移民子女教育」網站。 

9. 促進師資生的異文明理解與全球

關懷。 

10. 解決師資生未來就業之教育現場

議題-「外配子女教育」。 

四、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

育教材」個案內容之評析 

由於台灣現處於多元文化社會，

未來人口組成逐漸產生異化，外籍族

群人口逐漸提升，面對此多族群的社

會，新移民子女教育也成了必須面對

的課題，因此，「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

資培育教材研發方案」運用師生發展

作者群，運用「多元、差異的觀點」

集體研發中小學新移民子女教育教學

資源（顏佩如編著，2010a、2010b），

希望建立新移民子女教育公平正義且

支援的學習環境，營造族群間和諧相

處的場域。 

針對此教材概述，「新移民子女教

育之師資培育教材」結合了多元文化

教育、弱勢教育、世代之間的差異、

新移民、教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

弱勢教育的討論，依照「國中三個年

級 與 國 小 低 中 高 三 年 段 和 學 習 主

題」、「各學科學習領域」，以「年級」

與「學習領域」雙目錄呈現，由教育

理論和實務經驗共同具備的人員所研

發的（顏佩如編著，2010a、2010b），

以能切合教師教學實務與學生的認

知、需求。 

此外，「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

育教材」根據「多元文化教育」（譚光

鼎、劉美慧、游美慧，2008）所揭示

的在結構，分別為「身體」、「性別」、

「種族/族群」、「文化與認同」、「階級/

貧窮」、「宗教」六大層面與該研究運

用中小學在職與職前教師集體運思發

展出「地理/地域」、「語言」、「年齡/

世代」、「污名者」四項議題，共十大

議題，其中每個議題分成四部分探

討：1.議題背景的定義與相關理論、2.

新移民子女教育的教學內涵、3.教案示

例、4.教學用的繪本與故事等（顏佩如

編著，2010a、2010b），教材最後附有

國民中小學的新移民子女教育資源網

站的介紹與推薦。 

表 1 「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育教材」十

大議題相關主題範例 

編號 議題 相關主題範例 

1 身體 身心障礙、肥胖 

2 性別 性別角色、性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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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議題 相關主題範例 

質、性傾向、跨性別

3 種 族 /

族群 

原 住 民 族 / 新 移 民

v.s.優勢族群、跨族

婚姻 

4 語言 主流與次級語言、強

勢與弱勢語言； 

5 文 化

與 認

同 

包括泉州、彰州、平

埔族、原住民、國家

認同與政治認同 

6 地 理 /

地域 

偏遠地區、城鄉差

異、都市邊緣 

7 階 級 /

貧窮 

貴族、中產階級、勞

工階級 

8 宗教 主流與次級宗教、強

勢與弱勢宗教、宗教

的箝制與迷思 

9 年 齡 /

世代 

老中青、草莓族、水

密桃族、吞世代等 

10 污 名

者 

奴隸、罪犯之子、愛

滋病家族、外籍配偶
資料來源：顏佩如編著，2010a、b。 

評析「新移民子女教育之師資培

育教材」其內容的特色有四：第一、

結合台灣九年一貫能力指標發展教

材，因此教師可當成課內教材；第二、

結合建立以理論與論述為背景的教學

教材，探討議題背景的定義與相關理

論，並提出如何針對該議題進行多元

文化的教學，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方

法與策略、教學評量、相關教育資源、

教學發展注意相關事項等，發展一套

結合理論與實務之課程。第三、該書

提供讀本、教案結合網路上的影音、

繪本。第四、結合高中、國中小學在

職教師與教育系大學部、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研究生近百人共同發展與修

訂，並經由學術單位相關課程加以討

論與編修之（顏佩如編著，2010a、

2010b）。 

然而，此教材也面臨理論與實務

方面的議題與問題： 

一、就理論層面而言：此教材雖

然引用與參照新移民子女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全球與本土教育等重要之

論述，雖是集體討論與創作之集體產

出，但是因教材定位為實務教學者的

教學資源，無法從宏觀的視野架構新

移民子女教育相關理論，並作因果關

係的分析與結構性的探討，教材資源

示例與理論間的關係缺乏篇幅加強連

結。 

二、就實務層面而言，限於篇幅

所限，無法延伸至教學內容與詳細教

材，缺乏新移民教學經驗與多元文化

素養的實務工作教師，可能較難發揮

教學的要義與重點。在教材的應用與

推廣上，雖採自費贈發全國各縣市新

移民學習中心學校，但因為此教材借

用與公開資訊不透明，以致於真正被

使用與應用偏低，此外，對於新移民

子女教育教學知能之在職教育也應加

以系統性規劃。 

五、 結語 

綜論之，對於新移民子女教育與

教學資源應由國家層級建立資訊分享

平台，訂定相關政策與教育方案，整

合國家所有有助於新移民與其子女教

育與扶助的資源平台與網站資源，並

提供相關配套措施與教學支持系統，

不應將新移民子女教育簡化為教師教

學知能而已。 

隨著科技日益精進，人口快速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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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通便捷，世界各地充斥著來自

各個不同文化、生長空間的人們，面

臨從單一族群到多元文化的社會，新

移民的適應問題也因應而生。現處於

多元文化社會，我國未來人口組成逐

漸產生異化，外籍族群人口逐漸提

升，面對此多族群的社會，新移民子

女教育的教育也成了必須面對的課

題。作為社會核心之一的教育，體認

到外界環境之劇變而有所因應變革，

藉以實踐多元文化的理想社會，師資

培育課程有義務拓展師資生國際視野

與全球素養，以及提升師資生多元文

化教育觀感，幫助師資生適應未來就

業的教育市場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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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文主要是針對顏佩如、顏秀如（2009）「新移民與原生社會文化」師資培

育教學參考教材研發方案之評述，該方案為教育部顧問室補助與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國研處補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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