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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跨國婚姻比例不斷攀升，因此新住民孩童逐年增加。然而新

住民家庭中因彼此語言、文化等差異，造成許多家庭問題，近而影響其子女在校學習

情形。本研究先收集內政部及教育部相關資料，瞭解目前本國新住民及其子女之人數

及分布情形；其二、針對多位學者之研究，歸納出新住民配偶的適應問題及新住民學

生教育問題主因。將上述問題面向製作成問卷，調查屏東縣某國小之導師，藉由導師

與新住民學生相處過程中，瞭解該校新住民學生在校學習狀況，並希望提供給教育當

局具體的策略與建議，以改善新住民子女教育劣勢。研究結果發現該校新住民學生學

習問題主要來自學校適應、語言溝通、家庭經濟、學校資源等四面向，並提出四項建

議：（一）提供新住民學生個別化學習環境、（二）廣設課後成人輔導課程，加強新住

民語言溝通能力、（三）國家政策規劃檢討，減輕新住民家庭經濟壓力、（四）擴充學

校教育資源，加強教師認輔意願。希望藉此讓每一個學生都有平等的學習權，建立一

個愛與關懷、尊重與包容的多元文化校園。 

關鍵字：多元文化、新住民子女、跨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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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國際交流日益頻繁，因此開啟了國人和港澳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婚姻。

台灣自從 1990 年代開始開放「外籍新娘」來台之後，在各類的傳播媒體上常常出現

關於新住民相關議題與討論，因此成為學者研究的主題，更是政府施政之重要課題。 

    新台灣之子的誕生減緩了台灣嚴重下滑的生育率，隨著新住民子女占台灣新生兒

的比例逐年增加，他們將來必定是台灣人力資源最重要來源之一。然而學者曾分析新

住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一、婚姻商品化導致價值觀扭曲，孩童生長背景不佳。二、文

化背景不同，造成生活適應困難，家庭內部關係紛擾。三、社經地位低落的教養問題，

影響弱勢情況不斷重演（劉金山，2004）。因此新住民子女在教育上所面對的問題及

因應對略是必須多加關注，以期提升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 

    一個國家要有競爭力，必須在教育上紮根，因此每個孩子都不能放棄；一個社會

要安定富足，則必須多元接納與包容。因此本研究透過屏東縣沿海某所學校為研究樣

本，以期瞭解屏東縣現階段對於新住民的協助與關懷是否落實，及其子女在校學習表

現概況，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具體的策略與建議，以改善新住民子女教育劣勢。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動機，本研究目地旨在瞭解該校新住民配偶生活、語言等適應情況，

對於其子女在校學習情形之影響，並瞭解教師對於多元文化之接納與包容度，以供未

來推動之參考，本研究的目的有四項： 

  （一）瞭解該校新住民配偶現況及問題所在。 

  （二）瞭解該校新住民子女現況及問題所在。 

  （三）探討該校新住民家庭現況對於其子女在校學習之關係。 

  （四）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主管機關參考。 

二二二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問題如下，以作為資料蒐集、研究調查及分析

討論之依據。 

  （一）新住民配偶生活、語言、社經地位等問題是否會對子女學習有所影響？ 

  （二）新住民子女是否會因家長身分背景影響其自我認同感？ 

  （三）學校是否提供校內新住民學生足夠的教學資源？ 

  （四）學校教師對於多元文化包容與接受程度？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及其子女的現況及其子女的現況及其子女的現況及其子女的現況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2012）資料顯示，101年1-9月結婚人數總計99006對，其中大

陸地區新郎為584人、新娘為8591人；港澳地區新郎為254人、新娘為234人；東南亞地

區新郎為503人、新娘為3085人；其他地區新郎為1896人、新娘為403人。可以發現外

籍配偶國籍主要是為大陸及東南亞地區新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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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一資料顯示，96年至101年9月止可發現每年約8~9％的新生兒，其生母為新移

民。在現今少子化的時代，台灣社會如何珍惜這近一成的新台灣之子，使他（她）們

成為台灣未來的重要資產，是需要正視的課題。    

表一 

嬰兒出生數嬰兒出生數嬰兒出生數嬰兒出生數————生母原屬國籍生母原屬國籍生母原屬國籍生母原屬國籍    

生母國籍(地區) 

年月別 
本國 大陸港澳地區 外國籍 

大陸港澳、外國籍

嬰兒暫全國嬰兒

比率 

96年 183,509 10,117 10,788 10.2％ 

97年 179,647 9,834 9,252 9.6％ 

98年 174,698 8,871 7,741 8.6％ 

99年 152,363 8,185 6,338 8.7％ 

100年 181,230 8,937 6,460 7.8％ 

101年9月止 150,449 7,319 5,160 7.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教育部資料顯示，100 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小學之新住民子女總人數，以北部

地區（台北市 12016 人、新北市 32410、桃園縣 21521 人）最多，占 44.62%，；第二

為南部地區，占 30.48%；第三為中部地區，占 19.51%；東部及金馬地區僅占 5.39%(教

育部，2012)。可以發現新住民及其子女主要集中在都會地區，而非農業鄉村地區。 
    由表二資料顯示，自 94 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讀國小學生人數比率

呈現持續增加。 

表二 

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子女就讀國小學生人數子女就讀國小學生人數子女就讀國小學生人數子女就讀國小學生人數    

學年別 國小學生人數 外配子女人數 比率 

94 

95 

96 

97 

98 

99 

100 

2776108 

2743708 

2700330 

2622413 

2534895 

2432598 

2323459 

60258 

80167 

103587 

129917 

155326 

177027 

192224 

2.17 

2.92 

3.83 

4.95 

6.12 

7.27 

8.2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二二二、、、、新住民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問題之分析    

我國新住民新娘主要來自大陸、東南亞地區，其生活模式、語言或風俗習慣都和

台灣不同，因此所面臨的問題很多，其中遭受排擠、缺乏認同感，或遭受家暴時有所

聞。在身處異鄉、舉目無親的環境下，加上發聲管道欠缺之下，其內心之痛苦及煎熬，

使其成為沉默弱勢的一群(吳清山，2004)。 

由於新住民家庭有其「婚姻商品」的特質，所以這些新住民嫁到國內後衍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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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多，包括國籍問題、身分取得問題、健康保險問題、工作問題、生活適應問題、社

會適應問題、教育問題等(黃木蘭，2004)。 

因此欲強化新住民子女的教育，必須先瞭解新住民家庭的特質，才能提供政府或

民間機構給予新住民有效支持，並強化新住民子女的教育。故筆者試歸納如下（林月

霞，2005；林國章，2006；李俊湖，2006）： 

（一）家庭社經地位低 

    由於台灣男子不易尋得本地適婚對象，為了延續後代，因此常透過仲介聘娶外籍

配偶。另外外籍配偶的台灣家庭大多為中低社經地位，先生的職業以農、工為主，學

歷大多國中畢業。因此，家庭的學習環境、衛生與生活教育等普遍較差。 

（二）語言溝通障礙 

    新住民由於不會講本國國語或方言，因此無法與先生有效的溝通，造成許多婚姻

問題。來台之初語言障礙、生活習慣不同，又沒有可分享情緒的支持者，因此嚴重影

響人際關係。甚至擴及子女，因語言表達缺乏自信，家人或自身不敢或不讓其指導子

女的生活習慣與價值態度，造成親子間疏離，也影響孩子的教育與發展。 

（三）風俗文化差異 

    在跨國婚姻中，除了語言障礙外，更要面對彼此文化的差異。由於新住民及夫家

之風俗文化不同，也影響新住民的生活調適。雖然政府或民間機構開辦許多識字班、

生活適應班等，但受限於夫家的反對或其他因素，因此推展效果有限，更影響新住民

家庭的和諧及其子女教養衝突。 

（四）生育教養問題 

由於跨國婚姻的形成，就男方而言是為了傳宗接代。因此新住民女子嫁到台灣

後，都會被公婆催促生育。然而新住民配偶雖被賦予生兒育女重責，但在教養上卻缺

乏自主權，因此新住民配偶在養育子女方面承受許多壓力及無力感。 

（五）政策法令限制 

    新住民進入臺灣社會，基於人權，應給予適當協助。但因政治立場、移民政策及

移民歸化等的行政法規對新住民有許多限制，甚至對部分地區新住民還有排斥或歧

視。這些限制必要與否，應透過公開討論與釐清，否則不平等的對待他們，無法讓臺

灣人民學習接納多元社會的價值觀，更可能危害新住民對台灣的向心力。 

三三三三、、、、新住民子女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子女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子女問題之分析新住民子女問題之分析    

    由於新住民本身的習俗、語言、社會文化等面向的差異，因此必須面對他鄉的生

活習慣與語言問題之外，還面臨了子女教育、受歧視、標籤化與教導子女能力不足等

困境（利百芳，2006）。另外，新住民子女的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度較放任疏

忽、家庭成員溝通困難、家庭衝突頻繁及母親語言能力不好、忙於家務生計等不利因

素影響，致使新移民子女在行為表現上似乎有負面表現，學業成就較低落，語言程度

較差的現象（劉秀燕，2003）。多位學者之研究結果，發現有個人因素、環境因素，

也有與環境交互作用下的因素，筆者試說明之（吳金香、張茂源與王昇泰，2007；黃

沛文與唐淑芬，2007）： 

（一）父母經濟壓力，無暇參與教養 

    楊淑朱、邢青青、翁慧雯、吳盈慧與張玉巍（2003）研究指出雲林地區有高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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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外籍媽媽在教養子女上有困難，特別在課業教導方面。教育部（2005）指出有33.75

％的新住民因語文能力差，對於參與孩子的課業多半呈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由

於新住民家庭多半為社經相對弱勢者，父親必須外出工作負擔家計，因此子女教養問

題則落在母親身上。然而新住民配偶因文化差異與教育程度的低落，加上語言的障

礙，在缺乏外部支持及生活適應不良壓力之下，對於子女的教養明顯欠缺。 

（二）學校適應不良，影響課業學習 

    蔡瑞全（2006）指出台灣五個縣市之本國籍、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學校適應情形，

結果發現國小高年級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在學校的適應現況明顯落後於本國籍配偶

子女，其中外籍配偶子女又比大陸籍子女為差。林璣萍（2003）針對高雄市低年級外

籍配偶子女在校學習狀況調查，結果顯示確實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情況。由於語言隔

閡，新住民配偶對其子女管教、教育上皆有阻礙。加上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度

較忽略、語言溝通困難等因素影響下，造成學習較低落、欠缺學習意願，影響學校生

活適應的困難。 

（三）語言學習障礙，子女學習發展受限 

    曾美惠的調查（2006）得知有67％孩子想學媽媽的母語，但只有18％家庭願意讓

孩子學習，有23％的家庭不喜歡孩子學習母語，更有高達58％的家庭持保留態度，顯

示家庭仍存有相當嚴重的文化偏差與歧視。此外，張碧珊（2006）指出國小一年級外

籍配偶子女智力、注音符號能力、語詞理解、聽覺理解與一般學童並無差異，但「語

詞表達」顯著地低於一般學童。由於新住民配偶來台之後，沒有完善的語言學習管道，

當子女在生活或學業上有困難時，媽媽的語言能力無法讓子女充分的了解，加上新住

民配偶的教育程度較為不足，對於子女的課業較無法指導，因此造成子女學習發展受

限，出現遲緩現象。 

（四）學校教育資源與輔導投入不足 

    黃沛文與唐淑芬（2007）研究發現：1.輔導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將增加基層教師

的負擔，其教學意願不高。2.新住民配偶因個人及家庭問題，多無法全程參與並完成

長期之補校或成人教育，教師易感到挫折進而影響其教學意願。3.學校教育資源不足，

多種國籍教材難尋，無法找到適切教材。4.現階段國小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解與

素養普遍不足。蔡榮貴（2004）指出目前的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且輔導外

籍配偶子女將增加基層教師的負擔，另一方面外籍媽媽參與補校或成較班的輟學率、

流動率高，教師感受無力感。新住民配偶因語言的障礙、對台灣教育文化的不了解，

便影響與學校教師的互動。另外，部分教師對於新住民家長較不關心子女教育問題有

其刻板印象，也不利親師溝通。 

 

参参参参、、、、研究方研究方研究方研究方法法法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調查某學校新住民學生學習狀況，以下分別就學校背景、研

究對象、研究方法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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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背景說明 

    該校位於屏東縣臨海鄉鎮，校地四周都是新闢道路，交通非常便捷，將來該鄉鎮

行政中心遷移後，學校附近將成為該鄉鎮的新都心。由於四周新建案眾多，因此外來

人口急速增加；加上該校為新設立學校，設備新穎、教師年輕化，也吸引許多家長跨

區就讀。目前該校共30班（國小部27班、附幼2班、巡迴輔導班1班）。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該校國小部，其學生總人數約780人，其中新住民學生約為70人，佔

國小部總人數約9％。由前表2顯示100學年度全國新住民學生佔全國學生人數比率約

8.27％，由此顯示該校所佔的比率略高於全國平均。家長職業以漁業、工業等勞動階

層為主；亦有為白領階層；另外，單親、隔代教養、中低收入及出外工作等比例亦高，

多項因素造成對於學生教育關心程度差距甚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者依據上述文獻探討中，歸納多位學者之研究結

果，設計十個問題。調查對象為該校一~六年級之級任導師。藉由導師與新住民學生

相處過程中，瞭解該校新住民學生在校學習狀況。 

（四）研究限制 

     1、研究工具的限制：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為受試者在填答時可能受認知、情緒、心裡傾向等主

客觀因素影響，而出現不符實際之填答，因此在內容分析或結果的解釋上會產生

一定程度之誤差。量表是由教師自填方式為主，未透過他人的評量，純為受試者

主觀的知覺，研究者並未進入教學現場觀察教師表現，因此難免與真實狀況有所

出入；另外，冀希在此研究時間點上獲得相關資料進行研究，因此無法長期蒐集

資料，加以測量行為或型態的改變，此為本研究方法設計上之限制。 

     2、研究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僅以該校國小部導師而已，因此本研究推論只限於該

校，未將其他地區之教師納入研究範圍，因此在研究推論上，只能針對該校國小

部為限。故研究結果是否能推論到其他地區，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五）填答與計分 

    本問卷採用李克特式五點量表填答計分。將填答者的感受分為五個等級，由「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尚可」、「同意」、「非常同意」等選項，分別給予1、2、3、4、

5分。 

（六）統計方法 

     本研究統計方式是以百分比方式，將「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尚可」、「同

意」、「非常同意」等五個選項依次呈現結果。    

    

肆肆肆肆、、、、研研研研究發現究發現究發現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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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依照研究者所設計之問卷問題，逐一呈現該校導師對於班級之新住民學生在

校學習情形所獲得的感受，並分析其結果。 

表三 

Q1Q1Q1Q1：：：：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父母跨國婚姻的適應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父母跨國婚姻的適應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父母跨國婚姻的適應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父母跨國婚姻的適應問題，，，，影響智能發展影響智能發展影響智能發展影響智能發展、、、、生活習生活習生活習生活習

慣慣慣慣、、、、人格發展人格發展人格發展人格發展、、、、人際互動等人際互動等人際互動等人際互動等。。。。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11.5 19.2 38.5 30.8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相關研究指出，迎娶外籍配偶之本國男子較屬高齡、社經地位低或身心障礙者，

因此有較多的適應與衝突問題，也容易造成婚姻不和睦；另外，新住民配偶也易產生

壓力，可能造成子女的智力發展、生活習慣、人格發展、人際互動等造成不利影響。

由上述結果顯示，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尚可」、「同意」佔約70％，因此推

論該校新住民學生有其現象發生。 

表四 

Q2Q2Q2Q2：：：：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語言溝通障礙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語言溝通障礙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語言溝通障礙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語言溝通障礙，，，，使其在學習發展上比同齡的同使其在學習發展上比同齡的同使其在學習發展上比同齡的同使其在學習發展上比同齡的同

學落後學落後學落後學落後。。。。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7.7 38.5 30.8 23.1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新住民配偶由於本國語文能力有限，子女在學業或生活等問題，母親無法清楚指

導，因此可能造成在學習上，比同儕相對落後。由上述結果顯示，該校導師對於此因

素的態度以「不同意」、「尚可」佔約70％，因此推論該校新住民學生較無此現象發生。

然而就「同意」部分也有約23％，研究者發現每年級約有1~2位導師同意此現象，故

推論應為班級少數個案。 

表五 

Q3Q3Q3Q3：：：：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受教有限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受教有限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受教有限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受教有限，，，，缺乏育兒知識缺乏育兒知識缺乏育兒知識缺乏育兒知識，，，，造成子女的發展與造成子女的發展與造成子女的發展與造成子女的發展與

教育低落教育低落教育低落教育低落。。。。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7.7 34.6 38.5 19.2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部分新住民配偶因教育有限或年輕懷孕，在語言、生活適應等不利因素下，造成

育兒知識較不足，因此影響子女的發展與教育問題。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不

同意」、「尚可」及「不同意」佔約80.8％，因此推論該校新住民學生較無此現象發生。

另外，研究者發現三年級導師在「同意」、「尚可」部分佔80％，故推論該年段此現象

較明顯。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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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Q4Q4Q4：：：：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社經地位較弱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社經地位較弱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社經地位較弱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家長社經地位較弱，，，，使其易有發展緩慢的現象使其易有發展緩慢的現象使其易有發展緩慢的現象使其易有發展緩慢的現象。。。。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7.7 38.5 30.8 23.1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新住民家庭成員多屬教育有限、社經較弱勢，因此其子女易因健康、社經及

教育之弱勢因素，而有發展遲緩的現象。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不同意」、「尚

可」佔約70％，甚至「不同意」部分也有7.7％，因此推論該校新住民學生較無此現象

發生。 

表七 

Q5Q5Q5Q5：：：：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之父母易產生婚姻衝突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之父母易產生婚姻衝突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之父母易產生婚姻衝突問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之父母易產生婚姻衝突問題，，，，造成子女無法獲得充裕造成子女無法獲得充裕造成子女無法獲得充裕造成子女無法獲得充裕

的照顧與關懷的照顧與關懷的照顧與關懷的照顧與關懷。。。。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7.7 38.5 34.6 15.4 3.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國新住民配偶多為透過仲介迎娶，因此常受到異樣眼光。在生活、語言差異頗

大的狀況下，容易發生家庭衝突，甚至離婚或逃婚等，因此子女無法獲得足夠照顧與

關懷。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不同意」、「尚可」佔約73％，甚至「不同意」

部分也有7.7％，因此推論該校新住民學生較無此現象發生。 

表八 

Q6Q6Q6Q6：：：：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家庭居於經濟弱勢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家庭居於經濟弱勢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家庭居於經濟弱勢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家庭居於經濟弱勢，，，，父母為了養家活口父母為了養家活口父母為了養家活口父母為了養家活口，，，，無暇關心子無暇關心子無暇關心子無暇關心子

女女女女，，，，造成生活環境不利造成生活環境不利造成生活環境不利造成生活環境不利。。。。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7.7 26.9 34.6 30.8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新住民家庭多為經濟較弱勢，父母為了生計，忙於工作，因此常將子女放置

安親班，造成缺乏時間關心子女。如果夫妻二人或其中一人失業，那更是雪上加霜。

本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雖然以「尚可」、「同意」佔約65％；然而在「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部分卻也有約34.6％。因此研究者推論該校由於地處漁業資源豐富的地區，

也是近年來的觀光勝地，因此家長經濟差距頗大，所以有其落差現象發生。 

表九 

Q7Q7Q7Q7：：：：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母親的身分問題導致無法自我認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母親的身分問題導致無法自我認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母親的身分問題導致無法自我認同您認為您班上之新住民學生因母親的身分問題導致無法自我認同，，，，影響其人際溝影響其人際溝影響其人際溝影響其人際溝

通與學業發展通與學業發展通與學業發展通與學業發展。。。。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15.4 61.5 15.4 7.7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新住民配偶的跨國婚姻，常被歧視來自貧窮、落後的地區，加上新聞媒體常以少



 9 

數個案作為報導題材，造成社會大眾對新住民的負面觀感，因此容易產生子女排斥母

親的偏差行為及自卑，在校園內缺乏自信，進而影響人際關係與學業發展情形。該校

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佔約77％，在「尚可」部分也

有15.4％，而「同意」部分只佔約7.7％，並不顯著，因此推論該校新住民學生無此現

象發生。 

表十 

Q8Q8Q8Q8：：：：您認為學校教育資源不足您認為學校教育資源不足您認為學校教育資源不足您認為學校教育資源不足，，，，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無法有效提供新住民無法有效提供新住民無法有效提供新住民無法有效提供新住民

子女協助子女協助子女協助子女協助。。。。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11.5 38.5 30.8 19.2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現階段學校的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較為片段，且會增加教師的負擔。另外，新住

民配偶參加識字班、成教班等，易受到其伴侶、長輩反對，因而停止學習。該校導師

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尚可」部分佔約81％；另外，由於

相關補救教學是屬行政範疇，未避免導師未接處行政工作而造成態度偏頗，因此研究

者也分析「兼任組長之導師」的感受，亦是分布於「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之範圍，

因此推論該校在相關補救教學是屬於正面且積極的面向。 

表十一 

Q9Q9Q9Q9：：：：您願意參與課後您願意參與課後您願意參與課後您願意參與課後輔導輔導輔導輔導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配偶或其子女相關教育課程配偶或其子女相關教育課程配偶或其子女相關教育課程配偶或其子女相關教育課程。。。。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3.8 15.4 57.7 19.2 3.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新住民配偶因自身與家庭問題，常無法完成成人補救教育；基層教師因家

庭、個人等因素，不太願意參與課後輔導。加上基層教師未充分進修多元文化相關課

程，因此相關理解與素養不足或無適切教材。因此無法提供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有效

能之學習輔導。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的態度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尚可」佔

約77％；「同意」、「非常同意」只佔約23％，因此推論該校導師對於參與新住民配偶

及其子女之課後輔導意願並不高。 

表十二 

Q10Q10Q10Q10：：：：您您您您認為新住民家長較不關心子女教育問題認為新住民家長較不關心子女教育問題認為新住民家長較不關心子女教育問題認為新住民家長較不關心子女教育問題，，，，親師溝通也不甚理想親師溝通也不甚理想親師溝通也不甚理想親師溝通也不甚理想。。。。    

感受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百分比 11.5 53.8 23.1 11.5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許多研究都顯示新住民子女教育困境往往是家庭因素影響最巨。新住民配偶因語

言、生活習慣等差異，因此容易造成家庭關係不佳與親師溝通困難；另外，部分研究

也指出新住民家庭較不重視家庭教育，進而影響孩子人格發展。該校導師對於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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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尚可」佔約88％，因此推論該校導師不認同新

住民家長對於其子女教育漠不關心，親師溝通也沒有太大問題。 

肆肆肆肆、、、、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回歸檢視研究者當初所提出之研究問題，共歸納出四點結

論，說明如下： 

（一）新住民家庭背景因素，對其子女學習有其影響 

    由於新住民家庭成員中，父親往往是以社會中低階層、收入有限者居多；母親則

由於來自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為主，因此造成子女生長背景相對弱勢。另外，父母親背

負經濟壓力，長時間在外工作，因此子女放學後即安置在安親班，因此也缺乏足夠的

家庭教育，所以新住民學生在學習、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方面有其影響。 

（二）新住民配偶身分背景，未造成子女自我認同感偏差 

    雖然相關文獻指出，新住民家庭背景較屬中低階層，常被國人負面歧視，因此易

造成子女受到偏見、個性自卑及羞於讓同儕知道家長身分，但是本研究發現此問題在

該校未顯著發生。研究者認為該校地處海港，當地人以漁業經濟為主，僱用外來勞工

在此工作相當普遍，因此對外籍人士接受度高；加上新住民配偶日益增加，在當地也

是司空見慣，因此民眾更能以平常心、尊重與包容的態度看待她們。 

（三）學校有效提供教育資源，輔導新住民學生學習 

    近年來，教育主管機關日益重視新住民學生在校學習情形，推動許多新住民學生

補救教學與輔導機制，如：攜手計畫、教育優先區等；另外，學校也致力建構友善校

園、多元文化學習等教育活動，因此該校新住民學生能夠獲得充沛的教育輔導資源，

也讓他們能擁有公平的受教權。然而雖有豐富資源，但是教師卻是問題關鍵所在，因

為教師個人、家庭等諸多因素，造成參與課輔意願不足，因此尚待中央與地方機關提

出相關配套措施，以期改善此問題。 

（四）多元文化進修，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雖然相關文獻表示，教師對於新住民家長不易溝通及其子女學習低落等有刻板印

象，但是本研究發現此問題在該校未顯著發生。誠如第三點所言，中央、地方及學校

等機構致力推動多元文化教育，更提供相關進修研習機會，鼓勵教師踴躍參與；甚至

以公文方式，要求學校務必配合實施，如以繳交成果呈報縣府或是作為學校績效考評

依據之一等，因此教師對於多元文化認知也日漸成熟，強化教師對於新住民配偶及其

子女的包容與接納，也讓新住民學生在校能獲得公平的教育學習權。 

    新移民猶如是一面鏡子，反映很多問題，而我們面對這些文化衝擊的問題，就要

平等且慎重看待這些新移民（劉金山，2004）。近年來新住民家庭日漸增加，學校中

的新住民學生人數比例也不斷攀升，對於台灣的教育、社會等制度都產生新的挑戰。

這些問題有賴全體人民共同致力，讓這些新住民能在無壓力情形下，盡快適應在地的

風俗文化、學習台灣的語言，也讓其子女有一個正常的家庭環境，從中學習正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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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觀、積極的學習力，以減少學習的弱勢，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上述而論，該校新住民學生在校學習情形並未受到大環境及先天的限制而產

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者針對研究結果部分尚須強化之處，再加以闡述。分別就學校

適應、語言溝通、家庭經濟、學校資源等四面向，提出個人建議。 

（一）提供新住民學生個別化學習環境 

    由於新住民學生的成長背景不同在地學生，因此學校在課程設計之初，應思考到

新住民學生的需求，提供一個多元學習機會，讓學生獲得良性的學習發展；另一方面，

培養學生平等與尊重的觀念，讓在地學生學習以正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並幫助他們

融入在地文化。讓新住民學生獲得一個自信、安全與多元的學習環境，對他們在生活

習慣、人格發展、人際關係和學業表現上能有所幫助。 

（二）廣設課後成人輔導課程，加強新住民語言溝通能力 

    雖然中央、地方提供許多教育資源協助新住民學生，但是反觀新住民配偶卻是明

顯不足。家庭教育是學生學習場所之一，如果新住民家長因語言或文化的差異，而導

致她們無法有效輔導、養育子女，勢必造成其子女學習低落。因此也應積極規劃新住

民配偶成教班，教導她們認識及運用中文的技能，當新住民配偶能與家人及社會有效

溝通後，則能擴及至其他面向之學習，藉此強化生活適應力，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

有能力教導其子女學習。 

（三）國家政策檢討，減輕新住民家庭經濟壓力 

    面臨現今國內多元族群的新社會，政府必須有所接納與修正。過去對於新住民人

士的諸多條件限制，如：居留身份、工作就業、子女親權監護、身心調適、人際關係

以及文化認同等阻礙。政府應重新思考解決的方案，並更進一步地規劃設計語言學

習、家人關係、經濟扶助與就業促進等等的整合性服務（王順民，2006a；王順民，2006b；

徐明珠，2006）。目前中央、地方政府已執行許多新住民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如：醫

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育、健全法令制度等（李俊

湖，2006）。然而這些政策是否真正協助到他們，則是政府部門需要進一步研究與評

估。另外，結合民間與社區資源也是方法之一，透過各地之生命線、婦女協會、社區

活動中心等共同推動，讓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感受到關懷；也讓社區民眾瞭解異國風

俗民情，增加鄰里間的互動，久而久之便能夠彼此接納。 

（四）擴充學校教育資源，加強教師認輔意願 

    Banks（1993）認為學校教育應針對少數族群或經濟地位不利學童，讓他們了解各

族群的文化及價值差異，以去除歧見與對抗，並做好文化溝通；許靜芳（2004）指出

教師是傳遞文化價值的實際執行者，教師怎樣看待外籍配偶家庭及其子女，將影響孩

子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更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如何看待母親母國的文化。因此學校、

教師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學校除了積極推動課後輔導、認輔制度，辦理親師座談會、

人口政策教育等相關活動，以協助新住民家庭成長；更希望透過這些多元文化進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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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然而平時教師教學負擔已經夠重了，另外尚有個人、家庭

等諸多因素；加上明年開始教師課稅因素，教師課餘增加的鐘點費都會酌以課收，更

是造成教師不願意參與課後輔導工作，因此政府機關部門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如：

參與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之相關輔導課程所增列的薪資可納入免扣除額項目等。 

    整體社會必須是一個永續成長的學習型社會，為個人提供適性發展的終身學習環

境（吳清山、林天佑，1998）。由於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文化、經濟及語言等有先天

不利因素，然而不能作為他們的原罪，政府及民間機構應提供相關資源，協助他們站

在相同的起跑點。 

    子曰：「有教無類。」因此身為教育人員的我們應以尊重、平等的態度對待每位

學生，視學生為獨立的個體，重視新住民子女的差異，也教導其他學生學習相互尊重

與信賴，使每一個學生都有平等的學習權，建立一個愛與關懷、尊重與包容的多元文

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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