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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台北縣某公立國民小學三年級中之一個班級的四名新住民學童為

研究對象，以行動研究之途徑，透過班級教學方案的進行以提昇新住民子

女學童之學習適應。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新住民子女的學習適應狀況，

再根據案例學童現況，透過有效之班級經營目標之訂定、策略之規劃及具

體執行，以提升個案學童的學習適應，透過提升新住民子女學習適應的班

級策略中的紀錄，了解其遭遇到的問題和困境，並根據該了解，適時檢討

與修正行動策略，最後探討實施班級經營策略行動後，個案學生在學習適

應上之提升與改變之程度。本研究結果與反思如下： 壹、個案學童學習適

應之改變 從個案學童學習適應的前測與後測量表測驗結果來看，個案學童

學習適應情形，在各向度皆有提升，尤其在學習方法、學習習慣與人際關

係方面更明顯。 在行動結束後，研究者提出下列發現： （一）尊重與愛氛

圍的建立，提供個案學童最佳的資源。 （二）團隊合作的成長與改變，總

是能發揮ㄧ加ㄧ大於二的成效。 （三）教師傾聽與覺察能力的重要，傾聽

自己的內心召喚，藉此也幫助學童更認識自己。 （四）不論是新住民子女

學童或是高關懷學童，更甚是ㄧ般學童，其內心都有其需要，身份別為

何，並無絕對的影響。 貳、延伸思考的建議 一、對學校的建議 （一）可

提供新住民有關學童教養之成長團體 （二）宜建立輔導機制，服務新住民

學童的實際需求 二、對班級導師的建議 （一）班級導師宜建立心胸開放的

心態 （二）強化教師專業知識，教師應充實多元文化之能力 （三）教師應

透過各種方法建立學童自信，幫助其肯定自我 （四）教師可運用團隊合作

方式，營造班級關懷的學習空間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mprove the extent of learning adaptation of 

the students born in the immigrant-parent family. Action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complete this research. Four third-grade target students in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ldren’s learning ,through effective goal-setting,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 process to enhance the children’s learning adaptation was 

carried in this case study. Through the data record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extent of learning adaptation of target children were found 

increased. Throughout the progr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s, problems and 

obstacles were found and used as the rationale to revise the instructional plan and 

strategies. Finall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vised classroom strategy, the extent of 

enhancement and change in the children’s learning adaptation were found and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followed by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he major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extent of learning adaptation 

was improved after the teacher’s a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children’s learning adaptation are enhanced, particularly in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habit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1). Teacher’s establishing a learning environment 

filled with respect and caring was found the best resources for the target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daptation (2). Encouraging the performance in a teamwork project of 

the targets always derives at greater results than expected. (3). Teacher’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listen and observe to the students can help children get to 

know themselves. (4). Children’s needs are the same regardless of their status. 2. 

Extended recommendations 1. for schools （1）School may provide a growth 

groups for students who were born with immigrant-parent family. （2）School 

could establish a specific guidance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arget students. 2. 

for teachers （1）The homeroom teacher should be opened-minded to diverse 

background students. （2）Teachers should develop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and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helping students born in immigrant-parent 

family. （3）Confidences and self-recognitions of the students should be first built 

to allow them learn well. （4）Through teamwork experienc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caring should be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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