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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來自越南、菲律賓及中國大陸共七位新移民

女性為研究對象，且其子女均就讀本研究場域(叮噹)國小附設幼稚園，每

週施行一次親職教育課程，前後共計十二次，內容包括親職教育、閩南

語兒歌及親子遊戲，透過教學錄影觀察紀錄、個別訪談、焦點團體訪

談、研究省思、教學研討紀錄等多元方式，應用質性研究加以資料分



析，目的有三:探討新移民女性親職教育需求、親職教育方案施行困境與

策略及新移民女性在親職教育方案中自我概念的轉變。研究結果發現: 

一、 新移民女性親職教育的需求包括: 學習子女校內相關課程、提昇親職

教養能、需要他人的支持與肯定、需要子女透過親子共學，肯定她們的

努力與付出。 二、 新移民女性親職教育方案實施困境與對策包括: 由研

究者帶領她們，逐字跟讀學習閩南語兒歌、依其需求彈性調 整親職教育

課程，給予適切的教育觀、鼓勵她們積極到班學習， 以免除子女因母親

缺席而失望、辦理溫馨的結業式，使課程完滿 結束、從兒歌中找關鍵

字，為統整課程內容之主軸、安排個別與 焦點訪談，以增加文本資料蒐

集之多元性、全程親子共學，增加 親子互動機會、點心變獎品於課後供

應，以免影響上課秩序、設 計第二波親職課程，以滿足其學習，然最大

困境是需同意她們將 家中無人托管之幼兒帶入班，並為其安排合適的活

動。 三、 探討新移民女性在親職教育方案中自我概念的轉變為: 發現她

們開始渴望學習、了解自己、 接納自己、相信自己、積 極行動、努力付

出、自我突破。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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