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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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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 Noddings Care Ethics Explore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摘要

(中) 

近年來臺灣地區因新移民女性的增加，人口結構產生變化，本研究旨在

從諾丁斯(Nel Noddings)關懷倫理學的觀點來探討新移民子女多元文化教育

的問題。首先了解新移民子女就學的近況和新移民子女多元文化教育的

實施現況，提出了五個問題：誰的文化？如何看待差異？誰的母語？為

何多元文化教育需是批判的教育？老師們「起而行」了嗎？其次探究關



懷倫理學的源起、哲學內涵和關懷取向的道德教育，說明關懷的關係是

存在的基礎、關懷的歷程是雙向的互動、關懷的情感是道德的動力、道

德理想是道德實踐的目的和關懷倫理學的道德教育方法、課程規劃，強

調教育的重心在於關懷。最後論述關懷取向的新移民子女多元文化教育

並回應前述的問題：奠基於關懷關係，師生是互為主體、關注差異的；

落實於關懷取向，教師是力行身教、重視對話、肯定學生本質與著重實

踐的。期盼新移民子女多元文化教育，進行在地化的發展，在不久的將

來，新移民子女在社會上能掌握自己的優勢，有發光發熱的表現。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th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changes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The thesis here is to explore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roblem of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l Noddings Care Ethics. First, holding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stud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e raise five questions here. 1. Cultural identity? 2. How do we treat the 

differences? 3. Whose mother tongue is it? 4. Why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critical education? 5. Do teachers take actions? Second, when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care ethic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the care-oriented 

moral education, i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 of caring exists as a foundation in human 

life; the course of caring is a kind of two-way interaction; the feelings of caring is 

the power of moral. According to the care ethics, the moral ideal can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oral and the methods of the moral 

educations as well as curriculum. It emphasizes that caring is the core of education. 

Finally,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are-oriented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has made a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above. Under the basis of 

caring relationship,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e inter-subjective and concerned 

with one another. Under the caring orientation, teachers act as models to the 

students, they value the conversations, affirm the students’ nature and emphasize 

on practicing for students. We expect that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an be developed locally as well as success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an master and demonstrate their own 

advantages successfully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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