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臺灣與東南亞民間的交流愈來愈多元，其中因為婚姻來到台灣成為新住民

的，已經有十萬多人，很多東南亞新住民被賦予傳宗接代的任務，對生活適應

卻有很大的困難，還好有弘毓基金會，15年來幫助四千多個新住民，機構長期
走入偏鄉看見新住民婦女時常遭遇經濟困境、婚姻不和、就業不易及子女教養

等困擾，提供免費的諮詢與轉介服務，並設立通譯課程，鼓勵運用多元語言的

優勢，結合中小企業南進通譯需求，進而翻轉其經濟收入及對社會的貢獻。

其中這位玉芳，因為弘毓基金會的協助，揮別過去受暴的陰霾，靠著自己

的力量，奮發向上唸到碩士、考取通譯，現在更從事社工幫忙關照其他新住民

姊妹，一起提升在台灣的生活品質。

飄洋過海逆轉人生

弘毓基金會8-3
單元

線上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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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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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毓長期深入台中偏鄉地區，提供遲緩兒及新住民服務，藉由新住民志工陪伴其他新住民姊妹。

除了讓新住民獲得自信外，也積極地幫助她們透過就業培力展現語言優勢發揮所長，並媒合就業機會。

玉芳是越南新住民，曾遭受家暴，如今努力就學考取碩士學位，顛覆外界對新住民弱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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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國小高年級／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節數 80分 （2節）

影片
資源

弘毓基金會
飄洋過海逆轉人生

教案
下載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3b-III-1 持續參與服務活
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

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
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

化。
核心
素養

綜 -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
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

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

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綜 -E-C3 體驗與欣賞在
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

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

元性。
學習
內容

Cb-III-1 對周遭人事物的
關懷。

Cc-III-1 不同族群的優勢
與困境。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
重、欣賞與關懷。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生命教育 靈性修養 。
多元文化 文化差異與理解、跨文化的能力、社會正義。

實質
內涵

生命 E7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
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多元 E4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多元 E6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多元 E7減低或消除對他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或偏見，不以特定標準
或成見去框限不同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師：1.各國文化特色介紹資料；2.「緣來一家人 ~We are 
family」學習單。
學生：1.事先查詢「弘毓基金會」相關資訊；2.分組蒐詢並製作

緣來一家人 ~We are family                                      
撰寫者 /李詠秋

教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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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資源

各國新住民傳統文化特色報告。

學習目標

一、能明白弘毓基金會社區服務的內容與意義。

二、能了解新住民在臺灣所面臨的壓力與問題。

三、能理解新住民的多元文化差異。

四、能知道正確對待臺灣新住民的方式有哪些。

教學流程

一、準備活動 （3分鐘）
觀看影片：弘毓基金會 -「飄洋過海逆轉人生」。
二、發展活動 （72分鐘）
（一）問答：教師提列下面問題請學生回答

1.說說看，「弘毓基金會」相關的社區服務的內容與意義為何？（參
考答案：弘毓基金會長期走入偏鄉，投入發展遲緩兒童及新住民

家庭服務方案，協助遲緩兒的就醫、復健、就學，以及幫助新住

民、單親婦女度過危難。為協助新住民婦女解決經濟困境、婚姻

不和、就業不易和子女教養等困擾，提供免費諮詢與轉介服務，

並設立通譯課程，鼓勵運用多元語言優勢，結合中小企業南進通

譯需求，進而翻轉其經濟收入及對社會的貢獻⋯）

2.影片中，志工家訪外籍住民時，一開始是用什麼方式拉近彼此
距離？（參考答案：先以家鄉話問候對談，開啟溫馨關係，讓新

住民感受到家鄉的熟悉感，進而拉近彼此距離⋯）

3.新聞中時而聽聞新住民所存在的社會問題，你認為主要原因為
何？（參考答案：文化習慣的隔閡，加上新住民在臺灣的社會地

位大多較為低落，進而衍生出社會事件或家庭悲劇⋯）

4.你認為新住民在臺灣會面臨到哪些壓力與問題？（參考答案：
陌生環境適應問題、民眾異樣眼光的壓力、文化差異難處、語言

溝通不良誤解、地位認同落差、新住民子女教養問題⋯）

5.你認為新住民在臺灣，存在著哪些多元文化差異？（參考答案：
語文差異、生活習慣差異、飲食差異、信仰差異、思考模式差異

⋯）

6.對於新住民的多元文化差異，我們能透過哪些方式了解、體會
進而認同？（參考答案：參加多元文化活動、與新住民做朋友、

透過食衣住行等生活體驗了解彼此差異性，將新住民當作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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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真誠對待⋯）

7.你認為「弘毓基金會」這類新住民服務團體的存在，對臺灣新
住民而言有何意義？（參考答案：透過輔導，給予新住民內在心

靈支持與外在知識學習，幫助盡快融入臺灣生活，滿足內在心靈

需求，並教導自生能力，幫助其發揮潛力，實現自我⋯）

8.你認為我們能透過哪些方式，幫助新住民適應臺灣生活？（參
考答案：發揮臺灣人的熱情，給予新住民肯定與支持，試著了解

並接納其文化差異，尊重、包容並體諒身邊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的辛苦處，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二）緣來一家人 ~We are family
看完影片，讓我們瞭解了「弘毓基金會」對於新住民婦女的

協助與努力，也體會到新住民在臺灣生活的不易與壓力。現

在，請小組上台報告並分享事先蒐詢的東南亞新住民文化特

色與差異，了解其文化特色與臺灣的不同，並討論如何正確

並友善的對待臺灣新住民。

1.東南亞新住民文化大發現【各國介紹範例】
  （1）國家名稱：越南
A.宗教：越南宗教眾多，其中以天主教和佛教影響最大，其次是
基督教和儒教。

B.語言：越南語是越南的國家語言。
C.飲食：相較於台灣菜餚，越南菜的口味較為清淡，以少油少鹽
的方式烹煮，較喜歡吃酸與甜，最常見的食物就是河粉以及調味

料魚露」。以首都胡志明市為例，當地因為氣候終年夏季，用餐

時習慣搭配一杯裝滿冰塊的飲料，以達瞬間消暑解熱的效果，而

越南咖啡可以算是越南最知名的飲品。

D.服裝：越南國服－奧黛（Ao Dai），上衣為長衫，兩側開叉至
腰部，下半身為長褲，剪裁十分合身，越南大多數紀念品也以身

著奧黛的女性形象來設計，可見奧黛在越南文化中的重要性。

E.交通：越南機車很多，以機車代步比較便宜且比較好穿梭在大
街小巷，但是紅綠燈很少，要過馬路都要穿梭在機車陣中。

F.風俗禁忌：a.忌諱用腳指物，或把腳掌對向別人，認為這是屬
於污辱人的一些動作；b.進屋要脫鞋，否則認為是看不起主人；
c.忌諱別人隨意觸摸他或其小孩的頭部，認為被人摸過頭會帶
來厄運；d.忌用左手行禮、進食、遞物和接物，因為他們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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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手為骯髒和卑賤之手；e.忌諱別人拍他的肩膀或用手指著他大
聲叫嚷，認為這是有失禮貌的舉動；f.進餐時，忌諱把筷子直立
飯中，認為這會令人懊喪；g.忌諱在眾人面前擤鼻涕、掏耳朵，
認為這是不雅的舉止。 

 （2）國家名稱：印尼
A.宗教：印尼無國教，但約有 80%以上的人民信奉伊斯蘭教，是
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信奉回教的印尼人會在「戒齋

月」從日出到日落都不能喝水或吃東西，等日落後可以食用唯一

的一餐，每日向西膜拜 5次。
B.語言：以印尼語為主。
C.飲食：不吃豬肉（信奉回教者），主要以雞肉、牛肉或海鮮代替，
由於印尼全年無春冬，長年氣溫皆在攝氏 28度以上，所以來到
台灣大都不喜歡喝湯。用餐主要用湯匙跟叉子，但吃雞或鴨時，

會習慣用右手直接抓肉跟飯進食。

D.服裝：穆斯林是伊斯蘭教的統稱，對穆斯林而言，裸露有違教意，
因此女性頭部會用薄紗包起來，只露出一張臉。即使一年四季都

是夏季，女性上半身也大多穿著長袖，下半身則是長裙或長褲。

至於沙龍（Sarung）最常見的是男子圍綁在腰上的布料，遇到
穆斯林禱告時間，就可以看見在清真寺或回教堂附近有許多圍著

沙龍的男女。

E.交通：印尼交通紊亂，塞車文化衍伸出了兩種特殊行業：機車
載客、交通指揮。在印尼騎機車絕對比開車快多了，因為機車會

在車陣中鑽來鑽去；而指揮交通的人不是交通警察而是一般老百

姓，當你要從小巷子切入大馬路、或者要在路口迴轉時，就會有

指揮交通的人幫你檔下車輛，揮手指示你進入。

F.風俗禁忌：a.在印尼認為左手是骯髒、下賤之手，忌諱用左手
傳遞東西或食物，使用左手是極不禮貌的；b.忌諱有人摸孩子
的頭部，認為是缺乏教養和污辱人的舉止；c.印尼巴杜伊人衣
著色彩除了他們只崇尚的白色、藍色和黑色之外，禁忌穿戴其他

色彩的衣服，甚至連談論都不允許；d.爪哇島上的人最忌諱有
人吹口哨，認為這是一種下流舉止，並會招來幽靈；e.印尼人
對烏龜特別忌諱，認為烏龜是一種令人厭惡的低級動物；f.忌諱
老鼠，認為老鼠是一種害人的動物；g.伊斯蘭教徒禁食豬肉和
使用豬製品，大多數人不飲酒；h.印尼人一般都不喜歡吃帶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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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刺的菜肴。

（3）國家名稱：泰國
A.宗教：超過九成泰國人信奉佛教，日常生活亦深受影響，佛教
是泰國道德禮教的「準則」，維繫社會和諧及推動藝術的原動力。

B.語言：以泰文為主，不過，大部份泰國人明白英文，特別是曼谷，
為主要商業用語。

C.飲食：以米飯為主食，由於地處熱帶，因此當地人普遍嗜吃酸、
辣、甜等口味重的食物。泰國菜的調味料花樣繁複，有辣椒、咖

哩、魚露、蝦醬、椰奶⋯等天然佐料來加重食物口味。同時也常

用九層塔、胡萎、紫蘇、薄荷葉、檸檬葉等香料，再加上各種

切、剁、搗、拌等繁複的處理方式，使得泰國菜餚在口味上獨樹

一格。

D.服裝：泰國人喜愛紅、黃色，禁忌褐色，所以人們的服飾都使
用鮮艷的顏色。當今泰國女子服裝式樣繁多，一般較講究的女子

天天換裝，多穿套裝，穿連衣裙的很少，不少人愛穿筒裙。男式

服裝較為簡單，穿短袖上衣、T恤衫和獵裝，下身穿長褲。泰國
傳統的服飾一般都是用泰絲做成，泰絲以手工織制馳名世界，是

泰國最著名的商品。

E.交通：泰國交通很多種，除了常見的交通工具外，還有機車、
計程車、三輪的嘟嘟車、以及芭達雅的貨車改裝的計程車。

F.風俗禁忌：a.泰國人認為右手比較高貴，用以吃飯、傳遞物品
以表敬意，在正式場合則多使用雙手；左手則是用在不潔之事，

表示鄙視和輕蔑；b.佛教僧侶在泰國地位崇高，必須保持六根
清淨，是禁止女性接近與碰觸的；c.不能摸泰國人的頭，泰人
相信靈魂位於頭頂，如果被觸碰的話，靈魂就會被帶走，或者招

來厄運；d.泰國的廟宇也有陰陽之別，因此不能亂拜；e.泰國
是一個以佛教為尊的國家，到寺廟參拜禁止穿短褲、短裙或無

袖；f.雙手合十表示禮貌，禁止用腳指事物。
（4）其他國家。（學生自由作答）
2.討論與發表：
（1）在了解東南亞新住民國家的文化特色後，請小組討論我們應

如何友善的對待臺灣新住民。（參考答案：尊重宗教差異，

不予以批評；理解語言不同，給予耐心溝通；分享飲食文化，

不刻意勉強接受台式飲食 ;接受服裝特色，不投以異樣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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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避免觸犯風俗禁忌，維護彼此和諧；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

給予溫暖、包容與關懷的同理心⋯）

（2）小組發表討論結果。
（三）延伸活動

1.完成「緣來一家人 ~We are family」學習單。
2.班上若有學生來自新住民家庭，亦可邀請新住民家長至班上介
紹分享自身國家的文化特色或帶領體驗多元的文化活動。

三、總結活動 （5分鐘）
弘毓基金會是個臺中地區在地長期服務弱勢婦幼的社福團體，成立

至今已 15年，長期以來，投入發展遲緩兒童及新住民家庭服務方
案，進入臺中山海線及偏鄉地區，以「哪裡有需要，服務就來到」

的服務理念，協助遲緩兒的就醫、復健、就學，以及幫助新住民、

單親婦女度過危難，近年來，更著重以「增強權能」的工作模式，

運用家庭社會工作的方法，將服務延伸至照顧提升整個服務家庭系

統的能力。臺灣的新住民人數日益增多，尊重多元文化，給予新住

民家庭包容、接納與關懷，不但對新住民在臺生活的適應有極大的

幫助，同時也能減少新住民在臺灣產生的社會問題、提升社會貢

獻。期待你我一同伸出友誼之手，釋出善意，共創多元融合的未來。

教學評量

一、學生能說出弘毓基金會社區服務的內容與意義至少一項。

二、學生能提出新住民在臺灣所面臨的壓力與問題至少兩項。

三、學生能發表新住民的多元文化差異至少兩項。

四、學生能分享正確對待臺灣新住民的方式至少兩項。

參考資料

1.弘毓基金會 http://www.hongyu.org.tw/
2.越南文化觀察 https://goo.gl/RxJv2B
3.越南風俗忌諱及飲食習慣 https://goo.gl/xyz5o2
4.印尼國情介紹 https://goo.gl/ahoRXX
5.印尼人社交習俗 https://goo.gl/KnPN9T
6.【分享】印尼 認識印尼篇 印尼生活 https://goo.gl/KtirbA
7.泰國基本簡介 https://goo.gl/Wu1gYH
8.泰國的飲食習慣 https://goo.gl/KY7FGC
9.泰國有哪些風俗禁忌 https://goo.gl/ni6cN6
10泰國旅遊局 https://goo.gl/5BBG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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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緣來一家人 ~ We are family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近年來，越來越多東南亞的新住民來臺生活紮根，臺灣儼

然成為多元文化國家。對於來自各國「家人」們的文化特色，你的認識有多少？

現在就請小組自選一個東南亞新住民國家，詳細介紹該國的文化特色，讓大家一起來好好

認識吧！

一、新住民文化大發現

二、討論與發表： 
在了解東南亞新住民國家的文化特色後，請小組討論友善對待臺灣新住民的方式有哪些？

介紹國家：【                             】

宗教 語言 飲食 服裝 交通
風俗
禁忌

We are family~

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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