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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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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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全年級／綜合領域 -輔導科                     教學時間／節數 45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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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3c-IV-2 展現多元社
會生活中所應具備的能

力。 核心
素養

綜合 -J-C3探索世界各地
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

及關懷不同文化及族群，

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

生活能力。
學習
內容

輔導 Dd-IV-3多元文化社
會的互動與關懷。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 文化差異與理解。

實質
內涵

多元 J3 提高對弱勢或少數群體文化的覺察與省思。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社會 2a-IV-2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
在地關懷。

公民 Ad-IV-1為什麼保障人權與維護人性尊嚴有關？

教學設備
／資源

1.印尼地鐵圖（可用全開海報輸出，或以 ppt呈現）、印尼文學習
字卡數張。

2.『尊重，從「新」出發』學習單。

學習目標
一、能認識弘毓基金會與其服務內容。

二、能消弭偏見並以尊重平等的態度對待新住民。

教學流程

一、準備活動 （15分鐘）
（一）印尼地鐵採買體驗記

1.教師準備一張全開印尼雅加達地鐵圖（以 ppt或海報呈現之地鐵
各站為印尼語）及數張日用品字卡（以印尼語書寫）。

尊重，從「新」出發
撰寫者 /廖瑀凡

教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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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具說明 -印尼（雅加達）地鐵圖可參考教具檔案，或至官網下
載：https://www.jakartamrt.co.id/

2.請學生想像自己為到印尼生活的新住民，依照老師指令，體驗
到不同的站購買指定物品，例如：請幫我到 Galur（站名），買
cabai（辣椒）和 semangka（西瓜）。

3.分組比速度，依時間決定玩幾回合，看哪一組可以最快速又準
確的找到對的地點與物品。

★備註：選擇印尼做為情境，乃因我國移工比例以印尼為大宗，若

教師熟悉其他新住民語言亦可替換。

（二）教師提問：這個遊戲是否很困難？難在何處？（參考答案：

非常困難，用陌生的文字，既要辨認物品又要辨認站名，每

回合都要花不少時間。）

（三）揭示主題：這就是新住民朋友每一天在台灣生活的日常。除

了語言隔閡、文化適應，還需面對各種有意無意的歧視和偏

見，這些遠赴他鄉的新住民朋友，真的很需要有人理解他

們、給予幫助，「弘毓基金會」因此而誕生。

二、發展活動 （25分鐘）
（一）你對新住民有偏見嗎？教師以選邊站 O、X的方式，提供 5

題「對東南亞新住民刻板印象」的常見迷思，讓學生選擇以

下問題的答案，並在問題後釐清概念：

1.刻板印象中認為「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生活品質等都比台
灣落後」是否正確？（參考答案：X，日本森紀念財團都市戰略
研究所 2017年的世界都市綜合排行榜中，台灣台北 36名，而
新加坡第 5名、馬來西亞吉隆坡 31名、泰國曼谷 33名。）

2.刻板印象中認為「媒體常報導『外勞』犯罪新聞，是以移工犯
罪率較台灣人高，形成台灣的治安問題」是否正確？（參考答案：

X，警政署統計外籍移工犯罪率 0.27％，低於年度犯罪率 1.24
％。）

3.刻板印象中認為「東南亞人生性懶惰，因此在台灣每天的工作時
間也比本地人少」是否正確？（參考答案：X，根據研考會 2013
年的統計，外籍移工每日平均工時 17.2小時、半數來台半年沒
有休假。）

4.刻板印象中認為「新住民的子女因學習能力較差導致課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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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可能不如其他人」是否正確？（參考答案：X，研究顯示，新住
民子女的學習能力和其他人無異。）

5.刻板印象中認為「嫁來台灣的東南亞女性都是『買來』的、是
『外籍新娘』」是否正確？（參考答案：X，全球化下國際交流
頻繁，國人要接觸異國伴侶並不一定是透過婚姻仲介媒合，況且

問句「買來的」本身已具有歧視。並且，結婚只有一天，卻被叫

「新娘」N年，「外籍新娘」此稱呼亦存在文化位階、非我族
類的歧視意味，應稱呼為「新住民」才平等、適當。）

（二）教師釐清概念

1.偏見如何而來：媒體造成的刻板印象，因為不瞭解而形成過於
僵化和固定的認知，很多時候是錯誤的。

2.應具備同理尊重：他國也可能對我國人具有刻板印象，你聽過
的有哪些？這些刻板印象正確嗎？（參考答案：路上都是檳榔

攤、喜歡吃臭豆腐跟豬血糕、詐騙王國、很多鐵皮屋等，都屬於

偏見，不能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及國家。）

（三）播放影片與提問：播放傳善 -弘毓基金會影片，教師提問以
下問題：

1.新住民朋友在台灣生活遇到什麼困難？他們可能需要什麼幫助？
（參考答案：語言隔閡、他人歧視、生活與文化適應問題等。）

2.弘毓基金會提供了什麼樣的協助？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參
考答案：培訓通譯人員、家訪語譯、協助就業、舉辦各式文化交

流活動等。希望可以幫助新住民適應台灣生活及度過危難。）

3.影片中的主角用什麼方式找到自身價值？（參考答案：在弘毓
基金會的幫助下，念碩士、擔任通譯人員，幫助更多南洋姊妹。）

三、總結活動 （5分鐘）
（一）教師小結：偏見是傷人的，台灣是多元族群並存的國家，應

以友善、尊重的態度面對移工和新住民，擁抱台灣的多元文

化不分你我，大家都是一家人。弘毓基金會除了致力於幫助

新住民外，還深入台中偏鄉協助遲緩兒的就醫、復健、就學，

以及幫助單親婦女度過危難。

（二）交代作業：好事傳千里

1.請學生依課程完成學習單，並且在校園裡對 5位班級外的師生
宣導尊重新住民概念與介紹弘毓基金會，並取得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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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週內執行完任務，將完成的學習單交給老師。

教學評量
一、能說出弘毓基金會特色並與 5位校內師生分享。
二、能釐清對新住民的錯誤刻板印象並完成學習單。

參考資料

1.弘毓基金會 http://www.hongyu.org.tw/
2.世界都市排行榜　倫敦奪冠、台北排 36名：新日新聞，2017-

10-13
3.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http://www.tiwa.org.tw/
4.鄭翠婷（譯）（2018）。超實用情境學初級印尼語：單字、文法、
會話輕鬆學、開口說（原作者：霍瑞斯由美子）。台北市：台灣

東販

5.印尼雅加達地鐵官網：https://www.jakartamrt.co.id/

教具資源：

1.印尼地鐵圖（教師可用全開海報輸出，或以 ppt呈現）

資訊來源：https://www.jakartamrt.c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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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尼文學習字卡（教師可擇幾個印出成字卡）

辣椒
cabai

米飯
nasi

玉米
jajung

葡萄
anggur

盤子
piring

蕃茄
tomat

蝦子
udang

西瓜
semangka

香蕉
pisang

雨傘
payung

帽子
topi

牛
sabi

魚
ikan

碗
mangkuk

花椰菜
brokoli

杯子
cangkir

螃蟹
kepiting

鹽巴
g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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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對新住民有偏見嗎？

請就以下問題，選邊站O、X，並在每回合教師公布答案後筆記你有迷思的部分吧！
1.刻板印象中認為「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生活品質等都比台灣落後」是否正確？
2.刻板印象中認為「媒體常報導『外勞』犯罪新聞，是以移工犯罪率較台灣人高，形成台灣的
治安問題」是否正確？

3.刻板印象中認為「東南亞人生性懶惰，因此在台灣每天的工作時間也比本地人少」是否正確？
4.刻板印象中認為「新住民的子女因學習能力較差導致課業表現可能不如其他人」是否正確？
5.刻板印象中認為「嫁來台灣的東南亞女性都是『買來』的、是『外籍新娘』」是否正確？

二、你曾經聽過外國人或傳媒對台灣人有哪些刻板印象？這些印象是否正確？還是屬於偏見？ 
（請寫出至少 2項與你的看法）

三、好事傳千里

請選擇 5位班級外的師生，按課程脈絡對其宣傳以下事項，並取得他們的簽名，為和諧多元的
社會盡一份心力吧！

Step1：你對原住民有沒有偏見或歧視？（帶領回答第一部份題目與介紹）
Step2：你聽過「弘毓基金會」嗎？你知道他們用什麼方式幫助新住民嗎？
Step3：弘毓基金會除了幫助新住民，還有什麼服務項目？
完成以後，記得請被宣導者「勾選」並簽名喔：

----------------------------------------------

對
象 Step1 Step2 Step3 簽名認證 請給弘毓基金會

一句鼓勵的話
1
2
3
4
5

偏見是傷人的，台灣是多元族群並存的國家，應以友善、尊重的態度面對移工和新住民，

擁抱台灣的多元文化不分你我，大家都是一家人。

尊重，從「新」出發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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