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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傳承與學習：新住民青少年家中視覺文化探看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Learning: Delving into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Home Visual Culture

（收件日期 110 年 11 月 2 日；接受日期 111 年 4 月 17 日）

摘    要
本研究鑑於教育部與學術界對新住民子女教育之研究愈趨關注，加以新住民子女在

家中之原生國文化學習情形亦有待瞭解，故本研究主要在研析新住民家庭母親與青少年生

命中重要家中物件之影像及其詮釋，並探討新住民青少年視覺文化接觸與學習經驗對藝術

教育的可能啟發與運用。本研究採用視覺研究法與多重個案研究法，透過觀察、影像選擇

拍攝、參與者訪談、影像符號閱讀及詮釋來蒐集資料，受訪調者包括新住民家庭中的母親

及他們的青少年子女，研究者邀請參與的新住民家庭選取家中對其生活而言具特殊意義或

最喜好的重要物件並拍攝紀錄，並就所拍攝影像進行訪談與詮釋，經由觀察、家中日常視

覺物件選取拍攝與訪談及其對拍攝影像之詮釋的三個部分相互交叉比對及印證，以探看新

住民混融日常視覺文化符碼之內容與詮釋。研究結果顯現東南亞裔母親透過各式形態的日

常實踐來進行文化傳承與文化教育，這些做為文化傳承與文化教育的日常視覺文化都助益

於新住民青少年對母親原生文化的體認與瞭解。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拓展連結學校

內與學校外學習資源之藝術教育的重要，期能協助新住民子女提升對雙邊文化的學習與瞭

解，以促進發展出含融多元文化的跨領域藝術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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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everyday visual culture on 

Taiwan’s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ross-nation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ese males and females of Southeast Asian or 

mainland Chinese descent, mixed heritage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more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Since developing sophisticated art curricula to help construct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continues to be a leading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art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ir informal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visual culture in Taiwan.

A diverse range of methods including visual methodologies and multiple case study were 

utilize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observations, pictorial documentation, audio recorded informal 

and formal interview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who were eleven to 

eighteen and came from homes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where mothers are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new immigrant families for the study were located in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and Hsinchu City. Everyday visual culture constructs didactic alternative spheres through which 

ideas about ethnic traditions, beliefs and aesthetic sensitivities are taught and learned.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visual culture in the home is a direct source presenting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visual cultur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and help art educators better develop cross-cultural 

art pedagogy. The implication of how new immigrant adolesc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relate to 

everyday visual culture can help schools incorporate the rich cultural context provided through 

new immigrants’ hybrid ethnic aesthetic practices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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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協助學生建立文化認同已是現今藝術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Freedman, 2003)，國內藝

術教育相關學者也經由各面向的探研提出協助學生發展文化認同在藝術教育中的重要性

（袁汝儀，1996；陳瓊花，2005；陳秋瑾，2000；黃壬來，2002），而視覺文化取向的藝

術教育強調透過與學員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結，來協助其對自身文化意涵的學習、認識與

欣賞，同時也能在課堂中藉由對各族群日常視覺文化的接觸而能學習包容多元文化。臺灣

因社會結構與經濟環境的轉變，自 1970 年代中期起，開始有泰國與菲律賓新娘的出現，

之後持續有其他東南亞國家及大陸配偶的跨國婚姻，近幾年國人為尊重這批新移入者的文

化而以「新住民」來稱呼他們，至今，這些逐年增加的跨國婚姻家庭的子女也逐漸進入

小學、國高中及大學就讀，根據教育部 108 學年度的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資

料，隨國人生育率持續降低，近 10 年來全國國中、小學生人數自 96 學年起逐年遞減，其

中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卻反而提升了，所占比率由三成八上升至十成（教育部，2021），儘

管從 104 學年開始，新住民子女就讀國小人數呈現下降趨勢，但從新住民子女所占有十成

的全國國中小學生人數來看，新住民子女的成長與發展仍是整體國民素質的重要環節，另

新住民子女受跨國原生家庭影響的因素，在學習階段需克服的挑戰亦較高，學校如何發展

出協助這些跨國婚姻家庭的子女發展雙邊文化認同的藝術課程，仍是目前藝術教育的重要

課題。

近十多年國內學界針對東南亞及大陸等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及其子女的文化認同與

學校表現有相當的關注（吳清山，2004；吳瓊洳、蔡明昌，2017；林彩釉、鍾才元、林

惠蘭，2012；張芳全、王平坤，2012；張芳全，2017；陳俊毓，2005；陳毓文，2010；

馮涵棣，2008；蔡榮貴、黃月純，2004），但針對這些跨國婚姻家庭中視覺文化對其子

女文化認同影響的研究卻付之闕如，亦少有研究針對探討非學校內藝術相關學習對新

住民子女文化認同發展的影響性、及家中的藝術學習如何有效與學校的藝術學習產生連

結。

本研究鑑於近年來教育部與學術界對新住民子女教育之研究的關注，加以新住民子女

在家中之原生國文化學習情形亦有待瞭解，故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探究新住民青少年子女

的家中視覺文化意涵及其學習經驗，將研析新住民青少年子女的家中視覺文化影像及其詮

釋，分析它們的訊息與意義，檢視新住民青少年子女的家中視覺文化物件的選擇與詮釋，

分析家中視覺文化的學習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雙邊文化理解，進而將成果提供藝術教育教

師，以供發展含容多元文化的跨領域藝術教學之參酌，並提昇藝術教師教學、輔導及多

元文化知能，及實踐藝術面向的文化回應教育學 (Gay, 2000)。綜上所述之研究背景與動

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研析新住民家庭青少年與母親生命中重要家中物件之影像及其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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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視覺文化、文化認同與藝術教育

移民已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國社會常見的現象，對於跨國婚姻家庭中混血子女的文

化認同研究已進行多年 (Root, 2001; Standen, 1996; Stepick et al., 2001; Thornton, 1996)，而

美國學界更早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即積極投入對急遽增多的移民後代進行生活與文化融

合等相關議題的研究 (Portes & Rumbaut, 2001; Smith-Hefner, 1999; Suárez-Orozco & Suárez-

Orozco, 2001)，試圖幫助生活在多元族裔文化中的移民後代發展多族裔文化理解與文化

認同，美國 DePaul University 更於 2010 年成立批判性混血種族研究組織 (Critical Mixed 

Race Studies)，試圖宏觀地從跨領域如社會學、心理學、史學、法學、人類學等的角度來

看待現今社會中混種族群的各面向問題，以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學習與相互欣賞。

一、物質文化與文化認同的交互關係

隨著全球各地愈趨增多的移民現象，也帶動生活中多樣異族文化接觸經驗，伴隨日

益提高的多元混融日常文化，促使歐美學界在八○年代初期興起對生活中物質文化與族

群文化形塑之間關係的關注與探看 (Appadurai, 1986;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這些學者們企圖藉由對不同族裔日常物質的專研來理解社會中各族裔背後的文化

意涵、價值觀、品味、審美與傳統等。繼這一波探看各族裔的文化承襲與日常物質間之關

係的熱潮，另有一批學者則熱衷於探討物質文化、私人生活空間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Belk, 

1988; Bourdieu, 1989; Rochberg-Halton, 1984; Wallendorf & Arnould, 1988)，直至二十一世

紀初，更有一批社會文化領域學者 (Clarke, 2001; Edensor, 2002; Grauer, 2003; Hecht, 2001; 

Miller, 2001) 透過檢視各族裔人們與家中物質文化的交互關係來探看人的文化認同發展，

期望藉以提升社會多元族裔間的相互了解與尊重。

社會學界 (Bourdieu, 1990; Emmison & Smith, 2000; Halle, 1993) 與人類學界 (Clarke, 

2001; Miller, 2001; Pink, 2004) 更透過實地民族誌田野研究，分別就不同族群的私人生活

空間之物質文化與族群文化認同發展關係做長期田野資料收集與考察，提出從生活空間

中日常物質文化的實踐經驗，能呈顯與掌握特定文化意涵、信仰、品味、美感經驗與傳

統。而這些與文化認同發展具緊密關係的物質文化又涵蓋在視覺文化範疇，關注日常生

活的視覺文化理論家 Nicholas Mirzoeff (1998) 指出「……視覺文化即是每天的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is visual culture) (p. 125)，鑽研視覺文化教育運用的 Kevin Tavin (2003) 也

強調視覺文化是一種實體的存在，包含影像、物件、工具、人造物及設施等，另外，早於

二十世紀中末葉將視覺文化運用於教育實務的學者 Kerry Freedman (2003) 專注於文化的視

覺表達，她與研究夥伴 Patricia Stuhr 解釋視覺文化是「形塑我們存在的人們所設計圖像及

人造物之總和」(the totality of humanly designed images and artifacts that shape our existence) 

(Freedman & Stuhr, 2004, p. 816)，綜上述跨社會文化領域及人類學對日常物質文化與文化

認同發展關係的研究，足見日常視覺文化是反映文化認同的重要元素，也是詮釋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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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存在於人們生活空間中的視覺文化，做為發展個人文化認同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

二、視覺文化取向藝術教育

現今資訊科技與各式傳播媒體的快速發展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我們對視

覺訊息的溝通需求，尤其現今年輕人生活在充斥著各式媒體的視覺科技產品中，教育學者

們紛紛提醒視覺文化影像與物件對年輕學子的成長所扮演的重要影響，西方藝術教育學者

們也提出將視覺文化包含在既有藝術教育課程中的重要性 (Barnard, 2001; Duncum, 2001; 

Freedman, 2000; Freedman & Wood, 1999; Stankiewicz, 2000; Sturken & Cartwright, 2009)，

強調培養年輕學子面對這些龐雜的包含視覺科技產物的視覺訊息時，能有獨立思考與批判

能力，同時能建立自我文化認同及包容多元文化。近二十多年來國內外藝術教育學者（郭

禎祥，1994; Mason et al., 2006）根據相關研究，提出以藝術做為基礎的課程內容助於對於

自己文化的理解與接納，也能提升對不同文化的接觸與認識。當 1990 年代視覺文化思潮

已在國際藝術教育界蔚為風潮，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內藝術教育學者們（郭禎祥、趙惠

玲，2002；陳瓊花，2003；黃壬來，2002；廖敦如，2004；趙惠玲，2004/2005）紛紛提

出當今的藝術教育不再強調技法與媒材的學習與熟練，更應重視周遭事物與藝術教育的關

聯，並呼籲藝術教育應將視覺文化包含在藝術教育的教學中，學習視覺符碼的判讀、詮釋

與解析能力、並能在文化脈絡中建構自身意義及提升對自我文化的省思。

在臺灣少子化愈趨嚴重而這些跨國婚姻家庭的混血小孩的就學人數愈趨增加的現今，

學校中的藝術教育如何有效的運用視覺文化資源及跨域藝術課程理論，來協助課堂中所占

成員持續增高的跨國婚姻家庭的混血學童發展對雙邊文化之理解、學習與傳承，仍是現今

跨域美感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對象包括新住民家庭的母親及其青少年子女，母親皆為東南亞裔，新住民青少

年為十一歲至十八歲，因十一歲以上青少年已具對文化內容的覺察力及清楚說明自己想法

的能力 (Erikson, 1968)。探究族群認同發展的學者們 (Gay, 1985; Phinney, 1989; Rotheram, 

1987) 指出認同的形成是一個區別與整合的過程，它提供了族群歸屬感與歷史的延續感，

而青少年時期除已發展族群知覺與歸屬感之外，也大致在族群認同上具有相當的雛形，基

於學者們對族群認同發展的分析，本研究對象選擇十一歲以上至十八歲的新住民青少年來

進行探究。由於多數新住民因教育程度與

家庭社經地位低弱而居社會弱勢（黃富順 2006；張芳全、王平坤，2012），新住民家

庭父母雙方大多需投入工作來分擔家計，平時忙於工作，因此要找到家中有適於本研究訪

談的青少年子女且願意讓研究者至家中進行訪調的家庭並不多，基於此，在研究參與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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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工作上採滾雪球取樣法 (Robson, 2002)，研究者先透過國小教師及相關社福人員的引

介找到符合研究條件且願意受訪的新住民家庭，再透過此家庭的推介來找到下一個參與研

究的家庭。從教育部的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資料中，就分布區域來看，國

中、小新住民子女人數仍以北部地區占最多（教育部，2021），而位處北部地區的臺北與

新竹恰為研究者工作往返的主要城市，十二戶願意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家庭中，六戶位在臺

北市、一戶位在新北市、五戶位在新竹市。在這次研究中，這些新住民青少年年齡在十一

歲至十六歲之間，共計有十二戶新住民家庭參與，十二位青少年中，八位為男性，另外四

位為女性。參會人員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十二戶新住民家庭資料如下：

表 1. 十二戶新住民青少年的簡要背景介紹

個案（家庭） 參與者代稱 年齡 性別 母親的文化背景 *

1 新一 15 女 越南

2 新二 16 男 華裔印尼

3 新三 14 女 華裔越南

4 新四 12 男 華裔緬甸

5 住一 13 男 華裔越南

6 住二 13 男 泰國

7 住三 13 男 華裔馬來西亞

8 住四 12 女 越南

9 民一 13 女 華裔印尼

10 民二 13 男 華裔馬來西亞

11 民三 16 男 華裔印尼

12 民四 13 男 華裔印尼

* 每一戶個案之文化背景均為參與者自行說明。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多樣的質化研究方法，包括視覺研究法 (Pink, 2001; Rose, 2001) 及多重個

案研究法 (Hancock & Algozzine, 2006; Stake, 2006)。視覺研究法強調視覺的紀錄影像或影

片，不只是做為研究工具來記錄所要研究的現象、活動或事件，同時也是研究的原始材

料，提供研究者更全面的訊息與依據 (Murray, 2008; Pink, 2001; Rose, 2001)。本研究計畫

在於探究整體家庭混融的文化象徵氛圍營造 (Chang, 2011) 及跨族群婚姻家庭中青少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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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對家中視覺文化的認識、解讀與詮釋，採視覺研究法所強調的視覺影像內涵與紀錄可達

到以上的研究目的 (Goopy, & Lloyd, 2005 / 2006)。

在視覺研究法中，影視人類學學者 Sarah Pink (2001) 強調透過照片影像所掌握的視覺

意涵能夠助於所蒐集文字與訪談資料的詮釋與分析。繼 Chris Jenks (1995) 所提出的觀看

是參與詮釋行為之觀點，地理學家 Gillian Rose (2001) 更進一步提出批判的觀看方法，強

調觀看者的自我反思批判態度以貼近觀看者的主體性。本研究在於探究新住民青少年對於

家中視覺文化符碼的詮釋與其雙邊文化理解之關係，為達此目標，本研究採上述視覺研究

方法，以如下三個部分進行：包括實地觀察、家中視覺文化之選擇拍攝與詮釋、影像符號

分類與參與者訪談，以進入新住民家庭來了解新住民青少年如何發展與解釋日常生活經驗

中的雙邊文化的概念與認同。

個案研究強調整體文化脈絡的理解，應用在本研究上，每一個單一家庭的個案研究均

強調跨族群婚姻家庭在整體社會文化中的詮釋，並對此個案家庭從事一定時間的探看，同

時由整體的觀點來進行描述與分析，此研究共包含十二戶單一個案，採用多重個案的設計

是為了對各個單一個跨族群婚姻家庭進行比較，每一個跨族群婚姻家庭中的東南亞裔母親

與青少年子女對家中視覺文化的解讀與觀點形成一個單一的個案，本研究進行比較十二戶

跨族群婚姻家庭中青少年子對於家中視覺文化符碼的詮釋與其雙邊文化認同發展的關係，

因此採多重個案研究來增加資料的豐富與效度。

本研究建立在上述文獻探討，邀約參與的十二戶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選取家中對

其生活而言具特殊意義或最喜好的十件重要物件並拍攝紀錄，並就所拍攝影像進行訪談與

詮釋，經由「觀察」、「家中日常視覺物件選取拍攝」與「訪談及其對拍攝影像之詮釋」的

三個部分相互交叉比對及印證，探看新住民混融日常視覺文化符碼之內容與詮釋，進而提

出在家中非正式的日常視覺文化學習經驗對發展新住民青少年雙邊文化認同的影響，以及

日常視覺文化學習經驗融入學校藝術教育助於發展新住民青少年雙邊文化認同的觀點。

三、資料蒐集

為探看新住民青少年子女的雙邊文化認同建構與家中日常視覺文化間的關係，本研究

資料蒐集採觀察、視覺物件選取拍攝與訪談。研究者在造訪新住民的家時即展開觀察，說

明溝通此研究目的之後即將紀錄影像用的數位相機交給受訪者，讓受訪調者選取家中對其

生活而言具特殊意義或最喜好的十件重要物件並拍攝紀錄，待拍攝畢即針對受訪者所選之

重要物件的紀錄影像來展開訪談及蒐集受訪者對物件之影像的詮釋，研究者在等待受訪者

拍攝物件期間亦持續進行觀察並與現場其他受訪者家人進行非正式訪談，訪談畢研究參與

人員後，研究者亦會徵詢新住民參與者是否同意對其家中物件進行拍攝，以增益研究資料

的對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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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

每次進行新住民家庭的訪談活動時，即同時展開觀察的活動，在資料蒐集方法中，觀

察常被視為強化其他資料蒐集的方法 (Robson, 2002)。有時透過觀察所獲得的資料，可做

為核驗訪談內容的重要參酌，研究者將自己置身於特定研究場域進行相當時間的觀察，將

助於更整全的掌握蒐集來的資料及更充分了解各種資料間的關聯性。

（二）選取與拍攝物件

在進行訪談前，先邀約參與者（新住民家中父母及青少年子女）選取對成長或生活經

歷中，是重要的、具意義性或珍愛的家中日常物件，同時使用研究者提供的數位相機拍攝

記錄這些所選擇的視覺文化物件 (Pink, 2001)。待參與者完成選擇珍愛的物件並拍攝紀錄

完畢後，研究者才會展開訪談的工作。

（三）訪談

為深入了解新住民青少年子女對家中混融著兩種以上的文化物件與影像對其發展雙邊

文化認同的可能影響，本研究對新住民參與者進行訪談並蒐集受訪者對所選擇物件之影像

的詮釋，訪談採一對一方式並做全程錄音，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為 50 分到一個小時，

訪談面向包括三部分：基本背景資料、參與者選取家中視覺文化物件之原因及所拍攝之影

像內容與詮釋、文化認同與視覺文化之關係探看。第二項目主要依據新住民家庭中參與者

所拍攝家中重要物件之照片影像來進行訪談並蒐集其對影像所做的詮釋。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用持續性比較法及批判的視覺方法學 (critical visual methodology) 來分析研

究參與者所選取物件的影像詮釋與訪談資料 (Rose, 2001)。先針對研究參與者所選取物件

的影像詮釋與訪談資料進行開放性編碼，透過不斷比較與評論來進行概念命名及類別的歸

納，並依據資料屬性及面向來發展出類別，接著採用主軸編碼來做進一步資料的類別比較

與評論，以檢視和建立影像詮釋與文化學習之間的各種聯繫，並發掘資料中各個部分之

間的關聯 (Robson, 2002)。根據英國地理學家 Gillian Rose (2001) 所提出批判的觀看方法，

影像是由知識、慣行和技術所建構，強調觀看者的自我反思批判態度，以探究視覺的文

化意義、社會現實及權力等議題。本研究亦參考 Pink (2001) 的「反射的途徑」(reflective 

approach) 概念來分析研究參與者所選取拍攝之影像資料，以探究視覺物件影像選取與詮

釋背後的意識形態、觀點與文化理解，研究進行中系統性且詳實的整理研究參與者的背景

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地及雙邊文化背景，並將研究參與者所選擇拍攝之家中視覺物

件影像進行編碼與分類，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皆以代稱（表 1）來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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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視覺研究法強調視覺影像內涵與紀錄，根據研究參與者所選取物件的影像詮釋與訪談

資料整理歸納出「類別編碼」（表 2），研究參與者之影像詮釋與訪談資料的文本編號採簡

化的號碼，例如青少年編號為 A1、A2 等，母親則為 M1、M2 等（表 3）。

表 2. 類別編碼

青少年家中視覺文化內涵 生命中重要家中物件 ( 影像數量 )

一、生活裡的東南亞文化 （一）節慶與休閒 (4)

（二）生活用品 (1)

（三）語言 (1)

二、東南亞回憶 （一）返鄉旅遊照片 (6)

（二）服飾與紀念物 (6)

三、飲食中的東南亞風味 （一）食物 (5)

四、在地日常生活 （一）一般生活物品 (74)

（二）科技產品 (20)

（三）家庭生活照片 (3)

母親家中視覺文化內涵 生命中重要家中物件 （影像數量）

一、生活裡的東南亞文化 （一）節慶與休閒 (3)

（二）生活用品 (7)

（三）語言 (7)

二、東南亞回憶 （一）返鄉旅遊照片 (15)

（二）服飾與紀念物 (19)

三、飲食中的東南亞風味 （一）食物 (5)

四、在地日常生活 （一）一般生活物品 (43)

（二）科技產品 (12)

（三）家庭生活照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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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與者訪談文本編號

個案（家庭） 參與者代稱 青少年文本編號 母親文本編號

1 新一 A1 M1

2 新二 A2 M2

3 新三 A3 M3

4 新四 A4 M4

5 住一 A5 M5

6 住二 A6 M6

7 住三 A7 M7

8 住四 A8 M8

9 民一 A9 M9

10 民二 A10 M10

11 民三 A11 M11

12 民四 A12 M12

根據研究結果，儘管新住民青少年所選擇拍攝之生命中重要家中物件有八成是一般青

少年的日常生活物品、科技產品與家庭生活照片，新住民母親們所選擇拍攝之生命中重要

家中物件也有超過五成是一般母親會選擇的生活物品、科技產品與家庭生活照片，但從研

究結果中僅佔青少年重要家中物件兩成及佔了新住民母親們將近五成的東南亞文化相關影

像詮釋與訪談資料中，仍可窺見東南亞裔母親透過日常的實踐所進行的文化傳承與文化延

續，這些日常視覺文化顯現母親藉由生活實踐的各類文化教育活動，在新住民青少年對物

件或生活經歷的敘述中，亦可瞭解到對東南亞裔母親原生文化的詳實深刻回憶，即使有兩

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青少年成長後沒有回訪過母親故鄉，僅在二至三歲幼兒階段被母親帶

回家鄉一次，然而藉由後續訪談，仍可對應幼時回訪所拍照片描述其印象及表達對母親原

鄉事物的感受與記憶，在談及母親原生國文化相關影像內容時亦表達出對母親原鄉事物感

到興趣。這些新住民青少年藉由生活中日常視覺文化的學習體驗，能更佳地理解雙邊文化

特徵和意涵，而這些學習體驗過去鮮少被研究人員探究過，參與研究的新住民青少年之日

常視覺文化展示了豐富的臺灣／越南、臺灣／印尼、臺灣／緬甸、臺灣／泰國和臺灣／馬

來西亞的文化內涵，這些日常的雙邊或多元文化傳承、文化學習與文化教育可以做為發展

含融多元文化之藝術教學模型。

這項研究的主要結果有三個面向。首先，研究中的大多數新住民青少年能夠藉由日常

實踐來認識與識別文化特徵。其次，多數新住民青少年能透過回訪母親原生國來更好地了

解母親的原生國文化。第三，他們經由體驗母親烹製或從原生國帶來的原鄉食物來更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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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母親原鄉文化。

一、日常實踐中的文化交融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大多數參與的新住民家庭並沒有在客廳展示許多母親原生國文

化影像或物品，然而，幾乎所有參與的母親都留存有家庭照片、自己年輕時在原生國的生

活照片及孩子成長影像或帶孩子回訪原生國的照片。從影像資料可以看到，這些新住民家

庭裡都會有一些從母親原生國家帶回臺灣的物件、器具或食材，有些物件或器具還保存的

很好，有些則到現在也還會使用，並且這些家中仍存有母親原生國相關器具的青少年們還

會向母親學習使用方式，這也說明了新住民青少年家中日常視覺文化對於青少年們在學習

與瞭解雙邊文化的關聯性。

這些家庭相冊、生活中使用的母親原生國帶來的廚具、傳統服飾、樂器、玩具和紀念

品，不僅成為新住民媽媽們緩解思鄉之情的重要物品，也成為她們在臺灣出生的孩子與原

生國文化聯繫起來的珍品，猶如社會文化學者 (Clarke, 2001; Edensor, 2002; Grauer, 2003; 

Hecht, 2001; Miller, 2001) 所強調的家中物質文化深刻影響家庭成員的文化認同發展。這些

新住民青少年透過日常在家接觸雙邊文化的經歷，瞭解了母親的原鄉文化特徵，雖然他們

不將母親的原鄉文化視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他們談論與母親文化相關物件

或影像時，顯現了他們的跨文化體驗與認識。住三的馬來西亞裔母親帶著他玩兩人對弈的

Mancala 手工木製魚型播棋遊戲（圖 1），並一起開發了簡易版的 Mancala，住三透過與母

親一起玩馬來西亞的傳統播棋遊戲並共同設計出適合攜帶的東南亞播棋遊戲（圖 2）而更

瞭解母親原生國文化並建立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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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馬來西亞裔母親帶著住三玩家鄉的 Mancala 手工木製魚型播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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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住三與母親共同設計出適合攜帶的東南亞播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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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四也會與印尼裔母親玩印尼桌遊 Congklak（圖 3），與住三馬來西亞裔母親帶著

他玩的 Mancala 類似，而 Congklak 是民四所選取拍攝的珍愛物件之一，他表示母親教他

玩，他很快就學會並經常是獲勝者，他也曾與母親一起到學校介紹給其他學童玩，民四認

為 Congklak 是他擅長且珍愛的印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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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Congklak 播棋是民四所選取拍攝的第一個珍愛物件

住二的泰國裔母親所拍攝最珍愛物件中，有一張年輕時在泰國短期出家剃髮穿白色服

裝受齋戒的照片，她指出在泰國有短期出家的文化，另因她喜歡唱歌，她也將參加新住民

歌唱比賽所獲獎杯與獎狀納入最珍愛物件中，或許因她平時喜歡在家運用伴唱機唱歌，住

二也因此會自行關注泰國知名流行歌手，從他開啟電腦中一個集結了母親所收集泰國歌曲

資料夾並分享一位他喜歡的泰國流行歌手音樂影片可看出（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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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住二分享他喜歡的一位泰國流行歌手影像

這項研究的一項結果顯示，多數新住民家庭的母親最初否認家中的視覺物品對其孩

子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認同的發展有任何影響。然而，這些新住民青少年的母親在述說了

他們所珍視的家居用品的相關故事或事件後，意識到他們下意識地或本能地將特定的原

生國視覺文化帶入了家中，或者在家裡使用了特定的族群物品，這些物品或影像成為孩子



123文化的傳承與學習：新住民青少年家中視覺文化探看

們區分東南亞文化與主流文化、識別更多母親原生國文化特徵的直接來源。一如人類學者

們 (Clarke, 2001; Miller, 2001; Pink, 2004) 所提出的，從生活空間中日常物質文化的實踐經

驗，能呈顯與掌握特定文化意涵、美感經驗與傳統。一些參與的母親起初認為，學習母親

原生國語言和參與多元族群活動有助於孩子了解東南亞文化，這些母親們最初忽略了學習

語言和參與多元族群活動涉及學習語言和文化習俗所必需的各種文化物件，此則呼應了社

會學界 (Bourdieu, 1990; Emmison & Smith, 2000; Halle, 1993) 所說的私人生活空間之物質文

化影響文化認同形塑與發展，這些母親在參與研究過程中出人意料地意識到，她們日常生

活中的各種視覺文化一方面維繫了原鄉族群文化，另方面亦藉此讓孩子們產生文化聯繫。

二、原鄉回訪為重要的文化學習

儘管三分之一的參與家庭屬於經濟弱勢，但幾乎每個新住民母親及其孩子都有機會回

訪母親的東南亞原生國，其中有幾位青少年會定期回訪母親故鄉並旅遊，這些在母親原鄉

的生活與旅遊經驗，都助益於新住民青少年對母親原生文化的體認與瞭解，新住民青少年

也因回訪母親原鄉的經歷而帶回了他們對母親原生國回訪的回憶，除了留存他們旅行的照

片外，旅行中帶回的一些紀念物品也成為了令人難忘的在地文化印記，例如民三的印尼裔

母親所拍攝珍愛物件中包括了從印尼帶回的一台縮小的流動麵攤及一部電動三輪車模型玩

具（圖 5），她提及民三每次回訪外婆家皆會與親戚小孩簇擁流動麵攤買麵吃，另外，與

母親一起搭電動三輪車的經驗也讓民三印象深刻。住一還記得他最喜歡的刨冰加奶油凍和

咖啡，這是他在暑假拜訪母親原鄉時外婆買給他的。熱愛數位產品與電腦遊戲的新四表示

在與他的母親和妹妹一起返回緬甸時，印象最深刻的是緬甸的豌豆粉，至今回想起來仍覺

得美味好吃。在學習印尼傳統舞蹈的過程中，民一觀察到印尼女孩在出生時就打了耳洞，

當她回到她母親的家鄉時，她也被帶去打了耳洞，民一母親所拍攝記錄珍愛物件中，有一

件是幫民一從印尼帶回的一整套扮家家酒的精巧玩具（圖 6），其中還包含了印尼家庭日

用調味料、餐飲、零嘴等，母親說這是民一小時候最愛的玩具。這些新住民青少年透過偶

爾回到母親的原生國與原鄉親戚一起生活，從旅行中帶回文化體驗的記憶與一些紀念物品

來留存旅行的印記，並由此對母親原生國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與體驗。

2

5.

6.

7.

8.

圖 5. 民三母親從印尼帶回一台流動麵攤及一部電動三輪車模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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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母親為民一從印尼帶回一整套富含在地飲食文化的扮家家酒玩具

三、飲食助於文化傳承

在這項研究中，幾乎每位新住民青少年都嚐過母親料理的家鄉食物，這些新住民媽媽

帶回了越南咖啡豆、燕窩飲料、煉乳、糕點、泰國的美祿、泰式酸辣湯、各種印尼香料、

印尼蝦餅、印尼發酵黃豆餅天貝、緬甸豌豆粉、馬來西亞餅乾和做飯用的蝶豆花等各種母

親原鄉文化所熟悉的食物或香料。研究者去新一家時，她的母親為研究者泡了一杯從越南

帶回的即溶咖啡，並表示她的臺灣岳父很喜歡越南咖啡。新二的母親所拍攝珍愛物件中，

包含了她從印尼帶回的各式廚房常用香料及一盤以樹薯做好的料理，她甚至帶回了整套做

甜點的鍋具（圖 7）。民四母親所拍攝記錄珍愛物件中，有一件是印尼磨研香料的石頭研

磨器及一盤剛煎好的家庭零嘴黃豆餅（圖 8），民四並示範了他的母親如何使用石頭研磨

器來製作印尼發酵黃豆餅，民四和他的哥哥都表示他們喜歡印尼菜的味道，並很樂意參與

協助母親製作印尼料理。當研究者和研究助理訪問民一家時，她的母親特別為我們準備印

尼風味的餅乾，儘管受訪青少年們不見得完全接受這些母親們帶回的家鄉食物或料理，但

這些日常的飲食體驗與實踐也都成為對母親原生文化風貌的延續（康諾頓，2000），而它

們也成為除了相片影像之外，撫慰母親們思鄉情懷的重要日常文化，這些家鄉食物或料理

不僅成為這些新住民家庭維繫東南亞文化連結的一種手段，也緩解了這些新住民母親的思

鄉之情並提供她們一種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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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二的母親從印尼帶回各式香料及做甜點的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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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6.

7.

8.圖 8. 民四協助母親使用石頭研磨器來製作印尼家庭零嘴發酵黃豆餅

伍、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新住民青少年的家中視覺文化具豐富而廣泛的臺灣／越南、

臺灣／印尼、臺灣／緬甸、臺灣／泰國、臺灣／馬來西亞的文化特徵和審美實踐，這些臺

灣／東南亞日常視覺文化是具體可運用的教學資源，可做為發展多元文化跨域美感教育的

參酌依據。將家中視覺文化和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藝術課程的設計中，將可以促進對多元

文化習俗、美感、價值觀、傳統和信仰的認識與理解。文化認同的發展源於共同的文化經

驗如傳統、價值觀和信仰等，這些元素主要表現在家居用品上，如同社會學界 (Bourdieu, 

1990; Emmison & Smith, 2000; Halle, 1993) 與人類學界 (Clarke, 2001; Miller, 2001; Pink, 

2004) 透過實地民族誌田野研究所強調的，從生活空間中日常物質文化的實踐經驗裡，往

往可以掌握特定的文化意涵、信仰、品味、美感經驗與傳統，因此，這些存在於新住民青

少年家庭生活空間中的視覺文化，做為青少年們發展個人文化認同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本研究結果，引導與包容每個學生在課堂上所創造的多元文化象徵氛圍，將可以

更好地連接學生們在學校內和學校外的學習，學生們在非正式學習環境中的日常實踐可以

影響他們在正式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表現。從這個新住民青少年雙邊／多元文化學習的多重

個案研究中，家中視覺文化在促進文化學習和東南亞文化傳承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讓新住民青少年們能夠與母親的原生國文化建立聯繫。

根據上述結果及討論，本研究提出拓展連結學校內與學校外學習資源之藝術教育的重

要，期能協助新住民子女對雙邊文化的學習與瞭解、提昇融入東南亞文化的跨域藝術課程

開發，並促進培育具多元文化素養及國際競爭力。

一、拓展校內與校外資源連結之藝術教育

從本研究結果中，新住民家中富含各種形式的母親原生國文化，另也因資訊科技發

達，處於社經條件弱勢的新住民父母仍盡可能提供與滿足其子女在數位產品的使用，從新

住民家庭中收集整理出的多樣東南亞裔日常文化，不管是原生國所拍照片、回訪母親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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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遊印記、或是母親從原生國帶回臺灣的食品、日常生活器具與物件等，都可讓新住民

家庭參與研究者與研究人員更貼近東南亞文化的內涵，這些結合時間、空間與實踐要素的

視覺文化，應該更有效轉化成藝術教育教師的教學材料，豐富的日常生活現場之活素材應

可供各級教育現場工作者們妥善運用與融入既有跨域美感相關課程內容中，同時結合跨學

科的課程整合讓活素材不至成為片面單一的資訊，藝術教育教師們可發展出連結家中學習

與學校學習以促使所學知識的靈活運用，並在藝術教育中融入這些新住民子女家中豐富母

國文化素材，例如在藝術課程中發展系列「國際日」或多元文化日」等相關主題活動，讓

學生有機會學習到各種形式的新住民家中母親原生國文化包括從母親原鄉所帶回的繪本、

童玩、樂器、傳統服飾等，發展出可以連結新住民學生與一般學生學校內與學校體制外學

習經驗的課程方案，一方面拓展學生視野，同時也讓新住民青少年展現家中雙邊文化，以

協助培育其多元文化能力。

二、開發融入新住民文化的藝術教育

針對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表現探討中，相關研究者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學習問題主要來

自於社會結構因素，而非完全來自於個人資質所致（許誌庭、姜添輝，2015；吳瓊洳、

蔡明昌，2017），因應當前新住民子女入學率的佔比，加強師資的多元文化知能、促進學

生的多元文化學習、及增加社區居民對新住民文化的認識與關注等，是當今教育的重要

議題，因此藝術教育教師如具備新住民子女教學與輔導相關知能，定可藉由藝術課程設

計來轉化此不利社經處境與家庭教養條件。藝術教師可在課程中發展東南亞文化相關主

題的學習活動，彈性運用課堂時間或搭配學校活動安排規劃外籍新住民家長的母語及原

生文化教學，讓東南亞裔新住民家長有機會進入班級，善用社區人力資源，提供課堂時

間分享她們的固有文化，安排跨文化知識和藝術相關體驗活動，亦可從新住民家庭生活

中，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來開發出系列藝術活動方案，營造一個認同及

尊重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認識與學習多元文化，增加交流與接觸認識之機會，進而促

使接納、包容與尊重。

家中日常視覺文化是文化認識與詮釋之所在，也是培養文化認同及文化學習的重要

素材之一，藝術教育教師在開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應可規劃教育活動納入這些新住民

日常生活場域中豐富多元文化，發展融入東南亞文化的跨領域課程。依據本研究結果，

新住民青少年家中視覺文化具豐富雙邊文化素材，善用這些資源，鼓勵學校教育融入東

南亞文化的跨域與跨文化內涵，提升多元文化的認識、交流、接納與欣賞。目前社會大

眾對於新住民文化的態度仍趨負面，甚至視其母國文化為低階文化而未能鼓勵新住民子

女掌握其多元文化學習優勢，期許此研究所展現的多層次與多面向文化內涵，能促進含

融東南亞文化的跨域藝術課程的開發與實踐，進而藉以落實文化層面的多元化及跨文化

交流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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