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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對菲律賓華文教育
援助之比較

▓張榮顯

研究動機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派遣教師到菲

律賓投入華文教育工作行之有年，並且

提供當地華校、社團組織進修研習營、

短期培訓班的機會，亦編寫語言教材供

當地學校使用。從2007年起更派遣替代

役男前往華校任教，筆者即係於2010年5

月到2011年4月以替代役男身份前往菲律

賓從事華語教學工作，支援華校以解決

當地師資不足的問題。

筆者利用這一年親身教學的機會，

實地調查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現況，了解

菲律賓華社情形，從中發掘兩岸在菲律

賓所投入的教育資源越來越不平衡。

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僑教工作不斷地

追趕及超越，並逐漸以漢語拼音、簡化

字，以及具有意識形態的教材教授菲律

賓華人子弟，排擠僑務並打擊我國外交

士氣，海外僑民教育的推展攸關文化紮

根與傳承，更是維繫僑社發展的基石。

因此，本文欲整理出兩岸對菲律賓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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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為例〉碩

士論文精簡版，該論文榮獲本會103年華

僑華人碩士論文獎金。指導教授夏誠華

博士。

教育的資源輸出，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擬

定在菲律賓推動華語文教育政策之參

考。

研究目的
瞭解兩岸政府對菲律賓華文學校輸

出的教育資源，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

勾勒出臺灣和中國大陸對菲律賓華文教

育輸出的模式和內容。

此外，走訪兩岸三地的教育相關

單位後，更深入了解各自付出的教育資

源。透過比較知道資源素質的優劣和數

量的差距，釐清臺灣方面目前還有什麼

優勢、劣勢，以及有什麼資源重疊的地

方，也是否有可以向對岸借鏡學習之處

是本文寫作的最大目的。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文比較臺海兩岸對菲律賓華文教

育援助資源，主要以駐菲律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僑務組成立的菲華文教服務

中心，以及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為

比較的對象。

本文主要聚焦於文教中心與華教中

心各自承辦之四個面向「援助師資」、

「師資培訓」、「教材方面」、「舉辦

活動」之工作業務比較。

研究方法與架構
在釐清兩岸針對菲華教育的資源

輸出後，接著以訪談的方式蒐集更多資

的互動，過程中筆者將以半熟人半研究

者的身分進入，表明研究者身分同時也

能參與互動。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對象為1970年代後來

日之台僑，限定在1970年代後有兩種原

因，一方面是為了區分老華僑，一方面

是因1970年代的台灣因經濟成長，民眾

移居海外人數大為增加。

另外，也將受訪家庭分為「永住

者家庭」及「歸化者家庭」兩大類，每

類再細分「自營業家庭」及「上班族家

庭」。以參與各華僑組織（如東京華僑

總會、台灣同鄉會、東京台灣商工會議

所）的家庭、或是小孩曾經讀過中華學

校的家庭作為受訪者。並用滾雪球方式

尋找受訪者，盡量地納入各種年紀差

距、職業差別、生活背景差異的家庭。

已訪談永住者及歸化者的第一、二代總

共22位。

成果
本研究的貢獻有以下三個面向：

1.日本的移民政策使申請永住資格

比歸化更加困難，此為日本移民政策的

特色。永住者的公民身分也影響兩代的

發展，第一代較不融入日本社會，第二

代與台灣的關係變疏遠。訪談資料顯

示，歸化是外國人在日本的最佳選擇，

那麼，為什麼第二代永住者不選擇歸化

呢？事實上，他們長大可以選擇公民身

分時，卻不選擇歸化，繼續當永住者，

這是因為認為處在中間的灰色地帶使他

們不必選擇台灣人或日本人，也不必經

歷繁雜得申請程序，反而是他們現在身

分狀態的最佳選擇。

2.雙重身分面，此前的文獻研究指

出，雙重身分主要是基於策略性考量，

本研究發現，雙重公民身分者的工作性

質影響策略性考量因素，例如經商的雙

重公民身分者有減稅的優惠，其他多數

雙重身分者並未意識到其優勢。此外，

比較雙重身分的公民權時，雙重國籍者

有台灣、日本兩國的參政權，雙重公民

身分只有台灣的參政權。

3.族群性層面，首先，永住者因為

沒有日本姓氏，因此在心態上有了落

差，加上日本雖然提倡多文化共生社

會，但歐美及亞洲血統之間有階級高

低，打破了「日本是單一民族、單一國

家、單一語言」的迷思。其次，「華

僑」所包含的意義，不只是泛族裔、族

群忠誠度等，更是做為區隔自身與台灣

留學生及中國新移民（new comer），表

示自己更在地、更貼近日本人的工具。

（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研究

所）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小學上課情形，他們是本文探討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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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提高教學能力。

華教中心也在菲律賓舉辦教師研

習活動，並且有當地華人企業和社團贊

助，提供旅費讓老師到中國大陸進修，

兩岸對菲律賓師資培訓皆有請進、派出

的培訓方式，吸引教師回國研習深造，

或敦請專家學者、教授團隊赴菲指導，

但兩邊單位最大的差異有二：

系統性地將學生送往大陸留學

華教中心從2004年開始，有系統地

將菲律賓的學子送回中國大陸念書求

學，菲化政策後菲律賓的中學學制和臺

灣不同，一直是無法順利銜接國內大專

院校的關鍵因素。

但對岸政府這方面就相對彈性，不

僅免學費，更提供獎學金，再由華教中

心或當地社團籌措生活費及國際旅費，

簽訂畢業後需在華校服務的合約，等於

保障畢業五年後的工作。這些等等利多

吸引菲律賓學子赴中國大陸深造，並於

學成後返菲為華校服務。

計劃性培訓當地師資及管理人才

鑑於菲島大專院校沒有專門的華文

教學系所，或華文師範養成體系，華校

辦學良莠不齊，也欠缺管理人才。因此

和暨南大學合作，開辦函授課程以及華

校新生新行動，提昇教師的教學水平，

並可獲頒發暨大學位證書，推廣教師薪

資標準分級制度，並為華校辦學訓練管

理人才，一步步建立良好的師資培訓系

統以及行政體系，或許這才是目前菲律

賓華文教育真正治本的方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華教中心開展

許多有計劃性、系統性的項目，逐步建

設菲律賓華文教師隊伍。而文教中心舉

辦的研習班或研習會，近年參加的教師

人數都有下滑的趨勢，主要是當地社團

相繼開辦類似的研習活動，以及面對中

國大陸的教育資源援助之影響。相對來

說文教中心比較被動，都是菲律賓華校

提出問題或需求，僑委會再從臺灣尋找

資源培訓老師，但很難真正解決當地的

師資問題。華教中心的造血計畫送學生

赴中國求學，學成歸國後回華教教書，

若能持續教學，可能成為該校的骨幹老

師，不僅能提昇學校的華文教學品質，

將來也可能成為學校的領導幹部。

目前菲律賓華校仍有許多老師都是

年輕時曾到臺灣師大或臺大留學的，將

來這些華校的主任、校長都會變成曾到

中國大陸留學的，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

和向心力會越來越強，而臺灣在菲律賓

的僑教影響力已經漸漸從核心慢慢被排

擠到邊陲，昔日臺灣僑教的市場正逐漸

萎縮，僑委會和文教中心如何因應，確

保各種師資培訓、研習活動的品質能更

臻完美，都是目前應思考的方向。

教材

臺灣和中國大陸對菲律賓華文教育

推廣之教材，各有其優、缺點，臺灣方

面，主要提供四套教材：《菲律賓版新

編華語課本》、《AP中文讀本》、《生

活華語Living Mandarin》、《康軒版教

材》等多種民間出版社的教材，《生活

華語Living Mandarin》是目前逐漸在菲律

賓推廣的教材，但其課文內容不具有針

對性，雖然對話內容很實用，插圖排版

精緻，但和菲律賓的人文風情並沒有太

多連結，但是有繁、簡字體，注音拼音

符號的教材，以上是臺灣提供的教材在

料，針對菲華文教中心和菲律賓華文教

育研究中心承辦的相關業務，在臺灣、

菲律賓、中國大陸三地進行訪談，搜集

到完整的研究資料。

研究成果
本文比較臺海兩岸對菲律賓華文教

育援助資源，研究發現文教中心和華教

中心皆投入相當多的教育資源，但其本

身規模差異大，定位也不同。

文教中心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的駐外單位，由國內派遣官員赴任。是

僑委會聯繫、溝通菲律賓僑胞的主要管

道，因此所有的活動、政策、資源都是

依僑委會的規定、要求來執行，並沒有

自己供需的能力。

華教中心為一個民間組織、華人社

團，是一服務菲律賓全國從事華文教育

和漢語教學單位的學術研究和行政協調

機構。有五個部門各司其職，有足夠的

人力開展許多計畫和工作，且和中國大

陸的官方單位互動密切，取得相當多的

資源。華教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單位，發

展科研能力，發表教學成果，出版教材

並集結教學材料發行刊物，不斷摸索菲

律賓華文教育的定位和定性。

而作為一個協調機構，在增進教師

福利、推廣華文教育和主流漢語教學都

取得不錯的成績，對於菲律賓華文教育

的種種問題，華教中心主動地尋找解決

問題的辦法或資源，並逐漸改善華文教

育的環境。

文教中心則是遵循僑委會要求的政

策和資源貫徹執行，但不見得能具體改

善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問題，此為比較可

惜之處。

輸出師資

雖然臺灣從文教中心輸出教師到

菲律賓的管道和模式看起來似乎比較多

元，但人數和對岸相比卻相對少很多。

人數最多的是替代役教師和文化巡迴老

師，替代役教師在華校教學一學年，但

文化巡迴老師在菲律賓停留的時間只有

短短兩個月，又分散在不同的學校教

學，每間學校待一、兩個禮拜，密集培

訓學生完成一項文化或民俗技藝，實際

上教學效益有限，人數差距是兩岸師資

輸出最大的差距。

以2012年臺灣赴菲的教師人數全部

只有47人，而從大陸赴菲的教師人數有

469人，差距十倍。但以教學質量來說，

歷屆有許多碩、博士學歷的役男，僑委

會選派教師也以語文、教育系所畢業為

基本要求，很多役男都有國內的教師資

格證，而且役男年紀稍長，再加上為服

役性質，心態比較成熟嚴謹。

雖然役男教師人數很少，但曾代表

學校舉辦公開的教學示範，教學方面受

到華校好評，並且有一些數學、資訊專

業背景的役男，教授華校學生數學，並

組織電腦課，指導華校教師提昇數位能

力。因此，雖然臺灣派遣的教師人數很

少，但教學工作品質仍相當不錯，並且

以專業的文化老師巡迴菲律賓，讓菲律

賓的學子有更多機會接觸中華文化，這

些都是臺灣輸出教師的貢獻。 

師資培訓

師資培訓方面，僑委會以海外華文

教師研習班和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提供

培訓菲律賓華文教師的管道，讓參與培

訓的教師能夠學習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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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推廣不利的因素。

華教中心設計的教材，先釐清菲律

賓華文環境以及學子的教育程度，整理

出教學大綱，再根據專家、學者建議而

彙編教材。因此是比較有系統的，內容

方面出版的教材有繁、簡體版，可以供

學校選擇使用，雖然比較有系統，但使

用該套教材的學校必須付費購買，不像

臺灣教材是免費選用。

舉辦活動

文教中心方面舉辦的活動主要是

邀請華裔子弟在暑期的時候舉辦夏令營

回臺灣遊學，還有和當地社團舉辦的夏

令營。類似的活動華教中心組織更多，

並且有漢辦、僑辦以及各地省辦公室的

支援，到大陸各地的遊學，參與人數更

多，並且舉辦中國圖書展銷會以及各種

中文競賽、水平考試，這些更有特色也

更普及深入各個華校。

文教中心雖然也曾和華校聯合會合

作舉辦書展，並為僑校代訂臺灣圖書，

但華教中心組織圖書館以及新華書城，

成為在菲律賓當地購買中國書籍的主要

管道。這些也是文教中心礙於人力、物

力現階段無法推廣的活動。

文教中心近年陸續在幾間學校建

置數位學習中心，目前在靈惠學院以及

聖公會中學建置數位學習中心以及示範

點，補助電腦設備，供全校師生使用，

目前也評估在崇德中學增設數位學習示

範點，並開辦「數位華語文師資培訓

班」，由當地資訊老師及替代役男設計

數位課程，提昇教師將數位資訊導入華

語教學的能力，對於菲律賓華校的貢獻

仍不可忽視。（作者畢業於中原大學華

語文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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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韓戰爆發，次年美國國會

通過共同安全法案，開始對台灣提供各

種經濟援助。直到1965年6月終止為止，

前 後 1 5 年 期 間 總 共

提供台灣14.8億美

元的援助（平均每

年約為1億美元）。

而這15年美援的期

間，台灣總財政赤字

是11億美元。換句話

說14.8億的美援，剛好

彌補了台灣這期間的財

政赤字。由此可知，在50

年代的台灣仍處於相當貧

窮落後的農村經濟，美援

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大家都認為台灣的經濟

成長，始於加工出口區，時任

經濟部的李國鼎部長於1966年

12月，於高雄成立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

區。換言之，在加工出口區之前，使政

府的財政得以轉虧為盈，在台灣經濟發

展史中，必然還有一個重要的階段，但

那又是什麼？  

回想八年抗日戰爭，海外華僑募款

支持祖國，最有名的就是南洋華僑陳嘉

庚先生；此外，旅美華僑飛行青年，自

動回國參加空軍以禦外侮；寫下一章章

感人的詩篇。國防醫學院的院長林可勝

博士，就是海外華僑，戰前就由英回來

建設祖國，戰時為三大軍醫監之一，在

抗日戰爭中，對國軍的救死扶傷居功甚

偉。同樣的在反共抗俄的大時代裡，海

外華人心在祖國，國防醫學院醫科的校

友中，早年有五分之一是來自各地的僑

生。海外華人回國投資建設祖國，僑資

企業扮演了台灣經濟建設重要的

角色，這幕後的推手，就是本書

的主人翁。

何宜武（1912─2001）

一生經歷軍閥割據、日寇侵

華、大陸淪陷、與台灣建

設，四個不同的大時代

背景。他一生以服務為

本，服務國家社會長

達65年，九十高齡始

完全退休。畢生致

力黨政、僑務、財

經、金融、教育、

慈善等工作，貢獻卓越。在

18年國民大會書記長、秘書長任內，

歷經第六、七、八任總統、副總統之選

舉，三度輔選，鞏固國家領導中心，迭

建奇功，功在國家。

本書主編何邦立、汪忠甲，獨具慧

眼，從華僑經濟的角度切入，記錄何宜

武在黨政外，不為人知另一面的貢獻。

何宜武北平朝陽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

▲菲律賓華教應有計劃性培訓當地師資及管理人才，以提升教學品質。
圖為菲律賓中山中學獲本會菲律賓分會大力支持，師資水準提升，學生人數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