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 106年度「閱讀新桃園」 

閱讀專題報告競賽報名表 

 

 
----------------------------接下頁開始書寫--------------------------- 

  

 報  名  團  隊  學  生  資  料 

就讀學校 自編序號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年 班 姓    名 

興南國中 01 王岱華 (無則免填) 

8 6 戴士桓 

8 6 陳柳薰 

8 6 陳仁厚 

   

   

聯絡電話 03 4629991*210 

承辦人 

核  章 
 

主  任 

核  章 

 

 
校  長 

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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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少年鱷魚幫                    出版社：親子天下 

作者：麥斯．范德葛林                譯者：洪清怡 

報告主題：關照自我，探索世界 

主題簡介：  

   1976 年的六月，幾乎無法令人忍受的酷熱，籠罩著多特蒙德這個大城市，從工廠飄出的塵

埃和惡臭使呼吸變得更加困難。住在鸚鵡社區的少年們苦悶又無聊：社區老舊、經濟不景氣、

工廠一家家關門，父母失業，必須咬緊牙根過日子、家庭氣氛低迷、無暇陪伴；在漫長的暑假

裡，沒有好玩的 3C 產品、沒有冷氣、更沒有錢出門旅行。於是由 14 歲的歐拉夫領軍，成立了

鱷魚幫。「小瑞士」森林是他們的遊樂區，大家合力建起來的小木屋可以開同樂會、祕密會議，

廢棄的磚廠是他們的祕密基地。 

    一開始，這群「鱷魚人」只想發洩、做「好玩」的事： 直到社區的超市竊盜案頻傳，引發

了這群「鱷魚人」的好奇心，加上觀察力過人的庫爾特加入，以及高額破案獎金的引誘，他們

齊心協力，發現了三名可疑的機車騎士，深入竊盜集團的巢穴，展現了非凡的勇氣，和竊盜犯

正面對決；發揮團結合作的精神，協助警方成功地逮捕來無影、去無蹤的「鬼影神偷」。 

    原本的鱷魚幫「除了惹大人生氣之外，什麼都不會」，勇敢挑戰「不可能的任務」，連警察

都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們憑著決心和機智，以及團結互助的精神，成功「達陣」，讓「大人」刮

目相看，成為地方上的小英雄。 

 

報告大綱： 

壹、 關於《少年鱷魚幫》 

一、作者介紹 

二、我所知道的鱷魚幫 
（一） 英雄出少年，有膽來入幫 
（二） 鱷魚幫教會我的事 

     ◎追求自我，自強自立─福爾摩斯就是我  

     ◎培養勇氣、伸張正義─人民保姆就是我 

     ◎尊重個人，多元關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是我 

貳、 延伸議題探析 

（一） 及時雨成永遠的重擔？ 

（二） 台灣的新移民 

      ◎我的媽咪不一樣 

      ◎新移民女性的努力 

      ◎政府的努力 

      ◎關懷新住民，共創美好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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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關於《少年鱷魚幫》 

一、作者介紹：麥斯．范德葛林 

  1926 年生於德國拜洛伊特市的一個藍領階級家庭，著作包含小說、報導文學、廣播劇和戲

劇劇本，主要探討當代政治、社會和勞工的議題，被視為戰後德國工人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作家。     

    寫於 1976 年的《少年鱷魚幫》，出版後受到廣大年輕讀者的迴響，是德國有史以來最暢銷

的青少年冒險小說和偵探小說，改編電影創下 120,000,000 超高票房紀錄，成為青少年影展大獎

得主！也是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中小學最常被討論的經典課外讀物，在台灣也備受矚目，洪蘭、

吳敏而、劉鳳芯、盧蘇偉、及 12 所優質閱讀國中校長齊聲推薦！ 

    范德葛林筆下所描寫的少年，清一色來自藍領階級的家庭。因為他本身有一個行動不便的

兒子，所以也將個人經歷融入這本小說之中，貼切描寫出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和心

情。《少年鱷魚幫》至今仍是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中小學最常被討論的經典課外讀物。 

 

二、我所知道的鱷魚幫 

◎黑道侵入校園？鱷魚幫≠黑手黨≠竹聯幫？  

◎幫派成員都是竊盜王？當！然！不！是！ 

（一）英雄出少年，有膽來入幫 

◎幫規一：每個鱷魚人都必須是游泳健將、爬樹高手、飛車（腳踏車）騎士。 

          我們不是小屁孩，「勇士」你就來。 

  

逞兇鬥狠、吸毒犯法絕不是鱷魚人會做的事！才 10 歲的漢納斯竟然敢爬上 10 公尺高的屋

頂，大喊「鱷魚」，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膽識和勇氣，足以加入世界上最偉大的鱷魚幫！奧圖最厲

害的本領是可以一邊倒立，一邊騎腳踏車；「榮譽會員」庫爾特雖然雙腳不良於行，卻是射箭高

手；威利可是連奪了三次的游泳冠軍！每個人都是水陸兩棲的「鱷魚」勇士。 

   

年輕是大腦學習最快的時候，也是活力充沛，最容易搗蛋鬧事的時候。網路成癮不健康，

補習班太沉悶，騎腳踏車、搭樹屋、森林探險，大自然為這群少年提供了正當、又能累積豐富

生活經驗的「好所在」，在平凡的日子裡找到生活的意義、在沒有網路的世界裡找尋生活的樂趣，

還可以宣洩過多的精力，與同儕切磋交流，學習更多、成長更快。 

 

 ◎幫規二：有熱血、有義氣，絕不欺負弱小。 

           我們混的不是黑道，是「友情」是「義氣」。 

     

三歲時從樓梯墜落而癱瘓的庫爾特渴望加入鱷魚幫，因為不能爬樹、騎車遭到反對；竊盜

案發生後，漢納斯發現他敏銳的觀察力和高超的分析能力，力挺他入幫，協助破解案子。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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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鱷魚人都得面對一個問題：如何幫助庫爾特？他們得學如何操作輪椅，並解決庫爾特生

活上所有的不便。從最初的「陌生」，漸漸變成了「習慣」，最後也就形成了「自然」。例如高爾

夫球場老闆拒絕讓庫爾特打球，因為輪椅會壓壞草坪。所有的鱷魚人都主動站出來維護庫爾特，

展現了「同理心」及友愛，迫使老闆道歉認錯，此舉不只幫助了庫爾特，也為所有的身障人士

討取公道。 

                   （二）鱷魚幫教會我的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做獨一無二的事，證明自己和別人的不同。加入鱷魚幫，每個

鱷魚人都能盡情地揮灑自我，大展長才。你看幫主歐拉夫：「你明天可以帶庫爾特一起去，至於

三輪椅，我們應該會自然而然習慣。」「我倒想看看會有哪個鱷魚人敢叫庫爾特離開。」擅長排

解糾紛，果斷地決策和發號施令，全員進入磚瓦廠埋伏，發現贓物，確認了小偷真面目（法蘭

克的哥哥—艾恭，警察之子卡爾利），就像知名的三國人物「劉備」；庫爾特是「孔明」：「你知

道嗎，你們會走路，所以才會這麼沒耐心。我只能一直坐在輪椅上，等著人家來推我出去，所

以我學會了等待。」持續的監視超市，找到線索，發現一名小偷機車有橫槓和彩帶。因為行動

無法自如，培養出比一般人更敏銳的觀察能力、更細密的推理能力，以及更多的寬容和耐心。

他注意到磚瓦廠將拆除，精準的預測了竊賊會趁著一年一度的森林園遊會行動。「突然間，瑪莉

果斷的走向庫爾特，接著拉開他的褲檔，讓庫爾特能夠小便。」瑪莉是唯一的女生，但遇到危

險時總能冷靜鎮定，像「關羽」忠誠溫暖地守護每一個人—瑪莉喊道：「我們一定要檢舉他們！

他們欺負弱小。」特歐則是「張飛」：「既然答應了就要守信，現在，漢納斯必須履行他的承諾。」

他總是第一個行動、剪圍籬、清石塊、填坑洞，為庫爾特鋪路；甚至冒險走上大馬路指揮交通，

讓鱷魚人順利通過，始終熱情義氣，凡事奮勇爭先，不落人後；漢納斯：「我答應庫爾特，我們

會帶他一起去。」「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漢納斯年紀最小，卻更有膽識和無比的正義感，「趙

雲」非他莫屬。 

   

當我們跟著鱷魚人的腳步，跟著思考、跟著擔心、害怕，跟著等待緝兇；看他們善用彼此

的優點，組織分工、找線索、找贓物、完成大任務。不知不覺間，享受了當一回福爾摩斯的樂

趣，不知不覺間，自己也成為了鱷魚幫的一員！ 

   

                                         

   

當鱷魚人發現夥伴法蘭克的哥哥艾恭正是竊盜集團的一份子時，該報警檢舉他嗎？當公義

◎追求自我，自強自立─福爾摩斯就是我 

◎培養勇氣、伸張正義─人民保姆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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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情產生衝突，應該如何取捨？當法蘭克發現家人犯錯，掙扎於親情與友情之間，應該如何

選擇？他們陷入長考，進行了一場友情、倫理、正義與勇氣的深度思辨。 

 

 當公義與友情產生衝突應該如何取捨？ ─伙伴是竊盜犯，該不該報警檢舉？ 

 

    我們看到了鱷魚幫成員們對法蘭克釋出的同理心，他們不是衝去領獎金！他們做出了一件

對的事，就是在討論要不要告發艾恭時，堅持法蘭克在場討論，不是在他背後偷偷做決定，這

是面對問題的勇氣；而且展現就事論事的理性，確認了竊盜犯成員和贓物收藏地點，以充分的

證據取代情緒的臆測，這是很正確的行為。 

     

他們選擇不告訴警察竊賊的名字，只引導警察去取贓物，並不是害怕，或保護作惡的壞人，

而是為了夥伴法蘭克著想。他們不是只有熱血與冒險，他們有義氣，有一顆為同伴著想、溫暖

的心。 

 掙扎於倫理和法理之間，應該如何選擇？ ─警察冤枉了好人，該不該還他清白？ 

 

    但是，當他們發現無辜的義大利小孩被逮捕，背了黑鍋，法蘭特親眼目睹哥哥傷害了庫爾

特，鱷魚人決定站出來，因為親情是一回事，讓無辜的人頂罪、抓去關又是另一回事。勇敢的

伸張正義，撥正視聽，還冤枉者清白，才是鱷魚幫該做的事。 

   

鱷魚幫的少年們雖然年紀小，可是他們會想、會做，勇敢地面對身邊所發生的事。當小鎮

上的超市一家接著一家莫名其妙地遭竊，連警察都束手無策時，幸好有鱷魚幫伸出援手，運用

彼此的優點，靠著團結合作找出兇手，共同經歷了一場對社會有益的冒險。鱷魚幫不是黑幫，

是人民的保姆！他們相互扶持，拒絕做「媽寶」，證明了自我的能力和價值；他們發揮了道德勇

氣，承擔起社會責任，這是愛家護鄉的具體表現。英雄出少年，連警察叔叔都要頒發感謝狀給

鱷魚幫呢。 

 

                                                

 平等無礙，溫情常在─12 月 3 日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聯合國大會在 1992 年宣告每年的 12 月 3 日為「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身心障礙者的權

益和措施，擁有充分平等的人權。「平等無礙，溫情常在」不是口號，大人還在猶豫不決時，鱷

魚幫的少年們已經做到了！他們的努力，也成功地翻轉了成人世界的謬誤。 

  庫爾特雖然行動不便，卻善用他的機智、冷靜和勇氣，一步步帶領熱血的鱷魚幫參與冒險、

追尋正義，真是個令人佩服的智多星。鱷魚人從開始的排斥、嘲諷，轉變為欣賞、認同。在竊

盜集團威脅、傷害庫爾特時，所有的鱷魚人立即義無反顧地跳出來保衛、維護庫爾特，場面令

人動容。法蘭克也跳了起來尖叫：「竟然欺負沒有能力抵抗的人！」「要檢舉！不檢舉不行，他

們應該被懲罰！」即使是親哥哥，也不能再縱容，要保護弱小、要保護身障者，要維護公義。 

 

 

◎尊重個人，多元關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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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愛無礙，友善社區一起來─外籍移民不是次等公民，是「家人」 

 

外籍移民不是次等公民，是「家人」，要關懷、要悅納，他們將會為這塊土地注入新的、蓬

勃的生命力，多元關懷，百花齊放，「有愛無礙，友善社區一起來」，只要彼此尊重與包容，我

們的社區、我們的家鄉必然會日新又新，蓬勃壯大。 

每個鱷魚幫的少年，都有顆純真正義的心，反觀成人的世界，充滿了歧視與偏見，還要移

植到「未來」的成年人身上，真是匪夷所思。只要一有店家遭竊的消息刊登出來，居民首先懷

疑的就是那些外籍勞工，甚至自以為是的「宣布」兇手是義大利人或土耳其人，認定「外國人

全都是壞蛋，他們什麼東西都偷」，「外國小孩從小就被教育成流氓。」只有這群鱷魚幫的少年

積極追查翻案。一連串緊張的追緝過程，或許在大人眼中是「躲貓貓」，鱷魚人卻努力發揮所長，

容觀而理性地抽絲剝繭，一步步釐清真相，擊敗了在他們眼中看起來不公不義的事情。永遠不

要小看鱷魚幫心中存有多大的力量，純真加上義氣，絕對是能消除歧視、消除偏見的最佳武器。 

 

 推倒心中的高牆─尊重自己、尊重生命，尊重這個世界    

 

  法蘭克的爸爸知道真相後，立刻變賣了法蘭克哥哥艾恭的摩托車，並決定把法蘭克領到的

破案獎金拿出來，購買一輛「特製腳踏車」賠償給庫爾特。也扭轉了社區居民的價值觀，不再

讓生活、膚色、語言、文化、種族、貧富……的差距蒙蔽了自己的雙眼，敞開自己的心扉，喚

醒心中的的愛，跨越偏見和歧視的障礙，用力推倒心中的「高牆」，尊重自己、尊重生命、尊重

這個世界。 

看鱷魚幫中有胖有瘦、有白有黑、有男有女、齊聚一堂，成為好朋友，成為最強的少年。

他們的世界沒有隔閡、沒有偏見、沒有種族歧視，更沒有貧富對立，擁有如此溫暖和平又寬廣

的心，才有機會建立一個更遼闊、更美好的未來。 

 

五、 結語 

◎某個時刻＋某個選擇＝決定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 

˙測試自己能耐   ˙證明自己價值 

˙善用周遭環境   ˙建立人際關係 

   《少年鱷魚幫》是專門為青少年創作的偵探小說，是德國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青少年冒險小說，

作者成功的貼近了青少年的真心與渴望，寫出了他們的心聲。書中的鱷魚幫少年看似不計後果，

一次又一次地冒險、嘗試挑戰自我，突破極限，簡直是攀登鋼索走童年，令人膽顫心驚，頻拭

冷汗；但是，少年鋌而走險，是在測試自己的能耐、證明自己的價值，熟悉、善用周遭環境，

藉此建立及鞏固自己的人際關係，即是人類的本能趨力，亦是童年的活力所在，恐怕也是最令

大人欽羨、嚮往的童年魅力。因此改拍為電視劇、電影之後，叫好又叫座，往往是爸爸媽媽搶

先走進電影院，看到這些充滿熱血冒險的鱷魚幫少年，喚醒了孩提時代曾有過的夢想，重現當

年無所畏懼、天真、勇敢地朝著目標前進的自己，那樣精彩非凡、湧上滿滿溫暖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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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義氣＋冒險＝少年鱷魚幫 

˙熱愛冒險犯難   ˙為朋友挺身而出 

˙觀察入微能力   ˙伸張公理正義 

成長的歷程艱辛異常，總會遇上種種的危機和挑戰，在某個時刻，做出了某個選擇，那可

就決定了自己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鱷魚幫的每位成員都具備了熱愛冒險犯難的的勇氣、為朋

友挺身而出的義氣、觀察入微的偵探能力，為伸張公理正義，不輕易放棄熱血的精神。有他們

當領航員，未來的人生不再孤單寂寞，精彩刺激可期。熱血、義氣、愛冒險的你，還在猶豫什

麼，趕快加入神奇的鱷魚幫！ 

 

貳、 延伸議題探析 

（一） 「及時雨」成永遠的重擔？ 

經
濟
奇
蹟
的
英
雄 

 

德
國
之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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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分
認
同
的
困
窘 

 

 

（二） 台灣的新移民 

    回頭關注台灣，「客工」成為「移民」所在多有，但因婚姻成為「新住民」的人數節節升高，

截至 2015 年 5 月，全台新住民人口已突破 50 萬大關，子女數則突破 20 萬人。104 學年度新住

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人數達 20 萬 8 千人，占國中小學生數 10.6%，平均約 10 位國中小學生

中，即有一人為新住民子女。 

    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彷彿發現新大陸的驚奇、亢奮，原來，「移民就在你身邊」！忍不

住扮演起福爾摩斯，明查暗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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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玉(

化
名) 

 
 
 

 

◎我的媽咪不一樣 

媽媽說： 

(國籍)印尼 

(語言)印尼語 

(飲食)吃飯是用手抓、口味較辣 

(建築)木屋 

(風俗習慣)和台灣一樣過年，但不會到遠方親戚拜年，只會

和附近的朋友團圓。 

(來台原因)媽媽來台灣工作、當外勞，照顧腳不方便的爺爺，

因此認識了爸爸。 

(辛苦的是)要上班、做家事、要管弟弟。 

(快樂/欣慰的是)生了我這個乖寶寶、吃到很多不同好吃的東

西。 

我說： 

(我看到)有動物園，可以騎駱駝。路上除了一般的交通工具，

還有三輪車。 

(我吃到)在外婆家的果園，有許多水果，有木瓜、芒果、榴

槤、李子，都很好吃。還吃了鴨仔蛋，但是有腥味。 

(適應的是)水果、枕頭、爸爸媽媽 

(不適應的是)洗澡很麻煩，要用大木桶泡澡，但浴室很小、

不方便。睡覺睡在木板上、打地鋪睡、一個房間睡很多人。

◎我是新住民二代 

我對「新住民」的看法： 

太神奇了，爸爸和媽媽是不同地方的人，應該是上天註定使

他們相遇，才會有我們這些可愛的新住民二代。 

我對未來的期許： 

希望我們可以有好的工作，也許我們新住民二代可以幫國家

做一些事，所以對新住民也可以再多多了解，自己也可以回

印尼去看看。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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蓁
蓁(

化
名) 

 
 

 

◎我的媽咪不一樣 

媽媽說： 

(國籍)中國福建省 

(語言)閩語、中文 

(風俗習慣)過年放鞭炮，可以放到凌晨三點。 

(建築)土樓  (文化)寫簡體字 

(來台原因)爸爸的高中同學介紹兩人認識，然後兩人就結婚。 

(辛苦的是)剛來台灣時不會講台語，沒辦法和爺爺奶奶溝通。 

(委屈/痛苦/煩惱)要照顧小孩、工作 

(快樂/欣慰的是)小孩平安出生長大；準備接外婆來台定居。 

我說： 

(我看到)環境很髒亂，空氣品質不佳，馬路很陡、不平，交

通秩序不好。鄉下有磚頭房、外婆家的廁所沒有門鎖，樓頂

有電視的天線，電視的頻道。 

(我吃到)稀飯、鴨蛋餅 

(不適應的是)當地人講話很快、外婆家沒有廚房，煮飯要用

早期的灶或使用電磁爐、洗澡要燒水。 

◎我是新住民二代 

我對「新住民」的看法： 

我覺得特別的酷，也很幸運，不像以前的新住民常常遭到歧

視與排擠。 

我對未來的期許： 

我要當兩岸和平大使。 

福建省莆田市 

中國大陸 



- 11 - 
 

小
芸(

化
名) 

 
 
 

 
 

◎我的媽咪不一樣 

媽媽說： 

(國籍)印尼  

(語言)印尼語、客家語 

(風俗習慣)吃飯用手 

(來台原因)姨婆在台灣工作，認識姑丈。姑丈介紹爸爸給媽

媽認識，阿公叫爸爸趕快結婚，把媽媽娶回來。 

(委屈/痛苦/煩惱)很想念外婆，因為要機票錢，不能常回去；

擔心家裡經濟，考慮出去工作。 

(快樂/欣慰的是/未來)嫁來台灣是好事，減輕老家負擔。 

我說： 

(我看到)外婆家較偏僻，搭飛機到印尼後，還要再坐幾個小

時的車，才能到達。當地的商店像是台灣的柑仔店，有菜市

場和許多的攤販，小吃店只開在中午和晚上。水溝裡不時還

會出現鱷魚。舅舅家在首都雅加達，是個繁榮的都市，有百

貨公司。 

(我聽到)客家話 

(我吃到)早餐吃飯或麵、豆干、咖哩比較辣、放豬肉，且不

放紅蘿蔔。有一種特別蝦餅，但是用蒸的，會沾白色的酸辣

醬。還有印尼乾麵、榴槤……我都很喜歡。 

(如何溝通)講國語，媽媽在翻譯成客語。 

(不適應的是)天氣炎熱乾燥、蚊子很多、沒有坐式馬桶、洗

澡要燒熱水、電視頻道不一樣、手機要上網必須買網路卡。

◎我是新住民二代 

我對「新住民」的看法： 

媽媽很努力的去學習新的事物、新的文化，真的不簡單；家

鄉又不能常常回去，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很佩服媽媽，

她是我的偶像。 

我對未來的期許：留在台灣，有空帶媽媽回去印尼。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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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庄(

化
名) 

 
 

 

◎我的媽咪不一樣 

媽媽說： 

(國籍)柬埔寨 

(語言)柬埔寨語 

(外婆家)干欄式小木屋 

(風俗習慣)婚後男方住女方家，潑水節(4/14~4/16)是當地新

年，氣溫 30 幾度，卻穿長袖長褲。 

(來台原因)婚姻仲介認識成婚 

(辛苦的是)不會說國語，溝通困難；6 年前爸爸過世、負擔

沉重。 

(快樂/欣慰的是)外婆家改善，可視訊聯繫；孩子長大也懂事。 

我說： 

(我看到)吳哥窟 

(我吃到)糯米飯，菜偏酸、辣、鹹，炸蜘蛛、炸蟋蟀。 

◎我是新住民二代 

我對未來的期許： 

看到媽咪做木工的勞苦，要努力讀書賺錢，未來成為她堅強

的依靠及優秀的新台灣之子。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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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女性的努力 

  透過同學的眼睛，我們更深入了解第一代移民的辛酸和喜悅。這些媽媽們真的了不起！飄

洋過海、離鄉背井來到台灣，要克服語言隔閡，適應不同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苦苦壓抑對

故鄉、家人的思念，在完全陌生的國度生活下來，需要多大的勇氣與毅力！ 

  除了適應新生活，還要工作，努力地照養「新臺灣之子」，順利地族群融合，避免文化歧視、

自我認同的痛苦。這些媽媽們真的很成功！看看身邊的第二代新住民、都以土生土長的「臺灣

人」自許：小玉是熱舞社高手，運動會、才藝競賽少不了她；蓁蓁是繪畫達人，校內的海報比

賽、教室布置，成績名列前茅；小芸是班上「四姊妹」之一、生活課業互信互助，如膠似漆；

小庄加入手球隊，文武雙全，溫暖熱情，可是「剛出爐」的品格模範生哦。誰還會質疑他們是

外國人！ 

 

         人物特寫：「別叫我外籍新娘」的林麗蟬  

◎棕櫚糖之嫁 

母親手裡一把吳哥窟帶來的棕櫚糖砂 

是我墜入鄉愁的流沙 

那來自二十年成長 

棕櫚糖樹上待嫁的花串 

夫家田裡 

一顆馬祖廟祈回的檳榔心芋 

是我墜入婚姻的相遇 

鄉愁啊 我深處的鄉愁 

似乎在多年以後會有誰 

想來探望歲月裡的什麼 

 

林麗蟬（1977年 10月 2日－）柬埔寨華人，中國國民黨籍政治人物，現任第九屆立法委員。林麗蟬曾

獲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104年農村領航獎。也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的新住民立法委員。

曾任彰化縣花壇鄉長春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走出彰化火車站，走上往員林的彰員路，沿路盡是純樸農村景象，不久來到花壇鄉的長春

村。家住這裡的林麗蟬，一頭短髮配上娃娃臉，加上流利國、台語，讓人看不出她是所謂的「外

籍新娘」。 

◎家道中落 糊里糊塗嫁來台灣 

     嫁來台灣，並不在她的人生規畫中。她生於柬埔寨金邊，父親從事貿易，從小家境富裕，

出門有司機送、不用做家事，是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以前我不知道，原來柬埔寨是貧苦國家，」

她說。後來父親車禍過世，家道中落，不到 20 歲的她便在母親安排下，糊里糊塗地嫁來台灣。

上飛機前，她連「台灣」是圓是扁都不知道。 

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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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以為，台灣人都住別墅，」沒想到一下飛機，沿途景象從都會變鄉下，從高樓變農

田。剛開始最難適應的是氣候，她的皮膚時常發炎。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又得負責家務。

每當夜深人靜，林麗蟬常忍不住啜泣，在夢中回憶小時的幸福生活。她坦承來台 16 年前半段，

適應並不好。 

◎逼入絕境，戰勝自我 

    會去當志工，是因為怕兩個孩子上學後會被欺負。沒想到這個決定，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

一開始，她先當「班級媽媽」，幫忙清潔教室，之後試著當「故事媽媽」。第一次上台講故事，

小朋友因為聽不懂她的腔調，頻頻問：「妳是哪一國來的？」「妳在講什麼啦？」第二次她有備

而來，當台下起鬨，她就說：「如果猜得出來，就有禮物喔！」讓小朋友愈聽愈起勁。 

     為看懂孩子的功課，她利用閒暇時間進修，一路取得大學及研究所學歷。去年還以「棕櫚

糖之嫁」為題，獲得台中市文化局的「果情花意」新詩比賽佳作，抒發思鄉情懷。 

◎代表外籍配偶發聲，促進新移民及新台灣之子權益。 

     兩年前，一位來自柬埔寨的新移民姊妹，離婚後車禍客死異鄉，但前夫不願幫忙，家人也

受限法令來不了台灣，讓林麗蟬感觸良多，便創辦「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希望幫助新移民

融入社會。鼓勵姊妹真正把自己當成「台灣人」，深耕台灣、愛上台灣。他傾聽姊妹們的聲音，

把這股力量推到國際，這對台灣未來發展是有望的。 

◎打破刻板印象，成功融入當地社區及台灣社會。 

    除了替新移民發聲，被鄉親暱稱「阿蟬」的林麗蟬，更為人稱道的是活化社區。她住的長

春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荒廢多年，只有選舉投票才開門。街坊們委託她接掌社區協會，不管是

掃街、資源回收、開讀書會、帶小朋友做志工、或廟會活動，都看得到她的身影。社區志工隊

也從一開始的 3 人，增加到現在 80 多人。 

     由於村子沒有圖書館，林麗蟬還設法透過各種管道募書，原本只想募 500 本，結果湧進上

萬本。她自己寫計畫書、跑行政流程，儘管常碰壁、被奚落，依舊澆不熄熱忱。有次，申請修

繕玻璃的計畫老被擱置，她忍不住質問公務員：「你們台灣人很奇怪耶！為什麼自己都不關心社

區長輩，還要我這個外配來做？」一星期後，案子就過了。 

◎個人作為可激勵新移民族群，增進社會多元。 

    而 2012 年拿下全中運女網冠軍的女兒謝佩汝，不久前柬埔寨政府有意挖角，卻被林麗蟬婉

拒。因為來台 16 年的她，自認已是道地「台灣人」。 

    甫獲 2013 年第 51 屆「十大傑出青年」的林麗蟬，就是最好例子。這並非她首次獲獎，2013

年初第 22 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她同樣也是該獎項首位新住民。負責十大傑出青年選拔的國

際青年商會總幹事徐鴻欽直說，「社會服務類」一向是競爭最激烈的類別，林麗蟬能脫穎而出，

非常不簡單。 

    頒獎當天，她穿著一身翠綠的柬埔寨國服上台，希望在天國的父母也能看到，「爸、媽，你

們看到了嗎？我在台灣過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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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努力 

   （一）2015/4/22 行政院長毛治國發表「新」願景計畫，加強培力新住民及其二代，成為我

國新資產。 

   （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以激勵清寒及優秀之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提供適當的關

懷扶助及獎勵，協助減輕其家庭生活負擔，鼓勵其努力向學，也為國家人才培育奠基。 

   （三）105 年新住民培力計畫 

  鼓勵新住民子女回到新住民母國進行家庭生活、語言學習與文化交流體驗，以其母語及文

化優勢接軌國際。 

◎關懷新住民，共創美好新願景 

  （一）多管道語言學習：從心理學來看，從小學習多語的孩子，不但智商較高，文化視野

也較寬，多一種語言就多打開人生一扇窗，我們的同學是由不同文化族群的父母所組成，加入

印尼語、柬埔寨語……自然提供雙語教育的機會，未來在外交、政治、經濟上，將是臺灣在全

球化競爭的新機會。 

  （二）跨文化的成長學習：不同文化的接觸，會產生不同的火花；我們的同學擁有兩種不

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色與優勢，擁有多元文化的刺激和體驗，或能開創出既新穎

又有趣的國際視野，為臺灣注入新活力，開發新的願景。 

  每一回的訪談，同學分享了異國的風俗文化、特色建築、民俗風光，都讓人眼界大開；身

邊有這些朋友真好，何必出國花大錢。我們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們學會了愛臺灣，

我們也應嘗試胸懷印尼、柬埔寨、中國大陸……。改變錯誤的刻板印象，彼此關懷，互相鼓勵，

共創多元共享的美好未來。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德國頂尖名車 BMW 的生產線上一度曾有 90%是外籍勞工，

如果沒有這些客工，BMW 早已陷入癱瘓。《歡迎來到德國》剛

剛獲得最佳劇本等雙料大獎，這部電影由在德國的土耳其移民

二代穆薩德里姊妹（Yasemin Samdereli 和 Nesrin Samdereli）所

導演及編劇，演出新移民面對新舊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雙重身

份的迷失與認同，提供了自我的檢討與反省。 

  如綠黨黨魁 Cem Özdemir、國家隊球員 Mesut Özil、知名作

家 Hatice Akyün，都是土耳其「客工」的後代。經過了 50 年，

他們早已成為德國的一部份─「新德國之子」，一方面認同自己

生於斯、長於斯的德國在地身分，一方面也同時保有長輩流傳

下來的祖籍文化，兼具德、土元素、又超越傳統，這種雙重文

化視角，展現在他們的作品、生活中，及自我身分的認同，既

獨特又不衝突，也令人耳目一新。當德國足球隊與土耳其隊對

超連結  

《歡迎來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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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時，不必擔心，他們支持德國也支持土耳其隊。 

  從《少年鱷魚幫》到《歡迎來到德國》，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只要政府與人民敞開心胸，一起用心打拼，不

只成就了一個個幸福美滿的新移民家庭，也間接提升了新

移民的向心力和國家的競爭力，雙重認同沒問題，讓臺灣

與新移民「雙贏」。 

參考資料 

◎淺論新移民家庭的優勢與困境 許文盈 

◎析論台灣新移民問題 蘇雅雯 

◎在德國看見土耳其 Belkis 

◎德國外勞 鄧建邦 

◎及時雨成永遠的重擔 天下 

◎臺灣青少年需要《少年鱷魚幫》這樣的偵探小說 洪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