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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當文化與數學相遇

關於我在泰雅學校的林林總總，雖然隨著研究的結束而暫告一段

落。回想兩年多前，帶著滿腦子的問號：「為什麼他們學不好數學？」、

「什麼文化因素阻礙了他們的數學學習？」踏進泰雅學校的大門。一張

張熟悉又陌生的臉孔。熟悉的是，在我任教的學校裡，有數百張類似的

臉龐，陌生的是，對這些「非我族類」的孩子，我怎麼跨過文化的藩籬

去瞭解他們。研究結束，學期的最後一天，踏出泰雅學校的大門，回首

一瞥，我腦中盡是滿滿的驚嘆號：「原來，泰雅學生也可以學好數學！」、

「不是他們放棄數學，而是我們放棄了他們！」。本章將回顧與反省自

己從問號到驚嘆號的轉變歷程，簡略的回顧我在田野的兩年中做了什

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及田野中對象的反應與表現。透過這些的說

明，除了對整個研究開始、進行、結果等部份作個簡短的回顧與結論之

外，也說明我在整個研究歷程中所進行的反省。希望這些對將來想從事

原住民數學教育研究的學者，有所幫助與啟示。

第一節 我做了什麼：田野的所作所為

壹、解惑

第一年初探性研究的目的是在瞭解與詮釋現場所發生的事件，企圖

透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與詮釋，能對該事件產生深度的理解，並找出現

象背後的影響或形成原因。因此，整個研究的焦點在於現場所發生事件

的詮釋，而不是僅止於表象的事實。在這一段尋找根源的歷程中，仿佛

撥雲見日一般，我的疑惑也逐漸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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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泰雅學生不能安靜的專心聽老師上課？

一般都以泰雅學生的「活潑好動」做為他們無法靜下來專心聽老師

上課的主要歸因，但，這是事實的全部嗎？其實，師生雙方的角色扮演

及角色期待是主要原因之一。泰雅學生在泰雅數學教室裡，教師知覺自

己扮演「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期待學生扮演「儒子可教」的角

色；學生知覺要當個「快樂的學習者」，期待教師扮演「傾聽者」及「互

動者」的角色。師生雙方對於對方的角色期待不同，角色扮演也不同，

導致教室常規的問題。

原因之二是，泰雅學生到學校的動機不是為了習得知識，而是與同

儕交易社會關係，明顯與學校教育的動機並不一致。不同的動機，導致

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學生的學習活動，雖然都發生在同一個教室裡，仿佛

是兩條平行線。另一方面，動機之不同也導致價值觀：泰雅人的「樂天

知命」與漢人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衝突。原因之三是，

泰雅父母自由且放任的傳統教養方式，與學校重視教室常規的要求並不

一致。導致學生在教室裡產生適應上的困難。學習動機與價值觀的不同

乃文化差異之一。

為什麼泰雅學生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

台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南島語系的特徵之一是沒有文字，

文化的傳遞方式是一代一代的口語相傳，屬於「言說主義」。而漢族可

以說是屬於「文字主義」，文字是溝通與文化傳承的主要表徵之一。們

可以說台灣的原住民族的文化特徵之一是「言說主義」，文化傳承、父

母的教養與孩童的學習媒介是言說而不是文字。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文

化得以代代相傳，言說所使用的詞句都是經過良好的社會化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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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有最大的概括性及允許擁有許多意義。

雖說現在的泰雅學生大多不會以母語與其父母交談，但仍受到傳統

文化及家庭教育的影響，他們的思維模式仍以其泰雅文化為本，語言和

文字對他們表徵的轉換和思考的模式的影響確實是存在的。這也導致泰

雅學生對數學課本裡的語詞與語句理解感到困難，例如「若干」、「數

量」、「等長」、「互質」及「推算」等，進而影響教學/學習系統的產出。

另一方面，由於語言數量的缺乏，泰雅學生在教室裡所聽到的語句與辭

彙，以及語句之間的關係，都遠超過他們在社區及家裡所使用的範圍。

這也導致他們在漢文化的文字系統及語言系統裡，好似走入迷宮，找不

到出口。「言說主義表徵系統」與「文字表徵系統」的不同，乃文化

差異之二。

為什麼泰雅學生不會抽象思考？

原住民學生抽象思考的能力顯著低於非原住民學生，幾乎是所有

學校教師的「共識」。這種「文化霸權」的想法，進而推論原有的智能

不及漢人。事實真是如此嗎？其實，這與泰雅文化的時間觀有關。泰

雅人的思考方式具有「現在導向」的特質，聽天由命，重視眼前存在

的價值而不重視未來；強調及時行樂，缺乏延宕滿足的耐力和意願。

對泰雅族來說，活在當下，所以利用「現在可見」的事物來做推論，

至於「不可見」的「未來」，則交由超自然信仰的祖靈來決定。而漢族

文化則相信未來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

不同文化中的時間觀，的確帶來不同的人生觀。「沒有其他哪種信

仰，會像時間一樣，更為根深蒂固、深藏不露」，對待時間的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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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文化的信仰。泰雅族的文化信仰是重視當下、「現在導向」的非線

性時間觀，其推理思考的條件是建立在可見的現在。由此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學生可以應用 2和 5的倍數的判斷準則，因為條件是當下的，

是立即可見的，是符合其文化信仰的思考方式；同時也就可以瞭解為

什麼學生不能使用條件「如果一個整數的各個數字的和是 3的倍數」

來推論某數是否為 3 的倍數，因為條件不是呈現在眼前當下的具體項，

而是藏身於不可見的未知。因此，泰雅學生較不擅長抽象的思考方式，

係其文化信仰的時間觀使然。「現在時間觀」與「未來時間觀」的不同，

乃文化差異之三。

為什麼泰雅學生總是學不會？

「不管我講多少遍，做多少練習題，學生今天會，明天就不會了」、

「為什麼我講了好幾遍了，他們好像是鴨子聽雷一樣」是多數老師心中

最大的疑惑。我從數學教材的設計、老師的教學策略、泰雅學生的學習

行為及繪畫的表現方式，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泰雅學生的思考方式，而

這個議題一直為國內原住民教育研究者所忽略。「整體觀且賦予意義」

是泰雅學生的思考方式之一，此種思考方式會先將事物看成一個整體，

再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賦予這個整體一個意義，最後根據這個意義進

行推理思考。而教材或教師將概念分解成許多「部分」再來進行教學，

是不符合泰雅學生的思考方式。因為學生會將這個「部分」視為一個「整

體」，接下來還有好多個獨立的「整體」，既然都是「整體」，就會產生

概念組裝的問題。

泰雅學生這種「整體觀且賦予意義」的思考方式，或許可以解釋

為什麼學生在表徵或概念連結的表現上，顯得如此困難而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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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可以解釋老師的抱怨：為什麼他們學過不久馬上就忘掉？

泰雅學生的另一個思考特色是「動態式視覺」的思考方式，當教

材的呈現方式和教師的教學是以「靜態式視覺」的方式呈現，學生並

無法理解圖形之間的轉換關係。難怪泰雅學生老是聽不懂老師在說什

麼？課本在寫什麼？泰雅學生所習慣的「動態式視覺」思考方式並不

是來自於學生認知能力的不足，而是來自於泰雅父母的教養方式。

「整體觀且賦予意義觀」與「部分觀」的不同，乃文化差異之四。

「動態式視覺」與「靜態式視覺」的不同，乃文化差異之五。

為什麼泰雅學生易衝動而不喜歡思考

泰雅學生在教室裡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他們對於學習常常顯

得沒有耐性，而且不經思考、衝動地回答問題，因而影響到他們的數

學學習成就。一般都認為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泰雅學生「衝動

而不思考」。然而，我在學校課業以外的活動中，卻看到泰雅學生認

真且專注的一面。他們的數學能力和思考能力在「實作」中不斷地出

現，也展現在與文化脈絡相關的生活經驗之中。因此，泰雅學生並非

「衝動而不思考」。在泰雅學生的數學教室裡，與泰雅文化相離間的

教材，與生活經驗脫節的情境佈置，才是導致泰雅學生在面對數學問

題時，習於「不加思索」地回應，而影響他們的學習產出。「文化相

容脈絡下的學習」與「文化離間脈絡下的學習」的不同，乃文化差異

之六。

貳、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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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賦權給被研究者，讓他們對於自己所

處的情況與推理進行反省。透過賦權給被研究者，鼓勵他們說出發現並

說出自己的聲音，使他們成為更主動的參與者，來和研究者進行對話，

並進一步。也就是說，我希望透過教學的設計與改變，賦予學生更多的

學習權利，讓他們能夠擺脫受支配的學習處境，成為主動參與學習的學

習者，便是我田野研究的第二個目標。

為了要達成以上的目標，在教學方式上我採取個體實作、小組合作

學習及師生分享交錯進行的方式，希望他們在此學習的脈絡中，培養實

作、討論、發表與質疑等能力，並賦予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動思考及參

與的權利；而教學策略上，採取「引導-發現」的設計，每個數學單元

的教學包括具體表徵、口語表徵及符號表徵的相互轉換。本研究所設計

的教學活動的教學目標之一，是希望泰雅學生能有意義的學習並操作算

則，從這個觀點來看，引導的部分主要是表徵轉換模式，包括兩個基本

概念：轉換(translation)及分離(separation)。

轉換的概念是抽象情境中的運算與運算的客體，能藉由具體的操作

被賦予意義與知覺，也就是具體層次的物件能表徵更抽象層次的物件。

例如，在「整數加減運算」單元，黑/白壓克力分別表徵1/-1，添加/

拿走分別表徵+/-；在「分數運算」單元，積木長度表徵分數值，相同

高度的積木表徵等值分數，積木的分割表徵除法；在「符號代表數」單

元，矩形黑/白壓克力分別表徵x/-x，壓克力的排列表徵代數式；在「一

元一次方程式」單元，蹺蹺板的隱喻表徵兩個代數式的等價。從示範如

何操作具體物開始，透過同儕對話與師生對話，逐漸將具體表徵透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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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表徵轉換為符號表徵。例如，「1根
2
1 積木和1根

3
1 積木堆疊在一起的

高度，相當於3根
6
1 積木及3根

6
1 積木堆疊在一起的高度，也就是5根

6
1 積

木的高度」的具體表徵，轉換為「
6
5

6
2

6
3

3
1

2
1

 」的符號表徵。反之，

符號表徵也透過口語表徵轉換為具體表徵。例如，老師出題「6+(-3)」，

學生可以轉換為「6塊黑色壓克力加上3塊白色壓克力，結果得到3塊壓

克力」。這個轉換的過程必須是雙向的，泰雅學生才能夠去確認具體層

次的運算與抽象層次的運算。

因此，利用具體表徵也就是具體操作物從事數學教學可以促進學生

關於數學概念的理解，教師的工作是提供具體物與數學概念之間的連結

的經驗，讓學生得以抽象概念。不過，這樣的想法的前提是操作物必須

與數學概念有足夠的同構性，如此，學生才能從具體表徵中建構心智表

徵。Hiebert(1988)特別強調「紙上的書寫符號與它們所表徵的量或行動」

之間的連結的重要性(p.336)，以及保持「連結參考物到符號的相關性質」

(p.338)。

分離的概念是新的運算和運算的客體必須從具體脈絡中分離出

來，學生能不倚賴具體物，直接進行符號的操弄，也就是說，學生已內

化了算則。例如，泰雅學生能在紙上或黑板上，直接計算「
4
1

3
2
 」或

「3x-5 = -x+2」

從轉換到分離的教學設計是「超越具體操作範疇的佈題」，以及鼓

勵學生能歸納並發現算則。當老師所佈的題目超越具體物所能操作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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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可以誘使學生選擇符號表徵來解題，也可以避免學生因為精熟而過

度地倚賴具體表徵。有了這樣的符號操弄經驗之後，再透過對話，引導

學生發現算則。整個教學/學習活動系統也因為其中的元件不斷地改

變，而使得系統持續進行著轉換，直到系統的產出符合教學/學習目標。

在教材設計方面，為符合泰雅學生「整體觀且意義賦予」的思考方

式，儘量不去分割教材。例如，」分數的加減運算」不分割為「同分母

分數的加減運算」及「異分母分數的加減運算」；「一元一次方程式」

也不像傳統的教學，先教「 cbax  」再教「 dcxbax  」。將概念

以「整體」的方式呈現給學生，不讓學生受困於過於精細的分割，而不

知所措。

參、學生的回應與表現

在老師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學生熱烈的討論、有創意的回應以

及主動思考學習的態度，這就是我希望的，希望他們能夠參與數學學習

的活動。我相信，只要能引領泰雅學生參與數學活動，就能引發學生主

動思考與討論的興趣，而且學生能察覺具體情境中所蘊含的數學概念。

像是在整數加減法的單元，學生能從「剪刀、石頭、布」的遊戲情境中，

察覺出「某數與其相反數的和是0」；在分數加法的單元，學生能從具

體操作中，察覺出「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是錯的、是「被騙了」；

在小數除法的單元，學生也能從符號表徵中察覺出如何使用倒數解出

「多少」；在符號代表數單元，學生從壓克力的具體表徵中，察覺出和

分數積木類似的符號表徵。也就是說，本研究的活動導向教學模式不僅

引發學生主動討論與思考的興趣，而且達成了數學領域中，「察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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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念的目標。一年下來，學生逐漸習慣去察覺不同情境中的數學概念。

除了對數學問題的察覺能力與敏感性有明顯的提升之外，教學活動

的佈題也提供了學生展現自己數學知識與解題策略的機會，藉由討論、

觀摩與比較的過程，學生的解題策略也明顯的朝向更精簡與有效的策

略。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進行抽象思考與歸納、發現算則的機會。像是

在整數加減法單元中，藉由符號表徵的操弄，學生歸納出整數加減運算

的算則；在分數除法單元，藉由符號表徵的操弄與同儕對話，學生得到

分數除法的計算規則。泰雅學生不再因為無意義的記憶公式而放棄學

習，而是主動的思考與尋找數學概念及其算則，達成了數學學科中對於

主動思考與尋求規律的要求與目標。

整體來說，學生在數學課的表現，在示範及個體實作階段能引發學

生主動思考與討論的興趣，而且和他們的生活經驗相結合，培養學生察

覺數學概念的能力；在小組對話階段，學生以自己在操作中所察覺的知

識和概念，表達出自己對於問題的思考過程與解決方法。而且在同儕觀

摩、比較與討論的過程中，了解其他同學的思考方式，並進行提出新策

略及監控等後設認知作用，同時提升了自己的抽象層次，並尋找出解題

或數學概念的律則；而在師生分享階段，學生能進行抽象思考與討論，

並統整及鞏固數學概念；在評量階段，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行符號表徵

及口語表徵的轉換，並能精熟算則。也就是說，學生在活動導向的數學

教學中，除了達成數學領域中察覺、解題及溝通等目標之外，更重要的

是，整個過程學生是主動的思考與參與數學的學習，而不再扮演數學教

室裡客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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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的啟示：從研究歷程與結果中得到的啟示

回顧兩年多的田野研究經驗，除了讓泰雅學生擺脫「教室的客人」

的角色，幾近拒絕數學學習的態度，以及讓學生感受到學習所帶來的樂

趣之外，我想也可以從我研究的經驗與結果中，對未來的研究與教學實

務得到一些啟發。讓日後想從事實踐導向研究的學者，或是在原住民地

區實施教學改革的決策者，有具體實徵的研究資料，擺脫只淪為理念上

的論述或是以主流文化的觀點來看待原住民地區教育需求的困境。以下

我從研究方法與教學實踐兩個層面，來說明我從研究歷程與結果中所得

到的一些啟發。

壹、研究方法：實踐導向的研究

傳統的民族誌是把文化的描述和分析當作是主要的目的，同時希望

從當地人的觀點來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定位在「向他人學習」

（learning from people），而不是「研究他人」（studying people）（Koba,

1996）。換句話說，民族誌所做的是呈現文化詮釋的意義，描述的是「what

is」的問題；是為研究對象發聲（speak for subjects），把其他的研究者

當作是聽眾。而從本研究的角度來看，傳統的民族誌有以下幾點不足：

1.忽略了鉅觀的社會結構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和限制；

2.忽略了研究者本身的價值觀對研究的影響，而採用自然科學價值中立

的態度；

而本研究結合傳統民族誌、紮根理論及活動理論，所要理解的除了

是表面的現象之外，它最主要理解的是在鉅觀的社會文化結構或是意識

形態下，個體所擁有的能動性如何？這是一種相對自主性的概念，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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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微觀的現象與經驗和鉅觀的社會文化結構之間辯證的過程；並藉由賦

權方案，讓泰雅族學生從其文化的思考和行動中得以進行轉換，瞭解到

其他思考與行動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要問的是「what could be」的

問題。

在研究的過程中，第一年的初探性研究，我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置身其中。旁觀者指的是，我不攜帶任何的價值與有色眼鏡進入現場，

使泰雅數學教室得以呈現原貌；第二年的實踐導向研究，我提供改變現

況的策略，同時協助泰雅學生能夠具備自我組織和轉換的能力（Morgan,

1983）。從這個觀點來看，本研究就是一種轉換的研究，企圖透過研究

者的介入，來改變並轉換被研究者所處的教學/學習活動系統。

在許多領域裡可以看到活動理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例如人機互動

（如Nardi,1996）及教師專業發展(如Engestr om,1998)，以活動系統做

為分析架構。在數學教育研究方面，研究文獻並不多，而且集中於利用

Leont'ev（1981）的活動層次做為分析工具，例如Gordon(1993)以5個超

過30歲的成人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問卷及訪談為研究工具，探究學生

學習統計的方式，及學生自我詮釋脈絡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Evan和

Schwarz(2003)分別以古典認知取向及活動理論為架構比較及分析解題

教學活動。由此可見，不同學術背景的專家，選擇適合其專業所需之架

構。造成這種分野的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是Leont'ev（1981）的活動

層次缺少社會與文化的面向，而 Engestr om (1987)的活動系統缺少數學

教育研究所需的面向之故。另一方面，活動理論或活動系統大多用來做

為分析的工具，較少能進一步利用活動理論做為教學設計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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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由教室觀察及訪談，利用紮根理論進行資料分析與歸類，

整合並修正Engestr om的活動系統與Leont'ev的活動層次，形成本研究

教室活動的分析架構及教學活動的設計架構。活動系統中的分工為例，

分工指涉行動間之前的水平分工及地位、權力的垂直分工，較屬於靜態

的描述，研究者先將此元件擴大解釋為教師與學生扮演的角色，再根據

資料分析，將此元件定義為溝通或對話，這個元件也是Davydov和

Radzikhovskii, (1985)認為Leont'ev的活動理論所缺乏的。

因此，我的研究歷程，可以提供一個從事原住民數學教育研究的參

考，同時也提供教育研究者去思考實踐導向研究的相關重要議題，以及

提供實施實踐導向研究的具體流程。希望藉由我的研究能發揮示範的作

用，激發更多原住民教育研究者投入進行不同層面的實踐導向研究，包

括教育行政、課程組織、教學現場、以及學校社區等，來理解原住民教

育的全貌；為原住民數學教育提供另一條出路；擴展原住民數學教育研

究的視野與觀點；同時為原住民學生創造出一個與其文化相容更公平與

正義的教育環境。

貳、教學實踐：ssiliq教學模式

不管從研究方法、數學教育的本質或是教學的現場來看，從事實踐

導向研究的研究者，是採取一個先旁觀再介入的研究角色，企圖去轉換

教育現場中文化差異的現象，而創造一個更符合教育本質或學生利益的

教育場域。Koba（1996）在企圖創造一個符合少數族群學生的科學學

習環境時，也是採用了類似的研究方法。除了去瞭解擔任科學課程授課

老師所持的信念之外，更進一步採取統整與主題式的科學教學、採取學



355

生異質分組的教學方式、改變師生課堂中的互動方式、組成教學團隊等

方式，企圖透過本身的行動的介入，來開創一個適合多元文化與種族的

科學學習環境，打破「科學只是少數菁英學生專利」的觀念與結果。希

望藉由研究者有計畫的行動介入與實踐，來創造一個更適當的科學學習

環境，來適合少數族群學生的學習。

因此，研究者在進行實踐導向研究時，所謂的介入就是指透過不斷

的對話與反省，去覺知自己或他人思考與行動背後的概念或是基本假

設，然後去轉換大家對於學生看法的傳統刻板印象，以尋求改變現況的

方法；另外，研究者或教育者也必須要清楚自己在整個研究脈絡中的角

色定位，瞭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就原住民數學教育研究而言，

就是要去思考「自己如何看待原住民社群和學生？」、「在原住民社群

和學校脈絡中，研究者如何定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及「自

己的介入對原住民社群和學生究竟產生什麼樣可能的影響與結果？」等

問題，並且從這幾個方向來思考教學現場中的介入方式與議題。

「如何賦權？」是實踐導向研究者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而

Cummins（1986）在分析少數民族學生學校失敗的原因時，發現沒有改

變師生互動的方式以及改變學校和少數民族社區之間的關係，是造成學

生之所以學校失敗的主因。要去改善少數民族學生學校失敗的現況，老

師必需要去重新定義在教室中和學生互動的方式和在社區中扮演的角

色（Cummins, 1986）。學生不應該繼續扮演著被支配團體的角色，老

師應該要盡可能的賦權給學生，才有轉變少數學生學校失敗的可能。不

過，被賦權和被視為失能其實是一條連續的線，一端是「empowerment」

另一端是「disabling」，至於採用哪個位置則由老師決定，不同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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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不同的教學決定與師生互動方式。

我經常被問到的幾個問題：「泰雅文化裡有數學嗎？」、「泰雅文

化裡有豐富的數學素材嗎？如果沒有的話，你如何設計教學方案

呢？」。其實，這樣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我，尤其是抽象的國中數學，

難度更高了。不過，實踐導向的研究方法，讓我瞭解到賦權方案不必然

要從文化的表象去取材。在這些表象底下更深層的泰雅人的思考方式

(thinking style)與學習式態(learning style)，對於數學教學與學習，才具

有擴張性與滲透性。因此，本研究的賦權方案是從泰雅文化的精神層面

出發，也就是考慮泰雅學生的思考方式與學習式態，配合學生生活經驗

可及的活動。使數學學習能融入更多不同文化的思考及表達方式，讓泰

雅學生能夠真正建構數學知識。

從多元文化的數學教育來看，能因應文化差異，且能反應教室狀況

的教學是非常有效的學習資源，原住民學生隨時隨地都在建構他們的文

化知識，對教育者而言，我們所擁有的選擇權就是教/學歷程的設計與

教育情境的安排，若能以原住民的生活經驗、社會文化歷程與認知歷程

做基礎，與其生活經驗相結合，將有助於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及其文化的

傳承。若教師能更進一步具備多元文化的視野，在教/學歷程中扮演文

化中介的角色，則有助於原住民學生在面對不同的文化時，能拓展其認

知歷程，培養成熟的調適與整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