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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第一年旨在探討台灣多元社會脈絡裡，具多元背景的

中小學少數族群原住民籍與客家籍教師，在跨越不同文化疆

界的過程中所形塑的認同發展，以及這種認同發展跟其課程

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性。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

透過文獻探討和個別訪談蒐集資料。總共訪談 15 位教師，其

中原住民籍 7位、客家籍 8位。主要研究發現包括： 

（一）、原住民族老師的族群認同發展可以分為多重轉折

型、雲淡風清若無其事型、漢化轉變型以及自我認肯型四

類；客家籍老師則多為自然認肯型和後續強化型。 

（二）、影響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中，客家部分的正向

因素較原住民族多。 

（三）、 原住民族和客家籍教師大多對教職工作的穩定與受

尊敬的地位，甚為嚮往。 

（四）、在族群認同對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影響上，原住

民族教師的展現較多元；客家族群教師則大多集中在客語教

學或母語認證。 

 

中文關鍵詞： 跨文化教師、原住民教師、客家教師、認同發展、課程意識 

英 文 摘 要 ：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of 

cross-cultural minority teachers in Taiwan, including 

aboriginal teachers and Hakka teachers. The research 

mainly adopted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collect data.  

Data derived from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 provided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to answer 

the related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revealed 

four major findings.  Firs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for aboriginal teachers 

while two types for Hakka teachers.  Second, it is 

more positive for Hakka teachers than the aboriginal 

teachers i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Third, the stability of 

teaching and status of teacher are very welcome by 

the aboriginal and Hakka people.  Finally,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ractices related to ethnic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boriginal 

teachers are more diverse while Hakka teachers more 

focus on the teaching of Hakka language. 

英文關鍵詞： cross-cultural teacher, aboriginal teacher, Hakka 

teacher, identity development,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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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由與目的 

 

台灣近十幾年來的教育/課程改革，因應著急速變遷的社會政經脈絡，相較

以往，其改革之速度、幅度與涉及之人力、物力不可謂不大。舉凡教育政策的調

整、教育權力的下放、教科書市場的多元開放、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以及創意

教學的革新等，無非是想讓學生在快樂的學習情境下，貼近生活、獲得帶得走的

能力與素質，成為 21 世紀具有競爭力的世界公民。其中最貼近教學現場脈絡、

最直接影響學生學習、以及最具實踐力量的尌屬教師專業能力發展此一層面。可

以說，教師專業與素質的提升在教育/課程改革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然而，什麼是構成一個好老師的條件呢？怎麼樣才稱得上是有效能的教學

呢？在 21 世紀全球化脈絡下，以及在一個文化多樣性日增的社會裡，一個好老

師想要達成有效教學，除了必頇具備良好的學科知識以及關於學生的知識外，也

需要文化的知識(cultural knowledge)，因為教師、學生與學科知識是在一個多元

的環境脈絡裡交互運作，並且師生教與學的歷程也深受其影響(Larkin, 1995)。然

而，處理文化多樣性的議題是相當棘手的(Pratte, 1998)，是以，教育當局若不是

要求其前線的工作人員對文化多樣性認真地加以評價考量，不然尌是全面地加以

壓制。大多數的情形是，行政人員、學校委員會的成員、老師以及其他人並不願

意從事制度性的改變，因為他們所受的訓練並不足以讓他們對此情境進行智性上

的鑑定(Pratte, 1998；黃純敏，2006)。 

 台灣在 1987 解嚴之前，處於一黨專政、夾雜著大中國的意識型態，以及不

容「異端邪說」的氛圍下，社會上多元差異的事實無由發聲，也不被認可。這種

情形反映在教育現場的問題更是嚴重，學校的多元文化和師生所反應的文化差異

幾乎完全受到忽視。然而，這種對待文化多樣性如鴕鳥般的心態或傲慢式的輕

忽，在解嚴之後已經不能再被容忍或默許了。相關書籍的陸續問世（中國教育學

會主編，1993；黃政傑，1995；張建成主編，2000；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

著，2001，2008)以及研討會的召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1997；國立

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2000，2001)，都為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理念

的宣揚起了推波助瀾之效。其後教育相關系所與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出爐的研究

生論文也如雨後春筍般，累積了相當可觀的學術成果。然而，這都屬於研究所階

段。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前，師資培育機構幾乎沒有為職前教師開設多元文化

教育相關的課程，更遑論在職教師的情況了。台灣師大教育學系自 97 學年度開

始，除了在系裡的大學部、研究部與教師在職專班，開設多元文化教育及其相關

課程之外，也進一步將多元文化教育此一科目納入全校教育學程修習的範圍裡，

如此可以擴大範圍助益於全校其他系所有志於教師工作者的陶成。但是，目前在

中小學教學現場的教師們，大都仍然沒有受過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課程，普遍缺

乏文化的知識，不傴無法提身自身的專業知能，也無法滿足教室裡學生多元背景

的學習需求。誠如前面所言，在一個文化多元的民主社會裡，發展多元文化師資

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與氣質債向，是重要且必要的，特別是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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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文化回應教學等層面更是當務之急（黃純敏，2005）。 

綜合上述可知，探究中小學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相關知能，特別是文化回應教

學在其教育現場的實踐情形，更顯得特別重要。仔細思量，在中小學主流、優勢

文化的教學現場裡，一般老師多元文化知能與教學實踐都普遍不足或遭遇困能，

哪麼那些遊走在不同文化疆界、歷經多重教學越界的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

（cross-cultural teacher），他們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是如何形塑的，如何影響課

室裡多元背景學生的學習，他們可能可以透過文化回應教學的行動研究改善些什

麼，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細究。進一步再想一想，中小學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

實踐，或是其可能發展的文化回應教學方案，都直接、間接受到他們認同發展的

影響。因此，探究這一類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他們在台灣多元社會脈絡裡所行

塑的認同發展（含自我、角色、族群、國家、全球認同）、認同衝突以及調節策

略，甚至他們的認同發展跟其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為何，也都同樣重要，

需要加以探究。 

跨文化的定義與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指的是跨越不同國家的文化，

廣義指的是跨越自身文化的界線，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環境或主體（地區、族群、

社會、文化、與語言），便可稱之（何一兵、吳楚克、瑪格麗特‧甘娜，1996）。

本研究所指的跨文化教師，是取廣義的跨文化而言。換句話說，在台灣多元社會

的脈絡裡，具有多元背景的中小學少數族群教師如原住民籍或客家籍者，因為特

殊的族群屬性與成長地域，他們在求學經歷、任教經驗、與日常生活中，或不得

不然、或自然而然，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跨越了不同地域（部落/村落到都市）、

不同語言（原住民語/客語跟國語）、不同族群（原漢或閩客）、不同文化（少數

與主流）、不同社經地位（貧窮與中產）等社會文化與空間的界線。這種跨越的

經驗，尌外在的距離而言，也許不如跨越不同國家疆界般遙遠，但是跨越過程裡

的經驗與影響，其深刻度與複雜度絕對不會來得比較少。客家族群尌人口數而

言，不若原住民族這般少，但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裡，同為少數族群，而且在族

群、語言、居住地域、文化等方面，他們不傴不同於原住民族群，也不似於多數

的閩南族群，是以其所展現的跨文化經驗也具有相當的殊異性，值得一併納入研

究。 

搜尋國外有關跨文化教師/教學(cross-cultural teacher/teaching)的研究，主要

可以歸為三類：一為跨兩個國家以上師資培訓、教學的比較研究 (Birdsel & 

Suckow, 2009；Curtis, Pisecco, Hamilton & Moore, 2006；Guo & Pungur, 2008)，二

為移民孩童/教師到主文化國家的涵化與調適過程(Krishnan & Berry, 1992；Ward 

& Rana-Deuba, 1999)，三為（主流）教師具備文化覺醒、文化理解、文化敏覺、

包容、以及跨文化溝通能力在多元文化教室裡的重要性(Hemmings, 1994)。然而，

這三類研究的對象（兩個以上不同國家的教師、跨越原（母）文化到主文化國家

的教師、單一國家裡的主流文化教師），都跟本研究所指的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

不盡相同。台灣原住民籍的少數教師而國內所謂跨文教師的研究，也都聚焦在漢

族教師在原住民地區任教者（江建昌，2002；柯振安，2003；黃玉娟，2003；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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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玉，2003），或是有跨國家文化經驗者(黃依萍，2007），這也跟本研究所指的

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不一樣。由此可知，台灣有關這類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如原

住民籍或客家籍者的研究的確稀少，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究。尌研究主體對象而

言是如此，那麼直接跟中小學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如原住民籍或客家籍者有關的

重要議題的研究，如認同發展、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甚或是文化回應教學實施

等更是付諸闕如，有必要儘速加以探究。此外，比較不同教育階段(國小、國中、

高中)以及不同族群（原住民與客家）的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之間，在認同發展、

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上的異同，以增加研究內涵的廣度與深度，同樣是重要且必

要的。 

根據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多元社會脈絡裡，具多元背景（包括族群、

階級、語言、性別、地區、任教學校、任教科目等）的中小學少數族群如原住民

籍與客家籍教師，在跨越不同社會文化疆界的過程中所形塑的認同發展，以及這

種認同發展跟其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性；並且進一步透過行動研究，瞭

解、檢視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以文化回應課程方案的建構與教學實施回應學生

文化差異所得的成果與挑戰。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目的，本研究第一探討的問題

有如下四項，亦即中小學具多元背景的原住民籍與客家籍教師： 

(一)、在台灣多元社會濡化/涵化的過程中，其認同發展的歷程為何？可能影

響因素為何？有何認同上的衝突？如何調節？ 

(二)、他們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為何？這種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跟其認同

發展的關連性又為何？有何轉化情形產生？ 

 

貳、相關文獻  

 

一、跨文化教師與認同發展 

 

 文化的層次依使用單位的大小而有不同，以國家層次為界線，在此之上的文

化單位稱為「大」文化（Culture）或鉅觀文化(macro-culture)，而在國家之下的

文化單位可以稱為「小」文化（culture）或微觀文化(micro-culture) (Harrell & Huang, 

1994)。而跨文化意指跨越兩種以上的文化、兼有兩種以上的文化，是一種居間

調節的文化（intermediate culture），它同時兼有原文化（home culture）與主文化

（host culture）的特質，並且這些特質仍獨立存在，無論是否被其交會的文化

（culture-in-contact）所共享（Ekstrand, 1986）。Lynch 與 Hanson(2004)在其跨文

化能力發展一書中，將跨文化能力界定為認可、尊重並基於族群、社會、文化、

與語言的差異而來的思考、感覺、與行動的一種能力。而何一兵、吳楚克、瑪格

麗特‧甘娜（1996）在跨文化探秘一文中指出，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

是指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進行研究，研究它們的異同及其形

成的原因，從而尋求人類文化的共同特徵與普遍的規律；這類研究有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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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對比較接近的兩種以上的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二是對應為分散的兩種以上的

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何一兵、吳楚克、瑪格麗特‧甘娜，1996）。綜合如上對文

化單位的大小與跨文化的定義、與概念可知，跨文化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

跨文化是指「跨國」（interculture），不同國家間的比較或交流；廣義而言，只要

文化主體跨越自身文化的界線，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環境或主體（地區、族群、社

會、文化、與語言），便可稱之為「跨文化」（cross-culture）。據此，本研究所指

的跨文化教師採取廣義的用法，亦即在台灣多元文化的社會脈絡裡，具多元背景

（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族群/語言、不同性別、不同任教科目、不同任教學校所

在地、甚至不同學校組織文化）的中小學少數族群（原住民籍與客家籍）教師，

在族群、語言、地域、文化等具有跨文化經驗與教學者。 

Banks(1994)在提到將多元文化教育跟全球教育相連結，以便發展出學生精

妙帄衡且相互關連的認同時指出，青年學生的認同發展有六階段：族群的心理禁

錮(ethnic psychological captivity)、族群的故步自封（ethnic encapsulation）、族群

的認同澄清(ethnic identity clarification)、雙族群性(biethnicity)、多元族群性與反

省的國家主義(multiethnicity and reflective nationalism)、以及全球主義與全球化的

能力(globalism and global competency)。這其間涉及個體對其自身族群和其他族

群的信念、承諾、態度以及相關的知識與技巧，並且在各類認同形成與擴展的歷

程裡，不同群體的成員對其自身群體和其他群體的印象與互動關係，以及對不同

語言的態度與使用情形又會影響其認同的發展。另外，Banks(1994)也認為個體

健康、具反省性的國家認同來自於個體健康、具反省性的族群認同，而個體現實、

具反省性、正向的國家認同也才能導向具反省性、正向的全球認同。Banks 的論

點對本研究的啟示有三：（一）六階段的認同發展有其各自特性，（二）認同發展

有其階段性、順序性、與關連性，以及（三）六階段發展含括個體的族群認同、

國家認同與全球認同，以及跨文化的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y)。 

國內外關於跨文化教師認同的研究並不多，完全針對少數族群教師特別是原

住民籍或是客家籍教師者，更是付之闕如。所以，只好把跟教師認同相關的文獻

資料加以整理如後。He(2002a, 2002b, 2002c) 的三篇論文，透過敘事探究的方

式，探討三位中國女性教師在四十年裡分別來回穿梭於東西方的文化和語脈中

（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加拿大、和美國學術界），所形構的跨文化認同發展。

首篇研究探究中國教師在文化革命前後的生活、經歷到的家鄉與學校的變動。作

者透過故事的訴說與發展（敘事為導向的思考與寫作），關注不同文化生活的認

同發展、跨文化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第二篇論文探究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國教師

其涵化與濡化的過程，加拿大與中國來回過程中所經歷的文化衝擊，以及這種衝

擊帶來的發展，以便瞭解建立跨文化生活與認同的可能性。第三篇文章主要以敘

事的思考導向探究在北美學術界的中國女性的智識發展，研究者回溯自己跟論文

指導教授之間的互動，自身的成長過程，以及透過跨文化研究的歷程，最後在自

身的教學與課程之中展現對中華精神的認識。另外，Hulsebosch 與 Koerner(1993)

研究六位不同文化教師的生活史，持續兩年討論關於六位教師過去生活經驗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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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師的連結。研究指出教師生活史討論的內容包括：（1）教師將自身家鄉的文

化帶入教學的決定；（2）教師的經驗如何形塑自身的認同；（3）教室內的種族主

義與性別主義；（4）努力避免非白人小孩的文化被忽視、貶抑和誤解。研究建議，

教師應發展融合生活經驗、語言和技巧的教學方案，透過這樣的課程方案，學生

可以使改善學業表現，並適應更廣泛社會所需的技巧與策略。雖然上述四篇國外

的研究跟本研究的對象與議題並非直接相關，但是其透過教師敘事探究或生命史

的討論，來瞭解教師生活經驗以及跨文化經驗對自身認同形塑的方式，是本研究

可以加以借鏡的。 

國內關於教師認同的研究有三篇，江建昌（2002）透過訪談帄地籍教師來瞭

解其在原住民學校的角色認同與適應互動，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帄地教師在原住

民學校的教師角色認同因素最主要來自於族群與文化的差異，而不同族群間（局

內人－局外人、自己人－外人）的感情結構，更間接影響帄地教師與家長、社區、

學生、同事的互動，最後影響了教師的角色認同。柯振安（2003）訪談 5 位在原

住民地區任教的漢人教師，從教師個人的認同衝突為出發點，探討任教於原住民

地區的漢人教師，在處於文化差異的環境之中，如何建構、改變自我文化的「認

同」，以及調適或轉化自己的教學態度。研究結果發現：（一）在認同的改變上，

可以分成由內向外（當地瞭解原住民的漢人教師）和由外向內（來自外縣市、不

解當地風情的漢人「局外人」教師）的兩種軌跡，若是增加對文化理解的敏感度

則可以減少適應上的問題；（二）漢人教師在教學方法上的共通性，包括：盡量

提供相似的文化情境給學生，從多元智能的觀點看待學習經驗，注重人格培養勝

過對學業的期望，以及以跨文化的相互學習來拓展經驗。另外，黃依萍（2007）

以敘事探究的方式，探究三位跨文化教師（分別為台灣/美國、台灣、馬來西亞

國籍）其跨文化教學經驗，在異文化環境中所建構的身分認同，以及跨文化經驗

對其個人及教學的影響。該研究所謂「跨文化教師」是指曾有跨文化移動與跨文

化教學經歷之教師，前者包括移民、在國外求學、出國旅行等，後者則指曾在「異

地」（包含在本國的異文化學校任教，或是在異國教授來自自己國家或文化的學

生）文化環境中進行教學工作的教師（三者分別為台灣台北美國學校高中部中文

老師、印尼雅加達台灣學校國、高中部國文老師以及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學校高

中部中文老師）。資料蒐集以深度訪談為主，教學觀察為輔。研究結果發現：（一）

跨文化教師的移動是基於自身選擇，移動促成自我視框的重新調整，也帶來自我

與教學的改變；（二）跨文化教師的認同建構是變與不變的動態歷程，當每進入

異地，原有想像的瓦解便是認同重構的開始，每轉換一次環境便涉及認同的變

動，跨文化教師的認同是多重且複雜的。 

以上關於跨文教師的認同研究都是採質性研究取向進行探究，尌參與者而

言，不是聚焦於漢族教師在原住民地區任教者（江建昌，2002；柯振安，2003），

尌是有跨國家文化經驗者(He, 2002a, 2002b, 2002c；黃依萍，2007），這跟本研究

所指的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面對臺灣跨族群、文化議題的情境並不同。並且，

這些研究都側重於教師面臨跨文化疆界所產生的認同衝突與調適，並未涉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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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背景對其認同發展的影響，也並未探討其認同跟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之間的

關連，而這些都是本研究想要深入探究的。 

另外，張鴻煜（2006）採質性研究取向的生命史研究方法，透過訪談、觀察

和文件分析，探討一位原住民籍國小女性校長（化名 SUMI）其族群文化認同、

抗拒與適應的情形，以及族群文化認同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SUMI 校長

（一）其族群文化認同，因特殊的成長經驗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二）其族群

文化認同，順應時代趨勢呈現流動的發展情形，解嚴前債向一元化認同情況，解

嚴後逐漸調整債向多元文化認同的發展；（三）原住民身分與主流族群的族群歧

視態度是其生命歷程中的阻力也是助力，她以努力獲得成尌來改變他人的認同觀

點；（四）對主流族群文化沒有明顯的抗拒情形；（五）於任職前有強烈壓抑自

我族群身分的現象，任職後認為不合時宜的原住民文化習俗及不積極的生活態度

有修正的必要；（六）其族群文化適應機制：綜合評估整體情勢，採權變原則，

以能夠獲得情境中重要關係人的認同和尊重做為言行準則；以及（七）影響其族

群文化認同的因素，包含時空背景、重要關係人的心理與個人因素三方面。雖然

此一論文所探究的對象並非教師，但是在擔任校長職務之前，一定也曾任職教

師，有過教學經驗，並且其原住民籍的族群身份，對本研究擬探討少數族群跨文

化教師如原住民籍者具有參考價值，是以，本研究歷程與結果除了可以作為本研

究的參考借鏡或討論的依據外，也可以彌補前述教師認同研究在研究對象其族群

角色上的缺憾的。 

 

二、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 

 

有關課程意識與教學轉化方面的論述，甄曉蘭 (2001) 指出，在課程的教學

實踐與轉化過程中，教師的課程意識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所謂教師的課程意

識，包括教師對課程本質的認識、學科內容知識的掌握，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

學生應如何學習等方面的信念，其中涵蓋了教師對種種課程與教學實務的想法，

例如：課程目標的訂定、課程內容的選擇、課程組織的形式、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教學活動流程與方法、學生的學習行為、以及教學成效的評估等層面。而教師對

這種種課程與教學實務的詮釋與做法，又深受其學科知識與信念的影響，所以近

年來有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到教師信念與教學實踐和課程意識間的關係 (甄曉蘭， 

2001)。整體而言，教師課程實務知識的內涵包括教師對自我、環境、以及專業

知識的覺知三層面 (甄曉蘭，2003)，而專業知識的覺知此一層面又包括內容知

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對學生及其特質的瞭解、對教育

環境的瞭解、以及對教育目的、價值及其史哲基礎的瞭解。 

課程不是一套待實施的計畫而已，而是一系列透過主動的實踐歷程而構成的

行動。教師的教學行動涉及了對現有課程材料內容的詮釋，以及對補充材料與學

習活動的選擇與創造，而這些都反映出教師個人的課程構想。教師進行教學實踐

時，必頇釐清「課程目的」與「教學手段」的適切性，反省課程方案與教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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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與可行性。透過課程的慎思籌畫過程，作出最佳的方案抉擇，擬定較理

想的教學實踐策略，如此才能創建教學轉化的智慧 (甄曉蘭，2001)。 

有關教學知識、教師實踐知識方面，依 Fenstermacher (1994) 之見，教學知

識分為兩類：一為正式的知識 (formal knowledge)，由研究者所提供的知識，也

稱為給教師的知識  (knowledge for teachers)；二為實踐的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是教師經由自身經驗反省所得，也稱為教師的知識(knowledge of 

teachers)。Clandinin (1992) 定義個人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為：「存在

於個人的經驗中，當前的心智及身體中，也在未來的計畫和行動中。此種知識反

應了個人先前的知識，察覺的情境性質。此種知識在情境中型塑也在情境中實

現，知識是在生活故事中不斷建構的過程，更經由反省過程活化。」Connelly, 

Clandinin 與 He (1997) 研究教師個人的實踐知識與專業發展的關係，並假定教

師知識（teacher knowledge）的研究是「教師知道什麼」以及「教師所知如何表

現在教學實踐上」。他們提出隱喻(metaphor)、循環和律動 (cycles and rhythms)、

敘事單元 (narrative unity) 幾個要素。隱喻類似於心像，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多

的語言特性。因此，隱喻賦予心像一個表演的空間，使得實 

踐知識得以探究更深層的智慧。 

在 Meijer, Verloop 與 Beijaard (1998) 有關語言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裡，把

教師的實踐知識界定為：潛藏在個人行為之下的知識與信念，這類的知識是個人

的、跟脈絡與內容相關的、經常是靜默的，並且是奠基於 (反映於) 經驗之上。

他們歸納有關教師實踐知識的特點有六：第一，屬於個人的 (personal)；第二，

情境脈絡化的 (contextual)；第三，以經驗為基礎；第四，可以指引教學實踐；

第五，是靜默之知；以及第六，跟教學內容相關 (content-related)。Meijer, Verloop 

與 Beijaard (1998) 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實踐知識的類型可分為三類：教材知

識、有關學生的知識、以及有關學生學習與理解的知識。Elbaz (1983) 則指出五

類教師實踐知識：自我的知識、教學環境的知識、學科內容的知識、課程發展的

知識、以及教學法的知識等。Elbaz (1983)並進一步提出情境 (situational 

orientation)、社會(social orientation)、個人(personal orientation)、經驗(experiential 

orientation)、以及理論(theoretical orientation)等五種取向，作為了解教師實踐知

識的基礎。另外，Meijer, Verloop 與 Beijaard (1998)認為，影響教師實踐知識的

潛在變數包括：教師個人的特性、反省的頻率與本質、先前的教育、經驗的年限、

所教授的語言、以及學校情境；教師先前的教育與繼續教育是影響教師實踐知識

的相關變數；而教師的反省則是影響教師實踐知識的主要變數，所以教師反省的

內容是發展或改變教師實踐知識的有效方法。 

國內有關教師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研究，在探究主體上可以分為兩種取

向，一為探究自我，二為探究他人。以自我為探究主體者，主要是研究者從自我

職前、在職的角度與經驗探究其教師課程意識與專業成長的可能，這類研究都採

質化取向，例如，朱麗娟（2003）以自我民族誌、參與觀察和訪談的方法，探究

個人追求教師課程專業成長的紀錄與省思歷程，包括師資養成課程的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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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以及研究所課程理論的接觸對其教學困境、問題的解析等。陳文啟

（2004）採自傳式課程研究的方法，探究自我課程意識的圖像以及自我課程意識

覺醒的歷程。張嘉雲（2004）主要以生命敘說的方式探究一位女性小學科學教師

的課程意識以及教師課程意識覺醒的重要性，透過蒐集自我有關的檔案資料（課

程設計、教學省思札記、現場觀察資料、學生學習單、自傳資料、研究所進修筆

記），訪談跟自我課程生命有關的人的資料（學生、同事、學校行政人員、親人），

以及觀察學校脈絡與教學現場，作為自我敘說中的對話者與敘說場域，研究所得

的啟示為：課程意識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意識有助於改善課程與教學實

務，敘說課程意識如同分享課程經驗，敘說為教師的課程意識覺醒提供了一種途

徑，以及課程研究應重視教師書寫與發聲的敘說方法。另外，陳佩琪（2007）採

行動研究法，以敘說的方式描寫、批判、反思、回觀三年來自我跟國小新台灣之

子的互動經驗，檢視自我課程實踐知識的發展以及專業成長的歷程。 

以他人教師為探究主體者，主要是研究者探究他人教師的課程意識與實踐的

情形，這類研究質、量取向兼有。量化方面的研究，例如黃純敏、程玉秀、林秀

珍 (2004) 採問卷調查法為主、訪談為輔，以台北縣市 328 位國中英語教師為對

象，將課程意識分為「課程」、「教材」、「學科內容知識」、「學科教學知識」、「教

學信念」、「自我」、「學生」、以及「環境」八層面的覺知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

現：國中英語教師（一）對九年一貫課程，在課程理想與教學實踐層面的意識上

存有落差；（二）其學歷別、任教學校城鄉別、以及是否為九年一貫試辦學校，

在部分教材、自我、學生、以及環境四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吳盈潔（2005）採問

卷調查法以中部六縣市公立國中英語教師 495 人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國中英

語教師（一）其不同性別、年齡、任教年資、學歷背景、畢業科系、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別在課程意識沒有顯著差異；（二）其不同年齡和學校規模別在教學實

踐上有顯著差異，其他背景變項在教學實踐則沒有顯著差異；（三）其不同課程

意識在教學實踐上有顯著差異；以及（四）其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有顯著正相關。

陳宥螢（2008）也是採問卷調查法以台北縣市七十五所國中 207 位音樂教師為對

象，並將課程意識分為「專業覺知」、「自我覺知」和「環境覺知」三個層面進行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國中音樂教師（一）、在「專業覺知」、「自我覺知」和「環

境覺知」三個層面中皆具有高度的課程意識；（二）在「專業覺知」與「自我覺

知」層面之教學實踐程度較高，而「環境覺知」層面實踐程度偏低；（三）在不

同性別、年齡、教學年資與任教學校地區其課程意識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歷、畢

業科系類別與任教學校規模則沒有差異；（四）在不同任教學校地區其教學實踐

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年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類別、教學年資和任教學校

規模則沒有差異；（五）在課程意識「自我覺知」層面會對教學實踐形成顯著差

異，在「專業覺知」、「環境覺知」則沒有顯著差異；以及（六）其課程意識與教

學實踐具有正相關。 

在以他人教師探究的質化研究方面，例如周梅雀（2003）邀集三位具國語文

教學經驗的國小教師，以敘事探究的方式進行教師課程意識的探究，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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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探究自我的課程意識有助於教師對課程保持覺知，讓教師開拓課程視野為自

己帶來更新課程的力量以及主導課程的潛力。陳寧容（2005）以質化研究中的民

族誌取向，進行課室觀察、深度訪談、攝影、相關文件蒐集，探究兩位小琉球帅

教師的課程意識內涵與課程實踐情形，研究發現：（一）形成兩位小琉球帅教師

的課程意識的共同因素包括個人因素、教師接觸課程理論與實施課程的經驗、以

及教學環境等；（二）帅教師的課程意識內涵包括其課程哲學觀與對課程經驗的

知覺；（三）課程實踐內涵包括課程型態、課程內容、課程實踐策略、課程評量、

課程資源以及教師權力等；（四）課程意識經由課程實踐加以落實，課程實踐的

結果會使教師調整其課程意識，而課程意識與課程實踐之間存在著教師的課程實

踐智慧。另外，林儒君（2008）邀請八位國小教師參與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訪

談資料分析，探究優秀現職教師的課程意識，研究發現：（一）課程意識的實務

覺知層面，包括教師的專業知識的覺知、教師自我的覺知、環境的覺知，以此架

構描繪出優秀國小教師課程意識的圖像；以及（二）參加進修、豐富生命經驗、

與轉換職位可以提升教師的課程意識。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第一年除了對相關議題進行文獻探討之外，也對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

進行個別訪談，以便掌握原住民籍與客家籍跨文化教師的認同發展歷程、認同跟

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以及他們在教育現場上的教學挑戰與轉化情形。 

 關於原住民籍與客家籍教師的訪談名單，先從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

的資料以及教育界人士推介的名單中篩選，篩選考量的條件包括不同（次）族群、

性別、教育階段、任教科目、任教所在地（縣市）等，並加以綜合交叉評估，符

合越多不同條件者越好。並且，兩類族群的後一選出者其主要條件（教育階段、

任教所在地、任教科目）盡量不跟前一位選出者重複，以便增加選樣的殊異性。

篩選過的人選還要進一步洽詢其意願性，當研究的條件性與參與者的意願性相結

合時，比較有利於後續研究的推動。從 99 年 9 月到 101 年 1 月共訪談中小學教

師 15 位，其中原住民籍 7 位、客家籍 8 位。原住民籍 7 位教師中包括：泰雅 3

位、太魯閣 1、布農 1 位、鄒族 1、鄒族與布農 1 位，女性 5 位、男性 2 位，高

中 3位、國中 2位、國小 2位，英文 3位、音樂 1位、童軍 1位、小學 2 位，台

北市 1 位、南投縣 1 位、嘉義縣 1 位、宜蘭縣 2 位、花蓮縣 2 位。年齡分佈為

34 到 52 歲，尌學歷言，4 位大學院校、2 位研究所，尌婚配言，5 位的配偶為原

住民籍、1 位為閩南、1 位為外國人，尌母語言，原住民語 5 位、國語 2 位。客

家籍 8 位教師中包括：四縣腔 6 位、海陸豐 1 位、詔安腔 1 位，女性 3 位、男性

5 位，高中 4 位、國中 2 位、國小 2 位，英文 2 位、國文 2 位、歷史 1 位、童軍

1 位、國小 2 位，桃園縣 2 位、新竹縣 1 位、苗栗縣 1 位、雲林縣 1 位、宜蘭縣

1 位、高雄縣 2 位，年齡分佈為 33 到 60 歲，尌學歷言，4 位大學院校，4 位研

究所，尌婚配言，4位的配偶為閩南、1外省、1 香港僑生、2位未婚，尌母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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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 6 位、客閩雙語 2 位。 

訪談題綱除了參考相關文獻資料外，也加上研究者先前相關的研究經驗與心

得，加以編製而成。訪談題綱包括兩大部分，一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共九題：

族群、母語、性別、出生地、居住地、尌讀學校、任教學校、任教科目，二為題

綱內容共九題，含括四大方向的議題：（一）家庭教育、社區/部落環境、學校教

育對其認同發展的影響，（二）認同發展跟課程意識、教學實踐的關連性，（三） 

任教學校、居處環境對認同發展、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影響、衝突與調適轉化

情形，以及（四）多重弱勢的社會角色對認同發展、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交互

影響或關係。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訪談資料，歸納台灣少數族群原住民與客家籍教師在族群認同發展、影

響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族群與教職、以及認同發展跟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

的關連等議題上的研究發現，探討如下。 

 

一、族群認同發展的類型 

 

（一）原住民族教師 

 人們隨著出生而後經歷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成人生活，隨著年齡成長以

及相關因素，其族群認同發展會經歷不同階段，特別是小學到大學階段，除了認

知發展外，人際接觸也從家族成員擴及到學校與其他人員，發展階段會特別明

顯。至於發展階段的長短、內容的強弱，則因人而異。從原住民老師的訪談資料

可以將族群認同發展的歷程分為四種類型：多重轉折型、雲淡風清若無其事型、

漢化轉變型、以及自我認肯型。 

 

1. 多重轉折型 

家庭經濟地位較低落的鄒紫老師，其認同發展轉折甚多，包括如下的階段歷

程：小學的族群污名化初期、國中的族群污名化嚴重期、高中的族群排拒期、大

學的族群認同澄清期、任職教師初期的族群認同使命期、以及任職教師中期後的

多元文化期。鄒紫老師如此描述她高中時期在族群認同上所經歷的尷尬與排拒狀

態： 

 

 高中的時候是男女分班，我們班就是女生，像國中大家都知道你是原住民，

到高中的時候你就 會不想要突顯你這個身份，會想辦法。‥‥我那時候很

黑，可能比現在還黑，然後就會很討厭我 這個膚色，走在街上就覺得大家都

在看我，因為我很特別，我很黑這樣。‥‥你會盡量想要去找 一些就是非原

住民的同學變好朋友。‥‥會想要隱藏自己的身份想要跟別人一樣‥‥會想要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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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去變成這個圈圈裡面出色的人，像選宿舍的幹部啊，當班長、社團幹部訓練、

全年級的英文話劇 比賽，‥‥我覺得是因為自卑的關係，所以你會想要透過

很多的東西去獲得自尊。我在高中的時 候，我內心告訴自己要嫁給非原住民，

這樣我就可以擺脫原住民的身份，我的小孩子以後不用 像我這麼辛苦，就可

以慢慢脫離。（鄒紫老師 990920） 

 

 在累積了國小、國中時期的被污名化經驗後，鄒紫老師在高中時期因為自卑

而有意無意地選擇隱藏、排拒自我原住民的身份，甚至想要透過跨族婚配來擺

脫、脫離原住民的身份與地位。一直到大學參加原住民社團，認識優秀的原住民

學長姊，才對原住民的認同有所轉變： 

 

那時候會覺得，其實原住民也是很優秀的，當原住民也沒有我想得那麼不

好。而且學長姊他們散發出的那種自信感，會很被他們吸引。有時候就在聚

會或是另外的活動如吃飯，他們會唱原住民歌曲，他們都很會唱，而且唱得

很盡性。然後聽他們講的一些議題，會知道原來我們這麼辛苦，是因為國家、

政府的什麼政策，然後就會有一些想法。那時候原住民還有一些走上街頭的

運動，我也會去，聽到長輩講一些原住民的東西，你會很感動。（鄒紫老師

990920） 

 

除了大學原住民社團學長姊的影響與引導，參與跨校原住民社團所舉辦的營

隊課程，或是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的原住民大專生研討會、原住民大專生國

際交流活動等，也讓鄒紫老師從中學習、思考、成長許多，並獲得很大的成尌感。

此外，大學時期原住民籍教授的提攜、照顧與輔導，更讓鄒紫老師慢慢認同自己，

對原住民產生歸屬感。 

 

那時候當老師的計畫助理，暑假兩個月都跟著老師在阿里山。遇到問題就會

想要去找老師，一方面是族人，另一方面我覺得我講的東西他會聽得懂。老

師常常有事沒事請我們鄒族的學生吃飯，甚至有時候去他家吃。（鄒紫老師

990920） 

 

經歷這些對自我族群的認識與澄清的經驗時，鄒紫老師也產生了另一種極端

的情緒，強烈地仇恨漢民族。她覺得當時學校的山地服務隊是同化的幫兇，想要

弄倒它： 

 

覺得原住民會這麼的悲情、這麼的苦，都是因為政策的關係，不是因為我們

原本就這麼的不好。……大學的時候對漢民族的仇恨非常強烈，尤其是對山

服社、山地服務隊，因為我覺得他們也是同化的主要的幫兇，所以那時候就

志在把山服社弄倒。……其實我以前就是在山服長大的，很喜歡、崇拜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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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哥、大姊姊，但那其實就是被同化的一個過程。（鄒紫老師 990920） 

 

這種仇恨的情緒，也讓鄒紫老師變得敏感，容易因原住民議題對號入座、跟

同學吵架： 

 

我那時候變得很敏感，很容易在課堂上跟同學吵架，比方說他可能只是不經

意的提到，或是他可能沒有那個想法，但是我就會馬上把他對號入座，跟他

吵架、辯論，同學有時候就會覺得莫名奇妙。（鄒紫老師 990920） 

 

經歷大學的族群澄清時期，鄒紫老師開始期許自己，未來不管做什麼都要挪

出部分時間從事原住民的相關事務。大學畢業剛任職老師時，居於對族群的使命

感，以及仇視漢人的心理，鄒紫老師想要回到部落做個原住民老師： 

 

這邊的學校〔指台北〕不缺我這樣的老師，可是部落很缺我這樣的老師

的。……以前我還蠻仇視漢人，覺得我幹嘛把我的青春力氣花在這些漢人小

孩，我應該花力氣在自己原住民的小孩。（鄒紫老師 990927） 

 

但是事與願違，由於鄒紫老師任教的科目關係，一直分不回部落。任職教師

頭幾年，正值全面換發新的身份證，加上在研究所進修的啟發與鼓勵，鄒紫老師

將漢名改為鄒族的名字。換了原住民的名字之後，讓她有了真正的改變，對自己

與族群有更清楚的認識：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都是這樣的模式，剛到學校任教時會想要先隱藏，因為我

不了解這邊的環境，不知道這邊的人對原住民的想法是什麼。那時候，學校

老師（原大學的學姊）問說我要不要開一個原住民文化的社團啊，我那時候

就不敢開，我不知道這邊家長的態度是怎樣，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覺得你幹麻

開這堂課，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開。就是循規蹈矩的、學姊他們訂什麼主題，

我就是依樣畫葫蘆的教。一直到我換了名字之後，才有真正的轉變。……你

就是要介紹，然後就把它當成一個課程，而且那時候唸了研究所，會給你一

些 push，會覺得原來這個是可以做的，就開始慢慢的來。（鄒紫老師 990920） 

 

隨著在台北的學校任職數年後，由於接觸更多的漢人，鄒紫老師慢慢淡化對

漢人的仇視，從而轉換了原先的想法： 

 

兩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這個學校教久了，跟裡面的人互動發現，不是所

有的人都對原住民沒有概念或是沒有文化正義，其實是有的。而學生給你的

回饋，你會覺得這些小朋友其實也是很可愛、很不錯。（鄒紫老師 990927） 

除了任教學校內師生的正向教學回饋外，跟校外人士的互動如教會、社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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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更讓她從他人的眼中見出原住民文化的獨特與可貴處，從而將仇視轉變成夥

伴、朋友的感覺： 

 

認識教會的人或是學校老師、學生之後，讓我對漢人慢慢的有改觀，有一些

人他會表現出對原住民的熱忱或是善意，認同原住民文化也是台灣的文化。

像教會有一次耶誕節表演布農族的樂舞，他們學會了就有一種成就感，對原

住民文化有正面的評價，你會慢慢發現漢人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再來就

是，你發現那些社區大學的漢人學生，有的學習原住民文化比原住民還要認

真，還更珍視這個文化，你會慢慢改變。其實這個文化的傳遞不是只有靠原

住民就可以的，也是要靠非原住民的認同，這個文化才可以傳遞下去。就這

樣，從過去仇視慢慢變成夥伴，我們就是朋友，也需要你的那種感覺。（鄒

紫老師 990927） 

 

這是因為這種將仇恨轉變成夥伴、朋友的過程，讓鄒紫老師學習從多元文化

的視野，重新審視原漢關係、原住民文化、以及所任教的場域脈絡： 

 

那時候會覺得我的價值在部落比較大，慢慢地教了一段時間後，有一些現實

狀況，我有慢慢在改變，我發現我在這個學校，讓學校多了個多元文化的氣

息。我告訴自己不只是原住民的部落需要原住民文化的傳遞，漢人的學校和

小孩也要認識原住民的文化，其實我可以在這個地方努力。（鄒紫老師

990927） 

 

2. 雲淡風清、若無其事型 

泰貞老師的族群認同發展幾乎迴異於鄒紫教師，不同於他人曾經經歷的自

卑、貶抑、隱藏或護衛、使命感，她的族群發展階段不傴不明顯，更顯得有點雲

淡風清。她直說她從小到大都很幸運，家人很多都從事教育工作，或是任鄉代表，

居間作為原漢溝通的橋樑，是以她居住的部落雖跟漢人相隔甚近但無衝突。加上

從小學到大學都是讀漢民族的大學校，甚至是爸爸媽媽任教的學校，所以在族群

認同上較少分歧。泰貞老師這麼回憶： 

 

其實我真的很幸運，因為我祖父、叔公、姑姑、爸爸、媽媽...家族很多人從

事教育工作，所以從小他們對我的教育及培養是很用心的，會比一般原住民

家庭更注重這一塊。‥‥我們村落很特 別，我曾問我爸爸帄地、部落下面

隔一條街、蘇花公路，靠海的就是帄地人，做生意的，不是我 們 泰 雅 族

人，為什麼沒有打起來？‥‥一些客家、甚至外省人，一直以來相處上沒問

題，以前交 易方法就是以物易物，很早就跟漢人有接觸的經驗，溝通上也

沒有什麼問題，可能也沒有什麼利益衝突，很早就蠻和帄共處。（泰貞老師

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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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學經驗裡面，我的老師都不會特別去提這部份〔原住民身份〕，我的

同學也不會。自己也不會，沒有特別去提這件事情耶！就是說你要問我是不

是，我也會說是，就是沒有什麼好驕傲或是要隱藏什麼。（泰貞老師991026） 

 

除了少分歧外，她的族群認同也少了一般所謂污名化的影響。泰貞老師傴隱

約記得帅稚園時期，有一次她在操場上玩，有一個她媽媽的學生跑來笑她說：「你

是番仔喔？(台語)」，此外她並無不良的原漢經驗。對此嘲弄她的反應也是不以

為意： 

 

那時候就知道啦！只是覺得幹麻要講這個？我好好在這邊，也沒影響到你，

就那一次。後來我們在上課，就是來學校，根本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問題，不

會focus在這邊。就算人家這樣講我，我也不會有特別的敵意或煩惱，我知道

他不了解。‥‥我知道不是每一個帄地人都這樣，因為我爸爸、媽媽有很多

帄地人朋友，我也有。（泰貞老師991026） 

 

泰貞老師大學參加原民社團，認識很多來自不同鄉鎮的原住民朋友，感覺「很

自然、熟悉，好像看到親人的那種感覺。」（泰貞老師991026）特別是班上有三

位原住民同學，「我們三個很自然尌會碰在一起、湊在一起。」（泰貞老師991026）

「尌是多一些了解，講話的語調跟思維蠻像的，只是各有不同的點。」至於如此

是否喚起泰貞老師對原住民較深沈的意識，答案是「不知道，只有一個感覺尌是

跟他們在一起很快樂。」（泰貞老師991026） 

 

3. 漢化轉變型 

泰珍老師高中之前的經驗跟泰貞有些類似，對原住民議題總是有點雲淡風

清，直到大學之後才有所轉變。雖不若鄒紫老師一般的清楚劃分與轉折情緒，但

是也可以看出不同階段的轉變。由於是帄地泰雅族，且居住地新竹縣多客家人，

雖然從小、小學跟客家人相處的經驗大致上是愉快的，但是仍感覺有種族歧視存

在。泰珍老師說： 

 

我們從小就常被叫番仔，會被歧視，就是同學、同儕，包括客家人的長輩，

就會覺得原住民比較低level。‥‥包括我國中到了桃園市，其實也差不多，

因為小學生跟國中生比較像，就是不太成熟。我到高中就比較不會，比較少。

可是國小時玩一玩就會罵，其實我們那個部落人不多，才兩百個左右，所以

小朋友也是親戚，就會合力對罵。客家同學也會學會我們泰雅語罵人的話，

因為也聽不懂，我們以前也會罵一些客家人罵的話。（泰珍老師991026） 

由於跟客家人接觸甚早，漢化頗多（如生活習俗、國語使用），所以泰珍老

師高中之前不太注重原住民的議題。直到大學參加原住民社團，才開始認識原住

民文化，產生衝擊並發展原住民的族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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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一個轉折點ㄟ，我上師大的時候，才開始知道原來有那麼多族

群，不用很害羞、不用很自卑，要很驕傲的說我是原住民。也因為這個社團

認識了台灣各個原住民，他們都非常有民族意識，其實我是傻傻的啦，不太

會注重這個，其實我是因為到了師大然後加入原民社，然後才開始認識，才

回去找一下我們泰雅族到底有什麼文化，開始去認識或是去欣賞其他族的原

住民文化，才知道說我們應該要以自己為榮，應該要認識自己，然後應該要

證明給其他人說我們其實也是很優秀。（泰珍老師991026） 

 

因為深受其他原住民同學感動，加上對原住民社團產生的歸屬感，泰珍老師

慢慢發展出對原住民教育的使命感： 

 

因為剛好也是老師嘛，然後我們就更有使命說那我們當老師的時候要幫助自

己原住民學生，渡過我們曾經走過的那些困難，也要讓其他非原住民知道其

實我們原住民也可以很好這樣，就是會有那種使命感，就會覺得我們應該做

點事情這樣。（泰珍老師991026） 

 

泰珍老師由於婚配關係，隨著原住民先生移居到花蓮。先生從小尌在原住民

的部落長大，很小尌有那種原住民意識。也因為如此，泰珍老師更常接觸原民文

化，從那個被先生譏為「被漢化的原住民」轉變成以原民身分為榮： 

 

公公、婆婆、大哥、大嫂皆在原生部落的國小任職，多年來不論在學校或部

落社區盡心盡力推廣自我族群文化課程與活動，公公甚至也成立文化協會，

定期籌辦文化活動。也就是說夫家家族就是致力於文化傳承的領袖者之一。

所以我的生活就更常接觸原民文化，也有更多文化經驗可和學生分享；更重

要的是，我更以身為原住民為榮。（泰珍老師 991026） 

 

4. 自我認肯型 

 另外一類型原住民老師（包括布能、太英、泰隆、鄒茜老師）的族群發展較

債向於自我認肯型，他們從小尌在部落長大，家族人也都從事教育工作或服務地

方政務，重視教育。布能老師從小尌知道自己原住民身份，也很早尌接觸不同的

人、不同的族群文化，助益於日後的族群互動： 

 

雖然說，年紀小還在學習當中，但那種感受，回想之後，原來我們過去所認

知到的，跟現在實際的經驗，實際接觸不同的族群跟那不同環境，但那也可

以說是一個基礎，所以現在到外面不同的環境，遇到不同的族群，也可以很

自然而然的相處。（布能老師 991123） 

 

布能老師隨著國、高中階段的發展，而更認識自己是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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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知道我們是山地人，但是還沒有更深入與外面的大社會接觸。更知

道、更認識到自己是布農族，應該是到國中、高中這階段。除了是升學考試

的加分優待外，另外就是一些教科書、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等。到了高中，

因為公費住宿生的關係，所以這個認同到高中就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布能

老師 991123） 

 

布能老師尌讀的國中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學校，有閩南、客家、原住民的學生，

原漢學生人數一比一，難免會有一些衝突，所幸大學時期族群間的分歧尌比較少： 

 

那因為可能沒有接觸過，有些不同的語言，難免會有誤解。還有不管是所謂

的觀念、住宿生活、福利事物，或是解決問題的想法，學生觀念上有差異。

（布能老師991123） 

 

國高中還是小的問題，是族群之間單打獨鬥而已。到了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專

院校，因為是到大都會區，族群的紛歧似乎感覺就比較少。不知道是不是因

為每位學生已長大成熟，認知上有一定的教育水帄，都接受一定教育的程

度。所以反而是較偏遠的、靠近山上的，就比較容易有衝突。（布能老師

991123） 

 

當了老師之後，加上台灣社會的變化，本土意識增強，布能老師更對族人權

益、部落發展產生護衛的使命： 

 

大概十多年以前，台灣開始重視本土化，像山地的改為原住民，那這個時期，

就不只是認同，也已產生了那種就是說保護，如何保護、護衛自己的族人權

益，如何讓民族的發展，尤其是部落整體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生活條件，

那最重要的還是教育。（布能老師 991123） 

 

這種對部落的使命感，太魯閣族的太英老師跟布能老師一樣強烈。這種使命

感，除了家庭教育外，小學、國中老師的照顧與期許，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記得小一、小二的老師，會為我們原住民學生，還有就是弱勢的學生，額

外的去他的家裡上課，沒有收錢。其實我有觀察過，這樣的老師也不少，但

是我發現他們都是外省籍的老師，他們對我們就是特別的讚譽這個樣子。（太

英老師1001101） 

 

會來讀花花的，當然一定就是對教育比較熱衷，那對教育比較熱衷，基本上

經社地位都比較高，所以基本上我以前的那些老師，跟我爸媽都是認識

的。‥‥所以不只因為你是原住民，而且更因為你是老師的小孩。……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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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老師對我們原住民〔學生〕會期許比較深。（太英老師1001101） 

 

太英老師高中時期的老師規定原住民一定要加入原住民社團（美雅農社），

除了讓他認識更多原住民同學、學長、學弟，學習母語外，更獲得一種歸屬感： 

 

沒有使命感，高中生也，那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感是什麼。但是我們得

到一個歸屬感，就是在那個群體裡面，這是我們自己的原住民，我們可以用

我們自己很熟悉的腔調來講話， 講我們自己習慣的笑話。……覺得說有一

個時間到那邊，你可以做自己。（太英老師1001101） 

 

大學時期的原住民社團，除了提供太英老師更強大的歸屬感以及開闊自己眼

界，並且有機會參與活動為原住民族發聲，重拾自己曾經失去的東西： 

 

原來原住民聯誼性的社團不只說可以一起唱歌、聊天，也是有對自己原住民

盡一點心力，甚至政治我也跟著去，拓廣自己的視野和世界，並不是說每個

禮拜聚一次、有空聚一次，不只是喝喝東西聊聊天這樣，我就更喜歡去那個

社團。（太英老師1001101） 

 

其實能夠影響的不多，但是我們能做一個先鋒，因為我們算是原住民的高級

知識分子，我們去做一個發聲，我覺得我們主要是作一個發聲的位置、傳聲

筒這樣。（太英老師 1001101） 

 

我覺得參加原研社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拓展自己的人脈關係，再把自己以前失

去的東西找回來。（太英老師1001101） 

 

太英老師大學畢業後，居於對家鄉的使命，毅然回花蓮任教： 

  

台北是我求學、吸收知識的地方，花蓮是我想要生活、把我知識拓展的地方，

就像我講的我是原住民，我有我的包袱、使命。（太英老師 1001101） 

 

我覺得我離不開花蓮，更離不開台灣，所以我常跟別人講使命感跟包袱一線

之隔。因為可能是爸媽從小潛移默化對我的影響，可能在社團、高中老師，

甚至於我更名之後，我從事的職業，我覺得好像要對這個土地、對學生、對

原住民學生更多加一層的照顧。因為今天我不來照顧，那誰會來照顧他們？

（太英老師 1001101） 

 

太英老師除了謹守教育的崗位，希望可以照顧越區尌讀的原住民學生外，更

跟父兄成立部落發展協會，期望盡自己力量回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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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成立部落社區發展協會，我爸爸成立，顧問跟幹事就是我們三兄弟，

我們都會為部落做一點事情，不要說我們接受到好教育、有穩定工作，就脫

離部落生活，因為我哥哥在富世國小，所以他比較有號召力，我跟我二哥就

統籌事情幫忙，一樣有參與到社區的事情。今天沒有這個協會，我在市區當

國中老師，我很難跟部落有交集，唯一有交集就是婚喪喜慶的時候，聊聊天

就這樣沒有了。所以就回饋到部落裡面，就成立發展協會，會定期舉辦青少

年團慶活動、組壘球隊，就盡量辦活動，跟大家交誼感情這樣。（太英老師

1001101） 

 

    泰雅族的泰隆老師與鄒族的鄒茜老師從小在部落長大，家境小康，家人有從

事教職者，甚為重視教育。他們在小學、國中時期，由於課業佳、自尊心較強，

對於他人的歧視與污名化都曾抗拒過。泰隆老師： 

 

小學的時候還蠻多的，其他班的同學，他們都會罵我們蕃仔。……我那時候

會覺得很生氣或很羞辱。……我可能不知道蕃仔真正的意思是什麼，但是聽

起來就是有藐視的意思，那種語氣還有那種態度，光這個就已經夠讓人家不

舒服了。（泰隆老師 1000110） 

 

我是比較自尊心比較強的，如果他對我那樣我就覺得你不值得跟我做朋友，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我的個性比較屬於這種。但我當時害怕他們用侮蔑的字

眼，我覺得我又沒有做什麼事，難到這是我們民族的錯嗎？這種帽子好大

喔，扣下來會讓我很生氣。我並沒有想隱藏，但是會有點擔心那個反應，人

家會怎樣，然後我又會怎麼樣。這個到國中、高中之後就好多了。（泰隆老

師 1000110） 

鄒茜老師小學時聽到吳鳳的故事這一課時，激動得把課本撕了，因而遭受處

罰： 

 

我讀的時候我們老師是漢人，然後那時我把那課撕下來，就覺得它亂講，也

沒有歷史根據，就覺得很不舒服，就我認識的族群裡不是這樣的，撕了課本

就被老師處罰。（鄒茜老師 1001219） 

 

讀到那課就覺得自己也成為別人眼中的野人，當然族群不代表我，但我會有

族群的感覺，情緒上會覺得這根本是胡說八道，就把它撕下來。（鄒茜老師

1001219） 

 

就覺得它講的不對，我有聽我外公講過，他有說過吳鳳的故事。……我外公

跟我講說，我們自己鄒族的人在山裡面打獵，遇到穿紅衣服的人士絕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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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攻擊他的，因為我們勇士的衣服是紅色的外衣，所以看到紅衣服的人是

不可能去射殺他的，我外公說他還知道是誰射殺他。（鄒茜老師 1001219） 

 

泰隆老師在大學時期草創過原住民社團，可惜在中南部，並未與其他學校進

行交流活動： 

 

我在那邊喜歡介紹我是原住民，一進去大家都知道我是原住民。後來有我們

自己的社團，我也是草創人之一，會有一些活動。可是大學就是很自主性的，

其實就是辦了幾次，那也沒有幾個原住民，然後又在不同的科系，大家都彼

此認識，那也有一個社團這個東西，可是活動其實並不多。（泰隆老師

1000110） 

 

鄒茜老師大學時並未參加原住民社團，對於他同學的文化碰撞，才開始思考

鄒族的文化。畢業回部落教書，並沒有族群的使命感，直到該校的教導主任帶領

她進入文化的領域，漸漸懂得背負使命： 

 

剛回來山上的時候，我沒有覺得我有族群的使命感，我只是覺得我好像真的

應該要回到部落去，因為我能夠做的就是教教部落裡面的小孩，就是當老

師，教一些小孩。 

 

他〔指教導主任〕帶我去做採訪時，硬是背了很多，好在我會羅馬拼音，以

前都是要用錄音機錄，還沒有現在錄音筆這麼方便。錄完回來我要登錄，我

可以拼出聲音，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就必須去問，這個過程中母

語增進很多、認識很多詞彙。（鄒茜老師 1001219） 

 

他〔指教導主任〕都會慢慢的引導你做，那時候我才開始覺得肩膀上面背負，

因為你是鄒族的老師，或者說是鄒族的知識份子，那你有這個義務、責任，

把知道的東西傳下去，透過教育活動。（鄒茜老師 1001219） 

 

（二） 客家族群教師 

客家族群教師的族群認同發展，不若原住民族群的變異較大、類型較多。基

本上都屬於自然認肯型，如家人的客家血統，出生和中小學教育都在客家村落，

客家母語的自然習得與運用等影響因素。在自然認肯的基礎上，由於跨縣市尌讀

大學或研究所，經過高等教育的深化，參與政府部門如客委會和教育部國教輔導

團推行的活動，以及投入社會議題和客家文史工作的經驗，對客家族群的意識與

認同有所強化，使其日後更得以積極投入客家相關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民間活動，

屬於後續強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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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 

 

（一）原住民族教師 

族群認同從小到大會經歷不同發展階段、且其變異因人不同。綜合受訪原住

民教師的經驗可知，影響原住民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家庭教育、家人教育

程度與態度、早期原漢接觸經驗、漢化程度、學校教育、老師與同學的態度、（偏

頗）教材、原住民社團參與經驗、跟同族婚配、以及重要關鍵人士的導引等。關

於教材與原住民社團部分，鄒紫老師是這樣形容從教材習得的污名感，以及其後

參與原住民社團所帶給她的積極、正向經驗： 

 

上小學之後慢慢就會感覺我們課本唸的東西跟部落好像不太一樣。‥‥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健康教育，老師那時候跟我們講說居住的環境要非常乾淨，然

後乾淨的條件是要有紗窗、紗門，然後要有水溝，然後老師就會問你們家有

紗窗的舉手、有水溝的舉手。我還記得因為我跟另外一個同學在吵兩家中間

的那條水溝是你的還是我的，然後那時候會突然覺得說，開始會覺得有一些

人家沒有紗窗就是不乾淨的。‥‥從那個時候我學到說怎麼樣是乾淨，是好

的，然後你會發現，會覺得說你們部落好像要達到課本上所講的那種距離

感，愈來愈遙遠。（鄒紫老師 990920） 

 

去參加原住民社團，然後看到很多原住民的學生，才發現原來原住民的學生

也有這麼優秀的。‥‥其實我那時候會覺得說，當原住民也沒有我那時候想

得那麼不好，而且那時候就是他們散發出的那種自信感，你會很被學長姐他

們吸引，…在聚會的時候，可能是另外的活動、比如說去吃飯，就會唱原住

民歌曲，你會覺得他們都很會唱，而且唱得很盡興！然後你會聽他們講的一

些議題，你會知道原來我們這麼辛苦，是因為國家、政府的什麼什麼政策，

然後就會有一些想法。那時候原住民還有一些走街頭的運動，我也會去，你

會聽到長輩講一些原住民的東西，你會很感動。我覺得那會慢慢的讓我認同

自己，而且產生使命感！（鄒紫老師 990920） 

 

 泰珍老師婚後移居花蓮，因夫家是較傳統的原住民家庭，是故婚後參與較

多的原住民活動，更認識原住民的文化、更認肯原住民認同，這跟婚前是不同的： 

 

結婚後參與就多，在花蓮就有參與他們的生活，差別在於結婚之後那是生活

的一部分，就是他們有什麼活動就參加，他們有研習，去，結婚之後是你家

的事，因為我公公婆婆他們是發展協進會的。……變成爸爸〔指公公〕要辦

活動，就是我們的事，我們一定要參加，立場不同了，就會更了解許多細部

的東西，真的會更認識花蓮太魯閣族的文化。（泰珍老師 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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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族群教師 

 綜合受訪客家籍教師的經驗可知，影響客家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包

括：家人告知、客語習得、血統、父母態度、村落地緣（客家庄）、大學與研究

所教育、大學老師、大學社團參與經驗（客家社、社會議題社團）、民間客家文

史工作經驗、跟他族的婚配、重要關鍵人士的導引、以及參與政府部門客家語言

文化的推動經驗等。原住民族群的影響因素許多都偏負向，特別是跟家庭社經地

位以及偏垂弱勢的處境有關。不一樣的是，影響客家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大

多較正向，並且客家民間的力量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涉入，更強化提高其族群意

識與認同。其中較負向的因素是，一些保守封閉的父母對男女性別期許不一的態

度影響。 

 

三、 族群與教職 

 

（一）原住民族教師 

 受訪原住民教師表示，成為教師跟他們的成長經驗有關係。普遍而言，教師

工作的穩定與頗受尊敬的地位，在原住民部落裡被視為是一個很好的職業，是相

當被看重的。另外，也有居於經濟上的考量，或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鄒紫、

泰珍老師較屬前者，而泰貞、布能和太英老師較屬於後者。 

鄒紫老師的家庭經濟條件沒有那麼好，家裡的孩子又比較多，加上父母的期

待和高中英文老師的影響，因而走上教職： 

 

因為在部落就是高知識、社經背景比較好的、有生活品質的，就是當老師跟

公務人員、警察，然後父母親也會跟你說這樣子是好的。而且以前師大是公

費的，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鄒紫老師 990920） 

 

    泰珍老師的家庭社經地位同樣不高，這反而促成她努力讀書的動力，加上父

母兄長期望她從事教職，因此尌選擇師大： 

 

我看到的生活狀況就社經地位比較低落，而且大家也覺得原住民就比較窮，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自己努力，第一個是可以讓自己生活過好一點，我覺得社

經地位改變，就是自己當正式老師之後，對我的影響蠻大的，我覺得會更有

自信去介紹自己是原住民。……我覺得當老師之後，他們〔指部落的其他人〕

好像更尊敬我的樣子，就覺得我們家或部落會出一個老師這樣。 

 

泰貞老師的祖父、父母皆為老師，族人也很多從事教育工作，對孩子的教育

甚為重視，因此在家人的影響下，選填師大，準備當老師： 

 

考試的時候，我不是填師範就是填藝術學院，‥‥就是說看要走專職的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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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就是演奏，或者進師大準備當老師，後來就是選擇進師大，但說實在

的那時候根本就還不清楚，就只是選學校而已啊。因為分數剛好到那邊，而

且那個時候藝術學院沒有獨立招生。‥‥家人因為都是當老師的，他們當然

贊成啊！有一點是他們push的。（泰貞老師991026） 

 

    太英老師的父母都是老師，雖說原先第一志願是法律系，但是最後在關鍵時

刻，還是聽從父母建議，選填師大： 

 

我爸媽說你要當律師，你還要有人，要跟對人，自己事務所要房子，我們家

又沒有認識人、也沒有背景。他們就很反對我念台大法律，要我去念師大英

語。後來沒辦法，我還是聽我爸媽的話。（太英老師1001101） 

 

布能老師的家族從事教職的也很多，從小也有當老師的志願，但是卻繞了一

大圈，慢了十年才進入教育界： 

 

其實說我今天可以有機會在學校服務，真的是從小就有這個志願。當然不是

很絕對的，但也是一種環境的關係。我爸爸是從政，我叔叔是老師。所以在

我潛意識裡，家族內長輩都是當老師的，雖不是絕對百分之百說我一定走教

育路線，但到了某一階段的年齡和學習成長後，遇到不同環境不同人，不同

的時代，慢慢就走這路線。（布能老師 991123） 

 

布能老師也指出，公教人員是原住民脫離貧窮、維持家庭經濟、支撐子女教

育的穩定路線，在部落裡相當受到歡迎： 

 

一般原住民要遠離貧窮、提升自己家庭的經濟，一般都是走公教人員這個路

線。就是說家長、父母親們深知在社會打拼，唯有走公教這條路線。目前大

部分原住民部落社會裡面來看，只要是公教人員，簡單說就公務人員、政府

機關的家長比較能夠維持家庭經濟，然後子女的教育 與升學這方面比較

重視，也比較有能力支撐。（布能老師991123） 

 

（二）客家族群教師 

跟原住民族教師頗為類似的是，客家籍教師大多也指出，客家人對教職工作

的穩定甚為嚮往，甚至認同教職是有聲望地位的工作，因而影響父母家人對子女

成為教師的期許。一方面有居於經濟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由於客家村落的保守

對安全穩定的期待，當然也受到客家晴耕雨讀、重視教育的影響。值得提出的是，

有位受訪教師則是因為參與社會運動和客家文史工作的經驗，更有從事教職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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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認同發展與課程意識、教學實踐 

 

（一）原住民族教師 

 如前所述，原住民老師的族群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變異，在後期階段普遍都

對自己的族群認同有一種認肯、積極、正向的債向，因而連帶地漸漸影響其對教

育的認知、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特別是前述較債向於自我認肯、多重轉折、漢

化轉變型者。他們展現出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至少有如下五種形式。 

 

1. 將部落的生活經驗與傳統文化跟各領域教學相結合 

布能老師考上教師甄選後，回到自己的部落國小教書。身為布農族人，他特

別關注為何部落發展速度緩慢。加上他是少數回部落教書的原住民，對教育有著

深深的期許，他細細地說明著： 

 

因為部落希望看到自己子弟回來，加上也有親朋好友在那邊，所以同樣都是

服務自己布農族族人，很自然而然回到自己部落服務，到現在服務十八年。

在十八年期間除了從事自己教室的工作，學校跟社區本來就是一體的，另一

方面也是本身自己部落布農族人，所以接觸、瞭解後，然後從小看到部落發

展、它的變遷，我一直重視的是為何部落發展的很慢，就是現在所謂的城鄉

差距，  以前叫部落跟都市的差距，不管是經濟、教育、觀念，這些都有差

距。（布能老師991123） 

 

如何讓民族的發展，尤其是部落整體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生活條件，最重

要的還是教育。因為要提升整個族群的經濟發展還有品質，都要藉助於教

育。唯有原住民部落山地鄉接受高等教育越多的話，才可以帶動、還有引導

部落的發展。（布能老師991123） 

 

 至於這種族群認肯以及對教育的期許，如何落實到布能老師的課程與教學，

除了結合部落的生活經驗如布農族的季節性慶典、開墾祭、狩獵、祭槍、音樂以

幫助教學外，他也將傳統文化跟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科技、音樂等領域結合，並

且也會自編教材，把傳統元素納入。他說：「有時候機會教育、課程教學、團體

活動，或是進行任何教學，都會把文化融入在課程上。」（布能老師 991123） 

 

2. 多元語言的學習單設計 

太英老師的族群認同發展較屬於自我認肯型，加上身為英文老師，因此在設

計學習單時會加入多元語言的學習，而不單只是教英文，同時也給家長機會教育： 

 

我覺得認同第一個要從語言開始，就像我是教英文的，所以我以前有設計學

習單，譬如英文「我」，旁邊就有太魯閣族、阿美族、客家、河洛語，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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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全班都有。你要回去問你是哪個族群的，要用羅馬拼音把它拼出來，不會

就要用注音拼起來。有我、你、你好嗎、住哪裡，我就請他們回去問爸爸媽

媽，剛開始家長會有點意見，就說不是英文課嗎？為什麼要弄這個東西？我

會把我的原因、動機跟他們講。 

 

3. 融入原住民知識的童軍課程 

鄒紫老師在族群認同上歷經許多轉折與蛻變，她坦白指出，以前覺得自己族

群文化的知識是不登大雅之堂，原住民族的知識好像不是知識的樣子，尌是沒有

自信（鄒紫老師 990927）。她曾經對教科書上的生火知識產生懷疑，但是她不敢

教授和原住民相關的童軍生火知識，現在覺得只要是好的都可以傳給學生，會敢

在課堂上教學（鄒紫老師 990927）。鄒紫老師是這麼形容她這種轉變影響到其課

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情形： 

 

 剛才講到認同的轉變，本來是很仇視、不喜歡待在這個地方〔只台北的學

校〕，到待在這個地方也有意義和價值，就是在教學過程的時候會有這樣的

轉變。再來是，我在教童軍的時候，其實童軍教比較多技能的東西，譬如老

師剛說的繩結、野炊、生火、搭帳篷。‥‥我後來有轉變，譬如說我在上完

繩結之後，我會教他們用繩結去搭一個避難小屋，就是用童軍棍小組去搭避

難小屋，這個小屋會不會穩、你們小組就要進去，我會噴水，如果很穩、大

家沒有淋溼的話，就是成功這樣，學生都很喜歡這樣子。可是在做的過程是

很辛苦的，有些人不太喜歡做，我就會一直去思考教小朋友搭這樣有什麼意

義？有些實驗好幾年這樣，去想這課程到底有什麼價值？…其實在過程當

中，會有問題解決的能力，譬如說他們這樣搭可能不穩或空間不夠，就要停

下來討論或變更，因為很累，所以一定要每個人分工，不能有人納涼，因為

我還有比速度這樣子，而且給他們工具是有限的，就是幾條繩子幾條棍子這

樣，所以他們就要去想、設計和討論，而且要合作。課堂結束去討論我剛才

講的那幾個點，譬如你們在做的過程中面對什麼問題？怎麼解決？或者是說

你們分工上有什麼問題？就是這些東西，還有創意的東西。（鄒紫老師

990927） 

 

4. 融入原住民元素或跨文化的英語教學 

曾被先生譏為「被漢化的原住民」的泰珍老師，歷經大學原住民社團以及婚

後移居花蓮受原住民夫家的薰陶、帶動下，在其英語教學也融入較多原住民元素

或跨文化的教學。例如：(1)以族語（泰雅語和太魯閣語）重音的差異來做為音

調教學的範例，(2)透過原住民的名字組成來加深學生對於英文姓名寫法的印

象，(3)將原住民語中同字異義者類比英式美式的同字異義，(4)將原住民美食納

入教學範例中，以及(5)將泰雅習俗納入教學範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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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元開放的音樂課 

泰貞老師帄順、幸運的，幾乎沒有污名化的經驗，造尌她不自卑也不自貶的

族群認同，這在成為教師之前更顯得雲淡風清、若無其事。這樣的認同發展跟其

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性又為何、有何轉變呢？她指出尌讀大學時，受民族

音樂教授的影響，對於民族音樂、部落採集有所薰陶，不會只局限在西洋古典音

樂上（泰貞老師 991026）。這樣的薰陶影響她在音樂教學、選材、與活動安排上，

對不同族群、文化、音樂是較為開放的，她希望可以從更開闊的心胸去看不同的

文化，她甚至會自編教材，試著融入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我覺得這可能跟我讀的科系有關係，我會比較放開心胸，我會覺得反正我們

人的源頭其實都是一樣，就是來自非洲嘛，不管是哪一種人，我會從文化藝

術的角度去看，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去認識世界上這麼多很有趣的文化，我

們就是應該多去認識，所以焦點不會放在說你是哪裡人，應該是說去認識、

試著喜歡。（泰貞老師 991026） 

 

 蘭嶼有個老師帶學生唱他們傳統的歌曲，但那個老師居然是漢族，然後他們

家的人支持他來到那個地方去，就是遠離臺灣，去做那樣的文化傳承的工

作，我覺得非常令我感動，就是說我們的人可以出來，然後外面的人可以進

去，我很希望能夠這樣。就是不會反過來想說要把部落關在部落裡面，這是

我自己會想的事。（泰貞老師 991026） 

 

 其實像我們合唱比賽、音樂比賽，就曾經嚐試唱原住民的音樂。我們有鄉土

音樂比賽，他就可以唱各個民族的，唱客家也可以啊，唱閩南都好。本來在

我們藝術這一塊就有做這樣的事情，而且有時候在比賽的場合，我看到從部

落裡的孩子來唱歌真的很感動。‥‥自己會編教材，會編那個泰雅族的，就

是試試看。我不會講泰雅族的話，但是唱歌可以。（泰貞老師 991026） 

 

（二） 客家族群教師 

從上可知，原住民族教師在族群認同對教育的認知、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

影響形式上，可以歸為四種類型：將部落的生活經驗與傳統文化跟各領域教學相

結合，融入原住民知識的教學，多元語言並呈的學習單設計，以及跨文化的課程。

由於客家族群的傳統文化不若原住民族鮮明，因此在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上大多

集中在客語教學或母語認證。其他則透過學校武術（客家開口獅）社團或社區活

動的客家八音練習的強調。也有老師源於客家傳統男尊女卑的過往，而在教學上

更注重性別帄等教育。普遍而言，客家籍教師更看重或期許政府相關部門對客家

語言、文化傳承進行系統性的推動與落實，以及個人在家庭教育的堅持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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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原住民籍與客家籍教師在台灣多元的社會脈絡裡，由於族群遷移的歷史、

居住發展的空間脈絡、族群的人數、族群的社會位置、家庭經濟、家庭教育、家

人的觀念與態度、跟他族的互動經驗、學校教育、社會資源（人士）影響、政府

相關部門的涉入等諸多因素，再再影響他們族群認同發展的形塑類型。原住民族

老師的族群認同發展可以分為四種類行：多重轉折型、雲淡風清若無其事型、漢

化轉變型以及自我認肯型；而客家籍老師則多為自然認肯型和後續強化型。其

次，尌影響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中，客家部分的正向因素較原住民族多。原

住民族群的影響因素較偏負向，特別是跟家庭社經地位以及族群偏垂弱勢的處境

有關。影響客家族群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則大多較為正向，並且客家民間的力量

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涉入，更強化提高其族群意識與認同。惟其中較負向的因素

是，一些保守封閉的客家父母對男女性別期許不一的態度。第三，關於族群與教

職，原住民族和客家籍教師大多對教職工作的穩定與受尊敬的地位，甚為嚮往。

加上父母家人與教師的期許，或是居於經濟上的考量，讓他們最後都選擇教職。

最後，在族群認同對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影響上，由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較鮮

明，因此原住民族教師的展現較多元，至少包括四種類型：將部落的生活經驗與

傳統文化跟各領域教學相結合，融入原住民知識的教學，多元語言並呈的學習單

設計，以及跨文化的課程。客家族群教師則大多集中在客語教學或母語認證，但

是也有強調性別帄等教育融入者。 

 總結而言，原住民族教師與客家籍教師不管在族群認同發展、影響族群認

同發展的可能因素、族群與教職、以及認同發展跟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的關連等

議題上，各有各的發展脈絡，也互有異同，值得彼此借鏡、學習，尋得更多元發

展的空間與希望。當然，除了責成個體在家庭教育的堅持與努力，以及相關地方

文史工作室的參與，更期許政府相關部門如原民會、客委會、教育部等，對原住

民族與客家族群的語言、文化傳承，可以進行系統性的推動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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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重要性 

 

由歐洲教育研究學會(EERA)主辦的 2011 歐洲教育研究年會（ECER,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於 2011 年 9 月 13 到 16 日舉行，前後為期四天，地點在德國

（Germany）柏林 (Berlin) 的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這是歐洲教育學界的

年度盛事，除了歐洲的國家以外，也吸引了世界各大洲其他國家的教育人士與會。根據大會

指出，2010 年共有來自 70 個不同國家的 1750 研究人員與會，論文發表 1650 篇。歐洲教育

研究學會是由 20 幾個位於歐洲各地的國家與地區的教育研究學會聯合組成的聯合會，因此每

年的年會就由這 20 幾個教育研究學會的國家輪流承辦，通常地點也都選在各該國各大城市的

鄰近大學，例如 2011 在德國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學，2012 則在西班牙 Cadiz 的 University of 

Cadiz。如此除了分擔 EERA 會員國承辦的責任外，也促進各會員國、各城市、各大學相關人

員在實際上進行跨越疆界、文化、語言、教育研究的交流往來。除了歐洲焦點(European Focus)

外，EERA 也歡迎世界各國教育人與會。雖然與會人數不及美國舉辦的 AERA，但是與會人

員的國家數卻是相當驚人的。 

2011 歐洲教育研究年會的大會主題為「Urban Education」，此一別具意義的主題，相映著

柏林為德國首都與第一大城，正代表空間性、歷史性與教育議題的交揉互會。同時也呼應了

全世界對都市教育相關議題進行省思的重要時機。EERA 聯合會下包括 27 個學術主題網絡

群，分別為：1.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arning for individuals,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2.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3. Curriculum innovation by schools and 

teachers, 4. Inclusive education，5. Children and youth at risk and urban education, 6. Open learning: 

Media,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7. Social justice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8. Research on 

health education，9. Assessment, evaluation, testing and measurement，10.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11.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assurance，12.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center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13.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4.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school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15. Research partnerships in education, 16. ICT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7. 

Histories of education, 18. Research in sport Pedagogy, 19. Ethnography, 20. Researc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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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intercultur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22.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3. Policy studies 

and politics of education, 24.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25. Research on children’s rights in 

education, 26.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7. Didactics-learning and teaching 。這 27 個學術主題網

絡群，含括教育面向廣而且議題新穎、有深度，更強調教育基礎學門如哲學、史學、人類學

等，值得學習。 

 

貳、與會經過 

 

100 年 9 月 10 日上午搭乘華航班機，從臺灣桃園機場出發抵維也納機場，而後再轉機往

柏林國際機場。由於時差關係，柏林時間比台灣慢了 7 小時。維也納位處中歐氣候宜人，但

是緯度稍高的柏林，九月中秋天就已帶著些許涼意了。柏林由於二次世界大戰關係，市中心

建築多為新建，僅隱約從柏林圍牆強碁的痕跡嗅出一些冷戰時的陰影。大會會議地點柏林自

由大學，就是當時東西德分離，原柏林大學被關入鐵幕中，而在西柏林新成立的大學，因強

調「自由」的難能可貴，特別冠上 Free 在大學的名稱上。歐洲會議大多安排在大學校園內，

好處是可以多領略學術氣息，難處是對外國人言，往住需住在離校較遠的旅館中，所幸柏林

各類鐵道交織如網，非常便捷。 

本人以「An aboriginal teacher in Taipei city: Identity, context,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為題(如附件)，進行論文發表。此一論文擷取國科會 99 年計畫部分研究結果，旨在

強調一位原住民教師在台北大都會任教中，如何調整原鄉與台北在空間、文化的差異，而發

展出文化回應式的課程與教學。在完成報到並領取會議手冊後，隨即研讀會議手冊。按會議

手冊，該論文被大會安排於 9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在柏林自由大學「教育科學與心理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的系館 KL 23/140 室發表。該場次除了本

人的論文以外，還有其他二篇論文，發表人的學校與題目分別為：德國弗萊堡教育大學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博士班研究生「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rocesses of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Germany: Adult education in the migration society 」，以及英國愛丁堡大學

「Urban migrant youths’ identities and schooling in Greece: Between social positions, capitals 

and habituses」。此一場次 3 篇論文包括歐亞三個國家（台灣、德國、英國），屬於前述 27 個

學術主題網絡群的第七群（Social justice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該場次的主持人為來自

英國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的一位非白裔女教授，這是第一次我論文發表的場次除我之外

都是歐洲人。主持人的功力高強，除了逐一補充發表人的論文內容外，也讓台上跟台下的參

與者得以討論盡興。此外，主持人謙虛、友善的態度，也讓來自台灣的我，倍感親切與自信。 

 

參、心得收穫 

綜合此次參加 2011 歐洲教育研究年會「Urban Education」並發表論文的心得與收穫，主

要有如下四項： 

一、這是我第一次於歐洲大陸發表論文，除了增加台灣於歐洲國際學術會議的能見度外，

也有助於我跟來自歐洲不同國家、大學教育人員之間有關教育與文化的瞭解。 

二、除了我自己的論文發表場次外，也挑選一些關於多元文化、語言、宗教方面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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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場次參與並加入的討論，可以瞭解國際當前教育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與問題，特別是歐

洲的觀點。並且，也可以觀摩他國學者論文發表與 ppt 呈現的功力，以及主持人會議主持的

技巧與態度。 

三、歐洲教育學會對每場次主持人的挑選都相當稱職，至少在我的場次與其他我所參與

的場次都如此。相較於 AERA 由於場次更多，常常主持人都是由該場次發表人之一擔任，或

是由台下參與者自願擔任，甚至無主持人的狀況下，更得以讓一個正式的論文發表會議更完

善。 

四、相較於 AERA 的會議，地點大都在幾個美（加）大都市的大飯店舉辦，交通便捷、

周邊生活機能活絡外，難免多了點商業氣息。EERA 會議則輪流在歐洲各國大城市鄰近的大

學舉辦，如此次的柏林自由大學。當然交通、設施會場不若在飯店一般便捷、豪華，但是相

較之下，更顯出學術的質樸、靜謐與莊嚴。同時也得以就近觀察一所大學的校舍環境、人員

互動與經營。此次在柏林自由大學的 EERA 會議，我就發現他們相當貫徹節能減碳的執行。

例如早上 10 點以後到下午 3 點以前的會議，場內若有陽光自窗台灑入，能見度可以，室內都

是關燈進行的。中午休息時間，無會議進行時，工讀生鐵定會進場整理並清場。這種盡量利

用自然光，不耗費能源的措施與精神，是我們身為地球一份子當效仿學習並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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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boriginal teacher in Taipei city: Identity, context,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Chuen-Min Hu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minority group in a mainstream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understand especially in a multicultural and/or intercultural situation.  Taiwan is a multicultural but 

definitely not a monolingual society although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two racial 

groups is widely disparate.  They are 97.79 percent Han people and 2.21 percent aborigines 

(Executive Yuan, Taiwan, 2010).  The fourteen aboriginal tribes that belong to the 

Malayo-Polynesia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 are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ominant Han people who belong to the Sinitic (or Sino-Tibetan) linguistic family.  However, the 

educational policy before 1987, the year martial law was lifted, was more tend to be an assimilation 

approach.  All aboriginal children enter the mainstream schools of Han people under the policies 

of educational subsidy and tuition waiver as well as the policy of point-adding.   

In 2010, the perce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the aboriginal and Han people is still highly 

discrepant, 98.63 percent Han students and 1.37 percent aboriginal studen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2005) even though the percentage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has increased in ten years.  

Most of the aboriginal students have to leave their tribes and to keep survival in the 

cross-cultural/boundary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pursu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 in city.  

Not surprisingly, very few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s and have 

earned teacher certificates return to teach in their tribes.  It means lots of aboriginal teachers select 

to teach in the mainstream schools of Han people.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the processes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the aboriginal teacher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re, how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s influence their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if any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has occurred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n urban school.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an aboriginal 

teacher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in Taipei.  The study adopted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to collect 

data.  One aboriginal teacher in Taiwan was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on participant include: cross-cultural/boundary experiences, teaching experiences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teaching in Taipei.  Data derived from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provided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framework in this study were derived primarily from the thinking of Banks 

(1994) and Gay (2010).  Banks’ theory on identifications of ethnic youths and Gay’s on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are both helpful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four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 there are different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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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evolved in the cross-cultural/boundary experiences from living in aboriginal tribe via 

school settings to urban context.  They are stages of ethnic stigmatization, ethnic denegation, 

ethnic resistance, ethnic clarification, and ethnic commitment.  Seco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ethnic developments are diverse including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 level of family, 

minority/majority contact experiences, degree of assimilation, school education, attitudes from 

teachers and peer grou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xperiences in the aboriginal student social 

club. Third, teaching of minority teacher in mainstream city has been full of struggling for ethnic 

identification, environmental adjustment, cultural mediation, and teaching confidence building.  

Finally, more aboriginal tradition cultures have being recognized by aboriginal teacher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ethnic clarification and commitment, but more pedagogical knowledge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aborigin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aching confidence need to be 

reinforced. 

 

Key Words: aboriginal teacher,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dentity development,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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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撰 文 於 歐 洲 教 育 研 究 學 會 （ EERA,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的年會發表，增益台灣的研究在歐洲國家的能見度。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台灣探討少數族群跨文化教師之認同發展及其對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影響者甚少，特別同

時含括北中南東不同教育階段（國小、國中、高中）原住民籍與客家籍者，更是幾乎沒有。

本研究結果除了增益多元文化教育的學術知識外，更對教師的課程與教學具有應用的效

果，尤其對政府相關部門如客委會、原民會、教育部等相關政策的推動具有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