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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之研究

三午1本明、張5奇王其

摘要

國外文獻顯示社區本位教育可以有效解決』單位民教育邊緣化課程設計與

缺乏主體性的問題，然該教育理念是否過合國內原住民學校?本論文集合我國

實際從事原住氏教育者之在地經駿'以焦點團體與個別訪談法，探討社區本位

教育在國內發展的前景，立主主見書 l一套過合我國原住氏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

作法。

訪談成員主持國內原住民學校應立即推動社區本位教育， 1旦考量國內目

前學校生態，建議採用循序漸進方式:對於較具爭議的部分保留不傲，而是由

學校主動邀請在土區/家長參與學校事務開始，並且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

讓社區家長與學校老師共同編製原住民文化與語言的統整課程，並且結合原住

氏平土區/部落的教育功能，以及回復傳統的師徒教學與部落集會所或年齡階級

組織。訪談成員也對學校行政與教育行政當局提出建議，以利m-、住氏學校椎動

社區本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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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e have found that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CBE) has been highly effective in solving problems

concerning aboriginal edu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 Is CBE equally good for

aboriginal schools in Taiwan? This paper aims at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by mean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comprised of practitioners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in

Taiwan

Members of the focus group recommend that aboriginal schools in Taiwan

should implement CBE immediately. Taking Taiwan ‘ s education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they further suggest that educators in aboriginal schools first

proactively invite parent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o become more genuinely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school curricula , Then, educators should combine

traditional tribal education and a mentoring system within the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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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hey also make recommendations pertaining to school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board's implementation CBE of in Taiwan's aboriginal

schools

Keywords: aboriginal education ,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 focus group

interview



貳、研究方法

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之研究 107許添明 張正考琪

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並輔以個別訪談，本節

依次說明選擇研究方法的理由，訪談成員的選擇依據，以及訪談內容的安排。

焦點團體訪談是指訪談者與一小團體成員針對特定主題所做的訪談，參與者

被要求對訪談者提出的問題作反應，而訪談者可從參與者彼此間的對話和互動中

取得資料和 i向識，這種方法適 m於對新方案實施以前的探索性( exploratory )研

究，藉以撩解重要意晃代表者的興趣與知覺(都幼慧，1996; Slew缸t & Shamdasani,

1990/1999 ; Vaug恤， Schumm & Sina皂的， 1996/1999)。由於園內原住民學校並未曾

實施社區本位教育，作為一個新方案的探索，本研究頗符合焦點團體訪談法的適

用時機;其次，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區外原佳品位區本位教育在國內推動的可行性，

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實踐方式，而透過訪談參與者針對獨外實踐經驗進行對話

與討論，再以參與者自身對國內學校情境的熟悉，從不同的立場與角度，尋求相

互理解與形成共識來看，使用焦點團體訪談也十分恰當。然而為了避免焦點團體

訪談可能產生集一思考(皂rouplhink) 的偏見，本研究另外採用個別訪談的方式，

以增加資料的豐富性。本研究焦點團體與個別訪談的設計如下:

1998; Durie, 1999; McCarthy &Watahomigie, 1999; Ry曲， 1999; Todal, 1999 )。

反觀國內原住民教育，最近幾年雖積極制定原住民民族教育法，以及大力推

廣鄉土/母語教育，有助於原住民語言與文化的復振，但這些作法仍舊無法跳脫

零散、邊緣的課程設計，原住民在教育的主體性也未能顯環，致使原住民依然處

於教育的弱勢地位(孫大川， 2000 ;張琦琪、許添明， 2001 )。為了有效解決當前

原住民教育問題，本論文擬參酌國外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理念與實踐經驗，並集

合本國原住民學校教育工作者、家長、社區成員與大學教授等實際從事或關心原

住民教育之參與者的在地經驗，探討社區本位教育在國內發展的自背景，並規劃

套適合我國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作法。

蠱、直言 亨

根據學者對原住民教育的研究，發現各國原住民都歷經同化政策的迫害，而

最有力的工具竟是學校的教育體系:學校透過主流的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班

級常規等非暴力方式，長期削弱原住民語言與文化，使得原住民學童在求學過程，

必須切斷自己熟悉的成長背景、語言與文化，重新學習一套不同於學前的知識體

系，形成文化上的斷層(譚光鼎， 1998 ;湯仁燕， 1998; May, 1999 ; Bourdieu &

Passeron, 1990)。此種文化斷層，不僅讓原住民學童圓缺乏主流文化資本，造成普

遍性的學習適應不良與學業成就低落，在心理方面，也經常受到主流歧視而產生

認同的污名，形成原住民學童學習障礙與認同困難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原住

民學生遭遇的學習困難並不在於資質的差異，而是文化經驗不同所造成的(牟中

原， 1996 ;吳天泰， 1998 ;譚光;騁， 1998 ; May, 1999) 。

為了解決原住民兒童因為學校與社置文化之潤的差異所造成的學習困難，學

者認為只有回復原住民在教育體制內的主體性，藉著原住民對自己語言與文化的

實踐、尊重與認同，取回原住民對教育的控制權，協助原住民學童在教育體系中

重新獲得自尊自信 (May， 1999)' 而社區本位教育(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就是直接取回教育控制權的最佳途徑。根據加拿大學者David Corson (1998) 的

定義，社區本位教育是指社區成員主動創造學校所提供的學習環境，J;)、再談判與

再重建方式，結合學校與社區的利益，塑造社區成員白己的未來。換言之，原住

民社區必須打破主流優勢文化的迷思，自我增能 (empower) 並積極參與學校事

務，促使學校重視社區的自主權與利益，共同為培育有民族自尊的兒童而努力。

世界各窩在推動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已有多年經驗，如挪威的Sami 族、美加

地區的印地安民族、紐西蘭的毛和人、澳洲的原住民族等學校，甘心品時間品口主持

言與文化放入課程與教材當中，透過母語母文化來輔助學習學科知識，

導學生僚解自己族群的文化價值，培養自我認悶，恢復白尊與自信。

成效，不僅提升學生的白信心與民族自尊，參與學習層次提高，

也有明顯的進步，家長的態度也白不贊同轉向支持，有效解決過去因民族自

低落或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教育問題(張垮琪、許添明，200 I ; Cors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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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以上述研究方法蒐集訪談資料，並依據訪談者意見，整理歸納出一套

適合我圓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作法，包括支持國內原住民學校推動社

音量訪談前，所有參與成員已事先收到研究者整理的劉外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文獻

資料(8青參考張琦琪、許添阱， 2001 )，研究者並在第一次焦點團體訪談中，重點

說明社區本位教育的理念與國外作法，並介紹四次訪談的主題以及本焦點團體要

完成的實際內容，最後，再請全體參與成員發表對社區本位教育與本研究進程的

想法，接下來三次的焦點團體訪談內容，則是研究者依據國外推動社區本位教育

考量的的三個主要面向，參酌國內原住民學校的情境，設計三次的討論提綱，依

次是←淨土區取回教育控制權，科學校在課程，教學及學校行政應作的改變，但激

育行政主管機關的鬆綁與支援(各次訪談大總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二)of區別訪

談內容，主要沿用各次焦點團體訪談的大柄，但也針對受訪者的專長與日前進行

的主作做較深入的訪問。

三、訪談資料的記錄、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訪談資料記錄方式主要以錄音為主，並輔以現場筆記。資料整理方面，

研究者在訪談結束，立刻將錄音資料轉譯成逐字稿進行初步分析，並在下一次訪

談，發給焦點團體成員，確認該分析的正確程度，並旦讓成員瞭解上次討論結果，

達成茁饋激勵的作用。研究者也利用兩個星期空檔，針對成員提出的問題，閱讀

棺關文獻，在下次訪談作補充說明。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採用按系統登錄後進

行內容分析，先找出主要論題，根據論題架構設定類耳目基準，再將資料歸類編碼

以進行歸納分析，在此程序中，必須引用參與者的話或研究札記，作為支持這些

論點的證據(訪談成員的標號詮記及其詳細資料，請參閱張垮琪， 2001 '附錄一)。

關於資料的信度檢定，研究者將整理後的研究結果，寄給六名訪談成員，請他們

協助檢核資料的正確程度，以確保該結果按無過度詮釋或誤解，並且依據成員給

予的意見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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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時間與內容安排

本研究共進行四次焦點團體訪談，每兩個星期一次，每次兩個半小時，

訪談則是每位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不等。至於訪談內容的安排，在第一次羿

一、訪談成員的組成

挑選焦點團體訪談成員必須注重其是否能夠且顯意提供研究者想要的資料，

以及是否能代表整體研究所親心的人口群( Stewart &Shamdas帥， 1990/1 999 )。經

徵詢多方意見，以及簡短電話訪談後，本研究確定九位人士擔任焦點團體成員，

包括三位原住民家長和社區成員、[9位原住民學校教育工作者、一位大學教授、

以及一位縣級高階教育行政官員，除了大學教授與縣府教育官員並非原住民以

外，其餘七位都是原住民，涵蓋阿美、泰雅、布農等族群，且都長期服務於原住

民學校或參與原住民教育事務。選擇社區成員與家長是希望透過他們對於部落成

員整體想法的撩解以及和學校接觸的經驗，來看社區本位教育實施的相關議題;

選擇原住民學校教育工作者的原因，在於這四位成員不僅熟悉學校的行政事務，

並且經常面對教師、家長與社區居民的意見與批評，對於社區本位教育未來在原

住民學校的實施情況，可提供較為具體的建議;而大學教授與教育官員，則從學

術與決策單位的角度思考。透過多樣身份的組合，較能以不同立場、觀點，提供

多元而雙富的資料。而為了避免教育行政官員與教授對學校教育工作者的發言可

能形成的壓力，或者校長主任對社區家長代表的壓力，造成少數人主導整個團體

結果或者形成集體盲思(groupthink)的函境，本研究除了在選擇人選的過程，考

量人選獨立思考與發言的個人特點，並且在每次開會前兩週提供下次的訪談大

綿，給焦點團體成員事先閱讀或者撰寫書面意見。最後，再另外選擇四位原住民

作為個別訪談的對象，其中，大學教授以及部落工作者長期參與原住民事務與原

住民教育改革，因此對於部落力量與原住民教育議題有獨到且深入的看法;另一

名學校組長，貝IJ致力發展部落網路，能提供本研究關於傳統文化與科技結合方面

的建議;而任職於台北縣的函中校長，也提供都市原住民與多族群學校可以努力

的方向(詳細資料請參考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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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訪談的社區成員郤堅定表示大部分原住民家長「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完全隨著

學校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J (CG02 ) ，尤其是對下列幾項議題，家長更經常表達高度

的關心學校舉辦文化活動的內容與設計、學校的硬體建設、教師的教學方法與

指定作業、學生的生活教育等。

訪談成員之所以對環階段將學校教育的主控權完全交給涼住民家長與社區成

員持保留態度，主要在於下列三項原因

1 學校與家長都認為教育專業仍應屬於學校教育工作人員的權貴

教育改革雖然強調家長參與，老師也主動邀請家長或社區成員進入校霄，然

而大多只是要求家長擔任協助的角色，以不干預、不介入的參與方式，成為有條

件的參與者(林明地， 1998 ;學l貞蘭、許添柄 '1999); 學校體制也經常為突顯教

育專業，努力維持跟家長之間的界線，劃 j育專業領域範園( Dod廿& Konzal,

199912000 ) 。類似想法讓學校在面對社區本位教育強調社區自主，產生格當的反

彈，一位主任就點明現在的情形: r學校基本上還是會有本位主義，學校怎麼可以輕

易的把這個主導權給社區，這是挑戰他們的專業 J (SOO7)。這種「學校才是教育專

業」的看法，也發現在社區家長身上，他們頂多將主導空間偏重在學校辦裡的文

化活動方面，社區成員這麼說﹒「我們學校合併後每年都有經費，自家長委員跟學校

每(區月開一次校務會議一起溝通，看要辦 f-I-慶活動，比如運動會、電腦進修啦!或者

我們原住民傳統文化和才藝方面。至於證害和教育，就自學校老師......我們家長當然

頭腦沒有到那裡嘛 !J(C002) 。

2 社區的自覺以及決定權的政治角力

要求現階段就將園內學校教育的主導權力轉移給家長或社區的困難，除了上

述對教育專業的堅持以外，社區或部落的自覺不夠，無法對下一代的未來顯景形

成共識也是困難之一，這正如同紐西蘭毛利人在 1982 年發起語言運動所曾遭遇的

困難 (Corson ， 1993; Hingangaroa Smi咐， 1992) 。一位長期經營社區整體營造的成

員表示: r如果要讓部落主導學校教育，我認為現階段不太可能，可能要很長一段時

間，除非政府自己有反省能力，信任部落，而部落也要去自覺、去反省，部落的制度

要復原，培養可以勝任這種工作的人來推動J(ClOl); 另外也會遇到的一個詞題是

主導權的政治角力，一位主任提出這樣的問題 「社區有社區發展協會、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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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本位教育的理由，推動過程應保留的部分，其蠻的實施步驟，以及可能遭遇的

問題與解決的辦法等，分別說明討論。

一、支持國內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

由於竄內並未曾推動社區本位教育，因此研究者先請訪談成員就皇宮內原住民

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表示看法。訪談成員一致贊同社區本位教育對我國原住民

教育應該相當有助益，因為我國原住民兒童進入學校體系後，接觸到的都是主流

知識和語言，而社區本位教育正可以彌補學校教育與社區生活經驗脫節的缺點，

訪談成員還提出幾項推動社藍本位教育對原住民學生的幫助，包括連結兒童生活

經驗、提供多元學習環境 (SG05 )、提升自尊與自信 (SG04 )、生命力約延續等

(SG07 )。

由上述訪談成員對社區本位教育的支持態度，我們發現圍內原住民學校的教

育工作人員與社墨家長其實早已明白學校教育必須連結學生所屬社區與文化生活

經驗，重視原住民家長與社區部落的需求，卻因為沒有獲得學理與行政上的支持，

無法實際去執行，而國外的理論與實踐正提供一個有利的基礎，讓學校人員可以

開始去改變學生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學習障礙，讓每個孩子都獲得成功的教育經

驗，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二、對家長取回教育控制權及全母語教學的保留態度

雖然訪談成員對屋里內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持肯定的態度，但大部分

的訪談成員考量國內目前的教育生態，強調不應該毫無選擇的接受國外作法，尤

其是家長與社區成員取回學校教育控制權以及學校採用雙語教學甚至全母語教學

的部分，應該謹慎處理。

(一)家長與社渲成員取回學校教育主授權的疑慮

闖闖去飯惡習j訪談成員對於家長與社區成員取回學校教育主控權的疑慮，研究

者以為是他們擔心原住民家長與社區成員的低社經地位以及過去負面的學校經

驗，造成他們沒有能力敏因教育的主控權(許添明、劉貞蘭，2000; Papp缸，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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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全母語與雙語教學的疑慮

紐西蘭、挪威以及美國的原住民學校實施社區本位教育，大多突破將母語/

母文化抽離出來單獨設科的方式，而是採用全母語教學或雙語教學的形式，把母

語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並星將社區文化融入日常教學活動當中( Cors凹， 1998;

Warner, 1999) 。對此，訪談成員認為全母語教學在目前國內的原住民學校幾乎不

可能實施，因為只有很少數的原住民兒童能講流利的母語，若使用大部分學生聽

不懂的母語來作為教學的語言，可能完全遠不到教育的效果:至於雙語教學則還

有可能，但是也需要先克服師資來源以及家長態度等兩項問題。

雙語教學需要大量對母文化或母語相當熟悉的老師，然國內目前原住民學校

具有這方00專長的師資嚴重不足，旦程度參差不齊，難以滿足實施雙語教育所要

求的專業: I以前原住民學校的老鄭大部分不是原住民籍， :F且在，雖然有三到五成是

原住民籍的老師，但在文化傳承跟母語的教學，效果也不是很好J(SG04) ，另一位接

受訪談的部落主作室負責人也表示同樣的憂心「學校椎動母語教學，會推給有心

的老師設計，不管是根據意願還是半推半就，真正有傳統專業的沒幾個，可能只是收

集一些部落神話傳說就教了，實際上對傳統內涵還不深入 J (Cl01) 。

其次，社區本位教育強調原住民語言和文化在學校教育的地位，特別是使用

正課時間教孩子母語/母文化，這種做法也會引起家長擔心影響子女學習主流課程

的時間，造成將來缺乏競爭力 「我的觀念認為，文化，沒有錯要學，可是不能只學

文化方面，這樣我們會顧慮到小孩子到園中高中，跟不上人家J(CG02): 另一位校

長成員描述他們學校的情況加以印證「我們學校推展泰雅族舞蹈四年半，家長從

絕對的支持和贊同，到現在已經有點納悶，這跟學生學習成就有沒有相對提升?他們

擔心如果孩子只會唱歌、跳舞，或研究自己文化的時候，是不是會影響在學校應該學

的基本知識或智能 ?J(SG04) 。

這種因為推行雙語教育而產生對兒童未來競爭能力的擔憂，幸運的在其他國

家有可以借鏡的地方，如挪威原住民族在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初期，也遭受家長

的類似質疑，在實施多年以後，不健 Sami 族的家長很願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母語為

教學語言的學習方式，甚至那些不會說母語的家長，也傾向將孩子送到 Sami 學校

(Toda1, 1999) ，美國的原住民也有類似的經驗( Watahomigie & McCa旬，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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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基金會等，當他們投入整個學校運作時，到底也誰來決定?宗教也是蠻大的問

題，天主教、真耶穌教、或基督教對於什麼東西應該教給學生，都有一些角力在」

( SG06 )。

3.家長與社區成員的時間、意願、參與方式與經驗不足的困境:

家長與社區成員個人的因素也會阻礙現階段全盤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例如大

多數原住民家長社經地位較低，必須為提升經濟能力而忙碌，加上週末又有固定

的教會活動，幾乎不太有時問參與學校事務 (SG04 )。此外，離鄉工作的家長與

社區青年，平時不在部落，更遑論撥出時問參與學校的事務( SG07)。

意願也是影響家長和社霞參與的關鍵因素，甚至能克服時闊的限制，一位社

區成員即表示﹒「有意願參與的人，不管是晚上或是下午，他真的會放下他的工作去

參與。 J (CG02) 。然而，學校方面大多是根據主流文化所定義的「家長角色 J' 或

者是老師告訴家長「如何有效幫助學生在學校獲得成功 j 等中產階級父母較能勝

任的模式，要求家長主動參與，卻忽略貧窮勞工階級的需要與能力，再加上文化

和語言的障礙，以及在學校不受歡迎的感覺，都阻礙原住民家長參與學校的意願

(許添明、直到貞蘭， 2000 : Sparaco, 1999 ) ，又如原住民習慣的參與方式也會影響

到他們主動參與學校的意麗質。原住民比較不習慣在正式場合中發言，一位社區成

員表示﹒「學校邀請家長來討論，原住民家長到那邊就不敢講話，坐在四方形的桌子

就不敢講話，所以有時會議的設計也是非常重要 J (CG03 )。

家長參與校務的經驗不足也是困難之一。學校體系長期忽視家長與社區的聲

音，將其置於被動配合的地位，家長與社區也習慣此釋互動模式，甚少過問學校

事務，突然間要他們自主參與學校教育，反而會因為經驗不足，產生不知所措的

情形，如一位主任說;I我們學校成立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請兩個家長擔任委員，其

中一個說; r我是被擬的，有點緊張，到底我要做什麼?JJ ( SG07 ) 0 Tayl凹" Crago

McAlpine (1 993)的研究也提到社區成員在教育決定上缺乏經驗，容易受學校行政

人員責難，因而喪失學校決策決定的主控地位。

訪談成員另外一項疑慮別是針對我國原住民學校在現階段實施全母語與雙語

教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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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的是校長還沒有遴選之前，我們校長就走不動，都在校長室看報

紙，後來因為校長要遴選，他發現社盔的意見對他有影響力，所以從去

年十一月就問始至'1社區去走動 (SG07 )。

研究者也很好奇原住民族籍的校長在與社區溝通的過程是否較順利，但訪談

成員對此倒是沒有太多共識，反而是某些縣市實施的校長遴選制度，讓社區成員

獲得遴選校長的部分權力，間接促使校長重視社區意見，開放參與空間﹒

除了學校校長必須具備誠意與謙卑的態度，問放家長與社區成員參與校務的

意顧以外，學校還必須擬定其體策略鼓勵家長與社區參與，以突破長久以來學校

與社區互不搭理的僵局。許添朗、盟l貞蘭( 2000 )對原住民學校與社區溝通的觀

察發現，原住民家長礙於生計，不可能隨時有空參加學校活動，或者接受家庭訪

問，而學校老師也因為繁重的教學與行政工作，要求老師在下班以後還去做社區

溝通，並不盡合情理，因此建議溝通管道要多元，而本研究的訪談成員不僅表示

相同的看法，也建議幾項加強雙方溝通，拉近學校與社區疏離的具體步驟，你如

主動邀請參與學校活動，包括文化活動、親子活動、烤肉及野餐，或者是學生作

品展覽等等(CGOI 、 CG02) ;或者透過村長、社區有力人士、在學校任職的社區

成員，或利用教會活動的空檔，傳遞學校教育訊息與動態，與社區建立良好關係

( SG04 、凹的、 SI02) ;又或者善用家長會與班親會的功能，安排家長委員每個

禮拜或每儕丹固定輪流到學校瞭解辦學↑青況，不僅可以有效傳達學校情況給社區

成員瞭解，也讓學生覺得父母對於孩子教育的重視，間接提醒教如更積極主動的

教學( SG04 、 SG06) ;而利用課餘持間進行家訪、與家長或社區的人聯月gp天，或

者以電話溝通的方式，經常會比學校正式的會議，更能達到溝通的效果，拉近兩

者之間的距離( CG03 、 SG04) ，或是寄哥哥信片或信件表揚學生優良行為、網路聯

繫、製作定期通訊或班刊以報導學校或班級動態、製作家長權益手冊，以及親師

共同參與研習等方式( Dodd & Konzal , 1999/2000 )。

綜合上述，國內原住民學校要推動社盔本位教育，第一件要做的是就是校方

必須主動運用策略，引進原住民家長和社區成員參與學校教育，藉也教育事務的

公眾參與，給予他們發聲與做決定的機會，以提供原住民學童更好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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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階段推動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的具體實踐途徑

訪談成員在考慮我國目前的學校教育現場生態，建議我國現階段實踐原住民

社區本位教育的途徑，最好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先由學校主動開放家長和社區

參與的空閑與場域，廣納各方意見並分享教育專業;同時透過家長/社區與教師合

作，設計以原住民文化與語言為核心的統整課甘協助學生的學科學習;社區成

員則經由多元的參與過程中，學習自我增能，並透過師徒制的文化語言教學以及

固復傳統部落組織，逐漸擴大自主參與學校教育的程度與權力:學校行政與教育

行政為促成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順利推動，也應盡力提供有利環境，支援改革的

各項需求，以下分別敘述。

(一)學校開放家長/社區參與空間

自於圈內原住民社區意識與自覺尚屬發展階段，若要椎動社區本位教育，訪

談成員建議最好還是先白學校主動開放家長和社區參與所需要的空間與場域。而

孰悉學校實際情境的人也必定了解，校長的態度居最關鍵的地位(許添明、翠叡!貞

E臼， 20∞0恥 B卸剖枷Brittl加蚓i泊蚓吐叫恤Ie川e
校長較有闊放的胸襟與意願，容易引進家長與社區的參與:

原住氏家長不是不參與，而是學校沒有給他們對話和參與的機會.. 娘

家長談之前，一定要謙卑。許多學校跟家長和社區處不來，是因為學校

自認為專業，形成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情形。後來我嘗試聽他們的聲

音，利用晚上的時間，召集所有的家長，準備一些簡報，讓家長知道他

們對我們學校是非常重要﹒ 。之後我推動班親會，也是用謙卑的態度與

家長溝通，直到現在都非常成功。 (SG06 )

綜合上述意見，我們發現訪談成員都支持國內原住民學校推行社區本位教

育，但是在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過程，也不宜依照國外模式照單全收，他們建議

先保留最受爭議的家長與社區成員取回教育控制權以及雙語與全母語教學的部

分，再根據國內的教育情境，擬定具體實踐途徑，逐步推動社區本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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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初步可能因為過去很多負面經臉，對自己沒有自信而缺乏參與，但

這並不是不能克服。我覺得學校老師的說明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家長

或社區)有的真的不瞭解，所以要給他們一些 background 說明，以及適

度的誘導。還有氣氛、場所也很重要，除非他是讀書人，一般原住氏不

太合適在比較正式的場合，非正式的方式是比較好，他會從問玩笑問始

啊! ......你可以誘導，意見就會非常非常多，可能出現沒有想像到的一

些意見( U103 )。

課程方向定案以後，課程與教材的編製工作，就可以自受過編寫教案專業訓

紋的學校教師進行設計，最後，再將規章 1好的課程與教材與家長/社區成員溝通

討論，修訂後實施。親師問分享與溝通課程規畫 IJ '教師應該解釋設計理念與意義，

鼓勵家長提出各種意見，使課程規劃更加完善﹒「讓家長看課程結構、課程規畫 u '

提出意見的時候，老都要有心理準備，不能逃避。既然家長有這樣講，代表他們有在

進步，很多元，很熱鬧，那是好現象，同時我們也在學習 J ( 5606 )。

自以上面的描述，很難想像教綁在編製文化/語言課程的過程，必須花費多

少時間與精力去蒐集相關資料、撩解文化內涵、編寫教案、與家長和社甚至溝通，

再加上我獨教師在過去的教學生涯很少有機會自主設計課程，突然要求教師設計

課程，而且還必須與家長/社區成員共同設計，就好像要求一個還在學習走路的

小孩，同時學跑步般的困難，萬一教師本身對於原住民文化不甚熟悉或者是不喜

歡改變，將明顯感到工作量增加與責任加重，不僅影響老師參與課程規劃設計的

意眩，也可能引起反彈的聲浪，徹底反對整套社逼本位教育，不可不慎。

訪談成員深刻了解這項困難，也提出幾項解決策略，除了減少教師行政負擔

的訴求以外，他們也強調校長在學校變革的歷程仍具有引導的地位，因此在實施

社wi本位教育的整體變革過程，校長的態度與領導一定會扮演關鍵的角色，其中，

又以建立溝通與對話空闊最為重要，畢竟任何改革扮演必定會帶來不安與不確

'透過學校成員持續的對話，充分僚解社鼠本位教育的內涵，共同建構改革願

與策略，將可有效減輕學校教育工作人員的反抗聲浪或者是虛應上層的弊端，

R仙mond Road 學校校長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足{共觀摩參考(張琦琪、

, 2001 ; Cazden, \989; Corson,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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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區本位教育特別強調透過課程的重新設計，以拉近學生生活經驗和學校知識

之間的差距，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學生學習障礙的情況 (Corson ， \998) ，這正

是下一項工作的重點。

(二)家長/社區與教師共同設計課程

親師若要共同設計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訪談成員表示可以配合教育部推動

的九年一貫課程，設計以原住民社區文化為核心的統整課程，如訪談成員中的教

育宮員表示 「九年一貫的走向，都會報社區文化來規畫 j課程，以原住民社區文化為

課程規劃中心，是必然會做啦! J (EG08) 。

重新設計課程的進行方式，訪談成員認為應該先由教師與家長/社區共同決

定課程應該包含的文化內容，再由學校老師依據決定好的內容，編製教材。這樣

安排的主要原因，在於家長/社區成員比較了解社區的文化與語言，也比較知道

孩子的生活經驗，而教師貝IJ具備編製教材與學科知識等專業，兩者攜手合作可帶

來雙贏的局面，如同一位主任成員說

如果叫家長設計課程實在太苛刻了，可以交給學校課程規劃小組。但在

它之上，應該有一個決定課程方向的組織，這部分家長參與要多一點，

不要像現在只有一名家長代表 (SG06 )。

至於決定課程方向的小組應包括哪些人，訪談成員指出我國學區劃分並未曾

考慮原住民的部落組織，一所學校可能包含多個族群，因此，要決定哪些文化題

材融入課程與教材，非常容易引起爭執，最好還是以透過社區不同利益團體的協

商來決定，或是多利用社區主導的地方文史工作室 (CG03) ，以及傳統部落的集

會所( ClO\、 SG04 、 SG07 )的力量來進行統整與協商。

然正如前文提到家長/社區成員可能有缺乏時聞與意額的困難，成員建議有

心辦理的學校，應顧及家長/社區成具有空的時間，將共同討論的時間安排在晚

上耳其假臼辦理( CG02 、 SG04) ，或是轉換參與的形式，以問卷、電話( SG06) 、

寫信、電子郵件等模式詢問家長意見，而接受個月IJ訪談的大學教授則表示學校也

必須給予家長引導及尊重，虛心傾聽家長與社區的聲音，提高他們主動參與學校

的意願



或者是搭配當代科技來設計課程，如同挪威實施社區本位教育的原住民學

校，也曾將傳統文化和語言與現代科技媒體結合，應用於發展輔助教學資源之上

( Corson, 1998 )。一位原住民教師認為將來可行的方式:

我會讓學生製作絢頁並且經常主 IJ 絢站發表他的心得，享受他的思想或關

懷自己的部落，建立他對部 y萃的向心力。有了這個點，在外面讀大學或

者就業的人，他們也都會去看、去發表，這個點是對外的一個向心力

( SlO2 )。

目前，他的網站放入許多具有教育意義的資料，提供學生學習文化峙的另一

項管道，例如關於部落歷史的田野調查、傳統美食教學、以及配合母語課本所作

的網路教學等。

國內原住民學校在現階段透過親師合作窺劃以原住民文化為中心的統整課

程，時機非常妥當，因為該課程正符合教育部積極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強調絞

整與領域教學的編製原則，另外一方誼，透過類似連結社區經驗與學科知識的課

程，不僅可以協助學生加強基本能力的學習，社區也可以籍由課程編製與教學的

參與過程，統合內部多元想法，集結社區力量並自我增能，逐步擴大社區主導與

參與，達到社區本位教育的目的。除了親師合作共同規劃課程以外，利用原住民

社區/部落已發展的教育課程以及回復傳Mti社區/部落的教育功能，也是推動社

藍本位教育的可行途徑。

(三)結合役軍/部落教育的功能

由於台灣原住民各族都沒有文字，因此，台灣原住民傳統的教育「基本上以

整個部落為場域，以生活技能為引導，以前輩父兄為師長的終身學習教育。它透

過各式各樣的歲時祭儀、生命禮俗、禁忌、系統甚至樂舞的傳唱來達成不同層次的

教育巨標 J (孫大川， 2000 : 195)' 個別訪談成員中的部落工作室負責人也對此有

具體的描述﹒「某些傳統部落有會所，平時部落裡的人，工作後或沒事就會到會所裡

聚會，老一擎的會分享他們一天的綴驗，這些經驗不外乎是部落的知識，像是我今天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打獵比較好等等，晚輩就從中學習，得到很直接的知識J(CIOI) 。

因此，要談原住民教育就不可能忽略社區/部落在教育功能所扮演的角色。

房、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之研究 119z午添司月 張琦琪

加強教師對教育改革的認知也是學校可採用的策略，例如讓老師明白教育基

本法已明訂家長合法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力，以改變教師關起門辦教育的心態，轉

而歡迎家長與社區的參與，並視其為教育的助力 (SG07) ;或者是多利用九年一

貫 20% 的彈性課程，作為專業自主規部設計的時間，並將目前的努力與辛苦視為

過渡階段，累積這些經驗與資源作為日後課程自主的參考( EG08 、 SG06) :

但果這個學期作三個主題，覺得其中兩個很好，那把這兩個留下來以後

繼續教，這兩個就不太需要再費腦筋了!我想累積經驗以後，老師的負

擔不會很重 (EG08 )。

但是，最可貴的建議可能是鼓勵教師採用團隊合作的方式編製課程，這在國

外社區本位教育的推動過程已行之多年且效果卓著( Cors帥， 1998)' 訪談成員認

為這個方法也非常適用於我國，因此在去見劃l設計或執行課程的過程，除了可以跟

校內專精文化的老師換課之外 (SG07) ，也可與精通部落文化的教師或社區替老

共同合作完成，甚至團隊合作的幅度，也不一定要限制在自己的學校或社區，還

可以運用同族群校際資源共享方式，互相支援協助﹒

原f王氏(學校)可以嘗試打組織戰，目前某鄉的綜合活動領域，已由鄉

昶面參加讀書會的幾個老師在分配﹒，一或是說布農族有幾所學校來分

配，一個學校做一個單元 (SG06 )。

訪談成員中的教育局官員以其個人經驗，發現部分老師已經習慣獨立作業，

缺乏與他人合作的經驗，反而使得團隊設計更耗時耗力，形成反效果，因此建議

學校應落實教學觀摩與教學研究會的功能，協助老師放鬆控制慾'

的建議，加強合作觀摩的機會，習慣彼此分享教學心?辱，

(EG08 )。

另外一個克服教師憂慮的方式，

程，採漸進式的變革，從單元或綜合活動慢慢加入文化與語言的部分，

主題課程， r將我們的文化祭典也納入學校課程，像我們後天要辦打耳祭，

就是統擎的教學活動，讓社區做為老師，做一個教學群J ( SG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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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困擾，訪談成員並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但研究者認為經驗或

實作課程當然可以作為學校的正式課程，理由有二.第一，九年一貫課程鼓勵學

校視環境需要，以課程統整的精神設計綜合活動，而經驗與實作課程正秉持同樣

這樣的課程是學科性課程還是經驗性課程。如果談經駿的話，可能兩個

禮拜都要上山打獵，才是一個課程。如果擺脫不了現在的課程迷忍，還

是以學科為單位的話，我想會落入一個瓶頸 (SG06 )。

學校可以放多少時間給部落，不是部落可以決定的，要看學校允不允許

這樣做!要帶學校學生出去，第一，安全問題，就有一大堆的公函要往

返，第二就是教育部制訂的課程都是滿堂，到底允許多少時間給部萃，

讓小孩子去學習部落的東西?可否跟學校談: r可不可以把一些學校的

課不耍，拿到部落教室去上我們自己部落的課? J 比方說，這個禮拜我

們所有年輕人要參加部落教室的課，跟老年人去山上打獵，可能沒有辦

法上中學的課，學校是不是可以放人? (CIOI)

原住氏學校椎動中土豆本位教育之研究 121許添明 f長王奇琪

以師徒制進行母語/母文化教學的好處，也可以在國外找到佐證，美國加州

的師徒制語言學習方案，就是以社區力量讓孩童學會聽說母語的最佳例證。參與

師徒制的長者和年輕一葷的部落成員，每 f留禮拜至少花 20 小時棺處，全部時間只

用母語溝通，搭配肢體動作與行動，以最自然的方式有效協助原住民兒童學習文

化和語言( Hinton & Ahle凹， 1999: McCarty & Watahom啥呢 1999 )。國內原住民傳

統部落既然也有類似的的徒制，更應該好好推動落實。

結合社區/部落教育功能的另外一種形式，就是透過傳統部落集會所或者是

年齡階級組織，希望年輕人參與會所內的分享與討論，學習老人家經驗、傳統文

化或語言，學習手工藝，甚至體驗上山打獵等( CIOI )。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以社區文化語言為核.{;咱甘統整課程，或者是結合傳

統社區/部落教育功能的課程，一定會有部分內容必須讓學習者去親身體驗或實

作，或者到戶外或部落去學習，但若是真的採用經驗與實作的方式實施，學校與

家長的接受程度如何?在國內僵硬的規定下，學校又有多少自主空間能將這些體

驗課程當作學校的正式課程，以發展出實質的社區本位課程:

我曾經用母語在課程上穿插，發覺孩子的接收力很快，你跟他講數學，

說我們去回手里面抓蝸牛(!于、住民語言) ，他說「喔!老師我知道，我也

抓過 J' 這樣一方面教母語，二方面也跟他們的經驗連結，因為課本上

不會寫說去找蝸牛- 尤其教分數喔，你跟他講說吃地瓜啦!分成幾

份，他們就很容易瞭解( SG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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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種傳統部落教育白白據時代已逐漸瓦解，加上國民政府過去的漠化政

策，使得部落教育功能逐漸式微，為了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結合社區/部落的教

育功能，讓原住民從白己的文化和語言當中，重新拾回民族自尊與價值就變得非

常必要。訪談成員提供了幾種方式，包括利用社區已發展的教育資源，運用師徒

制進行語言與文化教學，回復傳統部落組織等。

國內已有幾處利用社區已有的資源來與學校課程結合的案例，如花蓮為太鞍

文史工作室，已將當地的沼澤文化發展出課程，許多學校都來這邊體驗與學習阿

美文化，又如嘉義的山美村希望呂復過去原住民與大自然間關係的力量，以社區

力量教導學生許多祖先尊重自然的法則。撒古流( 1998 )在其〈部落有教室〉一

書，也清楚描寫在現今的課程架構下，學校與社區共同設計課程，以及結合j京住

民文化與一般學科的可行作法，以社會科、自然科與美勞科為例，自學校聯絡部

落教室，聘請部落的史宮或懂得藥草、編織的老人到學校教學，或是帶學生到部

落體驗學習，學校老師則協助翻譯，並將上課的情形利用攝影、錄音或錄影做成

記錄，這些資料未來OJ成為編寫教材或部落教室研究之用。

結合社區/部落教育功能的另外一個作法，就是回復原住民傳統部落的師徒

制教學方式。回復部落傳統教學方式，不僅因為社區部落成員才是語言與文化專

家，由他們來教，更能使語言和文化的教學生活化與脈絡化:r師徒制的教學法在

原住民傳統部落複面，本來就有，倒如，r你會不會打獵?來，你跟我去川。

覺得師徒制非常可行，當我們把原住民傳統教育觀念跟現在課程連結在一起，

很有興趣了，覺得說『我爸爸也是這樣教我的jJ ( SG06 ) ，而且還可以邀請部落養

老用母語搭配學校課程，或是將母語成為輔助教學的語言進行雙語教學，在教室

內自然呈現，更能協助學生理解課本的知識.



進行社區本位教育的改革: r我們學校推展親職教育是在教會辦，像社區學習型活動

或是原住民社會教育活動，由學校爭取經費，請教會的牧師當我們的講師，藉由他們

的主自學或是家庭棲拜的類似活動，設計問題，請他們幫忙做推展的工作J(SG04) 。

3 安排進修與教學觀摩:

為提升教師專業與團隊合作的習慣，學校行政人員必須落實校內研習與研究

的實質功能，安排小團體的討論時間，分享及切礎教學經驗。像 Richmond Road

學校經常安排專業發展計畫、課程團隊會議以及各種研習與成長團體，並在圖書

館內提供專業斯刊，方便老師尋投資料 (Corson ， 1998) 。然以國內原住民學校大

多位於偏遠地區，不僅研習機會很少，且內容多偏向理論或都會學校的實務經驗，

無法滿足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囡此，學校應針對本校教師特殊需求，另闢多元

研習進修管道與教學觀摩機會，確實提升教師專業。

4.爭取經費:

充足與穩定的經費是頓利進行社區本位教育整體改革的關鍵要素，美國 Rock

Point 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由於經費多來自經常變動的聯邦經費，常使得推動

的課程方案或人事聘用面臨無米之炊，難以進行持久的革新，也因此造成社區與

學校成員之悶的衝突( McCarty & Wa但homigie， 1999 ) ，而這也可能是國內未來推

動社這本位教育會遭遇到的問題。訪談成員分享國內學校辦理文化活動經費的申

請情形:在過去，學校通常先擬定計畫，再向教育部申請，核准機會很高，但自

前則是由社區發展委員會具名，向原住民委員會、世界展望會、文化局、社教站

等申請，反而成為學校文化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 (CG02 、 SG04 、 SG06) ;不過，

也有成員指出補助機構一般會根據計畫的品質決定是否補助，因此，最好是商請

學校對這方商較有經驗的人才協助社區撰寫計畫( CIOI 、 CGOI 、 SG07 )。如此一

來，學校和社區彼此合作爭取經費，並由社區與學校共同籌畫，替孩子安排更豐

富的母語/母文化的學習環境與活動，可能是未來社區本位教育的走向:從事多

年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焦點團體成員甚至指出學校也可以和社區及地方產業合

作，結合教育與產業共同發展，也提供另一項經費來源 (CG03 )。

社區本位教育期望社區和學校能共同協商，創造適合當地學生需要的教育，

但如果缺乏學校自主權與上層教育行政機蹋的支援，即使學校和社區之間溝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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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來設計，其次，透過經驗與實作課程所設計的內容，正是讓學校運用社區的

專門知能以及文化實踐，使得學校能將知識的學習與兒童的多元背景及其生活經

驗相聯結，以彌補原住民學生長期處於主流課程與評量方式所造成的不幸IJ學習環

境。

類似的課程對學生學習有正面的幫助可以由國外經驗得知，或許可以減輕原

住民家長的疑慮，如美國 HuαlapaZ 社區和阿拉斯加的 Yup'ik社區，都是以原住民

社區生活與文化作為課程設計與教材編製中心，連結原住民兒童生活經驗到學科

學習的成功案例(張琦琪、許添明， 2001 ; Cars凹， 1998 ) : Gulibert ( 1998 )的研

究也指出，社區本位教育方案能成功連結學生學習至社區生活經驗，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投入和積極參與，加上學生學習內容圍繞著社區議題，能與家長或社區

成員分享在此課程學習的內容，不僅加強學生對於社區的承諾，也提高社區成員

的環境意識。

雖然訪談成員與研究者都支持國內原住民學校椎動社區本位教育，而且也提

出許多具體可行的實踐策略，但不可否認，這些策略仍需要獲得學校與教育行政

當局許多的變革與支援才可能奏效，而這正是下一小節處理的重點。

(四)學校與教育行政當局的變革與支接
為順利推動圍內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訪談成員也指出學校與教育行政單位

應盡力提供有利環境，支援改革的各項需求:學校行政應引導整體學校和社區成

員實踐社區本位教育，給予改革過程中充足的資源與協助;教育行政當局則應下

放權力並擬定改革的自己套措施，改善整體環境。

在學校行政方面，訪談成員認為可以在下列方面提供適當的支援:

1 扮演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潤滑劑:

家長社區參與校務，剛開始必定會因不同立場、

有爭議或衝突，此時學校行政人員居問協調的能力就很重要，

之間的潤滑劑，一方面保護老師，另一方面緩和家長的情緒 (SG06 )。

2 善用才土豆現有資源:

社區本身擁有許多文化資源，像是母語的歌謠班、小朋友主日學、

契、文史工作室、集會所等，學校行政人員應妥善閃發利用這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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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到以原住民社區文化語言為核心規載的統整課程，或者是結合傳統社區/

部落教育功能所設計的課程，可能會有部分內容屬於經驗或實作課程，需要學生

到戶外或部落親身體驗實作，如果依照學校目前的規定，許多學校在進行九年一

貫課程的區塊排課都有困難，更遑論到部落或戶外進行長達數天的實作課程，訪

談成員也因此建議教育行政當局應該給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學校更多的課程自主

權。

3 加強母語/母文化師資來源與進修:

學校推動社軍本位教育，勢必加重母語和母文化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份量，

造成這方因專業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對增加，雖然學校現有原住民籍教師可以承

擔，但一位社區人士指出真正懂得母文化和母語的專業大多數都在體制外的部落

成員( ClO l )。雖然政府也已經通過原住民喬老或專長人士的審查認證制度，學校

可以聽講有證照的替老擔任兼任的母語教師，給予固定的鐘點簣，這確實有助於

母語教育的推動，但也於這些教師仍屬兼任性質，鐘點費也不高，再加上地位也

僅止於助教性質，一定會影響這些教師的教學效果( Gilmore & Leonard, 1999) ,

而這點對於大多數處於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學校而言，有時會有騁不到人的情況發

生，一位訪談成員就表示， I外騁的母語老師就算有鐘點費，一堂課才多少錢?人家

不見得會來啊!今天高興來，不高興就不來，我們也不能怎麼樣，這在偏遠學校是長

存的問題。未來有沒有可能納入學校正式的編制?一個地區一個老師，這樣鐘點也

夠，一個月的薪水四萬五萬，至少補貼一點生計! J (SG04) 。

即使給了母語/母文化教師合適的薪資與地位，由國外經驗得知，這些教師

仍需要有關教學方法、課程、教材發展等專業方面的進修與司II練 (Gilmore &

Leonard, 1999 ) ，不能因為他們精通母語/母文化，就假定他們也有教育專長;而

這方面的訓練與進修，由於人數瞬係，最好是由縣市政府或更高層級的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

4 賦予家長教育選擇權

窗外椎動社區本位教育，通常也賦予家長合法的教育選擇權，可以自由決定

要不要讓自己的孩子就讀雙語或全母語學校或班級。對此，研究者也想暸解國內

推動社區本位教育時是否應搭配家長教育選擇權，訪談成員中的位家長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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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最好的治校構想，也可能受限於權力與資源而無法發揮，以下是訪談成員

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協助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四項建議:

1.改變校長遴選制度﹒

如向前文敘述，校長在推動國內原住民學校扮演關鍵的角色，但我國校長仍

大多由上級行政單位派任， jj~使少數幾個縣市採遴選制，家長社區代表的影響力

依舊非常有限，使得校長與家長/社區的陳係全憑校長個人的認知，主持人因此

拋出一個構想﹒「如果校長遴選委員中，家長與社區成員佔多數，會不會對社區本位

教育更有利? J 縣府教育官員的回應是， I不會。家長/社極成員超過半數，會很糟

糕，請客的啦 1 或經營特別關係什麼樣的! J (EG08) 。然而，部分成員卻認為社區

和教師比例多於教育主管機關一定會比較好， -{品社區成員說， I當然比較好啊

如果是教育局多，還上不好的校長，我們社區就會怪上街的啦!但如果說是社區選

的，好與壤，社區自己會負責 J(CG02) ，另一位主任也回應說， I學校是為社區辦

教育，還是為縣政府辦教育 9 學校教育的好壤，誰應該負責?如果家長遠的，辦不好

我們自己負責，自己跟校長談:但如果縣政府票數比較多，影響力大至'IJ可以決定一倍

校長，辦不好，那社區家長要跟誰講?校長只要看上面的臉色就好了 !J(SG06) 。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了解教育行政當局比較擔心防弊的問題，而學校與社區

成員則關心切身權益的受損，何者對社區本位教育的推動較為有利應不難理解，

但我們可區此看出政治現實的角力，無論是將校長遴選決定權轉交給家長或社間

成員，或者是其他權力的下放鬆綁，恐怕都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2 鬆綁學校組織編制與課程決定權:

為了順利推動社區本位教育，學校勢必要加強學校與社區之間的聯繫'如一

位主任說， I教育主管機關應適度調整組織編制，例如也許在學校行政，增加社區發

展、文化發展處或者公關處，讓學校跟部落能夠有更大的協調力 J(SG06) 。學校若

能視個別狀況，自行調整增加有關社[瑟發展的公關處室，不僅能加強親師悶的溝

通與合作，並可以減輕老師的行政負擔，有助於涼f主民學校椎動社區本位教育，

訪談成員因此建議教育行政單位下放組織編制的權力給學校自主，依照各校的需

求作不同的調整。

教育行政當局應該下放的另一項權力，就是課程決定權，在本文的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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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j嘉明

目前原住民教育政策仍停留在 Churchill 的第三與第四階段，該文囡此建議我國應

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以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精神，讓原住民成為教育的主體，

而且建立符合原住民需求的教育體系，徹底解決原住民長期處於教育的弱勢地

位，將原住民教育政策向前躍進到第五與第六階段(張琦琪、許添明， 2001 )。

本論文正延續上述理念，邀集國內長期從事或關心原住民教育的專業人員，

以焦點團體與個別訪談法，鬧一套適合我國原住民學校推動社區本位教育的做

法。我們發現訪談成員都支持圓內原住民學校應立即推動社逼本位教育，以徹底

解決原住民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但成員考量國內日前的教育生態，建議在推動

過程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對於國外社區本位教育要求將學校教育的控制權回歸

給社區與家長，以及要求學校以原住民母語或雙語教學的作法，先行保留不做;

而是由學校先以開放且謙卑的態度，主動邀請社區與家長參與學校事務開始，並

且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讓社區家長與學校老師共向編製原住民文化與語言

為核心的統整課程，一方面連結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科知識，以協助原住民學生學

習基本知識， 方面加強社區與家長對參與學校事務的能力，訪談成員也建議原

住民學校也應多結合原住民社區/部落的教育功能，如馬太鞍文史工作室、嘉義

山美村、撒古流的部落教室，以及回復傳統的師徒教學與部落集會所或年齡階級

組織，最後，訪談成員也對學校行政與教育行政當局提出建議，包括學校行政應

扮演教師與家長的潤滑劑、善用社區資源、安排進修與教學觀摩、爭取經費等，

而教育行政機關則應適度調整校長遴選制度、鬆綁學校組織編制與課程決定權、

加強母語/母文化的資來源與進修、賦予家長教育選擇權等， ι 質利原住民學校

于動社區本位教育，有效提升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協助其在知識社會的生存能
川。

不容否認的，依據上述訪談成員意見所推行的社區本位教育，仍帶有濃厚的

學校主導色彩，而不是社區本位教育所強調的家長/社區成員的自覺與主控權，

但我們同意加拿大學者 Michael Fullan ( 200 I )對教育改革的看法，他研究教育改

變三十年之後，認為「教育改革並不只是推動最新的政策而已，而是要去改變教

室、學校、學區、大學等的文化 J (頁 7) ，所以，我們如果要在國內推動社區本

位教育，也勢必要關注圈內學校教育的文化，考慮執行這項政策的第一線教育工

=b
E用1

喜聿、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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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選校沒有必要，因為她選校的原則是:r我會考量車程的問題，完全以離家的

距離，小孩子方便在學校聽課的要求為主，其實教書都差不多啦?我相信自j別的學校

也一樣。如果有聽到老師教的不好，我們可以直接去學校反應，找校長溝通，不覓得

一定要轉校J(CG02): 另外一位主任以他的學校對原住民家長選擇學校考量因素

的問卷結果，有相同的發現:r因為實施自由學盔，我們怕學生會流失，就給家長做

一份問卷: r想離開學校的原囡J !後來我發覺到l有三點﹒第一，只要離家近，他就

要去!第二，只要原住民多的學校他就要去;第三，社盔的學校一定要支持J( SG06) 。

雖然上述討論結果顯示原住民家長對選擇學校的考量，似乎與學校特色或辦

學績效無闕，{旦研究者推測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目前的學校並

沒有發展特色，導致每所學校在政策走向、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等方面相差不遠，

所以家長根本不會產生選擇權的需要。如果說有一所學校辦出特色與績效，如強

調母語/母文化教學，而且學生學習成就也提升不少，這是否會引起家長不同的

想法呢?我們當然沒有答案，但我們相信社區本位教育強調家長/社區取回教育

的控制權，一定會有少數家長不贊同學校/社區共同擬定的教育理念，為了不犧

牲他們的權益，研究者認為將來在推行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鼓勵各校發展經營

特色時，教育主管機關仍必須嚴及家長的需要，給予家長選校的白主權。

Churchi日( 1986)曾根據少數族群語言文化在政策認知與合作程度的不同，

部分為六個進展階段，前面四個階段屬於少數族群團體企圖追求與主流有福向社

會、文化與語言的成就，並以此當作教育的目標;在這四個階段，主流文化仍掌

握霸權地位，教育目標也由主流團體建構，缺乏與少數族群語言與文化和解與溝

通的誠意，到第五與第六個階段，主流團體才開始質疑單一文化語言的社會，關

注少數族群的文化與語言價值，並在教育目標與學習成就方面，開始與少數族群

團體共同合作擬定(各階段詳細內容，請參閱張琦琪、許添明，2001 )。以此六階

段反思圈內原住民教育，發現我國即使在民國 80 年代以後，雖已考慮到原住民的

語言與文化，並立制訂原住民族教育法，但因該法仍欠缺許多自己套措施，原住民

民族教育也仍以「附加」方式，放置在團體活動或鄉土/母語課程，歸納出我國



族籍 性別 編號 身 份 訪談詩間

排灣族 男 CIOI
藝術工作者 4/30 2:00-4:30 pm
部落工作室負責人

排灣族 男 SI02 原住民國小組長 4/30 1O:00-1l :25am
卑南族 男 UI03 大學教授 4/19 1:00-2:15 pm
阿美族 男 SI04 原住民圈中校長 4/21 12:45-2:00 om

族籍 性別 編號 身 份 (每訪次談2時5 小閱時)
布農族 男 CGOl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3/15 、 3/29 、 4/12 、 4/26

阿美族 女 CG02 家長代表 3/29 、 4/12 、 4/26

向美族 男 CG03 社區總體營造 3/15 、 4/12

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泰雅族 男 SG04 原住民蚓、校長 3/29 、 4/12

布農族 男 SG05 原住民國小校長 3/15 、 3/29 、 4/12 、 4/26

太魯閣族 男 SG06 原住民國小主任 3/的、 3/29 、 4/12 、 4/26

泰雅族 男 SG07 原住民國小主任 3/15 、 3/29 、 4/12 、 4/26

漢族 男 EG08 縣教育局官員 3/15 、 4/12 、 4/26

漢族 男 UG09 大學教授 3/15 、 3/29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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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訪談資料

附錄一訪談成員資料

焦點區體成員資料

Ps 編號代表

C : Community 社區成員
S ' School 學校成員

E : Education 教育主管機關

U : University 大學教授

G , Group 焦點團體成員
I ; Interview 個別訪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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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家長/社區成員的想法，因此，本研究訪談成員建議先行保留最受爭議的

部分， f堇採間可以被接受的漸進式改革，逐步改進學校教育工作人員與家長/社

~成員的想法，並且透過雙方不斷的對話與參與，自我增能，最後達到家長/社

區成員看自信與自覺回復原住民在教育的主體性，取回教育的控制權。這穫作法

就像疼愛小孩的母親，小孩抱怨晚餐中的葡萄乾不好吃，母親慈祥的挑出葡萄乾，

讓小孩快樂的事用其餘的美食。



(由家族親戚或社區人士指導兒童學習母文化或母語等相關知識)

二、學校行政方面

1.如何解決學校經費不穩定對原住J3，';社區本位教育實施的影響?

校長帶領學校成員與社區成員進行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改革的具體領導方

針?

(如陳放社區參與、安撫教師抗拒改革聲浪、帶領行政人員支援教師動社區

人士)

2 學校行政應該給予哪些支援?如何做?

(1) 針對社區成員參與學校(不習慣或不知道如何參與)

(2) 針對教師(教師工作最增加、不習慣合作)

3.如何解決社區人士擔任鄉土/母語教師可能遭遇的問題。

(缺乏正式聘任、薪資與地位較低、缺乏安排適當的進修)

第四次焦點圍髏訪談大綱一教育主管機關的權力下放與支援

根據前三次討論的資料，得知國內原住民學校實施社1&本位教育可能要克服

的困難有﹒整體社會主流價值觀、單一的升學管道、母語/母文化無法延續、家

長參與以及學校變革的意顯與能力、社區擔任鄉土/母語教師等問題，針對這些，

主管機關可以給予什麼樣變革空間與支援，將在下列問題中討論:

一、實施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需要教育主管機關下放哪些權力與提供哪些

支援?

1 家長疑慮:如訂定課程級標準綱要、建立雙軌體系。

2 校長遴選﹒如何才能找到願意與社區一起參與教改的校長 7

3 教師負擔:如何減輕教師的負擔?如建立鄉土/母語教師的認設制度、提

供教師團隊合作需要的時間及能力、給予教師在織進修、額外的經費、增

加教師編制等。

4小型學校 如負擔行政業務、經費遠用的彈性。

5 責任績效 評估學校實施社區本位教育的成效。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對於原住民學校的影響是?可能會遇到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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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君主團體訪談大網

第二次焦點軍體訪談大細一原住民家長與社區對學校教育的控制權

一、對原住民家長動社區人士主導學校教育的看法是?

1.由家長與社逼人士的角度來看

2.由學校教育人員的角度來看

二、實踐的可能議題

I.~a何克服家長與社區人士不相信自己擁有主導學校教育能力的問題?

(家長不相信自己能改變什麼→過去負面的學校經驗，以及社會、經濟、政

治地位較低，難以挑戰學校權威)

2.如何改變學校對家長/社區主導學校教育的觀感?

(學校主觀希望的參與方式→忽略貧窮勞工階級的參與方式，

三、「老師說家長聽」或「配合」學校的參與方式)

1 如何提升社區與家長主導參與的權力與能力?

2 如何整合不同意見?

(如學校與家長/社區之間，不同教派之間，不同族群之間，不同群體之間)

第三次焦點團體訪談大綱一學校方面的變革

一、課程與教學方面，傳統文化/母語與知識是否能達結 7

l 對於學校實施雙語/全母語教學的看法?實施上有何困難?

(所謂雙語/全母語教學是指部分或完全以母語為學校的教學語言或溝通語

言)

2 以原住J3，';i社區文化作為課程援部之中心議題的可能性?

(這是指打破學科界線，將社區文化作為主題教學的中心，或在課程教材製

作方面搭配社區特色)

3.團隊合作的課程設計或教學型態在質施上有何困難?如何解決?

(囡為教師工作量增加、專業受到挑戰，教師必須彼此合作與支援)

4.在文化或母語教學方面，推行研徒制的可能性?有何困難?

許添明 f長王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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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國民教育經費基本需求

財政公平效果之檢討

陳麗珠

摘要

教育部依據《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規定，於 92 年度首度發展出計

算公式，益試算出 92 年度各地方政府國民教育經費的基本需求，作為行政院

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分配一般補助款的依據。本研究分析國民教育經費基本需

求三種公式 最適班級規模公式、邊際學生單位或本公式、與縣市最忠公式

試算結呆的財政公平效果，並且根據分析結果，對教育決策者提出採行方案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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