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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基本概念 

    不可諱言的，長期以來由於受到優勢族群與其優勢文化的擠壓與

侵剝中，原住民的主體性教育與自主性的行政，在多少歲月的困苦過

程中，不但優良的傳統文化包含母語及其他技藝習俗等都無法有系統

的予以保留，尤其更面臨了被破壞、被岐視、被丟棄的危機。近十餘

年來原住民的人口增長很有限，而死亡率顯著提高，甚至外勞在台灣

的人口數比原住民的總人口數還要多，這是多麼不幸與悽涼的情景？

目前當務之急是如何把握「原住民族教育法」賦予原住民族教育自主

權，在政府積極有力的支持下，完整並有系統性的規劃原住民教育政

策來進行「原住民文化教育復育運動」，也就是開創及重建原住民整

體的、文化的、教育的、生活的改造運動，使原住民的生命與生態全

然再度出現在這個嶄新的社會裡，甚至傲視於國際社會中。否則，我

們將成為「黃昏的民族」及「失根的民族」。所以本研究透過各種文

獻的探討與基本概念的論述，以強固原住民族教育的政策與體系建立

的理論基礎，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第一節  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建構的基本概念 

    從國內外許多有關當地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與體系的文獻與論述

中發現，無論從政策、教育、文化、經濟⋯⋯等都能給予當地原住民

族在憲法上、法律上、政策上基本的保障措施，使其能與主流社會共

生共存共榮，就拿美國布希總統任命黑人傑出女性領袖賴斯為國務卿

為例，就顯示出美國的民主政治精神與建國的理想性是值得世人所敬

佩與學習的。本文擬從幾個方向來論述我國原住民教育政策體系建立

的基本概念： 

一、民族的自主性與平等性 

    根據1993年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有自決的權利

」（第3條），「原住民有不遭受種族與文化滅絕之集體與個人權利（

第7條）」，「原住民族維護並發展其特色與特徵之集體與個別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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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原住民有權施與恢復其文化傳統與習俗（第12條）」

，「原住民兒童有接受該國政府提供之各階段各種各類教育權利」。「

居住原住民社區之原住民兒童，有接受其文化與母語為內容與媒介之

教育權利」。（第15條）「原住民族有使其文化、傳統、歷史目標的尊

嚴與多樣性呈現在各式教育與公開資訊中之權利。」（第16條），「

原住民族以母語設立自己的媒體之權利」。原住民亦有接觸各種非原

住民媒體之權利。（第17條），「原住民對於自身之文化與智慧財產權

之完全擁有權、控制與保護，有獲得承認之權利。」（第29條）。從

以上的諸條文中非常明白並揭示了人類各民族相互尊重及賦予少數

民族有其自主性、自決性的重要宣示與精神。也就是提示了原住民在

大熔爐的社會洪流中，可以依其各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與藝術、習俗

等具有相當的主導性之權利與力量，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

任何國家或政府不能忽視的努力目標。 

    除了民族的自主性之外，賦予各民族間的相互平等性顯然更為重

要。自主性是達到平等的基石，更是追求人類社會正義的必要途徑，

捨此即無所謂的社會公義可言。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族主義時就

曾說：「民族主義即是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為他種族所

壓抑」；又說「民族主義就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任卓宣，1984

）。這裡所指的就是一個民族不得對其他民族主張一般的優越權或予

以岐視的待遇。所以在其文言本三民主義中說：「漢族當犧牲其血統

、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

誠、合而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斯為積極之

目的也」（郭炳昌，1988：40）。所以，這裡說的很清楚，民族平等是

國家施政的重要目標與努力方向，優越的民族更應該盡其責任扶植弱

小的民族，使之達成社會安定，國家祥和及世界和平的理想目標。 

二、發展多元文化教育與族群融合是世界的潮流與趨勢 

    台灣已經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光是早期被認為已經在島上居住最

久且已數千年的原住民同胞就有十二個種族；加上陸續由中國大陸移

民來台的各種不同族群；接著又受到全球化、國際化的影響、外籍勞

工、外籍配偶又成為新加入台灣這塊土地的成員，其人數正在不斷增

加，特別是外勞的人口已經超越了原住民的實際人口數。所以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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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有必要改變傳統的所謂閩客之分，漢番隔離，本土與非本土

之爭的舊思維，而必須從整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遠見，調整漢人或大

沙文主義的優越心態，以卓越的思維與政策重新佈局台灣的未來發展

，更重要的是必須將兩岸的關係納入重要的施政目標，因為那是台灣

發展與繁榮的關鍵因素，必竟中國文化與台灣各族群文化是密不可分

且是一體的兩面。 

    事實上，從荷、西殖民時代，到明、清推動邊政和台灣拓墾，再

到日據時期的侵民文化政策，台灣原住民族從早期住居本土的主人，

逐漸淪為被統治者。在開發者掠奪心態與霸權文化的支配下，原住民

的生存空間被隔離，政治權力受到限制，民族文化亦備受岐視。因為

從台灣的歷史發展來看，少有民族在統治這塊土地上給予原住民文化

相當的尊重或重視，不是消極作為就是予以同化，這是扼殺原住民族

文化歷史的悲慘史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其目的固然是要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但扶持弱勢族群（

Minorities）更是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尤其該組織於1993年發表「

原住民權利宣言」（Draft Declaratior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並在其下成立「原住民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eoples），使原住民爭取到國際中不同於「弱勢族群」

（Minorities）的民族地位，這是相當關鍵的，因為「弱勢族群」並

不享有「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權利，而「民族」則享有

這些權利（李瑛，1999：161）。所以發展多元文化與促進族群融合是

相輔相成的，它是包容性的、建設性的、健康性的，對整體社會的和

諧與進步絕對是正面的意義。所以台灣必須呈現更多的多元文化，展

現具有包容性的社會性格。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確有許多美麗的，可愛的，珍貴的文化歷史與

獨特的民族技藝，如果讓它發揚光大並珍惜它，它必成為台灣這塊土

地的重要歷史資產。有一個名叫寶島客家電視台即有播出原住民各族

群的節目，效果與取材都相當良好，重要的是它是在促進族群融合與

包容各族群文化的教育意義。 

三、教育機會均等是憲法賦予國民的基本權利 

    1995年10月教育部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承辦「教育優先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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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規劃」的研討會，並提出所謂的「教育優先區方案」（

Educational Priority Aveas Scheme），其主要精神在於「教育機會

均等與教育正義原則」之把握，試圖以「積極性差別待遇」來補償教

育條件居於不利地位之區域或族群，提供其較多的教育資源，以改善

弱勢地區之教育環境條件，提昇弱勢族群之教育品質（黃森泉，2000

）。事實上，教育機會均等應該是民族平等精神的延伸。我國憲法對

於國民受教育的機會都有明白規定，例如第一百五十九條即明確宣示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第二十一條也規定，人民有受國民

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其中第一百六十條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

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復

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

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十二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

、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

律定之」。 

    教育機會均等的概念已被全世界所有國家所認同，它既是人類社

會的一種基本權利，也是消除社會不平等待遇的最高標的。我國的國

民教育之普及化已為世界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這是因為憲法明確規定

所作的重大貢獻。前教育部長是林清江教授（1995）提出有關教育機

會均等的概念時，他認為應該有三個階段的意義：第一個階段是重視

入學機會的均等；第二階段是重視最低受教年限的實施，並要求各類

背景的學生能在相同的學校受教，接受相同的課程，並享有相同的教

育資源；第三階段則強調不同背景的學生接受相同的教育，受到良好

的影響之後，均能成為社會棟樑之材。所以教育機會均等乃是當今世

界教育的潮流，無法阻擋更不能抗拒，不論任何種類、地位、性別、

宗教及貧富，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發揮人類或個人天賦潛能，創造

人類自由、民主平等與尊嚴的基本價值。至於貧苦及弱勢的個人及族

群，國家當以法律訂之並予以保障及扶持，這是人權問題也是文明與

民主國家必須重視的重要課題。 

四、藉原住民族教育體系之建構，及民族文化課程的有效制度，

建立族群自我認同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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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訪談譚光鼎教授過程中，他數度稱讚毛利人是具有強烈的

民族認同感及使命感的民族，相較於台灣的原住民同胞，有部份人尚

不敢在別人面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身份或隱藏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實

在有值得檢討與反省的地方。毛利人自所以有強烈的民族尊嚴與民族

自信心，主要的還是他們建立一套自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

民族文化課程的整套設計制度，使毛利人的民族文化傳統得以自幼兒

開始就能生根發展。尤其1980年代毛利幼兒教育發展最具象徵意義

的是「幼兒母語中心」的成立，其成長達45％。毛利母語中心(Te 

kohanga Reo)－發展毛利母語的溫床，提供一個完整的學習環境，使

學齡前幼兒能在潛移默化中學習毛利人的語言文化，甚至各種價值觀

念。毛利人將這些激增的母語中心視為其語言文化再生的重要生機所

在，並積極參與(牟中原‧汪幼絨，1992)。除此而外，在紐西蘭許多

的中小學教育，也提供毛利語相關課程給一般學生選修，以英語或單

純用毛利語來教授課程。反觀我國自幼兒園、小學、國中、高中⋯⋯

大學的課程設計，都反應在針對全國一般性、普通性、一致性的設計

方向，無論是閩客族群或外省、原住民族群，都千遍一律的使用漢語

，遑論使用個別民族的語言教學，或編輯各族群的文化課程作為教材

。 

雖然近年來政府在各縣市推動各族群的「母語教材」的編輯工作

，但在教材內容、淺易深度與適用與否都有商榷與檢討的地方。當然

，原住民文化的嚴重流失，特別是「母語」的嚴重消失與唯我獨尊的

「漢化教育」有著絕對的密切關係。原住民失去了民族文化教育的自

主權與主體性，當然就無法建立民族教育體系的完整制度。因此，為

了紮根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根，使原住民族的所有同胞能認同自己的文

化，進而有抱負性的胸懷來捍衛保護自己的優良文化，唯一的途徑就

是需要建立一個自幼兒、小學⋯⋯到大學的原住民族的教育體系；並

在多元文化及族群融合的大熔爐中，各族群能互相學習與尊重並包容

各族群的文化，相信台灣原住民族的優良文化，將會展現一線生機，

並認同自己的文化與族群身份，以做原住民為傲為榮，那麼，原住民

族將不會是「黃昏的民族」，而是「旭日東昇」，有作為、有朝氣、有

方向、有生命力、更是有使命感的優良而堅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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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澳、紐等國的原住民教育概況 

壹、美國的原住民教育概況 

    2003年度原住民教育學術研討會於2003年10月3日4日在台

東大學舉行，會中邀請美國學者Dr.Champagne對其在美國所進行的

「部落本位的學習社區與教育改革」（The tribal learhing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exchange）的經驗進行專題演講。另外，

（周惠民，2003）也於會中發表論述，將美國從殖民時期至現階段的

原住民高等教育現況與發展做了詳細的介紹與分析，周惠民（2003

）在文中歸納，殖民時期的美國白人移民最初以原住民的救贖者自詡

，對原住民教育的手段也主要在擴展其「優越感」以及成就其政治上

與經濟上的目的，故當時所提供給原住民的只是最基礎的教育訓練，

雖然有少數熱心的白人傳教士試圖改善原住民的教育層次，但效果不

彰。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早期進入大學深造的美國原住民學生的共

同負面經驗包括了文化價值衝突，生活適應困難，語言學習障礙及社

會岐視等。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原住民高等教育訓練則發展緩慢

，原因除了經費困難，但主要是來自於部落的抗拒，因為原住民無法

適應白人所安排的遠距教學，他們寧願留在部落裡維繫傳統的生活及

教育方式。在這三個世紀中，能夠從美國大學畢業的原住民竟每年分

別都未超過十位，因為只有極少數的原住民能夠忍受學習環境的困難

和文化認同的衝突。所以總括來說，殖民時期的美國原住民高等教育

是失敗的。 

周惠民（2003）在文中更指出：「長久以來美國原住民高等教育

的過程和方式都是由白人所建構，課程與教學的內容也充滿主流的意

識型態，原住民部落在教育上並未取得任何自主的空間，這種情況一

直到十九世紀末才稍有改善。」這樣的歷程也從 Dr. champagne（2003

） 的專題講演中得到印證。他特別強調他十多年來接觸當地原住民

族的教育與發展的議題中，其最大也最深的心得即是：我們一定要放

下自我（本來我已存在的經驗與價值），放空之後回歸本性，回歸自

然，才能真正知道與欣賞原住民的想法，並且依循其想法後，才能協

助其規劃適合原住民族需要的教育目標，內容方式；若不能放下原本

已有的經驗價值，則一切的設計與規劃終將失敗（他說他經失敗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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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無法知道他們（原住民）真正需要什麼。 

    討論美國的原住民教育政策，不能不研究以印第安那人為主的教

育政策問題。雖然美國在獨立之前把居住在北美的印第安那人當作是

一個具有主權獨立性質的國家，但那是因為美國本身的力量尚無法形

成氣候所致。事實上，同化及一體化的教育政策乃是美國不遺遺餘力

必須執行的國家政策。張駿逸教授（1998）在其「原住民教育的他山

之石」論著中說：「美國對於印第安那人的教育就是一種訓練與教導

的系統，好讓他們變成美國公民，也讓他們和我們一樣有福氣地享受

相同的一切。使他們具備與白種人競爭的能力。透過教育為媒介，可

以培育印第安人的下一代與其白種兄弟和睦相處，享有溫馨精緻的家

居生活，愉悅的社交活動，豐富的交易收入以及來自文學，科學、哲

學的滿足，更重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宗教所賦予的慰藉」。 

我們從這段話來看，好像是一個非常具有善意而美麗的建構藍圖

，事實上，它背後所呈現的意義卻是一個偏差的、惡劣的是有計劃性

的想以教育為媒介，將印第安人予以同化，這對印第安人維護其固有

的民族文化及教育的自主權，是嚴重的傷害與剝奪。但在印第安人不

斷地努力爭取下，特別是在1960年代，因族群的衝突而使美國不得

不走向多元化的社會，使得印第安人的民族自決運動有了新的契機。

例如美國國會在1972年通過的「美國原住民教育法案」（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Act）及1975年通過的「印第安自決與教育援助

方案」（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

Ｐ．Ｌ93-638）（轉自張建成，2000：301），印第安人的教育自主權

才逐漸交給印第安人自己的手中，目前印第安人教育設計是採取雙管

齊下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指除了一般所謂的教育體系之外，也兼採

部落學院(tribal- Controlled Colleges)的教學方式進行其民族文

化的課程設計，相當程度地尊重印第安人的歷史與文化的維繫與發揚

，類似的學校在全美已有30餘所，並賦予頒授副學士及學士學位的

證書，雖然這樣的課程設計仍有不完整的地方，甚至願意留在區內就

讀的原住民學生不多，但仍是一個可以值得借鏡及參考的教育方案之

一。例如譚光鼎教授（2002：227）在論及其課程結構時，也曾引用

（Stein,1999:265）的觀點來說明，其內容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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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文副學位（Associate of arts）：提供給將來預備進入四年

制大學的學生學習，內容通常包括普通學科、商業管理、部落研究或

美國原住民研究、社會科學等。 

　  二、科學副學位（Associate of science）：此類課程也是為將來預

備進入四年制大學的學生所開設。典型的內容包括商業管理、健康科

學、工程學先修課程。 

　  三、應用科學副學位（Associate of applied sciencce）：此類課

程結合實作科目與一般學科，專為準備就業者所設計。典型的內容包

括人類服務（Human services）、資訊科學、部落語言、辦公室科技

（office technology）、部落行政實務。 

　  四、一年證照課程（one-year certificate）：此類課程主要在增進

部落居民的就業能力，課程內容強調職業訓練和實務操作經驗。由於

各部落的經濟環境不同，此類課程因地制宜，一般包括行政技能（

office skill）、健康科學、旅店管理、汽車交易、機械裝配等。 

總體來說，雖然美國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因美國自由民主及重視

人權的社會，帶來許多原住民族自主性的教育方案。但因其在文化、

家庭、環境、心理等不利的因素下，其學習成就及教育成就仍然難與

主流社會相比較。依據譚光鼎（2002）引述之資料，可以說明美國原

住民學生就學情形，其實和台灣原住民是相當類似的，其情況見表1

、表2。 

表1  各類高等教育機構之印地安人學生就學情形 
 1993             1994              1995 

  類  別 Indian    全 國     Indian    全國  Indian    全國 

                 學生              學生               學生 

  男     42.1%    44.9%    41.6%  44.6%   41.7%    44.5%  

  女     57.9%    55.1%     58.4%  55.4%   58.3%    55.5% 

公立四年大學   37.7%    40.9%     37.3%  40.8%   38.7%    40.8% 

公立二年學院   49.7%    37.3%     49.6%  37.2%   48.0%    37.0% 

私立四年大學   10.4%    20.2%     10.7%  20.5%   11.3%    20.7% 

私立二年學院    2.2%     1.6%      2.4%   1.5%    2.0%     1.5% 

  大學部    92.6%    86.2%     92.2%  85.9%   91.9%    85.8% 

研究所     6.0%    11.8%      6.4%  12.1%    6.5%    12.1% 

技職教育     1.4%     2.0%      1.4%   2.1%    1.6%     2.1% 

     資料來源：Pavel,1999, .245            （本表引自譚光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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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等教育機構中印第安原住民人數和一般學生人數之比較 

                        1976－1977                   1993－1994 

                        原住民學生                   原住民學生 

   學位類別       全國總數   人數   比率%     全國總數   人數   比率% 

   副學位           404956    2498    0.6        539691     5492    1.0 

   學士學位         917900    3326    0.4       1160134     6606    0.6 

   碩士學位         316512     967    0.3        397629     1621    0.4 

   博士學位          33126      95    0.3         44446      130    0.3 

   一級技職學位      63953     196    0.3         75800      412    0.5 

   合  計          1736537    7082    0.4       2217700    14261    0.6 

    （副學位－associate degree；一級技職學位－first-professional degree） 

資料來源：Pavel et al.,1999：71; Pavel：.246          （本表引自譚光鼎,2002：217

） 

貳、澳洲的原住民教育概況 

    澳洲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位於太平洋南方，北邊與新幾內亞

、印尼等國家為鄰，東南方為紐西蘭，領土面積高達768萬平方公里

，地域遼闊，為南太平洋的一塊次大陸，其人口則包括原住民、白人

、亞洲及大洋洲移民，其中以英裔白人為主（譚光鼎，2000：149）

。但由於澳洲長期受到英國的殖民統治，故其文化仍以英倫文化為主

體。根據1998年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的統計，澳洲全境人口約有1800

餘萬人。就如同台灣一樣，在白人尚未進入澳洲之前，當地的原住民

早已在族群居住達數萬年之久。儘管如此，澳洲原住民的命運─如其

他國家一樣，不免會受到主流社會的侵蝕與管制，因此在澳洲英倫文

化就成為唯一的主流文化。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指定的重點學校

內設立了有關各原住民相關文化的與歷史的課程，提供所有包括原住

民與非原住民學生自由學習。事實上，澳洲政府的教育目前正朝向多

元化的政策努力發展，一方面重視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發揚，另一方面

則讓原住民學生參與更多文化的學習。特別是在經費方面有更多的支

持，澳洲政府希望較好且組織健全的原住民組織團體，能對當地原住

民的事務有較多的貢獻與服務。目前在各大學中也設置了原住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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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學程及單獨的學系，尤其在1989年訂定的「原住民教育條例

」中更凸顯其重視原住民教育的發展。 

    譚光鼎（2002：165-167）在其所著「台灣原住民教育」一書中

，將1970-1980年代澳洲學校教育所採取的幾個作法，簡述如下： 

    （一）一般學校的改革：就是在一般的學校內開設「原住民學科」

（Aboriginal Studies）課程，內容涵蓋原住民歷史、文化和語言，

受教者包括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可以自由學習，其目的在改善原住民

學生的學校適應，並提高其學業成就。 

    （二）獨立學校（independent Schols）：這是在都市裡，原住民爭

取設置的學校，其目的是希望透過獨立學校來促進原住民社會，文化

、經濟、宗教的發展，其行政決策，課程和學校結構，完全由原住民

自行決定。也就是校內老師與行政人員都由原住民的菁英來擔任，可

以作為兒童及青少年認同的榜樣。（譚光鼎，2002：166）。 

    （三）雙語學校：為了促使原住民自我意識的加強，增進民族語言

的發展及族群的認同，1977年皇家人際關係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Haman Ralationships）倡議實施雙語教育，1979年

澳洲多元文化教育的民族委員會（Australian Ethnic Affairs 

Committee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主張，學校有責任實施並

促雙語教育的發展。直到1981年澳洲原住民事務委員會（Dcpartmen 

of Aboriginal Affairs）宣示：「原住民所接受的教育應符合其文化

價值與生活型態，並幫助他們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生活技能。」（譚光

鼎，2002：167）所以到了1987年澳洲教育部公佈「國家語言政策」

，充分支持原住民實施雙語教育（譚光鼎，2002：166）。雖然實施雙

語教育有其許多的困境與阻礙，必竟政府採取開放的多元文化教育政

策，是值得我們肯定與學習的。 

    四、部落社區教育（雙向學校教育）：這裡是指著學校教育與傳統

社會相結合，部落的文化資源和學校教育相互流通，相輔相成，形成

所謂的「雙向學校教育」（Two-Way schooling）型態。就社區立場而

言，無論是原住民或白人都必須遵守社區的規範，融入社區的生活，

例如教師在被受聘時，即必須簽約不得帶酒進入社區，並要認同社區

所訂定的生活目標⋯等；而就學校立場而言，「學校」雖然不屬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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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傳統社會，但部落居民全然認同教育的重要性，並把教育看做是

融入白人社會的重要途徑。在這樣的學校裡他們可以彼此學習與生活

上的適應，使白人及原住民能夠彼此包容及和睦相處，學校的發展目

標及社區的世界觀融合為一，課程教學強調實用價值，並且與社區經

濟相互結合。雖然部落社區學校受到一些人的批評，甚至指為分離主

義，將失去對「澳洲人」的認同感⋯⋯等。但對於走向多元化的社會

與包容性的世界潮流來講，仍然是值得努力去做與肯定的。 

    總之，面臨廿一世紀的前景，澳洲原住民教育仍是篳路藍縷，遍

地荊棘。最主要的障礙乃是存之已久遠的白人種族主義（譚光鼎，2002

：177）。不過，由於澳洲政府已陸續頒佈幾項有關原住民相關的教育

政策與立法工作，在「教育機會」均等的世界主流概念中，相信澳洲

原住民教育改革，必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期待。下面的幾個統計表（

表3-（1）、表3-（2）、表3-（3））可以說明澳洲的原住民教育改革是

逐漸在進一步的。 

表3-（1）  1996-1997年澳洲各級學校原住民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Robinson & Bamblett, 1998：P14   （本表引自譚光鼎,2002：175） 

表3-（2）  澳洲原住民5-24歲在學學生人數比率（1986,1996） 

原住民（％） 全國（％） 
年齡組 

1986 1996 1986 1996 

5-9 歲 88.2 85.6 99.0 92.0 

10-15 歲 83.1 85.2 98.3 92.9 

16-17 歲 26.3 36.8 53.4 67.2 

18-20 歲  1.5  3.7  3.0  6.3 

21-24 歲  0.1  0.4  0.3  0.3 

資料來源：Robinson & Bamblett, 1998：P15   （本表引自譚光鼎,2002：175） 

 

 年代 原住民學生
人數（千人）

全 國 學 生
總數（千人）

原住民學生
人數比例％ 

國民教育 

  小學 

中學 

合計 

 

1996 

1996 

1996 

 

   64.9 

   27.8 

   92.7 

 

  1848.2 

  1294.8 

  3143.0 

 

   3.5 

   2.1 

   2.9 

技職教育（VET） 1997     35.8    1458.6     2.5 

大學 1997      7.5     658.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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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澳洲原住民中學生留校人數比率 

 
 
 

 
 
 

 
 

資料來源：Robinson & Bamblett, 1998：P17   （本表引自譚光鼎,2002：176） 

參、紐西蘭的原住民教育概況 

    紐西蘭是英國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雖然係以歐裔白種人為主，但

仍然以英格蘭人為數最多。而毛利人算是紐西蘭的原住民族。該國因

係在血統上屬於英國人，所以其教育文化等諸多的制度皆仿效英國，

其課程內容也都以歐洲觀點為本。毛利人主要居住在該國的北島，但

在1990年代時，已有大約80％的毛利人遷往都市地區謀生。這些台

灣原住民族近年來逐漸移往都市生活相類似。其人口數根據1996年

人口普查，毛利人約為579714人，學生數約占在校學生數的20％（

譚光鼎,2002:185）。毛利人長期受到白人的控制，其語言、文化和知

識⋯⋯等都受到相當不公平的待遇，和台灣的原住民族沒有文字只有

語言的情況一樣，被迫接受殖民者霸權主義所設計的教育課程。當然

在經過不斷的衝突與爭取權益的歷程中，毛利人的權益似乎得到了應

有的保障，尤其文化的融合與毛利語言的復興運動，曾帶給毛利人自

尊、自決的民族生命無限的希望。茲簡介幾個重要的政策作為參考： 

（一）Waitangi條約對毛利人的重大意義 

    為了土地和統治權問題，英國人和毛利人曾發生嚴重的種族衝突

，為了解決事端，遂於1840 年由英國皇家代表和毛利領袖們簽

定了所謂的 Waitangi 條約。這個條約明白宣示尊重毛利文化及傳

統精神，使得毛利人享有與英國子民同等權利。尤其在1960年民族

復興運動興起時，毛利人就以此條約作為爭取他們各項權益，如土地

資源、文化、教育的基礎，也獲得了紐西蘭政府相當程度的回應，並

成為紐西蘭政府處理原住民政策的重要依據。 

中學生留校率％  
第10年級 
（14-15歲） 

第11年級 
（15-16歲）

第12年級 
（16-17歲） 

原住民學生 

1989 

1991 

1993 

1996 

非原住民學生 

1996 

 

    68.5 

    75.7 

    75.6 

    75.8 

 

    97.3 

 

    30.8 

    39.7 

    48.8 

    47.2 

 

    84.3 

 

    12.3 

    20.7 

    24.7 

    29.2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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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利人的覺醒帶來教育文化的復興 

    為了土地的問題造成的嚴重糾紛，曾使得白人與毛利人的關係緊

張，此嚴重的衝突與其說是因土地糾紛所造成的，不如說是白人長期

文化的侵蝕與岐視所造成的。也可以說是毛利人在尊嚴與民族意識的

覺醒。這個民族復興運動帶來四項重要的意義與成果（譚光鼎

,2002:183）：（1）是政府回歸 Waitangi 條約，重新檢討土地政府

； 

（2）是由毛利人主掌中央政府的毛利事務部，使政府施政更能反映

毛利人民意；（3）是發展民族學校（如 Te Kohanga Reo），復興語言

和文化；（4）是白人和原住民發展平等互惠的夥伴關係，制定各種社

會政策。在作者訪談譚光鼎教授過程中，他特別強調毛利人的民族認

同感與民族自尊與信心的覺醒，是非常強烈的，值得我們台灣原住民

同胞去學習的。 

（三）尊重毛利人的意願及教育經費之專款補助 

    紐西蘭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採取多元文化的融合。而這個融合的意

義與歷程並不是誰併吞誰的問題，而是想在文化融合的過程當中，仍

然保留毛利人本身的文化與歷史特色，試圖經由歷史的變遷過程，由

毛利人自行決定自己特有的文化風格，白人只站在輔導與支持的立場

，誠然毛利人自有一個教育體系，但紐西蘭政府採取開放政策，由毛

利人自我選擇就讀哪一所學校的自由權。不過，無論是哪一種的學校

，紐西蘭政府都會安排或設計有關「毛利語課程」或其他有關毛利人

民族文化的課程。目前在台灣除了在東華大學校設民族學院之外，其

餘一般的國、高中職都尚未有類似的設計，頗值得我們借鏡與參考之

處。其次，紐西蘭政府基本上僅負責全國教師的薪資、校舍興建及一

些特別的計劃專案之輔助，其餘須由學校自行籌措。唯對於毛利人教

育相關計劃的推行，則由紐西蘭政府予以特別編列預算專款補助，使

得毛利民族推行其教育活動或政策時，均能順利推行，尤其毛利學生

獲得較多的就學優惠待遇，對毛利民族提昇其教育水準有莫大的助益

。 

（四）設置「毛利語幼稚園」及「民族小學」對毛利文化復興有正面意義 

從毛利語幼稚園提高毛利孩子使用毛利語的成效及接著毛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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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而產生的浸滲式教學計劃，十分成功（周維萱,2002：168），

在學前教育中，可以發現「毛利語幼稚園」十分重視毛利語及傳統文

化的認識，教學上也傾向使用大量毛利故事書籍等（周維萱,2002：

168）。單就這一點，筆者認為是值得我們努力去學習與借鏡之處。因

為一個民族文化的發揚及保存其固有的優良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

從小開始作一系列的教育課程教學規劃，使得孩子從小就有給予民族

認同的教育機會，這不啻可以從教學過程中認識自己的民族歷史與文

化，更可以提昇其在社會生存的競爭力。 

至於民族小學的設置，其基本上是在宣示斯土斯民（ Tangata 

Whenua）（Peopie of the land）的主權，維護他們的文化在紐西蘭

生存繁衍的權利，也就是「挽救並復興毛利語言和文化，使之邁向二

十一世紀」（譚光鼎,2002：200）。單就設置民族小學而言，筆者就十

分予以肯定，一如本文建議在台灣設置民族學校一樣。因為要維護一

個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得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規劃不可。目前

台灣並沒有類似的教育課程及完整的教育體系規劃，使得台灣原住民

族的族語及文化、技能、歌謠、風俗、雕刻、織布⋯⋯等，已在漢化

政策的洪流中，消失殆盡。這是一件深沉的痛，無比的苦，而面對這

樣的苦楚與無奈，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菁英與同胞們，如何向我們的

祖先及下一代交代？在訪談譚光鼎教授中，他便傾向不贊同設置「民

族高中」的看法，他認為要傳承及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最主要

的是要從小培育民族文化的各種教學與課程設計，亦即從幼兒園、小

學、國中、高中⋯大學逐步形成與建立，這樣，民族文化的根才能生

根茁壯，發揚光大，也才不致於流失或失傳。筆者深有同感，而且看

法一致，值得政府當局深思。 

 

第三節  大陸少數民族教育概況 

    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達55個之多（萬明鋼、王鑒，2000），1950

年左右仍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尚未有學校教育，即使有，規模也相

當小，適齡兒童的入學率低於20％，而文盲卻高達人口數的80％以

上，當時普通教育十分困難，全中國大陸也尚未有一所正規的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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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高等學校（陳立鵬，1998：29）。據1950年統計，在大陸的高等學

校，中專和中小學校在校總學生數中，少數民族學生分別佔0.9％、

0.4％和2％左右，遠遠低於同期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大陸總人口6％的

比例（陳立鵬，1998：20）。 

    1951年，中國大陸召開第一次全國少數民族教育會議，討論決

定了中國少數民族教育方針，政策和任務，在教育方針方面確立少數

民族教育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內容，且應採取適合於民族人民發展和

進步的民族形式；在教育任務部分主要在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以滿足

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建設的需要，加強小學教育與成人教育

，以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並努力解決少數民族各級學校的師資

問題。這次會議更針對少數民族教育機構、少數民族學校的教學大綱

和教學計劃、少數民族教育的經費問題和使用的語言文字問題等，制

定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52年中國大陸政府規定：「在中央人民政

府以及有關的各級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內設立民族教育行

政機構或設專人負責掌管少數民族教育事宜。」以建立中央至地方一

系列的民族教育機構，為辦理民族教育創造條件（杜作潤，1999：244

）。 

    1980年，中國大陸發布《關於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

：「少數民族地區的四化建設和繁榮發展需要大批建設人才，必須發

展各類學校教育。⋯發展民族教育必須認真貫徹執行檔的民族政策，

切實尊重和充分保障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的民族

平等權利和民族自治權利，必須從各民族的實際出發，不能照搬漢族

地區的做法，也不能在各個少數民族之間搞一刀切。同時，國家應採

取特殊措施，重點扶持民族教育，逐步建立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特點的

民族教育體系。」1984年中國大陸更進一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可以根據國家的教育方針

和法律規定，制定該地方的教育規劃，以及各級各類學校的設置，學

制、辦學形式、教學內容、教學用語和招生辦法（杜作潤，1999：244

）。這樣的做法主要是給予少數民族自治地區自主發展民族教育的權

力。 

    在實際作為方面，中國大陸（一）在教育經費上，給予少數民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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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專款補助，以補助其在一般教育事業費用上的不足。（二）在加強

培養少數民族教師─從1979年將邊疆民族地區的民辦教師轉為公辦

教師，到1985年建立「西北少數民族師資培訓中心」，也繼續籌辦「

西南少數民族師資培訓中心」。（三）在招生中對少數民族學生給予照

顧---內地學校劃出一定比例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招生，並實行「同

等分數優先錄取」、「適當放寬分數錄取」或「適當降分擇優錄取」等

辦法，且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照顧規定。（四）對少數民族學

生生活給予適當照顧---對高等學校少數民族學生一律實行公費待遇

與每月定額補助，少數民族中學給予公費待遇，部份中學亦設立公費

名額，民族學院的學生更100％享受專業獎學金，邊遠地區的寄宿中

小學生實行助學金制度，免收學雜費和免費供應課本。（五）進行內地

學校與邊遠民族地區學校對口支援與協作---包括教師進修、教師講

學交流、教學管理交流、支援圖書及儀器設備等。（六）對於少數民族

的學制、教學計劃和教學語言沒有統一的規定和提出統一的要求---

考慮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在教育部規定的基礎上，允許各少數民族

地區結合該地區的實際和具體情況，酌量加以變通或補充，採取適合

各民族發展形式。 

    針對上述（六）項，中國大陸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和具體情況

採取多種多樣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辦學形式，有全日制、半日制或

隔日制，也有寄宿學校和民族班的設立。在寄宿學校部份，國家全部

負擔學生的吃、住與學習，更給予特別困難的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生活

所需的照顧。至於民族中小學以及一般中小學民族的設立，則主要是

針對那些尚不具備設立民族中小學的地方和城鎮，或者對於那些經濟

、文化、教育十分困難和落後的少數民族，以在重點中小學和民族中

小學設立民族班的辦法，專門招收少數民族學生，以解決他們的學習

問題，幫助這些少數民族培養人才（杜作潤,1999：250）。 

    據陳立鵬（1998：20-21）的報告指出，至1996年底中國大陸高

等學校少數民族學生19.68萬人，是1952年2948人的66.76倍；普

通中學少數民族學生370.19萬人，是1952年7.32萬人的50.57倍

；職業中等學校少數民族學生從零至24.57萬人；中等技術學校民族

學生21.05萬人，是1952年2550人的82.55倍；中等師範學校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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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生9.02萬人，是1952年1.62萬人的5.57倍；小學少數民族

學生1251.1萬人，是1952年147.4萬人的8.49倍。1996年邊遠地

區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已接近全國水平約為93.62％，西藏地區也適齡

兒童的入學率達70％左右。在獨立設置民族學校方面，目前共有民

族幼稚園2000多所，民族小學2500多所，民族中學2900多所，民

族職業中學300多所，民族中等師範學校100多所，民族師範專科學

校40多所，民族學院（大學）13所。 

    以上這些數字似乎是中國大陸對其少數民族教育成效引以為傲

的指標，但進一步深入檢視，則不難發現；其實，中國大陸所面對的

少數民族教育問題也和我們（台灣）所面對的原住民教育問題一樣。

在陳立鵬（1998：28-31）的報告中亦明確指出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教

育所存在的問題有： 

  　1.對民族教育的認識不深刻、不全面：一方面指一般教育工

作者對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教育觀念陳舊，尤其是

一些領導幹部的落後思想（包括重工商輕文教、讀書無用、靠天吃飯

等），無法認識民族教育的發展對於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乃至於對於國家整個現代化建設的深刻意義。另一方面則指對民族

教育的特殊性認識不明確，特別是對於在現行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如

何改革與發展民族教育的認識不足；以致於民族教育只是照搬普通教

育的模式，而忽略了民族教育的民族性。 

  　2.文化程度低，文盲率高：依據中國大陸1990年人口普查統

計，少數民族各類程度文化人口中，每千人中有大學文化程度3.7

人，大專5.5人，高中58.2人，初中161.1人，分別比全國少1.7

人、3.0、21.3人和71.9人，更遠  不如一些國家（包括美國、加

拿大、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蘇聯、韓國、英國等）每千口人中

有大學文化程度者至少有110人，有中學（含高中、初中）文化程度

者至少有368人。而1995年的人口調查中，少數民族的文盲率平均

為19.33％，亦高於全國平均文盲率10.98％。 

  　3.中小學生的輟學率高，升學率低：依據1996年的統計，少

數民族地區（此指少數民族聚居和人口比例較大的八個省區：西藏、

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青海、雲南、貴州）小學和初中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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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學率分別是2.5％和3.64％，分別比全國小學和初中學生的平均輟

學率高1.4％和0.6％。少數民族地區（八省）小學的升學率82.46

％比全國小學平均升學率低10.16％，而少數民族地區女童的升學率

又更為低落。 

  　4.教育投入嚴重不足，辦學條件極待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

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發展緩慢，經濟基礎薄弱，而地方政府對民族教

育認識不足，法治觀念淡薄，沒有按照規定切實將教育經費移轉至辦

學所需，甚至有欠撥和挪用教育經費的情況發生，導致了義務教育經

費嚴重不足，影響了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 

  　5.師資缺乏且素質偏低：依據1996年的人口調查，少數民族

專任教師中，只有中等師範學校和小學所佔的比例偏高些，其餘均明

顯低於同期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在民族教師中，合格

率低，教師結構不合理，「雙語」教師更是缺乏。又據1994年統計，

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學與中學教師合格率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4

％和0.9％；從學科來看，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的音樂、體育、美術

、英語等科的教師嚴重缺乏。又，民族地區教師由於生活待遇低，工

作條件艱苦，教師組織不穩定的問題日益突出，且因資金點缺，許多

教師得不到應有的培訓，使得師資問題一拖再拖，嚴重影響了民族教

育的教學質量。 

  　6.教育結構不合理：第一，對少數民族教育只注重普通基礎教

育，職業技術教育與成人教育薄弱。第二，職業技術教育在教育結構

中所佔比重偏低，且缺乏應用性、職業性、技術性的特色，所學課程

單一，教學內容陳舊，教材嚴重不足，教學設備缺乏。第三，民族成

人教育辦學條件差，仍處於一缺陣地，二缺師資，三缺經費的境地。 

  　7.民族教育研究極需加強：民族教育理論研究水平還不夠，尚

未完全形成成熟的基本理論，存在理論研究的空白點，與實踐聯繫不

緊密，對民族教育的實地調查不夠，研究人員經費不足，民族教育跨

科研究與交流不多，對民族教育情報信息不夠重視，對國內各民族教

育的比較研究，以及對國外民族教育先進理論與經驗的借鑑與研究較

少等等。 

    總之，從上述陳立鵬教授對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教育問題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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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殷切的言語，犀利的洞察，無一不正是我們所面對台灣原住民教育

發展的寫照？這難道是原本的信念---「重視原住民（少數民族）教

育的發展」---有問題嗎？當然不是。是當初這一系列規劃---「改善

教學環境與教學設備，提高師資水準與素質，加強原住民學生課業輔

導，提升原住民教育師資的素質，強化原住民教育文化方面的課程教

學，提高原住民學生的就學獎補助與升學優待措施等」---不恰當嗎

？當然也不是。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要「以什麼信念為基礎而做」、「

如何做」、「怎麼做」，如果在其中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領導階層以及

教師們）對民族教育根本認識不足，如何用心用力為它而奮鬥，那所

有再好的措施也會事倍功半的。所以，筆者在此呼籲政府有關單位，

請確實落實原住民許多已擬定的教育政策，使台灣原住民的同胞能提

昇他們自己的教育水準及生活經濟上的改善，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重

要責任。 

第四節  我國的原住民族教育概況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998年起針對國內各層級原住民教育

現況逐年進行調查統計，以建立原住民教育概況的指標。依據2003

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32)，資料顯示2003學年度國民小學原住民在學學生有48,893

人，佔全體國民小學學生2.56%;國民中學原住民在學學生有21,949

人，佔全體國民中學學生2.29%;高職原住民在學學生有6,807人，

佔全體高職學生2.09%;高中原住民在學學生有6,266人，佔全體高

申學生2.42%;專科原住民在學學生有4,709人，佔全體專科學生 

1.63%;大學原住民在學學生有6,145人，佔全體大學學生0.73%;碩

士班原住民在學學生有231人，佔全體碩士班學生0.19%;博士班原

住民在學學生有15人，佔全體博士班學生0.07%，詳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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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3學年度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人數及比率摘要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彙整,2004 

表5 2000∼2002 學年度高中職以下全體學生與原住民學生中輟人數及比率比較 

 

 

 

 

 

 

 

 

 

 

 

 
資料來源：2000-200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1,2002,2003） 

雖然，從1998至2003學年度原住民就讀高中與大學的人數增加

了，這種逐年遞增的趨勢可以說是正面的發展訊息，但從整個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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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學的結構來看，原住民學生的受教育人數比率從國民中小學的

義務教育階段的2.3左右，到後中等教育階段(高中、高職、專科)

的1.6%，到高等教育階段的只佔0.5左右，顯示整個原住民學生就

學的結構變化有限，可見原住民教育的層級和數量都還有改善的空間。 

另外，從2000至2002學年度高中職以下全體學生與原住民學生

中輟人數及比率的調查資料中顯示，原住民學生中輟比率約為一般學

生中輟比率的三~四倍，而此差異比率甚或有逐年升高的趨勢，詳如

表5。而在2001與2002學年度高中職以下全體學生與原住民學生低

收入戶與單親家庭人數及比率的調查資料中更顯示，原住民學生低收

入戶比率約為一般學生低收入戶比率的五~六倍，原住民學生單親家

庭比率約為一般學生單親家庭比率的二倍，詳如表6。如果再從1999

至2001學年度高中職與國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比率來看，可發現不

論是國中升學高中，高職升學技術學院，或是高中升學大學，原住民

學生的升學率皆低於一般學生的升學率。在國中升學高中部分，原住

民學生的升學率比一般學生的升學率大約低9%;在高職升學技術學

院部分，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率比一般學生的升學率大約低14%;在高

中升學大學部分，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率則比一般學生的升學率大約低

23%。 

表6 2001∼2002學年度高中職以下低收入戶與單親家庭學生人數及比率比較 

 

 

 

 

 

 

 

 

 

 

 

 
 

資料來源：2001-200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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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說明了原住民學生在學習的道路上所可依靠的經濟及

家庭支援的確比一般學生不足，而且現行教育體制與環境似乎也無法

有效的讓原住民學生留在學校快樂學習。姑且不論各種可能的影響因

素，這些指標數都值得讓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主管機關正視與思考當

前的原住民教育政策與措施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表7  1999∼2001學年度高中職與國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比率比較 

 

 

 

 

 

 

 

 

 
資料來源：1991-200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1,2002,2003） 

 

表8  2001學年度國中及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統計表 

 

 

 

 

 

 

 

 

早期學者對原住民教育問題的分析，主要著重於原住民地區學校

教學環境的檢視，包括合格教師異動頻繁、代課老師比例偏高、行政

工作事項較平地學校繁重、任教老師對原住民文化缺乏基本認識、任

教老師存有原住民學生較非原住民學生差的刻板印象，教學資源欠缺

、教學設備不足、交通不便、社區資源缺乏等問題，造成原住民學生

的學習環境較平地學校的非原住民學童的學習條件差(毛連塭、朱振

昌、王宮田、尹建中、陳伯璋、吳天泰，1994)。在家庭環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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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現原住民學童的家長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故從事的工作多半工時

高、危險性高、薪資低，而為了生活養家，原住民家長們幾乎外出工

作、無暇照顧子女，促使原住民學童通常採隔代教養和寄養親戚家的

養育方式(毛連塭等，1994；王淵智，1995；高敬文，1991；張建成

、黃鴻文，1993；華加志，1985；黃美英，1988；劉慶申、藍瑞霓，

1991)，在學生學習部分，主要針對學生低學業成就、低學習意願、

高學習挫折等現象的探討(任秀媚，1986；李建興，簡茂發，1992；

張秀敏，1991；張隆盛，1989；詹馨，1984)。甚至，有研究指出原

住民學童的智力與認知發展比較低落與遲緩(朱進財，1991；宗亮東

、韓幼賢，1953；林宜城，1995；劉錫麒，1977，1978，1979，1980

，1982；韓幼賢，1955；關復勇，1987)。當然，這樣的研究結論早

已被後來的研究所否定(洪麗晴，1997);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一

直使用在主流強勢文化下所發展出來的測量工具與標準來檢視原住

民學生的表現與潛能，結果必定有所偏頗。另外，當有學者試圖使用

「文化不利」、「文化差異」、「文化刺激不足」、「文化剝奪」等概念來

說明原住民學生在學習成就上低於一般學童的現象時(林金泡，1997)

，也有研究者從原住民孩童在遊戲中呈現的行動與話語所顯現的認知

與社會能力來挑戰此一立場(蔡敏玲，1997)。 

在政府作為部份，我國憲法第一六三條明文揭示;「國家應注重

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1994年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定:

「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二應予保障;對其教育

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故教育部為配

合國家整體發展，因應原住民之殷切需求，順應多元文化教育的趨勢

，全面加強原住民教育。教育部於1988年成立「原住民教育委員會

」(已於2000年改為「原住民教育政策諮詢小組」)，邀請學者專家

、民意代表及教育行政人員擔任委員，定期開會規劃研商原住民教育

加強與改進之道。教育部並於1993年起至1997年實施「發展與改進

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每年編列約二億元的專款經費，改善原住民

地區學校環境，添購原住民地區學校教學設備，加強原住民學生課業

輔導，提升原住民教育師資的素質，強化原住民教育文化方面的課程

教學，提高原住民學生的就學獎補助與升學優待措施等(李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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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除此以外政府更於1996年12月成立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來統籌規劃有關原住民族文化特性的民族教育事項，並會同教育部

、縣市教育局辦理一般原住民族教年事項，以有效運用各項教有資源

，加速提升原住民教育品質。1998年6月17日之「原住民族教育法

」的公布施行，更象徵著原住民族教育工作的推展，將邁向另一個里

程碑。尤其1998年6月17日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教育法」於2004

年8月19日再度修正通過，可以說是具有劃時代的創舉，對原住民

族教育的推展有了重大的意義與指標。它主要作為是推動原住民族教

育的法源依據，幫助改進過去的缺失，統籌並有效運用各項教育資源

來推展原住民族教育。 

綜觀上述，從政府機關到學者專家以及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大家

都盡力地從自己的立場、自己的了解、自己的認知中，企圖在我國原

住民族教育工作中盡一份心力來協助原住民學生的學習，使原住民族

在維護自己的民族文化下，又能增進其在社會的競爭力。然而，很遺

憾的是，原住民族不管在教育與生活水平或在社會參與及社會地位上

仍然無法縮短其與「主流強勢文化」族群的差距，因為即使原住民族

在這些層面上皆有不同以往的進展(生活改善了，受教育的人數比率

也增加了，社會與政治參與受到保障等)，但是所謂的「主流」社會

也在改變啊，而且變化的速度更快，因為他們要和國際接軌，要和國

際水平比較。於是，我們不禁要問:這當中似乎隱藏著某種吊詭的迷

思?為什麼從政府重視原住民族教育以來所推行的各項措施(加分、優

待、補助、輔導等等)，有些原住民會認為理所當然，是提升原住民

族社會水平與價值的便捷之道；但也有些原住民卻認為這些方法與手

段是不對的，效果是短暫的、一時的，而不是長期的、永遠的，是治

標不治本，反而會加深原住民與一般社會的落差?為什麼在政府當局

投注龐大的教育經費在「改善原住民地區學校環境，添購原住民地區

學校教學設備，加強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提升原住民教育師資的素

質，強化原住民教育文化方面的課程教學，提高原住民學生的就學率

及補助與升學優待措施等」，仍無法有效縮短原住民學生與一般學生

學習成就的差異?這當中一定有些什麼要素被遺漏或者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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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這裡並非要否定所有人在過去長期以來的努力，事實上

我們應對長期致力於原住民教育議題的人給予絕對的肯定與感謝，因

為原住民教育事務的進展是漸進的，絕非一蹴可幾，而且整個過程可

能會不斷的產生衝突、碰撞與挫折，但是我相信唯有愈多人(包括原

住民族自己與非原住民的成員)的加入，才能使不同族群彼此找尋自

己在現階段的社會文化脈落下的定位與角色。也就是說，原住民教育

事實上就是全民的教育，不只原住民族要找尋出路，非原住民也要從

中學習新的觀點，放下〝以我為中心的〃心態，彼此相互尊重，相互

欣賞，以及相互學習。 

因此，研究者決定在這裡要提出一個很大膽的假設，也就是：假

設長久以來，雖然政府以及民間皆致力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相關事

務，也投入了龐大的經費預算在所謂的「改善原住民地區學校環境、

添購原住民地區學校教學設備、加強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提升原住

民教育師資的素質、強化原住民教育文化方面的課程教學、提高原住

民學生的就學獎補助與升學優待措施等」，效果卻未達到預期的水準

與目標，可能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從已經 "染過色"的社會鏡片下去

看待彼此的所能，所不能，所為，所不為。如果我們能取下這層社會

鏡片，回歸人的本能與本性，尊重每一個個體、每個族群的發展空間

，較有資源者多挪出一些空間給較少資源者，教育工作者能以了解學

習者的學習需要，認識學習者的學習型態，相信學習者的學習潛能，

維護學習者的學習權益為出發點，多一點人性關懷，多一點單純陪伴

，尊重學習者的選擇與成長，讓學習者有自由揮灑的空間，那麼我們

相信不論學習者是誰，都能由此過程中認識自己，認同自己的族群與

文化，進而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與價值。 

所以，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的原住民教育問題，有的只是全民的教

育問題。其實相近的原住民族(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現象與問題同樣發

生在其他國家中，因為從各種資料文獻來看，我國原住民族所面臨的

處境以及發展狀況都與其他國家原住民族(少數民族)相當類似。不過

，坦白來講，從各國原住民族教育文獻來比較，我國原住民族的教育

，近年來受到政府許多的補助，優待與關心⋯⋯等措施，事實上並不

比其他國家差，反而領先其他國家，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接下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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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問題，恐怕是我們原住民本身，如何從困境中自立自強，從沉淪

與墮落中覺醒；從患難與苦痛中力爭上游，因為自助才能人助，努力

才能獲得尊嚴，這是〝成功者〃永恆不變的歷史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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