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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描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並對相關名詞加以定義，分為五

小節。第一節說明研究的動機，其中研究動機分別從原住民學生與族群認同兩個

主軸論述，並依動機形成研究目的；第二節則針對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列出探

討之具體研究問題；第三節對本研究的重要名詞加以說明及定義；第四節介紹本

研究的價值及重要性；第五節則介紹本研究的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永遠記得那個在校園裡漫無目的地閒晃的上午，那天，瞥見妹妹一個

人瑟縮在溜滑梯旁啜泣的孤單身影。她的啜泣來自於身上流著原住民的

血液。她哭著說：「我不是『番仔』、我不是『山地人的孩子』，他們為

什麼叫我回山上，我不想當山地人，我真的不喜歡當山地人。」 

為什麼，原住民的小孩都要經過這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呢？ 

 

一、我是誰？ 

選擇此研究的動機之一係個人長期被「標籤化」（被學校同學、鄰居小朋友

叫罵「番仔」、「山地人的孩子」）、教科書編排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使「原住

民」成了污名的象徵，以及漢人長久以來從我族中心意識發展出來的刻板印象、

成見及歧視，促成我從小就一直隱藏自己「山胞」的身份，甚至形成了原住民的

污名認同。求學過程中，個人的「山胞」身份一直是個秘密，直到唸專科時，神

秘身份因被點名參加一個以研究「山胞」為主題的社團而曝光。學校是一個人接

受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場域。進入學校，對原住民學生而言，「我是誰？」

的認同問題，已不再是一個孤立、單純、自由心證的存在，而是無數個為什麼和

社會結構下的產物。然而，不幸的是大部份的原住民學生都處在一種「自我否定」

的焦慮中，掩飾自己的族群身份、掩飾自己的腔調、掩飾自己的語言以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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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色；變得無法面對自己，更無法將自己向別人敞開。自卑、缺乏自信、各種的

學習障礙、師生互動以及同儕關係等適應不良的困難便隨之產生。妹妹的啜泣和

我的隱藏都是我們對族群認同的遲疑和掙扎，它來自於我們被刻板印象迫害及不

斷地被漢化，以致似乎快忘了我們是誰？我是誰？其實，在我們的校園中，這樣

的例子很多，同時這也是牽動我對原住民學生關切與其「族群認同」方面研究的

潛在動機之一。 

 

二、多元族群互動校園的期待 

選擇本主題的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學校是一個人接受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

的場域之一。原住民學生到學校之後，經常被迫去檢視、質疑本身的文化假設，

而生於主流社會並受其社會化的漢人學生，卻很少有機會去辨識、質疑或考驗其

本身文化中的假設、信念、價值觀和看待事物的方法。對於原住民學生而言，不

管個人願不願意，它是一段重新摸索、定位，以及形塑自己認同過程的學習環境。

因此，校園裡若存在偏見與歧視，不良的族群互動關係可能阻礙多元族群學生的

互相瞭解與接納，更可能影響其自我概念、心理社會發展，以及未來的社會成就。

雖然研究發現，八成以上的原住民青少年學生認為原住民身分不會影響其未來的

發展；原住民大專生也認為學校制度不會危及他們在語言與文化上的認同，認為

主流文化與母文化之間是並行不悖，但事實上原住民文化已逐漸地在快速流失之

中（張慧如，2002：91）。因此，研究者不由得懷疑所謂的主流文化與母文化之

間的並行不悖及原住民學生所抱持的樂觀想法，是否根本就是逐漸走向同化的道

路，並在主流社會及文化的涵化壓力下，面臨著認同的斷裂與矛盾。 

另外，對少數族群學生而言，Cordeiro, Reagan & Martinez（1994）認為教育

環境中的歧視，是少數族群永遠要面對的問題。Peterson & Spencer（1990）亦指

出學校中歧視的表現在課程、教材、教學風格、測量評量及教師期望。學校教育

是促進對主流文化認同的歷程，但也是產生心理衝突與學習失調的因素之一，學

校教育的內容或教師的作法，若散發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或偏見的訊息，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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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地影響平地學生對原住民學生的認知與接納，也將使原住民學生在師生互動和

同儕互動中，感受到強烈的族群與文化認同之內在衝突（張琇喬，2000；陳麗華，

1998）。同樣地，在 Haniff（1991）的研究中發現，教師對以白人為主學校的非

裔學生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教師自發地表達真誠的關懷會克服族群歧視

的問題。雖然多元文化的理論支持了不同族群文化兼容並存的機會與發展空間，

但多元文化的概念也有許多種，因此在促進多元文化的校園學習環境時，我們也

必須不斷地檢視學校的任務、教育目標與教育政策等執行，是否符合受教者的需

求？其對主流文化的漢族學生有何影響？這些表象價值觀現象對原住民學生之

族群認同發展的影響又是如何？以及如何規劃或修正已有的教育內涵，讓學校與

社會密切互動，並經營出一個促使學生多元學習的校園環境，仍有待更進一步的

研究。 

 

三、美國高等教育主流族群與少數族群學生互動研究的啟示 

第三個原因，則是在研究者著手於一般有關原住民學生的文獻研究探索後， 

發現美國許多高等教育對於多元族群學生的相關研究，近年多以量化與質性研究

的方式，探究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校園多元族群氣氛的知覺、他們在校園多

元活動的經驗，以及他們自己與多元族群團體互動的態度等。許多研究也顯示，

族群間的接觸互動會影響學生對他人的看法、學習成果的成長，如問題解決技

巧、批判思考與團隊合作的能力、對學校行動的支持、文化知識與瞭解的成長等

（Peterson & Spencer, 1990），這些研究都證實多元族群間的接觸互動在學習環境

與學習成果中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反觀國內高等教育目前在這方面的文獻研究，

研究主題多集中於原住民大學生的生涯發展狀況（黃約伯，1998）、成功的生命

經驗與教育歷程（林淑媛，1997；李詠秋，2001；高雅雪，1999）、學校適應與

學校生活經驗等方面的研究（楊淑玲，2000；；張如慧，2000；蔡慧君，2002），

關於高等教育校園多元族群氣氛及校園中原漢族群學生接觸互動的相關研究則

猶如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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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譚光鼎（1997）的資料統計，國內涉及原住民族群教育問題的探討，一

如國外的傳統，都是從低成就的問題切入，或是從適應困難的問題著手。另外從

族群文化差異的角度，多數研究傾向將山地鄉原住民學生與平地漢族學生做探

究、比較或發現雙方的優劣高低。有關國內原住民教育的研究，除了傾向將原住

民學生刻劃成一種負面、低等的形象外，更加深了存在多時的族群偏見和刻板印

象（譚光鼎，1997；黃森泉，2000）。另外，就研究對象而言，大部份文獻多偏

重以原住民國中、小學生為探討對象；研究主題則多集中於課程教學、政策制度、

家庭社區等方面。近年來由於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族群關係的教育議題漸漸受到

重視，根據研究，少數族群兒童的族群意識較為明顯（黃森泉，1999），從國內

相關的原住民族群關係、族群認同等方面的研究亦認為在求學階段的原住民學

童，往往因為認同的污名，對於原住民學童的影響較為深刻，而感受到漢族學生

的歧視與傷害，並且造成負面的族群互動關係經驗（譚光鼎，1996；孫家秀，1999；

黃森泉，1999；陳麗華，劉美慧，1999）。相對的，關於高等教育的相關研究卻

付之闕如。 

近幾年來，根據教育部（2003）調查數據顯示：87 學年就讀公、私立大學

的原住民學生共 1,631人，88學年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共 2,384人，

89 學年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共 2,785 人，90 學年就讀公、私立大學

的原住民學生共 3,513人，91學年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共 4,908人。

從 87學年至 91學年五個學年之間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原住民學生有逐年增加的

趨勢。這說明一個事實：為求更好教育機會、促進社會地位流動的發展機會而遷

往都會區就讀大專院校的原住民學生人數在急速增加中。然而，當少數族群的學

生在以漢人為主的環境中受教育，許多的學校卻根據錯誤的同化理論忽略了特殊

文化的影響，只呈現單一的主流群體文化，使得少數族群的學生無法有效學習，

亦承受了一連串的偏見與歧視；處於主流文化、優勢地位的漢人學生則未能真正

認可原住民文化的價值與培養具獨立、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另外，在原漢族群學

生的互動中，如何幫助漢人學生從漢族中心主義走向自主之多元族群觀之發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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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因此，如何在高等教育的環境脈絡裡建構一個多元族群的學習環境，促

進族群接觸與互動，以減少原漢族群間負向的知覺與經驗，並且增進有效學習以

確立學生、教師、行政人員擁有多元文化覺察的能力，讓校園成為一個沒有歧視、

沒有疏離的環境。益加激發研究者探究大學校園中原漢族群學生其個人背景因

素、校園互動經驗，對其族群認同發展影響之重要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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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動機，為考量東、西部校園環境不同之影響，本研究 

特別選取東部原住民人數較多且有原住民教育中心提供輔導的國立台東大學，以

及西部原住民人數較多也有原住民服務中心提供輔導的私立輔仁大學的原住民

學生與漢族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研究者參考國內外文獻量表，自編之「原住民

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及「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探究其族群認同之發展情

形以及二者之個人背景、校園互動經驗對其族群認同發展的影響。因本研究希望

協助原漢族群學生都能朝向較高階段之多元族群認同發展，因此特別研究「個人

背景因素」及「校園因素」中，哪一個最能解釋漢族學生「多元自主階段」及原

住民學生「內化/承諾階段」之發展，同時為補充量化研究之不足，更分別選取

兩校「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最高階段的「內化階段」分量表得分較高

的原住民學生各一名及「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多元自主階段」分量表

得分最高的漢族學生各一名，透過質性研究之深入訪談去探究校園經驗中原漢族

群間互動的影響與發展歷程。本研究希望協助高等教育教師及學生事務人員瞭解

如何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大學校園，以促進原住民與漢族學生的族群認同發展。 

具體而言，本研究擬定之目的為： 

一、 瞭解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及漢族學生族群認同之發展情形。 

二、 研究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及漢族學生個人背景因素及其與

族群認同發展之關係。 

三、 研究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及漢族學生校園互動經驗及其與

族群認同發展之關係。 

四、 探討哪一個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因素最能解釋國立台東大學及私立輔仁大

學原住民學生「內化/承諾階段」與漢族學生「多元自主階段」之發展。 

五、 提出未來在高等教育校園中促進多元文化族群學生互動的建議，以提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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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及學生事務工作者規劃活動與方案之參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與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之發展情形為何？ 

二、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與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之發展情形為何？ 

三、兩校原漢族群學生個人背景因素（性別、年級、居住區域、居住時間、主要

撫養人教育程度、父母族群/籍、升學管道）的主要內涵為何？族群認同發

展是否因個人背景因素不同而有差異？個人背景因素如何影響族群認同之

發展？ 

四、兩校原漢族群學生校園經驗（多元文化課程修習、不同族群背景師生互動經

驗、不同族群背景同儕互動經驗、社團參與經驗、對學校氣氛的知覺）的主 

要內涵為何？族群認同發展是否因大學校園經驗不同而有差異？校園因素

如何影響族群認同之發展？ 

五、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經驗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最能解釋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 

大學生族群認同之「內化/承諾階段」之發展？為什麼？如何影響？ 

六、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經驗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最能解釋國立台東大學漢族大

學生族群認同之「多元自主階段」之發展？為什麼？如何影響？ 

七、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經驗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最能解釋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

大學生族群認同之「內化/承諾階段」之發展？為什麼？如何影響？ 

八、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經驗因素中，哪一個因素最能解釋私立輔仁大學漢族大

學生族群認同發展階段之「多元自主階段」之發展？為什麼？如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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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中所探討的重要名詞，分別定義如下： 

 

壹、 原住民大學生  

「原住民」的名稱，採取內政部最新修訂之原住民身份法為準（內政部，

2001），只要父或母任何一方為原住民且本人認同自身原住民血統者即為本研究

之對象。本研究所指原住民大學生係以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

及私立輔仁大學的原住民大學生母群，兩校共 143人。 

 

貳、 漢族大學生 

本研究所稱之漢族大學生，以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私

立輔仁大學且年齡介於 18-23歲的非原住民學生（如族籍為外省人、閩南人、客

家人等非原住民學生）為「漢族」大學生母群，從母群中由原住民學生及原民中

心老師推薦，與原住民有互動經驗的 196人。 

 

參、 個人背景 

本研究所指個人背景係指研究對象的性別、年級、居住區域、居住時

間、主要撫養人教育程度、父母族群/籍，以及升學管道等。 

 

肆、 校園互動經驗 

本研究所指校園互動經驗係指研究對象在學校中，所經歷到的校園生

活情況，包括主修科系、多元文化課程的修習、不同族群背景師生互動經

驗、不同族群背景同儕互動經驗、社團參與經驗，以及對學校氣氛的知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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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係以族群（ethnic group）或種族（race）作為認同的主要基礎，

它涉及個人對某個族群的隸屬感，以及導因於這個族群身份的思想、觀念、感覺、

行為等（許木柱，1989）。基本上族群認同就是個人對本身族群團體的歸屬感，

以及由此族群身份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為，同時也是對自己族群的辨

識和認定，它可視為是了解、辨別、認識、確認自己所屬族群身份和地位的一種

心理動態探索歷程（Phinney, 1996）。 

 

陸、接觸前階段 

依據 Cross（1995）相關理論指出，「接觸前階段」係黑人族群認同發展的第

一個階段，此階段的特徵是認為族群並不重要，否認黑人的觀點、否認自己所屬

的文化，以主流的白人或白人文化為考量。本研究所指的「接觸前階段」係以「原

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接觸前階段」分量表所得之分數為依據，原住民

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接觸前階段」之發展。 

此階段的原住民大學生其個人的觀察和思考模式是一種非原住民、反原住民或與

原住民對立的世界觀；認為種族的區分不重要，態度與價值觀均反應出漢人的標

準，而可能否定原住民的價值觀。 

 

柒、接觸階段 

「接觸階段」係 Cross黑人族群認同發展階段理論的第二個階段，當個人遭

遇到重大事件或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原先的認同與世界觀便開始產生衝突，亦可

能產生新的思考方式（Cross, 1995）。本研究所指的「接觸階段」係原住民大學

生族群認同之發展在「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接觸階段」分量表之得

分，原住民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接觸階段」

之發展。此階段的原住民大學生其個人經歷一些事情之後，獲得了尋求原住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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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動機；個人經歷衝擊事件，嘗試對自我認同產生新的詮釋。 

 

捌、沈浸階段 

依據 Cross（1995）相關理論指出，「沈浸階段」係黑人族群認同發展的第三 

個階段，此階段的特徵是個體將自己沈浸在黑人意識的世界裡，呈現負面、倒退

或固著於此階段；或是走出沈浸在過於情緒性的族群意識，呈現出朝向進一步的

積極認同發展，上述的兩種轉換結果均可能產生。本研究所指的「沈浸階段」係

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在「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沈浸階段」分量表

所得之分數，原住民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沈

浸階段」之發展。此階段的原住民大學生開始發展原住民的驕傲，其身為原住民

的感覺非常強烈，但身為原住民的正向態度仍然很低；個人開始發展原住民的驕

傲，對原住民的認同非常強烈。無法瞭解他族對我族的歧視，缺乏安全感。 

 

玖、內化/承諾階段 

依據 Cross（1995）相關理論指出，「內化/承諾階段」係黑人族群認同發展 

的第四個階段，此階段的特徵是將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加以融合，產生雙文化參

照團體的取向，有些則進一步擁有多元文化的觀點，有些人會對黑人的相關議題

或事務不再抱長期的興趣或更深刻地積極投入行動或承諾。本研究所指的「內化

/承諾階段」係原住民大學生的族群認同發展在「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

中「內化/承諾階段」分量表所得之分數，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

同愈趨近「內化/承諾階段」之發展。此階段的原住民大學生滿意自己的原住民

身份，並且內化族群的價值體系與生活模式，全心全意投入族群活動，達到一種

內在的安全感。肯定並接納其他族群，並尊重彼此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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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接觸階段 

依據 Helms（1990）相關理論指出，「接觸階段」係白人族群認同發展之第 

一個階段，通常在這個階段的人普遍以負面的族群態度或族群觀點看待他人，以

文化中立的角度看世界，忽略族群和文化的議題，且不知不覺地用白人主流文化

的標準看事情，而未察覺其他參照標準的可能性。本研究所指的「接觸階段」，

係指漢族大學生在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理論文獻自編之「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

量表」中「接觸階段」分量表的得分，得分愈高，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接觸

階段」之發展。 

 

拾壹、失衡階段 

Helms（1990）相關理論指出「失衡階段」是白人族群認同發展的第二個階 

段，此階段的人通常會開始覺察到白人對黑人有不平等待遇，而產生焦慮、不舒

服的感覺，在道德上產生兩難的矛盾，並減少與黑人的接觸。本研究所指的「失

衡階段」係指漢族大學生在「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失衡階段」分量表

所得之分數，漢族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失衡

階段」之發展，此階段的漢族大學生會覺察漢人對原住民有不平等待遇，進而產

生不舒服的感覺，並減少與原住民的接觸。 

 

拾貳、再整合階段 

「再整合階段」是白人族群認同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此階段的人會有下列 

特色，凡事都是以白人的世界觀出發並將其理想化，甚至貶低黑人的一切，在這

個階段，個體會反映出公開或未公開的憤怒（Helms, 1990）。本研究所指的「再

整合階段」係漢族大學生在「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再整合階段」分量

表所得之分數，漢族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再

整合階段」之發展。此階段的漢族大學生不認為是漢人對原住民不平等而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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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原本就是優越的，原住民原本就較劣等，合理化自己的漢人認定。 

 

拾參、漢族自由主義階段 

Helms指出此階段的人通常會認為自己有能力、責任去改善種族主義所造成 

的影響，在這個階段個體對黑人或黑人文化的瞭解較屬於認知上的理解（Helms, 

1990）。根據 Helms的白人族群認同理論，本研究所指的「漢族自由主義階段」

係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發展的第四個階段，並以在「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

中「漢族自由主義階段」分量表所得之分數為依據，漢族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

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漢族自由主義階段」之發展。此階段的漢族大

學生理性上承認並接受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族群的文化，例如出現幫助原住民達到

漢人標準的表現成就。 

 

拾肆、多元自主階段 

Helms（1990）指出此階段的白人具多元、開放及彈性的多樣化族群觀點或 

態度，將價值、文化等同異處內化成正向積極的態度，並以同理心對待不同族群

背景的人，承認自己對黑人所造成的壓迫，並極力追求廢除過去所造成的壓迫。

根據 Helms 的相關理論，本研究所指的「多元自主階段」係指漢族大學生族群

認同發展在「漢族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多元自主階段」分量表所得之分數，

漢族大學生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則表示其族群認同愈趨近「多元自主階段」之

發展，此階段的漢族大學生以整合的方向瞭解與去除族群壓抑、偏見及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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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價值與重要性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個人因素、校園互動經驗對原漢族群大學生

族群認同發展歷程進行探究，以提供大學教師及學生事務工作者規劃活動與方案

及實施多元文化教育之啟示，俾利學校多元文化校園環境之建立，使原漢族群學

生能夠接受、尊重、理解，以及欣賞彼此間的差異。本研究於理論上與實務應用

上之重要性如下： 

首先，在理論上： 

一、本研究是第一個瞭解台灣原住民學生及漢族學生族群認同的發展，充實我國

大學生族群認同發展理論。 

二、本研究對原/漢族群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校園互動經驗，以及其對原漢

族群大學生族群認同發展影響之探討，有助於提供未來在高等教育中大學教

師及學生事務工作者規劃活動與方案之參考，尤其，本研究亦探討漢族大學

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校園互動經驗，以及對其族群認同發展之影響，俾利我

國大學生族群觀的發展。 

三、過去有關我國原住民學生的研究，均以義務教育的原住民學童為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上無論量化或質性研究方法，其研究主題亦多為學校適應問題、學

校學業成就等問題，本研究以就讀高等教育的原住民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除

以量表分析其族群認同發展歷程，更藉由深入訪談去瞭解其校園經驗、個人

背景因素，以及對其族群認同發展歷程影響背後的「為什麼」、「如何」。 

其次，在實務應用價值上： 

一、發展具信度，適用更多原漢族群學生的「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及「漢

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可供各校未來研究的使用。 

二、本研究結果可作為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工作的參考，以協助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瞭解原漢族群大學生校園互動經驗與其族群認同發展歷程，以及未來在大學

中規劃方案，營造多元校園氣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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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學校、教育行政機關、大學教師及學生事務 

工作者實施多元文化教育或規劃活動與方案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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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針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加以研析，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說明如下： 

 

壹、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依據研究目的選取東部原住民學生人數較多且有原住民教育中

心提供輔導的國立台東大學，以及西部原住民學生人數較多也有原住民服務中心

提供輔導的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為研究對象。 

 原住民學生係以兩校全部原住民學生母群為研究對象，但因國內目前各大專

院校的原住民學生人數差異很大、各校輔導原住民學生之相關政策及單位不一，

並且大部份的學校均未設置服務或輔導原住民學生的專責單位，故本研究結果與

發現，只呈現及比較兩校原住民學生之差異，不做推論全國其他學校原住民學生

之用。 

 另外，本研究對象之漢族學生係兩校的原住民學生推薦與其有互動經驗者，

並非兩校漢族學生母群隨機抽樣而來，故研究結果與發現不宜推論至兩校其他未

與原住民學生接觸或互動之漢族學生，更不宜推論全國其他學校漢族學生。 

  

貳、理論與文獻方面 

 國內有關漢族大學生、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以及高等教育多元族群校園

氣氛的研究缺乏，因此本研究所引用的理論與文獻，仍以美國居多，未來使用時

須考慮文化適切性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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