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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量化為主，質化為輔方式進行研究。質化和量化研

究各有其優點和侷限，研究方法的選用應取決於研究者到底欲發現什麼，若純粹

以方法的技術而言，必須考慮是否適合研究目的之判斷（胡幼慧，1996）。量化

研究中由於現象被分隔成孤立的變項，而被建構出來的統計相關往往無法由資料

得到解釋，結果結論就變成作者的常識說明（畢恆達，1996）。為了避免出現這

種情形，本研究除量化分析外，並輔以質化的方式進行，以補足及解釋變項背後

的原因及經過的歷程，本研究量化部分，採取「原住民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及「漢

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來蒐集研究樣本之資料，以瞭解兩所大學原/漢族群學

生之族群認同發展階段及個人背景因素與校園互動經驗與其族群認同發展之關

係，研究工具之編製係經由蒐集相關文獻資料，而後利用統計分析方法加以建構

而成；質化研究部份，依據量表蒐集的資料，分別選取「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

量表」中最高階段的「內化階段」分量表得分較高的兩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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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得分較高的兩校漢族學生各

一名，共計四名，進行質性訪談以補充瞭解兩校原/漢族群學生族群認同發展較

高階段的學生其個人因素、校園互動經驗是如何影響其發展，以增進我國大學生

多元族群觀發展的了解。本章共分五節，分別從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實施程序，以及資料分析方法加以說明。 

 

 

 

 

 

 

 



 4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理論基礎與相關文獻，擬定研 

究架構。本研究以量化調查為主並兼採質性訪談，在量表調查方面，本研究首先

探討原/漢族群大學生的族群認同發展歷程，將其族群認同發展歷程分成原住民

大學生的 4個發展階段與漢人大學生的 5個發展階段，繼而再探討不同個人因素

和校園因素變項對於原/漢族群大學生族群認同發展之影響，最後並決定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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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

究擬定之的研究架構如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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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在質性訪談方面，則是在量表分析後獲取的初步資料，即以族群認同發展階

段較高者為依據，分別挑選「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最高階段的「內化

階段」分量表得分較高的兩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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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得分較高的兩校漢族學生各一名，以半結構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訪談大綱係依據量表分析結

果，深入瞭解「為什麼」的原因及「如何」的歷程來擬定，並參考專家所提供之

意見，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而成。 

個人因素 
 

1. 性別 
2. 年級 
3. 居住區域 
4. 居住時間 
5. 主要撫養人教育程度（祖父
母、父母等） 

6. 父母族群/籍 
7. 升學管道 
 

          
校園因素 

 
1.多元文化課程修習 
2.不同族群背景師生互動經驗 
3.不同族群背景同儕互動經驗 
4.社團參與經驗 
5.學校發展的政策、目標 
6.對學校氣氛的知覺 
 
 

族群認同發展歷程（階段） 
 
原    
住   1.接觸前 
民   2.接觸 
大   3.沈浸 
學   4.內化/承諾 
生    

族群認同發展歷程(（階段） 
 
1、種族主義(racism)的放棄     

漢   （1）接觸              

人   （2）失衡                 

大   （3）再整合 

學  2、非種族主義自我認定的發展  

生   （4）漢族自由主義  

（5）多元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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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的原/

漢族群學生339名為研究對象，茲將選擇國立台東大學及私立輔仁大學的原住民

學生與漢族學生做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及兩校背景說明如下。  

 

壹、 學校背景之描述 

一、 國立台東大學 

  研究者選擇國立台東大學的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做為研究對象係因該校

除了為東部地區原住民學生就讀人數最多的大學院校外，從位置環境、人文資

源，以及原住民人口數而言，台東由於受到地形的天然屏障，宛如遺世獨立的桃

花源，從早期定居於此的原住民，如阿美、布農、卑南、魯凱、排灣、雅美（達

悟）等原住民族外，後期的閩客移民及晚近移入的外省族群，各異其趣的民族特

性，使得這片山水之間的淨土呈現出兼容並蓄、豐富的多元文化風貌，成為台灣

居住族群最多元化的縣市更孕育出獨特的人文風情。 

  就人口數而言，九十二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78,680人，占該縣總人口之32.40

％（台東縣政府，2004），高比率的原住民人口與濃厚的原住民文化色彩，更是

台東縣獨步全台的人文資源。台東縣較西部地區各縣市，有較多的族群聚居，不

但展現豐富的族群文化，這裡的住民有著熱情與純樸的民風、親密而溫和的社

區、族群關係，更帶來學術研究之特色。 

  另外，台東師範學院在2003年8月1日改制為綜合大學（國立台東大學），

走過了半個世紀，除了保有傳統之師範學院博雅教育之精神外，同時更跨出原先

之侷限，成為一所科際整合之創新大學，學校本身亦設有原住民教育中心，且常

常是教育部委託原住民教育計劃的執行者，並有以原住民為主的部落和娜魯灣青

年社團，除了使原住民學生有歸屬感外，更增進漢人大學生有瞭解與接觸原住民

或原住民文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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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國立台東大學學生總人數及原住民學生人數分佈

情形，如表 3-2-1及表 3-2-2。 

 

表3-2-1  九十二學年度國立台東大學大學學生族群背景一覽表 

學校 
學生總人數

（A） 

具有原住民身份之

學生總人數（B）

百分比 

（C）＝（B）/（A）

國立台東大學（大學部） 

2,833 60 2.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http://www.edu.tw/statistics/search/search.htm，

研究者彙整） 

 

表3-2-2  九十二學年度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學生分佈情形 

學校 年級 
原住民學生

總人數 

非原住民學

生總人數 

原漢學生

人數比

大一 11 672 1：61 

大二 16 685 1：57 

大三 19 780 1：41 

國立台東大學（大學部） 

大四 14 696 1：5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http://www.edu.tw/statistics/search/search.htm，

研究者彙整） 

 

二、 私立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管理學院為回應該校慶祝千禧年之精神，以具體行動實踐

該校的宗旨與目標，進而成立原住民服務中心，即是一建造學生多元學習的校園

環境，促進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族群多元校園氣氛知覺、校園多元互動的經

驗，以及他們自己與多元族群團體互動的態度等的良好範例。 

原住民服務中心的成立源於社會科學院教授們關懷原住民的熱忱，成立迄今

已逾三年。這三年間他們克服了經費、人力、設備等的限制，讓原住民的學生有

了一個聚在一起相互打氣的家。輔大的原住民服務中心的成立以及以原住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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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努瑪社團，成了輔大原住民學生的“工寮”（執行秘書與學生間的秘密基

地，指原住民服務中心），該中心服務項目： 

(一)教育成長：電腦班、寒暑假中小學生活營、大台北地區原住民中小學生

課業輔導、災區部落之心靈重建。 

(二)諮詢服務：生活輔導、親子教育、法律諮詢。 

(三)文化傳承：舉辦原住民文化活動、舉辦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文化競賽。 

(四)學術交流：相關原住民文化活動、原住民部落參訪及交流活動、協助師

生從事原住民相關之學術研究、協助全人教育中心推展，認識台灣原住

民的相關課程。 

 依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私立輔仁大學學生總人數及原住民學生人數分佈

情形，如表 3-2-3及表 3-2-4。 

  

 表3-2-3  九十二學年度私立輔仁大學學生族群背景一覽表 

學校 
學生總人數

（A） 

具有原住民身份之

學生總人數（B）

百分比 

（C）＝（B）/（A）

私立輔仁大學（不含大五

延修生） 20,576 133 0.6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http://www.edu.tw/statistics/search/search.htm，

研究者彙整） 

 

表3-2-4  九十二學年度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學生分佈情形 

學校 年級 
原住民學生

總人數 

非原住民學

生總人數 

原漢學生

人數比 

大一 33 5299 1：161 

大二 28 5238 1：187 

大三 30 5120 1：171 

私立輔仁大學（含二年制技術學院）

大四 42 4919 1：117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http://www.edu.tw/statistics/search/search.htm，

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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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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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條件，本研究選取國立台東大

學與私立輔仁大學的原住民及漢人大學生進行研究。 

 

貳、 選取方式 

一、 量化研究的研究對象 

（一）原住民大學生 

  本研究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之全

體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兩校原住民學生人數分別為 63人和 133人。兩校

原住民學生個人背景及校園因素資料，詳見表 4-2-1及表 4-3-1。 

（二）漢族大學生 

  本研究原先欲以九十二學年度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私立輔仁大學之漢族

學生為研究對象，並分別先徵詢兩校原住民學生相關的資訊，根據“滾雪球或

連鎖策略”（snowball or chain）（胡幼慧，1996）的方式找出本研究所需的研

究對象；另以“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的方式再選取所需的漢族學生。

但基於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下旬在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所進行的預試結

果發現，漢族大學生若未曾或極少接觸原住民文化以及與原住民發生互動經驗

時，將無法填答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理論文獻所編之「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

量表」。經與論文指導委員討論後，決定改變選取漢族學生的方式，透過該校

原住民學生及原住民中心老師推薦而選取曾經與原住民學生有互動經驗者或

接觸原住民文化者為本研究所需的研究對象兩校分別 92人及 104人，兩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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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學生的個人背景及校園因素資料，詳見表 4-2-2及表 4-3-2。 

 

二、 質性訪談對象 

 質性訪談的受訪對象來源主要依據問卷調查中受試者的「族群認同」發展階

段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以符合本研究需求。本研究選取受訪者

基於以下條件： 

1、因本研究特別想瞭解在個人背景及校園因素中，哪一個最能解釋漢族學

生「漢族自由主義階段」、「多元自主階段」及原住民學生「沈浸階段」、

「內化/承諾階段」之發展。因此以受訪者的「族群認同」發展階段為優

先考量，分別選取「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中最高階段的「內化

階段」分量表得分最高的兩校原住民學生各一名及「漢人大學生族群認

同量表」中最高階段的「多元自主階段」分量表得分最高的兩校漢族學

生各一名為第一考量。 

2、願意受訪且能提供豐富資料者。 

為尊重受訪者之隱私權，所有受訪者之姓名皆以化名的方式呈現，受訪者基 

本背景資料如表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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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  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表 

訪談對象 族別 背 景 概 述

A 阿美族 目前就讀國立台東大學大三，父母皆為阿美族、務農，從小
生長在台東阿美族部落，家在部落，經濟狀況還好，兄姐皆

有正當職業。國中小皆在部落就讀，高中畢業後曾到台北補

習一年，以考試分發進入師院。族群認同發展在「內化/承諾
階段」。 

B 漢族 目前就讀國立台東大學大四，父親為閩南人，母親則為外省
笫二代，家裡經濟狀況不錯，高中唸的是台南女中，以考試

分發進入師院。族群認同發展在「多元自主階段」 
C 鄒族 目前就讀私立輔仁大學大四，父母皆為鄒族，父親為國中體

育老師，母親為護士，父親過世後，由母親獨立撫養。先在

部落的國小就讀，國高中就在巿區的私立學校就讀（就讀原

住民班），以推甄方式進入大學。族群認同發展在「內化/承
諾階段」。 

D 漢族 目前就讀私立輔仁大學大三，父母親皆為閩南人，父親於年
幼時過世，由母親獨立撫養，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母親

為護士，家庭經濟狀況不錯。以考試分發進入大學。族群認

同發展在「多元自主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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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瞭解並探討大學原/漢族群學生的個人因素、校園互動經驗、族群 

認同發展，在量化研究方面，參考國內外相關量表，由研究者自編之「原住民大

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及「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作為調查研究之工具。上

述量表各包含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族群認同量表」；第二部份為「基本資料」。

在質性研究方面，本研究進一步以深入訪談來蒐集相關資料。茲將量化研究所使

用之量表及質性研究所使用之訪談部分詳細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壹、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 

一、 編製目的 

本量表之目的在瞭解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之發展階段，此量表計含有「接

觸前階段」（ Preencounter）、「接觸階段」（ Encounter）、「沈浸階段」

（Immersion/Emersion）、「內化/承諾階段」（Internalization）等 4個階段分量表。 

 

二、 編製依據 

本研究量表的編製係參考Cross在1971年所提出五個族群認同發展階段的相

關理論，以及Helms於1990年所著的《Black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書中所附

的黑人族群認同態度量表(Black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RIAS-B)，該量表共

計有四個分量表構成，每一分量表計十到十二不等的題項，施測對象為美國中西

部地區大學生。Evans等人（1998：83-85）指出該量表為「族群認同」相關研究

中，最常被用來測量族群認同發展狀態的工具。此四個分量表分別如下：「接觸

前階段」（ Preencounter）、「接觸階段」（ Encounter）、「沈浸階段」

（Immersion/Emersion）、「內化階段」（Internalization）等 4個分量表，其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76,  .51,  .69,  .80，並建有普為接受之建構效度與效標關聯效

度（Helm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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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製過程 

為增進本量表的有效性、適用性，及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表面效

度。本量表之題項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為求量表的表面效度，首先央請三位

台灣師範大學同學試答進行表面效度之檢測，並依據試答結果作題意用字遣詞的

修改，以增進量表之表面效度。表面效度檢測後，再經由數位族群認同、多元文

化教育，及原住民教育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及指導教授審查量表內容並就語意表

達、題項的內涵，以及各個題項是否適合置於各該向度之下提供修正意見與建

議，在「專家評定」問卷回收後，統整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所給的修正意見與建

議（專家學者名單及專家評定意見彙整請參閱附錄一），作成預試量表（附錄二）。 

 

四、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五點量尺作答，量表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受試者根據自己的看法就每個題

項所陳述的內容，從中選取一項回答。在計分方面，「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五種選項的得分依序為 1 分、2 分、3 分、4

分、5分。計分方式係根據上述的計分方式得到各該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再將各該分量表之平均數除以題數，即得各該分量表的每題之平均得分，平均得

分愈高者，表示受試者之族群認同發展趨近各該分量表之發展階段。例如，某原

住民大學生在「接觸階段」分量表的平均得分較其他分量表高，則表示該生族群

認同之發展趨近「接觸階段」。 

 

五、量表預試的實施 

預試初稿經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評定修正後，隨即在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中進

行預試。本研究因預定以台東大學全體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故無法以台東大

學學生進行預試，經論文委員建議後，選擇多元文化風貌、族群關係與學術研究

特色與台東大學類似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原住民學生為預試對象，施測「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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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60人，收回 45份，剔除填答不全者 2份，有效量表計 43

份。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項目分析使用 SPSS 1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並採取下列指標 

標作為選題之依據：臨界比值（CR 值）、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分析預試問卷題目適切性（王保進，1999；邱皓政，2000），

並依據理論及量表包含內容之廣度： 

1、 臨界比值（critical ratio, CR值） 

用小樣本分析（small group analysis），將分量表總分依前後 27％極端區分為 

高分組和低分組，做 t檢定，求得 t值做為臨界比值（critical ratio, CR值）， 

數值越高表鑑別度越好；並比較二組在各題平均數上的差異是否顯著。如果 

單一題項 CR值低於 3.0或未達 0.5顯著水準，則做為刪除或修改題目之選 

擇。 

2、 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利用 SPSS1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信度考驗，以所得結果之校正 

的項目結果與其他項目加總後的總分的相關係數，進行各項目與整份量表總 

分的相關分析，以清楚的辨別某一題項與其他題項的相對關聯性。 

3、 根據 Cross及 Helms理論的相關度及各分量表內容題項之廣度。 

綜合預試、正式施測之「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題的臨界比值、校

正的試題與總分的相關係數，以 p值＜.05及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值大

於.3，臨界比值（CR值）大於 2.0為保留標準，同時，並針酌 Helms（1990）及

Cross（1995）的相關理論內容之廣度，做為刪題的依據。依上述原則，決定刪

除「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第 3,4,6,20,24,25,34,35等 8題。詳細項目分析

結果，請參閱附錄三。 

 

（二）量表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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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依據理論內容，包含「接觸前」（Preencounter）階段、「接觸」（Encounter）

階段、「沈浸」（Immersion/Emersion）階段、「內化/承諾」（Internalization）階段

等，每個分量表題項分佈情形如表 3-3-1，茲將每一分量表之內涵和所包含的題

項分佈情形簡述如下： 

分量表一、「接觸前」（Preencounter）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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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表二、「接觸」（Encounter）階段 

 個人經歷一些事情之後，使他獲得了尋求原住民認同的動機；個人經 

歷衝擊事件，嘗試對自我認同產生新的詮釋。 

分量表三、「沈浸」（Immersion/Emersion）階段 

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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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表四、「內化」（Internalization）階段 

個人滿意自己的原住民身份，達到一種內在的安全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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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並接納其他族

群，並尊重彼此的差異。 

 

表 3-3-1  「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題項分佈表 

量表名稱 題數

接觸前 
接觸 
沈浸 
內化 

內含題目 

Q1,4,7,8,11,13,17,22,25,28,31,35,37 
Q3,6,9,21,23,27,30,39,44 
Q2,5,10,14,19,20,33,34,36,40,41 
Q12,15,16,18,24,26,29,32,38,42,43,45 

13
9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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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與效度 

1.信度 

本研究為求得「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該分量表的信度，對各該分

量表進行信度考驗，用以瞭解問卷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量表在信度方面，因量

表為五點量表，故採用 Cronbachα係數來考驗各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愈大

表示試題內部一致性越高，代表題目間同質性越高，內容取樣適當（郭生玉，

1994）。「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該分量表在預試及正式施測後之信度如

表 3-3-2所示： 

 

表 3-3-2 「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分量表預試及正式施測之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預試 
（n=43） 

正式施測 
（n=143） 

接觸前階段 
接觸階段 
沈浸階段 
內化階段 

.7814 

.8174 

.6541 

.8737 

.8174 

.6914 

.5376 

.7099 

 

2.效度 

本量表的效度評定，包含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及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首先央請三位台灣師範大學同學試答進行表面效度之檢測，並依據試

答結果作題意用字遣詞的修改，以增進量表之表面效度。為增進本量表的有效性

與適用性，本量表之題項除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外，並於表面效度進行後，另請

數位族群認同、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教育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論文指導

教授審查量表內容並就語意表達、題項的內涵，以及各個題項是否適合置於各該

向度之下提供修正意見與建議，在統整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所給的修正意見與建

議，作成預試量表。於預試後，進行量表題項之項目分析，以 p值＜.05及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值大於.3，臨界比值（CR值）大於 2.0為保留標準，並針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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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s（1990）及 Cross（1995）的相關理論內容之廣度，做為刪題的依據，以

形成正式量表（附錄四）。 

 

貳、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 

一、編製依據 

本量表之目的在瞭解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之發展階段，量表的編製係參考

Helms於1990年所著的《Black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書中所附的白人族群認

同態度量表(Whit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 WRIAS)，以及所提出相關的白人

族群認同發展理論。該量表共計有五個分量表構成，每一分量表計十到十二不等

的題項，施測對象為美國東岸地區以白人為主學校之白人大學生。此量表之分量

表分別如下：「接觸」（Contact）、「失衡」（Disintegration）、「再整合」

（Reintegration）、「漢族自由主義」（Pseudo-Independence）、「自主」（Autonomy）

等 5個分量表，在Westbrook, Helms & Carter的族群認同相關研究中，其 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 .55∼.67, .75∼.77,  .75∼.82,  .65∼.77,  .65∼.74，並建有普為

接受之建構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Helms, 1990: 71）。 

 

二、編製過程 

為增進本量表的有效性、適用性，及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表面效

度。本量表之題項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為求量表的表面效度，首先央請三位

台灣師範大學同學試答進行表面效度之檢測，並依據試答結果作題意用字遣詞的

修改，以增進量表之表面效度。表面效度檢測後，再經由數位族群認同、多元文

化教育，及原住民教育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及指導教授審查量表內容並就語意表

達、題項的內涵，以及各個題項是否適合置於各該向度之下提供修正意見與建

議，在「專家評定」問卷回收後，統整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所給的修正意見與建

議（請參閱附錄五），作成預試量表（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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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五點量尺作答，量表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受試者根據自己的看法就每個題

項所陳述的內容，從中選取一項回答。在計分方面，「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五種選項的得分依序為 1 分、2 分、3 分、4

分、5分。計分方式係依據上述的計分方式得到各該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再將各該分量表之平均數除以題數，即得各該分量表的每題之平均得分，平均得

分愈高者，表示受試者之族群認同發展趨近各該分量表之發展階段。例如，某漢

人大學生在「失衡」分量表的平均得分較其他分量表高，則表示該生之族群認同

發展趨近「失衡」階段。 

 

四、量表預試的實施 

預試初稿經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評定修正後，隨即在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中進

行第一次預試。如前所述，本研究無法以台東大學學生進行預試，故選擇多元文

化風貌、族群關係與學術研究特色類似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漢族學生 45人為預

試對象。總計收回「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40份，剔除填答不全者 3份，

有效量表計 37份。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項目分析使用 SPSS 1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並採取下列指標 

標作為選題之依據：臨界比值（CR 值）、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分析預試問卷題目適切性（王保進，1999；邱皓政，2000），

並依據理論及量表包含內容之廣度： 

1、臨界比值（critical ratio, CR值） 

用小樣本分析（small group analysis）低分組，將分量表總分依前後 27％極 

端區分為高分組和低分組，做 t檢定，求得 t值做為臨界比值（critical ratio,  

CR值），數值越高表示鑑別度越好；並比較二組在各題平均數上的差異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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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如果單一題項 CR值低於 3.0或未達 0.5顯著水準，可做為刪除或修

改題目之選擇。 

2、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利用 SPSS1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信度考驗，以所得結果之校正 

的項目結果與其他項目加總後的總分的相關係數（α係數），進行各項目與 

整份量表總分的相關分析，以清楚的辨別某一題項與其他題項的相對關聯性 

。 

3、 根據 Cross及 Helms理論的相關度及各分量表內容題項之廣度。 

綜合預試之「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題的臨界比值、校正的試題與總

分的相關係數，以 p值＜.05及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值大於.3，臨界比

值（CR 值）大於 2.0 為保留標準，同時，並針酌 Helms（1990）的相關理論內

容之廣度，做為刪題的依據，第一次預試後，詳細項目分析結果，參閱附錄七。 

在第一次預試施測過程中發現，沒有與原住民學生接觸的漢人，作答困難，

無法回答大部份的問題，隨便勾選，故量表呈現之項目分析結果不僅奇怪且不可

信，此量表似乎僅適用於與原住民有接觸之漢人填答。經與論文指導委員討論

後，決定更改預試漢族學生選取方法，重新選取與原住民學生有接觸經驗之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漢族學生 120名，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中旬重新進行第二次預試，

第二次預試預試結果，依據前述刪題原則，決定刪除「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

第 8,15,29,38,41,42 等 6 題，而形成正式量表，第二次預試後，詳細項目分析結

果請參閱附錄八。  

 

（二）量表內涵 

 本量表依據研究目的，擬定為五個分量表，包含「接觸」層次、「失衡」層

次、「再整合」層次、「漢族自由主義」層次，以及「多元自主」層次等 5個分量

表，每個分量表題項分佈情形如表 3-3-3，茲將每一分量表之內涵和所包含的題

項分佈情形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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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題項分佈表 

量表名稱 題數

接觸層次 
失衡層次 
再整合層次 
漢族自由主義層次 
多元自主層次 

內含題目 

Q1,3,6,19,24,34,35,39 
Q2,7,12,16,18,26,40 
Q14,20,22,25,27,31,33 
Q5,9,10,11,23,28,32,37,43 
Q4,13,17,21,30,36,44,45 

8
7
7
9
8

 

分量表一、「接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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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族主流文化的標準看事情，而未察覺其他參照標準的可能性。   

分量表二、「失衡」階段 

 覺察到漢人對原住民有不平等待遇，而產生焦慮、不舒服的感覺，在

道德上產生兩難的矛盾，並減少與原住民的接觸。 

分量表三、「再整合」階段 

不認為是漢人對原住民不平等，而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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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表四、「漢族自由主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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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表五、「多元自主」階段 

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個人以整合的方向去瞭解與去除族群壓抑、偏見 

及歧視。 

 

（三）信度與效度 

1.信度 

本研究為求得「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該分量表的信度，對各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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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進行信度考驗，用以瞭解問卷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量表在信度方面採用

Cronbachα係數來考驗各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愈大表示試題內部一致性越

高，代表題目間同質性越高，內容取樣適當（郭生玉，1994）。「漢人大學生族群

認同量表」各該分量表在預試及正式施測後之信度如下表 3-3-4所示： 

 

表 3-3-4  「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各分量表預試及正式施測之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第一次預試 
（n=37） 

第二次預試 
（n=120） 

正式施測 
（n=196） 

接觸階段 
失衡階段 
再整合階段 
漢族自由主義階段 
多元自主階段 

.5007 

.6624 

.6776 

.6829 

.6930 

.6309 

.6893 

.7730 

.7264 

.6495 

.5228 

.6209 

.7661 

.7569 

.7775 

 

2.效度 

本量表的效度評定，以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及表面效度為主。首先

央請三位台灣師範大學同學試答進行表面效度之檢測，並依據試答結果作題意用

字遣詞的修改，以增進量表之表面效度。為增進本量表的有效性與適用性，本量

表之題項除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外，並於表面效度進行後，另請數位族群認同、

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教育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論文指導教授審查量表內

容並就語意表達、題項的內涵，以及各個題項是否適合置於各該向度之下提供修

正意見與建議，在統整專家學者與指導教授所給的修正意見與建議，作成預試量

表。於預試後，進行量表題項之項目分析，以 p 值＜.05 及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值大於.3，臨界比值（CR值）大於 2.0為保留標準，並針酌 Helms（1990）

及 Cross（1995）的相關理論內容之廣度，做為刪題的依據，以形成正式量表（附

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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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資料 

第二部份基本資料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而設計，包 

括：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因素兩部份，個人背景有學校、科系、性別、年級、族

群/族籍、進入大學就讀的入學管道、居住區域、居住時間、父母親族群/籍、以

及主要撫養人教育程度等題；校園因素部份則有多元文化課程修習、與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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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政策發展、

目標，以及學校氣氛的知覺，茲將各項料選項說明如下： 

 

一、個人資料 

（一）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四類。 

（二）性別：分為男女兩類。 

（三）入學管道：依序編碼為 1—考試分發入學，2—推薦甄選，3—申請入學， 

4—資優甄試，5—技優保送，6—各校單招，7—加分優待，8—降低錄取 

標準，9—保送入學，10—其他。 

（四）居住區域：戶籍所在地與現居地分開填寫，分為北部、中部、南部以及東

部，依序編碼為 1—北部，2—中部，3—南部，4—東部。 

（五）居住時間：戶籍所在地與現居地居住時間分開填寫，依序編碼為：1—未

滿 1年，2—1∼5年，3—6∼10年，4—10∼15年，5—15年以上。 

（六）母親族群/族籍：依序編碼為 1—原住民，2—閩南人，3—客家人，4—外 

省人，5—其他。 

（七）主要撫養人教育程度：依序編碼為 1—國小，2—國中，3—高中職，4—

專科，5—大學，6—研究所以上。 

 

二、校園因素 

 校園因素包括多元文化課程修習、不同族群背景師生互動經驗、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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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同儕互動經驗、社團參與經驗、學校發展的政策、目標，以及對學校氣氛的

知覺等題項。茲將各項資料選項說明如下： 

（一）多元文化課程修習：依序編碼為 1—從未修習，2—一門，3—二門，4—

三門，5—三門以上。 

（二）不同族群背景師生互動經驗：依序編碼為 1—從來沒有，2—很少，3—偶

而，4—常常，5—總是。 

（三）不同族群背景同儕互動經驗：依序編碼為 1—從來沒有，2—很少，3—偶

而，4—常常，5—總是。 

（四）社團參與經驗：依序編碼為 1—從來沒有，2—很少，3—偶而，4—常常，

5—總是。 

（五）學校政策發展、目標：依序編碼為 1—從來沒有，2—很少，3—偶而，4—

常常，5—總是。 

（六）學校氣氛的知覺：依序編碼為 1—從來沒有，2—很少，3—偶而，4—常

常，5—總是。 

 

肆、質性訪談 

初步蒐集研究樣本的族群認同發展階段的統計資料後，本研究進一步以深入 

訪談來蒐集相關資料。Patton（1990）指出開放性訪談的質化研究有三種形式：（一）

是屬於非正式的對話式訪談；（二）一般的訪談具有引導性的取向；（三）是一種

標準的開放式訪談。為避免蒐集資料的偏頗、或缺乏系統，而難以組織與分析，

故本研究在訪談之前，由閱讀相關文獻，依據研究目的及量化研究蒐集研究樣本

的統計資料後，進一步與論文指導教授討論、擬定訪談大綱（附錄十），以利訪

談的進行與增加訪談的有效性。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質性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訪談之前，由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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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量表分析資料後，再進一步與論文指導教授共同修改大綱，作為正式訪談時蒐

集資料之用。訪談大綱之功用在於幫助研究者更能掌握訪談重點，並讓受訪者更

加瞭解研究重點，而不在於限制研究者與受訪者的談話。而在訪談過程進行中，

研究者秉持開放態度，針對受訪者關鍵性的大學校園經驗及個人背景進一步地深

入探究。 

 

二、訪談札記 

訪談札記的記錄主要是在日後可以輔佐分析之用，能幫助研究者多方面地掌

握訪談資料的正確性，也是研究者在分析解釋資料和撰寫報告時的重要依據。在

每次訪談結束後，盡量將整個過程記錄下來，內容包含與受訪對象訪談的日期、

地點、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的表達狀況與肢體行為等，以及研究者對受訪對象的

感覺等。 

 

三、錄音設備 

研究者在聯繫受訪者時，先徵詢受訪者的意願，並告知整個訪談過程填寫「訪

談同意書」，表示受訪者同意在錄音的情況下接受訪談，同時確知訪談內容會謄

為文字稿，經研究者按訪談大綱整理後，由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無誤或缺漏處，

之後做為研究中訪談資料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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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資料蒐集、實施程序，包含編製研究工具、預試、正式施測、統計分 

析、訪談、撰寫論文等五個階段。 

 

一、 編製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所編之「原住民大學族群認同量表」及 

「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研究工具之編製，先蒐集相關文獻參考資料及國

內外相關問卷，依據研究目的擬定題項，並請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具實務

經驗工作者加以修正，數次與論文指導教授討論後修定成預試量表施測，以建立

量表之信度、效度，最後編製成正式量表。 

 

二、 預試 

本研究之預試量表於九十三年四月上旬編製完成，隨即進行預試。預試對象 

以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之全體原住民學生及漢族學生為主，其中，漢族學生以隨機

抽樣的方式進行施測。總計發出量表 105份，回收量表 85份，經篩選後可用量

表計 80份，隨即進行項目分析及信度之考驗。 

 其中「漢人大學生族群認同量表」的編製係參考 Helms 於 1990 年所著的

《Black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中所附錄的白人族群認同態度量表(WRIAS，

Whit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及其所提出相關的白人族群認同發展理論，但

此量表經項目分析檢驗其信、效度後，發現臨界比值（CR值）普遍低於 3.0，且

加上預試對象均反應，若未曾或鮮少與原住民與原住民文化接觸者，對於量表題

項的填答稍顯困難。 

 但基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再與論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題項後，於

九十三年四月中旬進行第二次預試，預試對象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曾與原住民

有接觸、互動經驗者，總計發出量表 140份，回收量表 127份，經篩選後可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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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計 120份，隨即進行項目分與信度之考驗，據以編製正式量表。 

 

三、 正式施測 

經電話正式聯繫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教育中心及私立輔仁大學原住民服務 

中心，徵得同意及協助，即進行正式施測。量表送達學校後，即由研究者預先商

定的老師排定時間並說明施測之程序和應注意事項。 

 

四、 統計分析 

量表回收後，隨即加以整理，扣除無效量表後，將實際可用量表之資料輸入 

電腦，以 SPSS套裝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資料之統計分析於民國九十三年五

月下旬完成。 

 

五、 進行訪談 

本階段旨將量表分析所得的結果，選擇適當的學生為訪談對象，經由受訪對 

象的同意（訪談同意書，參閱附錄十一），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初完成訪談。訪

談時，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以錄音機將訪談內容錄音，於訪談結束後立即轉入

成訪談逐字稿（參閱附錄十二）並進行內容分析。 

 

六、 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訪談工作結束後，隨即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並從訪談逐字稿加以分析，以 

補足量表調查所得的結果並解釋背後的原因及經過的歷程，將研究結果從量表統

計結果、訪談分析，與文獻進行比較分析。在量化統計資料的結果與文獻記載不

同之處或統計結果難以解釋之處，從質性訪談進行補充，並進行解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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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第一階段量表部份使用 SPSS1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資料 

分析；第二階段訪談資料的分析則將逐字訪談稿加以反覆閱讀後，形成一整體的

概念，選定意義，萃取個人核心主題，再依核心主題進行分析、歸納，以及詮釋，

簡述如下： 

 

壹、量表資料分析 

一、研究問題一 ∼ 四 

因本研究問題一 ∼ 四主要在探究兩所大學原住民與漢族學生之族群認同

發展階段及個人背景因素與校園因素分別對其之影響，並不推論其他學校，而本

研究樣本即為該校全部原住民學生及由原住民推薦與其有互動經驗之漢族學

生，故使用描述統計作資料分析，並以百分比來敘述並比較兩所大學原/漢族群

學生族群認同發展階段，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因素的分佈差異及其對族群認同發

展階段之影響，並輔以質性訪談來瞭解影響的原因與歷程。 

 

二、研究問題五 ∼ 八  

為瞭解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因素中，哪一個變項最能解釋兩所大學原住民學

生「內化/承諾階段」及漢族大學生「多元自主階段」之族群認同發展，採用多

元迴歸進行分析。因本研究特別關心在控制個人背景因素後，校園因素的解釋

量，故採用階層迴歸方式投入（邱皓政，2002），先投入個人背景因素，再投入

校園因素，以 R2改變量來決定解釋量的大小，如前所述本研究樣本為全部母群

且並不推論其他學校，故只依據β的多寡來比較各預測變項相對的解釋量。本研

究之預測變項包括個人背景因素（性別、年級、居住區域、居住時間、父母親族

群、父母教育程度、升學管道）及校園因素（是否修習多元文化課程、與不同族

群背景教師互動、與不同族群背景同儕互動、社團經驗、參與返鄉部落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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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政策及目標、學校氣氛知覺）；本研究之效標變項包括「沈浸階段」、「內化/

承諾階段」、「漢族自由主義階段」與「多元自主階段」。本研究並輔以質性訪談

來瞭解這些因素影響的原因與歷程。 

 

貳、質化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之挑戰在於要從大量的資料中尋找出意義，亦即蒐集資料的過程本 

身並不是終極目標，其終極活動是分析、詮釋，以及呈現發現結果（吳芝儀、李

奉儒，1995）。質性資料分析的目的在於萃取概念形成主題，必須不斷地持續比

較、想像、分析性思考並加以概念化（齊力、林本炫，2003：184）。 

 因此，本研究質性訪談資料的分析，首先將轉錄受訪者個別的逐字訪談稿，

加以反覆閱讀後，形成一整體的概念，選定意義，萃取個人核心主題，再依核心

主題進行分析、歸納，以及詮釋。以下就資料整理、資料分析過程分別說明： 

 

一、資料整理 

將錄音器材蒐集的口語資料由研究者深入訪談後謄成逐字稿，並參照研究札

記中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當時的訪談情境、研究者的覺察、反省，以及

研究者主觀感受等整理於逐字稿的空白處。 

每次訪談之後，為正確掌握訪談當時的感受與主體概念，立即將錄音帶謄寫

成訪談逐字稿，以利日後資料分析之進行，並反覆聆聽，依主題事件將逐字稿分

類。 

 

二、資料分析過程 

資料分析的過程係對蒐集而來的文件資料進行歸納、詮釋的歷程。本研究資 

料分析的主要歷程如下： 

（一）熟讀訪談稿全文 

    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使自己對於資料內容更為熟悉，並產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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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範例詳見附錄十二。 

（二）畫出重要敘述句 

 將與研究目的相關的重要敘述句畫底線。 

          範例： 

          我覺得除了老師的支持外，我覺得還有“接觸”是非常重要⋯其實，

學校在這方面真的可以多做點，譬如說開相關的課程，這樣可以讓大家多

一些瞭解彼此不同文化的差異。但是，我覺得如果太強調單一族群的文化

瞭解，那又很危險，很容易形成“族群優越”的錯誤，以自己為中心的思

考。另外，我覺得原住民也應該去瞭解漢人的特色到底在哪裡，除了保有

自己的傳統外，也要學習人家好的地方，這樣，文化才會發展得更好。 

（三）形成主題概念 

    找出被訪談者表達的意義與主題，作成摘要性的敘述，敘述方式盡可

能忠於被訪談者所使用的字彙，之後給予一個碼，例如一個關鍵句，進行

開放編碼。 

將所有訪談資料編碼後，再將其加以分類、歸納，將屬性相似的編碼

歸為一類，發展核心主題並予以命名，範例見附錄十三。 

（四）與協同檢核者進行信實度檢核 

          將初步歸納分析出的資料與論文指導教授及協同檢核者一同進行檢

核，以避免個人的偏誤與疏失，檢核範例見附錄十四。 

（五）請被訪談者進行信實度檢核 

將初步分析過的訪談資料，交給被訪談者檢核、修正並填寫「被訪談

者檢核回饋表」（附錄十五），進行對話，對研究的結果加以討論。 

（六）統整並撰寫全部受訪者的詮釋分析結果 

 

三、研究之信實度（trustworthiness） 

傳統實證主義（positivism）科學哲學思考－尋求一種「普遍法則」，此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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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了客觀的測量和量化推論來達到研究是否客觀、嚴謹的標準。因此，在量化

研究中，信度和效度決定了研究的信效度，然而，質性研究所關注的是「社會事

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胳下的經驗和解釋」。

這種脈絡情境過程、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索研究，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絕非

量化研究的「信度」、「效度」所能涵蓋（胡幼慧、姚美華，1996）。因此，質性

研究另有其評價方法，例如 Guba 與  Lincoln 於 1985 年提出「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以回應實證主義對質性研究信度效度所提出的質疑。 

 另外， Magolda（2001）建議在分析資料時，注意下列幾點，以增加信實度：

（一）處理主觀（managing subjectivity）；（二）採多元化的理論與觀點（multiple 

theories or perspectives）；（三）多元分析方法（multiple analysts）；（四）同儕檢

視（peer debriefing）；（五）研究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六）厚實敘寫（thick 

description）。 

為提高本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iness），並檢視本研究在資料分析時是否

有呈現受訪者在研究主題上的真實經驗，或是否盡可能地達到以受訪者的主體位

置發聲，並正確地詮釋研究者與受訪者的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處理主觀、與研

究者建立信任關係、同儕檢核，以及被訪談者檢核以增加本研究之信實度。 

（一）研究者自我角色與主觀意識反省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是資料蒐集的工具，研究的主觀意識與自身經 

驗不可避免地會涉入於研究過程中，進而影響到研究資料的詮釋與分析。

因此，採主觀意識省察的方式，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隨時澄清研究者之

經驗、預設立場，以避免帶有偏見的過度詮釋，另一方面亦透過自我反思，

調整研究過程中不當之處（詳見第六節）。 

（二）與研究者建立信任關係 

訪談開始進行之初，研究者通常會作簡短的自我介紹，並提及正在進

行的論文研究，研究的目的及動機為何，接著告知訪談時將會錄音，是為

使資料與記錄儲存。為使訪談資料具有可靠性，進行訪談時，研究者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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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宜舒適的訪談地點與時間，並重申保密原則，使被訪談者在最有安

全感、最不受干擾的狀況下與研究者在其校園內進行訪談。本研究正式訪

談的期間為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上旬，研究者以尊重被訪談者個人狀態與感

受、保護其權益為最高原則，所以，研究者不僅只聆聽而已，並適時地也

揭露自己的生命經驗，對於被訪談者自我經驗的表達與陳述保持尊重、不

批判的態度，與被訪談者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呈現一種對話式的訪談，

而非只是問答而已。 

（三）同儕檢核 

資料分析過程中，對於資料的分析與詮釋，除了與論文指導教授共同

討論外，邀請協同檢核者一同檢核，以避免個人的偏見，減少資料分析產

生的誤差，以避免研究者個人流於主觀的偏誤與疏失。協同檢核者係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研究所學生事務組畢業之碩士，目前任

職於私立明新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輔導員並輔導原住民社團且熟悉多元

背景大學生發展理論與質性研究方法。協同檢核者除了長期擔任國科會專

案「E世代多元背景大學生校園經驗與心理社會發展、認知發展之縱貫研

究」之研究助理，具有相當豐富的實務訪談及分析資料的經驗；且其碩士

論文也是以質性取向的深度訪談為方法蒐集資料。基於其擁有的質性研究

學術能力及豐富的實務經驗，研究者邀請她擔任本研究的協同檢核者。 

（四）被訪談者檢核 

          於正式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寄給被訪談者，使其瞭解討論訪談的內

容與方向。訪談結束後，將訪談稿加以分析，歸納出要素與核心主題，最

後將「被訪談者檢核回饋表」寄給被訪談者，請被訪談者檢核研究者對於

訪談內容的詮釋是否有誤，並進一步修正與釐清有疑義之處，本研究「被

訪談者檢核回饋表」的結果，符合度達 90％至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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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者自我角色與主觀意識反省 

 這樣就能瞭解原住民嗎？這樣就能跨越原漢族群間的界線？我努力地克制

不將自己寫進研究中，但這份研究對我而言卻極具挑戰，我一直處於「族群想像」

自我對話的困頓中，藉由自身與彼此的對話，一次一次地書寫著對主流社會、教

育體制，乃至於對自我與自身族群的批判，就好比跟自己「爭戰」，終於，我看

見自己…回首過去，以此時此刻自己的身份位置來反思自己與部落的關係，卻充

滿了深層的無奈與尷尬。 

 帶著自己的「過去」，走入被訪談者的世界，聽著他們的故事，卻常有著開

了一扇窗的感覺。那是一種「認識別人」又「瞭解自己」的通路，回想幾次的訪

談，談到各自的童年、校園經驗…，常是爽朗大笑；談到族群、教育卻多是嚴肅

而沈重。然而，我們之間卻有著某種對彼此生命的瞭解───我們在求學的歷程

中「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漸漸地型塑自己的原型，其中所經歷的懷疑、

堅持、思考及抉擇都是「原住民」血液在彼此生命的影響。然而，身為原住民的

我在面對漢人受訪者時，在某些情境、經驗上，可能因為族群文化上的差異，使

得認知有些差距，而這些差距更讓我無法感同身受。其實剛開始時，我也對此滿

是疑惑，總覺得這些處境或經驗上的差距可以填補嗎？不過，被訪談者的回應及

肯定卻讓我跨越這些差距，甚至排除心中預設的觀點，學習傾聽他者的聲音。 

感謝被訪談者帶著我走過他/她們個人、家庭的經驗以及在族群、學校、社

會文化複雜交織的脈絡中，聽著他/她們的故事…而我卻發現：自己遠離了部落

的臍帶，面臨著自身的成長背景、文化、價值衝突與轉化壓力，我就是被訪談者

所謂的“黑蝙蝠”，面對主流社會價值與族群文化的拉扯，幸運的通過主流教育

的重重關卡，然而卻深刻地體認族群文化在自身逐漸的消逝。在這次的研究中，

透過被訪談者，我看見了我們都在找尋那個平衡點，那個在我們生命中由自我、

家庭、族群，以及社會文化交織縈繞而成的平衡點。是的！我們都在找那個平衡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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