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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小學民族教育課程實施之個案研究 

周水珍* 

摘 要 

本研究旨在觀察一所太魯閣族原住民學校發展民族教育課程的過程，以理解

當前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情形，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全文

內容共分五部分，首先說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其次探討民族教育課程的相關理論

與研究；續次說明研究方法與歷程；接著呈現個案研究資料的分析結果與討論研究

發現；最後則為結論與建議。研究結果顯示，太魯閣族原住民學校的族群文化課

程，在課程形式方面包括：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在課程實施方面：

採自編教材、融合式課程與附加式課程，以及課程實施的困境。本研究並依研究發

現提出改進原住民族學校發展民族教育課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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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aboriginal ethnic 
education is implemented in school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trib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occurring in a Truku elementary school.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There are 5 sections in this article. Research purpose 
is described first,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ethnic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ory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third 
section. Data analysis results, research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are presented in the fourth 
section an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in the conclusion s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s: (a)The Truku ethnic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be categorized as formal, 
informal and hidden curriculum. (b)The curriculum implement can be included as self-
developed teaching materials, infused curriculum and additional curriculum. (c)The 
dilemma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in the conclusion section for facilitating ethnic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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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政府遷臺初期，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原住民得學習漢族的語言、生活方

式、風俗習慣、價值觀與社會規範，這種同化策略透過教育實施的結果，使得原住

民漸漸地與自己的文化疏遠；又因漢人對其文化的評斷，是採用漢文化的標準，無

形之中，就形成了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與偏見，加深了原住民在目前社會中生存與

適應的不易（陳枝烈，1995）。事實上，原住民族文化中有許多值得稱頌、保存並

發揚的「優良人格特質與倫理道德」。浦忠成（1996）的研究中呈現，原住民族的

優質文化包括：（一）樂觀、純樸、誠懇、愛好自由、耐苦耐勞、獨立、活潑熱

情、天人合一；（二）尊重族群的倫理觀念（階級制度及敬老尊賢）；（三）互助

合作、不講利益；（四）藝術音樂的天賦；（五）會所制度。這些與生俱來的天賦

與價值是可以透過教育體系加以保存並發揚光大的。 

Reiff（1997）探討文化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影響，他發現學校的教師未根據

學生的文化背景選擇適合學生學習形態的教學，給予和文化無關的課程內容，造成

學生未能發揮其潛能。原住民兒童一方面受到強勢傳播媒體文化的衝擊，產生不如

其他種族的族群自卑感，既不認同自己族群，卻又不被漢族社會所接納，主要是傳

統文化支配其思想、行為信仰，卻又面臨強勢文化的衝擊，因此，置身於兩種文化

中徘徊，形同邊際人；另一方面，對於主流文化的學習發生困難，以致於學習成就

低落，產生「認同的污名」，在與平地人相處時，極力掩飾自己原住民的身分，不

講自己的族語，不肯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張守仁，2002），容易產生族群認同的危

機。原住民學校的學生在學習上遭遇問題，追究其原因，在於未能提供合乎原住民

學生文化背景的課程，致造成文化矛盾與衝突，喪失學習的信心。黃冠盈（2001）

的研究也指出，國中課程內容偏向主流文化，缺乏與原住民生活的關聯性，在課程

內容上形成文化斷層現象，致使學生對主流文化的教科書內容缺乏學習的意願。 

學校教育是傳遞與維護文化的重要機制，但對少數民族而言，教育給他們的經

驗是對母文化的忽視與輕蔑。因此，有學者主張少數民族學童必須發展雙文化的能

力（bicultural competence），才能同時在主流文化和自己的族群中獲致成功（引自

陳麗華、劉美慧，1999；Cross, 1987; Vaughan, 1987）。但也有學者從不同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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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原住民教育的問題，認為一般人均認為原住民兒童文化刺激不足，所以，學習

成績較低，這多半是以漢人中心的單一文化價值觀，強施於原住民學童，而忽略了

從原住民族經驗中學習足以豐富整體臺灣文化的素質（陳伯璋，1998：13）。事實

上，過去的課程是以漢人的主流文化立場來編製，未能關注到少數族群文化的差異

性，使得原住民學童在學習過程中文化適應不良，造成學習態度與成績的低落。近

年來，已有學者（譚光鼎，2002；李季順，2005；巴蘇亞   博伊哲努，2005；夷 

將  拔路兒，2005；陳枝烈，2007）提出原住民學校應實施以原住民族教育主體課

程的呼籲。可見，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研究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多元文化教育理念已成為當前教育的重點。對於原住民

族學校而言，提供了一個新的課程發展契機，將族群文化的傳承，列為課程發展的

重點，學校自行設計課程，發展特色課程。黃珮華（2002）的研究指出，將原住民

部落文化融入在地的學校課程，有助於減緩原住民文化的流失，並可增加學生的文

化自信心。譚光鼎（2002：281）建議九年一貫課程中應設計「原住民族歷史」教

材，在彈性學習節數中實施教學，其功能有三：（一）透過正式課程與教學，使原

住民族歷史獲得正當性；（二）透過民族史之認知而增強原住民族之主體意識；

（三）透過跨文化認知而促進族群關係之良性互動。從原住民歷史的學習，增進對

自我文化的認識與肯定，以協助原住民兒童的學習。本研究主要在於透過對一所原

住民學校的民族教育課程發展的觀察，以理解當前原住民民族教育的實踐。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原住民小學民族教育課程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二）探究原住民小學民族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策略。 

（三）分析原住民小學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的困境與問題。 

（四）歸納文獻探討與研究發現，對相關問題進行探討，進而提出對原住民小

學實施民族教育課程之理論與實務研究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原住民民族教育的意義 

（一）原住民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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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理解原住民民族教育的意義，首先要釐清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原住

民民族教育三者的差異。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原住民族：係

指既存在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

族、卑南族、魯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蘭族、太魯閣族及其他

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之民族」。第三項：

「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原住民是指原住民族之個人，而原住民族是指

整體原住民族之統稱，同時亦可為各族之泛稱。過去我國教育的體制，對原住民的

各項教育措施，統稱為「原住民教育」，自從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後，為了突

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而採用「原住民族教育」的名稱，其實「原住民教育」與

「原住民族教育」二者同樣都是指以原住民族為對象所實施之教育，而「原住民族

教育」較能表達原住民族主體的教育。 

（二）原住民族教育與原住民民族教育 

就《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條：「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政府應本多

元、平等、自主、尊重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族教育」，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

條第一項：「原住民族教育：為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之統稱」。在此必

須先釐清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的區別。一般教育指的是主流社會提供的各級各類

「正規教育」，是全國所有的族群共同接受的教育，而民族教育依《原住民族教育

法》第四條第三項：「民族教育：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

傳統民族文化教育」。亦即「民族教育」應是專為原住民族所特別設立，傳承民族

文化之教育內容。因此，「原住民族教育」是指原住民族所接受的教育，包括一般

教育與民族教育；而「原住民民族教育」，僅指原住民應接受原住民族的民族文化

教育。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一條：「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

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是以原住民之民族教育的發展，

首先應考量的是原住民之民族意願，只要各民族有傳承民族文化之意願，即應保障

該民族之民族教育權，實施民族教育。因此，有必要以「原住民民族教育」來突顯

原住民的民族教育。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一條：「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

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歷史及文化之機會」，奠定民族教育的法制基

礎，原住民族學校應提供民族教育課程，已無庸置疑，然而，依《原住民族教育

法》第三條：「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計畫辦理；原住民族之

民族教育，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劃辦理」，說明原住民族的一般教育由教育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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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辦理，民族教育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辦理，二者的行政體系不一，我國的學校

行政系統是屬於教育部，因此，《原住民族教育法》對學校是否有強制性，則有待

進一步探討。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施行細則》第二條：「民族教育之實施，應尊

重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系，並依其歷史、語言、藝術、生活習慣、社會制

度、生態資源及傳統知識，辦理相關教育措施及活動」，對於民族教育課程內容做

了明確的規範；在課程實施方式上，依《原住民教育法施行細則》第七條：「實施

民族教育，應採多樣化方式，以正式授課為原則，並輔以相關課程及其他與原住民

族文化有關之教育活動」，是以原住民族學校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

程安排如母語、鄉土歷史、鄉土地理、陶藝、木雕、舞蹈、歌唱、競技運動、文面

等族群部落傳統文化的課程與活動，皆為本原住民民族教育的範疇。 

筆者根據上述的分析，歸納原住民民族教育的意義：「現階段的原住民民族教

育，是指以原住民族為對象，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教育內容，其目的在於傳承與發展

民族文化。」 

二、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內涵 

國內學者李瑛（1999）的研究指出，原住民族的教育內涵應涵蓋： 

（一）原住民的認識論（epistemology）、神靈觀（spirituality）、世界觀 

（world view）、價值體系等，是探討原住民文化的深層結構，即在原住民的文

化，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超自然

之間關係的深層信念與假設，而可觀察到的文化表象是奠基於此深層的信念與假

設。 

（二）原住民的文化遺緒，包括：(1)語言、符號；(2)宗教、祭典；(3)神話、

傳說；(4)社會結構與制度：包括社會結構、婚姻與家庭制度、社會倫理、禁忌規

範、傳統律法及生命禮俗等；(5)政治與經濟；(6)傳統醫療；(7)生活方式與技藝

等。 

（三）從原住民的觀點探討原住民族之源起、遷徙、地理分布、與其他族群接

觸的歷史演進等。 

（四）從歷史與族群互動的情境脈絡探討國家、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政法關

係，泛原住民政治意識或跨部落以原住民共同福祉為訴求的議題等。 

（五）從歷史與族群互動的情境脈絡探討原住民的土地問題、人力資源、社會

與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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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從歷史與族群互動的情境脈絡探討原住民的族群識別、族群認同與姓名

條例等議題。 

原住民籍的學者孫大川（1999）從文化脈絡的角度，將部落教育的核心分成四

個面向： 

（一）第一面向是歲時祭儀：從儀式的參與及演練獲得該族的知識與經驗上的

傳遞。 

（二）第二面向是樂舞：透過「樂」吟唱的方式來記誦許多與民族文化有關的

知識，以及傳達情感並學習填詞創作；透過「舞」配合祭典用身體姿態達到一種訓

練，尤其在人格陶冶上具有更深的意義，並且在儀式中用身體去體驗祖先所曾經表

達的身體語言。 

（三）第三面向是生活：在生活中獲得知識技能，如在山上、田裡工作、在溪

邊撒網捕魚、如何雕刻、編織、製作生活器具等，這是與生活連結的教育。 

（四）第四面向是與大自然節奏相結合：過去的生活，歲時祭儀、教養及價值

體系與大自然節奏是合節拍的，就像狩獵活動不是簡單就出發，而是要配合各種狩

獵的禁忌，老祖宗知道怎樣生活與周遭自然環境相結合。 

陳枝烈（1998）將原住民族文化區分為家庭制度、親屬制度、部落的源流、部

落組織、生命禮儀、經濟生活、社會規範、信仰習俗、神話故事、歌謠舞蹈、服裝

飾品及雕刻編織等內涵。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的觀點，原住民民族教育的內涵應包括三大層面： 

（一）民族觀念：是屬於精神層面，原住民在成長的過程，與人、部落文化、

自然環境相互互動的過程，所建立的價值觀，包括民族習性、道德觀念、生命禮

儀、宗教信仰、思考方式及做事態度等。 

（二）民族制度：是屬於族群律則層面，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互動的規範，包

括族群組織、階級、家庭制度、親屬制度、社會規範、祭典儀式、經濟生活、律則

及gaya等。 

（三）民族物質：是屬於物質層面，族群在自然中生活的基本工具，包括織

布、陶器、編器、木雕、裝飾等。雖然有些內容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已變質甚至消

失，如阿美族以前的年齡階級競技比賽，現在已成為觀光式的豐年祭，但仍是代表

民族文化的展現。 

各種民族文化均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智慧，筆者認為可以將此種民族知識轉化成

為學校的課程，包含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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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課程的層面：語文領域：包括族語教學、神話傳說、故事等；社會

領域：包括歷史變遷、風俗文化、社會組織、信仰、祭典儀式、生活形態、律則

等；藝術與人文領域：包括歌謠、舞蹈、技藝等；健康與體育領域：包括射箭、體

育競技等；綜合活動領域與彈性課程：設計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的主題活動課程。 

（二）非正式課程的層面：參與校內外的各項比賽、社區活動、祭典儀式活動

等。 

（三）潛在課程的層面：包括族語教師、原住民族籍教師的影響、學校的原住

民族文化布置、相關圖騰、建築等。 

三、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 

由於解嚴後本土化的論述，受到重視，教育廳自1991年起為培養種子教師舉辦

了各區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研編的講習活動，內容有原住民社會與文化介紹，各族

音樂、舞蹈、文物等藝能之認識，原住民政策與未來展望，原住民教育之發展，原

住民的文化建設，如何蒐集原住民鄉土教材、外景拍攝、投影片製作、多媒體應用

等技術課程，以及原住民文化教材之示範說明與教學觀摩等活動，並進行一系列原

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研編工作。1994年之「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蒐集、編製研習」、

「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初稿審查」、「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試教」及「製作原住民

鄉土文化教材專輯」，擇定十所學校（包括平埔族和九族），以一年半的時間，進

行素材蒐集、編輯及教學實驗工作（吳天泰，1996：638-639）。1993年公布《國

民小學課程標準》，在課程政策上，有大的轉變，將鄉土教育納入正規教育之中，

規定：「國小三至六年級設鄉土教學活動科，每週一節，由各校配合各科教學需要

及地方特性，彈性安排方言學習及鄉土文化有關之教學活動，以使學生有學習方言

之機會，並使其對鄉土文化有更多之了解，俾利族群文化之保存」，同時也同意

「各校得視實際需要，在各年級至少增設一節，為彈性應用時間」。亦即原住民學

校可以每週安排二節的鄉土文化課程，雖然自三年級才開始實施，但對原住民文化

的傳承而言，已有重大的突破，為民族教育實施的濫觴。1996年推動的「教育優先

區」計畫，將原住民族文化特色，列為原住民學校發展的重點，為鄉土教育的延

續。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強調學校課程自主，社區文化融入在地學校課程成為

各校發展的特色，依倪明宗（2006）的研究，原住民民族教育已成為原住民族學校

的校本課程。原住民學校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的演進，由鄉土課程族語教學到教育優

先區的文化特色，至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展形成學校本位課程，惟各校仍以在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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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主要內容，欠缺發展有系統的民族教育知識。 

在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發展上，Banks（1988）提出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發展模

式，其中以貢獻模式最為簡單，不必更動原有的課程架構，社會行動模式的實踐最

為困難，其教學已經由教師中心的教學轉為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讓學生能由批判思

考、作決定，最後產生社會行動的能力。也有學者提出社區本位教育的觀念，主張

社區文化應與學校融合，教導學生了解自己族群價值，培養自我認同，恢復自尊與

自信（May, 1999）。國內學者陳伯璋、宋文里、譚光鼎及劉美慧（1997）的原住

民國小課程與教材規劃報告，指出原住民文化無法融入華夏文化的大傳統，在課程

設計上Banks的附加模式已無法涵蓋原住民教育，因此，依據多元文化教育理念中

的位置性概念，區分出For-Them模式（F模式）、By-Them模式（B模式）及Mixed

模式（M模式），較符合國內教育環境的需求。而在原住民族學校的教學上，Gay

（2000）認為文化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形態，涵蓋了動機、環境、關係與知覺的偏

好，教師應建立每位學生的學習形態，而非使用一成不變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有更

多的選擇性。 

筆者認為當前原住民學校在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實施方面有下列五種可行的策

略： 

（一）文化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文化導向的教學，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主要以學習者所屬族群的文

化內涵作為教學的題材，在相關的課程實施中，將原住民族的音樂、歌謠、藝術、

歷史、傳說故事、祭典及文化等，融入課程中，讓兒童能學習本族的文化。此種方

式的特色是仍然維持原有的課程架構，但在相關的教學活動中，加入本族的文化教

育素材。 

（二）以族群文化主題和概念取代學科界限 

設計主題或概念取代學科、課程科目和課程組織不必再依據學科嚴格的劃分，

主要以本族文化作為課程內容，學生能跨越學科學習的邊界，從不同的學習內容了

解權威和知識的產生，同時透過對自己族群的認知了解、對話的澄清與概念的重

建，以產生對族群的認同。主題統整課程設計，可以針對本族的文化進行系列性的

規劃，對本族的文化能加深加廣的探究，以形成完整的概念。 

（三）發展具原住民族學校特色的民族課程 

九年一貫課程分為七大領域，同時強調「學校本位課程」及「課程自主」的理

念，學校可以依此原則，調整課程架構，發展原住民族教育。部分課程仍維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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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規範的課程（如國文、英語、數學、自然），但部分課程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為

主（如社會科、藝文、體育、綜合活動），調整課程內容，以本族文化作為課程內

容，例如：編輯適合各族群的藝術與人文教材，將各族群的音樂、舞蹈、木雕、工

藝等技術，以及價值編入教材之中；將本族的舞蹈、儀典動作、射箭等納入平日的

課程中，讓學生能有系統的學習。此項特點是能有系統的傳承原住民族的文化，同

時又能顧及共同的文化學習。 

（四）自編各族文化基本教材 

目前學校經常以活動課程方式進行民族教育，但由於此類活動並非屬於學校的

正式課程活動，欠缺知識的結構性與系統性，且參與的人數有限，往往只是曇花一

現，活動結束，一切就跟著結束，沒有持續性，成效有限。雖然九年一貫課程重視

多元文化教育的理想，但目前的教科書仍以漢人的歷史和文化為主體，承受著政治

與過去歷史的包袱。從Giroux（1992）的反記憶論的內涵，原住民族的文化是邊緣

化的教育，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學習者覺得有意義的學習，且九年一貫課程實

施之後，各校紛紛建立學校本位課程，原住民學校的文化成為各校本位課程的主要

內容，課程與教學方式與過去大不同，目前的參考教材無法滿足原住民學校教學的

需求，實有重新建立新教材的必要。因此，應編輯各原住民族的文化基本教材，將

原住民族歷史文化、倫理觀念、信仰、生活方式、藝術文化等，作有系統、結構性

的編輯成書，以提供教師進行原住民族群文化教學。 

（五）現有學校課程之外附加族群文化課程 

學校仍維持原本的課程架構，但學生在上課之外的時間，增加族群文化課程。

目前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學校發展原住民族教育活動方案，各校可以依照社

區文化的特色、教師的專長，將各族的歷史、語言、藝術、生態利用、傳統技藝

等，比照國外「華語學校」的作法，利用假日或非上課時間進行教學活動，可採用

集中式研習活動利用寒、暑假的時間進行，或分散式的利用每週週末或週三下午時

間進行。本項課程特色是不影響平日的課程教學，能同時兼顧本族文化教育與一般

教育。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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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決定進行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研究後，經徵詢一位教育局督學的意見，

表示山山國小的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規劃不錯，已有口碑，經校長同意後，即進入

個案學校現場，透過訪談、文件蒐集、觀察等方法，進行資料的蒐集與分析，歷經

一學期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文件分析法：筆者經由校長的同意蒐集近三年的學校課程計畫、民族教

育活動辦法、所使用的自編教材、學校的網站、相關會議資料、教學設計等，加以

分析。 

（二）訪談法：研究過程中，由筆者事先約定訪談對象，以及訪談的大綱，同

時洽詢訪談的時間、地點。本研究共訪談了個案學校前後三任校長、二位主任、四

位教師、七位家長、十二位高年級學生。訪談方式除了學生之外均採一對一的方式

進行，筆者得以和受訪者作深入的討論，引導受訪者對問題深入的思考。採訪學校

相關人員對學校實施民族教育課程的想法與作法；採訪家長以了解家長對學校實施

民族教育的態度與看法；學生採三位同學一組的方式進行訪談，主要在了解課程實

施的成效。 

（三）觀察法：筆者進入個案學校觀察，範圍有族群文化的主題教學、假日學

校的民族教育活動、木琴訓練、陶藝製作、族語教學、假日部落的民俗活動等，觀

察時作教學記錄，以方便日後與教師討論，理解教師的構想。 

肆、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一、個案學校背景的分析 

（一）學校背景描述 

山山國小位於花蓮縣秀林鄉的社區內，社區內有二座教堂，教堂在社區中發揮

很大的教化功能。學校有六班，學生七十五位，太魯閣族學生有七十三位，校長及

二位主任皆為太魯閣族，三位太魯閣族教師、一位阿美族、一位漢人教師，平均年

齡不到四十歲，一位已取得碩士學位，三位正在就讀研究所，其餘皆為大學畢業。

由於教師正值青壯年齡，對教育抱有高度的理想，對教學及校內的各項活動，均能

極力配合，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是一所深受肯定的原住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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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區家長特質 

山山國小的學區家長部分離鄉外出工作，週末再回到社區，將小孩交由老人照

顧，變成隔代教養，留在社區的青壯年，普遍以打零工為生。社區長老有時會提供

教學資源，與學校的互動良好。 

（三）學校課程推動經驗 

山山國小為花蓮縣最早推展鄉土教學活動的學校，在八十六年度完成第一本鄉

土教材，成為後續編輯全縣「從足下開展——鄉土在地課程」的範例。該本教材是

由學校教師自行採集、寫作、編選，將太魯閣族的歷史、文化、地理、自然等內容

編入教材，且積極參與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動，九十二年度曾獲得教育部九年一貫課

程推手標竿一百的榮譽。 

二、民族教育課程發展的歷程 

（一）「鄉土教學時間」提供民族教育課程發展的契機 

1993年9月公布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增列「鄉土教學活動」乙科，自三年

級至六年級，每週實施一節鄉土教學，並且規定由各地方縣市政府自行成立編輯委

員會進行課程編纂。山山國小在此機緣下，由校長主導鄉土教材的編輯，主要用於

「鄉土課程」教學之用，即《玫瑰石話》的誕生。 

（二）「教育優先區」計畫協助建立民族教育課程特色 

教育部自1996年起仿英國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對原住民地區學校而言，除了

硬體設備的補助之外，發展原住民文化特色亦是重點之一。山山國小利用此機會發

展木琴及陶藝，形成學校的原住民文化藝術課程。 

（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提供發展民族教育課程的平臺 

九年一貫課程提供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平臺，原住民籍的陳校長在任，深感族

群文化傳承的重要，因此，積極推展原住民族群文化活動，除了以《玫瑰石話》作

為附加課程之外，更推動原住民族的藝術文化，有木雕、陶藝、木琴、合唱及舞蹈

等，將民族教育推展到最高峰。 

三、校長及教師的民族教育課程理念 

山山國小實施原住民族群文化課程經常受到主、客觀因素影響，除了教育政策

改變是重要的因素，校長的教育理念更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教師的理念也是

課程實施不容忽視的重要因素。不同校長的教育理念影響學校的重要決策及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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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向，也引導學校教師做不同的課程設計思維。以下就山山國小課程發展的轉

變，作下列的敘述： 

（一）校長的理念 

校長是學校發展與校務決策的重要關鍵人物，近十年來，山山國小歷經三任校

長，不同的教育理念與學校領導，山山國小在課程方面呈現三種不同的風貌： 

1.張校長強調國際化：張校長認為資訊科技時代，社會變遷快速，需要培養學

生長遠的目光，認為原住民學生的基本能力應該加強，才能夠在社會上具有競爭

力，對於原住民文化並沒有刻意強調。 

2.陳校長強調原住民文化：由於陳校長是原住民籍，深感原住民族文化再不傳

承、延續，原住民族群文化將被主流文化取代而逐漸消失，極力倡導原住民族教

育。因此，積極的發展原住民族群文化相關的課程及教材，同時營造具太魯閣族特

色的學校，雖然短短的三年任期，為山山國小留下原住民學校的特殊景觀，走進校

園即明顯感受到山山國小是一所原住民學校。  

3.林校長強調閱讀的重要性：現任林校長為太魯閣族，重視學生的基本能力，

認為學生的學習必須有良好的語文基礎，鼓勵閱讀，為學習奠定良好基礎，以便具

備在主流社會的競爭力，才不至於被社會淘汰，同時支持教師繼續發展民族教育課

程。 

（二）教師的理念 

學校教師人數不多，普遍年輕、具備專業知能，對自我進修提升專業知能有積

極強烈的意願，對於族群文化課程實施呈現多元的觀點。歸納學校教師對民族教育

課程實施的理念列述如下： 

1.肯定民族教育課程能夠讓學生產生族群認同 

民族教育課程就是讓族群文化與教育結合，透過學校教育有系統的將文化傳承

下去，學生除了血緣之外，對屬於自己的文化有更深入的了解，容易產生族群認同

的情感。 

 

族語裡面包含著一些特殊用語，文化就在裡面，像技藝、服飾都有代表的意義，

學習愈多，就愈了解族群文化，對族群的歸屬感愈高。（A0301） 

 

2.藉由族群文化的學習提升學童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教師們覺得族群文化是小朋友們所熟悉的東西，很容易就學會，而且這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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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常常是動態的，正好符合原住民學童好動的個性，學習的過程中無形中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而對外的比賽，更可以帶來學生的成就感。 

 

我們原住民小朋友會有自卑的傾向，不敢上臺，自信心不足，無法和平地的小朋

友相比較。但是他們喜歡唱歌、跳舞，有時候連續練習二個小時他們也不會累，

他們很快樂的學習，經過這些練習，他們上臺就不會害羞，反而很有自信，參加

比賽，對他們來講是一種榮譽，心裡會有成就感，這是在一般正式課程裡所無法

學到的。（A0602） 

 

3.主流社會的一般課程為主，民族教育課程為輔 

原住民學生應學習主流文化才能具有社會競爭力，教師體認到升學壓力及社會

的競爭力是學生無可避免需要面對的問題，族群文化的學習固然重要，但是卻無法

有效的提升學生基本能力，認為學生的學習仍應以主流社會的一般課程為主。 

 

木琴敲得再好，舞跳得再棒，聯考成績不好，縱使加25%，也一樣考不上大學，

如果說今天會說原住民語言、會跳原住民舞蹈、會唱原住民歌，就可以保送大

學，什麼都ok。如果考不上學校，只好去工地，當都市的邊緣人，最後失業又回

到村子喝老米酒。我希望我們的學生以後都離開村子，去外面讀書、找好的工

作，不要留在村子，無所事事的喝酒。（A0201） 

 

4.小學階段的民族教育課程著重在認識、接觸族群文化，非專精的學習 

受訪問的每一位教師均認為在小學階段族群文化的學習，有所認識與接觸即

可，日後如果想學，就能很快熟悉。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教師設計相關課程時，著

重在族群文化各種生活技藝、歌舞、風俗習慣的介紹，而對於文化的深層知識、價

值體系較少教導。 

 

在國小階段我認為最主要是要讓學生喜歡自己的文化，產生愉悅的感覺，讓學生

接觸、了解，並且喜歡，具有熟悉感，懂得欣賞自己族群的藝術品就好了！國小

只是提供未來可能發展的方向，而非學習技藝的場所。（A0301）  

 

5.具備生活能力才能有效保留自己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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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認為原住民族文化要獲得重視與保留，需要有先決條件，即原住民必須

先具備社會生活與生存的能力，在生活無虞的狀況下，才有更多的時間與心力思考

族群文化的保存。 

 

如果我們一直都是弱勢的民族，那怎麼能說服社會來重視我們的文化，我們要先

站起來，能在社會上生活得很好，不要再依賴政府的補助優惠，人家自然會尊重

我們，再來談保存文化。（A0202） 

 

四、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 

學校重視學生的社會競爭力，同時兼顧族群文化的傳承，在課程規劃及教材方

面有了顯著的改善。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方面有了具體的成果，以

下就山山國小在民族教育課程實施方面加以分析： 

（一）正式課程的規劃 

山山國小將族語學習部分做正式課程的規劃，此外亦發展以族群文化作為主題

的課程。 

1.太魯閣族語言為鄉土語言的正式課程內容 

山山國小三至六年級每週一節的太魯閣族語教學，聘請社區內經認證合格之族

語教師授課。使用由秀林鄉公所提供的《太魯閣族語讀本》作為教材。 

2.設計以族群文化為主題教學的附加課程 

學校教師利用課餘時間進行觀察、訪問、蒐集社區相關資料、經過探查、討

論、共同完成了山山社區的教材《玫瑰石話》，作為族群文化課程的基本教材。第

一學期以鄉土自然及歌謠舞蹈為主軸，第二學期則以歷史與人文及生活藝術為主

軸。期望藉由對鄉土的認識與熱愛，培養學生成為勇敢具活力有創意的布拉旦兒

童。因此，學校一至六年級每學期規劃六節，利用綜合活動與彈性時間作為族群文

化之主題教學課程設計及實施。 

 

去年曾嘗試著將族群文化融入各學科中，可是老師們覺得效果不好，沒有那麼精

彩啦！現在又改回用主題式的教學，老師可以排出時間做課程設計。如果說融入

到像我們一般社會科教學，老師在上課時，常常輕描淡寫帶過去，所以，用主題

式教學還是比較好。（A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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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藝術內容融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有關族群音樂、舞蹈或是工藝技術方面，一、二年級安排木琴教學，音樂課程

就是木琴，木琴搭配歌舞，三、四年級是歌謠，五、六年級則是舞蹈，讓學生能有

系統的學習民族藝術。 

4.三至六年級每週一節陶藝課程 

在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下，三至六年級學生利用藝術與人文課程一節課的時間

學習陶藝。學生陶藝作品同時可以美化校園、展覽，亦可以在不同場合做義賣，讓

學生學習祖先生活中的技藝，也可以在作品完成的同時，讓學生獲得成就感。 

 

我們學校的資源教室和走廊、樓梯、牆壁上到處都看得到陶藝作品，那些都是學

生的作品，他們利用每週一節的藝文課進行陶藝教學，可以傳承祖先的文化，我

們將它展示出來，學生也有成就感。（0101） 

 

（二）非正式課程的規劃 

原住民族群文化學習受到教育部「教育優先區」發展原住民文化特色、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活動」的經費補助，以及上級單位舉辦的各

項原住民族技藝競賽，教導學生學習原住民族的藝術文化技藝。這些學習活動無法

在正式課程時間內實施，因此，多數利用週三下午或是課間活動時間做分時段的學

習，但有時候也會影響正課時間，其中內容包括： 

1.週三下午教授舞蹈及木琴：利用週三下午學生未安排正式課程的時間聘請老

師指導學生學習舞蹈及木琴，所需經費則是由教育部「教育優先區」經費支付。 

2.上午課間活動時間教授木琴：木琴的訓練已在暑假進行長期的集訓，在學期

間只需利用課間活動的二十分鐘，讓學生熟練木琴的各項技巧即可。 

3.早上自修與放學後的時間訓練原住民舞蹈：參加原住民舞蹈比賽是一年一度

的學校大事，山山國小全校師生非常重視參加比賽。但是在正式課程時間無法練

習，所以，大部分利用上午早自修或是放學後的時間練習舞蹈，以便參加比賽。因

為練習舞蹈花費較多的時間，有時仍會耽誤學生正式課程的學習。 

4.假日安排民族教育活動：利用週六進行民族教育活動，教學生編織與藤編，

學習民族技藝，對學校與家庭而言，是影響學校一般課程教學最少困擾的安排。 

（三）潛在課程方面 

學校的環境布置是影響學生文化學習的重要情境因素，其重要的校園規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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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學校內的指示標語，太魯閣族語與國語並列：學校中的班級牌、指示牌、標

語，均以國語和太魯閣語並列，形塑太魯閣族語的學習環境。 

2.搭建太魯閣族傳統的竹屋：在學校大門入口處布置太魯閣族祖先居住的竹

屋。讓學生認識祖先居住的房屋及形式。 

3.在川堂、走廊、樓梯布置學生創作之原住民族作品：學校的川堂左側擺設整

排有關原住民圖像木雕；走廊、樓梯上布滿學生的陶藝作品，這些作品是學生學習

的成果，除了可以呈現原住民生活的情境，同時具有獎勵的作用，作為學習的成果

展。 

4.以圖像塑造原住民學校的氣氛：操場周圍以洗石子造型的鹿、山豬、羊圖

像，以及代表祖靈之眼的菱形圖騰，形塑原住民族氣氛的學校。 

這些學校的布置以原住民族群文化為主題，可以發揮潛在課程的功能，讓學生

在潛移默化中體會自己族群文化的內涵！ 

（四）民族教育教材編選方面 

為了讓學生能深化自己族群的文化，學校教師努力的蒐集族群文化資料，自編

教材內容，提供學生學習，以認識自己的文化，培養族群的認同感。山山國小教師

在教材方面的努力列述如下： 

1.自編在地課程《玫瑰石話》：教師蒐集社區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各項資料，發

展課程、自編教材，完成以社區為主的在地課程《玫瑰石話》，可以融入社會領域

與綜合活動領域實施教學。目前一至六年級皆已實施，帶領學生認識社區文化。 

2.自編主題教學活動，課程中融入部落的特色：由於《玫瑰石話》已經實施六

年，學校教師開始檢視該教材內容的合適性，提出修正。並於2004年開始發展主題

教學活動「布拉旦桂竹情」、「水的系列」、「歌舞劇」等，讓教學活動更具有族

群文化的特色。 

從上述可知，山山國小教師積極發展在地課程，結合族群文化的特色，在綜合

活動領域與彈性課程時間內實施。  

（五）專案式的民族技藝訓練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民族教育資源教室民族教育活動，於2004年辦理「木雕藝

術訓練班」、2005年「木琴訓練班」、2006年「編織與藤編教學」，利用暑假或星

期六上午時間，聘請民族技藝專家，採密集訓練，避免影響正常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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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的困境 

由於相關法規對於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的規範不明確，致在課程實踐上產生下

列的困境： 

（一）可有可無的邊緣化民族教育課程 

就課程政策的層面而言，雖然《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原住民學校應實施民族

教育，然而國民小學屬於教育的行政體系，原民會對學校無強制規範權力，學校常

因校長或教師個人的教育理念不同，影響課程發展的方向，形成可有可無或隨時增

減調整的課程，造成教師課程實施的困擾。 

（二）缺乏系統性的民族教育課程知識 

由課程知識的層面而論，原住民學校民族教育源於鄉土教育的實施，十多年來

至今並未發展出適合於學校的教材，致學校的教材得靠教師自行發展，往往因地就

宜，停留在社區鄉土的教育內容與民族技藝的學習，無法對族群文化的意義、價

值，作深入的探索。 

（三）欠缺整合的拼湊式民族教育課程 

由課程組織的層面而言，原住民民族教育欠缺有系統的課程知識，缺乏階序性

的教材，致不知何種知識應規劃在哪一領域？何種知識可以取代教科書的單元？每

學期應安排多少節課？造成教師課程設計的困擾。 

（四）無持續性的專案式民族教育課程 

就課程發展的層面而言，學校推動民族教育必須以專案的方式，年年向教育部

的「教育優先區」專案，或對原民會的「原住民族資源教室」專案申請，若申請到

經費，才得持續實施，若未能通過申請，則無法持續實施，而且常常停留在短期密

集性的民族技藝訓練，欠缺對課程發展的長期規劃，經費的有無決定民族教育課程

的前途。另一方面，國民中學由於升學壓力，普遍不重視民族教育課程，造成民族

教育中斷的現象。 

（五）方便實施的附加式民族教育課程 

由課程實施的層面而言，附加式的民族教育課程為學習內容與學習時間的增

加。原住民學校經常在課後或放假日實施民族教育課程，就學校而言，既不影響學

生對一般課程的學習，且方便實施，但就原住民學生而言，比一般學校的學生增加

學習的負擔。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周水珍 原住民族小學民族教育課程實施之個案研究 10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文獻探討、資料分析、進入山山國小學校觀察及與相關人員的訪談，經過研

究的結果可以發現： 

（一）民族教育課程有助於發現及發展原住民學童優勢潛能 

民族教育課程實施是社會多元化、尊重族群與人權的重要指標，有助於族群間

的融合，透過學校課程的實施，讓逐漸流失的族群文化能夠獲得重視。在研究歷程

中，學生由民族教育課程中，發現自己族群的優勢潛能，建立自信心與成就感，同

時對族群文化的了解，產生族群的認同。 

（二）校長是民族教育課程發展的重要關鍵 

由研究中發現，民族教育課程是否能成為學校課程實施的一部分，校長是重要

的關鍵人物，校長的教育理念、族籍、對族群文化的認知及課程領導的行為等，均

影響著學校民族教育課程的發展。 

（三）民族教育課程實施採融合式與附加式並重 

個案學校的族群文化內涵融入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以形塑一

「文化合成課程」的原住民學校。民族教育課程實施，在教材方面採在地課程自編

教材，有關音樂、舞蹈、生活工藝的能力培養則融入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實施，有

關族群歷史文化的知識則採附加式規劃主題教學活動，利用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或彈

性課程時間實施。 

（四）民族教育課程政策不明確，造成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的困境 

由於民族教育課程政策不明確，造成課程實施的困境，主要的有：不受重視可

有可無的邊緣化課程、欠缺系統性的民族教育課程知識、欠缺整合的拼湊式民族教

育課程架構、無持續性的專案式民族教育課程，以及方便實施的附加式民族教育課

程。 

二、建議 

綜觀山山國小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現況的分析後，提出下列的建議： 

（一）民族教育課程實施時數的合理分配 

為了兼顧社會價值觀與族群文化傳承的理想，學校可以考慮正式課程與族群文

化課程實施時數做妥善的分配，取得兩者的平衡點，在不妨礙正式課程實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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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讓族群文化課程有最大的實施空間與實施成效，教師可以在課程設計時審慎的

計畫，有些族群文化課程以融合在各領域方式進行，如社會科教學時，可以融入族

群歷史文化的介紹或社區地理環境的內容，在藝術與人文或是綜合活動領域以自編

教材方式呈現族群文化課程，不會造成學生學習時數增加的負擔，合理分配兩者的

教學時數，可以減少教師、家長在價值上的衝突，有利於民族教育課程的推行。 

（二）不同教育階段民族教育課程的延續性 

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不能僅限於國小階段，造成學習的斷層。在教育政策的推

行，如何加強國中、高中階段重視民族教育是教育行政單位需要審慎思考的議題。

結合原民會協助原住民學習及生活競爭力的提升，可以從各階段民族教育課程實施

著手，透過民族教育課程，強化原住民學生優勢的學習能力，開展原住民優勢的潛

能，成為日後可以作為謀生計的能力，可以有效提升社會的競爭力。 

（三）加強培養教師民族教育課程的專業能力 

為了有效實施原住民族群文化教育，首先必須加強學校教師具備該族群文化素

養與課程設計能力，提供教師進修的管道，讓有興趣有意願投入心力在推廣族群文

化教育的老師有能力進行該項課程。而各族群中具有專精技藝的耆老人士，可以聘

請其擔任學校教師研習進修的講師，協助教師學習發展族群文化的技藝，只有教師

擁有族群文化教學的能力，才能不受補助經費的限制，有效推廣族群文化課程。 

（四）建置各族群文化網路平臺，將族群文化數位化，以提供教育資源 

原民會、教育部可以整合社區、學校、文史工作室，廣泛地蒐集各族群的文史

資料，數位典藏原住民族資訊與文物，數位平臺之建置，具有典藏與教育的功能，

可以提供教育界、學術界及社會大眾，有關原住民數位資料，教師隨時可以查詢作

為教學資源。 

（五）社區、學校、家長共同建構族群文化學習的環境 

族群文化教育的種子在學校發芽，卻必須在社區扎根，才能讓族群文化生長與

茁壯；因此，學校在推行民族教育課程時，相關單位亦應同時重視社區部落族群文

化的推動，讓部落民眾知覺族群文化的重要性，能夠認同自己的文化，才能夠重振

原住民族的文化。 

從本研究的歷程中，觀察到山山國小全校師生的努力，藉由民族教育課程實

施，指導學生認識太魯閣族群文化，培養學生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感與自信心。在實

施的過程中，發現仍然有許多可以改善及努力的空間，需要政府教育機關、原民

會、學校及社區民眾一起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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