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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採取批判的多元文化教育取向，運用邊界教育學理論，探究
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實踐經驗歷程。邀請從事多元文化教育
實踐的文化工作者，透過敘說實踐的故事，將實踐故事寫成敘事文
本，分享其實踐的智慧與勇氣。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
、瞭解多元文化工作者實踐歷程的重要議題。二、分析多元文化教
育工作者的實踐歷程結構。本研究採用敘事探究，邀請二位多元文
化教育工作者，成為本研究的敘說者，以其行動場域為研究指涉脈
絡，透過生命經驗的敘事，理解並敘寫多元文化教育工作如何在多
元文化實踐歷程中對抗邊界的歷程，並藉由敘事探究的歷程，來重
新理解與建構多元文化教育理論。
兩位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有不同的故事發展，但有著同樣無邊界想
像與行動的關懷。他們的共同點是不將課程視為不可撼動的知識
，而是透過多元生活脈絡的體察與省思的動能，攜手學生與更大的
社會空間共同創造課程。懷著學習與生活不可切割的無邊界想像
，藉由歷程性的省思與行動，教師跳脫族群身分，跨界啟發不同學
生富主體性的學習，並共同參與於多元的社會脈絡。多元文化教育
工作者實踐的課程與教學不侷限於特定空間，而是基於所出環境結
構的觀察與自我行動位置的定位，運用並統合資源創造多樣化與動
態的課程空間。在教育部推行實驗三法之後雖然教育有了較大的轉
化空間，然而少了教育工作者跨界的省思與行動，法制下的課程空
間依然無法落實。本研究的兩位敘說者反映了邊界教育學所言，作
為教育工作者應看見己身重建與轉化社會的能量與影響力，將學校
作為激進民主和公民社會的重建場域，在課程建構的歷程創造多元
共生的學習空間。

中文關鍵詞： 多元文化教育、跨越邊界、邊界教育學、敘事探究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multicultural educators interpret, reflect and implement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ir field. This study applied
narrative inquiry to explore multicultural educators’
engagement experiences. The stories focus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dilemmas while implementing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
and the participants, the conversation helped the
researcher to understand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This study invited two
multicultural educato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collect data to understand key issues and the forms of
their engagement stories.  The two multicultural educators'
shared the same imagination of border-crossing although
there engagement path were different. They regarded
curriculum as changeable field which connect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through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 They
expanded their imagin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
unlimited space and transfer their position from teachers
to cultural workers.  Their engagement reflects the theory



of boarder pedagogy which indicates that cultural workers
should show their influences of reconstructing society and
regard school as the field for promoting democracy.   They
should create co-exist learning space through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cess.

英文關鍵詞：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border crossing, boarder pedagogy,
narrative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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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投入多元文化教育領域多年，我越來越體認到多元文化不應該只是一種修辭，也不只是

對差異的讚頌。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批判分析的取徑，用以揭露社會結構中各種不同形式的

壓迫；也是一種跨越邊界的社會行動，是對各種不同形式壓迫的理解與對抗歷程。 

我曾經在 2005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分析多元文化教育實踐歷程中的難題，包括：1. 多

元文化教育如何界定？由誰界定？2. 「危險論述」究竟有多危險？3. 「揭露之後—頓悟批判

vs 壓迫與質疑 4. Freire 的教學對話真能實現嗎？5. 敘事的力量與不安 6. 看不見與不願意看

見—對抗優勢的霸權 7. 從看見到實踐的歷程（劉美慧，2005）。在臺灣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多

年的今天，重讀這篇文章，發現部分的難題仍然存在，尤其是「從看見到實踐的歷程」，這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誠如 Banks 與 Banks（1993）所言，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社會正義目標難

以完全達成，所以，多元文化教育是持續不斷改革的過程。 

從 2005 到 2017 年間，因為臺灣社會的民主蓬勃發展，我看到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多元

樣貌，逐漸從欣賞差異轉化到社會正義的路徑。首先，台灣人口結構改變，多元文化教育日

益受到重視，尤其是跨國婚姻的新移民文化議題，讓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更具本土與國際意

涵，而顯現其獨特之處。有些學校開設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培養新住民子女的雙文化認

同。也有些新住民女性將被歧視的經驗轉化為行動策略，透過新住民文化的傳遞，拉近新住

民與臺灣人的關係。 

其次，教育部於 2014 年公布實驗教育三法，公立學校有更多彈性和空間導入實驗教

育，於是我們看到學校更多元化，也提供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的新契機，許多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學校或方案推動，有別於主流文化的教育體系。實驗教育法也提供偏鄉小校轉型的契機，

讓小校發揮主體價值，走出新型態教育的趨勢，例如台東縣有三所學校不走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路線，而是走資訊科技或國際教育，希望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1988 年，Giroux 提出了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理念，試圖關懷弱勢學生，改變教

育現場不公義的狀況。1992 年，他又將教師的角色往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的身分

推進，他強調教師應該是具批判力與行動力的文化工作者，跨越邊界來建構批判的、解放

的、多元差異的民主公民社會。 

多元文化教育實踐是一種動態、多元、複雜、發展的歷程，對教育工作者有高標準的要

求，期待其有多元文化意識、敏覺偏見與不公義能力、對抗霸權的勇氣與行動力。bell hooks

（1994）在談論教學應如何回應多元文化環境時，除了提出具體的教學策略，並主張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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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改變教學時，必須考量教師的恐懼，提供機會與場域讓教師發聲，談論他們目前做了什

麼？如何做？為什麼這樣做？多元文化教育實踐是個人的，也是專業的歷程，要理解個人經

驗與實踐的交互作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敘事。 

這幾年，我在臺師大開設「敘事探究」課程，聽學生分享自己教學實踐的故事，令人感

動。有不斷尋找回家的路的阿美族教師，帶著學生一起找尋回家的路。也有為了理想，創辦

另類教育學校，成為抗拒主流文化的校長。也有在高等教育推動越南語，及爭取新住民女性

權益的教師。聽者他們述說自己的實踐故事，我看到個體的能動性。我常思索，是什麼因素

讓他們突破限制，展開行動，在歷程中又遇到麼困境，如何解決。 

要跨越主流與邊緣、理論與實踐的邊界，並非易事。實踐的過程並不順利，有人心有餘

而力不足，陷入天人交戰的情形；有人行動後挫敗連連，傷痕累累。跨越邊界是孤寂而沈重

之路，若能透過閱讀他人經驗故事，學習實踐知識，行動中的挫折與困頓或可轉化為集體力

量。 

緣此，我想邀請目前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在不同學習階段從事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文化

工作者，透過敘說實踐的故事，將實踐故事寫成敘事文本，分享其實踐的智慧與勇氣。 

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 瞭解多元文化工作者實踐歷程的重要議題。包括：1 過去的成長、工作經驗或當前的生

活世界脈絡，如何影響其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與實踐？2. 行動者站在何種位置以及扮演

何種角色，對抗邊界？3. 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在實踐歷程中，曾經遭遇哪些難題？如何

行動與反思以解決困境？行動與反思的歷程對自己及所處社群造成何種影響？4. 多元文

化教育工作者如何透過實踐經驗，重新理解多元文化教育？ 

二、 分析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行動歷程曲線圖，以時間為軸線，個人故事與社會脈絡為節

點，紀錄個人關鍵事件與時代重要教育改革事件，依據其敘事結構，分析每個行動者的

實踐歷程結構。 

 

貳、文獻探討 

一、邊界教育學的對抗 

整體而言，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可分為二種取向：一是「讚頌差異、欣賞多元」—

強調學校內的多元文化課程改革；另一種是「關懷弱勢、追求公義」—強調以教育作為追求

社會正義的空間，透過社會運動促成整體社會結構的改變。後者是一種超越及對抗主流文化

的取向，我想借用 Noffke (1998) 「超越誰的知識？」(Beyond whose knowledge？)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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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反思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情形。台灣的多元文化反映在課程上雖然有大幅的改善，但

有時候不免流於為多元而多元的情形，多元文化淪為一種修辭。多元文化作為修辭是有力量

的，承認差異、讚頌差異是容易的，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語言，無須爭辯。但是這樣的多元文

化論述，「有足夠的社會正義嗎？」（張茂桂，2002：205）。張茂桂進一步說明這樣的困境： 

 

「多元文化」必須處於一個「相互對待」的平等制度環境之下才可能發生作用。單純

的「文化相對性」與「尊重差異」無法揭露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各種形式的壓迫。

我們如果是處於不斷被羞辱，認同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不斷受到否定，則受壓迫

者所需要的不單單是「異文化」是否受尊重問題，而是反抗種族主義，反抗歧視與自

治的問題。台灣的「多元文化」論述，在很多地方，明顯的單方面強調了文化保存與

語言的問題，如在很多鄉土教育裡，在豐富的語言與懷舊情操之外，獨獨疏漏了關於

社會正義的討論。（張茂桂，2002：205） 

 

批判取向的多元文化教育希望全面性的揭露校園內的再製與壓迫，營造民主的學習環

境，讓師生獲得解放、共同增能。趙剛（2004）認為多元文化並不像表面那麼天真無邪，它

對階級的剝削與宰制異常地沈默。多元文化不夠徹底，多元應該是所有人個性的解放，這是

最基進的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不應只停留在族群、性別、階級等各種範疇的多元，我們

應重視個體的獨特性與主體性，相互成長，相互灌溉，使百花齊放，最終目的在達成個體的

解放，把這些分類範疇作為槓桿，幫助我們達成個性解放。少了這種視野，將會使社會範疇

固定化。 

對抗與揭露原本就是一件沈重的事，多元文化教育期許教師扮演批判與行動者的角色，

看見教育現場中的差異與壓迫，對習以為常的事情重新思考，不要成為再製差異的幫凶。多

元文化教育是一種為社會公義而努力的社會運動，更應成為重建社會的一股力量。 

Giroux (1992)提出邊界教育學（Border Pedagogy）的概念，結合了後現代、後殖民、後

現代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觀點，以「教育作為文化和政治創生奮鬥場域」為核心概念，論

述在新保守主義的氛圍中，教師做為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如何跨越邊界，來發展邊

界教育學，建構批判的、解放的、多元差異的民主公民社會。 

Giroux（1992）認為學校不應只是要求學生順應社會，而應當是教導學生不同生活方式

的地方，讓學生察覺差異，並容許批判性的質疑社會現象。學校不應該只是運用量化的技術

決定論，如回歸基礎、績效報酬、標準課程、提高測驗成績、評鑑規準等，將學校教育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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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是將某些形式知識的地位合法化，排除弱勢者的文化與經驗。將教育簡化為繼承與傳

遞，強調規範而非培力，注重考試而非學習。這樣的學校教育將使得美國離民主公民社會越

來越遠。 

Giroux 繼而提出三個邊界教育學的核心概念：對抗性文本（counter-text）、差異政略(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與對抗性記憶(counter-memory) 。1. 對抗文本：邊界教育學認為，文本

是教育和政治鬥爭的場所，學習過程是一種重新書寫文本的過程，教師不能只是傳遞訊息給

學生，而是要透過互動，讓學生以多重參照閱讀，參與和建構不同的文化符碼和表徵，了解

它們如何塑造了自身的敘事、認同和歷史，並發展出對抗的文本，重寫中心和邊緣的關係。

2. 差異政略：現代主義的政治普遍性迷思區分了中心和邊緣，宣稱它們能夠為全人類發言，

從論述和歷史上排除屬於特殊團體的定義權。差異政略以後現代主義強調差異、局部和偶

然，表達多種社會運動的需求，堅持社會立場的多元性。Giroux 認為我們可以將現代主義的

民主和解放方案，結合各種新社會運動和在後現代浮現的新的政治理解，以差異政略質疑公

共政治，挑戰現代主義的本質主義、線性歷史及封閉敘事，重新開啟多元性及異質性。3. 對

抗記憶：Giroux 以對抗記憶的形式，從歷史的層面思考在教育上如何跨越邊界，將正義、民

主和差異的論述轉化為教學實施。以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為起點，融合鉅觀的社會歷史、

族群歷史與自我的歷史，對於歷史進行批判，探討立此如何以專斷和整體化的敘事呈現正義

和真理，讓其他群體的聲音沉默。對抗記憶以一種公共生活的語言，促進過去、現在和未來

之間持續的對話，形成新的歷史意識，並質疑過去組成歷史和權力鬥爭的多數聲音，讓不同

團體重新在歷史中找回自我的立場（周珮儀，2001）。 

總之，學校作為激進民主和公民社會的重建場域，不能將課程簡化為文化遺產或令人敬

畏的學科知識，而是作為將來公共生活奮鬥的地方。課程的作用是把學習、社會正義和日常

生活制度、文化傳統連結在一起，並在過程中重新建構。學校要為培養具有能動性的學習

者，創造具有批判力的民主公民社會而努力。 

 

二、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圖像 

多元文化教育改革是一種動態、多元、複雜、發展的歷程，因此對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

有高標準的要求與期待，期待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有多元文化意識、敏覺偏見與不公義能力、

對抗霸權的勇氣與行動力，期許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是知識份子，以具體的行動實踐多元文

化教育的理念。1988年，Giroux 提出了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理念，1992 年，他又將

教師的角色往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的身分推進，進行邊界跨越。他結合文化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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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育，將教師重新定位，教師不再是訊息的傳遞者，而是轉化型知識份子，是具備批判

能力、關懷社會議題，並能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文化工作者。 

bell hooks (1994) 認為教學是一個自我實現的積極歷程，教育之所以能體現自由，在於允

許學生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教師在重視學生表達的同時，也應放下身段，與學生分享經驗，

而非扮演全知全能者。她在談論教學應如何回應多元文化環境時，除了提出具體的教學策

略，並主張在要求教師改變教學時，必須考量教師的恐懼，並提供機會與場域讓教師發聲，

並談論他們目前做了什麼？如何做？為什麼這樣做？ 

Nieto (2000) 認為多元文化教師應具有下列特質：敏覺與認識文化差異、對抗種族中心

主義的偏見、從不同的文化觀點來看習以為常的事情、挑戰不公平的學校政策與實施、與志

同道合者協同合作、成為校園內為皆具能動性的行動者。 

多元文化教育強調教師對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產生新的覺知的重要性，Greene (1973) 建

議在教學現場中，採取返鄉的陌生人觀點，重新解釋並建構其生活經驗。這種觀點不是意味

教師必須脫離人群，做特立獨行的個體，而是意味著他/她不會輕易接受預先設定好的思維模

式。Greene 在其《教師即陌生人》(Teacher as stranger)一書中有相當貼切的描述： 

 

從陌生人的觀點—一種探究、驚奇的眼光—來看每天的現實世界。就像從居住很久的

他鄉回到故鄉一樣，返鄉者會注意到環境中他以前從未注意到的細節，發現自己必須

重新思考本地的儀式與習俗，好讓其再次產生意義，有時他/她會感覺到自己與全然

待在家中並視熟悉世界為當然的人有段距離……現在從新的眼光來看，他/她不能視

文化類型為理所當然。為使其再產生意義，他/她必須根據自己改變的經驗，來詮釋

並重新組織所看到的事物，必須有意識地進行探究。（Greene, 1973:267-268） 

 

而這樣的探究是透過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獲致解放知識（emancipatory 

knowledge）的歷程。這是基於實踐取向的探究理論，知識並非價值中立的，而是絕對具有特

定的社會建構和歷史意義的。因此，實踐取向的研究鼓勵實踐者：（1）對生活中隱含矛盾經

驗的覺察。（2）認識社會既定的現況是怎樣在維持著它的運作機制而不易改變的。（3）去發

現一個更公正的社會在當下的社會過程中，轉化發生的「可能性」，和「如何發生」的一個社

會轉化過程。Lather 稱這種由實踐研究所建立的知識為「解放的知識」，而實踐取向的研究

過程即是「批判探究」（critical inquiry）。(夏林清譯，2000)。 

Gay (2003) 為了拉近學者的多元文化理論與實踐者的需求之間的鴻溝，邀請 14 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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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書寫他們如何成為多元文化人與教學者的歷程。她認為一起敘說多元文化教育的實

踐，是一種增能的歷程，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搭橋就是接受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多重可能性。

「教師必須自己先具備多元文化觀，才能有效且真實的教導學生具多元文化觀」(Gay, 2003: 

4)。「要成為多元文化教師必須先成為多元文化人」(Nieto, 2000: 353)。缺乏這樣的轉化，任

何嘗試發展多元文化觀都會變成膚淺而表面，這樣的轉化是一種深層的「個人覺醒與行動的

召喚」(Nieto, 1999: p.xviii)。 

綜合上述，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有了鮮明的圖像。首先，能辨識自身的政治、價值和教

學理念，並理解自己的侷限性與特殊性。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對教學性質和目的本身要有更

多的批判性與敏感力，把教學視為社會批判的一種形式，協助學生找到一種語言，去批判地

考察他們置身所在的生活世界是怎樣被歷史地、社會地建構，以使學生禪為批判學習、充滿

勇氣和活力的公民。 

其次，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積極參與行動，以深化民主社會和轉化文化政治。多元文化

教育工在邊界跨越的路徑上，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性，常常藉由展現自我批判、質疑公共形

式、陳述社會正義的方式，以主流文化對抗。邊界跨越中，不但有機會創新自我與文化認

同，也共同創造語言、互相結盟、共同奮鬥，讓學生及學校教育更有機會跨越邊界。 

 

三、個人敘事、行動實踐與集體力量 

本研究將敘事定位為探究的「內容」與「途徑」，在故事中，敘說者試著描繪行動主體在

思考實踐路徑中，會透過反映(reflection)，重新理解自己的視框與教育實踐。 

Shubert (1992) 透過「自傳式的反思」(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敘說他在課程領域中的

教學經驗如何再概念化為課程理論，他以下列十項主題說明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歷程：課程理

論化、歷史性的描繪、比較取徑、意識型態、教師認知、學生認知、潛在課程、師資培育課

程、在職進修課程、課程探究模式。Shubert 有許多研究生在多元文化社區教書，這些社區

的學生常因為族群、性別、階級等差異，在學校中受到不平等的學對待。當這些教師讀到符

應理論或再製理論時，他們一方面贊成結構面的影響，舉出許多被主流知識壓迫的經驗與理

論對照；另一方面他們也質疑早期許多關注學生抗拒壓迫的批判文獻，他們比較傾向關係性

而非決定性的詮釋。 

教師必須激發與提升自我的課程意識，唯有教師能夠對所處的實踐世界加以批判地覺

察，能夠質疑、挑戰習以為常的作法、現象、限制與權力結構，教師才能敏覺實務現象背後

的潛藏問題與改革需求，也才能判斷教育改革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也唯有教師能夠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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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而不察的價值、信念與意識型態、甚至是錯誤意識，教師才能夠從心與重新思索自我的課

程實務的問題與限制（甄曉蘭，2004）。 

甄曉蘭（2004）認為課程意識主導課程的教學轉化，教學意識激發潛在課程意識。從教

師個人的哲學思維、對話行動、實務經驗分享，都是提升教師課程意識的途徑。Ritchie 與

Wilson (2000)長期運用教師敘事於師資培育課程中，他們相信當教師反思、批判與重建個人

敘事時，教師專業發展中個人與社會層面的複雜性就會顯現出來。在他們的研究中，要求教

師書寫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未曾檢視過的教育經驗。他們的策略是提出具體的問題，要求教

師反思，隔一些時間，邀請研究參與者以目前的新經驗重新回看先前敘說的例子。在這個研

究中，他們發現協同反思的重要性。透過敘事的歷程，作者發現自己的研究觀點與教學觀點

也在轉變中，透過敘事探究，他們重新界定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二項重要主題—認同與主體

性。 

 

「認同」與傳統的人文取向連結，是自我為理性、完整、簡單、自主以及有意識的自

我選擇；「主體性」具後現代特徵，將自我視為社會建構、複雜的、斷裂的、衝突的、

流動的。（Ritchie & Wilson , 2000: 9-10) 

 

Ritchie 與Wilson 早期的研究將教師專發展視為直線的、理性的認知的歷程，忽略了個

人、政治與社會意識型態對教師的影響。語文教學一向強調過程導向、學生中心的教學法，

讓學生表達，這樣的去政治化教學法，忽略了族群、性別與階級對語言學習的影響。Ritchie 

與Wilson 建議如果我們能夠敏覺教師的主體性是被各種制度、論述、實踐所形塑出來的，我

們的能動性也會跟著開展出來。也就是說，揭露意識型態之後，教師可以決定「我們想要成

為怎樣人？」，「我們要如何展現自己的認同？」這些都是開展能動性的必要條件。 

就敘事認同的理論而言，敘事與認同二者相互構成，彼此建構。這些故事通常顯示說故

事者如何回答「我是誰？」「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我們生活的目的為何？」等一連串自

我存在、自我實現有關的問題。 

敘事探究一直被批評為微觀的研究，是個人情感的抒發，其實這是因為敘說者並未將個

人故事放置在更大的社會脈絡中所致。人不能孤立於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之外，個人的理

論源於社會與個體的省思（Schubert, 1992）。一個好的敘事，是能夠具體呈現故事背後的社會

脈絡的，Said 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就是最佳的例證。Said 透過回憶錄的書寫，找出

為什麼對自己的作品有疏離感，他以縱橫糾葛很阿拉伯式的結構，深入挖掘、探索自己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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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境與內心世界。透過個人的記憶，具體而微地呈現出家族史、巴勒斯坦人的集體記憶與

創傷。與其說這是一本個人的自傳，不如說這是一個族群的歷史更貼切（彭懷棟譯，2000）。 

Andrews (2002) 借用 Paulo Freire「覺醒」(conscientization)的概念指出，一個世代的位置

成員要轉化為實存世代，必須經歷一種覺悟啟蒙過程，意即個人從宿命的認為無法改變生活

現狀、充滿無力感，轉變為具有批判意識，覺得能夠積極地思考現狀，採取行動，而且從社

會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來理解現狀。亦即，覺醒是轉變的重要機制。一個自覺而積極

的實存世代，並非消極接受既有文化，而是在客觀有利的條件下，能創造出足以帶來重大社

會變遷的強烈世代意識。「個人對於世代位置的自覺，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政治行動主張，通

常必須藉著說故事或敘事的方式表達出來……自我生命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

體的公共故事，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蕭阿勤，2005：12）。 

個人的故事通常都鑲嵌於更大的環境脈絡，故事型塑了世代認同，誠如 Andrews

（2002：85）所言： 

 

所有生活一個特定時代的人們建構故事，也被故事所建構。同時，故事一代一代流傳

下去，它們是文化認同的基本要素，而我們繼承自前人、流傳給後代的，就是這種基

本要素。個人作為一個世代的成員，是透過這些故事，才能在歷史過程中定位自己，

而這麼做，個人才創造一個架構，這個架構使他們充分發揮推動改變的能力，有了最

大的可能性。 

 

敘事形塑認同，也會促進行動的改變。Bruner (1990) 在《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中提及，長久以來，對於人、表達與自我三這間關係的討論，可以分為二種取向：

一是本質論，認為在人們描述自身之前，有一個事先存在的「自我」實體或本質存在，而研

究者是去檢視、發現此一表述個人經驗的自我，其本質為何。另一是反本質主義論，主張自

我並非先於人的表達而存在，它是透過表達與實踐，逐漸被建構的，因此沒有一個固定與普

遍的自我存在，等待研究者去探究，研究者所做的是去探究表達過程與行動的社會脈絡。這

樣的說法強調敘事與論述對自我形成之重要性。 

Connelly, Phillion 與 He（2003）認為敘事探究就是在探究多元文化生活，共同追求一種

民主的生活方式。敘事探究聚焦在生活與經驗，與包含多元文化主義的民主精神相容。多元

文化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敘事探究是生活的思考方式。Connelly 等人將兩個概念融合為

「敘事多元文化主義」(narrative multi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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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閱讀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學者揭露自己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實踐多元文化教學的文

本時，常被她們自信的行動力與敏銳的自省能力所感動。Gay(2000)整合了文化回應教學的要

素，並身體力行，將這個方法運用到她的大學教室中，期望修課的準教師與在職進修教師，

有明確具體的實踐參考。這些教學故事主要呈現下列概念：發現差異、合作學習、選擇與真

實性是學習的要素、增能的教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批判思考的重要性、關懷與支持性教

室環境的營造。Gay 特別強調提供個人的教學故事並不是要將她的教學模式成為典範，而是

希望能激發教師的反省力與行動力。Sleeter（1996）描述她如何從自身的處境與經驗出發，

將她原來強調教學方法的教學轉化為對抗白人的霸權，以及如何將性別作為族群意識的中

介，將多元文化教育定位為社會運動。hook(1994)則描述她如何選擇邊緣位置作為基進開放

的空間，將女性主義教室作為轉化學習經驗的現場，將教育視為實踐自由的歷程。她認為多

元文化教學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應納入邊緣者的聲音，深化族群、性別、階級等議題的討

論。強調轉化式的教學，讓教室成為人人皆願意參與學習的民主情境。重視教室中的聲音，

誰在說話？誰在聆聽？營造教室成為社群的方式在於肯定每位學生的聲音，不讓教室有隱形

人。師生必須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接受不同的認知方式，瞭解不同群體的文化。 

除了學校場域，也有越來越多的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或弱勢族群以社會做為實踐場域，

柯妧青（2015）以批判教育即女性主義理論為基礎，透過 3 位參與自拍的南洋新移民女性，

探究處於邊陲位置的「她者」，如何於影片製作過程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書寫，以及自拍學習

行動能否幫助其自我解放。研究發現自拍學習幫助受壓迫的南洋新移民女性自我肯認與建構

主體，透過觀景窗的自我映照，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完成一趟自我對話的生命旅程。若

學習支持者能以批判教育的提問與對話方式啟發自拍者，有助於其在影像敘事過程中建構批

判意識，透過自我指涉影片改寫「我群」形象，以行動反抗主流文化再現。 

 

參、研究方法 

一、採用敘事探究的理由 

本研究探討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實踐經驗，經驗研究最適合採用敘說探究。主要原因

有二。首先，敘說探究有助於敘說者再現經驗並將經驗意義化。本研究擬邀請多元文化教育

工作者敘說其在教育現場的跨越邊界經驗，這是一種經驗的再現歷程。透過敘說可以讓行動

者訴說其自身的故事，並重新理解自我，以及種種加諸在身上所發生的事情。透過對經驗不

斷反思、批判、解放、重構的循環歷程，可以讓重新看見自己，改變自己，並重新思考下一

步行動的可能性。敘事即是故事，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來說明事件、行動及行動者的遭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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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聽故事是人們呈現、排列和使自身及他人經驗產生共識的方式(Gee, 1985)。故事敘說

和故事被視為呈現和詮釋個體行動和生活經驗的媒介。敘事是一種探究的歷程，用來導引和

分析個人的述說，並允許敘說者適用其語言和範疇來描述他們的生命經驗。敘事研究強調個

體的生命歷程、多元觀點的重要性、實存的情境脈絡、社會實體的建構和研究者在研究過程

中受到的衝擊。 

其次，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強調自我及文化認同，敘事探究正可以引發敘說者透過說故

事來重新詮釋自己的生活，並建構自我及文化認同。Ritchie 與Wilson(2000)認為敘事是一種

批判探究的歷程，可以提升教師的認同(ident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透過敘說多元文化教

育工作者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彼此的經驗，而反身回來觀照自己，這樣的歷程使得教育研

究的故事產生了力量。 

 

一個人「說自己」的行動本身也可以成為反觀自己的素材，因為敘說文本與言說行動

本身即承載了說者的視框(frames of seeing)、看的方式(easy of seeing)與自己和

自己、他者與世界之關係方式(ways of relating)的訊息，當言說行動未展演表達之

前，這些訊息未必是全然地被言說者所覺識的。（夏林清，2004：142） 

 

Schon(1991:236）說明了敘事與實踐的關係： 

 

故事敘說與故事分析能夠催化一種反映的進行，因為它涉及了一種引導實踐的隱藏性

建構。故事指出了深層的信念與假設，而這是人們常無法以命題或概述形式來訴說但

卻是引導他們行動的實踐理論與深刻持有的意象。 

 

敘事仰賴大量地探索溝通內在與外在經驗，它也能穿越理論與實務，這和本研究強調的

跨越邊界—跨越主流與邊緣位置、跨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二者的性質是相符的。 

 

二、研究參與者 

為凸顯本研究的特質，本研究將研究參與者、敘說者、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相互使用。

本研究採取的是批判與行動取向的多元文化教育，以下列標準選擇研究參與者：1.投入多元

文化教育實踐至少十年以上：本研究強調歷程研究，投入十年以上，比較有豐富的實踐故事

得以敘說，並能看出實踐的歷程軸線。2. 屬於跨界的批判行動：本研究強調的多元文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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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抗主流文化、跨越邊界的行動，屬於實踐社會正義的取向的多元文化教育行動。3. 敘說

與反思能力強：除了行動力之外，還能敘說行動經驗，並在歷程中反思，這是本研究故事能

否厚實的關鍵因素。因此，在邀請敘說者時，會特別看重其敘說與反思的能力，行動者能清

楚自己的社會位置並誠實的面對自己與處境。 

除了上述標準，本研究也強調成員背景與實踐經驗的異質性，希望透過不同的經驗述

說，呈現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多元面貌與不同意義本研究的經驗，透過敘說文本的交互對

照，達到跨界開展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敘說者背景如下： 

 

表 1 主要敘說者背景 

編碼 隱喻 化名 性別 族群 行動場域 行動特色 

A 引路人 小昀 女 阿美族 原住民 

小學 

17 歲之前否定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17 歲之後開啟族群認同意識，30 歲

成為原住民學校教師，投入原住民文

化課程發展與實踐，並帶領學生參與

原住民族運動，一起尋找回家的路。 

B 築造者 威明 男 漢人 原住民 

實驗小學 

偏鄉小校的原住民小學校長，弱勢學

生佔全校人數 73%，原本要被裁併

的學校轉型為國際教育實驗小學，加

強學生外語能力，培養學生國際觀，

為原住民學生開拓不同於文化傳承與

補救教學的學習之路。 

 

三、蒐集資料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敘事探究方法，敘事訪談是主要的蒐集資料方法，敘事訪談是一種經驗的再

現，因為我們無法直接進入另一個人的經驗，所以我們處理的都是模糊性質的經驗再現，因

此在經驗再現的五個階段：關注、訴說、轉錄、分析與閱讀等，都要清楚敏覺研究者的視框

與再現的限制。除了敘事訪談，本研究也同時採用觀察與文件分析，以達多元檢證的目的。 

（一）敘事訪談 

敘事訪談是研究者與敘說者透過互動以建構文本的歷程，訪談不只是蒐集資料，而是生

產資料。敘說訪談關心的不只是表面的語言互動，也關心訪談過程中感受到敘說者內在世界

的構成。故事往往是迂迴的、回溯的、跳躍的或偏離主題的，故事不是一次就能完整呈現

的，為了能呈現具深層意義的故事，因此需要多次且長時間的訪談。本研究針對每一位敘說

者進行有二至三次的正式訪談，同時為了故事呈現的立體性及多元觀點的檢證，研究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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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者行動場域中其他的行動者。 

本研究採三部曲方式進行：1. 首部曲聚焦在生命歷史的經驗描述，邀請敘說者重新建構

早期經驗，以協助我瞭解對方的過去經驗及其歷史脈絡，如何形塑其成為多元文化教育工作

者，並順勢帶到目前的情況。2. 二部曲圍繞在目前生活經驗的細節，請敘說者提供目前生活

經驗細節的描述，包含事件、經歷或故事。可邀請其重新建構典型的一天，仔細描述一天的

生活細節，以及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3. 第三部曲則邀請敘說者反思其實踐經驗的意

義，請其反思前幾次訪談提及的生活經驗的意義，意義不是滿意程度，而是牽涉其生活經驗

中對於認知與情感上的連結。反問敘說者如何看待該經驗，該經驗對敘說者而言代表什麼？

感受如何？未來可能會如何做？ 

本研究也進行了多次非正式訪談，時機是在觀察後針對關鍵事件或有意義的訊息，進一

步釐清，補充相關資料，以進一步理解敘說者所處的實踐情境與其行動選擇。我會根據實際

情境，邀請敘說者多舉事例來說明自己在實踐歷程程中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依照

Bruner 的觀點，「故事」總是包含有個行事者，他之所以行動（act），是在某種可以認識的境

遇（setting）下，採用了某種手段（means），以達成某個目的（goal）（宋文里譯，2001：

152）。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將透過問題與詮釋和敘說者互動，也包括敘說者自身的再敘說與再

詮釋。在互相的詮釋過程中，敘說者與傾聽者共同發展出故事的意義。研究者除了當場摘記

訪談內容以外，在徵得參與者的同意下，將進行錄音作為輔助記錄。除了正式訪談，也將透

過電子郵件、電話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補充與檢核。 

（二）觀察 

本研究將請敘說者提出關鍵性的活動，經其同意後，進入敘說者的場域，運用觀察，深

入了解敘說者在場域的實踐經驗。觀察的重點包括行敘說者與相關人員的互動歷程、行動過

程中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式。觀察時以田野筆記為主，並輔以錄音機，以盡可能詳實記錄參

與者的互動情況。研究者與敘說者定期就觀察結果進行討論，以進行資料的交叉驗證，並檢

核觀察重點是否有遺漏之處。在建構現場文本時，將留意時間、空間、人與社會三度探究空

間(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三）文件分析 

除了敘事文本，本研究也將請敘說者提供多元的文件資料，這些資料包括敘說者的相關

文章、教學日誌與檔案、筆記、影片、社群媒體（Facebook，line）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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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整體—內容」與「整體—形式」二種方法來分析故事： 

（一）整體—內容分析 

敘事探究重視整體的故事，敘事並非客觀地重新建構，而是解釋生命中的各種覺知。敘

事探究試圖去捕捉故事的整體， 包含個人以及社會層面。這必須超越修辭的表面，分析並檢

驗故事所描繪的看法與假設。進行步驟如下： 

1. 多次閱讀故事，直到型態浮現為主，以整個故事為焦點的形式出現。 

2. 記錄對敘說者的初步及整體印象，記下故事中特殊的事件，例如相互矛盾或為完成的敘

事，困擾敘說的情節或議題，或與其他故事不協調或不一致的地方。 

3. 記錄貫穿於整個故事中的特定內容焦點或主題，尋找重複敘說或提供更多細節的特定焦

點。 

4. 標記故事中的各個主題，再次仔細閱讀。 

5. 跟隨貫穿故事的每一個主題記錄下結論。留意該主題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出現的位置、主

題之間的轉換、每一個主題轉換的脈絡、在文本中特別凸顯的地方。 

分析將聚焦在下列面向：1. 經驗與脈絡：過去的成長、工作經驗或當前的生活世界脈

絡，如何型塑其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與實踐？2. 主體與認同：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

自己的角色與社會位置？主體形塑的歷程為何？3. 困境與突破：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在跨越

邊界時，曾經遭遇哪些難題？如何藉由行動來突破困境？行動的歷程對自己及所處社群造成

何種影響？4. 論述與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如何透過行動經驗的敘事探究，重新理解多

元文化教育？ 

（二）整體—形式分析 

整體形式分析強調敘說者如何說故事，故事是進化、退化還是穩定的故事。本研究想分

析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行動歷程曲線圖，將以時間為軸線，個人故事與社會脈絡為節點，

紀錄個人關鍵事件與時代重要教育改革事件，依據其敘事結構，畫出每個行動者的行動歷程

曲線圖。進行步驟如下： 

1. 辨認每個階段的軸線，亦即敘事發展的主題焦點，瞭解發展的歷程。 

2. 辨認敘事的動力，分析敘說者為何選擇在某個特定時間點結束一個階段的回應，生命故事

的轉折點。 

3. 繪製行動歷程曲線圖。 

在資料分析時，我將故事、對話與互動視為文本，而加以詮釋、分析，尋求詮釋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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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尋求其他的解釋或反例。敘事分析的獨特之處在於故事的整體輪廓，不同於其他質性

研究較著重於情境中的片段訊息、或截斷故事的脈絡，以形成研究主題。所以在資料分析的

過程中，我會檢視故事，瞭解情節是如何構成故事的，以及故事的語言和文化來源。首先，

閱讀故事的內容及瞭解故事的結構特質。其次，分階段式的解讀，瞭解故事的開頭、發展與

結尾。最後，將所有故事整合比較，發現敘說者經驗的共通性與殊異性。 

將故事再呈現時，則盡可能保持故事的完整性，重視故事的連續與結構，以及個體對故

事所賦予的意義。分析的過程就是詮釋的過程，敘說者不斷的詮釋、再建構事件或經驗，研

究者也將文本置於更廣大的文化脈絡中加以詮釋。 

Carbtree 與Miller（1999）認為敘事探究有五項特質：一、人們喜歡說故事，而且會將

重要的經驗組織成為故事，而說故事便是將生命經驗賦予意義的過程。二、敘事具有時間性

與情節性的結構性質。三、有力量的敘事可以成為個體行為的指引並反映生命歷程。四、敘

事探究強調情境脈絡性，敘事不能脫離文化脈絡而生。五、敘事注重關連性，敘事經常由對

話產生，故事不僅說給他人聽，還包括說者與聽者的互動。本研究在進行敘事探究時，將會

掌握這五項特質，使故事更深刻、更有力量。 

 

五、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特別注意研究倫理的議題，本計畫依照規定送倫理委員會審查，並在計畫執行

期間，嚴格遵守下列準則。 

（一）知情同意 

本計畫清楚說明計畫的目的與實施方式，並溝通協商，調整計畫方向，並取得參與者的

同意書。如果敘說者不是場域的守門人，在進入敘說者的行動場域前，也會先徵求守門人的

同意，並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書後，再開始觀察。 

（二）避免對敘說者造成傷害 

研究訪談之前，研究者擬好並與協作者磋商訪談研究約定事項，除了獲得研究同意書之

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願意承諾恪遵研究倫理以避免對協作者造成傷害。研究訪談的約定事

項要點如下： 

1. 錄音資料處理：為了記錄上的方便，將在徵得研究者同意的情形下進行錄音，在本研究完

成後，研究者會在通知協作者的情況下，將錄音帶予以銷毀或寄回。 

2. 隱私權保護：訪問所得資料只做為研究使用，不會對第三者透露，而任何可能洩漏協作者

真實身分的敘述，將採取化名方式以避免無謂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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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事初稿的檢核或協作：故事初稿完成後傳送給協作者，請他們確保敘寫後並無扭曲其

意，同時，請協作者指出某些需要刪除或小心處理的細節。 

（三）平等互惠的研究關係 

在本研究中，我稱敘說者為「研究參與者」或「敘說者」，強調的是一種平等互惠、結伴

同行的研究關係。有別於量化研究的保持距離、客觀中立的宣稱，敘說探究的進行需要研究

者和協作者建立濃厚深入的情誼。經由協商進入，研究者和敘說者藉由分享、進入對方的生

活經驗而建立類似友誼的親密關係，彼此的關係是連結的、共享的、平等的，進而使彼此成

為關懷社群。避免成為「故事的付出者」和「研究的奪取者」，透過彼此的故事敘說，我們重

新照見自己，共同成長，這是一種平等互惠的關係。此外，當研究者和協作者觀點不一致

時，研究文本的發表常會導致尖銳的背叛與洩密的衝突。或者，研究者透過建立親密關係而

取得敘說者深度自我揭露的秘密後，在研究文本中對協作者的批判常會導致協作者產生被出

賣的憤怒。但是，為求獲致皆大歡喜的「共識」，研究者又可能違背了自己的學術責任，這何

嘗不也是對自己學術良知的一種「背叛」。面對這種兩難困境，本研究將秉持下列原則處理：

尋求理解將優先於提出批判，如果進行批判，批判對象將非針對協作者個人或群體，而是針

對協作者本身所在境遇的社會網絡結構。 

此外，敘說也是批判探究的歷程，因此，在探究的歷程中，無論是在研究關係或分析詮

釋的或研究價值探索的歷程中，無可避免的會出現許多衝突與矛盾，這些困惑與釐清在研究

文本中也應該有現身與被省思的機會，這不僅是「一種謙虛舉動」（蔡敏玲，2001:247），更

是做為研究者的一種責任。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跨越邊界的地圖 

（一）座落於「原」鄉的學校 

本研究兩位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行動場域皆在原住民部落中的小學，小昀是國小教師

而威明則是另一所國小的校長，他們所在的行動場域有著部分相似的特徵：學校地處偏鄉且

為小校小班的編制，學生主要族群背景為原住民族。據小昀所述學校大約有八成的阿美族學

生（IA0508），而威明的學校位在阿美族的社區中，社區中的學生家長多從事農漁業，全校原

住民學生比率達七成以上。如此座落於「原」鄉的學校面臨著結構面與文化面的挑戰。 

結構面的挑戰主要是裁併校的困境與高頻率的教師流動。在少子化的時空脈絡下，學校

因新生入學人數減少，而面臨到可能裁併校的困境。在豐岳國小（化名）待了 20年的主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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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從他初任教時到現今學校的學生數逐年下降，學校曾經只剩 20幾位學生面臨著消失的

危機，主任是這麼說明的： 

…從以前我剛來的時候學生 7、80 位，每年逐漸降，降到 30 幾位，少了大概 20 幾位

那樣，27、28 位。所以說這樣意思下來到最後可能會……學校就不見了(IE0306)。 

此外，在偏鄉的背景與小班小校的結構之下教師常常身兼多職，致使學校的教師流動率

高。學校的教師往往遇到機會，便希望能調往市區的學校，如同小昀提到校長派任的情形： 

…你有沒有發現阿美族的校長初派任都在花蓮的南區，都往北區調，沒有人想要留在

這個地方，所以三年後我們學校會面臨到接班人的問題。(IA0702) 

小昀的敘述中一方面體現教職人員不易留在偏鄉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教師流動對

於學校發展或課程延續的困難性。 

而在文化層面的挑戰源於學校主流文化與學生家庭文化的落差，學生在家中無人輔導學

業學習，而在教學現場講究學科導向與升學主義的脈絡下，也使原住民學生容易對於學習感

到失能並對自身家庭的母文化感到自卑。小昀在訪談中就曾提及與學生的對話： 

…他就說，我覺得我爸這些什麼都不會，他覺得他爸爸沒有用，因為沒辦法教他國語

數學…尤其是像我們偏鄉的孩子，他回到家裡，功課都不是父母或者是阿公阿嬤在指

導，因為沒有辦法，他只能在學校完成，所以我們學校會有夜間課輔上到八點，所以

他們過去會否定自己的家長的價值…。(IA0208)  

這段對話沉痛地展現了學校的潛在課程如何深深地影響著原住民孩子對自身與家庭文化

認知的再建構，也呼應了小昀故事中大多數原住民就學經驗的痛楚。原住民家長對於學業輔

導的無能為力，回應了原住民家長普遍對學校事務參與度低的現象。家長參與度低的情形在

豐岳國小也有一樣的現象。 

…我們的課程方面，説真的，在地的家長，像原住民家長，他們根本(並不是那麽地關

心)是，因爲他們…我們在這邊做的一個好處就是，學校我們做的，家長他不會有多説

一句話…。(IE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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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偏鄉的學校在結構面與文化面的交織下，學生在學校與學校外的生活猶如兩個獨

立的世界。如同圖 1兩個分割的空間，一方面學校少了學生實質的參與與學習，形成推力讓

教師難以久留於此，另一方面高流動的教師、持續減少的學生數所致的學校裁併校危機，也

影響著這些學生所在的社區發展，惡性循環下使偏鄉原住民族處於更不利之境。 

 

圖 1 原鄉學校的空間示意圖 

 

（二）法律規劃下的課程空間 

我國在 1996年教育改革的推動中將多元文化教育列為改革重點之一，隨之 1998年《原

住民族教育法》的頒布確保原住民族多元觀點融入課程之中，也提供了發展民族教育與學校

的空間。教育部於 2014年公布實驗教育三法後，公立學校有更多彈性的課程發展空間，偏鄉

學校得以在法制規劃下轉化課程，期望可回應偏鄉在地需求發展其主體價值。 

然而，無論是民族學校或是實驗學校的發展，跳脫一般學校的主流規劃，由無到有關鍵

在於教育工作者的跨界整合與行動，歷程中需經歷跨文化理解、學制的解構與再建構，以及

課程文化回應的發展與挑戰。如何拉近學校與學生生活空間的距離，使學校成為學生們連接

世界的橋樑，為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教育實踐的重要展現。下文將藉由小昀與威明的故事，

勾勒出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跨越邊界的教育實踐經驗。 

 

二、引路人：回到自己的文化，才能真正的走出去。 

依然就看見說孩子還是在這個主流教育裡面學習，那他忘了他自己是誰，這個課程，

主流教育的課程，本來就是跟我們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異性的，那其實是會有一個信

念是如果我現在不做，未來我可能會看見更多當年自己不認同這個文化的自己。

（IA0701） 

這段話是小昀闡述著自己發展原住民族課程的信念，話語中透露出主流教育與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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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距離，同時也勾勒出小昀無法認同自身母文化的過去、想要引領同族褶子為自身文化

發聲的現在，以及盼望族人們能自信表達文化認同的未來。 

（一）喚起原名 

小昀是原漢混血的原住民，他的爸爸是阿美族的貴族，而媽媽出生於外省家庭。雖然在

原漢雙棲的家庭文化脈絡下成長，但小昀在 17歲之前並不認同原住民的身分，這源於生長背

景中對於原住民族不友善的社會。無論是母親被祖父母認為「下嫁」給父親的經驗，或是兄

弟姊妹在學校中因原住民身分遭受歧視的經驗，都讓小昀早年選擇否認與隱藏原住民的身

份。小昀道起小時候他與他的兄弟姊妹在學校所遭遇過的處境： 

除了不停的被同學嘲笑「番仔」以外，我記得哥哥有次數學考全校唯一的一百分，卻

被老師懷疑作弊，我媽因此被叫到學校去處理。老師懷疑的原因是：「題目那麼難，

其他同學都不會，我哥一個番仔怎麼可能會？」最後我媽建議老師讓我哥重寫一次，

看他是否能寫對。結果，他仍然全對！但卻沒有得到老師的道歉。這樣不平等的對待，

一直在我們的生命中上演。（DA0202） 

為了免受自己的孩子飽受社會的偏見與歧視，小昀的母親教育他們隱藏自己原住民的身

份，這是最安全的做法，並且鼓勵他們要讓自己表現的更優秀來掩蓋蒙受歧視的身份。在求

學歷程中，小昀認同母親的指導方針，隱藏原住民族的身份並且在學業表現上積極、認真。 

直至 17歲那年，在小昀修習中國近代史的課堂中，老師講授台灣史時談起原住民，希望

從小昀的口中獲知阿美族的社會制度、習俗與祭典等經驗，小昀卻無從回答，老師便當眾的

數落了小昀「問什麼都不知道，真沒用！」老師的責難帶給小昀很大的衝擊，一方面讓小昀

對自己的一無所知感到委屈，但另一方面觸動小昀開始正視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 

小昀開始積極的參與各種原住民族文化的團體，包含藝文團體與社運團體。在起初接觸

原民團體時，因為對於族語的不熟悉與不協調的肢體，小昀常被族人取笑，他自嘲的提到：

「起初，我因為肢體不協調，又不會講族語，常常要忍受族人的嘲笑，甚至連一般人認為原

住民就是愛喝酒的這項「技能」，我都要用學的。」（DA0302）然而，就在歷經兩種文化脈絡

的經驗，使得小昀開始深思「族群與身份認同一定得是二元對立的嗎？」懷著自幼在社會中

隱藏原住民身份的經驗，在理解原住民文化後所經歷的認同轉折，小昀更能敏感察覺原住民

族在社會上的處境，也體悟到原住民族文化和語言流逝的危機，開啟了他作為原住民教師，

引領原住民孩子們看見自身文化的旅途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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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家的路 

帶著身份認同的覺醒，小昀返鄉任教並同時修習多元文化研究所。初任教的經驗是在阿

美族社區的初陽國小（化名）擔任代課老師，當時社區的家長十分照顧單身的老師，讓小昀

感受到阿美族的熱情與共享餐食的文化，同為阿美族的小昀也和這個社區建立起深厚的情

誼。然而，在教學上小昀面對的是社區家長對於學生學業使不上力的困境，這使他開始檢視

自己的階級意識，小昀是如此敘述的： 

雖然我與學生都是阿美族，但我不得不去看待自己來自所謂的原住民「中產階級」、

「上流社會」的背景與我的學生家庭之間的差異。我的父母對於受教育的重視，讓我

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學生家長對於孩子課業的放任不管，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學生不寫

功課的狀況，可以不斷的在每日上演。家長對於孩子們的課業使不上力，遠遠超過在

師培階段時聽到和看到的想像還多。只是我並沒有預期當我越融入這裡的生活時，很

多在課室裡看不見的，才是另一種存在於我周遭的真實。（DA0402） 

面對家庭無法給予學生學業上的支持，起初小昀召集幾位年輕的老師自發性地幫學生進

行課業輔導，想運用在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所學的文化回應教學來輔導學生，然而在新手教

師時間有限與勇氣不足的情況下，一心想著「教會」與「寫完」作業的目標，使他們難以將

教材連結到學生的生命經驗。無法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情形使小昀感到挫折。之後小昀

到太魯閣族的學校任教時，雖然被學校校長邀請一起發展民族課程，然而在不熟悉太魯閣族

文化的情況下，單憑在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學得的智識發展課程，小昀對於這套局外人發展

的課程也抱持很大的疑問。這兩段經驗讓他一度對於成為多元文化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卻步。 

帶著這兩段挫折的經驗，小昀回到家鄉的小學代課。在他牧師阿公與警察爸爸的光環

下，小昀嘗試了將學校與部落連結，利用假日在教會中學習阿美族的文化，在學校中帶入基

金會的經費資源，讓部落的孩子學習音樂與才藝，其中帶領孩子完成文化故事繪本的成功，

帶給小昀很大的啟發。那是一本奠基於田野採集傳說故事所發展出來的繪本，孩子隨著外聘

美術教師的引導，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耆老，並且將蒐集而來的故事畫出繪本。有了這本繪

本孩子還辦了畫展與巡迴音樂會，在這歷程中小昀看到了孩子找到了自身與文化的連結以及

自信。透過學生母文化理解、創作與發表的賦能歷程，讓她重新找回成為老師的初衷與承

諾，引領她回到太魯閣國小與初陽國小去面對先前逃離的情境。小昀是這麼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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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上帝很奇妙，知道我想逃離的問題在哪，讓我經驗這寫成功經驗後，還是把我

帶回了太魯閣小學及初陽國小，面對我自己想成為老師的初衷與承諾。（DA0402） 

帶著成功經驗再次回到太魯閣小學任教，小昀不再以課程發展者與教師的身分自居，而

是文化學習者的角度，向學生與社區學習他們的語言與文化。透過使用他們的語言呼喚學生

的族名，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同時也在相處中看見他們的優勢。別於以往令人感到挫折、

不知所措的教學時光，了解學生母文化後促使小昀重新思考如何把文化的精神及元素帶入課

程，運用學生的優勢讓他們有舞台展現自己，她帶著太魯閣的學生參與各種文化競賽與表

演，讓學生自信地展現出自己的文化。帶領學生在舞台上找的自己文化的自信，為學生與小

昀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考上正式教師後挾著當初與社區建立好的情誼，小昀選擇回到初陽國小任教。面對著當

初學生與家長對於學業的無力感，以及學生對於母文化與族語的不熟悉，小昀選擇利用彈性

課程發展民族教育取徑的文化復振課程，期望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了解並肯認自己

的族群。這次小昀更有系統性的發展課程，申請了原住民委員會的經費，並採用原民會的課

程架構。奠基於與社區建立的好交情，課程發展不僅僅在社區裡進行了文化考察，也聘請了

社區的耆老昨為講師。小昀談及聯絡社區時，社區頭目表達全力支持，甚至促發社區耆老主

動開會進行備課，展現了族人對民族課程的挺力相助： 

因為我們學校學區裡面有兩個部落，所以我去找兩個部落的頭目，那其中一個部落的

頭目他們家其實跟我非常的熟，從七年前我在那邊實習開始其實一直都有很好的互動，

包括我回到這個學校任教他們也非常歡迎跟支持，然後我就跟他們講，那他們就是全

力支持，全力是到什麼樣的程度呢，是我們禮拜二要上課，禮拜一部落裡面有老人的

那種文健站，那個也是原民會補助的有點像是日托，照顧老人家的那種日托，一三五

早上都有，他們禮拜一早上都會討論禮拜二他們要來上什麼課，就是自己部落他們老

人家會形成這樣子一個備課群，他們知道禮拜二學校要上什麼課，那誰比較熟悉，他

們討論完之後，自己就是會去討論，然後可能禮拜二就會告訴我說今天這堂課誰來上。

(IA0201) 

一套民族課程連結了學校與社區，而學生也在民族課程的帶領下，培養出對自身文化的

自信、涵養與關懷力，無論是對於部落祭典的參與，或是對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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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學生都能主動的關懷與參與。小昀提到最感動的經驗是與私人美術館辦理學生的畫

展，在畫展中學生不僅展現自己充滿文化的畫作，同時也向外人分享著部落的故事，這展現

了學生對自身文化的自信。其中令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本來對於民族課程排斥的學生：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校車司機叔叔孩子，他其實是漢人，但他的外婆，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阿美族，所以他爸爸，就是校車司機叔叔是會講阿美語的，可是在

他的孩子的印象中，因為媽媽很強勢是那個大陸人，是中國那邊過來的，然後他在中

國那邊的親戚好像競爭都還蠻強的，就是學歷這方面，就是基本能力都還蠻強的，所

以他一直就會覺得說學這些傳統文化的東西幹嘛，他剛開始很排斥，那後來有一次我

在跟他聊，我記得我們是做彈弓，彈弓是耆老做好大概一個雛形，然後要小朋友再去

削剪，然後做出那個橡皮彈簧，後來那個孩子他不知道跟我講什麼，他就說，我覺得

我爸這些什麼都不會，他覺得他爸爸沒有用，因為沒辦法教他國語數學，那後來我就

跟他講說，你回去問你爸爸，這個你爸爸最會了，隔了一個禮拜他帶了一個超大的彈

弓來，他把他自己原先課堂，我們幫他準備的材料送給低年級去玩了，然後他帶了他

爸爸做一個超大的彈弓來跟我秀說，老師這是我爸爸做的...... 

不只是這個孩子，有其他小孩的阿公阿嬤進到學校來當老師的時候，他是很驕傲的，

我覺得這是讓我看到最感動尤其是有些老人家以前是不敢走進學校的，因為學校對他

來講可能是一個噩夢，因為他可能學業成就不好，要不然被叫來就是小孩有問題，被

告狀了，你要來處理，可是他今天是來學校當老師，教他會的東西，那當然就你會發

現尤其是祖孫之間的溝通，也會很不一樣，我們就會叫小孩回去問你的阿公阿嬤，尤

其是跟文化的部分，對啊，我覺得這個是那種氛圍被改變了，就是家長在孩子心目中

的價值跟以前是不一樣的。(IA0208) 

由學業學習的自卑感轉化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信，民族課程讓學生找回對家的自信，

而當課程走入部落，賦權的力量不僅僅交給了學生，他也注入了部落讓家長與長輩不再畏懼

學校並參與其中。 

（三）發不出聲 

隨著課程推行，民族課程要從文化理解到轉型正義的行動是課程發展的一項挑戰。靠著

部落耆老與頭目的支持，民族課程讓學生們熟悉了自己部落的文化與語言，然而當課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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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探討到關於原住民社會正義的議題時，老師與學生們面對的是大社會環境的現實。小

昀分享到推行這套課程最大的挫折事件，是他帶著學生參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社會運動，學

生卻無法出聲的情形： 

我們在凱道抗爭，我的學生自己跟我說要上台北來的，他們也想要參與，就是我們再

對傳統領域的那個議題在提出訴求的時候，有一些前輩們在這裡抗爭，可是我們準備

了很久，我們也幫孩子上了一些跟社會議題尤其是像那種社會運動的課程，也幫他們

上過，可是他們站在總統府凱道前面的時候，要教他們介紹自己的族名他們講不出

來…我其實自己沉澱了兩天，我後來問他們，他們告訴我，老師我害怕，我說，為什

麼會害怕？他就說我不知道我今天這樣講出來會不會有事...... 

雖然我們很希望小孩子可以參與，可是畢竟對他們來講，他們小，他們才第一次，那

當然能夠踏出這一步已經是很勇敢了，只是我們就會跟孩子講說其實真的就是要做自

己的主人，如果我們都不敢站在這塊土地上都不敢說自己的名字，那當然其他的東西

之後我們可能還要再更努力的去改變。(IA0301) 

小昀的挫折一方面源於學生從課堂到社會現場時仍然無法有勇氣的大聲說出自己的族名

並表達訴求，另一方面也察覺課程要將學生帶領到實際的社會行動，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但這次事件小昀認為並非一無所獲，雖然學生無法在行動現場有所表達，對於原住民族社會

正義議題的關懷種子，已經種在這些孩子的心中，這些學生現在即便升上國中，仍可以在社

群媒體上看到他們為這樣的議題表達關懷與發聲。 

這個民族課程在初陽國小持續性的發展已經有四年之久，也為初陽國小做出了一些名

聲，然而這套民族課程在學校課程中的定位仍獨立於學校學業課程之外，憑藉著少數原族民

教師連結社區並運作課程，少了其他教師的認同與參與，課程深化的力道仍然有限。小昀提

到民族課程實行漢人教師參與的情形： 

要推動其實最大的阻礙是學校其他的同事，因為他（一起推動的老師）曾經有跟我講

過說，老師們有在反映這個課程一直在上，小朋友都很無聊了，好後來我就問他說那

請問老師們學到什麼? 他們覺得我們好像都在上一樣的課程，那當然其他老師說不出

來，因為他們沒有跟課啊。(IA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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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個學期只上 15 週，那前、中、後都有一個是有點像類似形成性評量，或者是

我們會做一些檢討，那個是回歸到給各個班級的老師，他們沒有辦法帶。加上他們不

進到，就是實際上在上課的時候，有時候甚至是放手直接讓老人家去上課，那他們就

去做別的事情了。(IA0309) (IA0310) 

小昀提到這套民族課程採螺旋式的課程發展，有清楚的課綱說明著不同年級學習的內

容，然而運用彈性課程所實施的民族課程，少了其他老師的參與，以及與其他學習連結的經

驗，課程還是難以回應學生的生活。 

（四）還在路上 

為了使民族課程能完備發展並發揮影響力擴大推廣，當小昀獲得發展阿美族實驗學校課

程的機會，他便答應加入發展民族學校的團隊。當時是同縣市的另一所小學：美岸國小（化

名）要轉型為阿美族實驗學校，美岸國小的校長邀請她加入課程發展的籌備團隊，透過縣內

借調的方式小昀來到了美岸國小。 

在富有文化底蘊的阿美族校長領導下，以及多數同為阿美族的夥伴合作下，課程發展一

樣由部落出發，經過與在地部落考察與合作、其他原住民小學的經驗分享、原住民委員會提

供的資源，以及學者專家的指導，美岸國小的課程循著部落在地的生活時序規劃課程。雖然

目前這套課程仍在試辦階段，等待未來一年實際操作，那將是一套十分連結部落，且全校運

作的完整課程，小昀期待的說明實際推動課程的規劃： 

我會覺得至少讓這個過去我們一年籌備的這個課程，可以很順利地上路，那當然該修

正的我們就是透過在邊做邊修，實施了之後該怎麼樣去增修，那就是我們之後每兩個

禮拜都會做的事情，大概一個單元我們會實施兩個禮拜，所以兩個禮拜會換一個課程，

總共 13 個單元，我現在能夠想的就是未來一年，就是要監控這個課程，就不要讓他

走鐘，因為畢竟上層的概念我們在設計是這樣，然後到教案，到真正授課，教案因為

不是我寫就是我教，那到時候會有文化的老師、部落的耆老，還有我們自己的老師，

我們會按照他們的專長去排課，所以未來一年我可能就是要很連接…(IA0707) 

因為所謂的成功的定義是他原來沒有，在正式課程裡面沒有，我們可以讓他變得有八

節課、九節課去學，他就是成功的，那當然我覺得還有一些可能，目前大家沒有辦法

去看到是，如果相較於初陽去比較的話，美岸的課程都還是很表面的，譬如說學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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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性的，那但要走到批判思考有關的，那種議題討論的，我覺得第一年可能沒辦法。

(IA0804) 

雖然小昀提到美岸國小第一年的課程，不如當初他在初陽國小發展的深入，然而這套課

程在實驗三法的機緣下，得以整合於正式課程之中，便已是很大的進展，而調整與持續性的

發展是必然的，因為一所學校的成功將影響更多阿美族實驗小學的成立。甚至小昀認為原住

民族的實驗學校發展，不該被稱作實驗學校，而是應該稱作回應母文化的民族學校，小昀如

此的解釋：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有自己的教育，那只是說實驗三法真的是給了一個契機，如果論時

間點來講，原住民族教育法在前，那當然原住民族教育法是民國 80 幾年那個公告的

嘛，那你說再往前，我們本來就有自己的教育體系。所以我當然會覺得本來就不應該

用實驗兩個字，而且，真的實驗聽起來就感覺好像都是白老鼠啊，但我們並沒有把學

生當實驗，只是讓這樣的一個生活課程跟他，應該說讓他的生活、他的文化跟教育是

連結在一起的，以前是分開的嘛，他回到家，部落是部落，那在學校他的學習就是以

主流文化課程為主，我們只是讓他合在一起，所以我一直不覺得那是實驗兩個字…。

(IA0609) 

對於民族學校的表述，表達了小昀引領原住民族學生「回家」的決心，在學校與家之間

找到連通的道路，小昀認為那是找到自己並在這世界發聲的必經之路。隨著美岸國小的課程

發展，小昀還在引領學生的路上期盼著返家的一天。 

 

三、築造者：打造跨越邊界與世界連結的學校。 

你雖然住在豐岳（化名），可是我們這邊的海是跟世界連在一起，我們這邊的天空也

是跟世界接在一起，那你們的學習是不是應該要跟世界同步？（IB1110） 

威明說明著在豐岳國小推行國際教育的理念，表達即便生活在偏鄉仍是與世界連接的想

法。反問中蘊含著威明對學校與生活不可分的看法，以及他跨界行動的能量。 

（一）帶著使命而來 

豐岳國小本來是一所面臨裁撤危機的國小，當威明被派遣接任校長時，就被教育局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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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告知。然而對於威明而言，校長的職責並非將一所學校善終，而是讓學校能持續穩定的發

展，他是如此說明的： 

來這邊當總經理，卻要求你把這個公司想辦法給它裁員、給它關掉。我覺得對一個校

長來講，校長的職責是怎麼樣讓學校穩定中去求發展，然後讓它更好，而不是把它關

掉啦。而且那不是社區要的，那也不是家長要的。所以那時候我就去思考說，我是不

是要開始做有關於這個學校的特色，讓人家看得到。（IB0106） 

威明提到豐岳國小所在地區是個三短地帶，前面是市區，後面又是另一個村子，村子中

的人數不多，因此才會面臨裁校的危機，欲解決這樣的危機就必須想辦法讓學生的人數變

多，而將學校做的有特色吸引學生來就學是一條途徑。適逢實驗三法通過之際，教育處在徵

選推動實驗學校的名單，威明便極力爭取發展實驗學校，希望突破課綱的框架發展特色課

程。起初，因為豐岳國小坐落於一個阿美族社區，教育處希望能發展成阿美族的實驗國小，

但威明認為民族教育並不適於實驗學校來發展，他是這麼解釋的： 

我覺得民族教育不太適用到實驗學校，你如果要做實驗學校就不要做民族教育，因爲

民族教育已經有原住民教育法在保障了，你的課程其實可以融入百分之五十的原住民

的東西。那不太需要嘛，那我的想法是我要做一個真的學生未來即使離開了這個社區，

去到全國、去到世界，他都帶的走，而且可以跟人家競爭的東西，而不是你一直教他

織布啦，教他捕魚啦，然後教他阿美族的話，我説你是要讓他關死在這個社區嗎？啊

我後來有個社區講這個概念，社區同意，社區也覺得說要給他們的孩子更大的能量。

（IB0108） 

自威明的說明可以理解他對實驗教育、民族教育與學習的想像，民族教育在此之中並非

被排斥在外的，而是包含在整個課程發展之中，而實驗教育應該以更大的眼光來思考課程能

給學生學習的空間。考量原住民學生在當代生活的脈絡，除了在原住民社區的生活外，仍有

著社區之外的生活經驗與挑戰。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學生有很大的機會會接觸到外國人，

威明將實驗學校發展定調於國際教育。秉持著這番的信念，透過與社區的溝通，這個提案也

獲得了在地社區的支持。 

實際上，威明有十足的自信在原鄉學校中提出跨界的提案，這與他「學習與生活不可切

割」的信念，以及「原住民文化與學科知識並非相斥」的想法有很大的關聯，這體現於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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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其他原鄉國小發展科學教育的成功經驗： 

我做科學教育。我覺得原住民當中有很多，包括原住民的射弓箭、原住民的陷阱，原

住民的什麼樣的一個傳統活動，他其實是跟現在的科學是分不開的，只是從來沒有人

告訴他們說，弓箭它有力學，它要什麼樣的東西在裡面，都沒有人談。（IB0105） 

在他的經驗談中，看見了學科知識沒有邊界的交融於生活與文化之中，也看見學習如何

透過文化生活習得。如此課程的實踐關鍵在於教學者是否有著跨文化的理解，且在理解後發

現多元文化的共通性並搭起溝通與討論的連結。 

（二）跨界的機會與挑戰 

取得教育處與社區的支持，威明要推動國際教育實驗學校並非靠一己之力便能達成，需

要教育行政單位的資源，以及全校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實踐。站在發展的起點，跨界資源的

統合與運用是個機會也是嚴峻的挑戰。威明以「瞎子摸象」與「鬼撞牆」來描述發展的第一

年，一端面對著教育局處成果的壓力，另一端面對著學校教師對於學校轉型的反彈，他是如

此描述著當時的情境：  

一開始其實是老師們會有比較大的反彈，就是我講説，你二十年來在在這個學校習慣

了，突然要你做一個很大的改變，你會手足無措。加上校長其實是一個支持系統，我

接收到的幾乎都是一直要我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我只能回來轉達，只能跟老師

講…在我的想法當中，校長他是一個支持老師前進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他不應該是

我現在講的這種角色，不應該。好像是，教育處給你一把刀子，回去，叫你們老師趕

快做，我不喜歡這樣子。可是那時候我就跟你講説，那時候政策逼得學校很急，趕快

要產出東西，所以我們是有給老師說，什麼東西要交出來，什麼東西要怎麼樣…反正

老師們被逼，他就一定會不開心嘛，這個我都理解。後來我就慢慢找老師來這邊談談

談，我覺得說，其實我們創造的是一個教育的價值，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保障。

（IB0403） 

校長作為兩端斡旋的軸心，威明認為校長是個支持系統，但這個系統不是轉達政策任務

的支援，而是作為教師課程發展與教學的重要動力。奠基於課程轉型的基礎與創造教育價值

的信念上，他選擇緩慢並完整的發展課程，面對老師們的反彈他採取爭取教師們對於教育價

值的認同；而面對教育處的壓力，他堅持著實且完整的發展課程，不躁進的硬是提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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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第一年的衝撞期，學校有離開了無法接受認同的老師，同時間也召進了認同課程發展的

教師，在校長親力親為的處理行政業務並網絡各種資源，提供學校教師專注於課程發展的支

持情況下國際教育實驗學校的課程發展趨於穩定。 

豐岳國小國際教育實驗學校的課程，循著國際教育與英語學習的兩條主軸發展。課程由

無到有校長帶領教師經歷各種跨界的嘗試，包含對於國際教育概念的再建構、打破課綱學科

與學期範疇的課程規劃，以及透過科技連結攏絡社區家長參與。 

威明談到開始發展國際教育時，一般人對於國際教育往往有特定階級的想像：國際學校

以後就是要出國念書的、學費很貴的私校，或是要花錢學習英文與外國學校交流等刻板印

象，看似無法將國際教育落實於偏鄉學校的想像。面對他人對於在偏鄉實施國際教育的偏

見，威明反而提到： 

第一個你們都認爲國際學校第一名是私立的，第二個你覺得國際就是有錢人在玩的，

因爲要花錢，要出國去交流什麼，你們的認知就是這樣，所以你會覺得說有錢人才能

讀的。可是我説我在偏鄉創造一個不可能的機會叫做，誰説偏鄉的原住民孩子不能享

受跟你們西部一樣優質的教育？我説我們要改的就是這個不是嗎？我的目標其實不

是把好的學生全部拉來，我的目標是培養我們這些中低收入的孩子，是不是可以跟你

們，甚至比你們更優秀…我的目標是我讓我的部落的孩子更好。（IB0302） 

話語中表明了國際教育非有錢階級的專利，而是當今時空脈絡下重要的素養培養。實際

上，循著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國際教育培育全球公民包含著彰顯國家價值、

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際移動力與善盡全球公民責任等四大意涵，說明國際教育

並非單指與國外的交流，而是培養學生關懷在地、國家與全球等多元範疇鑲嵌一體的生活。

豐岳國小循著國際教育白皮書的指引發展課程，同時教師們也接受國際教育相關教育專業知

能的培訓，教師跳脫以往國際教育即國際交流的想像，課程由在地的關懷連接到全球議題。 

在豐岳國小的課程計畫書中可以看出其課程定調的主題是「世界就是我的教室」，分成

低、中、高三個年級。低年級的部分探討的區域是以臺東為主，中年級的部分從臺東延伸出

去，至臺灣全島，高年級的部分再從臺灣輻射出去，以東亞為主區並且與臺灣做比較，進行

批判性思考（DA0001）。而豐岳國小的課程主任特別提及： 

其實我們反而更强調（母文化）了。因爲像我們低年級的目標是國家認同。那國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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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其實老師會先希望學生可以達到對我們這個家鄉的認同，以及對這邊阿美族文

化以及這附近族群的認同、臺東的認同。所以反而在課程當中是更强調，所以我們家

長應該也會感受到，其實我們都有在教這些。(IE1307) 

主任的說明澄清了國際教育與在地母文化學習並非互斥，而是具有關聯且為重要的，「如

何讓社區的孩子肯認自身的文化，再進一步向世界連結」是豐岳國小推動國際教育課程重視

的重點，同時也透過老師們共同備課統整學生跨領域的學習。 

關於外語學習的環境營造，奠基於語言是向外連結的重要能力的想法上，以及實驗學校

彈性的課程規劃框架，豐岳國小讓英文課的節數和國語課一樣多，一週共有五節英文課，且

採混齡的程度分班，按照程度分成 Level1~3共 3個班。學校共有三位英文老師，一位是外籍

老師。運用和外籍老師共同備課與相互配課，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接觸到外籍老師。此

外，學校也發展了全英語學習的課程。 

豐岳國小的「全英語實驗課程」是利用學生暑假的時間到學校上全英語的課程。辦理這

個營隊的目的，要讓學生實踐平日所學到的英文能力，所以在此之中師生全面講英文，透過

許多活動，從做和玩的過程中讓學生大量使用英文。實際上，威明提到這個課程的設計最主

要的原因是希望能解決部落學生夏日落差的問題，他如此說明課程發展的脈絡： 

在部落學校，第一個，暑假家長不太管孩子的，放著，到處亂跑。那怎麽辦呢？他就

兩個事情出現了，第一個，他中午不一定有飯吃啊。第二個，社區有中輟生，國中生，

那國中生只要不去上輔導課，在社區裏面，那小學生就完蛋了，會被帶著到處做這個、

做那個，什麽雜七雜八的。我們想克服掉這個…那我們這個營隊的部分是很希望說，

我們已經上了一學期的英語了，你怎麽去實踐你的英文？那我們全英語實驗教育就是

你進來學校之後，不讓你講中文了…英文它是工具，我一定要讓你可以用，而且你是

開心地用，你不要把它當作上課。 (IB0806) 

基於上面的理念，這個全英語實驗課程實質上提供給部落孩子在生活中運用英語的機會

與空間，透過 VR科技的結合讓學生即便身在學校可造訪世界各地，延續了平日課程國際教

育的學習，而營隊與遊戲的形式讓學生在自然的情境下使用語言，培養外語表達的能力。威

明自信的分享豐岳國小的孩子能無畏懼的使用英文的案例： 

我們現在的孩子是對外國人他也可以講英文，他就很大方，因爲我們現在外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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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蠻多的，他就是落落大方，就是跟那個……像是我上學期在那邊洗碗，那有一班的

孩子，三、四個，跟一個外國學生，他其實就是搬來臺東住了。大家都會説，hi principal,

就是跟我打招呼。那個外國學生就很木訥，因爲他可能沒有這個經驗。你知道我們的

那個原住民的孩子。Hi,例如説，Peter, say hello to principal,就我們的孩子用英文告訴

外國孩子說，你要跟校長打招呼啦，然後用英文跟他講説我們等下去做什麼這樣。我

看得到就是孩子一直在成長，這個就是我希望說創造給孩子的一個氛圍…。（IB0302） 

而在提升部落家長參與上，豐岳國小結合縣府的科技 APP資源，採用代幣制獎勵的模

式，讓學生家長關注到學生在學校中的表現，拉近了學生家長與學校的距離。這個縣府 APP

民眾只要聽 app上所撥放的消息或者參加活動即可獲得金幣，金幣可以用來繳停車費、換其

他物品或者是買東西打九折的優惠。學校的作法是當學生在學校獲得獎勵時，家長同時也可

以在 APP上獲得金幣，讓家長獲知學生在學校的表現，也使其成為學校的一份子。這套獎勵

制度不僅讓家長參與了學生的學習，同時提升了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比率。威明便提到推動

這個獎勵制度後，往年僅有 3、4位家長參與班親會的活動，現在高達 40位，連在校 20年的

學務主任都說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家長參與學校活動（IB3206）。 

威明透過各種資源的統整與連結，在實驗學校彈性的課程規劃框架下，根據國際教育的

需求組織資源，打造連結學生生活、世界的學校與課程空間。 

（三）趨於穩定的榮耀 

在威明的領導下豐岳國小集結各式資源與教師們跨域合作努力，打造出跨界的國際教育

實驗學校，透過媒體與各式競賽的證明與曝光，豐岳國小打響了知名度，陸陸續續吸引了跨

區就讀的學生，原本面臨裁校危機的學校，學生人數回到顛峰之時。接踵而來的榮耀，威明

說這是家長的肯定，同時也是穩固教師對於課程發展信念的定心丸，他如此說明： 

那麼多家長願意選擇這個地方，那麼多獎項我們陸續去拿回來。我們拿回來之後就是

肯定老師啊，我説這些都是你們努力的成果啊，不是校長一個人去把獎項要回來，所

有榮耀，不是。我説我們參加所有的獎項，都是你們的東西我拿去比賽，回來榮耀就

是你們的，就肯定你們是我們縣最好的老師。我現在都這樣子做。(IB0403) 

雖然部分學校老師認為參加各種競賽對於課程發展是種壓力，但學校辦學的成績與回流

的學生數量是老師們有目共睹的光景，這促使大多數的老師都認同國際教育的課程發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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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際教育有別以往的改觀，誠如學校英文老師（IC0802）與學務主任（IE1508）提到： 

就是我接觸他們，我接觸老師們在設計國際教育的課程的時候，我會發現其實就是學

校設計的國際教育課程就是，主要是要去建構學生的那個應該說國際素養也好，國際

觀也好，就老師們用了很多很多的主題，然後要去建構學生的那個就是對這個世界的

理解這樣子。所以就是不會是我一開始的理解就是很多的國際交流、很多的英文，那

英文其實只是幫助他去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個一個工具而已，去跟別人交流的一個工具，

不是為了學英文而學英文這樣子。(IC0802) 

以前剛開始可能會覺得說就是要認識國外嘛，就是認識一些國際發生的事情，可是教

過來是看到，其實我們也是從最基礎的說，也就是先認識自己，然後擴展到社區，擴

展到哪裏去，都是有層次的去……不要説多教外面的，連對自己的認識不夠的話，那

其實也不好。我是覺得這也蠻不錯的，多對本身文化的了解，至少對整個國家我們是

怎樣的一個狀況，其實也需要教育他們。(IE1508) 

老師與主任話中所勾勒的國際教育不僅是涉外的理解與交流，之中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己

與在地的認同，發現全球多層次且多元的社會並參與其中。國際教育課程圖像中的跨域，並

非離開母文化，而是擁著自身認同參與於全球社會。對於原鄉的孩子雖不似城中的孩子有較

多的出國經驗，但透過課程開展了學生更大範疇全球想像，也賦予學生們向外界互動與學習

的能量。威明提及一段印象深刻家長回饋： 

他是真的很謝謝我說，如果不是我把孩子帶去日本，他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能力

讓孩子這樣出國，然後他說最感動的不是這個，最感動的是他的孩子回來之後跟媽媽

講說媽媽，我覺得英文很重要，你去國外跟學伴都要英語溝通，買東西也要用英文，

英文不好其實就沒辦法去跟別人溝通，跟媽媽講說我們想要好好的學英文，把英文學

好。媽媽就一直在掉眼淚⋯⋯(IB2410) 

從家長的回饋中看到學生透過跨國界的接觸，體會到身處於全球社會與人互動跨文化素

養培養的重要性，而最令人動容之處在於孩子主動的想與外界更大的世界的連結，進而投入

跨界的學習之中。學生母親的淚水似乎訴說著學校課程帶領他的孩子跨越了貧窮天花板看見

更遼闊之世界的感激與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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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銜接的盼望 

現今豐岳國小國際教育實驗學校發展的榮景與穩定，伴隨著另一面對未來延續的擔憂，

包含校長任期到期後的學校發展，以及學生畢業到了國中後學習的銜接。威明與學校教師都

知曉，國際教育的實驗學校發展賴於校長的領導與支持，然而校長的任期有限使得學校發展

有了變數。豐岳國小的課務主任面對可能的變數是這麼說的： 

或者是之後實驗教育如果不做的話，這樣子的改變。其實我們有盡量在克服，如果之

後實驗教育不做的話，回歸到 108 課綱，就盡量現在就慢慢讓它可以順利地銜接，就

爲了因應之後的缺…(IE1609) 

上面的敘述一方面表現了老師們面對學校可能的變動抱持著擔憂，另一方面也呈現學校

教師採取的保險策略，他們讓課程發展回應課程綱要，即便實驗教育無法延續，也可以使學

校課程回歸部定課程的課程綱要。威明對於校長續任的問題，他提及： 

因為豐岳是這樣子啦，就其實不是只有老師擔心，連家長都擔心我被調走，但是我有

跟他們講說，我跟你們都在一起，我不會填其他學校，那至於我不填其他學校的情況

之下，還會不會被調走，我說我真的不知道。因為現在校長遴選就不是說你想去哪裡、

你想留哪裡，他就會如你願。可是我盡量用實驗教育的名義，覺得這個學校是我走到

一半了，那你交手給其他校長，第一個他不一定願意，第二個老師也辛苦一半了，你

不讓他走完，其實對這個學校不好，再來第三個我們的家長，其實有好幾個家長都會

問我說，校長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們的孩子怎麼辦？我說衝你這句話我也不敢走啊。

我就是該留也得留下來。所以我現在對這所學校現在是很滿意的，我並不覺得有其他

學校是對我來講是足夠吸引力把我拉過去的。(IB3504) 

縣長他自己有問我，他跟我說您今年要遴選，你有沒有要去哪裡？我說沒有，我只填

豐岳，我就留在這裡，而且我就跟他講得很清楚，你給我國中部。(IB3510) 

而在威明的立場，抱持著認為實驗教育發展還未完善，以及想處理學生國中銜接問題的

目標，他堅決的選擇留在豐岳國小，挾著家長與老師們的支持，正積極的與縣長爭取留任並

發展國中部。對於銜接的盼望，說明了國際教育實驗小學的成功，但也說明了國際教育課程

不該侷限於一校的努力。跨界的課程發展須發揮動能與影響力，帶動偏鄉地區學校的轉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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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學生對寬廣世界探索的可能，如同威明對教育的信念：「教育可以改變現狀…如果我可以創

造更好的教育環境給你們，那爲什麼我不創造？」（IB0302） 

 

四、跨越邊界者的無邊界想像 

（一）相似場域，不同方向 

小昀與威明的行動場域皆為偏鄉原住民族部落中的學校，兩種跨界雖循著不同路線牽起

學校與學生生活空間的連結，但兩人的行動都為學生在學習中找回自信與向外連結的能量。

表 2彙整兩人故事中的經驗脈絡、主體認同、困境突破與論述實踐，勾勒出兩人不同的行動

方向。 

 

表 2 敘說者故事面向分析 

面向 引路人：小昀 築造者：威明 

經驗與脈絡 原漢雙棲的族群身分與經驗，讓他看

見學校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的差

異與距離。 

多年原鄉的任教經驗，基於學習與生

活不可切割的想法，成功地讓原住民

學生以自身文化學習學科知識。 

主體與認同 作為教師致力於引領原住民學生在

自身文化中找回自信並走向社會。 

作為校長應打造好的教育環境，學校

是可以擴展每位學生經驗的所在。 

困境與突破 在主流課程中融入民族教育的挑戰，

結合部落資源與支持發展課程。 

裁校危機中面對一般人對國際教育

的階級想像，統合資源打造跨越偏鄉

邊界的國際教育實驗學校。 

論述與實踐 回到自己的文化，才能真正的走出去

並參與於社會。 

教育可以改變現狀，創造跨越邊界連

結世界的學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昀作為原住民教師從自身的經驗看見學校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族文化的差異，發現學生

在學校中的自卑與無力感，欲轉化如此情形她以文化學習者之姿，考察學生生活部落的文

化，邀請部落耆老與成員共同建構課程，拉近部落與學校的距離，讓學生能在學校課程中找

回主體與文化自信。小昀的行動圖像如同圖 2所示，透過與社區部落學習與合作，將學生日

常生活的文化帶入校園，使課程奠基於部落文化與生活方式發展，學生得以在部落生活基礎

上學習，並發展文化主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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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小昀的行動圖像 

 

而威明身為一校之長，為使面臨裁校危機的學校恢復教學活力並展現教育亮點，他將學

生生活視野放寬，將課程發展定位於國際教育。面對外界的質疑與學校教師的反彈，透過與

教育局處和社區部落的溝通，以及多方資源的引入、盤點與整合，打造連結世界的學習空

間。如同圖 3行動圖像所示，朝向學校空間的箭頭是他帶進的各式資源，透過學校課程規劃

的重新組織，學校空間得以向外延伸，課程被置於更大的脈絡，這之中包含在地的關懷到國

際的參與。同時學校也藉由科技的引入，在學校與家長間搭起橋樑，參與於學生的學習之

中。經由課程的規劃與各式資源的運用，學生跨界的學習成果成為影響力，帶入更多外地資

源，注入學校與社區的活力。 

 

圖 3 威明的行動圖像 

 

兩人的跨界行動體現 Giroux (1992) 所提的邊界教育學，將教育作為文化和政治創生奮鬥

的場域，作為文化工作者思考並解構中心與邊緣差異的迷思，並透過行動重新建構學校中的

課程空間，使以往無法發聲的多元聲音，得以賦能發聲並參與於課程學習之中。 

（二）無邊界想像與實踐 

學校空間的再建構與跨界關鍵在於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行動實踐，而注入行動者的動

能源自其無邊界的想像，如同小昀認為「人回到自己的文化越能走入社會」的想法，以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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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認同「學習與生活不可切割」、「可自文化中找出學習的連結」與「教育是可創造好的學習

環境」等信念，這些想法都是推動他們突破結構困境的動能，進而透過行動證明影響社會生

活，並促成更大的集體力量，可自下兩段文字感受小昀與威明話語中的力量： 

我一直都會覺得說不是只有學國語才有競爭力的，你要回到自己的文化裡面，就像現

在大家講的說越在地越國際，那到底要怎麼讓他們知道說我現在是真的很在地，那讓

他們走到國際去，那個過程要怎麼樣去走，或者是讓家長可以去看的到那個願景，看

的到那個願景，所以你說我覺得最大的是那個信念(IA0701) 

就是其實你們跟全臺灣一樣啊，你們父母都在交稅啊，啊如果我可以創造更好的教育

環境給你們，那爲什麼我不創造？你爲什麼一定要就告訴人家說我們是弱勢當中的弱

勢？其實弱勢有的時候是自己給自己的，不是學校讓你弱勢。（IB0302） 

無邊界的想像激發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省思，也源於行動者對於所處脈絡與結構的批判

反思。如同小昀的想法源自於其對求學經驗的困境與初任教職教學現場的省思，在行動前後

看見賦能學生的轉變，確認由文化主體出發的學習之重要。也如威明校長對於世人對於偏鄉

與弱勢偏見的剖析，看見問題的本質及行動之施力點，讓結合學習與生活的教育不因所在地

與資源而有侷限。 

兩人由無邊界想像推動的反思與行動的持續循環歷程，勾勒出 Giroux轉化型知識份子的

圖像，也呼應了 Nieto (2000)多元文化教師敏覺文化、展現能動性的特質。一如實踐取向的探

究理論中透過行動中反思獲致解放知識的歷程，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在省思中解構邊界並看

見無邊界的現象本質，並透過轉化行動實踐再建構社會空間，展現教育與社會的動能。 

（三）認同行動大於族群身分 

承接教育與社會動能的討論，自小昀與威明的案例提醒，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實

踐是奠基於認同行動的反思，其重要性大於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族群身分。 

在兩人的故事中，可見他們持續性的對於所處之境遇與其教育信念與認同，反覆的確認

與反省，並透過行動付諸於實踐；如同 Green教師及陌生人的比喻，不視文化類型為理所當

然，不斷透過探究理解產生並建構認同的意義。即便同為原住民身分的小昀，在推動民族教

育時也是將自己定位於文化學習者，向部落文化學習、理解與反思，不將民族教育置於單一

文化的學習，而是展望由主體出發參與於多元社會的學習。而威明作為漢人校長，透過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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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的分析與原住民文化的理解，秉持著教育的信念，也可打造出根基在地文化涉足全球社

會的國際教育課程，引領部落學童走向世界與國際連結。 

兩人的經驗展現出跳脫族群身分的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圖像，呼應了 bell hooks (1994) 

認為教學是一個自我實現的積極歷程，創造體現自由的教育環境。而這個圖像所勾勒出的多

元文化教育並非讓學生只擁抱著自身的文化分立於世，也非張開一片大傘蓋住所有學生的差

異，而是在擁抱多元主體的同時，也審慎地關注著一起生活的事實。如此關注社會正義的多

元文化教育，賴以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認同與行動，透過持續性的批判反思與行動實踐，

轉動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 

 

伍、結論與建議 

多元文化不是一種修辭，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故事也將在持續性的批判、反思與行動

轉化中接續下個篇章。小昀引領學生返家的路途，在學校主流與邊界間的對話前行，而現今

阿美族原住民實驗學校的啟程，並非象徵著引路人的故事終章。民族教育如何跳脫附加式的

文化理解課程，並引領學生在主流社會中定位立足，發展具文化主體的社會參與與自信，促

進轉化社會正義的實踐，是故事持續推展的動力。 

威明打造轉化偏鄉的國際教育學校的旅程，憑著解構偏見與資源限制，循著無邊界想像

的樣貌統合各式資源，領導學校教師看見跨界的可能，進而協助學生走向更大的學習世界。

欲延續學校課程帶領學生的跨界，賴以威明與學校教師持續的努力與爭取，而築造者的故事

如何影響並啟發更多的學校領導者，看見學校教育改變現狀的可能，並活化教育的動能，也

將是故事延續的可能。 

不同的故事發展，但有著同樣無邊界想像與行動的關懷。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不將課程

視為不可撼動的知識，而是透過多元生活脈絡的體察與省思的動能，攜手學生與更大的社會

空間共同創造課程。懷著學習與生活不可切割的無邊界想像，藉由歷程性的省思與行動，教

師可跳脫族群身分，跨界啟發不同學生富主體性的學習，並共同參與於多元的社會脈絡。 

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實踐的課程與教學不侷限於特定空間，而是基於所出環境結構的觀

察與自我行動位置的定位，運用並統合資源創造多樣化與動態的課程空間。在教育部推行實

驗三法之後雖然教育有了較大的轉化空間，然而少了教育工作者跨界的省思與行動，法制下

的課程空間依然無法落實。作為教育工作者應看見己身重建與轉化社會的能量與影響力，將

學校作為激進民主和公民社會的重建場域，在課程建構的歷程創造多元共生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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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9  年 10  月 3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我於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4 日，前往韓國麗水參與韓國社會科教育研究學會

2019 年國際研討會，於會中發表個人學術成果並進行學術交流。本次研討會由南韓全羅

南道國際教育院舉辦，主題為「全球公民教育的永續和平與共生：挑戰與未來任務」

（ Sustainable Peace and co-existence i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Tasks）。 

本次研討會邀請韓國、日本、臺灣、香港、新加坡、印尼以及泰國的學者及研究生

參與會議。會議於 8 月 23 日上午十點開幕。研討會以開幕式、閉幕式、主題演講、兩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98 

計畫名稱 跨越邊界：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實踐經驗探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劉美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9 年 8 月 23 日

至 

2019 年 8 月 24 日 

會議地點 
韓國麗水 

會議名稱 

(中文)韓國社會科教育研究學會 2019 年國際研討會 

(英文)2016 KS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臺灣全球公民教育：途徑與挑戰 

(英文)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aiwan: Approache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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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會主題報告、八場子題論壇，以及晚宴沙龍等形式進行。 

研討會開幕式後，邀請 UNESCO 韓國分部秘書長進行「和平與共存，以及 UNESCO-

永續發展教育的現狀與問題」主題演講，緊接著由邀請的國內外學者分享最新研究成

果，分成兩場大會主題報告方式進行。第一場「朝向永續和平與共生的教育：五個國家

的案例」由五個國家的學者分享國家永續和平發展的教育分別為：香港大學 Kerry J. 

Kennedy 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Jasmine B.-Y. Sim 教授、印尼教育大學 Bunyamin 

Maftuh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美慧教授，以及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Athapol 

Anunthavorasakul 教授。另一場則由日本滋賀大學 Tomohito Harada 教授、廣島大學

Kazuhiro Kusahara 教授、韓國國立公州大學 Myung Hee Lee 教授、靈山大學 Kyung Hee 

Chung 教授、慶熙大學 Bok hyun Cho 教授、韓國師範大學 Bong Seok Kim 教授，以及印

尼 Negeri Surabaya 大學 Nasution 教授，針對「21 世紀下歷史教育的內涵」發表相關

的主題演講。 

二、 與會心得 

從此次的大會子題來看，包括「世界公民教育與永續發展社會」、「世界公民教育與

人權」、「社會教育的學習主題」、「社會教育與地理教育」、「世界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

踐」、「民主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社會與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及「多元文化社會和

世界歷史教育-歷史學習內容的選擇與系統化研究」等，可以看出永續發展與人權教育

是目前社會科教育關注的議題，許多學者分析自己的國家如何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融入社會科教育，以議題中心、行動取向為課程取向，培養學生成關懷正義、有行

動力的全球公民。我這幾年因為參與教育部的國際教育計畫，協助推動學校本位的國際

教育課程，也帶領一些中學小發展 SDGs 融入國際教育的課程方案，很多學校對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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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興趣，也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參與本土或國際的永續發展行動，讓學生成為負責任的

全球公民。 

這是我第二次受邀參加韓國社會科教育研究學會舉辦的國際研討會，該學會在韓國

並非大型的學會，但是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且邀請多國的學者共同參

與，學會成員凝聚力強，而且對學會發展很有共識。反觀國內，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之

際，有成立探討中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育的學會，也辦過幾次的學術研討會。但後來學

會幾乎沒有運作，也未舉辦學術活動，這和國內原來師資培育大學的社會科教育學系紛

紛轉型，從事社會科教育研究的人數減少有關。與社會科有教育有關的學會分別有公民

教育、地理教育與歷史教育等學會，缺少跨領域整合的學會，有點可惜。 

主辦單位在研討會最後一天安排麗水遊覽，透過在地的文化、歷史與地景的導覽，

了解韓國當地社會文化的脈絡，並深入探討與交流社會科課程與教學的發展，結合學

術、文化與教學的活動示範，就是很好的跨科教學活動示範。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我發表的主題為〈臺灣全球公民教育：途徑與挑戰〉，奠基於我主持的 ICCS2016 計

畫，分析我國國中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調查結果以及臺灣公民教育的現況與脈絡，並提

出公民教育的挑戰。 

ICCS2016 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主導，全稱為「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

查計畫」（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簡稱 ICCS 2016），

主要目的在評量與比較八年級學生的公民素養和參與國家的公民教育現況。ICCS 2016

計畫全球有 24 國共計 94000 名學生參與，以歐洲國家最多。ICCS 2016 的調查於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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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進行施測，臺灣共有 150 所國中參與調查，於各校抽取一班八年級學生，共 4,454

位學生參加評比。整體而言，我國學生的公民素養表現相當優異。首先，我國學生公民

認知排名世界第二，將近九成的學生表現達到高標以上。其次，我國學生對於族群平權

的支持度排名世界第一，性別平權的支持度排名第二，對組織的信任度比 2009 年提升。

最後，臺灣學生在「使用網路得知國內外新聞」及「在網路或社群媒體貼文或貼圖表達

關於政治或社會議題的意見」的比例國際排名第一，參與組織或團體的情形低於國際表

現，校內活動只有參與有關學校運作的決策高於國際表現。 

（一）我國學生公民認知排名世界第二，將近九成的學生表現達到高標以上臺灣學

生在公民認知測驗上的整體平均得分為 581 分，高於國際平均值（517 分），在參與的

24 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丹麥，贏過芬蘭、瑞典與南韓。相較於 2009 年的調查，

臺灣學生公民認知成就由世界排名第四提升為第二，成績由 559 分進步至 581 分，上升

22 分，顯著提升。 

依國際五級指標分數來看，62.2％的學生位於最高指標(成績 563 以上)，24.5%達

高指標（成績介於 479-562 間），9.9％位於中標（成績介於 395-478 之間），有 2.3%的

學生位於低標（成績 311-394），0.5%的學生位於最低標（成績 311 以下）。換言之，臺

灣有將近九成的學生公民認知表現達到高標以上，表現優異。臺灣和公民認知成就排名

第一的丹麥，兩國位於高分群比例的學生並無顯著差異。相較於 ICCS 2009，臺灣學生

達到高標以上的比例由近八成提升至近九成。 

就國際整體表現來看，女學生的公民認知顯著優於男學生，臺灣也有相同的表現趨

勢，臺灣女生公民認知成就為國際排名第一，男生國際排名第二。 

（二）我國學生對於族群平權的支持度排名世界第一，性別平權的支持度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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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組織的信任度比 2009 年提升。 

臺灣學生對於性別平權的支持度高於國際平均值，和丹麥並列第二，女學生比男學

生更支持性別平權。對於族群平權的支持度排名國際第一，顯著高於許多歐洲民主國

家。在組織的信任度方面，臺灣學生對於政府、一般民眾與媒體的信任度皆低於國際平

均值；對立法院、法院、政黨的信任度則高於國際平均值。 

臺灣學生對政府、立法院、法院及政黨的信任度皆較 ICCS 2009 有顯著提升，對媒

體的信任度則無明顯變化，對一般民眾的信賴度則有下降趨勢。 

（三）臺灣學生在「使用網路得知國內外新聞」及「在網路或社群媒體貼文或貼圖

表達關於政治或社會議題的意見」的比例國際排名第一，參與組織或團體的情形低於國

際表現，校內活動只有參與有關學校運作的決策高於國際表現 

臺灣學生在「使用網路得知國內外新聞」及「在網路或社群媒體貼文或貼圖表達關

於政治或社會議題的意見」的比例國際排名第一，此可能與學生的網路使用方便性有

關。但 IEA 總部認為，整體的國際表現，比例仍低於預期。需注意的是此處的網路社群

使用並非指一般用途，而是著重於學生的公民參與，亦即學生透過網路和社群媒體獲取

及交換政治與社會議題的相關資訊。 

臺灣學生參與組織或團體行動參與較國際偏低，其中「社區及志工參與」情形較

ICCS2009 調查有提升趨勢，此可能與服務學習採計為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

學習表現有關。「參與政黨附屬的青少年組織」比例不高，此可能與我國社會文化脈絡

有關，家長較不支持學生參與政黨相關之團體。 

臺灣學生參與校內活動和 ICCS 2009 一樣，除參與有關學校運作的決策比例高於國

際表現，其他如在班代或班聯會選舉中投票或成為候選人的比例則皆低於國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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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所有課程都兼負培養國家公民的責任，但我國還是以公民課程為主要的培育管

道，國中階段的公民課程屬於社會學習領域的一部分，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共有十

項，整合了認知、情意與行動之層面。在理想上應該要兼顧三個層面的目標，但是 ICCS

評量結果顯示，我國學生在公民認知的表現明顯優於情意與行動。未來在課程實施的過

程中，建議除了強調公民知識的學習，更應強調公民情意和公民參與的教學。 

十二年國教公民與社會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目標，尤其是探究與實作能力的培養，程

改變過去社會科學分論的知識架構，改採公民素養的四大面向以組織學習內容，與 ICCS

的評量架構相當吻合，符合國際公民教育新趨勢。 

與會學者對臺灣學生在 ICCS2016 的表現以及臺灣社會領域新課綱的改革印象深

刻，提出需多問題互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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