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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眼中的大國民—原住民題材選文教學之視角變換
高雄中學
摘

蔡受勳

要
自 95 高中國文課程暫行綱要施行以來，以古文四十篇為經，歷朝各代之特色文本

為緯，編行高中六冊國文的教學內容大致底定。比較 95 及 98 課綱，也不難發現其中強
調「開發文化反思的能力與尊重多元的精神」內涵，針對此一要項，各版本紛紛以翻譯
文學、原住民文學、鄉土文學等選文因應，以期能呼應「多元」之主軸。
對於教學者而言，除上述單元教學之前提示學生「多元」的議題外，原住民題材選
文本身即具有「鄉土化」
、
「情境化」
、
「邊緣化」
、
「次文化」等眾多議題可資運用；從國
中國文教材〈飛鼠大學〉到高中教材的〈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
、
〈腳印蘭嶼〉等題
材，
「視角變換」
（view morphing）
、可能是個更迫切的背景考量，不同於漢族文化的思
考模式，學生必須在接觸該項教材時摒除既有的「文化成見」
、
「族群背景」
、
「生活模式」
方能以一制高點閱讀原住民題材作品，進而從篇章理解層次提升至文化關懷層次。
「視角變換」
（view morphing）原為攝影名詞，原意為不同的取景角度，筆者以從
原住民偏鄉國中教師至都會高中任教的經驗轉換和文本教學策略運用為主，從漢族高中
學生視角、教學身分轉換視角、原住民學生視角、城鄉差異視角等略論原住民教科書選
文作品之教學。

作者簡介
!
ችצጙĂ台灣師大國文系 89 級畢業，高雄師大國文教學碩士。於民國 90 分發至屏東縣
立獅子國民中學，民國 94 年轉任至高雄中學服務至今。曾任獅子國中導師、高中專任
教師、導師、訓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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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見時，你們閃亮的眼神，透明無暇的存在於山間海角，我選擇徬徨；最後，當我選擇
回憶，你們該是那朵朵白雲吧！偶而投影在我的波心，我知道，就此城鄉兩隔……。

一、前言：究竟寫給誰看？
就行政院原民會的統計資料來看，台灣目前一共有 14 個原住民族群，不分平地或是
山地原住民，總數約在 50 萬人左右 1 ，佔台閩地區人口數約 2.2%；這個族群的人口數不
多，卻極有可能是分布廣達數千萬平方公里的太平洋南島語族的發源地，而台灣蕞爾小
島，四面環海的環境，恰恰好由原住民族補足了我們對於「大國」的想望—有許許多多
的種族，有著多元的文化，甚至是遠達數千公里外，相同的語法及語言系統，這種超越
國籍、國界的人類學現象，不能不說是一種奇蹟。
分布在台灣島上，應就讀於高中職年段的原住民學生約佔同年齡學生總數約 3.9% 2 ，
相較之下，這一個數字或許代表原住民青少年的人口數較多，但在數量上來看，仍舊少
於處於絕對多數的漢族學生。在文化層面上，多數高中職在學生所了解、認知的環境絕
對和原住民文化無關，進一步來說，各家出版社高中課文的編排上，主流文化的意識和
價值觀完全操縱了學生的認知和視野，原住民題材的選文往往呼應了部分的主流文化和
其價值取捨，原鄉的特色和主題性常未切實凸顯，而原應充滿多元情調的原住民「文化」
作品，在「文學性」與「語文訓練」的課文文本的選擇上，成了主流文化的附庸，對於
一個非原住民籍的高中生而言，這些課文無疑的就只是一篇文章而已。
對於原住民學生來說，課本所選的文章又不一定為本族人所寫，不一定能詮釋其族
群的獨特觀點，因此，就呼應課綱的立場上來看，編輯課本的文化的多元性是具備了，
但是文化的代表性仍有待商榷。
此外，就新課綱的內容來看，多元文化的議題還要有「語言曉暢、具文學性」的前
提，在選文中，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往往成為首要的考量點，而多元文化議題中的「文
化性」的層面反倒是其次，因而在文學訓練的教學現況中也會模糊若干情意、知性的焦
點。例如早期台灣文獻中多次提及平埔族人，在曾經選錄於課文的〈東番記〉、〈番婦〉
等文章來寫出平埔族人的情況，不過，現行課本選文中出現的原住民族的創作人士仍然
集中於以往「九族」中幾個族群，例如布農族的拓跋斯．塔瑪匹瑪、排灣族的詩人莫那
能、泰雅族的瓦歷斯．諾幹、卑南族的孫大川、達悟族的夏曼．藍波安等。現行開放版
本的高中國文教材中有少許的原住民文篇章，但是各家版本也僅選出一、二位的作家的
作品，很可能這個版本讀到的是排灣族作家的作品，卻讀不到卑南族作家的文章，知道
1

見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99 年度 6 月份台閩縣市原住民人口統計表，男女總數一共有 508380 人，對於台
灣 2300 萬人左右的人口總數，只佔約 2.2%；在「高中職」年段 16-18 歲的原住民籍人數有 29704 人。另
外，據教育部 98 年度全國高中職在學人數統計顯示，全國高中在學人數共 403183 人，高職在學人數為
354608 人。
2
同前註，但這是一個約略的數據，因為高中職並非義務教育，所以原住民級學生的就學人數或可能小於
該年齡層的男女生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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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山上環境，卻對以海洋為中心的原住民部落不了解 3 。這樣片段的原住民文化認
知也可能更造成學生們的刻板印象。
舉例來說，民國 94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的作文題目「回家」，當年榜首潘欣平所採用
的情境不同於一般考生可能出現的都會場景，作者運用了原住民族的「山林」、「獵人」、
「部落」、
「山豬」等等意象 4 ，營造了情境的衝突與文化失落的迷茫，這樣的「回家」看
起來更能引人入勝，不過從潘同學的訪問中也點出了大眾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依筆
者所見，原住民各族中均有其精緻與細膩的一面，其崇拜的對象與圖騰也各有千秋，如
果用「大同小異」來形容各族恐失公允，目前高中各家出版社的選文中雖然能選錄出其
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對於原住民的文化可能難窺其全豹。相對於傳統的經、史、子、
集在高中的選文中均有系統化的介紹，多元文化的組織性和系統性僅可謂聊備一格。現
時在課綱的引領中，學生們可以更大幅度接觸在課程鬆綁下繽紛呈現的編輯內容，可是
很不尋常的，我們看到某個教科書版本選文說明時所敘述的話：
面對多元的國際社會，我們需要讓學生培養多元觀點，接受多元文化的能力，才
能具備國際競爭力。台灣在這點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我們島內擁有多種
原住民……。 5
從內容來看，課文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定義頗有誤導之嫌，因為台灣島內的原住民文化
和族群並非培養國際觀的主要來源，現時高中生培養國際觀的方式也不一定透過文學途
徑；而且在強勢漢文化的侵入下，原住民族群的創作和視野也都侷限在這一塊土地上，
我們能說不同族群的創作視野是多元文化的呈現，但是對於「國際競爭力」這個大帽子
扣在一篇高中課程來說，的確不太公平。縱觀開放版本以來的原住民題材相關課文，些
課文本身的定位相對模糊，有的文章是介紹部落與現代文化的衝突，有的是因為文字本
身是「新詩」所以被選錄 6 ，有的版本編列兩課以上的原住民文學當作正式的課程內容，
有的僅因為其代表多元文化而被選錄，再仔細探究一番，高中國文版本中尚有原住民題
材的課文被選錄，但高職國文課本中的原住民題材又更少了，此一現象或許也呼應了教
學時數較高中少的高職國文課，其選文中也會將某些題材刻意邊緣化。
上述部分現象，筆者以為從教學中必須從「擱置漢族社會的價值觀」、「導入文字以
外的媒介」
、
「中心/邊陲的文本導向重置」
、選修課程的配套、甚至校內年度活動的規劃等
3

所以在這裡也出現了一個值得商榷的點：選擇一篇原住民作家所創作的海洋文學作品能夠同時呼應課綱
中兩個不同的當代議題：海洋文化、多元文化。
4
以下取材自文華高中知識網（2005 年 8 月 3 日）：今年大學指考國文作文題目「回家」，讓很多考生傷
腦筋。國文科全國榜首的畢業生潘欣平說，她看到作文題目也楞了一下，心想「如何才能出奇致勝」，只
以散文體來寫，無法出類拔萃，靈機一動，乾脆寫小說。
寫小說不容易，特別是在大學指考時，萬一段落分得不好、情節交代矛盾，反而自曝其短。潘欣平留
了 30 幾分鐘寫作文，以順時間敘述方式，寫了 800 多字，她不敢設定原住民族群名稱，「因為擔心寫錯族
群特徵」，這方面乾脆藏拙。
5
見何寄澎等編輯：《普通高級中學國文六教師手冊》，（上）（台北市：龍騰文化，2010 年），頁 1。
6
在此所提出被選錄的課文為 97 年南一版國文第四冊，選文為瓦歷斯‧諾幹所著〈關於泰雅—出生禱詞〉，
本詩雖運用許多原住民族文化詞彙，但從文字的意象之美與新詩作品相較，所選並非代表當代白話文壇的
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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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視覺及價值觀塑造的「視角變換」操作中方有轉變的契機，本文將於以下的討論中
試圖歸納出原住民高中選文中可能呈現的教學與編輯風貌，並從教學對象與閱讀對象間
的互動，選文題材討論和教學角度對此一題材簡略討論。

二、高中國文選文中的原住民題材討論
民國 88 年以前部編版的高中國文課程，對於文化的題材著墨於「中國文化基本教
材」，而新課綱實施後，「文化」的成份有了不一樣的詮解，轉向除了漢族文化外，更多
了對其它文化的思考 7 。原住民題材的選文，筆者以為很大的成分就是「文化」的議題，
高中國文 95 暫綱中「文化」的概念如以下兩點，其一為「培養閱讀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
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力；研讀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倫理之意識及淑世愛人
之精神。」
，另外一個概念為「課外閱讀包括語文、文學、文化及當代議題等相關著述或
篇章」
，到了 98 課綱，
「文化」的概念更提示了學生進一步開發「文化」反思的能力以及
尊重的「多元」的議題。原住民文化本身即具有「鄉土化」、「情境化」、「邊緣化」、「次
文化」等眾多議題可資運用，從 92 年度南一版國中國文教材〈飛鼠大學〉到 98 年度龍
騰高中教材的〈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來看，原住民作家的觀察角度也十分寬廣，
以下分項討論之：
（一） 鄉土化的語言問題
「鄉土」意識的灌輸與重視是從九年一貫制度實施以來的重要核心，原住民作家所
呈現在高中國文教材中的就是「原住民區」的鄉土；這些原民「鄉土」元素相較於在閩
南籍或是客籍作家的篇章中，常以「飛白法」做為文中元素的文字表現截然不同，因為
閩、客語仍有漢語語法的影子，唯獨原住民文學當中的「飛白」修辭尚須經過二層語言
轉譯的程序（原住民語→羅馬拼音→漢語註解），以夏曼‧藍波安〈飛魚季〉一文為例：
……表姐夫終於釣到了 Arayo，他雖是 Mataw 的佼佼者，但剎那間他仍舊緊張得汗
流浹背。彼時，忽然想到 Arayo 是雌雄一同泅泳時，即刻念些祈求的詩詞……。
這一段完全是運用漢語語法敘述的段落，若是把「Arayo」換成「鬼頭刀」
，
「Mataw」
換成「釣鬼頭刀魚」這兩個詞彙，也不會影響到行文的順暢，但從教學的角度來看，文
本中的語言、語法所營造的語境和一篇無相關背景的白話文確無多大差異，而同樣為閩、
客族群的散文文字，卻因為是漢語方言中的一支，所以作者往往可以順利的運用轉移，
以蕭蕭的〈父王〉為例：

7

這一點從 95 暫綱、98 課綱的內容中可知，二者的共同的特點均在於開放並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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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長子，每次祭拜祖先時，都指定我跟在身邊學他燒香、燒金，學他口中唸唸
有詞。只是到現在，我還不知道他跟祖先嘀咕什麼。每次我都祈禱：
「神啊，祖先
啊！保庇阿媽、爸爸、媽媽身體健康，保庇我會讀書。」把這兩句輕聲唸完，斜
過眼睛看看父親，他還在唸唸有詞；我只好再請神啊！祖先啊！保庇阿媽、爸爸、
媽媽身體健康。重複了好幾遍，祖先都快要不耐煩了，父親的祈禱詞還沒說完。
我不能不承認：父親比我有學問多了！
其語境與語言完全是閩南族群的文字，例如「燒金」
、
「保庇」
、
「阿媽」等，在語言的
轉換與語言的運用上，原住民語的轉譯困境和閩南強勢文化的主流，其高下之勢立判。
從另一方面來看，高中課文中的原住民文字完全以標準的漢語寫成，在高中國文的教
學當中，若非從課本當中詳細閱讀作者及題解的說明，不容易從文本中看見其強烈的原
住民風格，從高中的教材內容題目來看，如下表：
年度

課本版本

安排冊次

課文名稱

作者種族

作者姓名

88

康熙

一

飛魚季

達悟族

夏曼‧藍波安

88

翰林

一

腳印蘭嶼

96

南一

三

海浪的記憶

達悟族

夏曼‧藍波安

96

南一

四

關於泰雅—出生禱詞

泰雅族

瓦歷斯‧諾幹

97

龍騰

六

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

卑南族

孫大川

92

南一國中國文

二

飛鼠大學

排灣族

亞隆榮‧撒可努

漢

族

楊敏盛

【表一】國高中原住民課文編選概覽表 8

上述原住民文學的創作對象從人類、土地、自然到歷史的反思及批判，無一不具；
而這些情境中，最明顯的部分在於「海洋」題材的選錄，相對於以農耕為主的漢文化，
海洋的相關創作相對具有特色，對於四面環海的台灣來說，兼具海洋與原住民特點的文
字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唯一美中不足的地方在於各家教科書出版社所選的文章均只反映
當代台灣原住民的某個面向，對於已經於國中小身受九年一貫鄉土化教育的學子來說，
選文雖仍延續此一教學方向，唯「鄉土化」的創作背景在現階段課文編排當中雖然容易
達到，但卻不容易從繁多豐富的各族作品中篩選出「代表性」作品，此為原住民教育中
選材的一大難點。
（二） 情境化的議題泛論
本段所討論的情境化議題在於課內教學的「情境探索」
，目前在高中國文教科書文章
的教學中，扣除作文習作的時數，筆者與多數校內同仁時感教學時數不足，而一冊的高
中國文要交代的「情境」和「內容」的編排實在不少，其中要包含古典與現代的散文、
8

本表以作者現有版本為主填入內容，但各家出版社因為各年度編寫計畫不同而有課文增刪的情形․此表
為其大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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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文、小說，而這些情境的連貫性 9 和常予筆者強烈的衝突感。原住民的材料仍然屬於台
灣文學的範疇之中。按理說，文學所呈現的多元面貌都在同一冊中，將令學生覺察到文
學多樣的風貌，但是課本內文的安排常有時會忽略相關背景知識的建構，以致於在教學
時「忽然」進入了某一個文章所安排的情境而令人有前不著村，後不著店的感受，下表
為各版本在原住民題材課次中所收錄的台灣相關題材課文：
年度 課本版本

課文名稱

同冊中台灣題材文章

備註

88

康熙

飛魚季

賞月

88

翰林

腳印蘭嶼

無

96

南一

海浪的記憶

十一月的白芒花、番婦、東番記

96

南一

關於泰雅—出生禱詞 台灣通史序、八通關種種

漢族

97

龍騰

母親的歷史，歷史的

漢族現代與古

母親

漢族客籍

玉山去來、東番記、裨海記遊、紀水沙連

漢族

典散文

【表二】原住民題材文章與台灣題材文章同冊概覽表

從上表中可知，並非每一冊課程都有屬於台灣文學範疇的文字建構，在高中三年的
學習進程中，文學的感受及內化往往都要求學生：必須以其既有的文化氛圍與社會、閱
讀、學習經驗中加以揣摩與深化學習的內容，從而體會文字的深度以及文學的美好。從
【表一】中可知在六冊課文的安排中，較多版本將原住民題材置於高一、二的課程中，
而部分版本將原住民作家作品置於高中三年級下學期的課程，或許是著眼於近年台灣文
學史的研究中，有關於移民及殖民的經驗的書寫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有關 10，而這一篇偏
向文化批判與族群認知的文字放在高三，或者是考慮高三學生的接受度會比較高。而在
其他版本方面，則是搭配台灣古典散文選及現代台灣文學作品，在課程安排中較具有後
設認知與情境題示的作用。
（三） 邊緣化及次文化的文本詮解
筆者在原住民國民中學服務的時候，先是對原住民國中生漢化的「程度」感到訝異，
本來以為這是局部的現象 11，但在薛河田所著〈從高中國文教學看原住民文學〉一文中也
提到了北部的學生同樣有此特點，才知道南北的原住民學生的「漢化」情況竟如此相似，
相對於原住民學生對於己身的文化「覺知」和文化底蘊，台灣的原住民作家作品的豐富
資源似乎就少了傳播的媒介和廣告，在漢人文化、外來文化和台灣本土閩、客文化的夾
9

例如一冊當中先秦韻文一下跳接現代小說，從現代散文復接古典策議論辯之作，以致於校內教學進度及
測驗安排時，常有跨課、跨冊、省略的安排，有時又擔憂學習的面向太淺、太少，又給學生多樣的補充，
以配合課文的需求。
10
見黃錦樹、張錦忠：《重寫台灣文學史》（台北：麥田文化出版社，2007 年 9 月 1 日），頁 81。
11
在筆者於民國 90 年分發任教之前，對於原住民學生仍停留於刻板的民族印象，以為不會該族族語、不
熟悉該族文化，將無法與之溝通，直至該處任教，方驚覺原住民學生從國小起的主流文化教育，已經將原
住民從根「漢化」。對於原住民族來說，不啻為一嚴重的文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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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下，原住民的創作就算再枝繁葉茂，被關注的情況也略遜一籌。在美國的研究中也指
出同一點，略引原文如下：
Although the rich and various literatures of Native American peoples, by virtue of their
antiquity and indigenousness, have an important claim to inclusion in the can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claim has not yet fully been acknowledged. From the very first
period of invasion and settlement until the close of the "frontier," Americans tended to
define their peculiar national distinctiveness in relation to a perceived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s they no longer were and the Indians they did not wish to
become. 12 （雖然美國原住民的文學材料豐富多元，具有古老與在地的美德，從而
可以名正言順的成為美國文學的經典，但這個說法並未完全被接受。從美洲被入侵
及殖民一直到關閉「邊境」，美國人傾向於定義她們不再同於歐洲的特殊性，卻也
不希望成為印地安人。）
原文中指出美國的「印地安文學」具有某些普世的價值觀，在文學的陶養與教育中，
具有重要的價值，但仍不為美國主流所接受。台灣地方比美國小得多，但是原住民族群
的多樣性並不下於當地，可是在主流社會的影響下，兩地都具有強勢文化的背景，主流
社會反倒有意無意的邊緣化某些族群的文字創作與文學根源。從臺灣文學的深度和角度
來看，也有其富涵文化養分，族群多元的層次，但在台灣文學在走出不同於大陸文化的
同時，我們的主流成為一種融合各式文化的集體創作，但也不代表本地的學生對於原住
民的族群有高度理解。經過教學，筆者仍以為在教學現場以及以「紙筆測驗」為主 13 的高
中職升學文化中，原住民族群文學和文化對學生來講仍稱陌生。
除此之外，文化本身也含有強烈的主觀性，一篇教授外語的期刊中這樣表示文化的
概念：
Culture is activity of thought, and receptiveness to beauty and humane feeling.
Scraps of information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14 （文化是一種思考行動，一種對美
的接受及人的感受。片段的資訊並無法詮解。）
所以在課文中，我們常見「主觀」的寫法彌漫整篇文章，課文中的意識型態偶而也
「次文化」化原住民的角色，其中各家版本選錄連橫的〈台灣通史序〉中提到「續以建
省之議，開山撫番，析疆增吏」，強調了漢人史觀的看法，另外，〈東番記〉也寫出「東
番夷人不知所自始」、「於是家貽一銅鈴使頸之，蓋狗之也」的文字，也以漢文明的「自
大」為中心，寫出這些次文化的邊緣和非主體性，其中對原住民的輕蔑心態頗多描寫。
12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anon Author(s): Arnold Krupat Source: Critical Inquiry, Vol. 10, No. 1,
Canons (Sep., 1983), pp. 145-171.
13
目前考、招分離的制度中，高中職學生要升大學或技術學院、科大，除去科學優異保送、技優生保送外，
均須通過學測、統測與指考等紙筆測驗方能取得入學資格。
14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Author(s): Sveinksenholt Source: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33, No. 4, German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Nov., 1960), pp. 318-324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German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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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生在學習原住民課程時的心境轉化與強調台灣的主體性的內涵之間，常點出漢文
化的獨佔性和主流文化同時將「原住民」、「台灣島」兩者的描述越拉越開的事實。
筆者於講授龍騰版所選錄孫大川著〈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以「誰是土地的主
人」來詮釋外省人、閩南人、日本人之間的關係，面對一群身處高三「升學壓力」的學
生們，這一類議題筆者選擇用點出了閩南族群權力獨佔和原住民的心理情結。而相關族
群、史觀、文字運用的方式在文、史科等課程一再被討論、反覆論辯的過程中，要將問
題釐清的步驟顯然必須更加細膩。

三、視角變換的教學角度與做法
「閱讀」兩字本身牽涉到極多的腦部運作和視覺上的能力，比較各家的書商的編輯
與選文，不論是版面的設計或是與課文相關的插畫、照片、地圖等資料，多數均臻完善。
在教學上，筆者往往都選擇從「圖像」開始，這一點和從「文字」切入的方式不同。從
圖片的辨識來說出原住民的特色，跳脫以往用條列式的文字敘述作者生平的堆砌性知
識。從課程以及教師所蒐集的圖片檔案中引領學生先免於對於文字上的預設立場。尤其
是原住民篇章的教學中，筆者以為在從事相關的教學之前，學生必須完全拋棄既有的文
化概念，所有的原住民相關議題的討論中，
「漢語」只是一個載體，漢族既有的文法根本
上和原住民語不同，課本上的文字樣貌的呈現已經是語言轉換後的結果，在學生已經學
習過較深入的古典及現代文學課程後，此時必先轉換，甚至拋棄原有的文學架構，從文
化的角度來看待原住民文學的課程，以下分點說明：
（一） 漢族高中生題解教學時的視覺引導
視覺引導是筆者到原住民區任教時較大的收穫，原來，看「紙本」
、
「文本」有這麼多
不同的角度。首先，原住民國中學生拿到課文的第一眼是看裡面的「插圖」
；其次，不論
是看教學相關影片或是電影，學生注意的是裡面人物的「表情」
、
「衣著」
，真正的重點反
而被忽略了。
（或者，這些圖像的部分才是他們的重點？）
，但是都市的高中生較習於「文
字」的視覺反應是不是可以轉變一番呢？
筆者於教授原住民文學時常會將於原住民地區服務時的相片、資料簿與同學分享，
其次才會請同學翻開課本中相關頁碼，而這之中的關鍵在於學生多半樂意聆聽教師較為
不同的生命經歷，並以視覺重新認識這一塊土地上年齡相去無多的同學們。
各家教科書出版社幾乎都配合課文的情境安插圖片，以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相較
於古典文學的圖版附錄，原住民文學課次的圖像則生動得多，教師則可以順水推舟，進
行相關的教學活動。舉例來說：筆者於教授〈海浪的記憶〉、〈飛魚季〉一文前，必先播
放屬於筆者個人「原住民區教學經歷」
，以「記憶」當作主題，從「圖片」來看截然不同
的原住民文化，在說明了不到五十公里（約從小港到台南市）的短距離中存在著巨大的
「人類文明」差異時，同學們多半發出驚嘆之聲；而看過今日原住民區的實際狀況照片
或者是經過社區整體營造的畫面時，這時的課堂中師生互動的氣氛中遠勝過口沫橫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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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例如和平地一樣的學校建築中，多了顏色鮮明的圖騰，也有和平地鄉村沒甚麼兩
樣的部落建築，此時再請同學翻閱課本，搭配作者近照、海岬情境、飛魚、達悟人與拼
板舟，通常「破題」的工作就大功告成；而〈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一文中則用許
多相片記錄家族的歷史，這時筆者以「家」為主題，將於原住民任教時的家訪相片一一
向班級介紹，這之中還有學生是頭目的後代，如此一來，這一位學生曾經告訴過筆者的
故事和她後來轉學到平地時所發生的種種故事，就成了再生動不過的活教材，相較於古
典的文學往往安插木刻版本書影或是古人畫像、歷史古蹟等，這一系列充滿「原鄉」風
情的文字頓時即抓住了學生的目光。

（二） 教學對象身分的轉換和文本解析
筆者從原住民國中到多數學生是漢族的高中任教，本身即遭遇了幾個強烈的衝突，
強烈的衝擊和文化震撼，經過了數年仍然揮之不去，這些「情境」
，對於一個已經成年的
教師而言已屬強烈，更何況是原住民身分的學生、創作者，甚至是學校畢業後進一步到
都市就業的成年原住民呢！概述如下：其一：任教班級學生種族從 98%是原住民到全校
約 1%是原住民族。其二：從基測平均約 70 分的學校到最低入學成績 270 分（94 年度）
的學校。其三：國文教學從以白話文為中心到以文言文為重點。其四：學生面對族群身
分上的認同。在實習的國中和高中任教時往往聽不到學生身分認同的問題，而原住民學
校卻常聽見師長或是資深老師的發語詞「我們原住民……」
，而學生之間的討論也會有「平
15
地人」
、
「我哥哥的女友是魯凱的」
、
「北排的 ……」等諸如此類的話語，直到導師班師上
學生轉學至平地才發現，這就是種族的課題 16，因為原住民來到平地就學或工作時交談時
如果說「我們原住民」或是「你們平地人」時可能會予人彆扭的感受，只是多數平地人
少有機會長時間接觸到原住民，筆者則是在家訪時不經意的發現此一現象。
筆者通常會將上述四點情況告訴學生，並簡單分享經驗。接著才請學生閱讀課文，
隨即進一步的詢問學生，有無發現文中與「平地」生活衝突的情境呢？有沒有發現平地
人的「海」和原住民的「海」視野不一樣？有沒有發現我們的祖父母好像也有「日據時
代」、「外省人」的記憶，可是就沒有「種族」的問題和身分認同的問題。除了連續不斷
的丟出問題，我們也要重新審視文本教學後，課文所提出的問題與討論部份。
在原住民題材的高中國文課程中，每家教科書版本都有數量不等的問題與討論，略
見於下表：

15

進一步理解才發現排灣族有四支不同的族群，分別是北排灣族、中排灣族、南排灣族及東排灣族，彼此
之間有細微的次方言系統差異。
16
2006 年 4 月 17 日［自由時報記者楊美紅／善化報導］，善化國中校園內有多達 40 名的原住民學生，來
自排灣族的盧念慈，是校園內多才多藝的風雲人物，…… 現就讀國三的盧念慈，來自屏東獅子鄉，國二時
轉入善化國中，由於環境轉變，脫離原有的文化後，敏感的她體認到自己與一般學生不同，對於文化間的
諸多差異引發她對原住民角色的思考，在徬徨與適應不良下，她選擇中輟，加入樂團到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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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名稱

飛魚季

課文問題與討論

備註

1.請說明作者在文中終於捕獲鬼頭刀魚，其意義為何？

文意深究

2.請指出文本中所呈現的雅美族文化習俗有哪些？

文意探討

3.讀完本文之後，就你所知的台灣原住民特殊的傳統習俗或文
化，請說出一種來和同學分享。

文化內容分享

1.本文題目為「腳印蘭嶼」有何涵義？請說說你的看法。

文意探討

2.文中出現哪些主要人物？請列舉出來，並將其角色特質加以
說明。

文章鑑賞

3.承上題，這些人物中，你最欣賞哪一位？請說明原因。

個人發表

海浪

1.全文中出現哪些神衹？這些神衹對達悟族有什麼意義？

文化深究

的記憶

2.請判斷下列文句製造了哪一種情境氛圍？並將答案填入（）
中。

文學鑑賞

（1）有很多天空的眼睛的微光，讓我們明顯地辨識黑夜裡島
嶼的黑影。
（
）

文學鑑賞

（2）九人十槳，動作劃一是經驗豐富的槳手們的組合和默契，
各個皆顯得精神抖擻，意志堅定。
（
）

文學鑑賞

（3）坐在船首的我卻感到波峰與波谷拉長了距離之不祥預
兆，涼涼的風吹拂我們熱熱的臉。
（
）

文學鑑賞

（4）十個船員動作一直地向前傾且握緊槳使力地滑，爾後又
慢慢地推往波谷，我們又往後仰，但停止划槳。

文學鑑賞

（5）我難以形容迎頭趕上的整座浪頭就要吞沒船隻的心境，
一波又ㄧ波的，我們所有的航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行。
（
）

文學鑑賞

3.文中作者說：
「潛水射到大魚是囤積謙虛的鐵証，每一次的大
魚就囤積第二回的謙恭。」試討論其中涵義。

文意探討

關於泰雅— 1.〈關於泰雅—出生禱詞〉最後一節運用「應隼」
、
「雲豹」
、
「熊」
、
「瀑布」
、
「嫩草」
、
「高山」等意象語，期許新生的孩子成為一
出生禱詞
個「人」
。請解釋這些意向與分別象徵什麼意涵？

文意探討

2. 〈關於泰雅—出生禱詞〉表現了一位泰雅族父親對於新生兒
的祝禱。請找出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為子祈禱文〉，比較兩
篇作品的異同。

作品比較

母 親 的 歷 1.本文以原住民角度探討母親的歷史，但文末何以提及「歷史
史，歷史的 的母親」一語，其意義何在？

文意探討

2.文中作者的母親並未離開過故鄉，但何以成為「自閉」於舊
有時空的異鄉人？

文意探討

腳印蘭嶼

母親

3.讀完本篇，如果你身為原住民，會有什麼感想？如果你是漢
文化討論
人，又會有什麼看法？請與同學彼此討論。
【表三】高中原住民題材文章課後問題討論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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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問題與討論來看，文化層面的問題較少，文學應用與鑑賞的題目較多，頗
呼應國文教學中「文學」訓練的主軸。唯從國文教學的層面來看，這些問題的「文化」
主題都屬於「擦邊而過」的問法，並無法令學生了解與直指文章的核心。例如〈飛魚季〉
一文中討論的問題以「鬼頭刀」魚作為討論要角，可是「魚種」雖多，為何選擇鬼頭刀
呢？另外，比較各族不同的文化一題，倒不如以漢人對魚和達悟族人對於魚的看法差異
來討論，從文化差異中了解並學習不同的文化。再以夏曼‧藍波安〈海浪的記憶〉的題
目來說，課文本身文字是很美的，但是漢族人描寫的海和原住民族群所描寫的海是否有
所不同？而〈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一課中也許應加入作者「要像原住民勇於遺忘，
否則會無法交會」所要探討的「遺忘」等問題，能呼應課文標題中「歷史」的強烈衝突。
諸如此類具有文化衝突與文化思維的問題，其實都可以在老師的巧手中予以重新的思維
和變化。
（三） 學生文本的呼應與教學
原住民課題本身也常常登上新聞版面，從選舉操作到風災過後的新聞事件，無獨有
偶，寫作的題材也充滿了令人驚豔的作品。
近兩年的指考與學測均公佈了優秀範文，範文中的「原住民」題材也出現在民國 98
年的指考作文題「逆境」當中。在當年所公佈的 13 篇優秀範文中，出現兩篇原住民題材
的文章，一篇是部落受到風雨侵襲 17，另外一篇是自身文化認同的衝擊 18，當筆者檢討這
17

逆境，生命中極為重要的元素，無時無刻都在人生的角落蜷伏著，待我們與之相遇，便展開一場充滿張
力的拉鋸。而此時，我正處於一場與逆境的爭戰之中，為了那文化的傳承。
那一夜，風狂雨驟，山中小小的部落頑固地與大自然拉扯，部落中的我們，在些許破損的屋瓦下懇求
祖靈能帶領大家平安度過危機。忽然，雨中夾雜了幾乎被強風撕裂的吶喊∣∣村長得知上游的山洪滾滾而
來，欲帶著整個部落下山避難。青壯扶著老小，連夜下山。部落卻依然孤零零地佇立在風雨中，與那蠻橫
的土石洪流拼死一戰。山下的我們，彷彿依稀聽到了祖靈的嘶吼，但也只能靜靜等等待風雨退去。
部落倒下了。古老的雕飾圖騰蒙上了厚厚的泥，百步蛇也失去以往的神采，落魄失魂地蜷在殘破的屋
瓦間。年邁的長老不禁老淚縱橫，自眼眶流出了一絲不甘，領著大家重整家園。物質上的破壞是可以修復
的，然而，有誰看到屬於我們的原住民文化亦在奮力抵抗一場文化風暴？儘管近年來政府日益重視原民文
化的保存，但資本主義式的手段是祖靈所不能負荷的，而其中的實質成效也是十分有限，我們所珍視的文
化便被困在這都會文明的逆境之中。
我們這一代，順理成章地接下了使文化復興的棒子，而我也逐漸的明白，振興文化別無他法，只有努
力提昇自己，方能在更適宜的社會階層闡發文化。等著吧，我們將會開始一次理性的文化大出草，衝出現
有的逆境。
18
每個人都有夢，一個從小到大細心呵護的夢，也許很多人親眼看見達到里程碑，但有更多人的夢永遠都
只是那百年無瑕的夢。我，還年輕，年輕的我有作夢的權利，但我絕不會甘心夢想像泡泡般逝去。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對我而言最大的障礙就是認同吧！我，一個泰雅裔的孩子，卻沒有奶奶口中泰雅
人該有的強健身體，這讓我在父親家裡始終被歸為異類，而我卻又有著泰雅人的熱血拚勁，憑著「衡量付
出的準則就是永無止境的奉獻」，在學校、社團中我都被視為熱血份子，但其實這私底下的悲哀是難以言
喻的。該怎麼說呢？我的漢人朋友們雖然視我為可遇不可求的豪俠人物，但在這可憐的勢利社會下，更多
的時候他們只要想到我所擁有加分制度，我就會接收到冷言冷語和來意不善的眼光，而我的原民朋友呢？
他們不可思議我的成績單和我父母給予我比較優渥的經濟環境，在聽了我破破爛爛的泰雅語後，他們更高
度懷疑我的崇洋媚外。
我從小就在找平衡點，我熱愛中華文化，不論是書法、國畫都還能獻醜，說真的，很多時候我甚至覺
得自己以比漢人更像漢人，但在歷史的長河裡，我又覺得自己的頻率更像宇文氏、長孫氏，我也熱愛泰雅，
但站在大安溪河畔，真的我看不到歷史，只愛到水清澈見底和我心中解不開的謎。
一直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克服這個障礙，我不想盡力就好，這無法給我自己一個交代，我要做到最好，
我擁有一個夢，一個尋根的夢，即使路上披荊斬棘我也要找到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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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篇文章時，學生們對於逆境的看法又更進一步了，紛紛表示這兩篇範文延伸了寫作題
材的視野，但，學生也提出若干質疑，會不會因為是原住民的題材而獲得評審老師的垂
青？
不過，從文本本身來檢討，這些作品並無矯情之處，而這兩篇文章中作者所探討的
材料也很扎實。而更根本且重要的是，學生的學習和覺察才是這些文本呈現時的重要的
依據；其次，在他們準備考試的高三歲月中，筆者觀察到文學已經從考試工具漸變成為
一種生活上的調劑，尤其是大考中心所公布範文中精彩的部分，常常能夠激發出學生最
富有純真感情及想像力、創造力的一面，進一步增進學生鑑賞的功力。從這個角度來看，
新修課綱將文言文比重調降為四到五成，白話文調增為五到六成，加上大考中心所公布
的學生範文，讓青春階段的高中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就接近現實的、生活的、具有想像與
創造空間的語文情境，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和調整。
筆者任教於高中邁入第六年的時光，這其間，班級中的原住民學生並不多見，而少
數原住民學生在充滿漢人的環境中，也因為漢化程度較深，對於國文教學的內容安排並
無太多的個人見解以及對於若干原住民選文的強烈反應，有時請班上原住民籍的學生找
出課文中能夠呼應其家鄉情境的片段，並引導原住民學生重視此類文本並發表對課文的
看法時，原住民學生的反應形成兩個極端，有的人極為活潑，但是另外一群卻極為沉默。
城市長大的原住民受到漢文化的洗禮，其反應和回饋完全與平地學生無別，而鄉下學校成長
的原住民學生除了在學校內沉默以對外，害羞的心境不言可喻。

四、結論與建議
綜上所述，在高中職的國文教科書中，多元議題的強化與教學是一個正在起步的範
疇，面對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現代、翻譯文學與古典文學，學生所需要接受的課題相
當繁複且多元，尤其在台灣的主體意識方興未艾之際，現代台灣文學－古典文學之間的
平衡點仍被廣為討論。高中國文教育本來就應以文學欣賞與語文應用為鵠的，學生們通
過現代文學的薰陶和語文的訓練學習，擁有更多想像和創造空間，文化的涵養、深化，
自然可得，要融舊，要佈新，也自然能水到渠成 19 。
高中職國文教學中在原住民議題上仍有許多值得討論的部分，例如區域文學的比重
配置、課文選輯的代表性、應該配置於哪一冊等，就第一線的教學現場上，筆者以為在
高ㄧ到高三都要配置相關課程，唯高三的部分可以放在補充教材當中。
經過多年教育的發展，原住民學生升學的管道和就業保障的機制十分通暢，在融入
以漢族主流文化的作業職場之前能夠加入相關的課題，在人生長長久久的道路上，能夠
理解在主流文化中，他們擁有無形資產和族群驕傲。而平地漢族學生也能夠在理解與包
容的情境下更進一步的面對多元社會的價值與資產，發而為社稷成長進步的動力。

19

本段節錄自向陽先生撰寫〈高中國文教育應以文學欣賞與語文應用為鵠的〉，2004 年 11 月 28 日《自由
時報》星期專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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