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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討論與理論反思 
 

本章所要進一步討論的地方，包括了三個部分：首先、探討當突破性的「線

上學習」碰到特殊性的「族語教學」會產生出什麼樣的火花；其次、筆者針對自

己行動研究的不足，再一次進行反思，提出更佳的行動策略；最後、提出兩種筆

者歸納出的「模型」，來解釋行動教學實驗過程中，「族群」、「網路社群」與「線

上學習社群」之間的關係與發展。 

 

第一節 當「線上學習」碰上「族語教學」 
由於原住民族語本身的特殊性，所以當「線上學習」碰到「族語教學」時，

兩者可能會產生的火花，或許可以進一步凸顯族語教學的意義與價值。筆者主要

是以「便利性」與「侷限性」兩個角度作為探討的切入點，並提出過去學者研究

的發現，進而與筆者研究的結果進行相互地驗證與對話；最後，再針對兩者之間，

彼此可能產生的一些互補關係作說明，以及針對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的現實與

理想之間，提出筆者的觀點和看法。 

 

一、線上學習的便利與侷限 

（一）「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產生的便利性：跨時空學習 

Silva和 Donaghy(2003:3366)已證明少數民族的語言，可以透過網際網路

(internet)來提供各種資運科技的工具和途徑，進行族語「聽」「說」「讀」「寫」

的教學。本次的研究也驗證了這一點，線上學習是一個新興的學習觀念和模式，

雖然現階段不能滿足所有原住民族的需求，但卻解決了一些本質性的困境，包括

了學習時間和空間限制等相關問題，尤其提供了散居在都市的原住民族，一個學

習族語的新契機與新環境，打破了傳統語言學習的思維框架，並重新審視了過去

在執行族語教學策略上的不足。另一方面，Villa(2002:97)提到利用科技保留文化

遺產(heritage)，而且語言在文化遺產中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若能夠被科技所

保存下來，才可以為之後的族語教學提供一些重要的素材。筆者的研究結果亦發

現，透過資訊科技數位化的技術，可以將原住民族現存耆老的聲音與影像紀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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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並且轉換成網路多媒體的影音教材，不但可以將語言永久地保存，亦可轉換

成族語教材來使用。所以，線上學習不但能突破時空的障礙，亦可以提供數位化

的技術來保存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作為過去與未來銜接的媒介與工具。綜合

上述所說，大致歸納兩個重點：第一、線上學習可以突破教學時空的限制。第二、

透過數位化的技術，少數民族的語言可以轉化成未來在族語教學時的語言資料

庫。 

 

（二）「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產生的侷限性：學習典範移轉 

線上學習在台灣仍然還在實驗的初期階段，不過已經有非常多的組織單位，

包括：行政機關、教育組織和民間社團等，都開始躍躍欲試這種新的學習方式。

不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發現，實際上推動線上學習的情況並不如預期所產生的效

果，而台灣資訊科技如此發達的國家為何會產生這種現象呢？而有學者提出，線

上教育可能逐步發展出一種成熟的、新的學習典範(learning paradigm)，衝擊著甚

或取代傳統教育中的教學典範(teaching paradigm)。然而這個轉變的過程絕不容

易，因為新的學習典範是如何有效運作？以及如何讓新舊典範之間的移轉順暢，

都將是資訊融入教學創新教學的關鍵議題（李昌雄、王思峰、黃雲龍，2002）。

根據本次研究發現，典範的移轉(paradigm shift)確實是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產

生侷限性的因素之一，在進行線上學習的活動時，其實是需要「師」「生」之間

共同地參與，這裡牽涉到建構教學的思維和概念，這是一種引導式的教學模式，

旨在希望學生能自己建構與發掘知識，而老師只是扮演從旁協助的角色。所以，

如果實施線上學習，而教師和學生仍停留在過去「被動的」、「知識灌輸的」、「考

試導向的」這種觀念上，並抱持這種態度進行線上學習，筆者認為不論再怎麼樣

動態華麗的多媒體教材都將注定失敗的。而在本次的研究中，所有的行動教學實

驗的參與者，大多是基於「民族認同」的基礎上來學習族語的，但筆者發現「民

族認同」並不能完全轉化成學習的動機。前面的章節筆者已提到，大多數的原住

民族並不會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學習族語。因此，如果要將線上學習廣泛地應用到

所有的原住民族，現階段可能是一個高難度的工程，不過對於想學族語的人而

言，線上學習卻是一個非常有利的學習管道和機會。所以，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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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成功與否，仍取決於是否符合學習典範的基本條件—「主動學習」。 

 

二、族語教學的便利與侷限 

（一）「族語教學」對於「線上學習」產生的便利性：既有社群 

Sousa(2003:634)提到，像網路社群這種組織，藉著與其他社群建立彈性的夥

伴關係和策略的聯盟，可以增加他們自然行動的範圍，彼此分享資源和共同獲取

他們所期待的利益。筆者在本次研究也發現，如果無法營造出網路社群，基本上

是根本無法進行行動教學實驗，因此網路社群的營造成了線上學習的首要任務與

工作。在本次研究中，筆者將既有的「阿美族學生團體」轉換成「網路社群」，

而這樣的轉換必須建立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上，也由於學生會具有這樣的功能與屬

性（自發性的社團），使得轉換的過程不致出現太多的阻礙與困境。然而營造出

網路社群主要目的是在於族語環境的建構，透過討論區的互動與對話的方式，使

得學習族語的氣氛活絡起來，也讓學習族語的環境漸漸地營造出來。Palloff和

Pratt(1999)也指出，「線上學習社群」能否形成，應視線上學習行為表現是否足夠

而定，其中與線上討論分享相關的包括：人際之間、人與社群之間主動地參與和

互動；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與問題解決；透過線上討論中的詢問與回應所產生

的社會建構意義；學習者之間的知識分享與資訊交換22。而這些「行為表現」對

於線上學習社群的形成，都是非常關鍵性的要素。在本次研究中，筆者發現學生

會學員在網路上討論的內容，不僅僅在語言的學習上，他們對於阿美族的文化及

相關議題也都有很深入地探討，也因為如此「網路社群」也很容易形成「線上學

習社群」，讓網路學習的行為透過社群互動的過程中漸漸地型塑出來。過去學生

會網站設立的目的，原來只是希望能達到聯誼與溝通的功能，不過現在透過一些

非同步多媒體教學和討論版的機制，讓純粹想上網留言的人，也開始產生學習族

語的行為。所以，學習社群的營造，基本上是將同質性的社群，透過網際網路的

功能與機制而凝聚起來，設計課程讓他們產生學習的行為。本次行動教學實驗的

                                                 
22引自網路專欄，張基成 2003〈線上學習社群討論分享表現的落差與對策〉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cache:lm-JCxvESgkJ:edtech.ntu.edu.tw/epaper/920910/prof/prof_
1.asp+Hann++Glowacki-Dudka++Conceicao-Runlee&hl=zh-TW(20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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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便是這樣形成的，族語教學提供了網路社群一個基本的「成員」，也就

是所謂的「原住民族」，而民族的特殊性，進而成了線上學習的便利性。 

 

（二）「族語教學」對於「線上學習」產生的侷限性：認同的變遷 

學習族語的動機有時必須建立在既有的民族認同基礎下，由於原住民族是弱

勢的少數民族，其語言與文化的存廢經常被主流社會的趨勢所決定，而民族認同

就成了社會洪流中學習族語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而且還要能夠轉化成學習動機才

行。Silva和 Donaghy(2003:3366)的研究發現，「學習意願」已儼然成為學習少數

民族語言的必要條件。台灣在資本主義盛行的環境之下，使得學習語言已經成了

一種投資的行為，而原住民族常礙於現實環境的壓力，考量到時間成本的附加價

值，進而降低了學習族語的意願，便不能亦不行將時間投資在一個用不著的語言

上。大衛‧克里斯托發現，只要一支文化同化於別的文化，接下來，瀕危語言會

有三個發展的階段，其中第三階段提到，年輕一代的新語言，愈講愈流利，對新

語言的認同也愈來愈強，舊語言反而愈來愈不合他們的需求（周蔚譯，2000：

168）。除了現實考量的因素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語言環境的不足，前面章節筆

者提到，在缺乏環境的情境下，也會扼殺族語使用的動機和意願，尤其在原住民

族都市化的過程中，缺少了自己民族語言與文化的情境條件下，更容易造成民族

認同的變遷，進而降低學習的意願。同樣的情況，在筆者進行行動教學實驗的過

程中，許多學員抱持著玩票的心態在學習族語，只有少數的學員真正地將時間投

入進來，而這種兩極化的現象充分反映出「民族認同變遷」的取向和差異。所以，

弱勢語言的學習，其實非常受限於認同的基本條件，若沒有民族認同作為依據，

基本上是很難有學習的動機，更遑論還希望產生學習的效果。 

 

三、創新的平衡點 

（一）彼此互補 

「線上學習」與「族語教學」之間所產生的「便利性」與「侷限性」，是否

有相互的因果關係呢？前面提到「便利性」包含了「跨時空學習」與「既有的社

群」兩點特質，而「侷限性」包含了「學習典範移轉」與「民族認同變遷」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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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筆者認為這兩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具體來說，線上學習融入

族語教學所產生的「便利性」—跨時空學習，其實在某種程度上，可以解決「民

族認同變遷」的問題。同樣的，族語教學對於線上學習所產生的「便利性」—既

有的社群，其實在某種程度上，也可以解決「學習典範移轉」的問題。以下筆者

針對這兩個種可能性作具體的說明： 

第一種互補可能 

「族語教學」對於「線上學習」所產生的「便利性」：既有社群，可以解決

「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所產生的「侷限性」：學習典範移轉的問題嗎？

兩者會產生互補的關係嗎？ 

 

例子說明 

學生會的網站大約經過一年半多的時間之後，註冊的會員人數便成長到 500

多位，而這些會員大部分是一些阿美族的學生。由此可知，學生會網站在營造社

群的過程中，並不會如一般在從事線上學習困難，因為既有的阿美族群很容易就

會轉化成網路的社群，所以營造網路社群之後，再經過線上族語課程的設計，就

有機會將這些網路社群轉化成學習社群。而經由「族群」所形成的「線上學習社

群」，剛好符合了線上學習典範的一些基本要件，如：主動學習的社群，所以少

數民族的「特殊性」，反而成了線上學習的「便利性」，讓線上學習的社群可以很

容易地就營造起來。對學生會而言，這群人就是「民族意識」強烈的人，他們通

常可以扮演火車頭的角色，帶動整個學習的氣氛。根據筆者的觀察發現，他們在

學習族語的過程中，常會間接地影響其他學員的學習動機，如果凝聚這群人持續

地在網路上學習，通常會使得整個學習社群更加地活絡。尤其是當網路上有人不

斷持續地討論阿美語時，其他非學習社群的成員也會積極地參與討論，也因此讓

整個學習社群的營造更加的順利。所以，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卻成了線上學習典範

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是本次行動教學實驗意外的發現。 

 

第二種互補可能 

「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所產生的「便利性」：跨時空學習，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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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族語教學」對於「線上學習」所產生的「侷限性」：民族認同變遷的問題嗎？

兩者會產生互補的關係嗎？ 

 

例子說明 

筆者前面提到「族語環境的缺乏」是造成「民族認同變遷」的原因之一，過

去阿美族學生會網站尚未形成前，有些有心想學習阿美語的學員，只能參加學生

會每兩週才進行一次 3小時的族語課程，但由於每次教學間隔的時間過於漫長，

常常消磨了他們的學習意願和動機，不過自從學生會網站建置以來，這些人每天

都可以上網學習阿美語，並且漸漸地將過去的對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興趣找了回

來。然而，因環境缺乏而降低學習意願的現象，其實普遍地存在於原住民族的社

會當中。由此，筆者認為線上學習的「便利性」（跨時空學習）的確可以解決部

分「民族認同變遷」的侷限性，讓對於自己民族文化有興趣的成員，不致淹沒在

主流文化價值的社會中。 

 

所以，筆者認為在思考「線上學習」與「族語教學」之間所產生的優點與缺

點，也就是筆者談到的「便利性」與「侷限性」兩個部分，其實有時它們之間是

有互補關係的，換句話說，「線上學習」為「族語教學」所帶來的便利性，有時

可以改善「族語教學」先天的劣勢，而「族語教學」為「線上學習」所帶來的便

利性，有時可以彌補「線上學習」的限制。所以，清楚地瞭解「線上學習」的功

能與屬性與「族語教學」的「特殊性」，便可以善加地運用它們，進一步找到彼

此互補的可能性，來解決真正面臨的問題與困境。 

 

（二）理想與現實 

根據行動教學實驗後的體認，筆者覺得線上學習是一個學習的烏托邦，具體

來說，就是如果能善加利用線上學習的優點，它將是一個學習的天堂。反之，它

將會變成一個遙不可及的神話。Murchú (2003:2684)也提到，透過資訊的多媒體

教學是有效的，但必須小心利用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否則，有可能對教學產生負

面或破壞性的效果。筆者在行動教學實驗中深切地體會到這一點，在非體制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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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學中，事實上是非常難掌控每個學員的學習行為，而筆者不斷地修正課程

活動的內容與行動教學實驗的模式，才勉強維持一個小班制的族語教學。原因是

線上學習很容易造成教學上的無力感，而且如果學員不認真地學習，其效果會比

傳統教室教學還要差，若沒有完整課程的配套措施，線上學習將會導致老師前所

未有的挫折感。所以，現階段筆者認為除非是「體制內」或透過「消費型」的線

上學習，其它如「體制外」等的教學社團組織，除非是每個學員具有高度的學習

動機，不然在這文憑至上的現實環境下，是很容易使得線上學習成為學習的絆腳

石。因此，以筆者「體制外」的案例而言，能夠將線上學習的實驗完成，主要還

是取決於「民族認同」的基礎與條件之下。所以，在族語教學的過程中，「人」

其實才是扮演最關鍵性的角色，事實上每一回行動教學實驗所形成的新策略，都

是根據「學員」的需求才作進一步的反思與修正，如果沒有滿足學員的學習需求，

根本是無法在網路上進行「教」與「學」的活動。而教學的過程中，學員們認同

的強度也決定了學習族語的動機，不可否認的，少數民族的語言在主流社會中，

通常是沒有實質的工具性和價值性，但主流社會常會賦予其文化的價值性，來強

化少數民族對於自己語言與文化保存的責任，而往往帶有一種偉大且浪漫的情

懷。所以，一個民族對其語言的文化價值取向決定了他們學習的動機，然而這種

弔詭的現象，卻不斷地反映在原住民族菁英份子的身上。現今，因為學習強勢語

言，如：中文、英文等，似乎比較能在主流社會生存，而希望少數民族學習自己

語言的人物，卻常是一些對於文化工作有興趣的社會人士，因為他們較重視語言

文化的價值性，但原住民族不是每個人都要從事文化性的工作，大多數的原住民

族仍然必須在主流社會的環境下競爭，為了要提昇自己的競爭力，在兩種價值衡

量的選擇下，通常會選擇工具性的價值，當然這種現象也反映在阿美族學生會。

所以，要突破族語教學的困境，必須找出問題的癥結與來源，而問題其實是出在

「人」的身上，而「人」的問題來源是「文化價值認同」，而「文化價值認同」

又是來自主流社會的影響，最後我們發現問題的歸屬是「社會的責任」，當然原

住民族也必須承擔一些義務才行。然而，這裡涉及到一個本質上的問題，也就是

「弱勢語言」的問題，筆者不行也不能處理這個問題，只希望相關政策能保障並

持續推動「弱勢語言」的發展，一個語言其實也是一個文化資產，保存下來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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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未來多元文化的推動。 

 

第二節 行動研究後的再反思 
首先，針對本次行動研究的過程中，由於每一回行動策略的訂定和修正，大

多是基於筆者能力所及的方向來進行，而非從最佳的方向著手。因此，以下筆者

在本次行動研究過程中，提出更有可能提高族語教學成效的一些策略和方案，來

作進一步地討論；其次，筆者針對行動教學實驗所依據的理論基礎，是否有得到

進一步的驗證，或是可以進一步地修正，提出一些筆者的觀察；最後，筆者根據

台灣的社會情境脈絡，提出一個「線上語言巢」的概念，並說明之。 

 

一、行動策略的選擇性 

（一）網路同步教學的廢除 

筆者在第一次的行動教學實驗後，進行第一次的行動後反思，當時由於筆者

認為「網路同步教學」的功能與機制並不是很成熟，也無法實質地滿足學員學習

的需求，於是後來筆者將之捨棄，而採取其他的行動策略。但事實上，現階段的

網路技術是有提供這方面相當成熟的軟硬體設施，但由於筆者本身研究經費的不

足，並沒有採取相關的研究途經。不過，根據筆者後來的觀察和瞭解，網路已經

有許多相關的軟體可以使用，而且是免費提供下載，可以利用高速網路，以視訊

會議（video conferencing）系統等方式，將含有教學意涵的視訊，由教師所在的

主播端傳送至學生所在的收播端，使身處異地的兩方可以進行即時的雙向互動，

由於當時筆者沒有很周詳地考慮到相關的工具和設備，所以無法採用較成熟的

「網路同步教學」來實際地進行實驗，但筆者相信這是未來值得再次嘗試的方

式，也應該會為族語帶來更多的學習機會和效果。 

 

（二）能力分班的盲點 

筆者在第二次行動教學實驗之後，同樣進行了行動後反思。結果當時筆者認

為大班教學由於程度不一，增加了講師在教學過程中的困難性，於是筆者將之捨

棄，採取了小班制的教學，而小班制的分類標準，是根據不同的族語程度進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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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而後來研究也發現，雖然現階段滿符合學生會一些學員的需求，但對於整體

學習族語的氣氛仍然有不足之處，而筆者認為修正之後主要產生的新問題，就是

族語學習社群的範圍變小了。過去因為實施大班制的教學，大家還有情感聯繫和

互動的機會，但實施了小班制之後卻降低了學習社群凝聚的力量。Hiltz(1995:9) 

認為，由於合作學習強調老師與學生的主動參與和彼此間的互動，知識被視為一

種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教育過程在協助同僚互動與合作，教師則變成主要的協

助者，負責支援學習、提供學習機會，並鼓勵學生們一起工作，以建立共同的知

識體系。所以，筆者進一步透過訪談和觀察發現，對於族語程度不一的部分，其

實是可以透過課程設計的途徑來改善，主要的策略是增加學員之間「合作學習」

的機會，由於合作學習是個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策略，透過異質性分組（這裡

指不同程度阿美語的學員）平均分散在每個小組中，鼓勵學生合作並利用合作的

技巧，來增進彼此學習的機會。因為，「線上學習社群」也有提供合作學習的機

制，以達成分享創造（shared creation）與分享理解（shared understanding）的目

的，這樣一來便可以保留住大班制的教學形式，而這樣的觀察也是筆者再次反思

所得到的結果。 

 

二、理論的檢視與修正 

（一）浸滲式教學 

在行動教學實驗的最後階段，意外地發現文獻有提到與筆者進行小班制教學

型態很相似的國外計畫，那就是「師徒制」的模式。卡魯克族於 1993 年成立一

個師徒制小組，由師徒制語言學習計劃(Master-apprentice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所贊助支持。這個計畫首先在 1992 年的加州原住民研討會被提出，

Hinton(1994:231)對師徒制語言學習計劃有如下描述： 

 

這個計劃強調教導有高度學習動機的年輕人⋯⋯構想是以獎助學

金提供長老和年輕人構成的師徒制小組生活津貼，讓他們可以幾個月不

工作，而且能脫離英語社會的影響，完全地浸滲於傳統的語言文化環

境。在完全母語的薰陶環境下，估計大約三至四個月的時間就能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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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母語流利的程度，特別是對已經有一些被動語言能力的人。 

 

師徒制的教學理論是成年人能以非正式的方式學習語言，透過和本地說話者

聽講、練習和發問來學習，而不是有意識的教導，只要浸滲在完全母語的環境下，

自然而然就會學會母語(Sims,1998:106-8，引自張學謙，2003：50)。而這項計畫

與筆者行動教學實驗三的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兩者都是希望讓學員能夠在

「完全族語的環境」下習得失去的母語，只是一個在部落，另一個是在網路環境；

而兩者都是非體制內的組織；也都是問題導向式的情境教學。不過，由於本次實

驗所營造的「線上學習社群」並不如預期的目標，因此形成的語言環境也就不太

成熟，而成效比起師徒制當然就有所落差。不過，筆者相信，兩者的理念非常相

同，雖然策略與方法稍有不同，但相信有朝一日一定可以在網路上實現族語「浸

滲式教學」的理想。 

綜合言之，浸滲式教學主要就是要達到「完全族語環境」的學習情境。本次

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的實驗，是否有達到營造出「完全族語環境」的理想，答

案很清楚：沒有。但可以說行動教學實驗失敗嗎？答案卻是不。因為筆者在每一

次行動教學實驗之後，進一步地訪談發現，學員都覺得學習族語的機會和頻率有

逐漸地增加。然而，整個行動教學實驗的目標，本來就是朝向「完全族語環境」

的方向進行，而研究驗證了當行動策略愈是接近這個目標，愈能解決族語教學的

困境。所以，筆者認為行動教學實驗若持續地做下去，並朝這個方向推動與發展，

將來一定有機會營造出「完全族語環境」。因此，對於「浸滲式教學」的理論而

言，本次的研究事實上驗證了其學理基礎的正確性，只不過實際上仍然必須透過

不斷地研究和實驗，才能營造出原住民族語的環境，真正地解決教學實務上的問

題與困境。 

 

（二）第二語言學習 

前面文獻已提到，原住民族在學習自己的族語時，其實是在學習第二語言。

社會與心裡因素可以影響第二語言獲得的成效，這些因素決定了學習者使用或接

觸多少第二語言。因此，在不良的學習環境之下，學習者接受少量的語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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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理距離較大時，學習者不可能將所聽到的第二語言應用在自我表達之中（靳

洪剛，1994：261）。對於本次行動教學實驗的參與者而言，族語確實是他們的第

二語言，族語是學員母語的比例幾乎為零，包括身為講師的筆者亦是如此。

Gardner(1979)對第二語言習得的理論提到，動機是決定第二語言習得成敗的關

鍵，他認為動機的好壞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學習者對所學語言文化的態度（引自靳

洪剛，1994：261）。這裡筆者還是將問題回歸到「主流社會」的價值判斷來思考，

對於第二語言的學習，一般人常常混淆了問題的歸屬性，以為學習第二語言（這

裡指族語）是個人選擇性的問題，而且完全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但事實上筆者

根據訪談資料與筆者自身的經驗發現，社會現實壓力其實才是真正問題的來源，

語言學習大部分是「主流社會」所決定的，不是個人選擇性的問題。據大衛‧克

里斯托估計，目前全世界六千多種使用的語言當中，將會以每個月兩種的速度滅

絕，一個世紀後，可能只剩三千多種；其中又大約只有六百多種能免於滅絕的威

脅（周蔚譯，2001：262）。所以，少數民族的語言在「主流社會」的壓迫下，常

淪落為本族人的第二語言，甚至還有可能是第三或第四語言，於是在進行族語復

振的過程中，無形中似乎背負著另一個沈重負擔。因此，能夠下定決心學習自己

族語的人，通常必須取決於其對自己「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強度了。 

 

三、線上語言巢的提出 

（一）國外語言巢的侷限 

前面第二章對語言巢已經有一些基本的介紹了，從國外實施語言巢成功的案

例發現，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社會情境都非常地相似，所以會有相互參考或借用

語言巢模式的現象，如紐西蘭與夏威夷之間。而實施語言巢主要的目的，是在透

過族語復振的運動來營造學習族語的環境，他們都是以「浸滲式教學」作為其理

論基礎。以國外的經驗來看，實際上都達到某種程度的成果，至於有沒有復振成

功，其實各個學界都還在持續地觀察。然而，可以將國外語言巢的模式，直接套

用在台灣原住民族身上嗎？答案是，不行。筆者在前面幾個章節已經提到，套用

國外語言巢的模式，根本無法解決目前台灣族語教學的困境，主要還是因為原住

民族所處的社會情境脈絡不同所致。筆者認為若是一定要實施語言巢的模式，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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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根據當地的環境特質作進一步地修正，簡單來說就是要讓語言巢「在地化」。

如此一來，才能符合並滿足台灣原住民族的需求。然而該如何「在地化」呢？或

許是我們大家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根據行動教學實驗所累積的經驗，和觀察台

灣原住民社會未來發展的趨勢，除非有創新的想法和思維，如果還希望直接套用

國外的語言巢模式，終將被台灣社會所淘汰的，除非有所修正，不然真的會浪費

一些寶貴的資源在這些注定失敗的政策和制度上。 

 

（二）線上語言巢的雛形 

筆者認為教學模式不斷地透過修正和實驗的過程，終將修正出一個最佳的的

教學模式，這個模式筆者稱之為「線上語言巢」。對都市原住民而言，企圖營造

出「完全浸滲式教學」的語言巢，幾乎是一個不可能的任務。張善楠(1996:85）

指出，原住民母語教學的學習不但受區域性脈絡(contextual)的因素影響，更受到

整個社會結構的制約。簡言之，原住民族的發展仍須被環境所決定，是無法自我

決定，或許這就是原住民當代的宿命，但真的就應如此聽天由命嗎？大衛‧克里

斯托提到，一個人不論身在何處，都可以透過網際網路，和親朋好友維繫自己的

語言認同。在過去，族群到處遷徙而致語言的地理分佈四散流離，向來是語言枝

離葉散的最主要因素，未來可未必如此。現在的網際網路四通八達，各地間的運

輸也愈來愈快，愈來愈便宜，在在都在改變語言的瀕危處境（周蔚譯，2001：263）。

由於國外的語言巢不適合在台灣這種情境脈絡下發展，所以筆者提出一個「線上

語言巢」的概念和想法（見表六），是希望提供台灣族語教學一個新的途徑與方

法。筆者在行動教學實驗中發現，事實上有許多人都是透過網際網路的方式，來

取得族語各種相關的資訊與資料，而網路的世界也已經成為學生會學員生活中的

一部份。筆者在訪談資料和學生會網站的紀錄中也發現，大多數的學生會學員都

會上網，網路的世界已漸漸地成為他們的生活重心。Amy(1999)提到，現代社會

的脈絡下，科技已經改變人類如何溝通也影響他們如何學習23。網際網路在台灣

發展日趨成熟的條件之下，企圖在網路上營造一個「線上語言巢」，似乎不會是

                                                 
23引自 http://imej.wfu.edu/articles/1999/2/08/index.asp(200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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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遙不可及的夢，筆者相信未來科技一定可以解決目前無法解決的難題，希望

族語教學也能順著這股無可避免的潮流，建構出族語教學的一片新天地。 

 

表六、不同形式的語言巢 

    類型 

項目 

語言巢 線上語言巢 

特性 

（屬性） 

封閉性（空間性） 開放性（時間性） 

學習對象 學齡前～小學畢業 任何人 

學習師資 部落的耆老、婦女等 培養種子師資即可 

學習地點 部落、學校 網際網路 

學習方式 集中式教學 分散式教學（非同步）、 

集中式教學（同步） 

學習時間 任何時間 任何時間 

實施成效 尚可 待觀察 

學理基礎 浸滲式教學 浸滲式教學 

適用環境 封閉式空間 

（如紐西蘭毛利人） 

開放式空間 

（如台灣都市原住民） 

 

第三節 族群、網路社群和線上學習社群三者間的關係 
本節透過筆者自己歸納出兩種不同的模型，來進一步分析「族群」、「網路社

群」和「線上學習社群」三者之間的關係，而這兩種模型包括：轉化模型和並存

模型。以下筆者針對這兩種模型作進一步地描述與說明。 

 

一、轉化模型 

（一）三步驟 

筆者本次行動教學實驗中發現，線上學習社群常依循著特定的過程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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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過程通常有三個主要的步驟。首先，筆者會從學生會既有的成員中，揀選出

願意參與族語行動教學實驗的學員；其次，他們在學生會的網站中漸漸地形成網

路社群；最後，透過筆者課程設計的安排，營造出線上學習的社群，而這三個步

驟也就是學員從「族群」轉化成「線上學習社群」的過程（參考圖十），不過實

際的過程並沒有這麼的單線發展，有時是呈現跳躍的狀態，而且轉化的過程會如

圖十所示，呈現金字塔型的發展，參與的人會變的愈來愈少。然而，從既有的「族

群」轉化到「線上學習社群」的過程中，這三種不同的「群」便呈現出各種不同

的意涵，像是「族群(ethnic group)」24的意義，在本研究中僅是民族身份的象徵，

並不具備民族組成應該存在的客觀條件，如：共同體質25、語言26和文化等。因

此，主觀的「民族意識」已漸漸地取代了客觀的「外在條件」，成了原住民族新

生代的民族認同(identity)的模式。其次，「族群」透過網站形成「網路社群」，從

民族的觀點來看，它便具有「民族認同」的實質意涵，因為在學生會網站註冊的

會員，是一群對於自己語言和文化有興趣的族人，透過學生會網站，彼此可以分

享經驗及討論原住民相關議題，進而達到資訊分享和交流的目的。然而，「線上

學習社群」又有什麼意涵呢？Hann、Glowacki-Dudka和Conceicao-Runlee(2000:49)

提到促使線上學習社群形成的活動有線上討論、個人或群體研究、小組作業或專

題報告、合作問題解決、案例研究或個案探討等活動27。因此，筆者透過線上課

程的設計與安排，讓學習意願高的人能夠漸漸地形成線上學習社群，而以本次行

動教學實驗而言，「線上學習社群」所象徵的民族意涵便是民族認同的「具體實

踐」。 

 

 

                                                 
24「族群」是由它本身組成分子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

文化、血統等的「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不一定指的是地理的邊界，而主要是「社會的邊界」。

在生態性的資源競爭中，一個人群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來限定我群「邊界」以排除他人（王明

珂，1997：33）。 
25學生會有許多「原」「漢」通婚的家庭，或是跨原住民族的通婚，已形成無可避免趨勢。 
26大部分的阿美族青年都不會說自己的族語。 
27引自網路專欄，張基成 2003〈線上學習社群討論分享表現的落差與對策〉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cache:lm-JCxvESgkJ:edtech.ntu.edu.tw/epaper/920910/prof/prof_
1.asp+Hann++Glowacki-Dudka++Conceicao-Runlee&hl=zh-TW(20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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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轉化模型 

 

（二）能量的來源 

語言的學習並不單純是學習技能，而是同時負擔著挽救民族文化的使命，期

待讓學生透過語言的學習，瞭解民族的文化與歷史，進而產生正向且積極的民族

認同，而同樣的，這種正向的認同應也會反過來激起學生的民族危機感和使命

感，並提振他們學習族語的動機（張如慧，2002：79）。另外，更重要的是「由

下往上」的草根性運動，強調自我掌控的私人語言的使用，以自我增權的方式維

持母語（張學謙，2001a：176）。筆者的研究也發現，族語復振是需要透過「由

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才有達到族語復振成功的可能性，從「族群」轉化成「線

上學習社群」過程來看，實質上也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模式，也反應

出弱勢語言復振的同質性。然而，「族群」並不能完全轉化成「線上學習社群」，

因為這是需要能量的，而這些能量主要來自於民族的認同。在本次實驗中，除了

真正想學習族語的學員，會形成線上學習社群，其他的成員有的最多只發展到網

路社群的層次，並無法進一步向上提升。然而，有什麼樣的誘因可以讓學習的能

量有所提升呢？於民國九十六年學年起，就要開始對原住民學生實施有條件式的

加分，也就只要是原住民籍的學生必須取得語言文化證明，才能享受升學加分的

優待，這樣的工具性誘因可以提升「能量」嗎？另一個本質性問題是，透過「工

具性」的誘因，能夠復振「文化性」的族語嗎？事實上是需要進一步地研究與觀

線上學習社群

族群 

網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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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在本次的行動教學實驗中，從「轉化模型」來解釋三者的關係，會發現三者

存在不同的能量層次，層次愈高，如：線上學習社群，所需要的民族認同便愈高。

因此，「族群」較其他兩個所處的層次而言，顯然就不存在「民族認同」的具體

表現。而筆者之所以提出「轉化模型」的目的，主要是要凸顯這種思考模式的盲

點，而這種思考模式也就是一般人對「少數民族」或「弱勢民族」錯誤的認知和

期待，認為少數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的保存，是本民族人的責任和義務，而這種思

考邏輯也漸漸地滲透到了原住民族的菁英份子，於是才會有通過「族語認證」才

能享有「原住民福利」的思維。 

 

二、並存模型 

不同於透過「族群」轉化成「線上學習社群」的思維，筆者提出另一種各自

「獨立」的並存模型（參考圖十一），提出「並存模型」主要是希望跳脫出族語

必須透過本族人傳承的思維，以下針對「並存模型」作進一步的說明與解釋： 

 

 

 

 

 

 

 

 

 

圖十一、並存模型 

 

（一）兩兩關係 

「族群」和「網路社群」的聯集與交集 

兩者的交集代表同時擁有「族群」與「網路社群」兩種身份，這表示在網路

轉化模型 

 
 
線上學習社群

（他族實踐）

網路社群 
（他族認同）

族群 
（民族身份）



 105

上與其他人形成社群，本身亦是阿美族人。以本次的行動教學實驗的觀點而言，

交集的部分是民族認同的「初步表現」，而「網路社群」未與「族群」交集的部

分，所指涉的對象就是對於阿美族文化議題也相當關心的「非阿美族人」，如：

在學生會網站註冊的漢人或其他原住民族。 

 

「族群」和「線上學習社群」的聯集與交集 

這兩者的交集，在本次的行動教學實驗中，可以反映出民族認同的「具體實

踐」，比起「族群」和「網路社群」交集的部分更具實踐和認同的強度，主要是

因為這裡牽涉到「學習族語」的具體表現。同樣的，沒有與「族群」交集的「線

上學習社群」，就是「非阿美族人」學習「阿美語」的具體表現，如：曾經有一

位漢人國小老師在網路上學習阿美語，希望筆者能提供一些更詳盡的族語教材與

資料。 

 

「網路社群」和「線上學習社群」的聯集與交集 

這兩者的交集，可以反映出網路世界對於「同好」的凝聚力。本次行動教學

實驗中，有許多從未謀面的學員，彼此經由網路（討論版）結識而熟悉對方，形

成了網路社群。而這群人中，如果想更積極地與其他同好一起學習阿美語，便會

更進一步地形成「線上學習社群」。有趣的是，不論是「網路社群」或是「線上

學習社群」，他們都不是阿美族人，但都對阿美族的文化或語言有高度的興趣。 

 

「族群」、「網路社群」和「線上學習社群」的交集與聯集 

在本次實驗中，若是這三者的交集則是民族認同的「完全表現」，通常這些

人往往具有強烈的民族意識，不單單只有民族認同而已。而非交集的部分，三者

便是各自獨立的「群體」，彼此可能相互影響也可能沒有影響。 

 

（二）與轉化模型比較 

三種「群體」在「並存模型」中沒有層次上的差別，三者是各自獨立的群體，

兩兩交集之處意味著具有兩種以上的身份與角色，好比一個人可能是網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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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可能是線上學習社群，但卻不是阿美族人。「並存模型」其實可以解釋「轉

化模型」無法解釋之處，以下筆者舉一個例子說明之。在本次行動教學實驗裡，

其中行動者並不全然是阿美族人，曾經有兩個漢人和一個日本人參與了行動教學

實驗，如果以「轉化模型」的觀點而言，並不能解釋非阿美族人學習族語的現象，

但「並存模型」就可以提供新的視野與角度來解釋之。主要是由於「非阿美族人」

不是「轉化模型」論述的基礎。筆者後來也發現，「轉化模型」只是「並存模型」

其中一個解釋觀點。具體而言，「轉化模型」其實就只是「族群」、「網路社群」

和「線上學習」交集的解釋而已，但諷刺的是，這種觀點卻成了主流社會在思考

少數民族語言復振的基本邏輯。所以，本次行動教學實驗可以透過「並存模型」

解釋出一些「轉化模型」無法解釋的現象，並且顛覆它狹隘的思維邏輯和框架。

在行動教學實驗的過程中，常發現到「線上學習社群」的漢人，對阿美語的學習

的熱忱遠高於其他的阿美族人，當然漢人也可以成為阿美族語的傳承者。而「並

存模式」也間接說明了族語並不一定要由本族人傳承，對族語有興趣的非本族人

亦可成為族語的載體，並共同與原住民族來復振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