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輟，一直是近年來被廣為討論的議題，特別是在台灣屬於少數民族的原住
民，其就學的學生常因為許多不利的因素，造成其學業成就低落。因而原民學生
中輟率，和漢人比較起來，比率較偏高。在台灣，礙於我國對義務教育的定義，
對於原住民大專學生中輟的研究更是有限，並且多以如何促使原住民學生融入學
校體制中的學習問題為主。類似的研究總是試圖引導原住民學生回歸教育主軸，
因此筆者欲尋部落中與學習相關的生長過程，企圖追尋學生在部落中的學習價
值、動機、內涵與教育體制所認定的學習兩者間落差為何。
部落學習的環境中，包括家庭教育、同儕學習、部落環境、社會環境。然而
部落傳統學習方式下，學生學習習慣的養成過程及偏好，卻在一般研究其教育環
節中隱而未現。筆者欲藉此論文看見以家庭教育、部落教育為主的中輟生生活面
貌，企圖了解部落學習的樣貌。而這樣的學習是無法用簡單的因果導向為論文內
容，因此本文切入角度十分多元由部落經濟、家庭教育、同儕關係、傳統文化學
習、宗教信仰等面向述及，欲意探究碧候村原住民中輟生的輟學因素。本研究以
歸因理論為架構，以質性研究為取向，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深度訪談等研究方法，
探討碧候部落原住民中輟生對自己輟學的歸因歷程。
並認為傳統學習與學校學習的落差，來自教科書內容，而其中隱而未現的是
主流價值觀替代部落中實用導向的學習價值，教材中並早已決定何未有價值的知
識，這與原住民從小生活價值學習取向相異甚鉅。以及學校同儕間與部落生長環
境不同的人際互動，部落孩子的直言，與戲謔遊戲卻常引發學校體系師生對立情
況，部落所慣於展示的群體力量，被看成是擾亂學校風紀挑戰師長權威的矩動。
部落裡，以實用性為主的學習學習動機不同於漢人社會教科書所教導的取向，並
且從小對自然理解、對生活需求的認知都是來自部落智慧而非書本式的課外讀
物，自然而然對閱讀並不感到興趣。而這一切都是在做中學，並非像教科書先給
予我們預防性的知識，這都是與部落學習差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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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與補習班的距離，以及家中所可以提供的資源性，甚至部落的師資再再
都展現部落學生在面對城鄉差距間學生的弱勢出外就讀後，人際相處模式或課業
教與學的不同，所需獨立面對、承擔，甚至改變的各種習慣都是需要長時間調適
的，並不若外界想像的容易，而這些弱勢還層遞著原住民世世代代對 gaga 生活規
範的價值觀，何謂人生的價值，因此才造就中輟。
沒有祭典的部落，gaga 的概念由傳統價值觀濡化基督宗教價值觀，例如，男
女關係的保守，以及努力遵守 gaga 的人可以通過彩虹橋（今為基督教天堂），使
得他們不想汲汲營營於書中的智慧，反而以遵守傳統規範為生活要點。這是源於
過去歷史故事的集體記憶。而過去對人生的價值觀是人雖勤勞工作，但究竟不是
主宰，一切耕耘的成果猶待神的賜予，所以在盡本份後，認為人事盡矣，其他的
就只有期待神的裁判了。對部落社會和宇宙觀的典範都需遵守，尤其是兩性間更
有嚴格的行為準則，對這些典範和準則如有違犯，也就是迫害整個群體的制序，
違害全體安全，因此遵守人與人之間的一切準則，是其重要價值觀念所在。
這樣種種的價值觀，都是與社會大眾價值觀不同的。因此如何看見部落價值
與主流價值的不同，進而幫助原住民學生可以肯定自己生活環境中，所賦予的價
值觀，並在主流社會中自信的成長，是本論文的研究目的。筆者並企圖理清原住
民之所以是原住民，不單單是因為血緣，更重要的是代代相傳的價值觀，這樣的
價值觀來自家庭、同儕及部落。本篇論文所寄望的是幫助學校師長，連結原住民
中輟原因的起源，進而看見多元文化的世界觀。
本研究已中輟學生訪談為主，也嘗試經由訪談部落學生的老師、家長和同學，
以及部落中的耆老，企圖聯結受訪者對孩子的成敗歸因與中輟生的自我歸因之間
的關係，以大致推論碧候部落原住民學生中途輟學的原因。研究的結果將可供關
心原住民學童教育之家長、學校老師及教育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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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Learning Pattern of Aboriginal College Dropouts:
Pi-hou Tribe of Nan-ao Township as a Case Study
ABSTRACT
Over the past years, a lot of discussions have specially targeted on aboriginal
dropouts. Because of many unfavorable factors, aboriginal students have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s.

Compared with Han students, they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drop out of school. However, few papers focus on aboriginal college dropouts. Such
essays simply argue how to resolve their learning problems and call them back to the
mainstream education system.

I think otherwise.

In their tribes, aboriginal students

are cultivated and affected by its surroundings and its norms.

They are influential but

invisibl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hat matters for aboriginal students is not only the
genealogy but also the valu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working

on my paper, I aim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at aboriginal students learn
from their tribes and learning models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My thesis takes

dropouts of Pi-hou Tribe as an example and investigates such factors as tribal economy,
family education, peer relationships, religious beliefs, and traditions learning. My
study builds upon attribution theory, orients towar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dopts
semi structu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so as to explore Pi-hou-Tribe case. Finally, this
paper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aboriginal dropouts in
view of schooling education an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rther studies on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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