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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過去數十年來，只要看看前述整體原住民學習成就及升學的比率

與一般學生間的差距，就很清楚一項事實：即使投入再多的資源，有

的差距是永遠無法拉平的，因為民族間確實存在「文化差異」。可以補

救、強化的是因為地處偏遠、交通不便、城鄉差距、經費短缺之類因

素造成的結果，頂多需要付出較多的成本﹔而國家教育的目標、教育

體制與內涵、師資結構、整體教學活動和特定的民族文化脈絡與集體

經驗有很大的距離時，期望所有的學習者能有相同的學習成就，那是

緣木求魚的幻想。許多人類學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跨越族群文化的藩

籬去從事某一種體驗，已經相當困難，去接受與自己族群背景不同的

教育，更存在著許多 的學習障礙。1 

這是浦忠成教授在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擔任副主委的任期間，語重心長的一

篇文章，時值加分考試政策的制定時刻。原住民政策在民族教育方面，斬釘截鐵

的決議 2010 年開始 2，無法通過族語認証的原住民學生，將降低加分優惠。這

是 87 年度「原住民族教育法」制定以來影響考生權益最重要的變革。原住民族

教育法原意是為了補救國民義務教育所對原住民族學生所造成的傷害。而依據原

住民族教育法的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區分為原住民教育與民族教育，前者就是一

般的教育，而後者則是依據民族文化的特性與需求，所實施的教育。3而今卻頂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4）＜以民族教育扭轉原住民學生教育的弱勢＞《第五屆原住

民國際人才培訓手冊 http://www.ced.ncnu.edu.tw/menu-6/2/documents/940330/940330_a.doc 
檢索日期：2007 年 6 月 3 日。頁 4。 
2 教育部於 95 年 9 月 8 日修正發布「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第 3 條條文

修正案，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6 條規定立法保障原住民學

生入學及就學機會。96 學年度起適用，原住民學生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學考試，除研

究所、學士後各學系不予優待外，其優待方式改以加總分 25% 計算；另為鼓勵原住民學生取得

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取得族語認證者，升學優待以加總分 35%計算；另為給予原住民

學生緩衝適應之時間，因此，未取得族語認證之原住民學生，始自 99 學年度各項招生考試起，

其加分比率方逐年遞減 5％，並減至 10 %為止。http://epaper.edu.tw/news/950920/950920c-1.doc，檢

索日期：2004 年 6 月 13 日。 
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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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民族文化的名義，以語言判別是否應具有民族身分。2005 年統計資料顯示十

五歲以上的原住民族，擁有大專以上學歷的只有百分之十二，與一般臺灣地區十

五歲以上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擁有大專以上學歷，相差甚遠。4 

鄒族浦忠勇先生為嘉義中和國小校長，他認為升學母語條款是二度剝削原住

民學生的工具。87 年公布實施「原住民族教育法」之初，規劃小組就曾經想列

入具體條文內，惟經全省分區座談，咸認「母語條款」列入法律條文，將成為原

住民學生新的「教育障礙」，爭議性極大，最後將之刪除，而以更具周延之「應

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及就學機會」取代。原住民族教育法的立法旨意，是基於原

住民學生處於結構性之教育不利地位，政府應採積極扶助之措施，確保原住民之

教育機會均等，無意用「母語條款」作為門檻限制。所以，原民會和教育部的決

議，明顯與該母法的精神相違，在修訂過程中原住民社會也未參與討論，似乎有

偷渡之嫌，讓關心原住民教育的人士深感錯愕。這種以近乎懲戒性的「升學母語

條款」推動母語振興，存在著嚴重的盲點與迷思。5而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與教

育部，卻討論修訂原住民學生升學入學優待辦法，決議在「考試分發」項目上保

留這項優待措施，但必須先通過族語考試才能享有加分優待，此即「母語條款」。

這是以考試制度再度剝削原住民學生的做法。 

教育旨在訓練一個社會成員，使之具備社會各種期望的能力。故此，教育實

際上可視為一種社會化手段的過程。主流的教育體制更是如此，主流教育所隱涵

的教育意義，實際上是將原住民授以主流的價值觀。而原住民教育「母語條款」，

竟主流教育思考模式的「考試」方法，並且僅以「語言」決定原住民是否可以被

稱為原住民，這是，原住民教育進程中，需要再省思的環節。 

自民國 57 年開始台灣實施 9 年國民義務教育，規定 7 至 15 歲之國民應接受

國民教育，因此，國民義務教育現階段屬於強制教育性質，教育單位依據強迫入

學條例，有責任要求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另外，本國憲法也

                                                 
4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九十三年臺灣原住民就業狀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狀況調

查報告》台北市：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頁 11。 
5 浦忠勇（2001）＜升學母語條款二度剝削原住民學生＞

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20010411.htm。檢索日期：2004 年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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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接受國民教育為人民的三大權利及義務之一，原住民學生在升學上，雖

享有升學優惠 6，多年來，原住民不論升學率或中輟率，卻遠遠高於一般學生。 

    筆者到碧候部落時，部落的祭典早已完全停止，當碧候社區發展委員會極力

振興祭典活動時，部落中約一半的人口無法投入，起因於改宗基督宗教後，無法

參與含有祭儀性質的「祭典」所致，一個沒有祭典的泰雅部落，依照外界眼光判

定應該早已失去傳統，接受基督化的泰雅族，為什麼沒有更貼近主流價值取向的

教育體制，而被鄰近部落認為是民族性強烈的部落呢？ 

    部落的民族性，泰雅的傳統 gaga 在基督教力量強大的泰雅部落，究竟如何

與基督宗教互動？部落中，語言交談仍以泰雅語為主，但面對加分考試，卻又望

之退步，這又是什麼原因？部落的生活模式如何在無形中形塑個人及團體價值

觀，為什麼這又會導致中輟？這些部落價值觀與主流社會的哪些概念是如何的針

鋒相對？此為筆者行文動機，欲意藉此論文思索碧候部落與主流間交錯影響。是

否沒有祭典便失去民族文化，是否不會說母語就不是原住民？原住民學生的日常

生活也接觸電視，也搭火車，究竟在哪些方面與一般和人生活不同，而需要加分

措施呢？ 

                                                 
6 「台灣地區原住民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規定原住民學生在考高中職時，得依考試成績加百

分之二十，考專科、大學則降低錄取百分之二十五。90 年元月 20 修正為「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

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改採登記高中或大專學校分發入學者，降低錄取標準百分之二十五；

其他入學方式者，由各校在「招生核定總名額外加百分之一為原則」顏國樑（2001）＜「台灣

地區原住民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修正的重要內涵、特色及建議＞《原住民教育季刊》第 23
期。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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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當筆者首度到碧候擔任山地暑期輔導員時，在與碧候部落青年互動時發現，

青年休學、輟學的比例，與其他部落相比，竟是驚人的高。在當時，筆者的受訪

對象仍就讀高中階段，筆者認為只要好好陪伴他們走到高中畢業，考上大專，便

可以解決此問題。在他們考上大專後，筆者深刻體認「出外唸書」的總總問題才

是輟學開始。在這群受訪者就讀大學一年後，竟一一輟學，帶給筆者很深的打擊。

因此探討碧候部落大專中輟生產生原因的想法油然而生。何以在歷經這麼多的努

力，終於考上夢寐以求的大專後，卻又這麼容易輕言放棄。父母親在其中所扮演

的角色與態度是什麼？家庭教育如何影響中輟生？碧候中輟生與部落經濟生活

關聯性為何？ 

本研究以碧候部落中輟生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而老師、家長、同學，以及部

落中的耆老為訪談的次要對象，欲得知中輟生在整個碧候部落的經濟發展、教

育、文化、宗教信仰上是否有直接的關聯性，進而試圖找出部落原住民中輟生比

例攀高的原因，並發展出以下研究問題：  

從小緊密的同儕關係，在選擇大學科系與抉擇中輟時，時常扮演關鍵性角

色，這樣的同儕互動，居間所扮演的角色或傳遞的價值信念為何？碧候部落的文

化在面對傳統學習及教育體制下，兩種不同學習方式的問題下，究竟產生怎麼樣

的衝擊效應，這左右中輟生學習何類偏好。以上林林種種的問題，與碧候強烈的

宗教派別有何關係，部落宗教信仰在其間位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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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筆者在整理國內原住民教育時，發現國中、國小教育問題的論述資料十分豐

富。但多數原住民資料都是在課堂內尋找如何解決教育問題。也就是說，大多數

資料所探討的都是原住民學生，應如何融入教育體制。尤其對中輟生相關議題而

言，大多數都是針對個人所做的描述，而影響一個人最大的家庭樣貌，幼年生活、

價值偏好的養成、甚至傳統規範卻是文中隱而為現的敘述，同時影響個人甚巨的

文化模式更是一般論述中所缺乏的。因此筆者欲以部落的教養模式，信仰價值觀

等勾勒出碧候中輟率比原住民平均中輟還高出十多倍的問題。 

93 年 2 月筆者決定選擇碧候部落作為田野場域，當時自行統計碧候部落有

42 個上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有 12 個輟學，近 28.5﹪的輟學率。當年度，原住

民教育調查統計報告未描述大專以上中輟比例，只寫大專退學生共 354 人。7 93

年度原住民就學總人數 82,393，休學人數 660 人，休學率 0.8﹪，退學率 469 人，

占就學人數 5.07﹪，當年度休退學人數合計 1,109 人，但大專以上未列中輟比例，

所有中途輟學狀況只統計到高中職學生人數為止。8 碧候部落大專輟學問題，只

是整體原住民大專生輟學的冰山一角，究竟為什麼這麼多大專以上學生選擇休、

退學，以量化來做問卷牽涉到的問題較為廣泛，例如：問卷敘述是否能精確的顯

示大專以上中輟的原因，這些大專學生口語敘述理解，與一般漢人迥異，能否了

解問卷設計的意思；再者，要如何尋找如此龐大的中輟群，因此筆者選定一個大

專中輟比例高於原住民整體中輟比例的場域，試圖一窺此問題。 

資訊多元的接收下，原住民學生是如何的被影響，碧候部落傳統祭典已不復

存在，因此其間泰雅民族性格究竟如何保存。基督教又是如何傳承包裝了過去的

思考於今日的地方教會，促使當地信奉不同派系的人群，在居住區域互動上，如

此壁壘分明？ 

筆者欲藉文化性格所形塑的學習模式，來觀察此部落「自主學習」究竟以何

                                                 
7 92 年度教育統計是 2004 年底才出版，應此數據上指稱年度問題皆為前一年。高淑芳、裘友善

（2004）《原住民教育調查統計報告：九十二學年度》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頁 52。 
8 中國生產力中心（2005）《原住民教育調查統計報告：九十三學年度》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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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存在，因著什麼樣的文化背景而養成，有什麼樣的特殊面貌呢？日軍強制

泰雅族集團移駐，改變耕作狩獵習慣，造成gaga（傳統規範習俗）瓦解，多來多

個部落組合成新村落，社區規範能力因村落人群來源複雜，而致使凝聚力薄弱 

9，使得兩性的關係、婚姻規範，隨著原民熱情衝動，而更加複雜。但碧候是日

治時代集體遷村時，是全部落一同被移駐到現址，這又會照成什麼樣的影響？碧

候本身屬澤敖利系統，與鄰近其他部落分屬語系不同，這又會如何影響與其他相

鄰部落的關係呢？ 

現今關於泰雅族學習的文章，在教育界大都偏向教室民族誌的撰寫，大都以

融入主流文化脈落下的「學校知識」為主。其中所觀察的學習者「泰雅族人」其

實是被動學習的，當然在這些教室民族誌的文章中，討論最多的是「如何使教室

中的學習，更趨於學生的需要」為主。 

總結歸因大都也是家庭因素、文化不利、教材設計、教師認知差異等適應不

良的問題等。但這樣的討論，往往陷入單一價值取向。在部落中的自發學習，是

隱而未見的，筆者欲意跳脫教科書及文化學習不利等價值取向的評斷，看見部落

中自發學習、人際互動下的學習模式及其在教育體制下所進行的主動之抉擇。 

《文化與行為》一書中，引用Margaret Mead所說：「文化之律強於生物之律

且可以之為基礎而塑模之；不能滿足人為或文化的需要，所引起的挫折和不歡，

遠較之因文化規範所加之於生理的性和食物為甚。」10 因此我們可知文化所規

範的行為，對於人的影響有多深切。 

文化中，濡化所形成的經驗，是如何學習，發生的情境又是如何？泰雅人本

身如何主動或被動去學習，偏好怎樣的學習過程？學習的基本需求動機為何，又

是如何產生學習，如何在部落環境中進行學習調適？居住環境如何影響教導、教

和學的空間，如何進行教學、其間的人又是怎麽學習，活動內容又是什麼。家庭

教育的養成，如何左右碧候的學習特性。這即本文欲探索的疑問。但持續而偏好

                                                 
9 李亦園（1979）＜社會文化變遷中台灣高山族青少年問題：五個村落的初步比較研究＞《中央

研究案民族學研究集刊》第 48 期。頁 17。 
10 李亦園（1966）《文化與行為》台北：台灣商務。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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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模式是需要田野長期觀察研究的，才得以窺視這種學習模式，並將之以書

寫方式呈現，這樣的學習模式是抽象又複雜，在政策的改變下，碧候開始遷村，

日治時代教育、國民教育、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政策與地方對於的學習看法，

產生了哪些涵化。究竟「學習」是什麽樣子，在哪些場域中出現，中輟者的家人，

又對中輟者的學習經驗抱持怎異的看法。中輟者的生命中，對於教育體制的中輟

經驗的選擇為何，看法又是什麼呢？這所交織的時代脈落的 X 項線，與 Y 軸的

地方項線，是怎麼譜成了這些中輟者的生命，這是本論文所想探討的。  

教育現況，對文化舞蹈與學業上的平衡問題有何相關。南澳完全中學成立前

後情況有何不同？多元入學方案下，老師開始幫忙孩子做推甄資料，多元入學方

案，對當地孩子的升學影響為何？原住民學生往往資訊缺乏，不知道大學有哪些

科系，以及將來如何面對大學生活不同的學習環境，缺少諮詢對象，對於選擇科

系，以及相關知識缺乏的情況下，選擇了不適合的科系。倍受期盼的多元入學，

以及所謂原住民完全中學的成立，母語課程及文化認同在教育的現場，有著怎樣

乖舛的問題。 

中輟者對自我生命抉擇的詮釋，怎樣敘述？外出後，原住民在部落裡的文化

特質和生活方式再再與漢人不同，尤其是在都市裡的人際應對和行事風格對原住

民來說更是難以適應。因此，原住民國中生在部落中，學習的準則與都市學生的

學習內容不同。文化衝突後，使得諸多原住民學生對「平地人」產生不信任的感

覺，而影響其人際關係的建立及發展。例如：同儕效應，原住民社團，不良交友，

以談戀愛的方式逃避現實。所有的問題交織在一塊，使得社區對於出外學習有著

怎樣的看法？ 

原住民在台灣社會屬少數人群因此自然變成弱勢團體，在教育、職業等方面

處於弱勢。原住民學生的輟學情形比非原住民學生更嚴重，原因可能與原住民文

化、部落、地理、經濟等因素有相關關係。筆者嘗試以碧候部落的整個發展，來

探討中輟生議題。雖然無法廣泛地調查，歸納出該部落中輟生輟學的主要因素為

何，但是研究者主要的目的是欲透過部落中輟生研究，以訪談的方式，深入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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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該部落學生輟學的原因及其歸因歷程。故本研究以歸因理論為架構，以質性

研究為取向，採半結構式訪談為研究工具，去瞭解碧候部落原住民學生中輟生輟

學的原因，以及隨之而來的情緒與行為反應。研究者同時嘗試瞭解中輟生周遭重

要他人或重要事件對其輟學的歸因，以及其情緒與行為反應。並企圖了解中輟生

成長背景在中輟抉擇裡佔有何種位置。最後，也想瞭解部落的發展與文化是否與

中輟生有極大的關聯性。 

碧候部落的孩子，常使人感覺過於團結，造成他人壓迫感。外出唸書後，卻

因適應不良以及學校課業超過自身負荷，家裡缺乏經濟來源等複雜因素，難以得

到自信，故在情感上尋求慰藉，間接造就中輟。 

比例過高的大專輟學率，到底在學習上出了什麽問題？然而單就性格描述，

是難以一窺全貌！因為多元資訊下，學生被影響的層面提高，當碧候部落傳統祭

典已不復存在時，究竟泰雅民族性格究竟如何養成保存，筆者只能試圖勾勒出現

今狀況。 

中輟問題伴隨的部落變遷，基督教又是如何傳承包裝了過去的思考在現今的

在地教會中，使得當地所引以為界居住區域，如此的壁壘分明呢？文化性格所形

塑的學習模式，來看這個部落，究竟「自主學習」以何種方式存在，因著什麼樣

的文化背景而養成，有什麼樣的特殊面貌呢？這是本論文所欲釐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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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田野過程 

（一）始終是外來者 

筆者在 1997 年首度接觸碧候部落，當時筆者心中滿是感動。此部落與其他

部落最大差異之處為，擁有許多青少年，任何真耶穌教會泰雅部落的幾乎都是老

人與極少數年輕人固守部落，大多年輕人為了生計必須下山工作。碧候卻不是這

樣，教會的幹部仍以青壯人口為主，青少年團契在 1997-2006 年，每年，至少有

三十到五十人之譜，這與其他部落的情況大相逕庭。 

第一次長時間與碧候孩子相處則是 2001 年七月一日到六日帶六天的國中學

生靈恩會，筆者的身分就是，輔導老師，帶領小孩子晚上的輔導時間的分享，下

午的詩頌課，及一些戶外活動的設計，並且注意他們上課的情況，以便幫助他們

學習。在此之前的兩三年，和筆者要好的學長姊，都曾在碧候於暑假時進行所謂

的山地暑期輔導。所以對於碧候則略有耳聞。 

    六天的相處下，筆者發現碧候與一般孩子的的不同，大約有十多個人的這一

群孩子，某日傳道將他們集合，並且告訴他們集合在一起，告訴他們教會多努力

的幫他們付了學靈會的參與費每個人 500 元，他們是碧候教會的希望等等。如果

他們倒了，碧候教會就倒了。當時筆者親眼看見時，非常訝異。因為在教會中，

大家比較強調以神為首的那一面，非突出個人的重要性。爾後筆者發現碧候孩

子，常群聚在一起練詩，或談話，偶爾有人可以加入他們，但他們始終是一個團

體。到碧候之後，發現團體的邊緣與中心。可能以居住的區域、常來教會與否，

以及個性比較思考型或是愛打球活潑型，為區隔。但無論如何，始終是群聚在一

起。 

2002 年身為真耶穌教會教友的筆者，在暑假以山地暑期輔導班負責的身

分，兩個月期間待在碧候。2003 年暑假，又應當地教會邀請，在碧候辦暑期國

中聖經營，高中生生涯規劃營隊。此間不斷發現碧候有大專中輟生問題，在 2004

決定以碧候部落為田野對象，2004 至 2006 協助每年七、八月山地暑期輔導，到

2007 年 3 月最後一次進到部落。五年間不斷的進出碧候部落，實際的時間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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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一溯及。筆者在台北時，碧候的孩子仍常會跟筆者聯繫以尋求幫助，礙於筆

者的教會身分又是老師資格，因此筆者在訪談時常會有的疑問是，如果筆者以外

教會身分進入田野領域，接收到的訊息是否會不同？是否會有如此多的對於信仰

執著的意念，呈現在訪談之中。讓筆者遲疑的正是因為筆者是以真耶穌教會台灣

總會的教師派駐身分，來到碧候，因此享受到的「尊敬」較多。 

碧候基本上是個不易打入他們圈圈的部落，筆者在期間常常有外來者的被排

斥感，在詢問相關問題時，其實大家都不太願意接受訪談或述說相關故事，當筆

者邀請受訪者時，常被問「為什麼找我？」、「那某某某有沒有？」等問題，很多

的資訊是在不拿出錄音筆的自然狀態閒談中得到，每當筆者拿出「錄音筆」彷彿

是看到筆者拿起武器一般，感覺到受訪者的盾牌被高高舉起，每每快到訪談結

束，發現筆者沒有惡意才會收起盾牌，可是當筆者想約下一次訪問時間時，常常

是被嫌惡的表情，或常被放鴿子。剛接觸到碧候，會因為孩子的熱情而被融化，

但很快便可以了解這些熱情之下，外來者仍是不屬於這個小團體的一環， 

「文化衝擊」更是田野期間常常遭遇到的困擾，居住於碧候期間的生活方

式，例如洗手間只剩下臉篷裡有水時，你要不要拿來刷牙，或是就不刷牙。冬天，

只有小嬰兒可以到有熱水的人家借熱水器，那筆者究竟要做小嬰兒，或是該入境

隨俗的洗冷水澡等，都是過程中不斷交織的文化衝擊。這更包括乍初來到時，對

於碧候只是固守聚會形式，而不講求聚會內容的深度或是實行的反感。以及對於

這些孩子出外熬不過外界適應問題的鄙夷，而在論文寫作途中，承蒙論文指導老

師潘老師，不斷指證筆者的角色以及對「知識」定義等態度問題，顛覆筆者對於

教育的看法，對生命的認知。 

 

（二）訪談資料 

1.訪談逐字稿內容概述 

   人名的田野倫理部分，筆者在部落耆老的歷史敘述及林田作物的種植部分，

及 2006 澳花流血衝突事件採用真實人名，因為這是珍貴史料，倘若有他人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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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或再次詢問相關事誼，可以比較容易找到訪談對象。例如：洪忠誠、江榮漢、

Singo 等耆老的敘述，在中輟表格部分，全部採用消去中間名字的做法。而在行

文中的訪談，一律採用化名的方式。兄弟、姊妹組以名字中同一字來顯示其關係。

例如：大雄、大衛；紹禹、紹恩、紹哲；意慧、意珠。唯指同一人時，前後行文

皆用相同名字，以利讀者閱讀時了解，他們曾發生的連串事件。 

洪忠誠：逃難到富世部落的歷史。 

江榮漢：從年少開始的部落經濟史──耕種作物。 

方柔：靠奶奶老人年金過活，裝網路。幼稚園到國小習慣外出買早餐的事。 

紹禹：（自主學習鋼琴，創作詞曲） 

        談碧候女學生花上萬元買化妝品，談父母從小教育方式。以前曾經部落

信徒沒去聚會，於是部落其他人去打人。大雄父親打孩子的情況。好友

大雄與他人發生關係對自己的影響（其母親覺得影響他考聯考的情

緒）。對自己聯考及考術科的看法，高中因為宗教、擔任學藝於是和老

師有衝突。生活的壓力。對教會暑期山輔課輔老師的想法。如何自主學

琴。自創曲譜的經過。幼時好玩剪朋友大腿，後來因為同儕犯鬼，於是

求到「聖靈」變很乖。原本討厭小孩，後來擔任宗教教育教員後的轉變。

哥哥中輟經過，爸爸兒時打人經過。 

偉忠：（唸明志技術學院一年後轉回，全班前三，有同儕一起轉回。國ㄧ也曾到

羅東唸書，父母皆碧候人。排行老四。） 

國中唸過羅東國中，剛開始被排斥。打架解決。在南澳學習和羅東學習

同儕競爭的差異。喜歡的課堂學習方式。幼時生活情況，教會宗教教育，

對自己的影響。第一次上山打獵的經過。念明志轉學的經過。 

小凡：（是同批年輕人中最會打獵）第一次打獵的學習敘述，後來到老金洋打獵

的經過。 

振興：（中輟四次，明志技術學院全班前七名、景文技術學院、台灣觀

光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因同儕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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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學習的情形、同儕互動，摔斷腳的經過。念第一屆南澳完全中學的

經過，與校長的衝突，如何戲弄老師，丟老師鞋子。如何整理唸書重點。 

大衛：（明志技術學院一年後轉回，全班第十名） 

去讀明志因為沒有體育活動而覺得無趣，不想讀土木，不喜歡與明志同

學相處的，有問題找教會的學長，其他本科學長，但其實學長都很忙。

想考普通大學（科技大學不算）於是轉回來，轉回來後，和同學一起玩

了之後，不想念書。在明志時參加教會的情況，因為偉忠轉回碧候，所

以一同轉回來。從小每天去教會所以不習慣外地不常去教會，也和轉回

來有關係。 

大雄：（念羅商轉回南澳中學） 

到羅商時，剛開始覺得被排斥。羅商學校學習上覺得老師教的方式有差

別，聽不懂。轉回南澳國中後學校學習的方式。覺得原住民老師較能理

解學生。碧候很多人都休學、轉學後然後再念書。覺得許多人休學的原

因，是因為談了感情之後就會放棄學業，以及第一屆南澳中學很多人休

學的原因。學校上課時，偏好的科目。 

沛宣：（自己要筆者訪問他） 

一開始即表明自己是教會團契的負責人，談對前三屆教會團契學長姐的

感受。田徑不一樣看的出差別就會自己認真做，教會事務看不出差別大

家都推遲，因為多做多錯。運動績優保送宜蘭技術學院的經過。碧候的

孩子跟其他地方的孩子不一樣的地方。近幾年兩邊教會的關係。年輕人

要出去唸書的看法。外面教會對可以喝酒較開放，碧候則否，出外學習

的觀念衝突。 

 

2.省思札記： 

（1） 碧候自然環境、林木資源、以往作物耕種史、晚間生活概況、遷移過程、

gaga 的分屬概況。 

（2）宗教生活──詩歌佈道會兩邊信徒的互動。真耶穌教會的宗教活動──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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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過程見聞。真耶穌教會婚姻價值觀、女性在教會中地位。胡光孝傳道敘

述碧候對飲食的習慣。山輔期間孩子的遊戲方式──動手動腳的全武行。 

（3）現在經濟生活、學生打工。學生互動、學生生活休閒活動、管教孩子方法。

部落孩子外出的互動情況。 

（4）惠真學習的偏好。紹禹聯考、選科系的過程，母親對其考試看法的想法。

科系選擇的想法。紹禹開學當日情況，父母都做了什麽、說了什麽、自己

對新生活的看法。五歲兒童遊戲的描述。青少年戲弄小孩。我對碧候家長

教育方式的看法。 

（5）部落生活機能描述，飲食習慣。住屋格局，中輟少年對未來價值觀。 

（6）士維母語比賽的學習經過。美玲姐說夢境。斯文在輔大的學習。士凱請我

教軍校作業的經過。 

 

3.碧候學歷表 

專科以上、姓名、學校、科系、父母親名、父母親部落、出生年次、就讀國

中、小、輟學與否。再者，名字的第二個字，一率用 X 表示，若是單名的名字，

也用相同的處理方式。 

部落學歷表方面，筆者已刪除嫁到碧候、或娶碧候女子後，居住碧候部落的

兩個樣本，時因筆者所欲探討的部落教育和他們原有的生長環境並不相同，雖然

筆者在詢問部落相關學歷時，部落的薛秋花、高勇偉等嫁娶碧候後，居住在碧候

的名單也被提供，但不列入筆者統計的學歷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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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碧候部落地理位置 

 

                                                 
11 台灣縣市全圖。http://rural.swcb.gov.tw/countryside/countryside.asp 檢索日期：2007 年 7 月 26 日。 
12 宜蘭鄉鎮全圖。http://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local/map.hpg&graph_id=10002 檢

索日期：2007 年 7 月 26 日。 

圖一：台灣縣市全圖 

碧候部落位居台灣東北邊的宜蘭

縣，為粉紅色區域部分。 

全圖摘錄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網站。11 

圖二：宜蘭鄉鎮全圖 

全宜蘭縣有兩個原住民鄉，大同鄉

及南澳鄉，碧候部落位居南澳鄉。

全圖摘錄自：國家圖書館網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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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南澳鄉行政分布圖 

 

 

 

 

 

 

 

 

 

 

 

 

 

 

 
 

    全圖摘錄自：宜蘭縣鄉公所網站。13 

南澳全鄉共有金岳、金洋、武塔、澳花及碧候五村，南澳北接東山鄉、蘇澳

鎮，西鄰大同鄉，南與花蓮縣相銜接。全鄉處於東經 121 度、北緯 24 度之間，

東瀕太平洋。南澳鄉行政區域總面積達 740.65 平方公里，是宜蘭縣中地理面積

最大的鄉鎮，但人口的總數只有 5,816 人，人口密度較低。碧候村東有南澳村，

南有金岳村、武塔村與之為鄰，介於柑子頭山、鹿皮山、源頭山和楓樹山旁的沖

積平原，其山勢逐漸向南延伸，相交疊接。14 

 

 

 

                                                 
13 南澳鄉行政分布圖。http://www.nanao.e-land.gov.tw/A/A0101.htm 檢索日期：2007 年 7 月 26 日。 
14 碧候社區發展協會編（2002）《足跡：碧候資源調查報告》宜蘭縣：南澳鄉公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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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南澳泰雅人村落、河流、山脈分布圖 

 
全圖摘錄自：李亦園、徐人仁、宋龍生、吳燕和（1963）南澳的泰雅人（上冊） 

頁五。15 

泰雅族(tayal)是對我族的自稱，其意義為「真正的人」或「同族人」之意。

日治初期還有泰耶魯（Taiyal）、泰雅（Atayal）、泰拉魯（Tayalu）等名稱。「泰

雅」這個名稱，乃始於 1899 年日本學著伊能嘉矩與栗野傳之烝合著出版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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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蕃人情事」中。16 1911 年(大正元年）日本總督府首次用泰雅（Atayal）為名

稱。之後森丑之助在「日本百科大辭典」中也沿用泰雅族（Atayal）稱呼。 

    日本人類學家依造族內對「人」的稱呼：cyoli 或者 squliq 而區分成「澤敖列」

與「賽考列克」。澤敖列（cyoli）群主要分布苗栗縣泰安鄉、新竹縣尖石鄉、五

峰鄉、台中縣和平鄉、宜蘭縣大同、南澳兩鄉及南投縣仁愛鄉之一部份；賽考列

克（squliq）主要分布在台北縣烏來鄉、桃園縣復興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

台中縣和平鄉。 

    Squliq泰雅人的發祥地為南投仁愛鄉pinsbkan，cyoli泰雅人之起源傳說多以

papak waqa(大霸尖山)為主，但亦有早期曾與Squliq群同住南投仁愛鄉北港溪上游

之傳說。 17 Squliq的系統有三大系統malipa、mlikwan與mknazi三群，cyoli則有

mpaara、mnibu、mpanox與mnira四個系統。 

    南澳泰雅人北遷後在南湖大山下建立部落，其領域西北以三星山、南湖大山

與mnibu(溪頭群泰雅人)為界，南至和平溪與賽德克(太魯閣)tota群為界，西與

slamau(沙拉茅群泰雅人)為界，東至梅壇。18 

 

                                                 
16 廖守成（1998a）《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台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

頁 1。 
17 廖守臣（1998a）頁 5。 
18 廖守臣（1998a）頁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