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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的教育是國家社會化的場所，培養學生適應社會，透過教育的機制，傳輸知識與主流價值，塑造
國家所需的人才，為國家社會服務，提升國家之整體競爭力。但是，在此同時，教育的目的是否僅符應了
國家狹隘的理想，而個體的特質及邊緣文化（相對於主流文化）的豐富與美麗，卻無法在教育體系裡彰顯；
個體及多樣文化所代表的文化視野，也無法在教育體系中與其他主流文化對話。因此強調各種文化平等、
接納學生不同文化強調文化間的彼此理解與學習的多元文化課程，將是未來課程改革的重要課題。而臺灣
在諸多學者的提倡及經歷兩次課程標準的修訂後，在教育的現場呈顯了何種樣貌的課程與教學？本研究選
擇了一所多族群的學校，以四年級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學觀察，期能瞭解教育現場的真實，作為未來落實多
元文化課程的參考。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1)探究多元文化課程的內涵及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2)瞭解目
前學校課程規畫及教科書呈現多元文化材料的情形。(3)探討學校知識的運作情形及多元文化教材與教學間
的關係。(4)分析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展現的多元文化的精神及相關的問題。(5)提出未來實施多元文化課程的
建議。
關鍵詞彙：多元文化課程，教學觀察，學校知識

一、前

言

我們的文化需要聯結人的知識論，一種將資訊與經驗納入秩序的
宇宙觀。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地位、我們的進化與歷史的大遊
行、我們與無限的時間空間與各種文化的關係，無非都是脈絡。
如果我們不看整體，不看事情的組織與環境的網絡，從多重的透
視點去看自己及世界的事物，我們就無法瞭解自己，瞭解彼此，
瞭解自然。（Ferguson, 1993: 420（廖世德譯））

教育是未來社會規劃的核心所在，並導引著社會的價值
與觀點。一位來自臺東的摯友在報紙上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以目前大家對學校的看法，學校真是脫離民間而存在的。一位來
自市場菜販家庭的朋友，閒暇時總會幫忙賣菜，但是當他大學畢
業後再回到市場幫忙時，所感覺的是自己和所生、所長之鄉土社
會徹底脫節的悲哀。他知道自己已經和他們不一樣了，所用的語
言、想法，還有自己在潛意識中所產生出來的身段，都讓他和自
己成長的環境脫節。我記得有人說過「教育是一連串使人離開故
鄉的過程」，這便是現在學校教育無法避免的悲哀 （阮小芳，
1998）。

教育真的是「一連串使人離開故鄉的過程」嗎？以往的
教育是國家社會化的場所，培養學生適應社會，透過教育的
機制，傳輸知識與主流價值，塑造國家所需的人才，為國家
社會服務，提升國家之整體競爭力。但是，在此同時，教育

的目的是否僅符應了國家狹隘的理想，而個體的特質及邊緣
文化（相對於主流文化）的豐富與美麗，卻無法在教育體系
裡彰顯；個體及多樣文化所代表的文化視野，也無法在教育
體系中與其他主流文化對話。因此，學生沒有機會深刻的體
驗人的本質及多元豐富的生命資產，致使學生所接受的教育
僅是為未來準備的職業教育（陳美如，1999）。因此，重新
省思多元文化課程在臺灣的定位及未來實施的方向是一項重
要的課題。
再者，影響課程核心的，是課程相關決策者對知識的觀
點及知識形成的看法，Roth (1984: 291−308)從社會心理學與
多種族多文化社會的觀點看學校教育的功能，他主張社會文
化的控制，直接與知識結構有關，且社會文化對該知識的態
度，也表現在學校的脈絡及背景之中。長久以來，在臺灣的
政治意識形態中，學校扮演一個文化機構的角色，控制個體
知識的擴展，官方的知識及單一的意識型態，藉此進入學校
課程的公共知識裡。也因此，強調集體、統一、主流文化的
理念，更展現在學校的潛在課程當中。因此，對學校知識的
省思是刻不容緩的事。
而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進入臺灣後，近年來逐漸受到重
視，學校在現行課程及學者的呼籲下，於班級情境中傳遞什
麼樣的知識？教師與學生如何運作課程？現行的教育現場呈
現了哪些問題？未來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時需要哪些協助？等
相關問題，都是亟需了解與探究的議題。根據上述研究動機
與問題，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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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多元文化課程的內涵及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
(2)瞭解目前學校課程規劃及教科書呈現多元文化材料的情
形。
(3)探討學校知識的運作情形及多元文化教材與教學間的關
係。
(4)分析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展現的多元文化精神及相關的問
題。
(5)提出未來實施多元文化課程的建議。

二、文獻探討

的社群。
(2)應追求真理的傳播，引導轉化的學術提供學生更完整的真
實
傳統的知識基礎透過教育的傳遞，是控制權力結構之再
現；而轉化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提供解釋、挑戰，並擴展現
行資料的視野，多元文化課程須針對社會的不公平及相關議
題進行反省、批判，建立更多元包容的視野，也提供更真實
的觀點。
(3)所有的團體（包括文化、性別）有相同的理解能力

多元文化課程是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徑，多元文
化教育正視並尊重每一種文化的價值與差異，更積極強調文
化的主體性、相對性與互補性，主張學校教育的實施應掌握
正義與公平，促使不同種族、階層、性別、宗教的學生能平
等的接受教育，能發揮所長，並相互欣賞、包容、學習並豐
富彼此。誠如張建成（1998：2）所提，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
社會理想、一種思考方式，一種研究領域，也是一種改革運
動；它不是多元化教育，不是分化的教育，不是妥協的教育，
也不是少數人的教育，它是民主社會中的全民普通教育。配
合研究目的，文獻探討擬針對多元文化課程的內涵及多元文
化的學校知識進行瞭解。

(一)多元文化課程的內涵

教室裡所呈現的是一個學習、溝通、互動、獲得、合作、
競爭的環境，學生有能力去理解，不因種族、階級、性別的
差異，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他們應有相同的機會，可以獲
得知識及擴展知識，因此須假定所有團體須有相同的理解能
力，只是理解及認知的方式不同，多元文化課程肯定所有團
體具相同的理解能力，並須掌握其獨特的理解方式進行課程
與教學。
從上述多元文化課程的假定中，可知多元文化課程不僅
是教育的信念，也包含教學的歷程。它是追求公平、自由的
教育，對象是全體的學生，透過課程，培養學生更真實、多
元的觀點，提供學生與不同團體互動的機會，並增進相互理
解、相互包容的能力。
2. 多元文化課程的目標

課程是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徑，「多元文化教育」
雜誌的編輯 Walton 提到：「多元文化教育的首要目標中，要
透過社會促進多元文化及課程發展，以創造公平及各種實
質，並要為多元文化在學校和社會的實踐提供知識的基礎。」
（Wilhelm, 1998: 228）。而多元文化課程亦應考慮兩個原則：
一是文化傳統表現人類全體的未來，亦表現他們自己的未
來；二是課程應採多元取向，避免反面的文化種族主義，也
要避免反映刻板的種族刻板印象（Leicester 1989: 68）。以下
將從多元文化課程的假定、目標及運作原則，探究多元文化
課程的內涵。
1. 多元文化課程的假定
多元文化教育在學校系統，尤其落實在課程中，必須有
些共同的假定，以為多元文化教育在學校中之遂行。基本上，
多元文化的教與學方面有下列假定（Morey and Kitano, 1997:
12−15）：
(1)多元文化是為全人類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在增進廣泛的成員地位，讓多元文
化的學生在學術、社會、工作等方面，獲得更大的發展。它
是全民的普通教育，要求促進社會公平，所有團體的人都應
被照顧。最成功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引導人類批判自己的偏
見，並採取全人類社會改革所需的價值與行為。它同時也是
公平的教育，多元文化課程擴及學生的世界觀，讓學生了解
不同文化、價值和思考方式，豐富所有學生的生活及更廣大

在多元文化課程的基本假定下，其目標應不斷修正、並
提供適合多元文化內容、觀點及策略的課程，歸納言之，其
主要目標如下（Suzuki, 1984: 305; Morey and Kitano, 1997:
2−10）：
(1)為來自於不同種族、性別、人種、和社會階層背景的學
生，發展屬於各級學校的基本技能，以便為未來作準備，
使學生具有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發揮功能的能力。
(2)提供一個更完整、適當、知性、忠誠的實在觀點，以適
應更多學生的學習需要。
(3)教導學生去重視和欣賞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資產，以及其
他文化群體的文化資產。
(4)了解那些已經造成同時代種族疏離，和不平等的社會歷
史，經濟，和心理之因素，並克服對於不同種族、性別、
宗教、階層、殘障偏見的態度。
(5)培養批判分析的能力，同時在有關真實生活中，對人種、
種族、和文化的問題上作明智的決定。
(6)幫助學生朝著一種更慈愛、公正、自由、和平等的視野
去思考，同時要求必備的知識與技能，以促進社會公平
與正義。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課程的主要目標，在提供全人類經
驗之真實的、有意義的闡述，如果課程著重在真實，則課程
將是多元的，全人類文化是所有人類奮鬥的產物，而不是單
一種族所擁有。因其對象是全體的學生，課程更應提供真實、
多元的觀點，適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需要，引導學生
欣賞自己及他人的文化資產，同時也應引導學生覺知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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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種族、文化、性別、宗教及階層的偏見，建立正向的態度，
培養批判分析的能力，協助思考、選擇，決定社會行動，其
終極的目標是導向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3. 多元文化課程的運作原則
從多元文化的改革行動中，可知多元文化課程是包羅萬
象的，且由平等和公正的原則所指引；多元文化課程努力的
方向應致力於發展種族的群體文化、歷史、和貢獻的了解；
使學生在態度、價值、信念、和行為方面成為多元文化的過
程；培養破除種族優越感和其他壓迫形式的行動策略
（Bennett,
1990: 206−212）。多元文化課程如何運作？在內容的選擇與
組織方面應考慮什麼？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的重要議題，茲
將其運作原則臚列如下（Leicester, 1989; Swartz, 1989; Nieto,
1992; King, 1993; Gay, 1995; Beane, 1997）：
(1)多元文化課程是統整課程的取向
在課程設計方面，多元文化課程是一種
「跨學科的課程，
不是單一的課程」（Gay, 1995: 28），同時也是跨越學科的
教學設計，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配合學生在學校、社會上
的需求（Suzuki, 1984: 294−322）。而英國國定課程協會亦認
為多元文化課程是統整課程的「取向」，不是一門學科，而
是一個整合的課程（Leicester, 1989: 1−2）。因此多元文化課
程，應是課程計畫、發展和執行的中心（King, 1993: 9）。但
目前的課程著重在分科的課程，易使師生認為教育的目的，
在學習各學科中的事實、原理、原則和技能，而不是利用他
們來充實真實的生活 。統整的課程著重學生的真實生活經
驗，強調從學生的興趣、專長出發，進行學習。另外，在人
與人的理解和人際關係上，也有很好的效果（Beane, 1997；
歐用生，1999：22）。
(2)多元文化課程要容納區域內文化與文化間的理解和和諧
有關多元文化課程選擇的內容應包括哪些層次？所有文
化群體相關的事件、引發的問題、價值，和觀點，特別是那
些曾被歷史疏忽或錯誤描述的人，都應包含在課程材料的發
展與傳播中（Swartz, 1989）。此一多元文化課程內涵的核心
觀點為對境內各種不同文化的「理解」，因為理解是文明的
開始，透過文化間彼此的理解，不同文化間的誤解也會隨之
消失，進而促進整體的和諧。
(3)多元文化課程亦要包含對於全球知識的理解及覺醒
多元文化不只是追求本地文化與文化間的自尊和理解
的歷程，它應超越本地的限制，擴及全球知識與文化的理解
與批判，將視野擴展至世界。它重視多樣文化的理解及詮
釋，更希望從跨文化的理解中，開展視野，引導學生從不同
的文化視野看世界，以培養豁達的胸襟及多元的問題解決能
力。
(4)多元文化課程要考慮機會的平等及對全人類的接受
為實踐多元文化社會 ，多元文化應納入教育改革的活
動，用以重建學校和其他教育的機構，使來自所有社會階層、

種族、文化和性別團體的學生，有公平的學習機會；此外，
應幫助學生發展更多民主的價值、信念、跨文化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King（1993: 9−11）認為在多元文化課程的方案中，
透過整體的課程方案，可促進個體及社會的發展，並幫助學
生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接受公平機會的教育生活。由此可
知，多元文化的核心觀點是社會正義，因此教育的公平性，
及世界不同的團體都應有基本的人權與權利，不同階層、不
同文化的人都應被接受，被理解。
(5)

多元文化課程要學生從種族平等和差異中獲得自由

Nieto（1992: 208）將多元文化教育放在政治社會學的背
景中，同時合併真實的和程序的成分，認為多元文化課程是
一種為所有學生所設計的，包含廣泛的學校改革與基礎教育
的過程，它挑戰並拋棄種族優越感，及在學校和社會中差別
待遇的制度，同時接受並肯定學生所屬的社區。Hilton（1994:
11）也認為教材和各種教學媒體對種族、性別及殘障者應避
免呈現刻板印象。且在所有學科範圍、學校的所有階段及課
程中，展現多元文化的訊息，更須從教材中消除性別種族主
義的語言，引導學生從平等和差異的學習情境中獲得自由。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課程的運作原則應考慮課程統整、
容納區域內的文化與文化的理解、並將理解的視野擴展至國
際與世界 ，同時也應考慮教育機會的平等及對全人類的接
受，使學生從種族平等和差異中獲得自由。在掌握多元文化
課程的內涵之後，知識是課程與教學的核心，多學校知識抱
持什麼樣的觀點，也會影響多元文化課程的運作，以下將討
論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

(二)學校知識與多元文化課程
多元文化課程應幫助學生創造一種新的知識型式，打破
學科疆界，創造可以孕育知識的新領域。而知識的產生與創
造，應涵蓋社會或世界的邊緣文化，創造多視野的批判文
化，而批判的角度應以日常的生活經驗作為起點，引導學生
瞭解自己與他人如何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關係中
被建構，並瞭解自己如何去詮釋各種知識 （Giroux, 1992:
79−81）。學生的生活經驗是文化、機構和自我創造的因素，
是課程設計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依據，教師應瞭解學生的經
驗，以便讓學生獨特的聲音、歷史文化成為學生學習的來源
與動力。
多元文化課程主張學校知識應基於每位學生帶進學校的
不同文化經驗，在師生共同建構下，不斷發展的歷程。Sleeter
(1996)強調多元文化教育不是一個增加的方案，而是改變學校
的歷程，並要提昇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的關心、能力及對多
種族學生的正確觀點。在小學階段，學生長年跟隨他們的老
師，老師的態度非常重要。教師應有「每一位教師的知識是
有限的，教學不是教出『統一』的人、標準或語言，教學的
基本前題是『在不同的地方，人們有不同的獨特性』」的基
本態度。學校知識的定位將影響學校課程的本質與運作，以
下分別從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性質、來源、形成與檢核，揭
露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內涵（陳美如，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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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性質
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永恆、客觀不變與無庸置疑
的。技術專家，忽略權力與學校知識間的關係，且經常用顯
著或潛在課程進行知識的灌輸。其知識觀是將知識的使用與
活生生的歷史、傳記分開，因此知識不僅用來偽裝人們如何
觀看自己、形塑別人，也忽略知識脈絡與學習關係的重要。
更意指教師未確認，未使用他人的文化資本，進行對話及自
我肯定，結果形成防患學生使用真實語言，進行溝通學習的
教學暴力。致使社會上的偏見及不合理的意識形態，滲透於
學校的教科書、教室實際的教學及教師的教學信念中。當學
校知識被視為是「客觀」、「事先存在時」，所伴隨的是由
上而下的教學方式，而非對話的互動方式。
幾經知識典範的轉移，知識本質也有所轉變。批判教育
論學者 Giroux (1991)認為學校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 教材，
體現的往往是社會中的主流文化，它忽略了其他文化，在學
生社會化的同時，也忽略了教材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及單
一的價值。他從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差異角度，提出反文本和
反記憶的概念，對傳統的課程理論提出挑戰，他認為一切文
本都有其歷史及文化的侷限性，其「語言」多少與一個社會
中特定的文化有關。
Ferguson 則提出新時代課程的主要目標在於自治，該目
標源於一種想法：「如果要讓我們的小孩自由，那就應該包
括免於我們種種限制的自由— 免於我們的習慣、信仰、價值
的限制。」（Ferguson, 1993（廖世德譯））。Banks 亦認為
學校知識應能反映所有公民的經驗，並能授權所有的人，有
效的參與民主社會，也將幫助所有的公民主動自發的參與全
民的辯論與行動（Banks, 1994: 32−36）。
因此，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不是預先存在的，它是不斷
發展的歷程。知識是動態的、變動的、發展的，且在社會脈
絡中建構。學校知識應能反映所有公民的經驗，並能增進所
有的人有效參與民主社會的能力，也將幫助所有的公民主動
自發的參與全民的辯論與行動。
2. 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來源
多元文化課程的知識論基礎，並不植基於工業革命興起
後所形成的歐洲中心理性，也不致力於用以補救或去除爭論
及差異的能力上。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不應只是主流文化的
知識，學校包含來自不同種族、族群的學生之文化背景及經
驗，也是學校知識的一部分。過去，與主流文化相關的價值、
觀念、思想被引進課程領域，而產生 Giroux 所稱之「離心」
現象（Giroux, 1991），而 Giroux 的反文本、反記憶的呼聲轉
化為課程實踐，即是反對忽視學生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
的統一課程。另外，Mehan 更建議將學生從家庭帶到教室的
知識與經驗，當作教學資源，而不是一味地想除去學生在學
校中的表達方式，也不能拒絕承認語言與家庭文化之間的緊
密結合，及其對個人的重要性（Mehan et al., 1995: 141）。
如果教室中的課程內容、實施、及教室組織，已伴隨學
生的特質而有所變更，且將學生的經驗與教師、社區、及國
際化的特質融合為「學校知識的來源」，則學生進入學校將

不致產生文化斷層的危機、學習適應等諸多問題，且將會提
高學習效能。但在這過程中，學校也不能忽略在社會整體脈
絡下，應有的部分基本價值及生存於社會上所需的基本能
力。因此，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來源應包括：基礎的基本能
力要求，學生的文化知識、生活背景，再加上社區的特性、
國際化的需求、與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文化背景。
3. 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形成
從多元文化教育下的知識性質來看，學生不能將教材當
作純粹的文化傳承知識。學生需要批判分析，瞭解過去如何
轉向現在，更要從現在去解讀過去、認識過去。亦即，需透
過學生的「聲音」以建構歷史及知識。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
須打破現有的學科界限，形成多種學科相結合的「後學科」
（post discipline）。教師與學生須超越現行規定教材的意義
與價值，依據自己的經驗，在教師的引導下，重新建構知識，
創造自己的文本。而學校知識的形成應透過「對話式」或「辯
證式」的聲音呈現方式，讓諸多的聲音，能呈顯在教室的教
學中，且此方式最易於打破理念與實踐間的疏離關係，幫助
學生知識的釐清及並從事行動的實踐 （Gitlin, 1990; Weber,
1990; Sheridan, 1992; Thomas, 1993）。
因此，學校知識不是學科專家所賦予的，它應是學校本
身的文化與所有學生的文化背景相互交融後，透過學生、教
師、社區代表、課程專家、教育專家、學科專家在尊重多元、
差異的基礎上，不斷溝通、論辯，彼此建構的持續滋長歷程。
4. 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檢核與運作
除非教材有選擇的規準，學校的學習將很容易趨於激進
的偏見及民族的優越感，而少數族群的特質亦容易銷聲匿
跡。在整全的學校取向中，最理想的狀態是學校全體成員共
同參與，檢視並去除學校圖書、教材中不合理的成份，訂定
出合理、合乎多元文化取向的教材規準 （Leicester, 1989:
61）。許多學校利用在職進修的時間進行這種討論，他們常
發現從諸多的討論中所擬出的規準，有助於討論觀點的發
現。以下是用來檢核教科書中偏見的檢核條件（Leicester,
1989: 62）：
(1)教科書中是否從多元文化社會的觀點出發？它認同這個
社會的多樣性嗎？它有無提供多樣的價值？它能提供其
他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的價值嗎？
(2)這本教科書有無表現出對其他種族的接受性，並以公平
的態度待之。
(3)少數族群的特質是不是多元文化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
(4)故事中的有色人種能彼此認同嗎？
(5)這些特質是否以正向的態度來描寫？用來作決定的是根
據他們自己的生活嗎？
上述的檢核依據，主要在檢核少數族群的族群特徵及文
化是否呈現在教科書的內容及相關的說明，並檢視其內容是
否是事實、被接受的、整合的、正面的材料。透過對於現行
知識的檢核，才能避免扭曲、不真實的知識進入學校，而面
對不真實、狹隘的知識，教師應引導學生進行反省與批判。
學校的教學對人類社會結構的過程應加以省察，說明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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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族

群

四年三班學生的族群分配表
人

數

百分比

客
閩

家
南

16
13

45.7%
37.1%

外

省

4

11.4%

原住民（泰雅）

2

5.7%

總

35

100%

計

元文化教育的影響下，在教育現場中多元文化的互動及相關
問題，茲將主要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1. 觀察
觀察係指進入研究情境，配合研究的主體與研究目的，
對研究情境進行了解。觀察的重心集中於實施教學的課堂，
了解在現行課程中，師生進行教學過程時展現哪些多元文化
的觀點、教材與教學之間的關係及教師的觀點如何影響教學
等。

化互為主體的意義，並置於寬廣的視野中，進行批判式的詮
釋理解，以促進個體與社會建構知識的能力與反省知覺。

2. 訪談
訪談是本研究的另一項研究方法，依主要議題及觀察的
情境脈絡，以開放性的問題進行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以取
得富有「參與意義」的意見或觀點。訪談的對象包括四年三
班的級任老師彭老師及社會科科任老師周老師。

三、研究對象、時間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教學觀察的對象為位於臺灣桃園地區，學生文化
背景具多元族群特色一個中型的學校— 梅村國小。以四年級
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挑選其中均含四類族群的一個班級
（四年三班），進行教學觀察，觀察的焦點以師生間的互動
所衍生的觀點為主，輔以原住民文化的思考。學生族群分配
概況如表一。
由表一可知，四年三班學生分屬於四種族群，其中以客
家族群的 45.7%占最多數，幾乎占全班的二分之一；其次是
閩南族群的 37.1%，占班上族群比例的三分之一強；再次是
外省族群，占班級族群比例的十分之一強；最後是原住民，
占全班族群比率的二十分之一強，這兩位學生性別是女生，
皆為泰雅族。

(二)研究時間
研究者於 1998 年 11 月初次造訪梅村，瞭解學校的特色
與學生的組成，並初步向學校校長及教務主任提出希望至該
校從事教學觀察的構想，初步獲得他們的同意。但校長及教
務主任也表示應該尊重教師的意願，只要教師同意，學校會
盡量配合。經與教師聯繫，該校一位四年級級任導師願意開
放教室，故以四年級為研究對象。
正式進入梅村的時間為 1999 年四月中旬，每週一、二、
五，至該校進行教學觀察，觀察的時間從每日早自習、正式
上課、課間活動至中午午餐時間。1999 年六月下旬，退出觀
察現場，觀察時間為期兩個多月。
本研究觀察的向度僅限於族群之間，無法推論至多元文
化教育的其他範圍。而且整體的研究所得，僅能代表現行多
元文化概念影響下的一個學校的例子，並不能代表整個「多
元文化課程」。

四、研究發現
(一)梅村的課程規劃及多元文化教材分析
在進入學校觀察之前，有必要瞭解梅村在目前多元文化
思潮影響下，學校課程規劃的情形，故由課表著手進行瞭解。
此外，為探究目前學校課程中蘊含哪些多元文化的材料，故
選定與多元文化較具相關的學科— 社會與國語科，進行教材
內容的初步分析，期望藉此能掌握目前學校課程在多元文化
方面的起始點，並據以分析教材與教學之間的關係。
1. 梅村四年級的課程規畫
梅村四年級目前仍沿用 1975 年的課程標準，但是梅村已
自行調整課程的規劃設計，每週兩節英語課、一節電腦課程，
更配合 1993 年課程標準，於隔週六加入鄉土活動課。其課程
安排如表二。
從表二可知，四年級雖使用舊課程，但梅村的課程規劃
能因應國際化、本土化及資訊社會的趨勢，加入英語課程、
鄉土活動課及電腦課，靈活調配學校的師資與課程，因應時
勢之需。
在小學各科的課程裡，若仔細審視，可能找出部分多元

表二

梅村四年級的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除以文獻分析探究多元文化課程的
內涵外，同時也以教學觀察、訪談等方法，了解現行臺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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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第一節

國語

國語

數學

自然

數學

團體活動

第二節

國語

國語

書法

自然

國語

團體活動

第三節

英語

音樂

國語

體育

國語

鄉土活動

第四節

社會

社會

社會

數學

電腦

班會

午

(三)研究方法

星期五

休

第五節

體育

自然

英語

第六節

美勞

自然

國語

第七節

美勞

數學

第八節

美勞

游泳
音樂
生活倫理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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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素材。其中，最能突顯的是社會科及國語科。該兩科
教材經歷時代的演變，在改編或發展的過程中，也融入多元
文化的材料。
2. 梅村四年級下學期社會科關於多元文化的教材
現行四年級所用的教材是依據 1975 年的課程標準所編
輯的，於 1993 年時作過改編，目前是改編本第五版。「編者
的話」提到，社會科的主要目的在「使兒童學到做人做事的
知識和能力，並能以我國優良的倫理道德為基礎，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和行為，以適應現代生活，成為活活潑潑的兒童，
堂堂正正的國民。」從上述的社會科目標觀之，其教材的功
能主要在從事兒童的社會化功能，較強調群性的養成，缺少
個別的、主動的及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的養成。
四下社會科教材中，共有三個單元，分別是「發明與生
活」、「民俗與生活」、「有秩序的生活」。其中直接與多
元文化課程直接相關的是「民俗與生活」單元，茲將其目標
內容表列並分析如表三。
從表三的分析中，可瞭解四年級下學期社會科教材中蘊
含的多元文化的材料，分別包含本土文化、異文化的學習；
也論及宗教，介紹世界各地的宗教及宗教的建築；論及民俗
節慶與生活的關係；另外也隱含了尊重包容與差異多元的觀
點。
3. 梅村四年級下學期國語科關於多元文化的教材
梅村國小國語科所使用的教材是板橋教師研習會所研發
的國語實驗教材，該教材的設計理念在培養學生的語文能
力，使學生能用語文表達情意，擴充生活經驗，陶鎔思想情
意。其設計著重三個方面：一為結合情境的教學：提供情境
豐富的課文，引導學生從學習活動中充實生活經驗；二為兼
顧語文的實用功能，強調語文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及思考能
力。教材的內容方面，低年級著重從生活出發，中年級則呈
現生活經驗中比較不常見的事物，讓學生配合既有的經驗和
新學的文字，拓展知識視野。
該套教材自低年級的相似性至中年級運用低年級所學的
知識經驗，發展至提供差異性的材料與不同的觀點，擴展學
生的視野。茲將其與多元文化課程有關的內容摘要分析如表
四。
四下的國語教材吸納了許多多元文化的材料，也呈現許
多觀點。包含本土文化、異文化、跨文化的理解；亦隱含差
異多元、溝通對話及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另外，就其教學指
引觀之，每一課的教學重點不一致，也不傾向提供教師教學
的流程，僅就聽、說、讀、寫、作等五項能力，提供不同的
教學活動，供教師選擇。其教學活動內容包含：說明、討論、
收集資料、小組活動及參觀訪問等。
從上述四年級的社會與國語科的教材分析中，可知四下
多元文化教材的內涵。然而，教材並不能代表多元文化課程
的全貌，教學的過程及師生的互動，才能釐清多元文化課程
的實施，以下將討論教學過程中所展現的多元文化觀點及相
關問題。

(一)學校知識的運作情形：多元文化的思考
1. 教師鼓勵並包容學生說出自己的知識與經驗
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不僅強調課本的知識，學生的生活
與文化知識，教師的知識，甚至社區的知識，都應是學校知
識的內涵。在四年三班的教學過程裡，也常見學生將自己的
生活經驗融入學校教學的情形：
師：你們最想利用時間穿梭機做什麼？
文謙：看恐龍存不存在！
魏瑾：看世界末日。
皓恩：看下個月的考試題目。
本瑞：看恐龍怎麼滅絕！
俊偉：看六合彩號碼。
師：你爸媽玩六合彩啊？
俊偉：嗯。
宏銘：我想瞭解我未來上大學的情形。
顯富：我想去看以前的傳說是不是真的！看有沒有白蛇。
（觀察記錄，1999.6.8，四年三班，國語課）

在這個教學活動中，彭老師強調要學生說出自己對時間
穿梭機的看法，每位孩子的希望，其實就是他們的生活寫照，
也呈現出他們的喜好與個性，文謙是個恐龍迷、俊偉媽媽簽
六合彩、顯富喜歡古典的故事…。在另一個教學中，也顯現
彭老師尊重學生知識經驗的想法：
師：你們覺得什麼可以頒發最麻煩獎？
敦凱：我覺得是「老師」，因為每天要我們寫作業。
師：（笑）敦凱覺得老師最麻煩。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國語課）

由學生在討論過程中的反應發現，學生可就其背景與觀
點，提出自己的看法；透過言談，師生可了解彼此對事情的
態度，老師對學生的意見，並未加以評斷，而學生凱仲甚至
提出「最麻煩獎應該頒給老師」，因為老師每天要學生寫作
業，彭老師也不以為忤，而以微笑帶過。事後研究者訪問彭
老師，請教她對學生提出老師很麻煩的看法，她表示這是學
生的感受，應加以尊重，如果太壓抑學生的感受與想法，以
後學生便不會樂意在班上分享自己的經驗 （訪談 ，1999.5.
11，彭老師）。
以上是彭老師面對既有課程、學生知識經驗在教學過程
中的態度與處理過程。在非多元文化的材料中，若教師能尊
重包容學生先存的想法，學生的家庭知識與經驗，將有機會
在學校發聲。然而，若擁有多元文化的材料，而將它當作一
般的知識傳遞，未提供學生的文化知識在學校與課堂發聲的
機會，學校知識的內涵也常是片面、不完整的。
2. 部分多元文化的教材內容，卻以單一的觀點引導
在社會科的教學中，四下的教材呈顯了很多多元文化的
材料，但教師在教學時，無法將這些觀點與學生生活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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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單元目標
1.認識生活中的
傳統民俗

目

單元名稱：國小四年級下學期社會科「民俗與生活」單元之分析
標

1-1 能說出臺灣常見
的傳統戲劇
1-2 能說明傳統戲劇
的功能
1-3 能積極參與民俗
活動

內

容

一、生活中的傳統戲劇
從農業時代的酬神謝天的野台戲 ，到因時代進步運用媒體欣賞傳統戲
劇。
二、常見的傳統戲劇
介紹傳統戲劇：國劇、歌仔戲、布袋戲和皮影戲。並介紹戲劇的內容與
來源。

多元文化內涵分析
本土文化
歷史

文化藝術

說明：
以大量的圖片輔助學生對戲劇的瞭解，以陳述的方式初淺的介紹各類的
戲劇。
指引呈現的教學活動多由教師提問，透過閱讀課文、圖片及提問的方式
進行教學，未能從學生身邊的事物或經驗出發，所能瞭解的至多為書面
上的概念與知識。
2.瞭解民俗與生
活的關係

2-1 能舉出臺灣常見
的宗教
2-2 能說出我國宗教
信仰的事實
2-3 能尊重不同的宗
教信仰
2-4 能陳述我國傳統
民間信仰的特
色

一、傳統的民間信仰
說明尊天敬祖的概念，並舉出尊天的對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及土
地公；敬祖的對象有祖先的崇拜和偉人的崇拜。除祖先外，還有媽祖、
關公、鄭成功和保生大帝。
二、常見的宗教信仰
說明宗教信仰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介紹佛教、道教的寺廟和基督
教、天主教的教堂、回教的清真寺。
宣示我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並需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

本土文化

宗教

差異多元
尊重包容

說明：
本節的內容從學生日常生活可見的信仰出發 ，介紹臺灣的各種宗教信
仰，並比較各種宗教的建築，提示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和儀式，但
未深入探究。
指引呈現的教學活動多由教師說明兒童身邊的宗教建築及不同的宗教有
不同的建築的概念。多由教師主導教學活動，少有兒童主動探究式的教
學。
3.養成對傳統民

3-1 能說明傳統節令

俗應有的態度

習俗的意義
3-2 從傳統民俗中能
歸納我國傳統
精神的特色
3-3 能陳述我國傳統
民間信仰的特
色
3-4 能說明傳統節令
習俗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3-5 能欣賞不同的民
俗活動
3-6 能積極參與民俗
活動
3-7 能分辨傳統節令
禮俗中需要改
進的地方
3-8 能尊重不同的民

一、傳統節令的習俗
介紹我國的傳統節令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和中秋節。

民俗節慶

說明各種不同的節令有不同的習俗。
介紹臺灣原住民各族的慶祝和祭祀典禮。

原住民文化

二、傳統節令禮俗的保存和改進
論述傳統禮俗具保存的價值，但也有部份不符現代社會的需要。

社會文化

三、從民俗看傳統精神
介紹民俗的定義，說明各種戲劇、信仰及節令習俗所表現的精神。
說明：
在傳統節令部分教師以提問的方式，討論敬祖活動的類別、儀式，以及
人、信仰與自然的關係。
由近及遠，瞭解生活周遭的民俗活動及其所蘊含的意義。
在傳統節令禮俗的保存及改進與從民俗看傳統精神的部分，主要透過討
論的方式，提出過去與現在禮俗的差異；改變背後的原因；禮俗可能的
改進方式。
從指引的討論提示中，題目多為封閉式題目，易引導至固定的答案，教
學的重點仍傾向概念、知識的認知。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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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

多元文化課程的現在與未來

表四
篇

名

時間穿梭機

沒法舉行的
宴會

牆的故事

接媽祖

文

體

劇本

故事

書信

散文

主

國小四年級國語科多元文化教材分析

旨

內

容

多元文化的內涵分析

透過發明家時間穿梭機的
完成，與各個作家、心理學
家、醫生、政治家的對話，
勾勒出作者對時代的快速
變遷及科技文明的憂心。

敘述發明家發明時間穿梭機，不同背景的朋友對此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最後發明家搭乘時間穿梭機去
到公元 802701 年，在諸多朋友的驚嘆中結束，未
交代結局。

差異多元

很多的衝突是起於誤會及
彼此的不瞭解。

住在塔弗尼島國際換日線上兩旁的海鷗，因為換日
線的緣故，彼此的時間不一致，相約請客時，卻造
成誤會，告到法院，經海龜法官的判決，兩人無罪，
原因是彼此不瞭解換日線，並非惡意的欺騙。

相互理解

介紹不同國度的牆

每一面牆都有其文化歷史的意義。

跨文化的理解

牆有阻隔的功能，卻也容易
造成人與人間的隔閡。

瞭解不同國度的牆，展開不同的文化觀點。也呈現
牆另一層的阻隔意涵。

歷史

介紹臺灣民間的宗教信仰
及宗教活動

描述接媽祖的宗教儀式及民眾的參與過程。

本土文化

溝通對話

溝通對話

從孩子的觀點看民間宗教活動。

排灣族五年
祭

日記

介紹排灣族五年祭的過程

由孩子親身經歷排灣族五年祭的過程，以日記的方
式記錄，呈現原住民文化的祭典。

原住民文化

告訴我

詩（改寫自西
雅圖宣言）

人與自然的關係

這是一篇西雅圖酋長針對美國政府要向印地安酋
長買地，酋長所發表的一篇宣言，文中呈現了印地
安人對土地、對自然的觀點與彼此間的關係。

跨文化的理解
人與自然
鄉土

而學生的許多概念，也常由大眾媒體獲得。
師：中元有普渡。
生：什麼是普渡？
師：暑假時，看電視有很多有關糖果、餅乾的廣告，會提到中元
普渡的拜拜。
元均：拜拜要拜旺旺仙貝！
師：中元節主要在拜沒有人祭拜的祖先，這也是一種廣義的孝道。
（觀察記錄，1999.5.18，四年三班，社會課）

教師在講述這些觀點時，多為傳遞價值與概念的教學，
學生無法體會祭祖的意涵及祭祖與人的關係，常只能從媒體
的食品廣告中得知祭祀的活動與意義；課本灌輸學生「中元
節祭祀沒有人祭拜的祖先，也是一種廣義的孝道」，這種定
義式的概念，學生仍無法體驗祭祀的真實意義。此外，周教
師很遵守課本及指引的指示，未能從多角的視野引導學生思
考，諸如臺灣民間信仰中祭祀的迷思，人與宗教關係的改變，
學生無法從中進行思考，獲得的只是課本上單一的價值。另
外，教學過程中，也常忽略學生的興趣：

這種指令式的答覆，無法引起學生對傳統戲曲的興趣，遑論
培養他們對傳統戲曲的愛好。
而在周老師指導學生寫社會習作的歷程裡，也顯現出
「教
課本」、
「趕課應付學校規定」的情形（回溯筆記，1999.5.10），
在指導學生寫社會習作的歷程裡，周老師的主要目的是在「完
成」社會習作，而不是真正引導學生如何去收集資料，只提
示學生在哪裡可以找到，究竟如何找？如何整理資料？未提
供具體的引導，也未提供機會讓學生彼此分享收集資料及解
決問題的歷程。教學常變成「教課本」，而不是「培養一個
有人文素養的人」。老師常為了趕課，經常蜻蜓點水般念過
去、畫個重點就算；為了完成學校教務處要檢查的作業，常
沒有「心情及閒情」將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課程及教學中，
學生學習的內在動力未被引發，而主動探究知識、建構知識
的企圖心與好奇心，也長期在這種過程中無形的磨滅了。
3. 雖有多元文化的教材，教學卻忽略學生的既有經驗
社會科課程因內含許多知識與概念，教學的程序多半是
教師說自己的經驗引起動機、全班朗誦社會課本、觀察課本
的圖片（或觀賞錄影帶）、教師說明、提問及畫重點等程序。
茲舉一堂社會課介紹傳統戲劇為例：

文謙：我沒有在看這些東西，怎麼收集？
師：還是可以，花時間，捨棄一些東西，把時間空出來。

師：我小時候常看歌仔戲和布袋戲，都是搬小板凳到廟口，看不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社會課）

到的時候，還會站起來看。現在電視很普遍了，大家多在家
中看電視。（欣賞歌仔戲及布袋戲的錄影帶）

文謙的質疑「我沒有在看這些東西，怎麼收集？」，確
實給老師一個提醒。據了解，文謙是一個非常喜歡閱讀的孩
子，他提出這樣的疑問也可能代表班上一些學生的看法，周
老師只是回應「可以花時間，捨棄一些東西，把時間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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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剛剛都是屬於臺灣本土的戲劇，都是臺語發音，待會兒要播出
的是國劇。老師有幾個問題要問你們，歌仔戲發源於哪裡？
生：宜蘭。
師：布袋戲大多用什麼語言發音？

陳美如

生：臺語。

然別人容易誤解。

師：接下來的國劇是受政府大力支持的。可是目前看的人比較少。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國語課）

（看介紹國劇的錄影帶）
下課。
（觀察記錄，1999.5.11，四年三班，社會課）

除上面的例子外，周老師在上其他單元時，也多以講述
的方式為主，一堂課下來，學生自發性的問題很少，如果有，
也常常被老師忽略，少有不同觀點的交流，多為概念與知識
的提供。而多元文化課程主張從兒童的生活經驗出發，了解
身邊的事物及各種差異。透過熟悉與陌生的材料與學習歷
程，擴充知識與經驗，形成民主社會的公民行動。
在梅村國小的教學觀察中，研究者發現社會科教學，在
一般的、較普遍的概念裡，諸如寺廟、宗教信仰，教師易從
自己及學生的經驗出發，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涉及到學
生比較陌生、不熟悉的事物，往往是以「他者」的角度來看，
未能思考這些普遍學生所陌生的事物 ，忽略在班級的學生
中，也可能找到教學的出發點。

(三)多元文化的溝通對話
一反過去歐洲中心的理性，多元文化主張多元並立、多
音交響，透過各種不同的觀點，增進自我及他者的知識。而
詮釋學者 Gadamer 則主張提出「理解」的概念，強調歷史意
識與情境意識，而不同人的背後，承載著不同的理論視野，
不同歷史與情境所展現的多元特質，透過視野交融，將建立
詮釋的基礎（楊深坑，1988：138−144）。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學生是主角，他們並不吝於發言，
且勇於表達，也不會害怕自己與他人不同，學習情境是安全
的，且鼓勵學生呈現多元觀點。學生理解到「比較」不能隔
絕於外在的情境，應瞭解比較的主體與整體情境的關係，才
能作適切的判斷。同時彭老師也不斷提醒學生在溝通過程中
應多傾聽別人的意見「師：有的人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對的，
是事實，都不聽別人的意見。意見和事實常分不清楚。」（觀
察記錄，1999.5.24，四年三班，國語課）。而多元文化課程
亦同，教師在教學時，不能僅就學生的外在表現作論斷，應
瞭解背後的整體情境因素，才能對症下藥，提供適合學生的
課程。
2. 鼓勵教室中的陌生人發聲，維護發言權
依據多元文化課程的理念，每一主體都有權為自己的歷
史與文化發聲，也有權說出自己想法，在合理的溝通情境內，
交換彼此的視野，達到視野交融，促進不同系統間的對話與
滲透，使系統更加茁壯，能因應外來更多的變化。如何使彼
此溝通順暢，最重要的即是要尊重每個人的發言權，包容他
人的意見。
在梅村四年級三班的教學中，男同學較女同學能表達自
己的意見，彭老師對於平日較沈沒、不主動發言的女同學，
會特地提供其發言的機會（回溯筆記，1999.5.31）。

(四)社會文化的學習

1. 多元觀點的並立

1. 提供了社會主流文化的學習，但少了與異文化比較的機會

在教學的現場，只要教師擺脫統一進度、標準答案的桎
梏，將發言權交給學生，教學現場的多元觀點，將會如火花
般繃放出來。在國語課「寵物比賽」故事的討論中，可以看
見學生的積極參與，及觀點的並立：

多元文化課程的脈絡裡，社會文化的學習包括對整體的
成人文化學習、對弱勢文化的學習，以及對自我的學習。梅
村四年級的社會教材中，呈現了多元文化的素材，經常是師
生學習社會文化的起點，在共同經驗部分，社會科「民俗與
生活」單元，提供了機會春節及清明節的介紹與討論（觀察
記錄，1999.5.17，四年三班，社會課），師生間分享了過年
的共同經驗，但是課程裡對於臺臺灣原住民的祭典卻少有著
墨，在相同的主題之下，學生僅學習社會主流文化的經驗，
未能針對同主題異文化的經驗進行學習，課程缺少平衡、比
較性的學習。

師：「寵物比賽」中的蕾達，被老師頒什麼獎？
生：最佳點子獎。
師：細菌可以頒什麼獎？
生：最佳破壞獎，因為它會破壞人體。
家銘：我覺得應該是最佳噁心獎，太噁心了。
敦凱：最小動物獎，因為它體積最小。

2. 教師在教學中會提醒文化的差異觀，但常無法深入探討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國語課）

在「大肚魚的肚子是不是最大？」的討論中，亦呈現了相對
角度：

社會科周老師會藉機提醒學生注意與自己差異的事物，
也表達不同的文化有其強處，也有其弱處的觀點，強調不同
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也引介學生注意臺灣原住民的相關問
題。

泳龍：老師我寫大肚魚，因為肚子最大。
皓恩：袋鼠的肚子就比它大。

原住民文化一直被摧毀，你們去九族文化村參觀的性質應多於玩

本瑞：我的肚子就比它大。

樂，裡面原住民各族的建築服飾很有特色，由於漢民族進來，原

顯富：但是大肚魚的身體卻很小呀！

住民的語言文化都被破壞，也變質了！很多人都覺得原住民文化

師：對呀！應從身體和肚子的比例去看。這個理由要寫清楚，不

不好，其實每一種文化都有好也有不好，漢文化裡也是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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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了解。

的。像我們班，有很多客家人，客語也不太會講了！
（觀察記錄，1999.5.24.，四年三班，社會課）

師：你們最喜歡做什麼事？

周老師表達了自己對多元文化的看法，更鼓勵學生去向
異文化學習。周老師會以教材的內容出發，藉機提醒學生注
意與自己差異的事物，也表達不同的文化有其強處，也有其
弱處，強調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也引介學生注意臺灣
原住民的相關問題。但研究者對社會科教學的觀察，對於這
些差異瞭解的教學，僅止於介紹性質，沒有更多時間或整體
的活動去體驗，深入理解、分享與批判。
除上述社會科教學涉及文化的差異多元外，國語科教學
過程中，偶而也會提及世界各地最近發生的事件：

彥中：老師！我喜歡看 NBA，今天我不想來上學，因為今天有
實況轉播。
師：為了看 NBA 都不想來了！
師：別人對你瘋狂的舉動有什麼看法？
彥中：有，我奶奶罵我無聊，看那個做什麼？
本瑞：我喜歡游泳！
師：有人喜歡游泳，為什麼？
本瑞：可以和水作朋友！
皓恩：寫作文！寫到不吃飯！
勻銘：玩模型車。

元均：老師，還有龍捲風，最佳侵害獎。

師：有沒有其他的？

師：美國最近受到龍捲風的侵襲。

（觀察記錄，1999.5.17，四年三班，國語課）

生：對！有一個嬰兒被捲了兩百公尺，竟然還活著。

另外，從「為動物頒獎」的國語科教學中，學生對恐龍
的看法，也表達了自己對恐龍的先前理解：

生：好多地方都受到破壞。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國語課）

元均提出龍捲風，彭老師隨機引導學生思考世界其他地
區的事件，但限於教學時間及學科的限制，無法繼續深入。
社會科教學也有相同的情形，下面的實例，即是社會科周老
師從自己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但卻無法繼續提供討論空
間的教學歷程：

人閤：老師我還想到了！
師：我們請人閤說說看。
人閤：恐龍。最麻煩獎。
本瑞：我覺得應該是最佳歷史獎。
凱仲：是最佳恐怖獎吧！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國語課）

師：有沒有人看過清真寺？

同學在這個教學活動中，觀點從原來的獨立、擴散，漸
有了交融，學生就其歷史與情境意識，提出對恐龍的看法，
其他同學藉此也可瞭解，相同的事物，在不同人的詮釋之下，
呈現了多元的觀點。
在聲音歷史的特質中，梅村四年級的教學現場，僅彰顯
了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尚未能深入文化歷史的深層。

宏銘：回教是什麼？
師：回教就是回教。
元均：回教就是回家睡覺。
彥中：是不是西藏那些？
師：回教信仰多在中東或西藏等邊疆地區。
（觀察記錄，1999.5.10，四年三班，社會課）

在這段教學中談論及回教時，學生對「什麼是回教？」
提出疑問，老師未正面回應學生的問題，只回答：「回教就
是回教。」並未做處理（應該可以請學生查資料，提出課堂
的報告）。元均開了一個「回教就是回家睡覺」的玩笑，而
彥中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回教是不是西藏那些？」。學生的
疑問與意見，在社會的教學中未受到鼓勵，也未持續尋求解
答。學生的問題與探究知識的好奇心，認識多元文化的機會
也常常就此流失。

2. 教導異文化時忽略該異文化主體的聲音
社會科教學在進行一個與學生經驗較遠的主題時「原住
民祭典」的教學活動，周老師找了一卷原住民祭典的錄影帶，
作為教學的補充資料，立意良好，也讓學生經驗不同族群的
祭祀活動，但在引導的過程中卻忽略班級兩位原住民學生（欣
宜及芷萱）的經驗。
師：很可惜原住民文化沒被保存。
生：我們班有兩個原住民。

(五)個人及文化的聲音歷史在教室中的展現

師：他們是泰雅，不是賽夏。

1. 目前的教學多停留在個人生活經驗的表述，未深入瞭解自
己或他人的歷史文化
多元文化課程強調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學生能透過聲
音，為自己的歷史發聲，在研究者的教學觀察中，四年級的
學生尚未能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歷史。但在教師提供對談的
環境中，學生則常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表述，引促進同學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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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臺灣原住民有很多不同的種族，我們剛剛看了哪些族的介紹？
師：剛有人說欣宜和芷萱是泰雅族。
師：阿美族豐年祭是幾月？
惠禎：七八月。
（觀察記錄，1999.5.25.，四年三班社會課）

周老師本身是喜歡異文化的人（訪談，1999.6.2，周老

陳美如

師），但是在介紹原住民文化時，忽略了以班上原住民學生
做為起點，引導她們的聲音歷史在教育場景中發聲。學生會
認為這只是在介紹某一種與自己無關的知識，是訴諸錄影帶
的事物，不是活生生的活動與感情。

(六)教師與課程教學間的關係
1. 教師的信念重於既定的教材
在多元文化課程的實施中 ，教師的信念與態度非常重
要，教師能否放權給學生，提供學生開展能力的機會，並能
忍受討論過程中的吵雜，隨時協助討論的進行，引發不同的
觀點，呈現多元的價值，這一切，多取決於教師。帶領班級
討論的彭老師，在研究者的訪問下，提出她對教學的看法：

區的歷史背景中。除周老師未能設身處地去思考外，對於教
學的準備不夠可能是主因。為瞭解周老師為何準備不足的原
因，研究者訪問了周老師，她表示自己是一位科任教師，主
要的課是梅村國小的兒童美語，社會課只有四年三班一個班
級，她花很多時間在設計美語教學，卻很少花時間去思考社
會應怎麼教，頂多上課前十分鐘，拿社會指引看一看就上場。
社會科一個星期只有三堂課，課本裡的概念很多，加上寫社
會習作及訂正，這些學校都是定期抽查的，為此花掉不少時
間，實在沒有餘力再進行其他的準備。（訪談，1999.6.2，周
老師）從周老師的反應中，學校課程的安排似乎未考慮教師
的專長，在教學的壓力下，教師也無多餘的時間作課前的準
備。

伍、觀察後的幾點思考
研：我覺得妳在上課時，沒有涉入太多，也不傾向對孩子作結論。
師：為什麼要有結論？每一個人的結論可能不一樣。我的目的只
是希望學生多去思考，聽聽別人的觀點，反省自己及周遭的
事物。

經過每週三天，為期二個多月對於梅村四年三班兩位教
師的教學觀察與訪談後，以下將研究發現中教材分析與觀察
所得，結合文獻探討，提出幾點整體性的思考：

研：妳對教材的看法如何？
師：我認為教學的關鍵還是在教師，就像現在談教改，老師不改，
還是沒有用。老師的想法若能開放一點，包容孩子的缺點，

(一)目前學校知識來源仍多為教科書，忽略學生
的文化知識

投入教學，再不好的教材也能把學生帶起來。
（訪談，19995.11，彭老師）

彭老師認為教師是影響教育的核心人物，教師若不改變
教學，也很難突破教材裡的限制，在研究者觀察中，彭老師
很能容納各個孩子的想法，也尊重他們的意見，這樣的信念
反映在她的教學中，其班級教學提供給學生的是一個能溝通
對話的空間。
2. 教師對多元文化的知識準備不夠時，常會導出錯誤的知識
與多元文化有極大相關的社會科 ，在教師準備不夠之
下，也會引導出錯誤的知識，在一次討論原住民的課堂中，
周老師對於臺灣原住民與美國的印地安人作了以下的比較：
其實臺灣原住民的命運比美國印地安人還可憐，美國印地安人還
有保留區，臺灣的政府無法做到這樣。
（觀察記錄，1999.5.24.，四年三班，社會課）

從周老師的言談間，她似乎非常讚頌美國政府對印地安
人的作法，畫一個「保留區」，供印地安人生活，不受外界
干擾。然而實際上美國印地安人對保留區是深惡痛決的，當
時美國政府向印地安人表明要讓地給美國政府，並劃給特定
的區域供印地安人生活並保證不會對他們造成威脅。印地安
人對自己原先生長的土地是充滿感情的，其祖先的墳墓也在
美國政府所要的地中，當時印地安人是在為求和平，不引起
族人傷亡的考慮下，百般無奈的接受美國政府保留地的建
議。
周老師說明美國印地安人保留區時，以自己的想法去比
較美國印地安人與臺灣原住民的處境，未進入印地安人保留

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強調應融合學生的文化知識、教師
知識、社區知識、全球化的知識及學科基礎知識。但以目前
教學現場觀之，學校知識的來源仍為教科書，教科書的內容
多為學科專家掌控，忽略地區性及學生個殊性的需要。梅村
四年級仍使用舊課程，教學主要來源為官方出版的教科書。
雖然班級學生有多族群的特性，學校層級也因應新課程預先
規劃鄉土教學課程。但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少從學生的文化
背景出發，作為教學的題材，雖然教師會找相關的材料進來，
試圖為學生展開各種不同視野的對話，卻忽略了班級學生的
文化資源的運用，與學生的真實生活有部份的脫節。

(二)教材與實際教學間存在著不必然的關係
教材不能保證教學的品質，但教材本身卻有某種程度的
自明性，其中隱含的觀點多少會影響教學，經研究者觀察，
梅村四年級的教學過程中 ，在教材與教學間有下列三種關
係。
其一，「多元文化的教材，是開展學生觀看世界之窗的
契機」，四年級下學期的社會及國語課程，涵蓋許多多元文
化的教材，社會科教師雖然用講述的方法，但卻能從多文化
的介紹中，以老師為主，提出異文化的介紹，為學生多開展
了一扇窗；另外，在國語教材部分，四下涵蓋了世界性的歷
史文化議題及本土的民俗與祭典活動，也納入了幾篇不同觀
點的文章，對學生而言，是引領學生理解本土，邁向世界的
起點。惟在社會科部分，學生討論的機會極少，學生無法對
多文化進行批判性的理解。
其二，「就算有多元文化的教材，因進度及教師準備等
因素，常以單一的視野進行教學」在社會科的教學中，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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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呈顯了豐富的多元文化材料，但教師在教學時，常礙於
準備的時間不夠、上課時間太少、學校抽查作業，無法提供
充裕的機會與時間，供學生討論、思考，也未能將學生既有
的文化知識帶進學校，課堂上的知識與學生真實生活常無法
聯結。教師在講述這些觀點時，亦重在傳遞價值與概念，未
能從多角的視野，引導學生思考。
其三，「非多元文化的材料，經過教學的引導，仍能呈
現差異與多元」彭老師在教學時，提供了學生表述的空間，
學生能盡情的展現不同的觀點，在對寵物比賽的各項動物特
質的分享過程中，展現各種多元觀點並立，故非多元文化的
教材，透過教師的引導，在師生創發之下，仍能展現多元文
化課程的特性。

(三)教學過程中的溝通對話仍停留在生活經驗的
層次，未能深入歷史文化的內涵
多元文化課程主張要容納區域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理解與
和諧，鼓勵學生為自己的歷史文化發聲，但是梅村的教學過
程中，雖然級任老師彭老師常鼓勵學生討論、發表，提出不
同的意見，多少展現部份的差異與多元的特質，但是仍停留
在學生生活經驗的表述，仍未能進入歷史文化的內涵，進行
多元視野的交融。而社會科任周老師，雖然教學的材料直接
與歷史文化有關，在教學上仍以主流的文化為主，重在陳述
教科書上的知識，討論時也多限於自己的經驗，忽略學生的
經驗，遑論進入班級學生多元的文化歷史，進行理解。

(四)教學過程提供社會主流文化的學習及部分的
差異觀，但缺少異文化的比較及深入的探討
在梅村四年級的教學觀察中，顯示出教材的內涵能引導
部份的教學，例如社會科的教學，提供了社會主流文化的學
習，周老師也會提醒學生部分有關文化差異的問題，但僅止
於「告知」的性質，當學生有興趣要繼續討論時，常會被周
老師忽略或加以制止。而國語課的彭老師也是，在討論過程
中，論及異文化時，老師也常會因為「這不是社會課」而略
過，以免影響國語的教學進度（訪談，1999.6.7，彭老師）。
因此，雖然梅村目前四年級的教學提供了主流文化的學習及
部份文化差異的觀點，但學生僅止於「表面的瞭解」，在課
堂上，常會因教學進度的壓力或是學科本身的限制，而無法
針對各種異文化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比較。

(五)教師是多元文化課程的精神能否展現的要素
在長達二個多月的觀察中，雖然彭老師的教學僅止於生
活經驗的層次，但在教學過程提供的討論空間，鼓勵學生發
言，維護學生發言權，對學生的意見表示尊重，學生的學習
過程顯得較為活潑，也能展現出差異多元的觀點。而社會科
任周老師雖然教材具多元文化的特質，但教學過程忽略學生
的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對於各種異文化的教學也停留在告
知的層次，學生無法就現有的教材進行更寬廣的學習。因此，

教師的教學信念重於教材 ，教師能否提供討論與發言的空
間，在尊重彼此的意見下，進行異文化的討論與比較，將是
多元文化課程成功與否的要素之一。
此外，除教師本身的信念外，教師對於多元文化的基本
素養亦非常重要，當教師對多元文化的知識準備不足時，常
有錯誤的知識產生，例如社會科教學中有關印地安保留區的
詮釋，誤導學生的認知。因此，教師除教學信念外，也必須
充實多元文化的素養。

(六)時間壓力、學科的限制及教師專長的安排是
目前多元文化課程待解決的問題
在四年三班的教學觀察裡，兩位教師都常會因時間的壓
力，無法讓學生盡情討論，在論及多元文化議題時，也常會
因「這不是某某科」，而略過不談，呈現出目前的分科教學
並不適合多元文化課程的進行，文獻探討亦提及，多元文化
課程應是統整的課程設計，在不同的概念主題底下，不同的
學習領域都能進行多元文化的學習。而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
不符也會影響教學的品質，以社會科周老師來說，其專長是
兒童美語，只教四年三班一個班級的社會課，教學的準備時
間不足，也間接影響教學的品質。

六、未來實施多元文化課程的幾點建議
針對上述觀察訪談現出的問題，本研究提出未來實施多
元文化課程的幾點建議：

(一)擴展學校知識的意涵，並融入多元文化課程
教學的規劃實施中
過去的學校知識是由國家決定的，課程決定過程中，尤
以學科專家為核心。課程發展與實施，多從學科本位及教師
中心進行思維，學校課程呈顯的是既有的、不變的、專家的
知識，學生與教師無創造知識的能力，學生僅能被動的接受
學校給予的知識。學生原先在家庭及所屬文化體系內的知識
經驗與學校的學習常是斷裂的，學生進入學校需再重新適應
另一種文化體系及思維模式，經常造成學生學習的障礙及對
學校生活的失望與逃避。因此，未來的多元文化課程應從學
生真實的生活經驗出發，將學生的文化、生活經驗與社區的
資源、特色視為學校知識的一環，擷取學生的文化知識與社
區資源，將學生與社區的文化與特質視為學校知識的一部
份，在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發展或審查學校課程時，應真實
面對學生生活經驗及文化差異的現實，引導學生了解彼此，
進入彼此的生活領域 ，認識各種差異 ，也藉由相互的理解
中，培養尊重、關懷、互助的精神。

(二)調整學校的課程規劃，課程安排應配合教師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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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面對真實生活是整體的進行理解與問題的解決，而不是
依照學校的分科內容來解決問題。透過學科的統整，教學的
過程將有更大的空間與時間，進行多元文化的探討，教學過
程中也不會因「這不是某某課程」而暫停討論。因此學校的
課程規劃除應整併相關學科進行課程統整的設計外，課表的
安排亦應更加彈性，九十學年度要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提供
了契機。而學校在排課時應考慮教師的專長外，也要賦予教
師更多的教學空間，提供多元的評量方式，藉由多元評量改
進教學，而作業的抽查是統一教學與統一進度下的作為，在
學生的作業上，也應容許教師自行設計，彈性調整，教師在
教材選取及學生的練習活動上將有更大的設計空間。

(三)培養教師多元文化的素養及批判反省的能力
教師是課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研究者進行教學觀
察的過程中，多元文化的材料是引發師生進行多元文化課程
的契機，但教師若無多元的視野，雖有多元文化教材，學生
獲得的也僅是課本上的知識。反之，非多元文化的教材，若
教師能透過適度的引導，也能彰顯各種差異及多元的觀點，
引導學生進行溝通對話，達到視野交融的目的。因此教師有
無多元文化視野及批判反省的能力，將是多元文化課程能否
落實的關鍵。
關於教師在職進修方面，本研究建議可透過各種教師讀
書會或教師工作坊，從不同文化素材的作品裡及彼此的經驗
分享中，進行文化意識的理解、反省與批判，藉此促進自我
的了解與反省，養成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信念，運用於教學
的計畫及過程之中。
在職前教育方面，師資培育機構應開設相關的課程（例
如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課程、文化研究），培養未來教
師具備多元文化的相關素養，接觸不同的文化訊息，扮演挑
戰迷思的批判者。另外，也需培養教師各類的教學技巧，運
用適度的教學方法，引導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從學生的長
處與熟悉處出發，引導學生進行批判式的理解與學習。

(四)建立教師間的合作關係：鼓勵同領域及跨領
域教師的合作與相互學習
多元文化課程是一個課程統整的設計，需要跨領域教師
的相互交流，進行課程的整體規劃，打破學科的界線，從學
生的真實生活中出發，以主題概念為核心，規劃各個學習領
域在不同年段之間應提供的內涵。
此外，在教學的經驗與教學資源方面，教師應建立起合
作的伙伴關係，彼此交換心得，互通教學資源，並時常就課
程與學生的學習進行討論，以改進教學，而教師也在該合作
的過程中，不斷促進專業成長。

(五) 傾聽學生的聲音，以合作探究進行教學
多元文化課程強調要尊重學生的聲音歷史，教師應仔細
傾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聲音，配合學生的特質、興趣

與能力，從學生的長處出發，以相互合作探究的方式進行教
學。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讓每一個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有
機會表述自己的歷史與想法，同時也傾聽他人的故事，在彼
此溝通對話的過程中，進行知識的建構與概念的澄清，同時
也擴展彼此的視野。

七、結

語

走筆至此，在臺灣這個具多元文化特質的社會裡，諸多
學校的教學故事仍不斷上演著，只是我們期待的不是千篇一
律的制式故事，而是更多不同的教學故事，彰顯著不同文化
的聲音歷史，而在掌握自己的聲音歷史同時，也能傾聽世界
文化的脈動，從本土化至國際化，甚至全球化。因為，沒有
本土化的歷程，臺灣的未來充其量只是一個充滿國際化色彩
的另一個香港或東京，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如何在多變的
國際情勢中把握自己的定位？這一切，政府不得不正視，學
校教育更責無旁貸，而多元文化課程的實踐，將有助於未來
的公民瞭解自己從何處來，未來該往何處去。
多元文化課程的實踐需要更多的關心與社會整體的努
力，當該多元文化的信念深植每一個民眾、每一位教師、每
一位學生的心底時，臺灣將會是一個和平共榮、多音交響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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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ntional education is a country’s socialization environme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society adjustment. Knowledge and mainstream
values are passed through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to shape talents the country needs to serve its society and to leverage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only serving a country’s narrow aspiration while individuality and marginal
culture’s (relative to mainstream culture) richness and beauty unable to be expressed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Individuality and diverse cultures
representing cultural perspective also can’t engage in dialogues with other mainstream culture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multicultural
courses with emphasis in multicultural equality, accepting students’ diverse cultures, cross-cultur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will become
future curriculum’s critical re-engineering goals. What is the course and teaching format of current curriculum after Taiwan gone through array
of educators’ promotion and revising curriculum standard twice? This research selected a multiethnic fourth-grade classroom in Taiwan as
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candidates. Data collected will foster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reality as reference base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 courses. Main goal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Research multicultural course content and multicultural school knowledge.
(2) Understand current curriculum design and current textbook pres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 material. (3) Discuss schoo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cultural material and teaching. (4) Analyze how teachers present multicultural content essence and their relative
problem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5)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 courses.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and schoo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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