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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這就是原住民的自覺，

不用仰賴政府的族語政策，不

用在學校的形式下，不用另外

聘請族語教師，從小、從家、

從社區中就開始這樣進行。在

這次的經驗中，我忽然覺得原

住民族語有振興的希望了。

如果這樣小小的一個補

助，簡單的方式可以繼續展延

開來，就可以達到族語學習的

效能，讓族語和生活結合的效

果，讓文化在平時的活動中傳

承，就算有再多的法規限制，

我們都該想辦法將其鬆綁，讓

法規來幫助我們達到更高層級

的理想，不是嗎？在短短數小

時的參訪中，僅有感動是不夠

的，我願將我的感動傳遞出

去，讓大家都注意到台灣已經

有「語言巢」出現了，而且需

要大家的維護和促成。所以請

支持社區互助式托兒繼續營

運，他們可以成為原住民族語

振興的小小種苗。

後記：要發表這篇文章前，我再

次打電話給依漾，詢問目前社區

互助托兒中心的相關討論。得知

目前，經過原民會、內政部兒童

局、教育部國教司等部會的協

商，可暫行到民國101年。立法

委員和婦女團體也開始注意這個

事件，希望能在院會中找到或者

創造可支持的法源。大家的努力

都是為了我們原住民的幼兒及文

化的傳承，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

社區可以加入，讓原住民的「語

言巢」，得以接連築起並形成力

量。

警界也不乏日後向外發展的機會，外語能力強者轉考外交特

考，擔任外交官並派往海外；法律能力強者轉考司法官特考，

擔任法官或檢察官；對從事教育工作有興趣者，在取得碩士或

博士學位後轉入教育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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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
有句諺語說：

「 如 果 你 想

做，你會找到一個方法；如果

你不想做，你會找到一個藉

口。」面對原住民族群的發

展，總希望能盡自己綿薄之

力，於是在2010年9月4-21日期
間參加「台灣原住民族赴紐西

蘭非政府組織研習參訪」活

動。為期16天的參訪研習，學
習紐西蘭的成功經驗，也記取

他們有過的失敗經歷，在返回

台灣後，提供所見所聞，期盼

相關單位能慎重縝密地思考，

如何在文化不利的環境中積極

改善劣質的環境因素，尋找

「文化的精髓與優勢」，透過

「語言文化、教育和科技的整

合」，引進有利的思維模式與

執行策略，為原住民族群發展

打造「資源到位」，且符合

「公平」、「正義」的語言文

化發展環境。

紐西蘭原住民語言政策之變遷

紐西蘭原住民語言政策的

演變，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最
初的同化階段，英國殖民政府

將Maori語視作教育上的問題，
故在教育政策作為上採取同化

的政策思維；其次進入發展階

段，Maori人努力爭取語言權，
發起社會運動、語言自救運

文︱Yaway Walis 陳麗惠（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小校長）
圖︱CIP紐西蘭訪問團

台湾と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教育制度の比較
A	Comparis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	Taiwan	and	i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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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語言巢家長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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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後進入官方認可階段，

透過立法的管道，爭取Maori語
擁有法律地位，所謂「自助而

後人助」，因著Maori人的自覺
與堅持，促使紐西蘭政府必須

尊重與推動Maori語。紐西蘭原
住民語言政策的演變，可說是

人類追求自由、

平等與尊重的一

部可敬史頁。

台紐教育體制現

況之比較

台灣與紐西

蘭教育體制的最

大差異，乃在於

紐西蘭教育體制

中主流教育與民族教育體制並

存（見表格），學習者可依意

願自由選擇，而民族教育體制

學校落實使用全族語教學，積

極營造族群文化學習環境，這

對原住民族語學習是一大利

基。反觀台灣，僅在主流教育

系統中的幼稚園及國小安排一

週一節的語言教學，亦未建置

民族教育學校體制，這杯水車

薪的語言振興政策，台灣原住

民族語的快速凋零就可想而知

了。

紐西蘭Maori學前教育
紐西蘭學前教育非強迫教

育，其教育形式大致可分為8
種。此次主要參訪實施Maori語
言教學的學前教育機構，故以

語言巢（Te Kohanga Reo）為主
要重點。

2010年9月8日拜訪Wellington
一所都會地區之語言巢——Tina 
Ratahi Trustee of National Kohanga 
Reo，2010年9月9日拜訪Wellington
一所郊區語言巢W h a r e h o a 
Kohanga Reo，就參訪所見，分
別就以下6個面向說明其經營策
略之特色：

（一）學校經營管理：學校

由各董事會掌管，每3年由家
長和教職員工推選，其職掌包

括籌劃並維持學校規章和年度

計畫、雇用學校之教職員、管

理學校財產及籌措校務資金、

設定管理學校的經營策略等，

董事皆為無給職。校務評鑑仍

受上級教育機構考核評鑑，做

為政府經費補助及裁撤學校之

依據。

（二）師資狀況：採Maori
語言專長取向，學歷不限，但

教師需自主學習或選修語言文

化之相關教育學科；師生比須

符合政府最低標準之規範。

（三）課程特色：課程特色

以Maori文化為主，並善用周遭
自然資源進行教學，力行全

Maori語言教學。採主題式教學
模式，每月更新主題。課程須

於學期開始前提送上級教育機

構審查通過後實施教學。

（四）教材教法：在教材

上，以教師自編為主，但在紐

西蘭國內有公立機構Learning 
Media負責教材研發，及2間民
營商業機構，透過與政府的採

購合約，並依據教育部課程規

範進行幼稚園至第二級（中

等）教育的教材編輯，並依使

用對象調整教材內容，例如不

同部落的差異，出版後免費提

供學校使用。在教法上，營造

語言充足的「聽的環境」與自

然且生活化的「說的機會」。

（五）學生概況：以0-5歲之
Maori幼童為主，有部分幼童會
於5歲時，即提早進入第一級
（初等）教育機構就學。編班

狀況各所不一，幼童人數多之

園所採分齡教學，反之則採混

齡教學。混齡教學之原則，課

程學習混齡，但遊戲及動態活

動時採分組教學，0-2歲一組，
3-5歲一組，以避免衝撞危險。

高中、職人數 高職人數 所占比例

96學年度 18,123 				8,495 	46.87%

97學年度 18,471 				8,944 	48.42%

98學年度 19,789 				9,554 	48.28%

表1：96-98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原住民人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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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主流教育與Maori教育體制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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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巢中的師生關係如祖孫一般。 如家庭般的語言巢教學團隊。

台灣與紐西蘭教育體制的最大差異，乃在於紐西蘭教育體制中

主流教育與民族教育體制並存，學習者可依意願自由選擇，而

民族教育體制學校落實使用全族語教學，積極營造族群文化學

習環境。

等）教育的教材編輯，並依使

用對象調整教材內容，例如不

同部落的差異，出版後免費提

供學校使用。在教法上，營造

語言充足的「聽的環境」與自

然且生活化的「說的機會」。

（五）學生概況：以0-5歲之
Maori幼童為主，有部分幼童會
於5歲時，即提早進入第一級
（初等）教育機構就學。編班

狀況各所不一，幼童人數多之

園所採分齡教學，反之則採混

齡教學。混齡教學之原則，課

程學習混齡，但遊戲及動態活

動時採分組教學，0-2歲一組，
3-5歲一組，以避免衝撞危險。

（六）家長

參與：學校由

董事會管理，

半數以上之董

事為家長代

表，肩負學校

績效與存廢之

重責大任，故

家長之主動性

強烈，不僅努

力籌措校務資

金，更會自主性地陪同幼童在

校學習。

紐西蘭自1982年成立第一
所語言巢後，語言巢的母語學

習策略非常具有成效，為了挽

救Maori語各地區紛紛成立語言
巢，語言巢的概念亦成為各國

振興原住民語言的學習模式。

Yaway Walis 陳麗惠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

（qalang Mastbon）泰雅族人，

1968年生。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

育學系學士，暨南國際大學教育

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現任南

投縣立共和國民小學校長、南投

縣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領域

國小組召集人、南投縣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長年致

力於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之推廣、記錄、保存與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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