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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部落親友的關係，筆者

常有機會幫忙一些在家照

顧孫子女的阿嬤們（跨世代教

養家庭），檢查孩子的學校聯

絡簿、看看他們的作業，偶

爾，也回覆學校老師的「親師

溝通」。

隔代教養 親師溝通不順暢

多數部落家長的工作，以

出外打零工居多，或是長期在

都市賺錢，把孩子留在部落給

阿公、阿嬤撫養的家庭不少。

然而，學童的主要照顧者，尤

其在部落，通常不是阿嬤，就

是親朋好友的媽媽小姐們。對

於阿嬤們本身學歷的程度，或

是體力的限制，可能無法達到

一般教育認為父母責任的要

求。即使是部落的年輕父母，

也不是每一個家長都能夠扮演

好親職的角色。這時，親職教

育與親師溝通的認知與落差就

出現了。

以下是去年的某月某一

天，在部落學校的辦公室。側

寫一位老師與部落婦女的親師

溝通概要：部落婦女到學校繳

營養午餐，遇到孩子的老師，

付出營養午餐費後，老師說會

把收據讓孩子帶回去，並主動

與家長溝通孩子的家庭問題與

學校課業問題。談論有一段很

長的時間。親師溝通的內容，

主要是孩子在學校作業的完成

度以及家庭親師溝通缺乏。在

一陣問候之後⋯⋯

老師：「你是她的什麼

人?」

部落婦女：「我是她姑

姑。」

老師：「她的家庭作業

很少有完成的，常被留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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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寫功課。」

部落婦女希望能澄清一

下孩子的狀況：「平常都是

阿嬤一個人在照顧她們姊      

妹；爸爸很少過問，只會吼

一吼孩子的作業。謝謝老師

多費心。」

老師：「家裡都沒有人

教她功課，她說只有你回來

會教她；我看聯絡簿有你的

簽名，那時作業就會完成。

我看有些程度比較深的題目

她也有完成，我想應該就是

你教的。學校教材跟市區學

校都是一樣的，就是為了讓

他們的程度可以跟上。」

部 落 婦 女 企 圖 告 訴 老

師，孩子的家庭教育有所限

制：「阿嬤年紀大，有很多

老毛病，常要去看病。阿嬤

又沒念過什麼書，功課上面

比較沒有辦法教。阿嬤說孩

子回到家功課寫不完，就跟

阿嬤哭泣說，老師會打她，

她不想去上學了；阿嬤不會

教兩個姊妹，很困擾也很自

責……我想說會不會是孩子

本身的問題，還是作業真的

太多了……。」

老師（語氣有點不悅且

拉高了嗓子）：「我有問班

上 小 朋 友 作 業 是 不 是 太      

多，沒有人舉手啊！如果家

長覺得不要寫太多作業也可

以啊！那我可以不管她一個

人，到時候程度差很多，也

不是我的問題不能怪我！」

部落婦女只是很想讓老

師知道，家庭作業對一個沒

有念過書的阿嬤而言，真是

一種很大的壓力：「我想

說，孩子的學校問題常讓阿

嬤很操心，尤其是家庭作業

常讓阿嬤煩得說想自殺…

…。」

老 師 說 會 再 跟 孩 子 溝

通，親師溝通在各自表述中

結束。婦女點頭跟老師說謝

謝，然後離開辦公室。

不同的部落空間 

上演著同樣的故事

小小的故事，卻有可能在

很多不同的部落空間發生。在

部落，老師通常是一個權威者

的角色。然而，我也相信，大

部分的老師對教育都是懷有熱

生活即教育。 數學好好玩。

過去大家認為的教師專業圖像，不再是一個權威，應對它產生

質疑，因為在部落，這個專業圖像並沒有讓孩子更人性化，反

而沒有自信、自在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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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的，都是希望為學生的將來

與現實作打算，所以很多老師

都很認真的在課後，留下學生

把作業完成。卻也可能引來家

長認為，孩子不需要從早到晚

都在學校，連晚上都很少見到

自己的孩子。不過，可以想見

一般平地的孩子，一天都在學

校學習、補習，其實是常態。

因此，當老師是用都市的教學

方式與教育常態於部落學校

時，通常會感到落差很大，而

把責任丟給學生與家庭環境，

認為學生不夠認真努力、而家

長不負責任等負面評價。

另一方面，學校通常把單

親、隔代教養等部落議題污名

化成部落的父母不關心孩子的

教育。但是誰又看見了這些孩

童的父母，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在表現關心自己孩子的教育？

部落年輕人他們為了孩子的教

育，不得不離開部落，到都市

或出外靠勞力打零工賺錢，來

養育部落的家庭及孩子的教

育。而部落有它自己教育的

「文化模式」，卻是被忽視

的。

父母不在 

不等於家庭功能失常

部落阿嬤以及媽媽小姐們

的日常生活與規劃，常是以家

人，尤其孫子（女）的作息為

作息。孫子（女）上學的時

間，是部落婦女們稍事休息或

處理事務的空間。而還沒有上

學校的稚齡孩童的婦女們，常

是透過互助以及共同養育的方

式，以獲取從事個人活動的時

間。例如，阿嬤帶著孩子找鄰

居友人聚會聊天，或者就直接

把孩子寄放在別人家裡看顧，

或因急事不得不短暫離開，使

孩子在不同的人家裡適應各種

教養方式。因此，在部落家庭

教養模式中，父母的在與不

在，自然不適用於一般學校的

部落教育：感恩、分享、共同體。

部落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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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斷標準，如家庭功能瓦解、

家庭結構失常等。

在部落裡，單親或隔代教

養（跨世代教養）的情形很普

遍，導致孩子必須自己照顧自

己。孩子也因此對於自己的時

間和活動安排，擁有相當大的

自主性，提早養成危機處理與

忍受挫折的能力。但是當學習

時空轉換到跟傳統文化截然不

同的學校時，部落學生反而需

要時間去適應這個陌生的場

域。

部落教師 各種角色的移動

在原鄉部落普遍以婦女為

主要照顧者，而祖母通常又是

照顧孩童的主要人物；在跨世

代教養家庭中，中介者及部落

其他資源的介入，對部落婦女

顯得非常重要。

在部落裡，我的角色除了

是原住民老師，也常是幫忙阿

嬤們照顧孫女的中介者、是部

落其他孩子的親友、鄰居。我

與部落小孩的關係，有時是他

們的教育者、保育者，有時是

他們的朋友，更常是他們缺一

角時的玩伴。在日常生活中，

我大部分是參與觀察的行動實

踐者，擔任解決祖孫與教養問

題的中介者。因此，部落對老

師的定義，是各種角色的移

動。 

因尊重而博學 

走入學童的生活經驗

不論到哪裡教書，我都秉

持著尊重和謙虛的態度。尊重

有很多種；我可以學很多種的

語言，外籍語文、台語、客家

語、達悟族語等。因為我要跟

學生對話，我要知道他的家庭

環境用語，也要知道他們的社

區環境，更要認識他的成長經

驗。

在設計教材、教法的時

候，我會把學校知識結合在地

資源，因此會有很多不同評量

學生的方法。我可以跟孩子們

分享我所學的個人經驗，讓他

們也能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故

事，不論是用畫畫還是寫字，

歌唱還是舞蹈，或是用玩耍的

方式來呈現。不論他們的信仰

是什麼，我都相信宗教對人的

關懷可以跨越不同的信仰，付

出一樣的「愛」在不同孩子身

上。

過去大家認為的教師專業

圖像，不應該再是一個權威，

而是應該對它產生質疑。因為

在部落，這個專業圖像並沒有

讓孩子更人性化，反而沒有自

信、自在與尊嚴。畢竟學校教

育與教育真的是不一樣的，部

落有它自己面對教育的方式，

是需要被看見的；而此一看

見，必須要從學童的生活經驗

中去發掘。◆

原住民親職教育：跨越父母的角色，移動位置的理解

誠的，都是希望為學生的將來

與現實作打算，所以很多老師

都很認真的在課後，留下學生

把作業完成。卻也可能引來家

長認為，孩子不需要從早到晚

都在學校，連晚上都很少見到

自己的孩子。不過，可以想見

一般平地的孩子，一天都在學

校學習、補習，其實是常態。

因此，當老師是用都市的教學

方式與教育常態於部落學校

時，通常會感到落差很大，而

把責任丟給學生與家庭環境，

認為學生不夠認真努力、而家

長不負責任等負面評價。

另一方面，學校通常把單

親、隔代教養等部落議題污名

化成部落的父母不關心孩子的

教育。但是誰又看見了這些孩

童的父母，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在表現關心自己孩子的教育？

部落年輕人他們為了孩子的教

育，不得不離開部落，到都市

或出外靠勞力打零工賺錢，來

養育部落的家庭及孩子的教

育。而部落有它自己教育的

「文化模式」，卻是被忽視

的。

父母不在 

不等於家庭功能失常

部落阿嬤以及媽媽小姐們

的日常生活與規劃，常是以家

人，尤其孫子（女）的作息為

作息。孫子（女）上學的時

間，是部落婦女們稍事休息或

處理事務的空間。而還沒有上

學校的稚齡孩童的婦女們，常

是透過互助以及共同養育的方

式，以獲取從事個人活動的時

間。例如，阿嬤帶著孩子找鄰

居友人聚會聊天，或者就直接

把孩子寄放在別人家裡看顧，

或因急事不得不短暫離開，使

孩子在不同的人家裡適應各種

教養方式。因此，在部落家庭

教養模式中，父母的在與不

在，自然不適用於一般學校的

部落教育：感恩、分享、共同體。

在部落，一個孩子除了自己的媽媽，還有很多其他的媽媽。

部落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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