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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第一民族大學（以下簡稱

FNUniv）的前身為1976年的

薩克其萬印第安聯邦學院（Saska tchewan 

Indian Federated College，SIFC），該學院透過

與里賈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egina）的合

作協議而設置，成為里賈納大學的夥伴學校。

其設置目的在「改善第一民族的生活品質，保

存與維護第一民族的歷史、語言、文化、藝術

資產的詮釋權」。在該學院設立35年後（2011

年），FNUniv正式成立，接續實現上述願

景。FNUniv包括Regina、Saskatoon、Prince 

Albert等3個校區，是一所由原住民族主導的高

等教育機構。

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

加拿大的原住民各族，現正站在當代歷史

的十字路口。在殖民化與經濟及社會邊緣化的

艱困期之後，他們邁入前所未有的社會與經濟

進展，高等教育是實現這個進展的關鍵。事實

上，FNUniv做為全國唯一主辦原住民族教育

的機構，30幾年來，一直致力於促進原住民族

的社會及經濟參與。

FNUniv為學生提供支持原住民族文化、

語言、價值觀的環境的學習機會。學生在此可

以透過耆老的儀式教導及教室課程，雙管齊下

來進行學習。

FNUniv的核心價值包括學生的成就、服

務、持續性、尊重。我們相信，學生的成就來

源包括高品質的教學與服務、開設值得信賴且

有效率的課程、提供先進的教學技術（包括線

上教學與遠距教學）、維持獎學金及基礎設備

需求的資金、促進社區的支持。然而，

FNUniv真正的特色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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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最具特色

FNUniv的耆老、教師、職員，是造就原住

民學生的關鍵。正是這些人提供了引導我們的

世界觀與原住民族準則，同時懷有保存與詮釋

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藝術的維護使

命，以去除剝奪這些傳統資產的殖民壓迫。

為了下一代能夠維持神聖與傳統的原住民

族知識，以及提升未來社會的勞動力，是本大

學的兩大責任。FNUniv的教職員瞭解到他們所

扮演的雙重角色，每日都努力實踐這個目標。

耆老們每隔2個禮拜為全校學生與教職員舉行

煙斗祈福儀式（pipe ceremony），相當具有特

色。

耆老有時也會負擔課堂教學。在Saskatoon

校區，耆老Danny Musqua教導原住民族社會工

作課程；在Regina校區，耆老Betty Mckenna教

授原住民族健康研究學程。大學設有傳統醫藥

教室，耆老為各年齡層（幼兒園到12年級）和

來自學校附近社區的各種學生，解釋原住民族

植物（藥物）的傳統用途。

另外，FNUniv還設有原住民族學生服務辦

公室，主要目的在提供學生課程諮詢，協助學

生尋求導師協助，為學生解決大學生涯中的課

業困境。不過，他們做的往往超過這些。辦公

室經常扮演生活導師或輔導員，成為學生心靈

的避風港。辦公室裡許多從事學生服務工作的

行政人員，過去也曾是本大學的畢業生，以學

長姊的經驗，提供必要的諮商服務。

FNUniv的教師來源亦相當多元，更支持

本大學的理念。大學提供課程的不僅針對原

住民族學生，也針對非原住民族學生提供相

關課程。本大學希望對學生提供最好的課

程。許多學生過去曾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影

響，紛紛進入FNUniv就讀，探究這些影響，

當然也有學生在進入FNUniv之前，對此已有

相當認識。無論是何種情形，FNUniv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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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Univ校園Regina校區。（圖片取自：Nadiatalent - Own wo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6567518）



86 原教界2016年4月號68期

全球視野看民族 Global Scope for Ethnos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を見る

是，運用全貌的途徑，採取各種原住民族教

學法，讓學生共同學習。

多樣化的課程

FNUniv的多樣化課程已經發展了十年以

上，可以滿足學習者不斷變化的需求。以原

住民族知識、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為基礎的

課程，以及以西方知識為基礎的課程是相互

結合的。FNUniv的課程規劃是依據學校的成

立宗旨，同時提供中學以上的教育需求，彼

此相關又扎根於傳統的課程。目前，FNUniv

透過專業科系的課程（包括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企業與公共行政、健康

科學、護理學），以及跨學科學程（包括原

住民族研究、英語、科學、原住民族藝術、

原住民族溝通藝術、原住民族語言、原住民

族文學、語言學）。

在FNUniv就讀的第一民族學生及梅蒂斯族

（Métis）學生經常面臨家庭壓力與文化孤立等

挑戰，不容易順利完成大學學業並取得學位。

FNUniv研發出一種為期一年的大學同等學力畢

業證書，藉由「原住民族過渡教育證書」

（IATEC）的方式，增進原住民族學生的高等

教育學習，提升原住民族學生的成就。它提供

了閱讀、寫作、數學、科學的堅實基礎。目的

也是在幫助學生在大學裡學習到奠基於原住民

族知識與傳統的世界觀，並協助其取得大學學

位。

最近，FNUniv完成了課程整體規劃，重點

在維護與強化現有的FNUniv課程方案，同時設

計新的課程內涵，以改進現有的各學科的課程

體系。FNUniv正在發展新的學科領域，例如能

源、礦業、產業、領導與管理、環境科學、永

續資源發展、健康科學。舉例而言，FNUniv擁

有獨特的健康研究學士學程（Bachelor of Health 

Studies，BHS），聚焦於原住民族健康研究。

FNUniv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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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研究學士學程擁有五大核心課程，並與里

賈納大學運動與健康學院以及藝術學院合作，

跨校開設相關課程。健康研究學士學程提供了

整體知識，讓學生瞭解形成個人信念、態度與

實踐的社會、經濟、文化因素，以及這些因素

如何影響個人行為。由於健康議題主導公共政

策的選擇，健康研究學士學程的學生，經常安

排參訪薩克其萬省及加拿大的醫療照顧單位。

該學程在本質上是跨學科的，具有社會科學及

生物科學兩種學科特質。

另外，FNUniv新課程也正在開展，例如原

住民族健康實務證明，對於已在實地工作的衛

生專業人員（例如護士及醫生）提供醫療專業

知識，並提供整體健康與治療學士學位，這些

都將拓展學生的學習機會。

FNUniv也相當注重原住民族知識以及民族

語言保存。過去寄宿學校時期與聯邦政府的政

策，導致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瀕臨滅絕。原住民

族身分認同的核心在於語言，不幸的是，許多

原住民族年輕人面臨語言與身分認同的流失。

大學裡提供克里族（Cree）語言的會話課程，

包括教職學及其眷屬都有機會學習族語，強化

FNUniv的耆老們每隔兩個禮拜為全校學生與教職員舉行煙斗祈福儀式（pip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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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言、文化、身分認同的重要性。

最後，FNUniv的社區參與與部落結合，長

期以來均是優先考量的工作。FNUniv致力於開

發以社區為基礎的課程以及適應學生需求的多

樣化的教學模式。不但提供了透過視訊方式的

遠距教學或線上學習系統，也提供了許多以第

一民族社區的需求為基礎的學程。

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

透過加拿大創新基金會（CFI）與薩克其

萬省贊助的先進的國家科學實驗室的設置，

FNUniv正在執行一項以原住民族社區為基礎的

研究計劃（Indigenous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program）。該實驗室成立於2003年，成立的目

的兼具教學和科學研究。

雖然FNUniv在社區裡從事許多研究活動，

但FNUniv認為提供空間給社區使用相當重要。

FNUniv正好也是社區的公共空間，因為FNUniv

的服務範圍不僅是學生，還包括社區。該計畫

遵守原住民族的倫理、協議與相關準則，來執

行研究。這個實驗室因應社區需求而設立，取

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

儘管該實驗室的研究是以社區為基礎，然

而其研究人員所進行的研究內涵卻相當廣泛而

多樣，往往超出社區的範圍。例如原住民族語

言／語言學研究、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原住民

族的HIV／AIDS議題、原住民族植物／醫藥、

原住民族的臨終照顧、原住民族社區的老齡

化、原住民族青少年健康管理、原住民家庭暴

力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問題都相當切合當代加

拿大原住民族社會的趨勢。

未來發展願景

本大學的目標之一是成為加拿大原住民族

梅蒂斯人（法語：Métis）是加拿大的一個原住民族，是原住民與早期法系加拿大人的混血。
（圖片取自：BiblioArchives / LibraryArchives @Flickr：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c-bac/1427516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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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機構。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能夠成

為全薩克其萬省甚至全加拿大原住民族學生的

首選大學。

再者，FNUniv期望能夠多吸收非原住民族

學生來就讀。本大學認為，獨特的課程設計，

不僅對原住民族學生，而且對所有學生而言都

是相當重要的。FNUniv擁有多元的教學團隊，

運用原住民族全貌教學法來進行教學。FNUniv

的理念是，不同的學生在此可以共同學習、共

同成長，帶動積極的教育改革與社會創新。

FNUniv不該被視為民族隔閡的代表，而是

應是團結一致的象徵。運用原住民族的理念來

教學、運用原住民族的價值觀及方法來進行學

術研究，同時也應認識到，必須一起努力，才

能開創有意義的社會改革。因此，為了培養新

一代人才，FNUniv秉著積極改革的精神，對任

何學生都相當歡迎。

一位有智慧耆老曾說：「我們不能改變過

去，但我們可以改變未來」，這正是FNUniv的

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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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Univ獨特的健康研究學士學程（Bachelor of Health Studies，
BHS），聚焦於原住民族健康研究。

克里人（Cree），北美原住民族之一，總人口約20萬。加拿大克里人主
要分布於蘇必利爾湖以西與以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