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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演說之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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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
年首度試辦族語情境式演
說，希望藉由情境化及脈絡化的學習，來提
升學生語文素
養及學習興
趣，並能在日
常生活中靈活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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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惠珍老師鼓
勵學生用族語
發表自己的畫
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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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學校兼課或另有其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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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鄉區則有2位，不禁讓人

集各縣市本土語的指導員，

較為容易，因此師長大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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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部落的語文學習是否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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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三年有了專職老師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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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本土語老師，在比較過原鄉與都會區
的家長，都發覺到都會的家長，比較有危
機意識！尤其是擁有原漢各半的族別的家
長，其學習
配合度特別
強烈。

非以老師或大人的選材為

漢各半的族別的家長，其學

學方便，個人建議有關情境

主，否則圖片容易出現生活

習配合度特別強烈。在各級

式演說的推動，不應以結果

情境的落差，對於不同生活

的族語認證考試的學習中，

導向，而是要重視過程的參

經驗的孩子就是非常不公平

會跟著孩子學母語，甚至請

與及建置，或許教育部可以

的，應該以本土語課綱各學

族語老師到家裡個別指導，

參照該網站的模式，邀請各

習階段的內容為規準，以文

家長再忙都要學，而且報名

方人士廣納建言，從現有的

化性、生活性為主，建議有

考族語認證，這樣的家長對

模式中，修正與調整，逐步

關單位儘量用相關原住民族

孩子是多麼的鼓舞啊！所以

達到學生語文素養及學習興

語九階教材，或族語認證裡

孩子與家長同時上榜，更能

趣提升，日常生活中靈活運

的看圖說話做比賽題庫，學

表現自己是原住民的自信，

生透過熟悉的在地化的四格

那種喜悅不可言喻！然而，

圖片，較能侃侃而談表現大

回到部落，家長忙於生計無

方回答能自然流暢言之有
物，這樣才可以充分展現日
常生活使用母語的成果！
三、家長投入程度，影響孩
子學習族語的動機與成就

習經驗。個人建議，情境式
演說的圖片應該要充分考慮
到生活情境的差異性，盡量
以孩子的生活經驗為準，而

許多本土語老師，在比
較過原鄉與都會區的家長，
都發覺到都會的家長，比較
有危機意識！尤其是擁有原

用的本土語學習願景。
尤月蘭老師善用族語E樂園進
行數位教學。

述或提供的照片，身受感動

暇參與孩子的學習，族語的

不重視，但學校的校長、老

學習幾乎都是靠學校的一節

師其實都非常積極經營校園

族語課，而較優者則是因為

族語文化，時間的安排充

而在教材部分，在教育

其生活情境的薰陶扎實可

家中長輩仍堅持採用族語對

裕，老師較能充分備課，能

部及政大原民中心，這幾年

見，在學習文化同時也在學

話，或者在教會上仍有使

按著進度安穩的進行教學，

來陸陸續續編撰了各種族語

習語言，這是密不可分的，

用，而這只是族語使用的問

甚至主導與部落結合作老幼

的教材，算是很完善的教

所以我們用心教母語不是口

題，情境式的演說要運用到

共學活動。在平地的國中族

材，值得一提的是，在數位

號喊喊而已，用心傳承前人

語意的邏輯與結構式的表

語課並未納入正式課程，都

教學立了很大的功，影響具

智慧結晶，莘莘學子必感到

達，這樣一種非口語式的對

是利用社團或早修時間上族

深且鉅！全方位的教材在公

驕傲與自信是原住民的一份

話，考驗的是孩子的語文能

語課，因此學生學習效果很

網的「原住民族語E樂園」網

子。

力，試問除了學校的師長教

差。在高中族語課是選修

站，相關族語教材、測驗練

學外，又有多少家長能夠陪

課，學生感覺不重要，所以

習、教師教學手冊等等多元

著孩子做這樣的語文對話與

選修的人很少。學生程度參

豐富且具備影音檔，提供自

培養呢？這樣的一種社會資

差不一，若一起上課教材不

本的落差，也是造成都會區

同，難以兼顧也影響進度。

孩子在情境式演說表現優異

他們建議：最好將族語課納

的原因之一。

入正課，尤其高中應採學分
制，學生才會認真上課。都

需更加重視族語課程

民族實驗北葉國小學生邊學
習小米整穗邊聽奶奶講故事
讓學習更親近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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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從受訪者口中描

會區學校有的連上課教室都

綜上所述，筆者代為提

是借電腦教室輪流使用，且

出許多教育夥伴的心聲，其

蠻多是考試導向，一旦考上

實在原鄉的學校，就算家長

了族語認証就不上了！

他們如此帶領孩子探尋文化

學習族語的方法

的根，來體認母語之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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