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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現況之探討 

張國保*、胡茹萍**、于承平***、江翊嘉**** 

摘要 

 中華民國憲法明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我國教育基本法強調人民為

教育的主體。原住民族教育法強調原住民族教育權之尊重及保障。而原住民就讀

技職教育之比例，占原住民學生之比重最多，因而探討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之相

關性益顯重要。本文以文獻分析及文件分析法，探討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意涵、

現況及主要國家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之重點，據以提出促進我國原住民技職教育發

展之三點建議：第一、強化原住民參與技職教育政策規劃之管道及機會；第二、

兼顧原住民升學優待、適性發展及文化融合與保存之公平內涵；第三、研議規劃

提升原住民技職教育學習與就業之公平性。此外，應於我國原住民既有社會文化

發展脈絡下，擬定符合我國國情所需之原住民技職教育與訓練政策，發展教育公

平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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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Equity toward Indigenous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Kuo-Pao Chang* Ru-Ping Hu** Cheng-Ping Yu *** Yi-Chia Chi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our Constitution, there are 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the 

citizen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Fundamental Act, people are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rights. Furthermore, the Education A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s enacted to 

prot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will and wish of 

the people of indigenous ethnicities. Viewing from the ratio numbers that indigenous 

students are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VTE), 

and studying in private or public schools, most of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are studying 

at VTE system.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equity of indigenous VTE in Taiwan is 

essential. By literature-reviewing and document-analyz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equity and status quo of indigenous VTE in Taiwan, and to compare 

the policies among countries that are advanced in indigenous education. There are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follows: First, to increase acces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to participate the VET policy planning. Secondly, to maintain the 

advancement incentives,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r 

indigenous students in VET system. Finally, to promote the equity for indigenous 

students to approach both in VET and employment system. In addition, our own 

indigenous VET and training policy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under our 

indigenous people’s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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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憲法》第 5 條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律平等。」第 7 條「中華

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第 159

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可見憲法保障原住民接受教育機會之平等。

《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強調人民為教育的主體。《原住民族教育法》強調

原住民族教育權之尊重及保障。可見我國法律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的權益。依據教

育部統計處(2011)的統計，2010 學年原住民接受教育的情形分析，就讀高中學生

10,501 人，高職及五專學生 13,085 人；其中就讀私立高職及五專學生 9,435 人，

約占學生 72.25%；就讀大學 15,210 人，其中就讀私立大學學生 11,093 人，約占

學生 72.93%。由上資料顯示，原住民學生在國民教育之後的選擇教育中，不但

就讀技職教育之比例，占原住民學生之比重較多，且就讀私立的人數高於公立，

因而探討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之相關性益顯重要。 

教育是促進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一個公平正義的教育，能夠幫助每一

個人發揮自己的潛力，創造個人與社會的福祉。一般而言，大部分弱勢學生與社

經地位具有密切關係，他們多數處於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因為社會經濟的弱勢，

缺乏足夠的文化刺激，使其成為學習上的弱勢，導致無法獲得適足與公平的學習

機會，整個學習潛能無法有效開展，影響到教育功能的發揮。不管是社會經濟或

身心因素所造成的弱勢學生，政府有責任協助他們享有更好的教育機會與品質

（吳清山，2010）。教育對身處在社經弱勢的原住民族群，照顧其公平合理的教

育，尤為重要。目前全球原住民人口約有二億五千萬人，對大多數具被殖民經驗

的原住民族群而言，教育更有文化傳承與延續民族命脈的意義；不幸的是，在殖

民的過程中，強勢文化的侵入與壓迫導致原住民族群文化、社會制度、價值體系

等遭受無情的摧毀。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住民族群對教育改革的期盼，日益殷切

（周惠民，2009）。 

從 60 年代人權運動興起，教育始終是原住民族群爭取權益的重要訴求之

一，追求教育權益和公平的呼聲，並未因時代變遷而稍歇（周惠民，2009）。由

於我國傳統士大夫觀念影響、國民所得增加而子女數變少、師資培育制度與升學

主義及教育資源分配不均等因素之交互影響，產生社會經濟背景弱勢學生集中在

技職教育就讀的現象，讓技職教育「次等選擇」的標記更加深化。在政府推動實

施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之際，若不能改善技職教育不公平現象，則無異迫使學生

與家長強化優先選擇普通高中的動機，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將因此而增

加實施困難度（張國保、胡茹萍、廖俊仁、江翊嘉，2011）。 

我國原住民族學生因文化殊異、父母社經地位，甚至因居住的部落地處偏遠

等因素，導致其於教育上處於與一般學生相對弱勢地位，其差異亦反映至學生各

教育階段之學習成就上，因基本學習能力較低，亦引發各教育階段課程銜接問

題，輟學、退學時有所聞；又因技職教育為次等選擇之標記，導致進入技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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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住民學生，相較其他原住民學生則更顯弱勢。教育為改變個人社會階層之主

要途徑，故原住民學生技職教育公平問題，實應積極關注。 

綜上，本文以文獻分析及文件分析方法，探討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意涵、現

況及主要國家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之重點，據以提出我國原住民技職教育政策之建

議，供原住民教育政策規劃之參考。 

 

貳、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之相關意涵 

教育公平係為達成「人盡其才」的目標，使人人均能因接受到公平的教育而

得到潛能的充分發揮。亦即個人若因種種教育不公平因素，阻礙其才能的發展，

將進而降低整體社會知識創新能量及國家的發展，其損失將不僅止於個人，亦將

是社會的損失。故近年來各國均積極關注此一領域，以謀求國民之教育福祉。以

下僅就教育公平之相關文獻及文件，進行探討。 

一、教育公平之意義 

教育公平(educational equity)應當如同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權一樣，是人與生俱

來賦予的社會權益。個人不能因為出身背景（如父母的社經地位、區域、文化及

語言）與身分（如性別、身心障礙）而遭到不同品質與機會的教育待遇，甚至於

被剝奪受教權益。一切因個人社經及文化背景與個人特殊條件而受限的教育制度

與教學措施，以及憑藉本質上就不平等的競爭和標準來決定受教育機會與品質，

都是不公平及不平等。教育公平即是要摒除這些阻礙，積極地提供相等的教育機

會，讓所有的學生都能發揮個人潛能（彭森明，2005）。 

其次，所謂的「公平」，最根本的精神應該符合正義的原則，而其內涵主要

在於機會的均等。析言之，無論在教育的起點或過程中，學生不會因為智能、學

習能力、學習性向、學習風格、或社經背景、性別差異等的不同，而受到歧視或

剝奪其學習和追求成就的機會。此等正義不是康德式的正義，也不是功利主義式

的正義，比較偏向契約論的正義。故教育公平除了符合正義原則外，也需符合人

性和倫理的原則。所謂教育「公平」的內涵，應包括正義、人文與倫理性，尤其

是主體性和自主性更為關鍵。至於其內涵則包含客體環境質與量的公平，更應包

括自主性和自我認同的保障，以及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懷（溫明麗，2006）。 

故所謂的教育公平，並不僅止於公平的入學機會，亦非是齊頭式平等，而應

設法將出身背景（如父母的社經地位、區域、文化及語言）與身分（如性別、身

心障礙）等阻礙教育不公平的因素去除。同時在教育上並不能因學生個人智能、

學習能力、學習性向、學習風格等學習因素，阻礙其參與教育學習，學校教育應

積極探索學生性向及潛能，不應僅看到弱勢能力，更應積極強化優勢能力，教育

出具備自信能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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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及 OECD 對教育公平之觀點 

依據歐洲議會歐盟對內政策（教育及文化）委員會(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ies of the Union(Culture and Education))對教育

公平之定義：個人接受教育及訓練是否受限，取決於機會（opportunities）、管道

（access）、處遇（treatment）及成果（outcomes）等概念，這些概念是植基於不

同的需求：首先是均等的機會，其次是實質平等的管道、處遇及成果（內部或外

部）。除第一項概念強調潛在的平等外，其他的三項概念都是關注實質的平等，

也就是有相同的接受教育服務的管道、能夠因為平等的對待而獲益，以及獲得相

同的成果(Demeuse, Baye & Doherty, 2007)。而依據該委員會定義，若一項教育制

度被定義為公平的，則必須符合下列二點：首先，教育與訓練制度的成果必須獨

立於社經背景及其他導致教育劣勢的因素，其次，處遇必須反映特定的學習需

求，亦即需提供適性的教育(Demeuse, Baye & Doherty, 2007)。 

而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亦提及均等（Equality）一詞，常用於高低地位群體教育成

果間的差異，諸如社經（socio-economically）優勢及劣勢學生，故若欲達到均等

的成果就必須確認「公平」（equity）之存在—包括公正分配學校資源。故瞭解

「高-低地位」群體間影響教育成果差異的因素是相當重要的，諸如學校具備正

向的教師與學生關係、合格的教師及完善的教學設施(OECD, 2011）。這些措施

在於達到不同社經地位學生，均能獲致相同的學習成就，不因其家庭低社經地位

而致低學習成就，教育公平不在於每位學生分配到相同教育資源，而在於最終教

育成就的均等。基此，教育資源更應挹注於教育弱勢的學生，提升其至一般學生

相同的教育地位。 

故提及教育公平，不僅是教育平均數量是重要的，而是如何分配至不同族

群。而增進教育公平將更能因此獲得更多利益，教育公平的重要性顯現於下列各

層面(Levin, 2003)： 

（一）教育公平為所有人民極為重要的人權，其使人民具有合理的機會以發

展他們的能力並完全參與社會。這項教育權利是被承認的，如聯合國兒童權利宣

言。 

（二）由於機會不是公平分配，所以也導致人們的才能未被充分發揮。人們

未能發展他們的技能及能力，不僅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因為相當大數目

的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學習，所以我們不知道損失掉多少傑出科學家、作家、藝

術家或教師。 

（三）幾乎每人正向生活成果均伴隨較高層次的教育－不僅是改善就業及薪

資，而是代表健康、長壽、成功的父母、及公民參與等等。所以一個社會有許多

民眾沒有足夠的技能參與社會經濟活動，將會付出安全、健康、所得支持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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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利等之高額社會成本支出。 

（四）社會凝聚或信任，是支持成功發展國家的重要因素，越多的不公平將

伴隨較低水準的社會凝聚與信任，也因此阻礙國家許多領域發展。 

三、教育公平指標之探究 

    (一)國外教育公平指標 

1998 年，OCED 提出 INES(Indicators of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專案並就

教育公平觀點成立研究團隊。其目標在於發展概念性及方法論的架構以提出系統

性的均等及公平指標。此一團隊將 OECD 會員國的特性納入考量發展出系統性

的公平指標，詳如表 1 所示(楊深坑，2008；OECD, 2000; Louzano, 2001)： 

表 1 系統化教育公平指標之概述 

1.系絡 

1.1.社會及文化系絡 
1.1.1.社會資源的不公平 

1.1.2.文化資源的不公平 

1.2.政治系絡 
1.2.1.公平的規準 

1.2.2.制度公平的判斷 

2.過程 

2.1.接受到的教育數量 
2.1.1.學校教育的時間長度 

2.1.2.教育支出 

2.2.接受到的教育品質 
2.2.1.學習地位的不公平 

2.2.2.生活品質的不公平 

3.內部結果 

3.1.個人間的不公平 
3.1.1.能力的不同 

3.1.2.低於及格門檻的比率 

3.2.族群間的不公平 

3.2.1.社會背景（SES） 

3.2.2.父母的教育成就 

3.2.3.性別 

3.2.4.種族及少數族群 

4.外部結果 

4.1.教育不公平的個別後果 
4.1.1.經濟及社會的後果 

4.1.2.非貨幣後果 

4.2.教育不公平的群體後果 

4.2.1.個人優勢及最少優惠者

的不公平 

4.2.2 制度上的不公平 

資料來源：楊深坑（2008）; Louzano(2001)；OECD(2000)  

OECD 提出 10 項達成教育公平步驟建議，藉以降低學校失靈及輟學率，俾

以促使社會公平，及避免因具備較少基本技能之社會邊緣成人，所導致之大量社

會成本支出(楊深坑，2008；OECD, 2008)。這 10 項步驟含括設計、實務及資源

三大面向：1.設計層面：包括(1)限制早期的分組統計及能力分組，延後學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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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學校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審慎管理，避免危害教育公平。(3)在中等教

育之後，提供具吸引力的教育方案，有效地連結職業世界，及早預防輟學。2.

實務層面：包括(4)提供除了教育學習以外的第二個選項。(5)定義及提供系統化

協助學業成績落後者，並減少重複修業年限。(6)強化學校與家庭的連結，以協

助劣勢雙親幫助他們的孩子學習。(7)回應多元文化及提供移民及少數民族融入

主流教育。3.資源層面：包括(8)對所有人民提供強而有力之教育，並優先提供早

期幼童照護及學校教育。(9)直接將資源挹注在學生最主要的需求。(10)設定教育

公平更多具體目標，特別是低學習成就及輟學學生(楊深坑，2008；OECD, 2008)。 

    綜上可知，探討教育公平不能太早限制學生學習與試探機會，須開放學校教

育選擇權，協助學業成績落後、劣勢者的孩子學習成長，以多元文化及提供移民

及少數民族融入主流教育，將資源挹注在學生最主要的需求，提升低學習成就及

輟學學生接受更多教育公平的學習機會。 

    (二)技職教育公平指標內涵 

我國鑑於教育公平重要性，並據以發展一系列指標，用於檢視衡量我國教育

現況，並去除阻礙教育公平發展之不公平因素，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包含各教

育領域之教育公平指標大型整合性研究。其中之技職教育公平指標架構與項目，

係以「社會結構」、「法律制度」、「個別差異」、「補償措施」及「適性發展」等五

大縱軸構面為基準，再依背景（說明縱軸構面之現況）、輸入（說明縱軸構面之

資源投入）、過程（說明縱軸構面之機制建置）及結果（縱軸面向之背景面，於

經資源之投入及機制建置而產生正向之評價、效能或具體表現），詳如表 2 所示

（張國保、胡茹萍、廖俊仁、江翊嘉，2011）： 

資料來源：張國保、胡茹萍、廖俊仁、江翊嘉（2011） 

表 2  技職教育公平指標架構與項目 
 

背景 輸入 過程 結果 

社會結構 
學生家庭社會

經濟地位 
教育資源分配 職場銜接 

社會對技職教育評

價 

法律制度 
現行技職教育

法規及政策 
法規與政策訂

修 
法規與政策宣

導機制 
技職教育特色 

個別差異 學生先備能力 課程與師資 教學策略 技職教育效能 

補償措施 
文化不利、經濟

不利學生概況 
獎助學措施 學習輔導 學習成就表現 

適性發展 學生定向 適性學習 適性輔導 自我現實 

橫 
軸 縱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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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OECD 發展教育公平指標經驗，其強調各教育階段共通適用的指標

項目，包括社會及文化脈絡、政治系統、接受到的教育數量與品質，個人及族群

間不公平之因素，但不同階段之教育公平，仍有其不同的衡量方式。而我國發展

技職教育公平指標則強調社會結構、法律制度、個別差異、補償措施、適性發展

等面向，其與 OECD 指標相較，我國發展之指標則更為強調個別差異及適性發

展等面向，強化弱勢學生參與教育的實質公平而非形式公平。 

 

四、聯合國原住民族權利宣言－教育權 

「聯合國原住民族權利宣言」於 2007 年 9 月 13 日由聯合國大會表決通過，。

該宣言所肯定之權利事項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領域之自決與自治權、反歧

視、認同權、族群及其成員之自由與安全、免於同化與強制遷徙、語言、教育與

文化權、媒體近用權、決策參與權、發展權、土地及自然資源權、補償權及智慧

財產權等。」上述條文內容之確立，目的在於揭示彌補原住民族歷史上所遭遇不

正義對待之基本原則，希冀藉此達致族群平等、和諧、相互承認與尊重之理想正

義社會。對於正值逐步落實轉型正義、原住民族相關權利立法尚待完成的我國社

會而言，國際規約所載明之特定原住民族權利事項，著實可作為我國未來憲政體

制實體安排之參照依據（石忠山，2007）。 

該宣言有關「原住民族教育權利」之保障，明定於第 14 條條文（石忠山，

2007）： 

1.原住民族有權建立和掌管它們的教育體系和機構，用自己的語言和適應其

文化的教學方法，提供教育。 

2.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有權不受歧視地獲得國家提供的各種程度和

各種類別的教育。 

3.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讓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包

括生活在原住民社區外的原住民，在可能的情況下享受用自己的語言提供

的原住民文化教育。 

上開宣言之權利事項，包括第 1 項強調應由原住民規劃並建立其原住民族教

育體系；第 2 項則規範原住民學生進入一般教育體系，均可充分獲得適性教育及

教育公平的機會；第 3 項則是不論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均可獲得以其族語教

學的原住民文化教育，故在論及原住民教育公平，仍應將其作為參照依據。 

綜合而言，國際對教育公平之重視，似可參照我國技職教育公平指標之研究

建構方向，用以檢視我國技職教育、原住民教育等公平現況，以促進我國原住民

技職教育的積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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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我國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現況 

    我國相關法令均在強調公平正義，在教育公平上亦是如此，其強調對於弱勢

族群的扶助並使其成長。因教育不公平導致個人無法發展其潛能，不僅會增加社

會福利成本支出，亦會因失業等因素導致各項防制成本，故致力於教育公平，將

可有效降低其他成本支出，進而增加教育挹注。其正向循環，有助於國家社會發

展。以下就原住民教育發展之法制、升學優待、適性輔導措施及原住民重點技專

校院等現況分析如後。 

一、我國原住民教育法制規範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同條第 12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參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

展……」（法務部，2005a）。《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7 條亦規定：「政府應依

原住民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利；其相關

事項，另以法律定之」（法務部，2005b）。《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 條（立法

宗旨）規定：「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特制定本法」（法務

部，2004）。這些重要的原住民族教育法條，都強調對原住民族教育權之尊重及

保障，以及對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之積極維護，並應依據原住民族之意願落實推動

（周惠民，2009）。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4 條規定（法務部，2006）： 

人民無分性別、年齡、能力、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理念、社

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

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令予以特別保障，

並扶助其發展。 

這項規定，具有雙重的意義，一則強調每一個人應該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

二則對弱勢族群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並給予保障及協助，以利其發

展。《教育基本法》理念的落實，就是一種教育公平正義的實現（吳清山，2010）。 

故在我國《憲法》及《教育基本法》中，除了強調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教育

公平外，最重要的是《憲法》強調原住民教育的實施應依據原住民的意願落實推

動，教育基本法所強調之原住民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令予以特別

保障，並扶助其發展。亦即在教育公平原則下，除扶助其發展外，更應強化原住

民族教育發展之自主性、特殊性及自我意願，政府在發展原住民技職教育時，應

著重原住民族積極參與教育決策，並應就其特殊性保障其文化傳承。 

二、原住民學生技職教育升學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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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原住民族學生公平之入學機會，教育部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6 條規定（法務部，2004），訂定《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

（法務部，2011），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機會，並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透過訂定辦法給予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措施，減輕原住民學生就學經

濟負擔，提高就學意願，落實教育機會均等。現行原住民升學優待措施如下（教

育部、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一)依據現行《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規定，原住民

學生參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不含研究所、學士後各學系)新生入學考試，取得原

住民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者，加原始總分 35％；未取得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者，

加原始總分 25％，且自 99 學年度招生考試起，加分比率將逐年遞減 5%，並減

至 10%為止。以其他方式入學者，可由各校酌予考量優待（全國法規資料庫，

2011）。  

(二)原住民學生錄取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以原核定招生名額 2％提供，其

計算遇小數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數計算。但遇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

及特殊科系，得衡酌學校資源狀況及區域特性調高其比率，提供原住民學生充分

之入學機會。 

自臺灣原住民族教育與語言教育政策的轉變來看，隨著 1994 年開始實施的

「鄉土教育」、1998 年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據以落實尊重原住民文化主體

性與教育權之自主性，以及 2000 年九年一貫課程中實施的本土化教育與母語課

程等多元文化教育具體措施之外，教育部更在 2006 年 7 月修正《原住民學生升

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規定原住民學生的升學與考試優待不再齊頭性

平等，原住民學生必須依據「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之標準，規定未通過

認證者將逐年減少加分的比例，希望藉此促使原住民積極學習、保護族語。誠然，

為促使原住民積極學習本族族語，故而重新調整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制度，這或

許更能彰顯加分的正當性與公平性，但是，此一制度卻也招致沒有排定學習課

程、學習節數不足或者打壓弱勢等質疑（王俊斌，2007）。 

三、原住民技職教育學生適性輔導措施 

我國原住民學生常因文化差異，無法適應學校教育的課程與生活，產生學習

挫敗感，進而影響其未來的升學和就業。雖然目前有各項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幫

助原住民學生升學，但是這對文化殊異的原住民學生而言，僅在於提升其入學機

會，但進入學校後若無任何生活及學業上之適性輔導措施，仍將導致其提早離開

學校（謝嘉璘，2006）。 

其次，原住民學生在國中畢業後，有相當高比率的學生放棄繼續升學，或於

進入高中職後因故放棄學業。2008 學年度原住民大專校院學生退學人數 1,275

人(男生 594 人、女生 681 人)，退學率為 7.77%；一般生退學人數 70,830 人(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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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0 人、女生 28,390 人)，退學率為 5.36%，原住民學生退學率高於一般學生

2.41 個百分點（教育部、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故在原住民族學生較一般學生退學比例高之情況下，為強化原住民技職教育

學生適性學習並適應學校生活，教育部訂定補助要點改善技專校院原住民學生之

學習情形（教育部、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一）訂定《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辦理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實施要點》

（2010 年 1 月修正為《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學辦理原住民教育實施要

點》，並自 2010 年 2 月 1 日生效），每年編列預算新臺幣 1,383 萬餘元，補助原

住民學生 100 人或占全校學生人數 10﹪以上之技專校院，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

99 年度符合條件之學校計有 11 所技專校院。 

（二）2006 年至 2010 年合計補助 12 所技專校院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累

計補助金額新臺幣 7,750 萬餘元，受惠人數為 11,418 人次。 

（三）辦理原住民學生職場培訓及實習；辦理技職學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

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精訓練，提升原住民學生就業能力；辦理原住民學生生

活、課業與生涯規劃輔導；辦理原住民學生就業參訪，認識企業工作信念與態度，

及不同文化工作觀；辦理原住民傳統文化、語文、技藝學習；辦理原住民學生返

鄉社區服務；推展各校原住民教育特色，充實相關教學設備及設施等。 

（四）技專校院辦理原住民學生課業補救教學，經由學校安排教師及小老師

的課業輔導後降低原住民學生退學率。 

綜上所述，我國在強化原住民技職教育學生的教育公平措施上，除升學優

待、學雜費補償措施外，近來因上述措施進入技職學校就讀之原住民學生，仍會

因為文化殊異導致無法融入學校生活，若因升學優待而進入技職學校就讀，其基

本能力無法趕上一般學生而產生學習上的困難，故積極導入教學輔導措施，以增

進其學習意願並降低輟學及退學率，但仍舊無法徹底解決文化差異所導致的適應

不良問題。 

四、原住民重點技專校院 

為發展原住民特色，協助原住民學生融入學校生活，教育部積極補助技專校

院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依《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辦理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

育實施要點》，補助原住民學生數達 100 人或占全校學生人數 10﹪以上之技專校

院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2009 學年度符合條件之學校有長庚技術學院、慈濟技

術學院、明志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大仁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等 8 所技專校院（教育部，

2011）。各校得選擇優先辦理項目如下： 

1.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與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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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各類專技人才。  

2.辦理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精訓練，提升學

生就業能力。  

3.成立原住民社團，辦理生活、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活動，或

辦理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講座。  

4.辦理原住民學生就業參觀活動，認識企業工作信念與態度，及不同文化

工作觀。  

5.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進修研

習。  

6.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供網路學習資源，人才資料庫

及就業，考照、升學等相關資訊。 

7.分區選定中心學校，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發展，並配合評鑑輔導。  

8.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綜觀此一措施，關心重點僅在於原住民地區的原鄉學校，忽略推動移居都會

鄉鎮區的原住民學生教育。從實施成效來說，原住民重點學校缺乏動態的長期追

蹤與統計名單，因此無法從整體規劃的角度來擬定原住民人才重點培育與就業安

排的永續發展方向，而且教育部有關原住民族技職教育的業務零散地分在技職

司、中教司、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和教研會，並無統整主政單位，若能建立統籌主

管原住民教育單位，對於原住民技職教育發展及教育公平的體現，將有更大助益。 

 

肆、主要國家原住民教育公平措施 

各國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對原住民教育提出保障措施，如何擷取他國發展

原住民教育公平機制，提供我國借鏡，作為原住民技職教育政策發展及改進之參

考，有其必要性。以下簡述加拿大、澳洲、紐西蘭及美國等國之發展措施。 

一、加拿大原住民教育 

加拿大原住民族群分為北美印地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s）、美提斯人

（Métis）及伊紐特人（Inuit）三大族群，統稱為「第一國族」（First Nations），

表示他們享有共同的原住民文化、歷史和殖民時期的遭遇，也說明他們才是最早

的加拿大居民，更應擁有自決和自治條件（李瑛，1999；謝嘉璘，2006；Mendelson, 

2009）。 

為培育中等教育後專業訓練人才及原住民部落成人，加拿大聯邦政府補助培

育及訓練經費，使原住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能有所改善，其發展政策由

原住民自己制訂，在成人教育方面包括成人基本與識字教育、成人入大學銜接與

先修課程、原住民語言能力的採認，以及發展部落主導的高等教育機構

（Aboriginally Controlled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此類型的高等教育機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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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涵蓋原住民社區價值與需求，並建立一般高等教育機構與原住民高等教育機

構之間學分採認與轉移的制度(Accreditation and Transfer of Credit)（李瑛，1999；

謝嘉璘，2006）。 

二、紐西蘭原住民教育 

紐西蘭原住民族群以毛利人(Maori)為主，為使毛利人在所有教育領域得以

充分的參與及發揮，政府訂定二大教育目標：1.在普通教育體系中，讓毛利人和

各種族的學生有均等參與教育的機會，並使毛利學生有所成就；2.建立以毛利語

為教學媒介之教育體系，以保證毛利語的復興而成為毛利人的日常語言（謝嘉

璘，2006）。為解決毛利學生因為文化差異，無法適應教育體系，因應學習成就

不佳的問題，紐西蘭政府規劃毛利教育體系，設計符合毛利學生的課程和求學環

境，藉此減少毛利學生對一般教育體系適應困難的情形。此外毛利學生的輟學率

較非毛利學生高，紐西蘭政府成立有別於一般教育體系之多樣性學習中心，使無

法於一般教育體系學習的學生回到學校，並給予毛利學生學習毛利語和文化訓練

的機會，使其有機會為自己族群服務（謝嘉璘，2006）。 

三、澳洲原住民教育 

澳洲原住民係以 Koori 人為主，因其膚色較黑，又稱為黑人，此外澳洲北部

亦有若干與新幾內亞相近的少數民族，稱為托烈斯海峽島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澳洲原住民高等及職業教育之政策目標在於使原住民在義務教育結

束後的高等教育、技術及擴充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TAFE）及

高等教育的參與率與所有澳洲人民相等，並保證其就學品質，其具體作法包括增

加就讀人數、課程與服務以消除種族偏見與歧視、增強原住民的自我價值認同、

提供適當的文化教育與訓練機會、提供更多能增進原住民就業的相關課程、增進

瞭解原住民學習需求的師資等（謝嘉璘，2006）。 

澳洲《原住民教育法》(Indigenous Education Act, 2000)規定，澳洲原住民教

育共有 5 大目標、24 項細部具體達成目標，提供原住民公平適切的教育成果、

原住民公平的教育路徑、原住民公平的教育參與、增加原住民在教育政策的決策

參與，及發展文化上適合原住民的教育。而「原住民教育政策」(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s Islander Education Policy)訂有 4 大目標及 21 項具體達成目標，

該政策與《原住民教育法》的 5 大目標、24 項細部具體達成目標雷同，最重要

的是：「原住民參與教育決策過程」的 6 項細部具體達成目標，包含：(1) 針對

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之計畫、執行、評估建立有效安排以利原住民參

與決策過程；(2) 在教授原住民文化、歷史、語言等課程時，增加聘用原住民作

為教育行政、教師、課程諮詢、助教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或社區教育者；(3) 針

對中等教育後(包括技職教育、進階及擴充教育)之計畫、執行、評估建立有效安

排以利原住民學生和原住民社區參與決策過程；(4) 在技職教育、進階及擴充教

育機構中，增加聘用原住民作為行政人員、教師、研究者以及學生服務專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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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育、訓練服務，以提高原住民在參與教育決策過程中的技巧；以及(6) 廣

納原住民社群針對現行條款關於聯邦、省政府教育決策的建言（范盛保，2009）。 

依據澳洲教育、就業及職場關係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所提出之國家原住民及托烈斯海峽島民教育政策（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ducation Policy, AEP）包括四項主要目標：

原住民及托烈斯海峽島民參與教育決策；教育服務之公平入學機會；教育參與的

公平；均等及適當的教育成果（DEEWR, 2010）。 

四、美國原住民教育 

美國原住民高等教育的發展持續了幾個世紀，但西方的教育方式導致原住民

文化、語言及傳統風俗的迅速流失，原住民學生在主流大學裡遭到歧視、壓迫，

終致中途輟學，這些問題一直未被正視，許多學者甚至將原住民的學業成就低落

及高輟學率歸咎於文化不利，甚至是基因上的問題。表面上提供相當的經費來幫

助學生進入大學就讀，似乎已表現了政府關注原住民高等教育的態度，但對於根

本的體制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問題卻視若無睹，以致於許多原住民

青年對大學教育望而卻步。許多進入大學就讀的原住民學生都經歷了某種程度的

格格不入，往往無法適應主流文化，而感到疏離，對自己的族群文化及語言產生

認同上的衝突（周惠民，2007）。 

故部分部落開始著手規劃政府提供的經費來設計具有部落文化特性的教育

方案及課程，並與社區學院合作提供場地和必要的人力資源，使原住民青年學子

可以就近學習自己的文化和語言，解決學習適應的難題。由於許多原住民保留區

地處偏遠，和外界的聯繫不易，部落大學的設置即針對部落的這種特性而設立，

給予社區部落相關的資源和協助，社區也可以利用部落大學的設備來從事文化教

育的工作（周惠民，2007）。 

綜合加拿大、澳洲、紐西蘭及美國發展原住民教育經驗觀之，其強調原住民

對其自身教育政策的發展積極參與，才可從原住民本身教育需求立場了解，進而

規劃適宜之教育政策，以達到教育公平之願景。而在原住民之自主性、特殊性及

自我意願參與教育政策規劃下，逐漸朝向原住民雙軌教育體系發展，一為參與普

通學校教育，另一為建立原住民教育體制，即是包含原住民學校及部落大學等。

即是透過原住民教育體系，由原住民就其社區及教育需求進行教育規劃，使原住

民學生消除因文化殊異或文化不利所產生之學習問題，並可透過普通教育體系與

原住民教育體系之學制學分相互採認，以達教育公平的目標，進而促進原住民學

生學習效能的提升與就業能力的精進。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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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藉由文獻分析及文件分析法，探討教育公平相關文獻、國內原住民教育

現況、主要國家原住民教育發展措施，歸納本文結論如次。 

    (一)我國原住民技職教育現況，仍存在不公平現象 

    本文發現，原住民學生在義務教育之後，占多數比例的學生就讀技職教育與

私立學校教育。而技職教育與私立學校教育都是家長與學生升學主義下的次等選

擇，凸顯技職教育學生在升學與教育上的不公平現象，因而對學習效能與就業機

會失去公平競爭的劣勢。 

    (二)為追求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宜落實教育公平指標的實踐 

    本文歸納教育公平指標以為，不能太早限制學生學習與試探機會，須開放學

校教育選擇權，協助學業成績落後、劣勢者的孩子學習成長，以多元文化及提供

移民及少數民族融入主流教育，將資源挹注在學生最主要的需求，提升低學習成

就及輟學學生接受更多教育公平的學習機會。目前國內研究之技職教育公平指

標，係以「社會結構」、「法律制度」、「個別差異」、「補償措施」及「適性發展」

等五大縱軸構面為基準，再依背景、輸入、過程及結果面歸納交集，可作為探討

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的參考。 

    (三)我國原住民教育發展已有相當基礎，惟尚有精進空間 

    本文發現，我國在原住民教育發展之法制、升學優待、適性輔導措施及原住

民重點技專校院之實施，已初具基礎。惟在原住民族教育的課程規劃、教育實施

等並未授由原住民自主決定，且較重視表面的升學優待，疏於照顧實質的就學輔

導，以致產生中輟現象，尚有精進空間。 

    (四)主要國家原住民教育公平措施，可供我國政策參考 

    本文綜合歸納加拿大、澳洲、紐西蘭及美國發展原住民教育經驗，朝向原住

民之自主性、特殊性及自我意願參與教育政策規劃下，逐漸朝向原住民雙軌教育

體系發展，亦即避免以弱勢族群、補償性的社經不利學生印象，改以尊重原住民

特色之教育，以維繫公義社會的多元價值。 

 

二、建議 

本文依據上開結論，綜合歸納三點建議如下： 

（一）強化原住民參與技職教育政策規劃之管道及機會 

《憲法》強調原住民教育的實施應依據原住民的意願落實推動，《教育基本

法》所強調之原住民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令予以特別保障，並扶

助其發展。故在規劃原住民教育政策時，應給予原住民充分參與及表達意見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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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畢竟原住民自身最瞭解其教育需求，故能藉此到建構符合原住民教育需求之

教育政策。各主要國家之發展經驗觀之，自主性乃主體之展現，是以，原住民技

職教育之內涵及特色，應將原住民代表納入，以利了解原住民族之具體需求。 

（二）兼顧原住民升學優待、適性發展及文化融合與保存之公平內涵 

我國在發展原住民教育政策上，強調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學雜費減免等措

施，但此舉在於強調入學機會均等及不因無法繳交學費而退出教育體系。未積極

關注實質文化殊異而致生活適應問題、或因基本能力不足造成課程銜接上學習困

難等因素。因此，政策上應積極透過教育資源挹注，輔導其繼續留在教育體系中，

否則僅可做到形式公平，而不能達到實質的公平。 

（三）研議規劃提升原住民技職教育學習與就業之公平性 

我國雖已透過原住民重點技職校院落實原住民技職教育及教育公平，但其仍

以普通教育為主，強化原住民發展特色為輔，其著重原住民特色發展及文化傳統

之保存。但就各國發展原住民教育經驗，多已朝向普通教育體系及原住民教育體

系雙軌發展，並由原住民依需求自行規劃所需課程教材及教學方式，並發展部落

技職大學，值得政策規劃之參考。尤其是如何促進與提升原住民技職教育學習與

就業之公平性，更值作為未來政策規劃的重點，以確實落實原住民技職教育公平

之實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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