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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在原鄉 
劉世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在臺灣，原住民給人的形象往往

是很會唱歌、跳舞，然而這只是選項，

並非宿命。因此，一群森林國中（簡

稱森中）教師群毅然而然地挑起這項

原民教育傳承的重擔，將偏鄉學校教

學原鄉文化相結合。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八八）

風災後，森中滿目瘡痍，聯外道路被

摧毀殆盡，僅剩一條跨越濁口溪的泥

濘河道，這是當時部落聯外的唯一道

路，森中操場的大樹被緊急鋸掉，多

出來的空地充當救難直升機的停機

坪，我的首訪，是從隆隆作響的濁口

溪河床道開車到達的，研究期間，森

中有一位校長、八位教師和一位替代

役，鼎盛時期，魯凱學生人數不過五、

六十人，多是單親或隔代教養。 

偏鄉學校的宿命往往淪為師資培

育新兵的訓練站，森中卻不像鄰近學

校，這所臺灣中央山脈南端偏鄉小校

的科展綻放驚人的能量，讓森中在

六、七年內未曾有過教師異動。在臺

灣，一校能有一位師鐸獎得主即相當

不易，森中僅八位教師就有四位特殊

優良教師，三位師鐸獎得主。是什麼

因緣與力量讓這些教師堅持留在偏

鄉？這所小校如何搖身一變成為全國

百大國中？ 

 

二、研究方法與實施 

森中師生主動探索部落耆老智

慧，將之融入課程，讓原住民學生從

中找到認同與自信。雖然師生人數

少，卻士氣高，偏鄉資源雖少，孩子

們確有熱情的教師們加持，教師異動

率低，彼此的革命情感與學校文化共

榮。多半教師住宿校園，彼此內部運

作關係密切，由於彼此信任度高，默

契十足，較能凝聚出共同目標，他們

籌組的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簡稱 PLC），能突

破自己教室有形與無形的牆，讓他們

擁有共同信念、目標或願景，經由持

續性分享交流、參與學習、相互激勵，

提升彼此的知識、情感與教學技能，

加上彼此不斷反思、對話及辯證，降

低孤立，經由校長與教師的密切合作

整合課程與活化教學設計，以傳承魯

凱文化為願景，結合家長、社區人士、

社會人士、教務人員與教學第一線的

教師共同努力，建立一切為學生的共

同理念。Ouchi(1981)的「Z 理論」強

調親密(intimacy)、信任、合作、團隊

工作、平等主義集體意識和歸屬感，

管理者要努力營造和諧的環境，使人

們在和諧的氛圍中全面發展，森中就

在建構這樣的氛圍。 

(一) 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此乃建構行

為意義與獲得分析詮釋的活動，透過

系統性譯碼過程來蒐集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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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zin(1989)建議進行三角校正用下

列四種方式：（一）多元資料；（二）

多元研究者；（三）多元理論及（四）

多元方法。本研究用 Denzin 的觀點，

採用訪談（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訪談），

實地田野觀察則是三年間經年累月融

入現場，藉以觀察現場人們的活動，

深入詮釋森中的脈絡以全面瞭解其文

化、學校官方文件(如森中會議紀錄、

報告、各式出版品、校史與教材)、私

人文件（如自傳、研習與個人證書）

與影像(黑米祭典)等。除上述外，本研

究輔以 Facebook 的私訊網訪，多種資

料來源（照片、影音與網路）或多個

參與者的向度（透過訪談小文校長、

大帥、羅頭目、馬原外與烏巴克）進

行三角校正，來增強資料間的可靠度。 

本研究運用電腦輔助質性資料分

析軟體（NVivo 11 pro），結合數位相

機的影音與拍照功能，加上新興的網

路 筆 記 本 APP （ OneNote 與

Evernote），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Mendeley、RefWorks、Zotero），線上

調查網站（SurveyMokey）讓研究更加

便利，使質性分析具有豐富與多元之

面貌。森中的學校正式文件為主，加

上主要報導人相關私人文件為輔，經

NVivo 仔細編碼與整理成節點後，形成

主軸與樹狀節點，並利用 Text Search

進行重要關鍵搜尋，再利用矩陣

(Matrices)將資料進行行列處理。 

本 研 究 進 行 同 儕 報 導 (peer 

debriefing)，即外界審核者來執行資料

檢核(peer review)，我常與碩博研究生

參與下三社（茂林、萬山與多納，即

森中的學區）之旅並一起討論，我結

合民族誌，紀錄魯凱族群、社會文化

等脈絡，三年長期浸淫在現場（森中）

與報導人發展社會聯繫與建立信任關

係，有助於完整蒐集資料，以方法的

三角校正、脈絡化與非主觀的方向來

降低研究偏見的負面影響。 

(二) 大帥主任的故事 

限於篇幅，本研究僅針對大帥主

任一人為本文主要報導人，大帥主任

是客家籍，擅長理化，是森中的教導

主任也是三朝元老，講話詼諧幽默的

他雖非師範系統出身，化工專長的他

對科展情有獨鍾，高二時因寫了宿舍

環境的週記，牴觸學校上層意旨，差

點被勒令退學，幸虧導師力保，加上

其父親入校要他寫悔過書，才勉強保

住學籍，大帥曾讀實驗班，學校不斷

換任課教師，幸好全班同學都很努

力，沒被看扁。他在偏鄉一留十五年，

與他中學實驗班常更換教師的困擾與

導師力保的經驗有關。甫到森中時，

全校教職員連同校長僅五名，學生僅

28 位，森中的好山好水，容易讓人感

覺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讓剛任

教且充滿血性的大帥有點難以適應。 

有次觀摩他人精彩國文科語文競

賽教學，他發想：「若能在全國科學競

賽得名，一生就值得了。」不料，卻

被朋友譏笑為「最不可能的任務」，建

議他請調市區學校較有機會。由於偏

鄉學校教師流動率高，教師如同候鳥

般來去，有所謂「七上八下」（七位新

進教師，八位教師調動）的現象，大

帥剛到時，魯凱學生問：「下學期又要

換誰教？平地來的老師不是都一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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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走了……我們也習慣了！」他聽完

很「心酸」，他中學常換教師的經驗湧

上心頭，對這群原鄉學生不禁心疼起

來，於是大帥與同仁們發願要守護此

地，他與後來的老師群共組團隊：到

森中任職的老師不是候鳥，而是留

鳥，只要來到這裡，老師們便自然而

然將森中視為終身服務的學校，沒有

人捨得離開（訪-帥-20150328）。 

由於他們全力照料這群原鄉孩

子，導致此地教師異動率極低，教師

們朝夕相處，培養出「革命情感」，不

分彼此。但這樣全時的照料，大帥也

坦承： 

我們平常工作雖不到鞠躬盡瘁的

境界，但快被休夫休妻，或被男女朋

友「謝謝再聯絡」的比比皆是，以致

全校老師年齡皆快超過 40 歲，卻有一

半未結婚。（文-大帥履歷） 

在下三社，森中是唯一的中學，

從萬山往多納路上，多納吊橋是當時

唯一的聯外道路，每次到部落家訪

時，有懼高症的大帥總是跑步前進。

臺灣山區颱風、土石流多，撤離安置

行動是森中師生經常的演習。他剛到

森中時，有些學生連四則運算還不純

熟，加上交通不便，就業機會不足，

風災過後，自然景觀的劇變，地方產

業發展受到限制，迫於經濟壓力，人

口外流嚴重，且外流人口中多屬教育

程度較高的青壯年，造成此地人口加

速老化與低齡化。 

不信邪的大帥下了一個「瘋狂又

大膽的決定」，開始在山地部落推行科

學研究教育，指導學生做實驗。大帥

說：「帶學生先不要做太難的科展，並

讓學生相信科學和生活息息相關」（訪

-帥-20150328）。有一次，大帥看完學

生們歌唱舞蹈表演十分精采，心中讚

嘆也疑惑：「難道原住民就只會唱歌、

跳舞，其他都不會？」他嘀咕著：「我

能為孩子做些什麼？」這個起心動念

帶動大帥的科展實驗教育。 

第一次對原住民學生上實驗課，

他積極準備實驗操作，場地是借用學

校保健中心的空地進行，實驗藥品擠

在中心的儲藏室角落，缺桌、少凳，

藥品散落各地，學生只能跪趴在地上

進行實驗。課後，學生對老師評鑑為：

「老師，你表現很好！」他們誤以為

上實驗課是老師在「表演」，大帥趕緊

向學生解釋實驗的目的是：「你們表現

得很好！」才對（訪-帥-20140323）。 

2008 年森中籌組 PLC，這是一個

科學研究小組，名為得勒樂卡（原住

民名是達兒魯卡，魯凱發音意指茂密

森林的意思，得勒樂卡之命名來自得

勒日嘎（茂林）的譯音）潛能開發團

隊，每位教師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能，

在良性的團體互動下，腦力激盪出不

同的創意。 

如前述森中起初沒有像樣的實驗

室，學生進行實驗在克難進行，但他

們可塑性與創意高，從評審的審查意

見中修正，讓科展作品越臻完美。賽

後，森中成為第一個原住民得到科展

冠軍的學校，獲得獎座 1 座及獎金 60

萬元，大帥表示這筆獎金用於補助貧

困學生並購置實驗教學器材為主。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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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科展第一名獲得各界矚目，經媒

體披露，電視記者來做專訪，由於桌

面不平，學生只好跪地實驗，記者問：

「你們為什麼趴在地上做實驗？你們

洗燒杯為什麼要跑到廁所？」原民孩

子天真地回答 :「 (廁所才有水)不然

呢？我們一直這樣洗燒杯啊!」報導

後，經費都撥下來，要多少有多少。（訪

-帥-20140928） 

把魯凱元素融入科展當中，由於

實驗課程的活動性，師生針對水災期

間部落所遭遇到通訊、食物、清潔等

問題去做研究並找出解決之道，這些

學生從洗燒杯做起，到成為優秀的小

小科學家，補助款進來後，森中逐漸

有了獨立的實驗室，並擁有五星級的

設備與器材，從貧民窟蛻變成比佛利

級（訪-帥-20150328）。這項目標吸引

社區人士的興趣，注入更多魯凱元

素。大帥認為藉由科展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以任務導向(task-oriented)完成使

命。透過科展，這些課程知識是被「研

發」出來，而不是被「設計」出來的，

大帥認為森中學生與來自全市、全國

各地的科學研究表現優秀學生，一起

討論學習不同的科學奧秘，這種經驗

很寶貴。 

魯凱傳統的食、衣、住、行文化

中蘊含很多科學原理，學生們透過系

列的訪談部落耆老，用田野調查了解

自己文化，得知耆老的智慧，為了讓

學生了解自身文化並藉由科學的方式

解釋祖先的智慧，大帥主任讓科學與

魯凱文化結合，提升學生對於科學的

興趣與自身文化的信心，承繼耆老們

的知識。大帥憑著一股傻勁及全校師

生的共同合作，從沒有實驗室，經過

5、6 年的努力，森中佳績不斷，證明

「原住民學生不是只會唱歌跳舞，還

有很好的科學頭腦。」（文-再寫山中傳

奇）。2009 年風災重創此地，但隔月重

災區卻傳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大帥

主任獲得教育部師鐸獎（文-再寫山中

傳奇）。 

大帥推動魯凱元素與學校科展結

合的課程，透過分組實驗，不斷得獎

也獎助不斷，讓森中的軟、硬體設備

改善與充實，讓原住民元素的科展實

驗在全國比賽中脫穎而出。森中每年

參與科展需要很多器材與消耗品，對

於山上偏遠學校而言，是龐大負擔，

為了減輕這些消耗品損失，大帥戲稱

同仁們為「丐幫」，教師們拉下面子，

向各方籌措經費。大帥常向他母校教

授求助，若有剩餘實驗器材送給森中

師生，風災過後，百廢待舉的森中，

靠大帥母校師長在北部募款 200 萬解

困。 

大帥主張適性揚才，看見每位學

生長處，讓學生涵養科學之美，從實

驗操作中探索魯凱智慧，獲取實質科

普知識，並從耆老經驗中傳承魯凱文

化，從中發現原住民傳統的食、衣、

住、行中所蘊含的科學原理，讓森中

的學生了解自己文化並藉由科學的方

式解釋祖先智慧，讓他們喜歡來學校

學習，在科展成績上表現也亮眼。 

風災後，主要道路柔腸寸斷，安

全堪虞，使得當地的觀光產業一落千

丈，即使近年因重建及加強旅遊行銷

而使觀光稍有起色，但仍不復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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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小玲（2013）指出，風災前觀光業

發達，曾遊客如織，當時社區裡有許

多居民運用自宅經營民宿、餐飲店、

雜貨店、販售手工藝品等，但在風災

後因為遊客大幅減少，營業狀況不

佳。風災的死傷也讓很多森中學生變

成孤兒、單親或隔代教養。風災時，

森中學生被困在部落裡，也因為有這

樣的經歷，反而激發出更多想法，他

們針對水災期間部落所遭遇到通訊、

食物、清潔等問題去做研究並找解決

之道，這些啟示意外使森中成為科展

常勝軍。森中學生從尋找題目、實驗、

整理數據、討論、報告撰寫等一步步

學習，光是科展，陸續得到八十個獎

項，證明原住民學生科學方面潛力無

窮，還因此入選全國百大優質國中。 

三、科展實驗舉隅 

由華碩文教基金會、清華大學、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電

視臺合辦的「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鼓

勵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從生活中了解科

學，這項大獎提供森中一座絕佳舞

台，啟迪森中學生學習興趣，還讓他

們有展現歌舞之外的才能，茲舉他們

參與三項科展實驗為例。 

(一) 顏色與文化的美麗邂逅 

世居山中的魯凱族，為何服裝大

多以黑色、紅色或綠色為底色？為何

原民耆老偏愛暗色？團隊探討魯凱族

服飾與顏色間的科學秘密，此研究旨

在了解魯凱祖先們的防曬方法，實驗

結果顯示：各種顏色吸收太陽能效能

後，其溫度變化由大到小依序為：黑

色＞紫色＞藍色＞綠色＞無顏料＞黃

色＞紅色＞白色。實驗也發現當顏色

越深，提升溫度的效果越強。經過實

驗，他們發現部落老人經常穿著黑、

紫、綠色服裝是最具吸熱、保暖的顏

色，而非常人以為的「老人喜歡暗

色」！另外從學生訪談社區耆老們發

現，黑色布是日本統治時期才有的，

日本統治臺灣後，魯凱族少女是紅、

白、綠這三種鮮豔顏色，年老婦女會

改穿黑色和深藍。早期衣飾或許為禦

寒蔽體，黑色可能與百步蛇崇拜有

關，黑、紅或綠色服飾顏色能達到增

溫效果，此作品榮獲「第四屆全國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競賽第三名。 

(二) 活性碳濾水研究 

早期木炭大概用作烤肉與薪柴之

用，近年來，竹炭昇華成心靈淨化吊

飾，且炭化後濾水方面有奇佳效果，

成為森中發展科展的重要素材。本身

是客家人的大帥，從小生長在美濃，

相當了解客家人運用木炭的技術，他

們發現這些碳化木材具有淨化水質的

功能，八八水災過後，部落水質混濁，

無法飲用，因此研究團隊希望能利用

活性碳來改善當地飲用水質。 

風災過後，匯流山花奴奴溪、馬

里仙溪、吉田溪、溫泉溪與美雅溪的

濁口溪被土石漲滿溪床，部落溫泉泉

眼被土石流掩埋，水質混濁，觀光業

蕭條，失去了生財工具，部落居民流

離失所，部落水質變差，由於森中欠

缺將木材增溫到 1000 度碳化的電窯設

備，大帥曾試著向市教育局申請，還

被「釘」得滿頭包，教育局官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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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學校人數很少，幹嘛要申請？」

「這麼小的學校，為什麼要申請那麼

貴的設備？」（訪-帥-20131222）。 

木材是淨水應用上製成活性碳的

原料，他們發想解決人類飲用水的問

題，木頭是大帥從某大學災後的廢棄

木搬回來的，經過碳化程序及活化程

序製作成活性碳，用來濾水、除蟲、

防霉、滅蟻、防蛀、驅蟲與除味。他

們利用科展比較不同木頭碳化後的濾

水效果，這些活性碳是否具有淨化水

質、吸附重金屬的功能？ 

魯凱文化中，婚禮前男方要準備

九芎木(dilele)送給女方，九芎木質地緻

密堅韌可當砧板，是青年求婚必備的

聘禮，下刀處是勇士臂力的展現，這

種珍貴的木頭，碳化後能否濾水、吸

附重金屬的效果？ 

由於九芎木生長緩慢且多刺，樹

幹易脫皮，極為光滑，連猴子都難以

攀爬，故又有「猴不爬」、「聘禮木」、

「苞飯花」、「拘那花」、「小果紫薇」、

「南紫薇」與「怕癢樹」等名稱，男

女訂婚前，男方到山上把九芎木送到

女方家，這是魯凱勞役婚的形式，九

芎木材兩端只能各砍二刀，並斜砍成

三角形，若有任何第二痕跡，對女方

家是一種不尊敬，會被別人取笑，砍

完後約捆綁十把以上，再送至女方

家，經女方長老查驗合格後，訂婚儀

式才算圓滿成功（劉慶斌，2003）。 

由於九芎多刺，長成不易，連樹

身耐白蟻，是燒火用的上等木材，因

此被當成考驗男方心意是否真誠、不

畏艱難的一項課題，女方會將其堆積

在庭院，作為婚約的標示。 

經該團隊經實驗發現：木頭經碳

化濾水 CP 值高，重金屬被吸附方面，

他們找來七種木材經高溫碳化後比較

其濾水優劣與重金屬吸附效果，經實

驗後，香樟放出來最好，九芎是吸進

去重金屬離子最好，碳化率最高。在

蒸餾水中釋出可導電的離子最多，最

少的是九芎，研究發現碳化溫度越

高，活性碳吸附效果越好，活性碳質

量置入越多，硝酸銅溶液電導度下降

就越多，此研究結果讓森中團隊獲得

科展最佳潛力獎，大帥的科展素材就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們透過做中學，

體驗生活即科學。 

(三) 原民牌解酒液 

小米，可以炊飯、煮粥、釀酒、

做年糕（阿拜）、粽子(chinabu)，是魯

凱族人常見作物，魯凱男子對心儀女

子表達結婚之意時，可以獻上小米

束，表達共結連理之意，茂林有小米

收穫祭，萬山里有「膨脹的小米」傳

說，多納魯凱族人會於黑米祭這一天

向神明請求解除農事期間的禁忌，願

神明容許族人享用這些豐盛農產品，

多納族人於這一天跳圍舞後，共享小

米酒，是魯凱族風味獨特的飲品，也

是魯凱婚禮族群婚禮必要的元素，生

出下一代會準備小米酒、食物送給族

人，受族人的慶賀。小米酒不能私自

將釀好的酒掀開來喝，一定要有揭蓋

儀式，方能供應在會場的人分享。紅

藜外型亮麗醒目，也可添加到小米酒

中增加風味，口感香甜滑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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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鄭姿妮（2012）的研究指出，

原住民比較大方樂觀，能用樂觀搞笑

的態度面對事情，一般人會對原住民

喜好喝酒有刻板印象，如愛喝酒等。

為了解開魯凱族小米酒釀造之謎，大

帥曾帶領學生團隊進行解開小米酒科

學奧秘的研究，榮獲華碩科教獎佳

作，然而，大帥更想知道魯凱耆老解

酒的方式，魯凱族人會於特殊祭儀時

好酒樂飲，然而，他們一旦醉酒，該

如何解酒？ 

大帥與學生以當地野生的「阿米

祖」（魯凱族語，意為龍葵）為素材，

這是種茄科的草本植物，用來治療癌

症的中草藥植物，臺灣民間俗稱烏子

仔菜，老鴉眼睛草，苦菜，天茄子或

烏甜菜，屬野生植物，為農田雜草，

龍葵始載於《唐本草》，《本草綱目》

名水茄、天泡草，李時珍謂：「療癰疽

腫毒」。全草含甾類生物鹼：茄邊鹼（澳

洲茄邊鹼）、茄解鹼（澳洲茄鹼）、茄

微鹼、茄達鹼，全草尚含有皂。入肺、

胃、膀胱經，苦寒，有小毒，有清熱，

解毒，活血，消腫等功能（蘇進成、

陳光偉、林昭庚、鍾景光與謝雲忠，

2003）。 

森中學生以口述史方式訪談部落

耆老得知，魯凱族人以野菜龍葵熬湯

解酒，為了證實效果，大帥與學生把

當地野生的龍葵熬湯，結果發現龍葵

有效降低酒精濃度（一百度熱水浸泡

過的龍葵葉湯，可有效降百分之五至

十酒精濃度），較一般茶類（普洱茶、

茉莉花茶、菊花茶、綠茶與市售解酒

液）的解酒效果佳，這種原民牌解酒

液--龍葵，證明愛喝小米酒的原住民懂

得利用龍葵來解酒，這項作品被命名

為「解酒益生」，榮獲全國科展第一名

的桂冠（森中另有金熊獎、最佳人氣

獎並抱回 6 萬元獎金），獎金與名聲，

讓森中團隊獲得肯定，頒獎典禮時，

身著族服的孩子們更顫抖地接過獎

座，他們發現自己的表現並沒有比都

會孩子遜色，森中更被譽為「偏鄉小

校也有春天。」魯凱學生也感覺「祖

先實在太有智慧了！」 

四、總結與啟示 

森中位處山區偏鄉，天災不斷，

上學不易，人才很難留任，這些元素

反而加深大帥等人在此地奉獻的意

願，候鳥變留鳥，魯凱文化傳承教育

靠的是這群老師無私且日積月累的承

諾，而非紙上契約。 

大帥從兩張報廢的桌子發想，到

獲得 80 項大大小小科學獎座，其中還

不乏華碩科展第一名的作品，科展成

為森中獨特的組織文化，科學就在魯

凱生活中就地生根，就地取材，就地

啟才。他們深信科學是看得到，感覺

得到的、無私的大帥與同仁以科展點

燃普羅米修斯的火，為幽渺的森中寫

下山中傳奇，燃起希望的火焰，他們

認為科展實驗只是手段，在原民學生

身上深植科學種子才是目的。他甚至

大方地把獎金當成補助較貧困的學

生，並添購森中教學器材之用。 

 森中學生的學習從書本中跳

脫出來，在日常生活與實際部落現場

中尋覓素材，從天然災害獲取經驗，

具備適應生活的重要能力而非死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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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些學生因各項表現優異獲得升

學的機會，中輟者也因課程生動有趣

而重返校園，大帥的科展結合原民耆

老的智慧，活用各方資源，展現不墨

守成規的創作能力，他堅信花若盛

開，蝴蝶自來，即若偏鄉，也能在地

若天。教育需要關懷而非施捨，培力

比補助重要，錦上添花的補助只是一

時，持續對學生的增能才能長久：原

鄉孩子不是做不到，只是缺乏良好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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