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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社會－教師如何面對及解決教室裡的偏見與

歧視 
蕭湘玉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中教師 

 

一、前言 

隨著科技發展、時代進步，國與

國之間的距離縮短，使得多元文化的

議題（諸如種族的問題、女性意識抬

頭、人權的議題…等等）備受大家重

視，如何將多元文化能落實於教育

中，也已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臺

灣的教育體制在多元文化議題上，不

管是種族、階級或性別，都是以同一

標準來看待，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仍有

許多需要研究及改進之處。 

臺灣在推廣多元文化教育時，並

沒有遭遇過太多的質疑、或是反對，

所以常造成在教育政策上，多以自己

的理念及思考模式來推行多元文化教

育。但在一個多元組成的社會中，多

元文化教育不能用各自表述的方式來

實施，必須將其落實於學校教育的課

程、教學與班級經營才能達到多元文

化教育的目標。在落實到學校的班級

經營活動時，多元文化教育中扮演十

分重要的角色，若無適當且正確的多

元教育觀念，很可能就無法達成原先

理想的族群融合願景，也就難以實施

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 

班級中因組成份子不同，容易造

成文化認同上的衝突，為了改善此現

象，正須要我們由日常教育活動中著

手，促進師生都能多多了解多元文化

的內涵，建立班上學生有正確的觀

念，並藉由良好的班級經營，營造出

和諧的氣氛。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Banks（2008）的多元文化教育目

標： 

1. 多元文化教育在改變學校結構與

教學，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有均等的學習機會，以提升所有學

生的學業成就。 

2. 多元文化教育應幫助所有學生對

不同文化團體發展出正向且積極

的態度，使學生能在課程中除了瞭

解自身文化之外，也能認同並欣賞

其他不同於自身之文化。 

3. 多元文化教育應協助弱勢團體學

生建立自信，使所有族群的學生皆

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因此學校中

的課程、教學與評量等都應有所改

變。 

4. 多元文化教育應協助學生發展角

色取替的能力，並能考慮不同族群

的觀點。學校必須持續不斷地進行

改革，讓學生瞭解不同族群的差

異，進而能尊重差異、以達成社會

和諧。 

針對 Banks 所述，多元文化教育的

主要目標，在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

及一個適合所有學生需要的課

程，以提高各族群的學業成就；另

一方面則讓學生和教師在教室中

呈現、討論彼此的經驗及差異性，

進而消除偏見與歧視，促進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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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族群文化和觀點的瞭解，肯定

文化多元性的價值，體會並欣賞社

會的「多元」和「差異」之美，提

高反省自身文化的能力，並培養學

生日後在多元文化社會生存的能

力（王玉崙，2003；張家蓉，2000）。 

三、教室環境中的多元文化現象 

目前因國際化社會、與世界地球

村的現象，臺灣人與外籍人士通婚呈

現普及化，不同國籍的新住民人口數

已急速上升，在校園中的各個班級中

或多或少都會分佈一些新移民子女，

所以在班級中就會產生一些多元文化

現象，Banks（2008）書中提到這些現

象包括種族、語言、社經地位、性別

與特殊學生等。 

1. 種族：早期臺灣只有原住民、閩南

人、客家人及外省人，而大部分以

閩南人居多，客家人、原住民及外

省籍人士占少數，現今又加入了新

移民子女。但在授課的內容上，仍

以多數族群的課程為主。 

2. 語言：因為早期政策問題，政府一

直以推行「標準國語」為主，現今

雖提倡母語文化，但仍僅限於閩南

語為大宗。再加上有些新住民家庭

禁止外籍配偶使用自己的母語，相

對抑制了其他種族的母語。所以在

教室中，老師應該給予空間，讓不

同族群學生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彼

此討論並分享，而不是加以壓制。 

3. 社經地位：在現今社會中，幾乎都

會以收入、教育、職業、生活方式

與價值觀等項目，來決定社會階級

的高低。所以當不同階層的學生以

不同的行為方式表現時，教師對學

生也就會有不同的期望，師生互動

及學生的學業成績也會不同。 

4. 性別與特殊學生：在學校的班級

中，最常見的性別偏見、或刻板印

象，常常反映在男女生的行為及個

性上。傳統的舊思維都是強調男女

不同的特質，依據其不同的特質，

所被期望扮演的角色及被期望發

展的職業也會有所不同。尤其在弱

勢族群中，因對主流文化的不熟悉

或不適應，容易產生學習低落，也

容易被誤解、而歸類為學習障礙。 

四、教室裡的偏見及歧視 

教室中所產生的偏見或歧視多以

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為主，男女之間

的不平等，在歷史記載中多有著墨，

「男尊女卑」之刻板印象造就女性多

少辛酸血淚，延至現代，仍然存在。

種族之間的仇恨，白人與黑人、漢人

與原住民、…等等，這種種紛爭也造

成族群階級之不同。 

Pang （ 2001 ） 曾 描 述 Krystal 

Rodriguez,Latian 的四年級老師是如何

的嚴重傷害他： 

「 四 年 級 我 的 老 師 是

Mrs.McGeorge，我從來沒有忘記她的

名字。第一天我注意到一些我沒有在

其他老師身上注意到的事。我開始注

意到他對白人學生講話是用溫柔的語

調而且充滿熱情。她和我們其他人說

話是用較嚴厲的語氣。 

第一天她也將我們分成幾個閱讀

群，有三個閱讀群：知更鳥，藍堅鳥，

和黑鳥。每個人都想去知更鳥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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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都知道他們是讀的最好的一

群，而黑鳥是最愚笨的一群，當

Mrs.McGeorge分配我們進入個群時，

我想到我三年級的老師說我讀得比其

他三年級的人好，所以我認為最少會

進入藍堅鳥群。但是我錯了，我被分

配到黑鳥群。隔天閱讀時間班上同學

就必須分散到各組去，當我到了我的

閱讀群我記得我看到了三個閱讀群，

同時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知更鳥

群都是白人，藍堅鳥只有兩個少數民

族其餘的都是白人。而黑鳥群全都是

少數民族學生。」 

這個故事令我覺得身為一個教

師，他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都是需

要審慎思考並以不傷害學生為原則，

故事中的主角因為老師對不同種族的

歧視或偏見，帶給他一生無法抹滅的

傷痛，相對地，老師也可說是傷害製

造者，他把不平等帶入了校園，帶入

了教室，只是他自己沒有察覺。當一

個人被不公平的對待，我們也都被這

種行為所傷害－因為這種排擠他人的

行為，對於我們所建立同情、尊重、

平等的社會是一種傷害。 

Pang（2001）提到老師不能用概

括的方式去看待學生或將學生分類，

因為這樣不僅看不到學生真正的自

己，也因為對學生的刻板印象，而限

制了學生的發展。他也認為我們在和

其他人交往時，信念可能變成障礙，

我們的偏見會阻礙我們去關懷別人。

故事中的主角，程度明明不錯，卻因

為老師的種族歧視及偏見而無法編入

白人的組群裡，因此使之在學習上受

到了影響。在學習上採用合作學習的

方式能讓學生學習到更多知識，但應

是採取高成就的學生帶領一些低成就

的學生，藉由他們的學習經驗去引導

學習較弱的學生，以使學生的學習能

朝向穩定發展。 

偏見和歧視通常是齊頭並進。我

們對有關其他團體的想法，可能導致

我們排除或對待其他人不公平的態

度。我相信如果教師了解這些事情的

種類正在發生，他們可以採取積極步

驟去檢視他們自己的行為和學校結構

為了摒棄（擺脫）偏見危險方式。偏

見可以簡單地蔓延回你的花園像草。

偏見可以是讓我們成為最棒的教師的

障礙。這些在我們心理的障礙可以被

刪除，但它需要努力和勇氣（Pang，

2001）。 

所以身為教師的我們更應消除心

中的這些偏見與歧視，因為這些偏見

與歧視無形中對學生是一種傷害，只

會讓他們對自我觀感產生了負面想

法，降低了自己的自信心。 

臺灣現在正邁入多元文化社會，

大家都需要學習接納並尊重不同文

化，學校內的環境也是如此，由不同

族群、性別、宗教…等因素組成，所

以我們更該彼此尊重及包容。現在校

園中，各班學生的組成多有不同：包

含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及外配所

生子女（越南、柬埔寨、大陸、印尼），

雖彼此相處融洽，但在日常生活中，

仍有少數帶著歧視味道的言語出現，

例如：「阿六仔」（閩南語：大陸人）、

或是：「越南妹」等等多有歧視含意的

稱呼；在輿論的影響下，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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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這樣的刻板印象散佈在周遭。

所以，我們要培養學生接納多元文化

的態度，懂得尊重別人、尊重不同的

文化，設法消除不平等，以誠懇的態

度去面對，並進而產生互信互愛。多

元文化教育就是要建立一個關懷的社

會。 

除了族群問題之外，教室中還存

在著性別上的差異性。男女有別，以

兩性的生理結構來看，確實是有極大

的差異，從外形上來看，男性比女性

強壯有力，也因此造就了過去臺灣社

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女之間的不

平等也因此而產生。在家中男性就是

威嚴的象徵，女性就是一個柔性的代

表；在職業選擇方面，男性就適合權

威性的工作，女性就被認為適合當一

個照顧者，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即

可，這就是典型男尊女卑的迷失！ 

對於兩性之間的氛圍，在教室

裡，我也常會有些許的迷失，認為搬

重物、跑腿的工作就該找男生，因為

他們有力氣也比較勇敢；女生比較細

心，比較會照顧人、有愛心，所以較

細膩的工作我會交代女生去完成。在

運動方面，男生也比較排斥女生，總

認為女生運動不夠強，贏就是男生厲

害，輸就是女生太弱，所以學生之間

也易產生性別歧視而不平等對待。所

以，Pang（2001）認為一個有偏見的

人，都會使用選擇性記憶在她/他的判

斷，並繼續以過度概化在有關團體成

員。 

現今的社會是個多元文化的社

會，隨著時代的演進，傳統的性別角

色觀念已經不合時宜，男性和女性的

特質也越來越多元化，女性可以從事

男性的工作，甚至可以當一個領導

者，男性也可當個照顧者，從事家中

事務，兩性之間的角色已經逐漸朝向

平等且多元發展。 

五、教師應扮演適當角色減少教

室中的偏見與歧視 

Pang（2001）提到，許多偏見都

是我們不經意帶入教室中傳達給學生

的，當我們要學習多元文化時，也要

先除去我們的偏見，要用不同的想法

及看法來了解其他事務，才能除去所

謂的偏見。當我們要學生不可以歧視

同學時，我們也要先檢視自己是否沒

有偏見的對待每一位學生? 尤其對於

教室情境中差異性的文化會導致學生

對其他族群的偏見，我們是否能加以

避免？ 

舉一個偏見的例子，我們是否曾

經在班上針對學生所犯的錯誤，大肆

責罵?眼神是否常不經意地盯著某一

位班上平常表現不佳的學生看 ?若

有，是否此位學生會有類似：「又我

了，每件事都是我的錯！」的反應？

當下我們是否能很快地在心中省思，

原來平常我已對他貼了標籤、有了”歧

視”，一發生事情只要跟他有關，就直

接認定是他先惹起的？上述此種情

形，常會把對於學生的成見及態度，

深植在他心中。其實這樣的孩子在學

校表現不佳一定是有原因的，絕大部

分跟家庭生長環境與父母的教養態度

有著很大的關係；又或者是這些學生

來自於弱勢家庭。他們一開始就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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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狀態下，在學校，他們除了

受教育外，更需要師長及同儕們的關

愛與協助，所以老師對於弱勢的孩子

除了要給予更多的關懷之外，還要教

導班上學生去關心、照顧需要協助的

同學。我們身為教師，需運用各種教

學法，以促進不同文化、性別與社會

財經地位的學生的學習。使所有學生

能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提供學生更

多的成功機會；在平等、無歧視、無

偏見的教學中，教師必須確保學生在

各種教學活動中，每個學生的地位都

是平等的，並在教學活動中幫助所有

的學生發展出更正面的多元文化態

度。 

孩子必須在安全並彼此尊重的環

境之下學習接受彼此，提供新的互動

的方式，只是把孩子放在一起並不代

表建立了溝通的橋梁。而是必須建立

一個公平、公正且具有文化多元性的

教室（Pang，2001）。所以教師可以協

助學生學習並尊重彼此的文化差異，

適時調整對學生的期望，設法滿足學

生多樣化的需求，以提供一個公平學

習的環境。就如同 Pang 所提到：我們

可以幫助孩子學習尊重彼此的文化方

式，也去瞭解在社會上對於文化的差

異性所不斷釋放出來的有影響力的訊

息。 

如何幫助學生意識到種族、性

別、階級歧視？當他們的行為有拒絕

他人的表現時，就是一種歧視，學生

會不經意或刻意的去威脅到其他的

人，當下老師就要馬上告訴學生這種

行為的不妥。對一個人的中傷，傷害

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對整體公平正

義的傷害。要消除偏見及歧視，我們

要先培養學生的自信、使之認同、並

尊重自己的文化，同時教導學生去了

解多樣化的社會，知道不同族群會有

不同的文化，並進而學習並尊重彼此

的不同。 

Delpit（1995）提到老師不是教室

裡唯一的專家，這句話我很認同，但

老師並不是神，也會發生失誤，所以

我們不能堅持自己說的都是正確的，

我們不能用自己的觀點來決定學生的

一切，也不能強迫學生都要聽我們

的，我們要去除此偏見，才不會引發

與學生、家長間的衝突，所以老師和

學生都可以是專家。 

教育者應該要打開自己的心胸，

讓自己可以接受不同的聲音。因此，

對所有的人而言，傾聽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要將自己的心敞開，要將心打

開或拋棄自我意識雖不容易，但要彼

此誠懇對話，學著去了解對方，那將

是唯一的方法。不要輕易否定別人的

生活方式，也不要認為別人的觀念都

是錯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生

活專家 Delpit（1995）。 

教師應拋開對學生的偏見，以學

生的學習與發展為中心，從學生的角

度，來看待學生的學習環境、學習經

驗，在教導的過程中同時也要注意到

學生所學習的結果，知識不是老師說

了就能了解的，還要學生自己能想清

楚。老師要養成「傾聽」學生的習慣，

使教學能有所互動，以同理心，來感

受同學的心情，要能了解每個學生的

想法及未來規劃，適時加以引導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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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另外，老師也要尊重學生及家長

的意見，要用心傾聽學生及家長的需

要，因此當老師們在學校教室裡思考

著如何教導學生時，也應該要先考慮

到學生的族群、文化及生長環境，所

以教師要打開心胸，讓自己可以接受

不同的聲音，用公正、公平的心對待

每一位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在教室都能學得開心、學

得自在。 

六、結論 

放眼各大校園裡，到處充滿來自

各種文化的學生，包含了許多不同的

族群、性別、宗教信仰與社會階級等

因素所產生的多元文化議題。人容易

受外表或刻板印象而產生以偏概全的

思考模式，所以老師須敞開心胸認

識、了解每一位學生，並放下心中的

偏見或刻板印象，用心地去欣賞每一

位學生的獨特之處，相信會有許多意

想不到的發現和收穫。我們要懂得尊

重別人、尊重不同的文化，設法消除

不平等的對待，以客觀的態度去面

對，並進而互信互愛。 

其次，教師應努力建立一個和諧

溫馨的學習環境，使不同種族、語言、

性別、社會階級的學生獲得公正、公

平的學習機會，讓每一位學生能在公

平的教育環境中學習，以增進師生間

的互動及學生之間的人際關係，促使

學生能尊重、欣賞及包容多元文化的

社會。 

最後，教師要公平地照顧到每一

位學生，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教室內的

多樣族群，建立一個教育均等的教室

及互相關懷和信任的班級氣氛，採取

合作學習的方式，使每一位學生都能

獲得良善的知識。讓學生知道他們是

學習的中心，是受到重視、受到關懷

的，因而能夠彼此尊重，彼此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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