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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回顧相關文獻，第一節針對語言活力、語言流失、語言能力、語言態

度、語言遷就、語言選擇、語言規劃、語言政策、語言復振模式等進行文獻探

討；第二節綜整台灣各歷史階段的原住民族語言及相關政策之演進；第三節概

述現今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活力狀況；第四節依據前述探討，歸納列出本研究

的假設。 

第一節 語言流失與復振之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語言活力、語言流失、語言能力、語言態度、語言遷就、語言選

擇、語言規劃、語言政策以及語言復振模式等課題進行文獻分析與探討。 

一、語言活力與語言流失 

Giles 等人（1977）提出「語言活力（Language Vitality）」的理論，認為語

言活力取決於 3 個因素：經濟社會地位、人口（數量、比例、分佈、移出、移

入、出生率、通婚情況）、制度的支持。任何語言若在此 3 方面均占有相對之優

勢，該語言必然最具活力，而活力低的語言勢必會逐漸流失而瀕臨滅絕。 

黃宣範（1995：438）指出，人們往往喜歡認同自己認為比較具有活力的語

言，而語言活力的表現通常在於語言的實用性、族群區別以及自我認同的展現

，並且列出了 5 項衡量指標： 

（一）就學前學會的語言？ 

（二）長大後學會的語言？ 

（三）二代或三代之間，父母把語言傳授給下一代的程度？ 

（四）不同族群相互學習對方語言的程度？ 

（五）語言使用的「情境」是否衰退或擴張？ 

Shveitser 指出影響語言生存的 10 個因素（引自徐世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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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群體大小及使用人數； 

（二）使用者年齡； 

（三）是否與外族通婚； 

（四）學齡前兒童是否使用族語教育； 

（五）群體地理位置； 

（六）接觸他族及其語言； 

（七）生活方式； 

（八）群體認同感； 

（九）學校教學語言； 

（十）國家語言政策。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3；引自謝國平，2005）為瀕臨滅絕的語

言下了一個明確的定義，並訂下「語言活力與瀕絕度（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的判定標準，提出了 9 個要素來評估語言的現況活力： 

（一）語言的世代傳承：語言由上一代傳到下一代，世代間的傳承越多，語言

活力越強。 

（二）語言使用者的確切人數：人口少的族群容易因為疾病、戰爭、天然災害

、或因融入其他較大族群而消亡。一個族群的認同性越強，語言活力越

強。 

（三）語言使用者占總人口的比率：在一個團體中，某語言使用者的數量與總

人口之比。越多人使用該種語言，語言活力越強。 

（四）現存語言應用範圍的喪失：語言在何處被使用？用在跟誰對話？用在多

少主題上？該語言越被一貫而持續地運用，代表著被應用在各種生活層

面，語言活力就越強。 

（五）對新領域和媒體的回應：當族群的生活環境改變時，語言是否也跟著改

變？當語言越被積極運用於新的領域時，語言活力越強。新的領域包括

了學校、工作環境，以及廣播和網際網路等新媒體。 

（六）語言教育和學習讀寫的材料：教育過程中，是否藉由這種語言的口語、

書寫、和其他的媒介型式來引導學習？現存語言材料的多樣性越大，在

教育中被運用的機會越大，語言活力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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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對待語言的態度和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及使用）：政府對於優勢和非

主流語言，有明確的政策和（或）非公開的態度。當官方對待社群語言

的態度和政策越正面，語言活力越強。 

（八）社群成員本身對自己的語言態度：某一語言社群的成員若認同、認定自

己的語言，因而推廣這個語言。當他們的態度越正面，對自己的語言越

感到驕傲，此語言活力越強。當成員越重視認同本身的傳統時，這個社

群的語言也越有可能被保留和推廣。 

（九）典藏的數量和質量：是否有充足的完整記錄、轉寫、翻譯、和分析過的

材料？有越多的歷史和當代語料，語言活力越強。這些語料包括完整的

文法和字典、大量的文本、不間斷的語料流通、以及加註過的豐富高品

質聲音及影像記錄。 

不論是上述的 5 項指標、10 個因素或 9 個要素（詳見第五章第一節），對

於目前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生存處境而言，似乎絕大多數的選項都無優勢可言

。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活力刻正迅速地下降中。 

語言活力下降，相對造成語言流失（Language Loss）情形，而有語言安危

的等級區分。Krauss（1992）把語言的安危分為 4 級：安全（safe）、瀕危（

endangered）、彌留（moribund）、滅亡（extinct）。Krauss 認為該語言若不再是

族群下一代學習的母語1，則該語言的狀況便叫作「彌留」。若就生物學的角度

而言，在沒有跨世代的傳承之後，絕不僅只是「瀕危」而已，而是無法「繁殖」

。Kincade（1991）將語言安危分為 5 級：存活（viable）、存活但小眾
2
（viable 

but small）、瀕危、幾近滅亡（nearly extinct）、滅亡。Wurm（1998:192）進一步

把重點放在弱勢語言，提出另一種 5 級分類： 

（一）可能瀕危（potentially endangered）：於社會、經濟方面皆處於不利的處

境，承受著強勢語言所施加的壓力，下一代之說話者（speaker）已經開

始變少。 

（二）瀕危：該語言在下一代已經很少人甚或沒有人學習，最年輕的流利說話

                                                 
1 本文所指「母語」是指代表自己族群的語言，並不一定是學童在家裏所接觸、學得的第一語

言。 
2 指語言族群人數超過千人，族群較孤立或內部組織較堅固，說話者知道他們的語言是身分的

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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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是青年。 

（三）嚴重瀕危（seriously endangered）：最年輕的流利說話者，至少已經 50 歲

。 

（四）彌留：可以流利使用該語言者只剩寥寥可數的耆老。 

（五）滅亡：已無說話者。 

總之，語言活力的指標可以用以評估當地語言的生命力。假若語言活力指

標呈現族語流失、生命力低落，則需進一步檢討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等問題。

台灣原住民族現存的 45 種語言／方言的活力現況
3
，因為流失的情況嚴重，大

多應已界在「瀕危」與「滅亡」之間了。 

二、語言能力與語言態度 

人類是唯一可以使用抽象符號溝通的物種，並且使用一些有限的符號與規

則，產生了無限種可能的組合，語言便是最主要的一種溝通符號。就語言學而

言，語言能力（Language Competence）泛指人們對於一種語言的語法、字彙以

及句子如何連結、如何溝通使用的基本知識（Brown, 1994），而複雜的語法結

構是語言能力的基礎（Pinker、Bloom,1990）。然而本文欲探討的部分係由

Fishman 於 1969 年所開創的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的社會結構：「什麼人對什

麼人，為了什麼目的，什麼時候，說了什麼」（轉引自楊永林，2005：58）。意

即依族群分布之情形，因年紀差異、教育程度、通婚情況、社經背景以及上下

世代關係來了解族群使用自己族語的語言能力。 

語言態度（Language Attitude）通常被認為是對某個語言在整個語意空間上

的價值面向判斷（Osgood、 Suci and Tennenbaum, 1957），Agheyisi ＆ Fishman

（1970）的定義為：一種對不同語言及其語言使用者的情感（affective）、認知

（cognitive）和行為（conative）方面的價值反應。 

Fishman 亦將人們的語言態度分為 3 類（Agheyisi & Fishman, 1970:139-

141）： 

（一）對語言本身的態度：指對語言本身的評價，主要被認為對語言本身的優

                                                 
3 參見本章第三節、現今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活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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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粗俗、豐富貧乏等之評價等級，相關研究通常是對標準或官方語言之

間的比較。 

（二）對語言及其使用者的固定印象：指處理語言的社會評價，例如對使用該

語言的社會聲望、文化教養等印象。 

（三）對不同類型語言態度的履行：指對於不同類型的語言選擇、使用、政策

等之態度。 

語言態度是有關情感、認知和行為方面的價值反應，Appel ＆ Muysken

（1987）認為是指在某一群體內，因為對彼此不同的社會地位而產生的態度，

而這些態度影響了因為語言差異而造成的特殊文化制度或模式，致該群體內的

特 定 語 言 使 用 者 亦 受 到 影 響 。 並 與 Osgood 等 人 主 張 語 言 態 度 的 價 值

（evaluative）、效能（potency）和活動力（activity）3 種語意面向相互呼應（見

圖 2.1）。 

 

 

 

 

 

  

 

 

 
   語言態度的價值面向             語言態度的語意面向 

圖 2.1 語言態度的價值面向 vs. 語意面向對應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語言本身並無法被區辨好或壞、正確或錯誤、合理或不合理（Edward, 

1989[1979]）。事實上，人們判斷語言是否具有美感，並不是依據語言本身的本

質，而是該語言的使用者對於該語言被附予的刻板印象或地位的優劣，所以人

們可以從語言態度反映出對這些語言使用者的地位、聲望……等之認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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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證明，人們對於自己不熟悉或未曾接觸過的語言，並無法分辨其差異，但

是對於接觸過該語言的人們，他們不但可以分辨語言間之差異，亦可判斷喜不

喜歡的程度（Trudgill, 1974; Edwards, 1982）。 

上 述 語 言 態 度 之 研 究 ， 常 與 動 機 （ motivation ） 相 聯 結 ， Gardner ＆ 

Lambert（1972:14）認為學習語言的動機會影響第二語言的學習成效，並提出

了二種動機理論： 

（一）融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當人們越想了解第二語言所屬之文

化時，就越容易接納該語言、文化所屬的族群，學習該語言的成效就越

迅速。即情感論，認為語言具有情感與認同的功能。 

（二）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當人們覺得學習第二語言，得以

藉其獲得更多功能、完成更多任務時，工具性動機越強，學習該語言之

成效就越迅速。即工具論，把語言當作主要的溝通工具。 

本文在語言態度課題之處理上，採用上述各種語言態度面向以及動機理論

來分析（詳見第五章第二節）。 

三、語言遷就與語言選擇 

Weinreich 認為當雙語社群原本習慣性地使用一個語言，後來被另一個語言

取代，這個社群即正在經歷語言轉移（引自 Gal, 1979:1）。Giles（1973）認為人

們在對話的互動過程中，說話者會依據說話情境與對象而發生語言轉移情形，

會以語言「聚合（convergence）」或「背離（divergence）」的形式呈現，來減縮

或增加與對話者的差異，此即語言遷就理論
4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SAT）。前者指說話者遷就聽話者的語言，俾以拉近雙方的距離；後者則是說話

者故意使用異於聽話者的語言，欲突顯兩者之差異、保持雙方的距離。不管聚

合或背離，都屬於語言轉移5（Language Shift）的現象。 

關於語言遷就的心理因素，黃宣範（1995：291）指出可能的原因： 

                                                 
4 黃宣範（1995）將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翻譯成「語言遷就理論」，另有

學者認為「遷就」乙詞略有不適，宜稱「語言適應理論」或「言語適應理論」為宜（陳淑

娟、江文瑜，2007）。本文暫採「語言遷就理論」詞。 
5 語言轉移：指 A 語言被 B 語言所取代，而 A 語言的功能逐漸衰退，甚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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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對方的語言產生聚合：基於希望得到對方的讚賞、希望得到某種利益

、爭取對方的認同，或促進彼此的溝通。例如：西非的西喀麥隆選英語

，東喀麥隆選法語。主要是為了能在語言複雜度高的地方追求政治融合

。 

（二）背離對方的語言：為了維持己族的認同、展現己族的文化特性、拒絕與

對方互動，或暗示對方要改變所使用的語言，向使用自己語言的族群靠

攏。例如：東非的坦山尼亞，選擇本土的 Swahili 語為國語，因為

Swahili 語有長久的文學傳統，又能夠滿足民族情感，因而成功取代殖民

國所使用的英語。 

當兩種語言接觸時，除了可能出現前述之聚合或背離之外，亦有可能不做

任 何 改 變 ， 而 採 取 保 持 原 狀 （ maintenance ） 的 模 式 （ Giles ＆  Coupland, 

1991）。 

另外 Ehlich（1994）將語言接觸的過程分為 10 類，試舉 A、B 兩地區／語

言為例： 

（一）A、B 鄰近，但未接觸（contactlessness）。 

（二）A、B 鄰近，已因為邊界交易行為而發生個人接觸或地區性接觸。個人

間之接觸會產生不同變化的「個人雙語現象（individual bilingualism）」，

地區性接觸則會產生包含了兩種語言特徵的「混合語言（mixed language

）」。 

（三）偶發性接觸（sporadic contact）：例如 A 商人為了留在 B 語言區繼續貿易

，而必須學會 B 語言；類此偶發性的接觸會產生洋涇濱語（pidgin）。 

（四）侵擾性（intrusion）：例如基督宗教擴張，使得德語累積了不少拉丁語言

；另如 A 地區人民移民至 B 地區，移入者產生了雙語現象或失去原有的

A 語。 

（五）侵略性（aggression）：戰勝方強迫戰敗方減少或禁止使用原有語言，縱

使戰敗方的語言成為混合語，戰勝方的語言仍成為優勢語言。例如十九

世紀以前的菲律賓所使用的西班牙語、Tagalog 語；十九世紀後的英語、

Tagalog 語。 

（六）侵入性（ingression）：被殖民地區受到殖民國的政治、經濟、語言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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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例如日治時期的台灣。 

（七）截取式（imprehension）：意指 A 語言吸收 B 語言少部分的字彙。例如漢

語裏的北京方語，受到滿族的影響，少部分語彙源自滿語。 

（八）輸入式（implantation）：A 地區人民移民至 B 地區，B 地區人民自願學

習 A 語言。例如中國清代時期，漢人大量移民東北滿洲地區，滿洲地區

滿族逐漸使用漢語。 

（九）附屬式（subordination）：B 地區的政治、經濟從屬於 A 地區，亦接受 A

語言為其語言。例如 1997 年以前的香港，政治、經濟從屬英國，接受使

用英語。 

（十）感染式（infection）：出現 A、B 之外的語言，成為 A、B 地區的共同語

言。例如英語之於歐盟，歐盟成員各自使用著自己的語言，共同語則為

英語。 

上述第（三）至（六）種語言接觸呈現了「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的

現象，第（七）至（九）種語言接觸呈現了「語言吸收（language intake）」的

現象。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使用狀況在接觸鄰族、日語、國語之後，呈現了何

種現象？現況又如何呢？ 

關於語言選擇的理論， Fishman（1972）認為語言社區（domain）中不同

族群間的語言互動，可能在某些場合、對於某些人因為某些話題而選擇特定的

語言。Gal（1979）提出的階層性的語言選擇模式，因為 Gal 觀察到某地區的女

性依據談話者的身分而選擇不同的語言，完全取決於參與者的身分。然而

Sankoff（1980）提出一個決定語言選擇的流程來預測語言選擇，控制因子有場

合、情境、談話主題和參與者等等。 

Crawford（1996）認為，如果語言選擇，反映了社會和文化的價值觀念，

那麼語言的轉變，則亦反映了這些價值觀的改變。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選擇，

反映了怎麼樣的社會文化價值觀？語言的轉變又反映了什麼樣價值觀的改變？ 

四、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 

Haugen（1959:8）首次定義了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一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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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語言社區中籌劃一種標準化的拼字、文法及詞典，以作為寫字者和說

話者指引的活動。」Haugen 隨後又納入地位規劃概念以及實施規劃機構，修

正定義為：「語言規劃是語言學院及語言社區對語言標準化、語言教化的一

般認知，以及語言改革或標準化的所有目標」亦定義了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為：「語言學術單位及機關的標準化工作，所有為語言文明化的形

式，及所有語言改革和標準。」（Haugen, 1969:701） 

Fishman（ 1980） 認 為 語 言 規 劃 是 對 語 言 資 源 的 權 力 分 配 。 Tollefson

（ 1981） 視 語 言 規 劃 為 一 種 改 變 語言 結 構 及 語 言 地 位 的 過 程 。 Weinstein

（1983）進一步指出，為了解決語言溝通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意識地改變語

言的功能。Kennedy（1984:28）更指出語言規劃是一種為了某種特殊目的而

有意改變或解決語言問題的行為，有可能是社會的、政治的或是教育的的目

的，也有可能是混合上述 3 種目的。所以語言政策若是一種語言使用上的改

變，是為了要解決語言的問題，則常由國家層次的機構來規劃語碼系統的改

變。 

因為語言通常被用來視為辨識族群的特徵，亦被視為構成族群認同的重

要組成因子，族群的成員往往會以語言來型塑族群的排他性，凝聚族群的情

感。因此語言規劃所涉及的層面不只是語言本身，同時亦可能涉及民族情感

的問題（申小龍，2000）。因此語言政策的制定和語言規劃的實踐，國家層

次的機構都應該妥善考慮該族群的內部與外部關係。 

整理 Haugen（1959）、Kloss（1969）和 Cooper（1989）的理論，語言規

劃可區分為 3 種規劃類型： 

（一）本質規劃（corpus planning）：即編輯字典，規範語音、語詞和語法，

制定借詞和術語，建立文字系統等語言相關之發展，可歸納為：文字

化、標準化和現代化 3 大類（Ferguson, 1968）。規劃內容包括語型標

準化、語型官方、輔助語碼、文字化、語言純化、語言改革、詞彙現

代化、術語統一、風格簡化……等目標（Hornberger, 1997）。 

（二）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為決定語言的地位和功能的決策過程，

即語言決定（Jernudd, 1983）、語言用途的分配（Rubin, 1983）以及語

言功能的分配（Cobarrubias, 1983）。規劃內容包括語言復興、語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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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語言擴張、地位標準化、官方語言化、國家化、禁止……等目標

（Hornberger, 1997） 

（三）學習規劃（acquisition plnning）：指經由語言學習增加語言使用人數，

重點即是學校的語言教育課程。規劃內容包括外語／第二語言學習、

再學習、保存、轉移……等目標（Hornberger, 1997）。但已有不少學

者研究表示，學校母語教育並非母語保存最關鍵的因素（Fishman, 

1985; Crystal, 2001 [2000]；張學謙，2003a）。 

目前台灣官方喊出發展多元族群文化的口號，尊重各個族群的語言為其基

本要件；挽救族群語言的流失、促進族群語言的生存和發展，則是推行多元文

化政策不可忽視的重要目標。由公部門率先推動尊重多語環境的政策，不失為

表率之作為，惟目前公部門領域（包括學校），大多由強勢的國語所掌控，毫無

弱勢語言立足之地，這也就是為什麼政府機關常是語言保存的「災區」的原因

（Fishman, 1980；引自張學謙，2002）。 

Lewis（1981；引自張學謙，2003b：134）指出： 

任何語言政策，特別是教育部門，必須考慮那些可能受到政策影響的

人的語言態度。到最後，任何政策要是沒有做到下面三項之一，就不

可能成功﹕順應相關人員表達出來的態度；勸說對政策有負面態度的

人關係政策的正當性；或是想辦法去除造成不無同意的原因。總結而

言，相關的語言態度資訊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都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 

Ruiz（1984；引自黃宣範，1995：337）提出語言規劃的 3 個方針（

orientation）： 

（一）把語言當作問題：認為訂定語言政策的目的在解決語言的「問題」，

解決多種語言所帶來的問題。 

（二）把語言當作權利：認為保留及使用自己的母語是一種公民權，免於因

語言而受歧視之權利。 

（三）把語言當作資源：把弱勢族群的語言當成是社會或國家的資源，重視

其發展，使之成為社會或國家發展的重要資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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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影響著族群的語言態度與語言選擇，它不但可以左

右一個族群使用的語言種類，甚至可能因而導致一個語言的發展或瀕絕；台

灣光復後為了強調國家認同所推行的「國語政策」即為明顯的實例
6
。台灣各

族群的文化多已被主流文化給予不對等之涵化7（acculturation），甚至已有同

化8（assimilation）者，例如平埔諸族；族群文化的真面目因而變得模糊，剩

下可供辨認者卻多是具有負面特質的文化內涵（陳淑嬌，1998）。如果語言

政策在制定之前，未先進行適當的調查與規劃，在推動語言政策之際勢必會

和現實的語言使用產生落差。如此的語言政策一定會淪為政治角力的結果，

也會喪失語言復振的意義。 

五、語言復振模式 

語言復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是為了挽救語言流失，而對於自然的語

言衰退變化進行一項人為的逆向工作。使一個即將瀕危的語言，透過增加其使

用功能，讓它復興或保存（Paulston, 1994）的方式；此亦屬一種語言規劃。對

於語言復振的模式或方法，國內外學者多有涉獵，筆者就相關研究論述整理如

下： 

Fishman （ 1991 ） 以 「 世 代 失 調 分 級 表 （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8 個層次來評估語言受威脅的程度，並提供了逐漸流失語

言的族群有效的評量工具來衡量自己的復振層級，同時也提出促進語言挽救、

維繫和保存的建議： 

Ⅰ、欲達成雙言社會的意識啟發、重建之後，進入層次 8：  

層次 8、社區裏已沒有、或甚少具族語能力者；除了必須進行族語記錄

之外，也需要成年人重新學習族語，讓族語得以重建。 

層次 7、社區裏只剩年長者尚使用族語，可能在一個世代之內瀕臨滅失

；應動員具族語能力者廣泛與家庭連結，讓兒童的社會化過程

                                                 
6 參見本章第二節、原住民族語言政策之演進。 
7 指二個或以上的文化持續地接觸，形成一個文化接受其他文化的歷程和結果。其影響是雙

向、相互採借的。（張鍠焜，20003：83-384） 
8 指二個或以上的族群相遇後，一個族群逐漸與另一個族群相似的過程和結果。（張秀雄，

2000：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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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族語。  

層次 6、尚存有世代相傳的族語家庭、鄰里和社區。應藉由家庭、鄰里

和生活社區的合作來恢復語言文化代代相傳的機制。 

層次 5、於學校教育體系中培養讀寫能力，培養成人和少年讀寫能力，

但未取代義務教育。 

Ⅱ、達到雙言社會之後，欲繼續超越，進入層次 4： 

層次 4、完全使用族語的學校，該族群對課程及人事安排有主導權；或

部分族群族語教育，對課程及人事安排無主導權。 

層次 3、本族群與他族群在地方性的工作場所使用族語。 

層次 2：地方政府提供族語的諮詢服務、地方大眾傳播媒體使用族語。 

層次 1：族語在學校教育系統、媒體、工作場域以及較高層級的政府機

構裏使用。 

Crystal（2001[2000]:265-266）認為必須完成下列 6 項基本前提，復振瀕危

語言才有可能： 

（一）提高瀕危語言的民族在支配民族裏的尊嚴。 

（二）增加瀕危語言的民族在支配民族裏的財富。 

（三）提高瀕危語言的民族在支配民族裏的法律權力。 

（四）加強瀕危語言於教育體系裏所占的份量。 

（五）將瀕危語言寫成文字。 

（六）瀕危語言民族能善用電子科技。 

黃宣範（1995）特別指出運用適當的雙語教學可以達到語言復振的成效，

並將雙語教學分為：沈浸式、雙語教育、浸淫式、雙向／雙語等四個教學模式

。陳美如（1995b）綜合前述分類，配合分辨雙語教育模式的規準，歸納出 5 種

雙語教學的模式： 

（一）「過渡式」雙語教學模式（transitional model）：以雙語之一為目標語，在

教學過程中使用學生的母語，目的是使學生透過母語而學會目標語，進而

可更成功地投入以目標語（主流語言）為主要語言的社會中。 

（二）「保存式」雙語教學模式（maintenance model）：同樣為了使學生更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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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投入以目標語（主流語言）為主要語言的社會中，但在過程中，也一

定程度的保存／維持學生母語的基本能力，消極地使其不至流失。其母語

能力最多只靜態的被保存，而不會增長與發展。 

（三）「雙語言」教學模式（bilingual model）：指在課堂上使用兩種語言作為教

學語言，其中一種是主流社會的語言，一種是弱勢族群的語言。 

（四）「多元化」雙語教學模式（pluralistic model）：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不論

在主流語言或母語方面都能順利成長發展，從而使母語及母語文化（即使

是少數族群的語文）不至被融入主流語言的社會中，真正達成一個多元化

社會。在這社會中，所有語文都不只是消極的被保存，而且還能積極的成

長與發展，共存共榮。  

（五）「浸淫式」雙語教學模式（immersion model）：首創於加拿大，後為美國

部分學校所採用，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童在學校前幾年上課全用法文，使學

童成為益增性雙語者（additive bilingu-alist），即強勢語族的人精通自己的

母語，也精通另外一種外語。 

Grenoble 和 Whaley 亦提出了 7 種語言復振模式（Grenoble & Whaley, 

2006:51-68；張學謙，2006：9-12）： 

（一）完全沈浸式課程：學校裏的課程教學完全使用族語。最有名的案例即

為紐西蘭毛利語和夏威夷的語言巢模式，此為公認的最佳方法，但是

地方社區需要有足夠的族語說話者，才有營造沈浸的環境。 

（二）部分沈浸式（或雙語）課程：學校裏的課程使用雙語教學。因為族語

被定位在過渡性質，族語只是用來做為學會社會通行語（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即社會主流語言－的橋梁，一旦學會了主流

語言，族語課程亦即結束，故並不被推崇。但是對於瀕危族語而言，

如果復振的目的只是讓學生多認識一些族語，此種模式亦已綽綽有餘

。 

（三）視同學習第二語言（或外語）：學校裏以教導「外語」的形式授課；有二

種方式：先教成人，再由成人在家庭以「媽媽教導方式（mother’s knee 

approach）」教導兒童；另一種則由幼童做起，從托兒所、幼稚園開始培

養族語使用者，紐西蘭毛利語的語言巢運動和加拿大魁北克的 Moh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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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復振運動為其例。當語言環境已少有族語使用者，甚至連社區、家

庭裏亦無族語使用者時，此不失為一權宜辦法。 

（四）以社區為學習主體：跳脫正式的學校教育模式，以社區或部落的日常生

活作為語言學習的領域，聚焦於語言使用的領域而非教導，以社區部落

為主的活動直接解決創造族語使用領域的問題。 

（五）師徒制（master-apprentice program）：當族語喪失活力，僅剩非常少數族

人具有族語能力時，政府對於授課的「師傅」以及學習的「徒弟」均提

供獎勵金，不但要學習日常生活口語，並且要完全使用族語，不得使用

強勢語言，藉以培養傳承族語的人才。 

（六）語言復甦（language revival）模式：當完全沒有該語言使用者時，重新

規劃復甦繼續使用。最有名的案例就是希伯來語，在其口語死亡 2 千年

之後重新由書面語及利用宗教運動復甦成功。另外澳洲南部阿德萊得區

（Adelaide）的 Kaurna 語在死亡 1 世紀之後，在沒有使用者也沒有任何

語音紀錄的情況下，已恢復成某些儀式場合的用語，甚至有歌曲、短篇

演說、歡迎致詞、簡介用語和族語地名－縱使 Kaurna 人僅剩 300 人左右

。 

（七）語言記錄為復振奠基：當語言活力下降到僅剩少數幾位具有族語能力者

時，應該儘可能地記錄、保留下這些人的知識（Hinton, 2001）。對於語

言活力刻正降低的語言而言，編纂族語雙語字典即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且為重要、必須之事（李壬癸，1995a；邱英哲，2008）。 

近來亦有學者從語言「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觀念提出討論，Ruiz

（1990:17-18）指出，所謂的「私有化」是指： 

（一）發展能為弱勢社區所用的資源，以增加「文化資本」。 

（二）掌控自己的生存，使得弱勢社區得以積極的謀求自身的利益。 

此觀點強調自我掌控私人的語言使用，以自我增權（empowerment）的方

式來維持族語（張學謙，2006：18）。Ruiz（1990）調查顯示，家庭和部落社區

比學校更是基本的語言保存或復興基地。張學謙（2003a，引用  Fishman, 

1985）明確指出學校母語教育的 3 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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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是語言保存的最關鍵因素； 

（二）學校的母語教育太晚也太少； 

（三）無法達成溝通外的功能。 

事實上，家庭是各族群最能直接控制的族語使用場域。張學謙（2006：41-

42）具體建議了打造原住民族家庭族語薰陶環境的工作項目： 

（一）進行全面性的族語行銷計畫，提升族語意識，鼓勵學習。 

（二）推廣語言保存策略，強力宣傳。 

（三）鼓勵成立族語家庭成長團體，在都會區建立族語使用環境。 

（四）辦理族語家庭認證：表揚並給予精神與實質獎勵。 

（五）提供原住民家庭族語教材，由家長教導或與小孩一起學習。 

（六）提供將族語融入家庭的遊戲和娛樂的方法。 

（七）提供將家庭、社區融入學校族語教育的方法。 

張學謙同時亦對於打造原住民族部落社區族語薰陶環境，提出具體建議

（同上引）： 

（一）成立部落語言推動小組。 

（二）針對不同年齡層辦理族語成長班（族語班、族語才藝班、青少年族語社

團、成人社區族語活動班、語言文化薰陶營）。 

（三）推動師徒制族語學習計畫，提供經濟誘因，獎勵族語學習。 

（四）成立部落語言教室，進行師資語言之提升。 

（五）辦理示範族語部落的選拔、表揚和觀摩活動。 

（六）成立部落族語幼稚園。 

（七）推行部落族語讀寫班。 

（八）辦理部落口語文學記錄活動。 

（九）成立社區族語資訊中心，提供語言、文化等相關書面或影音資料。 

（十）推動語言景觀運動（以族語書寫地名、交通標誌、路名、招牌）。 

筆者整理黃美金（2005、2007）提出的 5 大措施和支援，認為惟有多面

向、多管齊下地推行復振運動，方能順利地推展族語教學、成功地將族語傳承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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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教育法規。因為說母語是每個人與生俱來的基本權利，是一種基本

人權，公部門應該以多元文化觀念配合修正現行教育法規，包括：設置

語言規劃機構、學前族語教學制度化、鼓勵全民自小學習第二或更多語

言、增加族語每週教學時數、延長族語教學年限。 

（二）編輯與審查族語教材。因為教材的統一性、規範性以及標準化是使用族

語的最基本需求，把同一種語言的現有教材予以統合，實有必要，包

括：晉用稱職的編輯委員、舉辦教材編輯研習營、舉辦語言結構研習

營、訂定族語教材審查機制、修訂現有之族語教材、編輯學齡前及青少

年族語教材。 

（三）培訓族語師資。缺乏族語師資，自然無法讓族語存續，更遑論展族語；

而台灣各原住民族目前極度缺乏適任的族語教師，因此必須加強正規師

資之培育、在職教師之進修以及非教師體系之短期集訓，俾以擴充教授

族語之人才。 

（四）改進學校族語教學。目前教育體系尚未真正重視族語教學，學校不但應

給予行政支援的配合、師生間亦應以族語交談、以族語標語佈置校園環

境、課間族語族曲播送，教育主管機關更應主動辦理校際族語教學觀

摩、支援製作輔助原住民族語言教學視聽媒體、成立「原住民族語言教

學諮詢顧團」、設置「原住民族語言教師網站」。 

（五）營造部落族語總體學習環境。族語的使用，光依賴學校教學是不夠的，

只有回歸家庭、在社區、部落紮根，族語的使用才會有成效：因此需要

家庭和社區部落的相互配合。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多已瀕臨消失，一旦族群的語言消失，文化意象僅剩下

文本紀錄或歷史記憶，屆時再努力尋求「文化保存」或「文化再現」，似無效

益；所以及早進行語言復振，應當是無可取代的重要工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推動執行的「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計畫（97~102 年）」，預計以 6 年的期

程，總金額 7 億 4888 萬元，來完成 10 項目標9： 

（一）健全原住民族語言法規。 

                                                 
9 參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97 年度作業計畫（http://210.241.21.133/DOC/4101 

/PLAN_40_200804032300517.htm）。換言之，以 6 年 14 族 10 項計畫平均攤算，每年每族每

項僅分配 89 萬元。若以 45 支方言均分，每種方言每年每項僅支援 27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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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立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組織。 

（三）編纂各族語言字詞典及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教材。 

（四）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研究與發展。 

（五）培育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 

（六）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家庭化、部落化及社區化。 

（七）利用傳播媒體及數位科技實施原住民族語言之教學。 

（八）辦理原住民族語言能力之認證。 

（九）原住民族傳統及現代歌謠創作收集及編纂。 

（十）重要政策、法令之翻譯及族語翻譯人才之培育。 

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於今（97）年以 1 億 3623 萬元
10之預算，預計於今年 12

月底以前執行完畢下列 9 項目標： 

（一）輔導 10 個縣（市）政府成立族語推動組織，並輔導 5 個民族成立族語推

動組織。 

（二）委託成立族語推廣中心 3 處，並協助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

所成立語言文化教室（語言巢）165 處，辦理全國歌謠競賽與族語模範

家庭選拔活動。 

（三）委託辦理原住民族語言簡易辭典編纂計 5 種語言。 

（四）辦理 97 年度原住民學生升學取得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考試，報考人數約

1 萬 5 千人。 

（五）辦理 97 年度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及合格人員研習，報考人數約 2 千

人、研習人數約 5 百人。 

（六）委託辦理族語認證題庫建置。 

（七）委託辦理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纂計畫。 

（八）辦理族語使用現況調查工作。 

（九）族語振興人員進階研習及族語翻譯人才培訓。 

綜觀上述的各項族語復振政策，立意良善，涵蓋多元、多面向的復振方

案，但是目前仍缺乏規劃前可供參考的社會語言學資料數據，亦未區辨 14 支原

                                                 
10 98～102 年預算尚未編列，98 年預算若於年終仍未獲立法院通過，勢必無法繼續推動此六年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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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的 45 支方言之流失情形與現況，無法研析其差異性進而訂定出各語言、

方言的復振計畫，暫時僅能以齊頭式平等、一視同仁地執行，可以預見族語復

振工作勢將事倍功半，甚至呈現難有成效可言之窘態。計畫中雖已列出了「辦

理族語使用現況調查工作」乙項，顯見公部門已了解調查族語現況工作對於後

續規劃有其重要性，但是「規劃」和「調查」同步進行，似乎難符邏輯，族語

使用現況如何真正反映成為規劃的方向和政策，令人擔憂。希冀調查工作得以

盡速地、全面性地展開，以利針對各種方言的現況研擬出因族、因語、因地制

宜的方案。 

第二節 原住民族語言相關政策之演進 

台灣無庸置疑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多元文化社會，但長期在漢族中心

主義的教育政策，以及華語為官方語言、教育語言政策之貫徹下，目前台灣原

住民族的語言、文化比起其他歷史時期消逝地更為快速。本節回顧自荷蘭、西

班牙占據台灣以來各歷史階段有關原住民族語言及相關政策之演進，藉以了解

造成原住民族語言流失的政策因素。 

一、荷西時期（1624~1661 年） 

1624 年（明朝天啟 4 年）8 月荷蘭人登陸台南安平鹿耳門占據台灣，當時

的原住民人口約在 10 至 20 萬之間，漢人至多僅 10 萬人（盛清沂等，1988）。

荷蘭人主要係以經濟活動為主，為了節省經費而得以獲取經濟利益的情況下，

採取不設行政官署，直接透過各社頭目的影響力來統治各原住民的社、族，並

積極深入了解各地的原住民語言，其中對於西拉雅族語言最為深入。 

荷蘭傳教士們為了便利傳教，自 1627 年（明朝天啟 7 年）始，以台南新港

社的語言（屬西拉雅語系）為共同語言，創用了以新港語為本的羅馬拼音，供

所有原住民學習以利傳教，先後將主禱文、十誡、大問答書、小問答書、信

經、使徒信條、馬太福音、基督教生活實踐問答、講道集、教義問答、約翰福

音等譯成新港語，亦有赤崁語集、華武壠語字典、放索語彙等等（楊森富，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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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 年（明朝天啟 6 年）西班牙占領台灣北部的雞籠、淡水，同樣以傳教

方式進行原住民的教育工作，當時北台灣各原住民族的共同語言為巴賽語，惟

並未留下相關當時巴賽語的資料（李壬癸，2001）。 

1642 年（明朝崇禎 15 年）8 月荷蘭擊退西班牙，整個台灣成為荷蘭人的勢

力範圍。此一時期尚未出現正式的學校教育，宗教教育的引進是因為荷蘭政府

為了鞏固其殖民統治政權並獲取更多的經濟利益而採取宗教教化之手段，來教

化當時台灣的主要人口－原住民（姜添輝，2000）；對台灣語言教育最大的影

響，是將原住民族的語言羅馬字化，對現今教會以羅馬字保持原住民族語言有

很大的關係。 

二、明鄭、清代時期（1662~1895 年） 

鄭成功於 1662 年（清朝康熙元年）取代荷蘭人在台統治權，當時的語言以

華語為主，漢式教育正式進入台灣。1683 年（清朝康熙 22 年）鄭克塽降清，

台灣版圖歸滿清所有，將「深居內山未服教化，不與漢群，不通漢語者」稱為

「生番」，將「雜居平地，尊法服役，以漢語為語言者」稱為「熟番」，此時期

因「番地」尚屬化外之境，故並無任何語言政策可言。 

綜觀此時期以前，原住民族各處遍遠山區、海上，無論漢人或荷蘭人、西

班牙人皆難能有效地行使統一的權力，各原住民族因而保有某種隔離、獨立自

主的部落型態，各族語言大致尚稱生機蓬勃；惟平埔諸族在此時期，已受到相

當大程度的漢化11。 

三、日治時期（1895~1945 年） 

1895 年（清朝光緒 21 年）馬關條約明列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

將台灣視為其領土，意圖使台灣人民歸化為日本皇民，實施「同文同種」的殖

民主義「語言同化」政策（張振興，1991），但教育政策仍有階級性的差別：日

人子女就讀小學校，漢人子弟就讀公學校，原住民子弟就讀蕃人公學校、教育

                                                 
11 伊能嘉矩在 1897 年查訪道卡斯族時只能記綠到 133 個單詞（森口恒一，1997），當時可說已

是瀕絕語言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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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基本上可以再細分為 3 個時期（藤井志津枝，2001）： 

（一）綏撫時期（1895~1915 年）： 

日人治台之初，因內地漢人反對勢力尚未平息，以及外商在樟腦製造之既

得利益未能立即排除的狀態下，乃延續清代撫墾局的概念，對原住民族採取「

綏撫」政策。1896 年即在全台設立 14 個國語
12
傳習所，以推廣日文；並規定蕃

界警備員每日必須學習「土語」
13
、「蕃語」（藤井志津枝，2001）。1905 年為鼓

勵蕃地警察能兼通譯工作，分甲、乙兩種認定標準提高待遇（伊能嘉矩，1918b

）。1906 年出版「黥蕃語集」14（藤井志津枝，2001）。 

1907 年推行理蕃五年計畫，鼓勵未婚日警娶「蕃婦」以加速通曉「蕃語、

蕃俗、蕃情」（伊能嘉矩，1918a）。1909 年出版「排灣、阿美蕃語集」15。1914

年台灣總督府發布「番人公學校規則」。提出「撫蕃意見書」、「蕃童教育意見書

」，建議實行「漢蕃隔離」政策、禁止「漢蕃兒童」同在公學校讀書、禁止「漢

蕃婚嫁」，推動「蕃童教育」
16
及「蕃童特別教育」

17
。出版「抄本太魯閣蕃語集

」（藤井志津枝，2001：101、145-149）。 

（二）教化時期（1915~1937 年）： 

總督府全面推行「蕃人」同化政策，施以「農民化」以及「集團移住」政

策。此時期的「蕃地」成為日本企業投資開發的地區，原住民族則成為廉價的

勞力來源。1927 年改傳統「頭目制」為「社長制」，由日警選出能說「流暢國

語」者擔任之（同上引）。由於日人在「蕃地」對於原住民強制性勞役的過度壓

榨，引發 1930 年的霧社事件。 

1930 年調查全台「蕃人」計 14 萬 553 人，能說「國語」者已達 43％。設

置產業指導所（同上引）。1931 年設置農業講習所。1932 年決定放棄培育少數

「蕃童精英」之政策，改為普遍在教育所接受「國語」和「實科」
18
教育（理蕃

之友，1932）。1935 年為全面普及「國語」，警務局舉辦全台「國語演習會」演

                                                 
12 日治時期之「國語」指日語，以下皆同。 
13 指 Holo 語、客語。 
14 飯島幹太郎編著。 
15 抄錄森丑之助調查之「台灣蕃語集」。 
16 為同化政策當中被視為是最根本的措施，重點在教授簡易的日語會話、修身的禮節、簡單算

術、唱日本歌、軍事操練……等等。 
17 為培育「蕃秀才」精英，來補強日人的警政系統。 
18 即農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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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比賽（同上引，1935）。1936 年設立「高砂族國語講習所」187 所，規定受講

者為 12 歲以上未受過教育所、農業講習所、小學校、公學校者（同上引，1936

）。 

（三）皇民化時期（1937~1945 年）： 

1937 年設置助產婦講習和家政講習會。討論準備將「蕃地」編入普通行政

區內。1941 年統計蕃童在警務局所管「教育所」之就學率達 86.35％。1942 年

統計「高砂族國語講習所」267 所，受講習員共 18501 人（藤井志津枝，2001

：101、147-149）。1943 年原四年制教育所改為六年制，再設二年補習科以利蕃

童升學或就業（台灣總督府，1945）。1944 年設立「青年學校」以及為未上學

者設置「皇民練成所」（藤井志津枝，2001：145-147）。 

綜觀日治時期對原住民族的政策，是從了解原住民族文化特性並著手調查

各族語言，慢慢地以誘導的方式改變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認同，俾以達到

「同化」之目的。 

四、光復後戒嚴時期（1945~1987 年） 

戰後日本歸還台灣，國民政府於 1945 年公布的「台灣接管計畫」中第 18

條：「對於蕃族，應依據建國大綱第 4 條
19
之原則扶持之，使能自決自治。」然

而後續的原住民族政策證明，「台灣光復」對原住民族來說，只是換來了個語言

政策－「推行國語」－更加明確的新政權。當初被皇民化了的原住民至此有了

新的國藉，甚至變成了「炎皇世冑」。此段時期計 43 年，可分為改制後力求時

局穩定，以及貫徹單一國語政策等二個時期（陳美如，1995a）。 

（一）改制穩定時期（1945~1969 年）：  

此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根除日語，推行「國語運動」之單一語言政策。1946

年 4 月成立「台灣省國語推行委員會」主管全省之國語推行工作（方師鐸，

1969：118），於各縣市分別成立「國語推行所」，分區設置「國語講習班」，從

生活、文化、教育各方面徹底推行「國語」改革。1949 年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

                                                 
19 建國大綱第 4 條：「對於國內弱小之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惟孫文

的民族思想事實上是：「……我的意思是，應該把中國許多所有民族融化成為一個中華民

族。……」（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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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政策幾已和「國家統一」、「民族大義」離不開關係，本土語言因為受到

「語言不統一，影響民族團結」的迷思而大受壓抑（李易蓉，1995：27）。 

1951 年訂定「山地施政要點」第 20 條：「積極獎勵國語文，以各項有效辦

法啟發山胞學習國語文興趣，嚴格考核山地國語文推行進度。」以及「山地人

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之第一目標：「語言方面：以國語為主，山地方言為輔，

由工作人員、學校、社會三方面，全力配合推行。」並規定各級學校應以「國

語」教學，嚴禁日語或方言，師生間談話均必須使用「國語」，聘請教員若「國

語」程度太差時，應不予聘用。1952 年頒定「台灣省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

法」，促使學校成為一個完全「國語」之環境（謝麗君，1997：42-43）。 

1953 年公布之「促進山地行政建設計畫大綱」中規定：「逐漸使山地國民

中學校採用平地國民學校課本。」（台灣省政府民政廳，1954）。1954 年各縣設

置「國語推行員」（張佳琳，1993）。1955 年修訂「台灣省中等學校獎懲辦法」

，規定不講「國語」者，應予記缺點或警告（謝麗君，1997：43）。1956 年在

各山地鄉組織「國語推行小組」；12 月頒布「台灣省省立小學、國民學校辦理

成績考核標準」將「推行國語」明列為學校辦學成績的考核項目之一。1958 年

要求山地國民學校停用山地課本，改用一般國校課本（台灣省政府民政廳，

1971）。 

1957 年第 40 屆國際勞工組織大會通過「獨立國家內土著及其他部落與半

部落人口之保護與公約」，其中規定應尊重原住民族習慣法、保存其語言、保護

其制度等等，政府雖於 1962 年 9 月批准該項公約，惟 1963 年 9 月訂頒之「山

地行政改進計畫（方案）」均未納入（李亦園，1983：11），反而持續推動「山

地平地化」反項措施，逐步把原住民族的相關保護措施予以消除。1962 年「國

民學校課程標準」明文規定教學用語言一律使用「國語」（張佳琳，1993：36）

，不准師、生再使用母語。1964 年通令各機關學校「在辦公室間，必須一律使

用國語」（洪惟仁，1992），不准公教人員在辦公室內使用母語。 

（二）貫徹單一國語時期（1970~1987 年）： 

藉由「國語」的推行建立台灣為中華文化的正統，明定「國語」為全國唯

一使用的語言，持續明禁方言之使用。此階段前期乃屬噤若寒蟬時期，直迄

1986 年反對運動蔚然成形，執政當局始對反對運動的容忍度增加（張茂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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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72 年新聞局通令三台：「減少方言時間，閩南語節目不得超過一小時

，分兩次播出。」（洪惟仁，1992）。1976 年行政院公布廣電法，規定：「電台

對國內廣播播音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年減少，其所佔比率由新聞局視實際

需要定之。」（黃宣範，1995：366）。 

1983 年台灣大學的原住民學生發行「高山青」刊物，開始對種族存亡危機

及提倡民族自救發聲（夷將．拔路兒，1994）。1984 年「台灣原住民權利促進

會」成立，原住民族運動以組織化之型態正式展開（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

2000）。 

綜觀國民政府推動「國語運動」50 餘年，利用公務、教育體系、媒體力量

有系統地打壓其他族群的語言，對台灣島內其他語言造成嚴重的衝擊和影響，

尤其使得原住民族的語言生命力遭受到空前的破壞。 

五、解嚴時期（1987~迄今） 

台灣於 1987 年解除戒解之後，由於政治限制的鬆綁，台灣主體意識抬升，

台灣語文與台灣意識的依存關係，因統治者的長期壓迫而獲得結合，原住民族

語言亦開始尋覓平等的生存空間。但是，「成功」的「推行國語」運動，已造成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流失、活力大減，甚至步入滅亡。此時期的台灣語言教育尚

可分為排斥改革、放任地方自行教學以及中央統一規劃等前 3 個時期（陳宏

賓，2002）。直迄 2006 年，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發布：未取得族語認證

的原住民族學生，將逐年遞減加分比率。正式開始在原住民族學生的權利義務

關係上，融入族語復振的思維，筆者認為可稱為「正式實施期」。此 4 時期分述

如下： 

（一）排斥改革期（1987~1993 年）：  

1987 年起陸續發起「刪除吳鳳神話」、公布「台灣原住民族權利宣言」，指

出「台灣原住民族不是炎黃子孫……」，認為歷來統治者的同化政策，已使台灣

原住民族瀕臨亡族滅種的境地，並強力主張原住民族的人權、土地權、文化

權、自決權等等（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2000）；1988 年發起「還我土地」運

動、1989 年成立的「原報」、1992 年「正名運動」……等等，都是原住民族救

亡圖存而發起的刊物或行動。期間，政府有了回應，陸續訂頒「山地發展與行



 32

政措施方案」以及 1988 年訂定「台灣省山胞社會發展方案」（台灣省山胞行政

局，1993），惟至此仍未見有任何正面之語言政策，抑或與原有之同化政策有何

不同。 

1990 年教育部函覆部分欲實施母語教學的縣市：「……至於現有之語言教

學政策……在國民教育階段，應以建立國民之共同文化與語言為首要，國小教

師應使用『國語』教學，有興研修各地方言之學生，可利用課外時間學習。」
20

原住民族語開始在某些國小教授。1991 年 4、11 月行政院長郝伯村分別回覆立

法委員質詢：「……政府現在不考慮雙語教育。」21、「有關雙語教學一事，目

前政府無此計畫。」22。1992 年 3 月行政院長郝伯村重申：「……雙語教育，我

覺得沒有必要。……國語教育還是國家的既定政策，……」23。 

此時期尚為解嚴初期，部分縣市開始與中央進行改革對話，然而中央政府

則因循舊制而採取排斥的態度，尚不願正視弱勢族群語言流失的問題。 

（二）放任自行教學期（1993~1999 年）： 

1993 年國小課程標準中，增列「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族語教學首度納入

正式課程，惟為免影響「國語」推動，教育部決議由各縣市教育局自行決定是

否實施母語教學，且利用團體活動等時間自由選修。因為僅規劃中、高年級每

週一堂課，而且內容又涵括鄉土歷史、地理、藝術和語言，想當然爾並無成效

可言。 

1994 年教育部補助國中小學鄉土教學實施計畫；公布「教育部獎（補）助

原住民母語研究著作實施要點」。1995 年教育部決定自 85 學年度開始實施本土

語言教學；編輯國小四年級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供各原住民族進行鄉土教學

時參考24；教育部雖然出版了「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專案研究報

告」，針對原住民語、客家語、Holo 語各自推薦了一套音標，卻明示該研究成

果「僅供參考，並不代表教育部的政策」，顯示教育部此時仍有任母語自生自滅

的心態（陳宏賓，2002）。 

1996 年教育部提出「原住民教育法」草案立法大綱，其中揭示有「強調原

                                                 
20 教育部公報，187 期，1990 年 7 月，Pp.12-13。 
21 立法院公報，80 卷 27 期，1991 年 4 月 3 日，Pp.41。 
22 立法院公報，80 卷 93 期，1991 年 11 月 20 日，Pp.141。 
23 立法院公報，81 卷 20 期，1992 年 3 月 7 日，Pp.60。 
24 教育部公報，251 期，1995 年 11 月，P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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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多元文化、推展原住民母語」。1997 年進行第 4 次修憲，首次承認「原住

民」為「原住民族」，並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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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更名掛牌運作。 

1998 年 6 月公布之「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9 條明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歷史及文化之機會。」教育

部 9 月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要」，卻只在語文學習領域當中

提出「語文：包括本國語、英語、外國語等」，並大肆強調「國小實施英語教

學」為新課程的特色之一，仍未見母語教學的相關規劃（同上引）。 

1999 年頒訂「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六年計畫（第一期）」預定 2000 年實

施，主要工作項目包括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工作；並將原住民語、客家語、Holo

語納入九年一貫課程「語文」領域中，確定了母語成為正式課程的「法定地

位」亦象徵步入由中央統籌規劃母語教育政策之規劃期。 

在此階段，學校有權決定是否實施，學生有權決定要不要學習，實施時數

又僅短短一堂課 40 分鐘，無疑是表面虛應、實質放任。 

（三）中央統一規劃期（1999~2006 年） 

1999 年 12 月教育部在社會的輿論壓力下宣布將「國小三年級起母語列為

必修課程」修正為「將母語教學列為國小一至四年級必選課程，每週兩節，五

年級以上由學校自行決定」25預計自 90 學年度起實施。2000 年 1 月年教育部再

次修正：「國小一至六年級應以必選的方式，擇一鄉土語言修習，每週一至二

節；國中一年級至三年級則列為選修課程」26。4 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修

正：「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9 月公布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正式確定了 90 年度起國小必選鄉土語

言課程之政策，期望在使原住民族學生從族語傳承中，了解原住民族文化價

值，培養人文關懷，進而了解並尊重不同族群，體認多元文化價值。此舉立意

明確、深遠，惟依據實施要點課程計畫卻明定三種「鄉土語言」－Holo 語、客

家語、原住民語由國小學生以「任選」一種方式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

修習。學習時間則訂每週一至二節。除了學習時間不夠之外，原語師資缺乏，

                                                 
25 教育部公報，301 期，2000 年 1 月，Pp.52-55。 
26 教育部公報，302 期，2000 年 2 月，P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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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原住民學生無法修習自己的族語。由於族語消失的危機日益嚴重，在族語

及文化的保存與傳承上，教育主管機關有義務扮演更積極的角色。 

2001 年發布「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預計自民國 94

年起，原住民族考生須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證明；並舉行首屆「原住民族語

言能力認證」。教育部施行「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正式將原住民族

語言納入正式課程實施教學。2002 年原住民族委員會在教育文化處之下新增

「原住民族語言科」掌理原住民族語言之政策規劃、復育傳承、教育規劃、人

才培育、文字推廣以及族語能力認證……等等事項。舉行第 2 屆「原住民族語

言能力認證」。2003 年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委託政治大學編纂族語教

材。舉行第 3 屆「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 

2004 年舉行第 4 屆「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2005 年訂為原住民族語言

年。12 月 15 日頒布各族語言書寫系統，惟未見任何相關單位進行族語書寫系

統之推廣工作（黃美金，2007）。本時期由中央教育以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共同

進行中長程規劃，雖然「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在草創初期連續舉辦 4 屆之

後喊停，但仍算是踏出了族語復振的一大步。 

（四）正式實施期（2006 年~迄今）：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6 年發布：未取得族語認證的原住民族學生，

將逐年遞減加分比率。正式將族語復振的思維融入原住民族學生升學的權利義

務關係。同年，政治大學完成 40 種台灣原住民族語／方言，計 1-9 階共 720 本

教材和教師手冊，發送各縣市國中小學原住民族學生人手一冊，並在網路上建

置族語教室。原住民族委員會在立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的台灣原住民族語言復

振工作報告裏指出，對於當前民族語言復振工作所面臨的問題是族人的語言態

度以及行政的專業性；8 月 22 日起凡取得族語認證之公務人員，參加原住民族

委員會內升或外補均可加分（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修正發布「原

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留學辦法」第 3 條條文： 

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改採加分方式計算，共按原住民佔全國人口比例

2％，以外加名額 2％方式，兼顧一般生與原住民學生之升學權益。另

為保存及延續原住民語言及文化，自 96 學年度起，其優待方式以加總

分 25％計算；另為鼓勵原住民學生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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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證明者升學優待以加總分 35％計算。始自 99 學年度各項招生考

試起，其加分比率方逐年遞減 5％，並減至 10％為止。 

2007 年辦理 2 次「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考試」。

舉行第五屆（新制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推動「96 年度原住民族

語言學習暨語言巢實施計畫」。2008 年推動第二期的「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

計畫（97~102 年）」，包括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家庭化、部落化與社區化實施

計畫27，擴展族語在家庭、部落與社區的使用習慣與場域，彌補國中小學鄉土

語言教學授課時數之不足。 

筆者將 2006 年迄今單獨列為一個時期，係認為此一時期為官方正視族語復

振積極作為之始，不但擬具了由上而下的推展政策，也規劃了由下而上的家庭

化、部落化與社區化推展計畫；中央政府於 2008 年 5 月 20 日政黨再次輪替

後，是否影響此一「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計畫（97~102 年）」政策之執行，

尚有待繼續觀察及關注。 

第三節 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現況 

台灣原住民族的分類大致是沿用日治時代學者移川子之藏等人（1935）的

9 族分類。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尚屬「活著」的語言／方言，總計還有 45 種，除

了截至 2008 年 4 月 23 日止，行政院公布的台灣原住民族計有 14 族、4328方言

別（見表 2.1）之外，還有 2 種編有族語教材的平埔族語言：巴宰族的巴宰語、

噶哈巫語29。 

全世界語言使用人口少於 100 人的有 51630種（Ethnologue, 2005a）；依 SIL 

International（世界少數民族語文研究院）調查（Ethnologue, 2005b）：「only a 

                                                 
27 筆者實際協助「高雄縣桃源鄉鄒族（沙阿魯阿）宗親會」爭取預算推動此項計畫之 3 項子計

畫：設置語言文化教室（語言巢）1 班、開辦族語考試輔導學習課程 1 班、編纂圖解式族語

小辭典（見第六章第三節及附錄三、四、五）。 
28 2008 年 3 月 25 日公告之「97 年度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家庭化．部落化與社區化實施計

畫」則說明台灣有「13 族、14 語族、42 種方言別」，當時因賽德克族未公告正名，然並未說

明為何比以官方公布之 43 種方言少了 1 種方言別。 
29 雖然此 2 種語言由政治大學編有族語教材，但並未納入 2007 年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優待取

得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考試」的考試機制。 
30 Ethnologue 於 2001 年 4 月公布的調查數據為 306 種，2005 年增為 51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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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elderly speakers are still living」有 7 種台灣原住民族語言使用人口未超過

100 人：噶瑪蘭語 24 人、卡那卡那富語 6~8 人、沙阿魯阿語 5~6 人、邵語 5~6

人、Amis-Nataoran（撒奇萊雅）語 5 人、Babuza（巴布薩）語 3~4 人31、巴宰

語 1 人。雖然該統計人數並不真的精確，但卻也反映出台灣原住民族語言流失

的情況非常地嚴重。陳誼誠（2004）亦透過族語認證能力考試的分析，舉出台

灣有 8 種「小」原住民族語言（包括萬大泰雅、邵、卡那卡那富、沙阿魯阿、

茂林魯凱、萬山魯凱、多納魯凱、東魯凱等）已呈現瀕危現象。 

表 2.1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統計表 

項次 族別 語別 方言群 數量

1 阿美族 阿美語 北部、中部、海岸、馬蘭、恆春 5 
2 

泰雅族 泰雅語 
賽考利克、澤敖利、汶水、萬大

、四季、宜蘭澤敖利、宜蘭寒溪 
7 

3 
排灣族 排灣語 

東排灣、北排灣、中排灣、南排

灣 
4 

4 布農族 布農語 卓群、卡群、丹群、巒群、郡群 5 
5 

魯凱族 魯凱語 
東魯凱(東興)、霧台、大武、多納

、茂林、萬山 
6 

6 卑南族 卑南語 南王、知本、初鹿、建和 4 
7 鄒族 鄒語 阿里山、卡那卡那富、沙阿魯阿 3 
8 太魯閣族 太魯閣語 太魯閣 1 
9 賽德克 賽德克語 德克達雅、道澤、德路固 3 
10 賽夏族 賽夏語 賽夏 1 
11 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語撒奇萊雅 1 
12 雅美(達悟)族 雅美語 雅美 1 
13 噶瑪蘭族 噶瑪蘭語 噶瑪蘭 1 
14 邵族 邵語 邵 1 
-- （巴宰族） （巴宰語）（巴宰、噶哈巫） （2）

合計 14（15） 14（15） 43（45）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按人口數多寡排列） 

礙於官方長期的政治考量，以及調查標的、範圍、對象的複雜性及高困難

度，台灣目前並無任何有關 45 種原住民方言活力的全面性調查和分析；有關原

住民族語言現況的實證研究，大致上僅有幾位研究者針對地域性或特定範圍之

                                                 
31 Babuza（巴布薩）語屬西部平埔五族之一，早在十九世紀末小川尚義調查時即多屬死語（李

壬癸，1992a、1997a）。筆者研判此 3~4 人之調查數據應有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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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所進行之調查分析。例如： 

阿美語：陳春美（2000）於 1998 年調查花蓮縣及台東縣國中學生，自評族

語流利者分別僅 10％、20％。葉柏強等（1999）調查花蓮縣國中學生的族語活

力，學生與家人以純族語溝通者僅占 12.5%，聽得懂但不會說者占 56%。 

泰雅語：陳淑娟、江文瑜（2005）調查發現新竹縣尖石鄉族人三世代間的

語言傳承急遽衰退，男性族人其雙親在 35~54 年次32出生者，族語流失達 54％

，下一代的族語能力明顯低於上一代。 

排灣語：盧慧珍（1996）調查屏東縣泰武鄉，35 年次以後出生之族人，族

語開始有流失現象；55 年次以後出生者，有 4 成以上不具族語口語能力，大部

分的受訪者均認為有一半的族人不會族語。 

布農語：劉秋雲（2002）調查發現，51 年次以後出生的族人以及高教育程

度（高中及以上）者，其族語能力低於國語能力。 

鄒語：汪明輝、浦忠勇（1995）調查阿里山鄒族的族語能力，發現族人的

鄒語能力隨著時間而退化，一代不如一代，55 年次以後出生的族人較不能說流

利的族語。年齡層越低越不流利，甚至新一代子女有以國語為母語者。 

卡那卡那富語：從 1993 年的「僅只百人左右，而且多屬五、六十歲以上的

老年人……二、三十年內將會自然消亡。」（何大安，1997），到了 2004 年變成

「完全可用族語對話不會穿插其他語言的人約有 10 人左右」（陳誼誠，2004），

2006 年則只剩下 5 個人33會講。 

沙阿魯阿語：從 2003 年的「24 人能講」（賴建戎,2004），到了 2008 年 3-4

月間筆者探訪，能流利使用族語者僅剩下 21 人34。 

賽夏語：都市原住民中，僅有賽夏族人沒有人在家使用族語（王甫昌， 

2003）；部落中只有 55 年次以上的族人具有族語能力（陳淑娟，2006）。 

達悟（雅美35）語：李壬癸、何月玲（1989）調查蘭嶼 6 個部落發現，因

為紅頭、漁人部落接觸較多外來的影響，族語能力相對較差。何德華（1995）

                                                 
32 為便利了解各調查研究資料之語言活力年齡層，筆者均將資料內之「年齡」配合調查年份，

換算成「出生年次」。 
33 卡那卡那富鄒語教材主編孔岳中訪談報導＜自由時報＞2006.9.23。 
34 筆者於 2008 年 3 月 14 日-4 月 27 日實地訪查，沙語流利者計 21 人、尚可溝通者計 6 人、勉

強可以說一點點者有 11 人，見表 38.。 
35 年輕人認為「雅美（Yami）」為他稱，「達悟（Tao）」為自稱，故有推動正名為「達悟族」、

「達悟語」之舉。然而老人家則認為已習慣「雅美」的稱號，認為沒有必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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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野銀、東清部落的族語活力下降，新生代的族語聽說能力成反比，只有

朗島部落仍以族語為家庭、社區語言，其他部落族人都覺得族語將會被國語取

代。陳慧萍（1997）調查發現，66 年次以後出生者，開始有族語流失的現象，

族語使用頻率與對語言及族群的認同，隨著年齡層的下降而降低。 

邵語：日月潭附近的邵族，僅有 70-80 歲以上的老人家36還能使用邵語交談

，而且已剩不到 10 人。 

巴則海／巴宰語：埔里的巴宰語目前僅剩 1 位 92 歲的潘金玉老阿嬤會說37

；其方言－噶哈巫語「也僅剩一家 3 姐妹會講」38。 

其他：黃宣範（1995）調查在台北就讀大專的原住民學生，其二代間的族

語流失率為 15.8%、三代間為 31%，並推估既使全是族內通婚，其下一代會講

族語的比例將只剩 47.6%。假定各族群之間可以高度自由相互通婚，那麼百年

之後（第六代），原住民語言人口將僅剩下 3000 人左右。林金泡（1995）於

1994 年 3 月調查原住民國中生39自認族語流利者為 27％。曹逄甫、韓世芬、陳

淑美（1997）抽樣調查阿美、布農、排灣、鄒族的語言能力和語言使用狀況，

發現受試者越年輕，其族語能力就越差；受試者教育程度越高，其國語程度就

越好、就越不常使用族語。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統計 94 學年度原住民高中（職）及國中學生族

語能力，具聽族語能力的學生占 31.7%、具說族語能力的學生占 30.1%、具讀

族語能力的學生占 14.3%、具寫族語能力的學生占 8.3%；顯示僅有 3 成左右之

學生能夠聽、說族語，而能夠讀、寫族語之學生，也僅僅只有 1 成上下（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 

96 年度辦理的「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計有 2440 人報考，到考人數

1770 人（到考率為 72.54％），合格人數 923 人（合格率 52％）；50-70 歲之合格

率達 66％40，20 歲以下之合格率卻僅 13％， 顯示族語傳承隨著世代交替，業

已產生嚴重的流失與語言轉移現象。 

綜上各種研究和調查，各族族語都正處在流失的行式之中，不少研究調查

                                                 
36 李壬癸專訪報導＜聯合報＞2006.6.30。 
37 李壬癸專訪報導＜聯合報＞2006.6.30。 
38 噶哈巫語教材主編賴貫一訪談報導＜自由時報＞2006.9.23。 
39 估計約略 69~71 年次。 
40 參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8 年 1 月 31 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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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台灣原住民族使用族語的範圍已從部落、社區逐漸退限於家庭，甚至連

家庭都已不再使用族語，年輕學生因受漢式教育及社會環境影響，已鮮少使用

族語（陳春美，2000），長輩難以與年輕人溝通反而轉學習國語；就算是族語保

存狀況尚佳的蘭嶼達悟語，筆者於 2006 年 10 月 20-21 日拜訪族語教師時，亦

查覺老人家與青壯年以上的族人以族語交談，與年輕人以及孩童說話時，則特

意轉用國語，族語教師表示：「我們島上的電視只看得到 3 台，小朋友每天都抱

著電視看，學校又規定用國語交談，國語當然會比達悟語來得好，老人家也就

和他們學著說國語了。」此亦印證了 Krauss（1992）將電視媒體日日夜夜傳播

的壓力，視為「文化神經毒氣（cultural nerve gas）」效應，均在為支配語言加碼

的論點。 

相關調查數據顯示，縱使家庭語言以族語為主者，亦少得令人必須承認再

一、二代的時間，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勢必步入死亡。當族語人口減少、凋零

而使得族語成為「死語」時，不僅是該族的損失，更是人類多元文化、語言多

樣性的損失，該族文化的存續、族群的認同都將受到嚴峻的考驗。目前台灣原

住民族之語言人口減少、老化、使用場域縮小……等問題，均是族語存續、文

化維繫所必須面對及克服的問題。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文以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沙阿魯阿人為對象，探析整體受訪者語言活

力、流失情形，族人之語言能力、態度、遷就、選擇等情形，並輔以年齡和教

育程度為社會變項。因為布農族於在近百年來大量移住桃源鄉，造成布農族人

口遠多於沙阿魯阿族，沙阿魯阿人的居住環境長期受到布農族之包圍，形成複

雜的語言關係，本研究論文的基本假設如下： 

一、語言活力與語言流失 

（一）整體而言，沙語活力低，流失情況嚴重。 

（二）就個別受訪者而言，高年齡層和低教育層的沙語活力較強、流失較

少，低年齡層和高教育層的沙語活力較弱、流失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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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能力與語言態度 

（一）整體而言，沙語能力低，對沙語價值之評價高於國語，但對沙語效

能、活動力之評價低於國語，沙語的融合性動機高於國語；國語的工

具性動機高於沙語；學習國語的整體動機高於學習沙語之動機。 

（二）就個別受訪者而言，低年齡層和高教育層沙語能力低，對沙語價值、

效能及活動力之評價均低於國語；高年齡層和低教育層則反之。高年

齡層和各教育層認為學習沙語的融合性動機高於國語；低年齡層高教

育層認為學習國語的工具性動機高於沙語。 

三、語言遷就與語言選擇 

（一）整體而言，語言遷就與選擇均以國語為主。 

（二）就個別受訪者而言，高年齡層和低教育層語言遷就、選擇沙語或布農

語，低年齡層和高教育層遷就、選擇國語。 

四、對族語認證以及族語復振的看法 

（一）整體而言，沙族人大多支持現行推動的族語認證政策。 

（二）就個別受訪者而言，高年齡層及高教育層支持現行推動之族語證政策

及沙語復振，低年齡層及低教育層則較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