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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章第一節為結論，總結研究發現；第二節則提出適合沙語現況的具體復

振建議，第三節為本論文之研究限制，以及筆者對未來研究之展望。 

第一節 結論 

沙族人口不多，少用本族語言，但是對於復振本族的語言、文化大多仍抱

持正面的看法。本節總結研究發現，明確指出高中村沙族的語言活力、語言流

失的現況，呈現了語言能力、語言態度、語言遷就以及語言選擇的情形，對於

語言規劃、政策與復振尚持支持的立場，分述如下： 

一、語言活力與語言流失 

語言活力可以用來評估當地語言的生命力，語言的世代傳承是語言活力的

重要指標。本研究發現，40 歲以下的沙族人幾乎已無法有效向下一代傳承沙

語；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傳承正以 32.5％的速率快速減損中，傳承沙語的比

例逐代減少，未傳承沙語的比例逐代增加；並且多有「有傳，但未承；承了，

卻未傳」的現象，沙語流失的情況非常嚴重。40 歲以上的族人多能自上一、二

代接受傳承以及向下一代傳承族語；39 歲以下的族人顯然多未接受傳承族語，

自然也無法向下傳承；而且隨教育程度越高，無法傳承或未予沙語之情形越多

見。 

本研究調查具有流利的沙語口說能力者目前僅有 21 人，在傳承率以 32.5％

快速減損的情況下，台灣將在 90 年後完全失去沙語。 

二、語言能力與語言態度 

調查發現，高中村的沙族同時具有沙語、布農語和國語（或 Holo 語）3 語

或 4 語之能力者，卻已呈現出國語能力優於布農語，布農語能力優於沙語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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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且隨著年齡的遞減，沙語和布農語的能力均有明顯下降的趨勢；教育程

度越高者，國語能力越強，沙語、布農語能力則越弱。本研究調查亦發現，受

試者自己和父母親的沙語、布農語與國語能力呈現出特殊的差異：沙語和布農

語能力部分，父親優於母親，母親優於自己，自己優於子女；國語能力部分，

子女優於自己，自己優於父親，父親優於母親。 

族人對於族語的態度攸關著是否可以存續的命運。本研究發現，整體沙族

對於 3 種語言的第一印象評價，呈現沙語高於布農語，布農語高於國語之現

象；對於當地的強勢語言－布農語亦未排斥，40 歲以下的族人對於國語評價則

具有較佳之第一印象。整體而言，族人認為雖然學習國語有助於更易找工作等

「工具性動機」，但是族人同意學習沙語有助於更了解傳統、更融入文化、更強

化認同，亦更可代表族群之象徵，較具「融合性動機」。但是低年齡層者則認為

學習國語一樣可以達到了解傳統、融入文化的效果；並且隨著年齡層的降低和

教育程度之增加，而有更傾向認同國語之現象。 

三、語言遷就與語言選擇 

人們在對話的互動過程中，說話者常會依據說話情境、場域與對象之差

異，而發生語言轉移情形。本研究調查發現：年齡層越低，語言遷就越傾向使

用國語；年齡層越高，語言遷就越傾向沙語或布農語。使用沙語的狀況，明顯

隨著教育程度的提高而降低。 

沙族在各種場域的語言選擇，明顯呈現國語高於布農語，布農語高於沙語

的現象。國語在各種場域均通行無阻；當地強勢的布農語被保存在宗教集會場

域；沙語則僅被固守在極少部分的家庭場域裏，使用沙語的時機遠少於布農語

和國語。 

四、語言規劃、政策與復振 

調查發現，沙族不論年齡層級或教育程度高低，多認為沙族的傳統文化和

語言均應予以復振；對於現行之族語考試、認證制度，多具正面、支持的看

法。雖然偶見有「沙語無用論」之表述，但族人均體會族語教師斷層嚴重，幾

乎已面臨後繼無人的窘境，普遍亦認為每週 1 堂 40 分鐘的族語課程並不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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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出現有「族語教育應提早開始、向下扎根」的意見。對於爭取在社區部落

內推動成立類似紐西蘭毛利族語言巢之「語言文化教室」，已獲得沙族宗親會讚

賞並且鼓掌無異議通過，並於 5 月間開班，沙族家長多熱心參與。 

多數沙族成員對於政府若在社區部落內成立「全沙語托兒所」、「全沙語幼

稚園」，均表支持且樂意協助推動，表達了希望政府協助提供經費的意願。對於

沙族自發性之訴求與期待，應已足以讓公部門抑注經費，全力支援沙族的族語

復振運動才對。 

威 爾 斯 諺 語 ：「 沒 有 語 言 的 民 族 ， 便 是 沒 有 心 靈 的 民 族 」（ Crystal, 

2001[2000]:98），語言不僅是辨識族群的方便指標，也是便於凝聚族群認同的文

化表徵。雖然從愛爾蘭人、威爾斯人與以色列人的經驗得知，語言凋零的族群

似乎未因而出現「生命力式微」的結果，但中國歷史上的契丹、女真、西夏等

族群確實也不再存在。台灣原住民族（甚至客家、Holo 人也是）因為過去的國

家語言政策逐漸失去母語能力，現在則因為缺乏語言學習環境而困頓，或許在

多數族群的壓力下被迫隱藏自己的族群身分，然而，大多數的原住民族並未放

棄自己的族群認同（施正鋒，2005）。因此政府在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的維，實

應配合各原住民族的現況差異，擬定有效政策，循序貫徹推動，俾利各族族語

之復振。 

第二節 建議 

黃美金（2005）曾對族語教學提出改進之意見，對於教育法規、族語教

材、族語師資、學校族語教學與部落總體學習環境已有探討，其中建議「務必

分齡或按學生之族語能力上課」、「務必安排在正課時段進行」、「閱讀原住民童

書教材」、「觀賞原住民電視節目」或「聽取原住民族語廣播節目」等等，對於

弱勢小族如沙族者，並無法適用，因為目前全國沙族學童最多的高中村興中國

小，全校 53 名學生，沙族亦僅有 17 名，各年級分別為 1 人至 7 人不等（見表

4.8），沙語老師僅得以族語支援人員之身分利用每週三上午早自習 8:00 至 8:40

時段，全校混齡、混族一起上課。目前沙語教學不但無法排入正課時段進行，

分齡分級更是不可能的任務。而沙語讀物更是闕如，更何況是電視節目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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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族人能夠流利使用沙語者僅剩 21 人（見附錄七），占全沙族人口 300 人之

7％，而且絕大多數為 60 歲以上的老人家。沙語已到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筆者認為沙語的復振工作不再只是公部門1單方面的責任，而是公部門、學校

2、社區部落和家庭都各應有努力的方向和目標。綜整第五章第五節的討論以及

本章第一節之結論內容，針對沙語的流失與復振課題提出研究成果暨簡要具體

建議如后： 

一、公部門方面 

（一）進行全面性的沙語行銷計畫，強化族人的融合性動機： 

1、促銷沙語的正面形象。惟有提升弱勢語言的形象、提高主流社會正面對

待多元語言文化發展的認知與觀感，才有助於沙語的使用與復振。 

2、提升沙族的族群認同與沙語的使用意識。語言和文化因族群經驗而提供

意義，並建構了族群的主體性；提升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均具有文化

意涵，沙語行銷策略自不能缺少族群認同範疇。 

3、推動在沙族傳統領域內之景觀運動，例如以沙語書寫高中村境內之山川

地名、公共區域、路名、交通標誌、標語、告示牌及廣告招牌等等。提

升沙族主體意識，宣示傳統命名權利。 

（二）推廣沙語保存策略，強力宣傳族語學習家庭化： 

1、宣傳家庭是保存沙語的最後基地。沙語僅由學校教導並非沙語復振的萬

靈丹，僅依賴學校教育並不夠，亦太晚。 

2、宣導家庭是復興沙語的最佳場域。只有從家庭做起，讓學齡前幼童從家

庭帶著沙語能力進入沙語托兒所、沙語幼稚園，才是保存沙語正本清源

之道。 

（三）辦理沙語家庭認證，表揚並給予精神與實質獎勵： 

1、激發家長使用沙語的意願。只有家長以身作則，學童才有學習、使用沙

                                                 
1 此公部門包括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高雄縣政府、桃源鄉公所、高中村辦公室。 
2 此學校包括桃源鄉興中國小、桃源國小、桃源國中，以及六龜鄉寶來國中。那瑪夏（三民）

鄉民權國小、三民國中等，以及各學校附設之幼稚園、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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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之可能，讓家長成為帶動族語家庭化的重要推手。進而促使沙語家庭

認證成為「語言巢」的典範家庭。 

2、表揚、獎勵使用沙語的家庭。建立優渥的獎勵制度，幫助認證家庭沒有

經濟、生活上的後顧之憂。 

（四）協助設立部落沙語推動小組： 

1、常設沙族語言文化教室。學習「語言巢」模式，建構完全使用沙語的場

所。 

2、編纂合宜之沙語教材。編纂以沙語為主體性的日常生活會話教材，而非

僅以國語強行翻譯的刻板、不合沙語邏輯之教材。 

3、編纂適用之圖解式沙語詞典。編纂適合沙族學童使用的族語教材，而非

編纂出只適用於外國學者研究之用的學術詞典。 

4、推動沙語師徒制學習計畫，提供經濟誘因，獎勵沙語傳承與學習。擴大

獎助教授與學習沙語的對象，以功利的誘因延長沙語的使用壽命。 

（五）設置部落完全沙語之公費學前教育、托育機構（即幼稚園、托兒所），實

施沈浸式的語言文化教育。使沙語學習可以向下延伸，讓教育體系協助

家庭沙語教育之不足，不再成為扼殺沙語的兇手。 

二、學校方面 

（一）獎勵師生間、同學間以沙語詞彙、短句交談： 

1、課堂間之口號，例如：起立、敬禮、坐下、老師好、謝謝老師等，均養

成使用沙語之習慣。 

2、課堂上的簡易問與答，例如：是不是？有沒有？對不對？由簡而繁，逐

漸由詞彙發展成為句型。 

3、獎勵學生以沙語提出要求，例如：「老師，我想上廁所。」、「老師，我想

喝水。」等等，並逐步增加常用語句。 

（二）校園、教室張貼沙語常用詞彙以及日常會話內容： 

1、引導學生注意張貼之位置並協助朗讀其內容，並定期更新。利用校園環

境佈置來增加學生接觸沙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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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遊戲、獎勵等方式來誘發學生學習的動機，促使加強學生的朗讀及口

語能力。 

（三）晨間、課間播放沙語之詞彙介紹以及會話內容： 

1、利用每日一詞、每日一句之策略，讓學生熟悉沙語詞彙與會話。 

2、鼓勵學生主動背誦沙語詞彙和會話，並定期予以獎勵。 

（四）運用沙語基礎詞彙融入數學、社會、自然、音樂等課程： 

1、以沙語詞彙配合數字的加、減簡易算式，讓學生熟悉數字的運用。 

2、以沙語介紹傳統領域內常見之動、植物。 

3、編定傳統文化祭儀事典，介紹傳統文化典故。 

4、編唱沙語童謠，促使學生在歌唱中學習沙語。 

三、社區部落方面 

（一）強化沙阿魯阿宗親會之運作與影響力： 

1、設置社區部落沙語推動小組。協助搜集沙族的語言、文化資料，負責宣

傳、推動、營造沙語的學習與使用環境。 

2、設置沙族語言文化教室。教導族人從新學習沙語，尤其是年輕一輩的族

人，提供一個使用族語的空間和時間。 

3、鼓勵社區參與師徒制學習計畫。沙語教師已出現斷層，為了得以在短時

間內補充師資，促使 21 位耆老盡可能地採一對一的教學，讓不會流利使

用沙語者能快速地提升口說能力，俾以加入沙語教師的行列。 

（二）配合沙語行銷計畫，強化族人的融合性動機： 

1、配合推動在社區內之沙語景觀運動。以提升沙族的語言、文化主體意

識。 

2、舉辦各項使用沙語之活動或比賽，增強本身族群意識及認同感，強化沙

語的使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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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方面 

（一）家長應灌輸子女能夠使用沙語是身為沙族一份子的驕傲，更是一種權利

與義務。積極提升族語使用的融合性動機。 

（二）家庭成員還有沙語口說能力者，應儘量以沙語溝通，讓沙語成為家庭語

言，成為親子、手足間溝通之主要工具。固守家庭此一最後的族語保

壘。 

（三）家庭成員沒有沙語口說能力者，則應積極鼓勵子女學習沙語，並與子女

共同學習，並利用共同習得之語彙溝通。配合學校族語教學的內容及課

程，在家庭生活裏充分運用。 

（四）支持、鼓勵並陪同子女一起參與部落社區之語言文化教室，勿錯失任何

學習語言、文化之機會。興闢除了家庭之外的沙語使用場域。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時間、人力和能力上之限制，無法完全拜訪沙族尚具有口說能

力之 38 人，受試者及受訪者僅限於高中村範圍，並無法獲得移居其他地區或長

年在外地工作、就讀的族人相關問卷或訪談資訊。而此遺漏的對象，含括了在

外就讀大學的學生們，他們都是沙族未來的精英份子，缺少他們的資訊是一大

缺憾，以及在教育程度上的取樣不平均，問卷數量偏少，導致部分數據無法做

出合宜之判別。 

其次是筆者在問卷的設計上有些問題並未清楚描述，造成受試者誤會問卷

原意，或對於選項內容不了解，以致未予勾選。例如問卷第 14 題，部分受試者

無法理解對於語言第一印象的「有效率、優雅、溫柔、流暢、嚴謹、快速、冷

漠」意義為何？此應歸責於筆者之疏漏。 

第 3 項限制是筆者在統計問卷時發生的迷思，原本想要擴大受試者範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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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問卷給國小之學生，但卻使得依教育程度分級的「國小肄畢業」受試者的

範圍含蓋了就學中的小學生以及 60 歲以上的老人家；造成最大的影響是：原本

假設會在特定場域出現梯級分布的語言使用及語言態度，卻在「高年齡層的國

小肄畢業受試者，不太使用國語，而低年齡層的國小肄畢業受試者，則完全使

用國語」的平均之下，呈現中間數，造成數據反映出的情況與現實狀況產生落

差。 

第 4 項限制，筆者在田野調查末期，無意間發現沙族老人家或有不暗國語

者，卻因早期接觸平埔族之關係，老人家幾乎人人會講 Holo 語；然而筆者礙於

時間之因素，無法兼顧沙語、布農語、國語及 Holo 語的變項，本研究暫無法得

知 Holo 語，甚至是日治時期日語所對於沙語有何重大影響；此為一大的遺憾。 

最後是，筆者積極協助族人爭取的「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家庭化、部落

化與社區化實施計畫」的各項子計畫陸續自 2008 年 5 月 12 日起實施，預計於

2008 年 12 月 31 日結案，迄完成本論文之際，尚在執行階段，除了語言文化教

室已自 2008 年 5 月 19 日開始執行，目前刻正進行中之外，尚無法看見推展之

成效。希望在未來的研究裏，可以克服以上諸項限制，以得到最佳的成果。 

二、展望 

族人對於族語的復振必須自覺與自醒，部分族人對於沙語逐漸衰退的情況

似乎並不以為意，筆者深感沒有危機感本身就是一項危機。學校和公部門都不

能保證族語能有效的保存與維繫，每一沙族份子都應擔負起保存沙語以及發展

沙語的責任，更不應再讓家庭在族語的最後一道防線上失守。在多元文化的思

潮下，讓沙族的語言逐漸地活絡起來，激起沙語的使用意識俾以成為沙族的驕

傲。雖然沙族頻繁地使用布農語，但本研究調查發現，族人並未遺忘沙族認

同，亦把沙語異於阿里山鄒語和三民鄉卡那卡那富語，視為具體的差異而建構

自我的族群認同，若能有效提升沙語的使用，則勢必可以更加強化沙族之族群

認同意識。相輔相成的是，宗親會若得以發揮影響力及功效，辦理更多可凝聚

沙族向心力的活動或比賽，增進沙族認同之意識，相信沙語的復振則更有成功

的機會。 

筆者自 2006 年 8 月 11 日起，陸續開始接觸沙族，參與了沙族的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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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於 2008 年 3 月 14 日至 4 月 27 日進行實地田野問卷及訪談調查，以及 7

月間的沙語教學；期間承蒙族人的支持，有幸以「贊助會員」的身分成為沙阿

魯阿宗親會的一份子，除了參與宗親會會議之外，並積極向行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爭取「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家庭化、部落化與社區化實施計畫」之 3 項

子計畫（見附錄三～五）：（一）設置沙族語言文化教室（語言巢）班，希望得

以協助沙族建構自己的語言巢，逐步推動沈浸式的沙語教育；（二）設置沙語能

力考試輔導班，希望可以協助具有升學意願的學生爭取基本的權益，促使更多

的學子可以在學業上更上一層樓；（三）編纂圖解式沙語小詞典，希望沙族可以

出現第一本專供小學生使用（而非僅學術專用）的小詞典；全部的目的無非是

希望沙語的生命能夠得以延續，甚或發揚光大；期望未來的研究能有更深入的

討論，以利研析出更有效益的沙語復振方法。期望在未來的短時間內，得以繼

續協助完成各項子計畫，並持續協助爭取其他有利於沙語復振的計畫。 

另外，部分沙族成員受到撒奇萊雅族和賽德克族正名的影響，加上同被列

屬「南鄒」的卡那卡那富族已積極成功地把三民鄉正名為那瑪夏鄉，在族群認

同議題上，已逐漸浮現出「異於阿里山鄒族」的意念，未來有關沙族認同的課

題，例如：「族屬分類」、「族群的認同與認定」，文化變遷與再現的課題，例

如：「貝神祭文化展演的再現」、「貝神祭的變遷與意義」等等相關討論，勢必都

將會是族人關切的議題。 

而就在本研究提出相關成果及建議之際，筆者聽到興中國小的小朋友正在

背誦流利的英語、字正腔圓地講出電視卡通各個角色名稱，然而卻在使用國語

時，在語尾頻繁地加上布農語的語尾助詞：du、kai、laupai……。站在社會語

言學的角度，從變異現象看語言演變的機制，以及語言的社會性、語言的融合

課題等等，也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討論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