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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台灣因著特殊的歷史背景，造就一個多語社會，所有有關語言與語言之間的行為，如：接觸、對立、戰
爭、轉換、移借、同化或死亡等，不斷的在我們生活四周上演。語言並無高低、優劣之分，但由於語言政策的
影響，造成台灣境內的語言危機。

憑著對語言學的初淺了解，藉由問卷調查，我們想要深入探討台灣境內語言的現狀，與新生代對台灣境內
語言的抱持態度。

本文分為：

一、關於台灣境內的本土語言。

二、語言認同。

三、語言保留。

四、語言與族群意識。

1.1研究動機

近來由於語言政策的改變，所有有關語言方面的問題急速浮上檯面，有人大談改革，有人不屑一顧，看到
社會上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且經過一學期的學習，我們想要深入了解這些語言問題背後的真象。

語言與生活息息相關，藉由這樣的觀察，我們想要更深入的了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與這塊土地上的人。

1.2研究方式

在收集許多學者的相關論點，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發出問卷，利用問卷調查方式，取得客觀的數據。

本問卷是以新生代為主，以本校的學生為對象，問卷內容以語言、社會與族群之間的問題為主，想要藉此
了解新生代對語言的認知與態度。

2.      關於台灣境內的本土語言

台灣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國家有幾項特色：

1.台灣是個現代化的社會。

2.台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

3.台灣是個移民社會。

4.台灣是個華人社會。

由於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因為移民，帶來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自然就有不同的語言。無論是早期移
民或是晚期移民，因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的隔絕，基本上這些移入語言在台灣都已落地生根。

在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

台灣境內的本土語言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諸語、外省方言。

外省方言是晚期移民所帶入的種種方言如河南話、山東話、湖南話等外省人所使用的各地語言。因華語為
官定語言，所以不列入。

為什麼將外省方言列入本土語言呢？因為這些語言在移入台灣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同樣都是移入的語言，
不能因年代遠近，將年代遠的列為本土語言，而將年代近的列為外來語言。若要以年代遠近區分，那台灣境內



的本土語言只有原住民諸語，其餘語言皆是外來語言。

為了解一般人對台灣境內本土語言認知的情況，我們問卷上有設計這樣的問題。表一就是問卷調查的數
據。

表一  本土語言認同度

閩 南 語 客 家 語 原住民諸語 外省方言

98％ 78％ 88％ 50％

     
 
 
 
圖一  本土語言認同度

由表一可明顯看出在受訪者中認為閩南語是本土語言的佔98％，原住民諸語88％，客家語78％，而認同外
省方言為本土語言的佔50％。

因台灣以閩南人居多，又因移民時間較其它語族長久，故認定自身是本土語言。且別的語族因較晚移入，
勢力不如閩南語族龐大，故也認同閩南語為本土語言。

外省方言的不被認同，經我們討論，其原因如下：

1.舊時，當政者以台灣為反攻大陸跳板的心態，時時以中國大陸為懷，不認為自己是台灣的一份子，以外
來者自居，因此語言不被認同為本土語言，且連帶所有的外省方言皆不被認同。

2.外省方言已存在台灣四十餘年，然而種種省籍間的問題卻衝突不斷，省籍情結雖經時間沖淡，一旦碰上
選舉，又被政治人物漫天散播，這也外省方言無法被認同的主因。

3.外省人一向群居於眷村，不與其它語族混居，造成語言區隔，相對於其它語族而言，因無所接觸，無法
了解，就不被認同。

4.外省人移民來台已有四十餘年，老一輩的逐漸凋零，年輕一代又不願意學習，在缺乏使用者的情況下，
語族勢力愈來愈狹小，在逐漸消失的同時，別的語族就不認同為其為本土語言。

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往往有受訪者將外省方言視為華語，就樣的認知，和我們的語言政策有關，所以外
省方言的認同度實際上應比此數據更為降低。

原住民諸語被認同的程度偏高，是因為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權益被重視，傳播媒體不斷的以原住民為報導
題材，原住民地位暴升，曝光率提高，民眾認同的程度也跟著提高。

 客家語被認同的程度只有78％，可能是因為人數不如使用閩南語的人數眾多，語族勢力不大，然而本問卷
是以本校學生為受訪者，皆為大學生，教育程度比外界均勻，認同程度應較外界高，故客家語的認同度應比外
界偏高。實際上外界的客家語認同度應比此數據更低。

3.      語言使用的現況

由於交通的便利使得城鄉距離縮短，人與人接觸頻繁，所有語族有了更多相互接觸的機會。然而在以閩南
語為強勢語言的壓力之下，其餘較為弱勢的語族為了謀生因素，只好學習閩南語以求生存之道。



一般人在與朋友間語言交談使用的情況，經由問卷調查結果如表二。（本次調查已將華語排除帶外，然有
外省人和原住民除本身語言外，只學習華語，故列入。）

表二  朋友之間語言使用現況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省人

閩南語 100％ 100％ 0％ 75％

客家語  ＊30％   

華  語   100％ 25％

根據表二的顯示，多數非閩南語族的人，因強勢語言的壓力只好改用閩南語。在表二中，客家人改用閩南
語的比率是100％，然而＊30％是雙聲帶，在碰到客家人或會使用客家語的朋友時，他會使用客家語溝通。

原住民因教育的關係，除了本身的母語外，只學習了華語，故與他人通溝時皆用華語。

在外省人方面，因皆為外省第二代，多與閩南語族混居或朋友皆為閩南人，故除了自身的方言和華語外亦
學習閩南語。然而25％因居於眷村，接觸不頻繁，所有溝通時的語言除本身方言外皆用華語。

4.      語言保留的認同

在認同語言保留方面有9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最常使用的語言應加以保留。有4％的人認為不必。但在
這4％中有2％認為自己最常用的語言不必保留，其它語言應予保留。

除了本身語言應加以保留外，其它語言的保留認同度如表三：

 
表三  其它語言保留認同度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諸語 外省方言 無意見 皆不需保留

78％ 76％ 86％ 62％ 2％ 2％

圖二  其它語言保留認同度

由表三可知道，除本身常用語言須保留外，以保留原住民諸語的認同度最高86％，這樣偏高的原因，和原
住民權益被重視有關。

閩南語和客家語的保留認同度相差不多，這和語勢力族有相當的關連性。然而，外省方言保留的認同度依
然最低，這樣低的原因在表一的已有提到，族群的不被認同，語言因老成凋零而不斷的死亡，面對著後續無人
的狀況，外省方言恐將是台灣境內語言最快滅絕的語族。

5.      語言的保留方式

一種語言如果任其自然發展，那麼在強勢語言的壓力下，弱勢語言的急速死亡是可預見的，為避免語言的
死亡，對於較弱勢的語言應加以保留。語言的保留方式應先標準化，有了標準化才能文字化，有了文字化才能
進行語言教學，這樣才能保留完整的語言系統。

何謂語言的標準化？同樣的語言在經由時間、空間的轉換往往會有許多不同的讀音、用法甚至意思相反的
情況。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方案，各自堅持己見，那麼在紛亂的讀音與用法中，如何讓語言文字化呢？就算各自
編纂文字，在眾多的文字下又如何進行語言教學呢？



以閩南語為例。台灣的閩南語最具代表性的四個腔調：

1.泉州腔

2.漳州腔

3.混合腔：（1）北部偏泉混合腔

          （2）南部偏漳混合腔

又如客家語，在台灣有四種腔調，即四縣、海陸、東勢、美濃等。

語音的標準化，在同一語族之內就有如此眾多的腔調，該以哪一種腔調為標準音呢？不論選擇了哪一種都
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目前「台灣語文學會」經由多次的研討會所制定的「台灣語言音標方案」是閩南語和客家語較合宜可行的
標準方案，它具有以下優點：

1.照顧了台灣語言的社會生態。

2.舊有台灣話文獻，如教會羅馬字的相關書籍，以及其他書寫系統的文獻，仍然可以經由簡單的符號對照
表，順利的閱讀。

3.兼顧了台灣話各方言，和客家話的四縣、海陸、東勢、美濃等方言。

4.呈現了相當程度的系統性。

5.具備了音標符號的普遍性，世界各民族都易認同。

6.具備了音讀的普遍性，本地與島外各語言都能容易的讀出音來。

7.好學－－字母不多（台灣話只用18個，客家話只用20個），寫法簡單。

8.好認－－筆形與英文相同，符號分辨性與之相同。

9.好處理－－一般的打字機、電腦、排版作業等非人工書寫方式的處理，比其他音標方式更方便。

10.容易注音－－為漢字注音時，因為此音標方案的每一符號，只佔半形，又無附加符號，相當容易注音。

11.此音標方案的功能，比其他台灣話標音法更強。

12.除了用於閩南語和客家語各次方言以外，如果添加若干符號後也可適用於原住民的各種語言。

在原住民諸語方面，早年已有傳教士編注完整的教會羅馬字之音標可用，故在實施語言教學時直接用羅馬
拼音即可。

有了音標的標準方案，便具備語言文字化的前提。

「文字」一詞有兩個意思，一是指一個個的字，一是指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的體系。文字是記錄語言的，
所以每一種文字都必須適應自己所記錄的語言的結構特點和語音特點。

文字化的規範原則如下：

1.科學原則：

（1）表現該語言系統的特色。

（2）教學省時省力。

（3）尊重讀寫的心理過程。

（4）字形適合現代文書處理。

2.社會原則：

（1）母語使用人的語言態度。

（2）該語言的社會地位。

（3）與其它語言的經貿關係。

（4）內部方言的變異。

以閩南語的文字化為例，依其來源可分為五大類：

1.閩南語、華語通用的字。這一類字是指在閩南語、華語中字義相當者。絕大部分的漢字為各方言所共
有，因此這一類的字應該佔大多數。



2.本字。本為古字，但在華語已不用，只見於閩南語詞彙中。

3.本土字。指閩南語文字傳統中獨創的字，不見於其他漢語方言的文學傳統中。

4.假借字。借另外一個字的音來寫另外一個詞語。

5.訓讀字。另外一個方言的字義來寫閩南語的詞語。

然而閩南語以漢字為文字化的主體卻有缺少普遍性、缺少固定性、缺少完整性等缺點。雖有假借字和訓讀
字，卻易造成讀音系統的混亂。

整體而言，要將各語族的語言文字化，應作全面性的社會語言調查，調查內容包括：

1.各語族人口社會分佈。

2.方言差異。

3.對其他方言理解度。

4.雙語能力。

5.語言使用範圍及態度。

其中又以雙向理解度（mutual intelligibility）及語言態度為取決何種語言該作文字化依據的指標。

在語言文字化後，面對著語言傳承的問題，語言教學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在語言教學方面應要注意下列五個問題：

1.應該真正建立各族群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

2.應該認識雙語雙文教育制度的需要。

3.應該制定公平的語言計劃及具體的文本計劃（corpus planning）。

4.應該編寫語言教育水平準則及測驗。

5.應該推行母語教師的訓練。

在台灣推廣本土母語教學，向來以教會扮演重要角色，基督教會的羅馬拼音聖經、刊物，閩南語由來已
久，客家語在解嚴前已行之有年。此外學者專家的投入，也造成本土語言學習的最大原動力。

目前推行本土語言教學的縣市有：

新竹縣： 1.客家語以海陸音為標準。

         2.泰雅族語。

         3.閩南語。

屏東縣： 1.閩南語。

         2.客家語以四縣音為標準。

         3.魯凱族語。

         4.排灣族語。

宜蘭縣： 1.閩南語。

         2.泰雅族語。

         3.客家語以四縣音為標準。

台北縣： 1.泰雅族語。

         2.閩南語。

         3.客家語以四縣音為標準。

高雄縣： 1.閩南話。

         2.客家話以四縣音為標準。

新竹市： 閩南語。

彰化縣： 閩南語。        
台北市： 閩南語。

嘉義縣： 鄒族語。



南投縣： 布農族語。

台中縣： 泰雅族語。

然而在各個語族爭先恐後的實施語言音標的標準化、語言文字化、母語教學等種種舉動，唯獨外省方言在
此缺席了。我們看不到有誰提出外省方言的保留措施，更遑論外省方言的母語教學。同樣在台灣境內都曾受到
語言政策的壓制，然而此時這一弱勢的語族，卻無力伸展自己的語言勢力，無法利用改變後的語言政策為自己
爭取一席之地，面對社會不公平的態度，這應該是我們深思的問題。

6.      語言與族群

語言與民族的存在是息息相關的。德國人赫德有一句名言：「Has a nation anything more precious than the
language of its fathers？」即是「一個民族有比先民們遺傳下來的語言更寶貴的資產嗎？」

在問卷的最後，我們請受訪者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保留語言是否能使台灣族群更加和諧？

表四中的數據顯示了新生代對語言與族群的態度。

表四    語言與族群和諧的認同度

答是者 答否者 無意見

76％ 22％ 2％

     
 
 
圖三   語言與族群和諧的認同度  

在表四中，認為語言保留能使族群更加和諧佔78％，認為不能答否者佔20％。

在問卷中，我們請答否者寫下自己的意見，發現多數的回答是基於政治的理由，語言已淪為政治工具。在
我們的社會中，語言被當成是政治競爭的籌碼，被政客玩弄於股掌。

在答是的76％中亦有人寫下自己的想法。他們表示藉由語言可以使族群相互了解，而語言、政治、族群的
關係是相互牽引的。

族群意識在本文是泛指一個族群共有的意念或仰。這些通常是潛意識下的意念或信仰。如果刻意再加以包
裝、渲染、激發而成為整個族群共同體認的意識形態，常是政客或文化人士為了解決某些問題或達到某種目的
而營造的結果。最常見的是把語言提昇為政治認同或抗爭的符號。目前台灣就是處於這種情況之下。

多語社會中，弱勢語族之所以能把弱勢語言持續傳承下去就是由於潛意識的族群意識作用的結果，這種族
群意識不但最不含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也通常不會感受到強勢語言的威脅。

但是弱勢語族的維持常常不只是潛意識、自發性的作用，而是某些人或利益團體鼓動的意識形態有意追求
的目標。這就是語言政策（或語言計劃）的本質。為了維護或瓜分權力而在政經資源上作「歧視性的分配」，
如推行國語運動就是一種有意識的計劃。

在世界上有許多的多語國家，如瑞士。瑞士是世界上少見的政治和諧的多語國家，瑞士各有獨立的語言
區，四種國語都享有平等地位，這是語言和族群和諧的最佳例子。

又如比利時的語言危機。比利時北部是荷語區，南部是法語區，因強烈衝突造成內閣數度改組，其語言衝
突帶著強烈的政治色彩，荷法兩語人民的衝突愈演愈烈，連中央政府也無法平息。

目前台灣弱勢語族其母語意識如何？如何成為「存在」、「行為」、「知識」的一部分呢？將來語言與族



群要如何演變呢？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題目。

7.      心得

語言是人的基本權利，任何人都保留自身語言的權利，目前台灣社會中語言被泛政治化，不論是閩南語、
客家語、原住民諸語等，一旦要爭取權利，不惜走上街頭動用暴力。語言是文化的代表，動用暴力爭取自己想
要的權利，這不禁讓人感到嘆息。

在製作這份報告的過程，看到許多的人默默的為台灣境內的弱勢語言付出，看到雙語教學的成杲輝煌，讓
人喜不自勝，然語言的保留是需要全民的共識，光靠學者專家的埋頭苦幹是不夠的。期望不久的將來，語言不
再和暴力有和關連，一如瑞士的語言平等，族群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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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語言學概論調查問卷

1.請問你是 □外省人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2.請問你認為台灣的本土語言有哪些？（可複選）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外省方言

3.除了國語之外，你最常使用哪一種語言？（可複選）

（1）與家人 □台語       （2）與朋友 □台語

             □客家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原住民語

             □外省方言                □外省方言

4.你認為你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否需要保留？□是  □否

（保留方式：文字化、雙語教學等）

 答是者請續答第5題，答否者不須回答第5題。 
5.除了保留本身的常用語外，你認為還有哪些語言需要保  留？（可複選）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外省方言

6.請問你認為保留語言，是否能使台灣族群更加和諧？

 □是    □否 請說明答否的理由：            
                        謝謝你回答了這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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