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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屏東縣的排灣族人口約五萬人，居全省九大族的第三位。長久以

來，由於政府對國語教育的推行，再加上漢人本土意識的高漲，使排灣

族母語有日漸消失的危機。 

 

二、 研究之目的 

台灣自明鄭以來是各由多民族組成的政治實體，組成這個政治實體

的主要部分是漢人，平埔族與原住民族群。原住民在台灣發展史上一直

是受強勢文明支配控制的弱勢民族。漢人、日人對原住民的迫害史不絕

書。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統治近五十年；執政之初，強制推行國語，時至

今日，導致原住民本土語言的生存造成威脅。而強勢的國語，使弱勢的

原住民語言無法保護原有地盤，因人口、經濟、文化等競爭的失敗逐漸

改用入侵民族的語言，以致母語有消失的危機。  

屏東縣春日鄉排灣族位於交通無法到達教育落後的大武山深境

內。族人為企求生活與教育的便利，便逐年以家族分批紛紛移居至山腳

下的部落。故族群不但有消失的跡象，更有被同化的可能。 



根據鄉公所 1999 年 2 月資料顯示，現村中共有 108 戶 682 人。 （男

354 人；女 328 人） ，本組將根據此資料，深入部落對母語的存在機能

及使用機性加以探討，並初步的了解屏東縣政府母語教學的成效性，對

於利弊之道加以改革，希望能藉此將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母語方言及歷

史文字記錄加以宏大，藉以提升傳統文化機制之拓展性。 

三、 研究之方法 

3.1 訪問的方式 

本組以問卷抽樣調查的方式，預選不同年齡階層的 400 人加以訪問。 

 

3.2 問卷之設計 

 

排灣族母語調查問卷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0 以上 

3. 您的學歷：□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碩士  

□博士 

4. 您的目前的就業狀況：□學生  □工作中  □待業中 

5. 您最常使用的語言：□閩南語  □客家語  □國語  □母語  □英

文  □其他 

6. 您會使用哪些語言：□閩南語  □客家語  □國語  □母語  □英

文  □其他 

7. 您是否有上過屏東縣政府所推行的母語教學：□有  □沒有 

 

8. 您認為母語教學對您是否有幫助：□有  □沒有 



 

3.3 問卷調查時所遇到的困難 

1. 填寫問卷意願不高。 

2. 有些區域交通不便，調查困難。 

3. 語言隔閡。 

4. 老一輩的人較多不認識字，只講方言。 

5. 資料填寫與事實不合。 

 

四、資料的整理 

  4.1 調查結果 

1. 您的性別：□男      □女 

 

性別 男 女 總計 

人數 173 208 381 人 

 

0

100

200

300

400

500

男 女 總計

人數

 



2. 您的年齡：□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 51－60  □60 以上 

 

年

齡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0 

以上 
總計 

人

數 
18 74 53 87 89 43 17 3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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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學歷：□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碩士  

□ 博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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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國中 高職 

大學.

專科 
碩士 博士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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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的目前的就業狀況：□學生  □工作中  □待業中 

    

就業

狀況 
學生 工作中 待業中 總計 

人數 117 102 162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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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最常使用的語言：□閩南語  □客家語  □國語  □母語  □

英文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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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

使用

的語

言 

閩南語 
客家

語 
國語 母語 英文 其他 總計 

人數 7 2 326 43 0 3 381 



5. 您會使用哪些語言：□閩南語  □客家語  □國語  □母語  □

英文   

□ 其他（可複選） 

 

您會使用哪些語

言 
閩南語 客家語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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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53 37 352 173 12 32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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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是否有上過屏東縣政府所推行的母語教學：□有  □沒有 

 

是否有上過屏東縣政府

所推行的母語教學 
是 否 總計 

人數 93 288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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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認為母語教學對您是否有幫助：□有  □沒有 

 

母語教學否有幫助 有 沒有 總計 

人數 184 197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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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本組調查的結果圖表，問卷發出 400 份，回收 387 份，有效

問卷 381 份，無效問卷 6 份。 

 



五、研究分析 

5.1 語言競爭： 

高階語言（如國語）的勢力繼續膨脹，往往由高層逐漸向中層、低

層擴張，謂之「向下擴張」。相對的弱勢語言（如母語）的低階使用場

所逐漸被高階語言所佔領，也就是「向下萎縮」的現象，當一個語言所

有的地盤都被掠奪時，也就是「語言死亡」的時候了。 

 

5.2 語言的競爭力可以列舉出： 

1. 經濟競爭力 

有許多語言之所以具有強大競爭力純粹因為使用該語言或方言的

族群具有強大的經濟活力。排灣族母語的危機，一部分是由於經濟力的

弱勢。大部分的山地農業只能維持原住民半年的生計，年輕人不得不到

都市、到海上打工，然後在都市安家立業，造成山地人口大量流失，母

語人口也隨著減少。 

2. 政治競爭力： 

現代國家為了統治的需要，或為了國內各民族或各地方的人民溝通

意志、建立民族自主文化，培養國家民族意識，制訂一個「國語」或數

個「公用語」或「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強迫人民學習使用； 或

帝國主義強迫殖民地人民學習、使用母國語，這就是政治競爭力的運

用。有了政治便可能得到一切語言競爭力， 

文化競爭力最具體的表現即是文字。沒有文字的語言競爭力不如有文字

的語言，文字化歷史悠久、文獻豐富的語言競爭力大過文字化歷史短

淺、文獻貧乏的語言。可是文字畢竟只是文化的載體，當一個民族的文

化開始沒落時，雖然有悠久的文化，畢竟發揮不了競爭力。這些沒有文

字的語言全部是世界上的弱勢語言。台灣現存的南島語(山地話)即是這

樣的語言，即使現在開始文字化，恐怕在文字未普及以前即已死亡。 



 

5.3「語言區隔」 

5.3-1 雖然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接觸總是難免的，語言與語言的競爭或戰爭

也是難免的，但是人類的語言經過千百年的語言競爭，弱勢語言所以還

能夠自存的理由是因為語言之間能夠保存一些區隔，謂之「語言區隔」

(segregation)。所謂「語言區隔」是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各自有自己的使用

空間，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受限制，如果沒有「語言區隔」人類的

語言之間就會發生競爭、戰爭，造成互相併吞的結果。 

5.3-2「語言區隔」包括「地理區隔」及「社會區隔」兩種： 

1. 地理區隔 

結果使排灣族原住民得以保存原始語言文化。 

2. 社會區隔 

在同一個語言地盤上限定語言的使用階層，謂之「社會區隔」，不

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社會功能，因此也可以稱為「功能區隔」。如自然形

成的「共通語」，或「官話」，只限定在商場上或官場上使用，而在社會

上、家庭中仍使用地方語言，如此可以「雙語並存」(diglossia)。語言區

隔必須是平等的，才能維護語言生態，這樣高階語言就會不斷「向下擴

張」威脅到低階語言的生存。。不平等的語言區隔對於低階語言而言實

際上就是沒有區隔了，低階如果不能排除強勢語言的入侵達成「社會區

隔」，就有滅亡的危機。雖然有語言區隔，兩個語言凡是有接觸，這種

語言接觸謂之「有限接觸」。「有限接觸」是弱勢語言免於被強勢語言消

滅的最低保障，如果弱勢語言和強勢語言無法達成某種區隔，那就變成

「無限接觸」，「無限接觸」的結果，語言一定會依循弱肉強食的「語言

進化論」原理，弱勢語言被強勢語言所消滅。 

 

5.4 母語的認同就等同於族群的認同 



族群認同和母語保存有必然平行的關係。喪失了母語即意味著脫離

了母族群，而歸化到另一個族群。這對母族群而言是流失了使用人口，

對其歸依族群而言則是擴張了使用人口。 

 

5.5 語言偏見 

語言和族群往往互相競合，統治民族的「高階語言」往往自認或甚

至被被統治民族承認為「高級語言」，是為「語言優越感」，相反地低階

的語言使用者對於自己的語言自慚行穢，自認為「低級語言」，是為「語

言自卑感」。這樣的語言偏見可以說是病態而惡性的偏見了。語言的自

然偏見是促進族群認同的心理動力，病態的偏見則是社會不安的因素。

台灣的「國語」長久以來被塑造成高級語言，「國語」不只是不同族群

的溝通工具，而且成了一種化妝品，說華語可以提高商品的「高級形

象」。而原住民的語言自然就日趨衰為了。 

 

5.6 語言死亡 

5.6-1 語言並不是註定永遠會存留在人間，就像世界上存在過許多物種，

生存競爭的結果有些物種繼續保存下來，有些物種卻永遠從地球上消

失，進化論的悲劇同樣發生在世界的語言上，許多語種也會在不知不覺

之間死亡，謂之「語言死亡」(language death)。 

 

5.6-2 語言死亡有兩種情形：（1）民族滅亡(2)民族同化： 

由於外族人口、經濟、文化的入侵，本族語言不斷受到破壞，開始

衰退，語言的創造力消失，民族語言不能適應新的文化生活，於是不得

不完全放棄自己的語言，集體「語言轉換」(language shift)成新的外族入

侵語言。會說族語的平均年齡都在 70 歲以上。 



 

5.6-3 語言死亡的原因： 

(1)政治壓迫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五十年的統治造成本土語言的生存

威脅主要是政治壓迫的結果。 

(2)自然競爭：強勢民族人口大量移入，造成本地雙語共存的現象，

弱勢語言無法保護原有地盤，因人口、經濟、文化等競爭的失敗逐漸改

用入侵民族的語言，民族因而被同化，造成語言死亡。台灣原為南島民

族分佈區，16 世紀起大量閩南人和客家人移入台灣，經過 300 年和漢人

混居的結果，原住民即所謂「平埔族」約十族，完全為鶴佬人(閩南人)

或客家人所同化。 

 

語言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語言本身不會戰爭，語言的使用者──

人、才是戰爭真正的主體。因此所謂語言的競爭力其實就是人的競爭

力、更正確的說是民族的競爭力。 

 

六、挽救危機之道 

6.1 台灣語言社會史： 

十七世紀以來，漢人大量移入之後，開始發生了漢語與平埔語、閩

南語與客語的競爭，閩南語逐漸成為台灣優勢語言。競爭的結果是漢語

系的閩南語、客語消滅了南島語系的平埔族約十種語言，其餘未和漢語

接觸的南島語系約十種左右的語言仍佔居山地及東部人煙稀少的地

方，造成台灣以地理區隔而呈「多語分立」的局面，而其中以閩南族在

人口(約佔 85%)、經濟等競爭力的優勢地位而使閩南語佔了絕對優勢。 

日據：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日語成了統治者的語言，也成了台灣

的高階語言。台灣總督府一佔領台灣，即確定實施同化教育的方針，因

此其教育重心為對台灣人實施「國語(日語)教育」。皇民化運動，會說日



語的人口已達 57.0％。光復初期，但台灣本土語言的根基完全沒有動

搖。尤其是閩南語因為人口佔了台灣總人口的八五％之多，是台灣最強

勢的語言。 

五十年間台灣傳統語言的閩南語、客家話、山地話不但繼續保存，

並且大量吸收日語詞彙以為新名詞。1945 年二次戰後，日本戰敗，台灣

歸中華民國管轄，一時之間台灣話有向上擴張之勢，不料大陸國共內

戰，1950 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帶來約 120 萬的中國軍民，從此定居台

灣，台灣人口結構，族群認同都因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批新移民雖然祖籍各自不同，南腔北調，各說各話，但為了溝通

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很快地學會了「國語」，其第二或三代

並且多以這種「國語」為母語。在蔣家政權推動下「台北華語」是台灣

的高階語言，而且是華語族群的新母語，儼然成為台灣最有勢力、最有

活力的語言，所有台灣新文化的語言創造力都被這個語言所吸收。所有

台灣傳統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南島語都受到很大的生存威脅，使用

者的語言能力衰退，有語言衰亡的危機，南島語使用人口極少，伋伋可

危，正待搶救。 

語言衝突主要的原因並非溝通不良(poor communication)，而是民族尊

嚴、民族利益、民族生存的戰爭。沒有一個民族甘願被其他的民族所同

化，而語言同化又是民族同化的重要手段，因此語言戰爭也可以視為一

種民族戰爭。語言衝突不得解決時會演變成社會衝突、政治衝突。而政

治鬥爭也可能利用語言問題把政治問題情緒化，而真正的語言問題變成

政治問題的藉口。政治的妥協也可能出賣了語言問題。 

 

6.2「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語言規畫」(language planning)的一

環，用政治力量，規定特定語言在特定領域內的地位(status)與功能



(function)，包括語言的保存、擴張、限制，比如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應

否保存？某一種語言或方言究竟應該規定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地區語」(regional language)

或「地方語」(local language)？是「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教育

語言」(educational language)或兼具所有功能的「普通話」(general 

language)？它們的相對關係怎麼樣？是互有尊卑，還是語言平等？學校

教學科目、教學媒介(medium of instruction)應該採用單一語言或多語言？

語言要和平相處必須要有語言區隔，如何限制各自的使用功能？總之不

同語言在不同的社會階層應有的功能如何分配應該有一個規畫，所有有

關這些問題謂之「語言功能分配」(allocation of language function)，簡稱

「語言分配」(language allocation)。 

語言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主持正義，保護弱勢語言的使用權、避免語

言死亡發生。依目的之不同，語言分配可以分為「維護傳統語言地盤」

和「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兩種，前者是當弱勢語言地盤被強勢語言入侵，

或勢均力敵的語言為維護各自的地盤所採取的立場，後者是強勢語言對

境內少數語言所採取的立場，立場的不同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同，但是原

理原則是一樣的；停止語言衝突必須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則： 

(1)地理區隔原則——劃分語言的勢力範圍，是要尊重語言的傳統領域。 

(2)社會區隔原則——必須規定高階語言的使用場合，限制其使用功能。 

(3)立法保障原則——當弱勢語言無法抵抗強勢民族的語言侵略而伋伋

可危時，不能期待強勢語言的仁慈施捨，民主的政府應該立法進行語言

區隔——地理區隔或社會區隔，避免弱勢語言因為無限制接觸而被強勢

語言所消滅。對於弱勢語言應提供必要教育補助以扶助其對抗強勢語言

入侵的能力。如瑞士規定羅曼斯語為瑞士「國語」之一，對意大利語、

羅曼斯語都提供大量教育補助。 

 



6.3 保護瀕臨滅絕語言 

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少數民族的存在，這些少數民族幾乎都

是弱勢民族，其語言自然是弱勢語言，由於受到強勢語言的壓力或壓

迫，其中絕大多數都瀕臨於滅絕，既然處於弱勢，自然沒有辦法維護地

盤，因此往往只有仰賴強勢民族的良心發現。正如文明國家都有「保護

稀有野生動物」政策一樣，文明國家也往往有所謂「保護少數民族語言」

的政策。 

弱勢語言所採取的抗爭手段縱或略顯激烈，也能得到輿論同情，但

若為強勢民族用來排斥境內弱勢語言，則往往為輿論所不容。國家主義

國家激烈的「國語推行運動」往往造成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受到輿論

的指責即是此理。一個宣稱民主、人權的現代國家通常會遵守上述原

則，但是保護弱勢語言的權利，相對的其實等於限制強勢語言的權利，

對既得利益的強勢語言使用者而言，這毋寧是一種損失，因此許多國家

雖然在憲法上規定了「語言平等」、宣告了民族語言政策、保護弱勢語

言政策，但多半只是徒具虛文，虛應故事，沒有執行的誠意。如果語言

政策要得到具體效果單憑語意模糊的憲法保障和政策宣示是不夠的，必

須執政者有執行政策的誠意、有成套的語言計畫、有法律規章的配合、

有專責機構負責研究與教學才能成事。 

 

七、結論 

世界上存在著無數的語言和方言，極少語言能夠孤立的存在，每一

個語言都多少會和其他的語言發生接觸。不同的語種在同一個語言社區

(speech community)接觸的結果就會發生競爭、 

雖然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接觸總是難免的，語言與語言的競爭或戰爭

也是難免的，但是人類的語言經過千百年的語言競爭，弱勢語言所以還

能夠自存的理由是因為語言之間能夠保存一些區隔，謂之「語言區隔」



(segregation)。所謂「語言區隔」是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各自有自己的使用

空間，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受限制，如果沒有「語言區隔」人類的

語言之間就會發生競爭、戰爭，造成互相併吞的結果。 

現今台灣政府宣稱要從 1998 年起實施小學、初中的「母語教育」，

2001 年又說要實施「九年一貫教育」，把母語課程列入必選，但是既沒

有法律的保障、實施之前也沒有負責研究與規畫、推行的專責機構，沒

有完整的師資培育計畫，沒有充分的教學時間，沒有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的辦法，即只有政策宣示，而沒有執行(implementation)的誠意，這樣的

母語教育政策恐怕只是畫餅充飢而已。所以我認為任何語言規範要成功

的話首先要有政策、法律、政令的支持，人民的共識、然後有專門機構

負責推動以及所有教育文化機構的配合才能成功。如中華民國有「國語

推行委員會」、「國立編譯館」。這些機構通常由語言學家和語言專家組

成，其工作有的只作原則的規畫，有的作實際的研究或編纂。但是教學

實踐或強制使用則由政府教育部門或文化部門來負責。（引自洪唯仁教

授的語言學概論講義）。而且母語教學不僅在學校實施，家庭環境也是

一個重要的實施場所；在師資條件方面，聘請流利於此母語的教師為優

先；自於教材方面應該由各位老師針對其學生的學習狀況來編纂，當然

政府教育部門或文化部門應當編訂一套教材給各位老師當作參考的範

本，這樣一來老師一方面有好的教材，一方面可一針對其學生的學習狀

況作最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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