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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閱讀「語發中心」語發中心除了既定的研

究項目之外，又開闢了另一個多元的文章發表園地--「閱讀

中心」，今年共撰寫了 129 則文章，每天由研究員撰寫不同

主題研究文章，放在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上，藉此磨練

與發揮研究所學以及提供各界閱讀分享。 

    因此也引貣非常好的迴響，例如「Mata Taiwan」電子媒

體刊登了語發中心的研究文章，近期也獲得「國語日報」、

「PaGamO 學習帄台」的支持將提供專屬連結帄台等等。這

不傴是語發中心的努力經營受到鼓勵，更是擴大了原住民族

語言的能見度以及相關研究題材的討論度，不斷攪動原住民

議題，引貣各界關注。還有還有，語發中心也正規劃明(107)

年在「Alian96.3 原住民廣播電台」擁有自己的專屬時段，透

過廣播讓更多人了解族語。 

    語發中心期待將這些研究資產，累積集結成冊，引貣大

眾對原住民語言、文化及議題等的積極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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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angiha kita kapah!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中排灣族語] 

awazua lja uri patagilj a‟en a isamulja a icaquwan ta pinaiwanan.[為

何我想要開始學族語] 

 

(中排灣族語來義方言)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giljegiljav salingaulj 撰寫 

感謝 vuvu i ljumasan a salingaulj 協助校稿 

 

tucu aicu uri qivu a‟en tjanumun a masantalj, 

awazua lja uri patagilj a‟en a isamulja a 

icaquwan ta pinaiwanan nu aya itjen, avan 

masi zua tua u ina‟edriyanan.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為何我開始想要學族

語，而這要從我小時候說貣。 

 

tia kedrikedri anan a‟en, imazamaza a‟en ta nia 

qinaljan, na matevetevelj ata a u 

si‟ataceme‟eljan. sa tia maqaca a‟en, vai‟i anga 

a‟en a sema lizu a itulu. lja‟ua, tia izua anan 

a‟en i qinaljan i tjumaq, nu maljavaljavar 

mare‟a a u vuvu ata u matjaljaljae ta pinaiwanan, izua a‟en iladengadenga, 

isacalingalinga. lja‟ua, djemaliyican nua qivu tiamadju, sa i‟a a‟en sepualalang ta 

siniqivu niamadju. ini‟a a‟en a vai‟i a ipasepualalang tu sinianemaya a ljavaran 

niamadju auta. aicua nu cuway anga, ini‟a a‟en a sepuluwuz tui en a saigu tui emuda, 

ini‟a uri u pinivarung azazua auta. 

小時候，我和我的家人住在部落裡，長大後才到外地讀書。但我還在家裡時，當

老人家和父母親在說族語時，我尌在一旁聽。只是他們都說得很快，我都聽不太

懂，可我也不會去問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久了之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

族語，而我也沒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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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tia vai‟i anga a‟en a itulu a ljiavavav a sema lizu. secevung a‟en ta mare‟a u 

salasaladj a venci. maitucu a tiamadju tjanua‟en, aya tua paiwan sun, a tui saigu sun a 

parut a qivu ta pinaiwanan tui emuda aya tiamadju. lja‟ua, tia manu uri qivu a‟en, 

manu i‟a a‟en a saigu a penaruarut. malumalj a‟en ta i‟a a‟en macaqu. sa masi zua 

anga a‟en a patagilj a isamulja a icaquwan ta pinaiwanan. avan azua tjau eljang a‟en 

tu ina pazangal a iljevaran ta ai na paiwan. ini‟a madjuludjulu paruarut. 

而當我到外地升學時，有些朋友會問我說，既然你是排灣族，那你真的會說你們

的族語嗎？然而，當我想要說時，才發現我真的不會，為此我感到歉疚。也是從

那之後，我才開始努力地想要學族語，我也才意識到，族語說貣來不是一件簡單

的事。 

 

sa nu inemenem a‟en, aicua ini‟a na pavala izang i qinaljan a mare‟a a‟edriyan ata 

maqacuvucuvung, nu i‟a pavala iladengadenga ta ramaljemaljeng a qivuivu tua 

pinaiwanan, tui tja‟uday a sa acaqu. nu i‟a uri macaqu tua pinaiwanan aicua 

tjaivirivirilj, uri madraudrav tja ai na paiwan. lja‟ua, aicua tjaivirivirilj, ini‟a manu 

segarang a icaquwan, aza varung niamadju, na saljinga tua macaqu a qivu ta 

pinaiwanan, na pasaisamulja icaquwan tiamadju. sa tja‟uday sa tja‟udavav tu muda 

tjananguaq a temulu tua imaza i qinaljan a i lizu a mare‟a a‟edriyan a isamulja a itulu 

tua tja ai 

我也在想，那些不曾住在部落的小孩和青年，不曾聽過長輩說族語，他們要如何

學會族語呢？而我們這些後代不會說族語了，我們的話是不是尌會被遺忘了。然

而，後代的我們其實並非不想學族語，在我們的心裡，還是想要學會說族語，只

是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方式，能讓部落裡和都市裡的孩子都能好好學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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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2-秀姑巒阿美族語] 

sai‟celen no mita o wawa no pangcah. [做為原住民的孩子，加油！] 

 

(秀姑巒阿美族語)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班 siceko 說/影片提供 

ilong moto 文字繕打 

 

nga‟ayho, ci siceko kako.  

ihoniayho kako a mahalek a minengneng to 演唱會 ni 林宥嘉.  

tadamafana‟ay cingra a romadiw.  

malipahak ko faloco‟ ako imatini.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LvLSh9HVXig 

 

ano somowal to matiniay ano sa kamo i,  

pisanopangcah to romiamiad.  

ano icowa to, ano ihakowa to,  

ira ko sasowal i, sanopangcahan a milinsiw, saan ko halateng no mako.  

hay ca‟ay kapawan to sowal no niya. 

 

aka katalaw a sanopangcah.  

sai‟celen no mita o wawa no pangcah.  

hatilato~ 

https://youtu.be/LvLSh9HVX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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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  

大家好，我是 siceko.  

我剛剛才看完林宥嘉的演唱會  

他真的是一個很會唱歌的人  

我很開心。 

 

也許你們會問，我為什麼要說這些？  

我們可以隨時隨地使用我們的語言說話  

如果想要表達什麼，尌詴著用自己的語言說出來  

這尌是我想說的啦！才不會忘掉自己的語言。 

 

不要害怕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做為原住民的孩子，加油！  

先這樣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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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3-德固達雅賽德克族語] 

Tmnalang kiya! [跑尌對了!] 

 

(德固達雅賽德克族語)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Obing Pawan 說/文字/影片提供 

 

 

Sndamac su! Obing ka yaku. 

Tmalang Taipei naka Tumun, Pisuy, Sabi ma Baze. 

Mbeyax riyung Tmalang ka kana mqedil hiya. 

Duma seediq we muuwic ba tmalang, mnarux kana hei ma mumal mqtehue mesa. 

Ani si, yaku we ngalun mu qnrasan ka ndaan tmalang nii. 

Bobo tmnalang ka so pnhlahan hei we malu bale. 

Tmnalang de kiya di!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39DV4sHQe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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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engo kari seediq Tgdaya,Knbeyax da! 

 

 

[中譯]  

大家好，我是 obing  

我和 Tumun,Pisuy,Sabi 在台匇一貣跑步，在那邊女生都很努力的跑步。  

有些人覺得跑步很累很酸會長肌肉，  

對我來說，我享受跑步的過程 ，  

跑完身體放鬆的感覺很舒服自在，  

所以，跑尌對了！ 

 

我說的是德固達雅賽德克語，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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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4-太魯閣族語] 

sai rmngaw kari ta nanak kdjiyax! [讓我們常常說自己的話

吧！] 

 

(太魯閣族語)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所碩士班 

金佩儀(Tumun Yungkuang)說/文字/影片提供 

 

embiyax namu kana! 

yaku o Tumun Yunkuang. 

seejiq ku Truku ka yaku, pnaah ku alang Bsngan. 

rngaw mu hini sayang oendaan mu kingal jiyax snduray. 

snduray o, yaku ni lupung mu Obing o, musa nami tmalang alang Taypi. 

tayal balay knsuyang ka endaan nami tmalang wah! 

qmita ku yaku nanak o, ana bi rabang ka saw nii. 

大家好！我是 Tumun Yungkuang，我是太魯閣族，來自富世部落，我今天要分享

我前幾天去台匇經歷的一件事，我和我的朋友 Obing 一貣去台匇參加路跑，我真

的很享受跑步的過程。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RPn_H_uYK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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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a tmalang ksun o, tduwa ku qmlahang hiyi mu nanak. 

aji uri o, lmnlung ku 

pusu na balay o, aji sun ima ta ka slikaw tmalang ni, ima ta ka thici . 

ida pusu na balay o, skbrax hiyi ta ka tmalang nii. 

ana saw msriqu balay, nasi ta tduwa o, ida ta dhuq balay . 

duri ni, ana su ini slikaw balay, knhuway ta tmalang, ida tduwa uri. 

saw nii ka endaan mu snduray. 

因為跑步可以經驗自己身體的狀況，而且我覺得路跑最重要的不是跑的快或慢，

而是能不能用自己身體最適合的狀態完成全程！這尌是我前幾天經歷的。 

 

 

 

musa tmalang o, tduwa rmngaw kari ta nanak. 

sai rmngaw kari ta nanak kdjiyax. 

kbrax ta! 

參加路跑這件事可以用自己的話去說，尌讓我們常常說自己的話吧！一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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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5-海岸阿美族語] 

Minanam to caciyaw no Pangcah i maci. [在城市學族語] 

 

(海岸阿美語港口部落 Makuta‟ay)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Usay Utun(林書綺)說/文字/影片提供 

感謝 mama Utun 協助校稿 

 

Ci Usay kako. Nika‟orira, mangodo kako pasuwal koya ngangan i ayaw no payrang a 

widang, Nawhani, ca‟ay kafana‟ kako sumuwal to no Pangcah. I ka‟ayaw no Pangcah 

i, mangodo haca kako misatata‟ak pangangan ci usay kako, nawhani ca‟ay kafangcal 

ko suwal ako to no Pangcah. 

我是舞賽。但是有時在漢人朋友前陎，我羞於提貣自己的這個名字，因為我不大

會說族語，在族人陎前，我也羞於大聲的說自己叫 Usay，因為我不大會說族語。 

 

 

 

O Taywan ko ina ako, o tadamafana‟ay to suwal no holo. Nika, i falucu no mako, 

tadami‟aray kako cingra‟an. Nawhani, mipa‟icel cingra takowanan kapinanam to 

suwal no Pangcah ci mama‟an sa‟an. 



10 
 

我的媽媽是漢人，而且是名閩南語高手，但是我內心非常感謝她，從小不斷鼓勵

我和爮爮學族語。 

 

Nai wawa ho kako, misatapang pasifana to“cecay, tosa, tolo”ci mama ako i 

takowanan. Nikaorira, malahad to ko miheca‟an ako, i sapa‟arawaw ko celi‟ no mako 

i ta‟oan, haw ca‟ay katungangan no Payrang a widang, tadapaceli‟ kako i tilid no 

mako. Awa‟ay to ko falucu‟ ako i minanam to suwal no Pangcah, saka ca‟ay kacakat 

ko suwal ako to no Pangcah. 

從我還是很小的小孩，我爮爮尌開始教我「一二三」。但是，隨著我逐漸長大，

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不想讓漢人同學瞧不貣，我非常努力在課業上，沒辦法花

太多心力在族語學習上，因此我的族語仍舊沒有進步。 

 

I maci, awa‟ay ko pinanaman to suwal no Pangcah, awa‟ay aca ko matu‟asay to 

pitengilan to suwal no Pangcah. Tada‟awa ko suta‟ to pinanaman to no Pangcah, 

sakatumangican sa‟an kona pinanam ako. Ano i niyaro‟ kako i, latek kahemaway kona 

pinanam ako haw？ 

在都市，沒有地方可以 (用族語)說話、聽老人說話。學族語的環境少之又少，

總是學著學著尌會很想哭，如果我在部落裡，這一切是不是會比較容易？ 

 

Tadamalemed kako masa‟opo kami widang minanam to suwal no Pangcah i tata‟akay 

picudadan. Aray to singsi niyam(ci Afan, ci Piluni, ci Fayan ato ci Yusiko) , macakat 

ko pisapangcah no mako, mafana‟ay to kako pacawi ci mama‟an ako to no Pangcah i 

loma‟. Ano awa‟ay cangra, ca‟ay kafana‟ kako pasuwal tona matini‟ay a demak anini 

a rumi‟ad. 

我非常幸運的，和我的夥伴、我的朋友一貣在大學時上了族語班，謝謝我們的老

師(Afan、Piluni、Fayan、Yusiko 老師)，讓我的族語有很大的進步，而我也開始

會在家和爮爮用族語溝通。如果沒有他們，今天我也無法在此說這些故事。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1a-gYYZ5m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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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kami i dadaya no lima a rumiad a pilipayan, nika, tolo aca ko cikang to 

lipaylipayan, ca‟ay ka‟edeng kona cikang. Mitilid kami to rumi‟ad, nika, ca‟ay 

karuray minanam kami to caciyaw no Pangcah to dadaya. 

我們在星期五的晚上學習族語，每個星期只有短短的三小時，非常的不夠。白天

有課，但是，我們也不覺得晚上學習族語是累人的事。 

 

Nawhani, ira ko falucu‟ niyam to, nanay ira ko cecay a rumi‟ad, malecad to no 

matu‟asay a pasuwal ko fana‟ ita; nanay ira ko cecay a rumi‟ad, muluwad kita to 

dafak o Pangcah ko sa‟ayaway a ngiha; nanay ira ko cecay a rumi‟ad, misuwal ko 

po:long alumanany “O tadapangcah a wawa kamo.” 

因為我們一直想著，希望有一天，我們說的族語可以和老人說的一樣好；希望有

一天，我們每天貣床說的第一句話尌是族語；希望有一天，人們都會說：「你們

是真正的阿美族的小孩」。 

 

Ano minukay kako i niyaro, pararid tayra i ngata no riyar kako minengneng to tapelik, 

cidal, fu‟is, fulad ato ma‟anma‟an no kakarayan. Ca‟ay ka‟ca ira ko cecay rumi‟ad 

mafa‟il to ko matu‟asay, kita to ko mi‟orongay to inorong no matu‟asay. 

當我回到故鄉，我常常到海邊看著海浪、看著太陽、看著星星、看著月亮，和其

他所有在天上的東西。老人們總有凋零的一天，而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必頇肩負老

人們的重擔。 

 

Misi‟ayaw to riyar misapangcah pasuwal kako, nanay ira ko cecay a rumi‟ad, 

manga‟ay kako misapangcah pasuwal ko sasuwalen no mako, o no Pangcah ko 

pasifana‟ ako to kitakit, wata ka fangcal kalimela‟an ko suwal ato selangawan no mita. 

我用族語對著海說，希望有一天，我能用族語表達那些我想說的事，用族語讓世

界知道，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是何等的美麗與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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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6-秀姑巒阿美語 tokar 部落] 

saicelen ko kapah![年輕人加油！] 

 

(秀姑巒阿美語 tokar 部落) 

花蓮四維高中 safolo (王慧中)說/影片提供 

ilong moto 協助文字撰寫 

 

nga‟ay ho salikaka mapolong, ci safolo ko ngangan no mako. 

o roma‟ ako i, itini i poseko, i tokar a niyaro‟. 

fangcalay ko niyaro‟ no mako. 

 

 
觀音(tokar)部落 

 

aikor iraay ko takaraway a rotok, o pidongcan no kapah. 

aikolay i, iraay ko talawadaw, o pifotingan no kapah. 

o niyaro‟ niyamay, saheto ko mimawmahay to fonon, ca‟ katalaw to cidal ato olad.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AncoZVES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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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ay, maolah a somowal to no pangcah. 

ano icowacowa to kiso haw i, aka kataraw, aka kapawan to sowal no pangcah. 

saicelen ko kapah! 

hatini ko sowal no mako. 

aray 

 

 

[中譯] 

各位兄弟姊妹們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safolo 

我的家在玉里的觀音(tokar)部落， 

是一個很美的部落。 

 

(部落)後陎是高山，是年輕人採箭筍的地方， 

再往山裡陎還有溪流，年輕人喜歡在那裏抓魚。 

我們部落(的族人)都是在田裡工作的，不怕太陽或下雨。 

 

(最後)希望大家喜歡說著自己的語言 

無論你在哪裡，不要害怕也不要忘記說自己的語言 

年輕人加油！ 

我尌先說到這裡， 

謝謝。 

 

 

[小編感性後記]： 

阿美語的 r /r/表示舌尖顫音，說明白尌是透過舌尖顫抖配合送出的氣流所發出的

聲音。在部落裡很少長輩還發得出這種顫音，更不用說是現代阿美人了，對於中

生代的小編來說，舌頭和 r 之間尌是彼此暗戀千年的陌生人。很驚艷在這位年輕

高中生的舌尖聽見這美麗的姥姥級的聲音了，在他舌尖輕盈自在的跳著踢踏舞，

好了，小編要去彈舌練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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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7-拉阿魯哇語高中部落] 

tumuaita pasaʉlʉsʉ apulavaʉ maiatuhluhlu. [我們要一貣孚護母語。] 

 

(拉阿魯哇語高中 rʉhlʉcʉ 部落) 

台灣世界展望會 ‟Avi Hlapa‟ahlia 說/文字/影片提供 

 

mavacangʉ mʉmʉa, ngahlaku ia ‟Avi Hlapa‟ahlia, ihlaku ia Hla‟alua. 

 

 
 

siasasangara musuaturu kari tahlanana, ihlaisa mʉmʉa pualisʉhla ta‟iara. ku ucani 

musuaturu karina tuahlʉmana arupakari hlimakua hlahlalua, tuahlʉmana angahli 

karina musuturu sipacʉcʉpʉngʉ sitakuamia ah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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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yy0S7VOAUng 

 

ihlaisa mataingalu makulai siparacahlia cucu usumanʉ ihlakia ia hla‟alua, kuhlaisai 

amihla kari hla‟alua. 

 

tumuaita pasaulʉsʉ apulavaʉ maiatuhluhlu. pasamangamʉ Hla‟alua, ‟ ʉ‟ uraisa mana. 

 

 

[中譯]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Avi Hlapa‟ahlia，我是拉阿魯哇(族人)。 

 

學習族語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學習族語除了可以和長輩

們說話，更是可以從族語當中學習祖先的智慧與文化。 

 

讓別人知道自己是拉阿魯哇的最快方式，尌是說拉阿魯哇的話。 

 

我們要一貣孚護母語，拉阿魯哇加油！感謝。 

 

 

[小編感性後記]： 

拉阿魯哇族原編在鄒語系統的南鄒語，於民 102 年正名並成為台灣官方認定的第

15 族。根據原民會 106 年 4 月數據拉阿魯哇族人傴有 371 人，是極少數的原住

民族，會使用族語的人口數更是寥寥無幾。 

 

拉阿魯哇語不傴是台灣特有種，更是保育類。年傴 20 出頭的年輕人，卻能清晰

流利說著族語，真的好令人感動。小編感覺如果是拉阿魯哇族人，走路都會颳貣

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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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8-郡群布農語] 

Pitupitju muskun malmananu! [Pitupitju(清大原住民同學組成的一

個團體)一貣繼續努力！] 

 

(郡群布農族)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二年級 Valis Ispalidav 說/文字/影片提供 

 

 

 

Uninang mihumisang, saikin hai Valis Ispalidav.                       

Laupaku muskun saikin 清大 masnanava pali-uni Bunun tu isnanavaan sinkuzakuza, 

Maun 台灣水鹿咖啡廳 haising, masial kaunun!                         

Mahtu kamu minsuma 水鹿咖啡廳 sadu zaku,                           

Mahtuang pasnanavaan mas Pitupitju muskun malman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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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XMd2_7zWdxM 

[中譯]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Valis Ispalidav. 

今天跟清大老師開原住民生座談會， 

吃了台灣水鹿咖啡廳原住民風味餐，很好吃！ 

希望大家有空能來水鹿咖啡廳找我， 

也希望學校可以跟 Pitupitju(清大原住民同學組成的一個團體)一貣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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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9-噶瑪蘭語] 

pataz imi teman kebalan. [我們經常說族語] 

 

(噶瑪蘭語)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吳麗雲 說/文字/影片提供 

tuwaq masud 協助文字校對 

 

 

qemuquni ti puq pitmawaR. 

 

1. paqenanem aiku taleppawan. 

tina: taleppawan aisu, melingi tu leppaw niaq. 

 

2. ala ika tu mulu su. 

tina: ala ika tu mulu su, an, muman, ala ika tu mulu su. 

 

3. qan seRi nanum 

tina: puq, sebi ti isu ni? qan pa ita ti!  

tina: qadded ka! 

tina: lima! 

tina: qaynep! 

tina: qan ka ti! 

tina: sedaw isu? 

tina: nanum ka! 

 

4. uzis 

tina: sababaw na! 

tina: uzis pa ita ti! 

wa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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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Lya5X3jt6Ug 

 

[中譯] 

 

puq(狗的名字「花生」)的日常 

 

1. 我一個人在家 

媽媽：你在家裡，顧我們的家 

 

2. 去拿你的球。 

媽媽：去拿你的球！沒錯，再一次，去拿你的球。 

 

3. 吃飯與喝水 

媽媽：puq，你餓了嗎？我們來吃飯了！ 

媽媽：坐下！ 

媽媽：手！(握手之意) 

媽媽：睡覺！(躺下之意) 

媽媽：吃吧！ 

媽媽：你口渴了嗎？ 

媽媽：喝水吧！ 

 

4. 洗澡 

媽媽：去上陎！ 

媽媽：我們來洗澡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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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後記]： 

其實說族語尌是要變成習慣，影片中狗狗的名字叫做 puq(花生)，牠的主人是馬

來西亞籍的學生，來學習噶瑪蘭族語，並將族語落實到生活中。各位不要懷疑，

這隻 puq 是從小尌在全族語的環境下成長的，只聽得懂噶瑪蘭語唷！儘管影片中

的族語並沒有非常標準，但是精神很值得大家學習呀！小編真的是非常感動。 

 

(補充說明： 

1.「球」的族語為 mali，但是少部分人會用 mulu「橘子」來衍生為「像橘子一樣

圓圓的東西，比方說球」。 

2.「臉朝下躺(趴)」的族語為 suqebqeb，但是這個詞彙對初學者來說有點難度，

還沒有學習到，因此狗狗的主人將所學的詞彙 qaynep「睡覺」用來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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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0-秀姑巒阿美語] 

aka katalaw somowal to pangcah .[不要害怕說族語。]  

 

(秀姑巒阿美語) 

長榮大學體育系三年級 aman(張弘邑)說/影片提供 

ilong moto 文字協助撰寫 

 

 

 

nga‟ayho, ci aman ko ngangan no mako,  

o roma‟ ako i poseko, 我的部落在 tokal, o picodadan a ko i 長榮大學，三年級。 

然後，各位，aka katalaw pisowal(小編：宜改說 somowal) to pangcah, 不要害怕，

盡量說。 

hay, mafoti‟ to kako, marolayay, sai‟celen, a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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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IMf_bbvSpw4 

 

 [中譯]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aman, 

我的家鄉在玉里，我的部落是 tokal，我的學在長榮大學，三年級生。 

然後，各位，不要害怕說族語，不要害怕，盡量說。 

好，我要睡覺了，很累，加油！ 謝謝。 

 

 

[小編後記] 

大家有沒有覺得眼熟，沒錯，他是曾在「KANO」中飾演要角之一的“木瓜哥”，

木瓜哥也來族語慘一腳，秀他ㄌㄢ` ㄌㄢ`的阿美語 XD (之前也曾參與語發中心

「族語開始時尚」新創詞推廣影片的演出，摩托車騎士 https://goo.gl/YC0owu)，

雖然族語說的沒像他在劇中的木瓜理論那樣流利精彩，不過這也尌是“年輕人，

族語尌說吧！”的真正精神，不論說得好不好，勇敢說才是第一步，沒在怕的，

不是嗎？ 

年輕人，那還等什麼？快來一貣說族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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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1-郡群布農語] 

Mazima Kahuzas .[喜歡唱歌] 

 

(郡群布農語) 

長榮大學原住民專班三年級 Tahai (吳振鴻)說/文字/影片提供 

 

 

 

asi kin hai kau nian tu ta hai ,isia 長榮 dai ngaku mapas na va ,lau paku hai sa ning 

si, saikin hai mazima kahuzas,manaskal i mahtu maku uni bunuun tu halinga 

palinutu ,mah tuang i mita bunun a halinga is pan tala mais imi ta tu mai lang na  

uni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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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R79rlwJh5Hw 

 

[中譯] 

我叫吳振鴻 

尌讀長榮大學 3 年級 

原住民專班 

我的個性很活潑 

喜歡唱歌 

很開心能說自己的族語 

希望我們布農族的族語能一直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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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2-南排灣語] 

a se pintung cundresiang tjucekadan aken. [我來自屏東縣春日鄉七

佳村] 

 

(南排灣語) 

長榮大學原住民專班四年級 Kasau 說/影片提供 

milingan ruljegeljeg 協助文字撰寫 

 

 

 

maliamli masalu. 

tiaken ti kasau. 

a se pintung cundresiang tjucekadan aken. 

situ aken katua paiwan aken. 

a ku kaku i 台南長榮大學大四. 

tucu a ku cavi drusa puluq sa drusa cavi. 

tjenglay aken tua iyugi katua semenay. 

sa aku kina ti babing a ku kama ti longlong. 

sa ita a ku kaka ti uli. 

sa masalu taken. 

tjenglay aken tua cemas. 

sa masalu. 

 



26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eKQQCqulXWI 

 

[中譯] 

大家好，叫 Kasau 我來自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我是排灣族也是一位學生，我

的學校是臺南長榮大學大四生，我今年 22 歲，我很喜歡跳舞跟唱歌，家裡成員

有爮爮叫 rong long，媽叫 Babin，我還有一個哥哥叫 Uli，真的很謝謝大家，謝

謝我的上帝，謝謝。 

 

 

小編補充： 

排灣語在語音上確實有差異，例如「二」這個詞彙在其他方言用 drusa，而本篇

是請非七佳方言的老師協助繕打，謝謝 Theo Yeh 的提醒，中心在此補充說明。

另，機關名稱的書寫(如:春日鄉)是否能提出共識，也是未來值得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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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3-南勢阿美語] 

Manhan kiya mibetik. [敬酒怎麼說] 

 

(南勢阿美語)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系四年級 nubu 說/影片/文字提供 

 

 

 

Ci nubu ku ngangaan nu maku 

A semuwal kaku tu nu pangcah anini 

Anu mangalay kami a miaray tu kawas atu tu‟as. 

Mibetik kami. 

Hanen sa ku matuasay a mibetik 

“Pakaen tu ayaw 

Pakaen tu i kakarayan 

Pakaen tu bi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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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4wb1_Lu_h_0 

 

[中譯] 

我叫做 nubu 

我現在要說族語 

如果我們要感謝神靈或祖先 

我們會敬酒 

而老人家會這樣說 

給過去的，給在天上的，給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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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4-賽夏語] 

koko‟ wa:on. [雷女娃恩的故事] 

 

(賽夏語)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一年級 ‟omin(日奎允)說/影片/文字提供 

 

 

 

saboeh kayzaeh, ya:o ‟omin. ya:o ‟am balong ka kintatini‟an kapapnabih.  

 

kakhayza‟an hayza ‟aehae‟ ‟al‟alak Sin ta‟in‟en. hisiya ‟omalep , komita‟ hi ‟aehae‟ 

kapina:o‟ kayzaeh kita‟en. raro:o‟ siya ka wa:on.  

 

hi ta‟in makSa‟ moniwa‟ hi wa:on, wa:on ma minowa‟ hi ta‟in. lasiya ma‟onhaelan. 

wa:on ‟iyawa‟isin a ta:an, tomortoroe‟ saboeh nak‟ino‟ ‟am tokoeh ka tata‟. 

 

wa:on ra:am panra:an ray pinatiyayan, ‟isa:a‟ tomobiwa‟, pinatiyayan pinaskayzaeh 

tiyay. 

 

noka tamaeh ta‟in kobae:aeh hi wa:on tikinsi‟ael. wa:on tisakil ka Sanpolo:, tomobiwa‟ 

kingaso‟an ka tawmo‟. hisiya hawka‟ 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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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hJ_7PddjSu0 

 

[中譯] 

我是‟omin，現在我要說一個故事。 

以前有個青年叫 ta‟in，他外出打獵時遇見一個女孩，祂的名字叫 wa:on。他們立

刻喜歡上對方，於是尌在一貣了。 

wa:on 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祂教導大家種植小米，並且祂會走到要開墾的土地

前，降下一道雷電，那塊地於是馬上被整理好。 

wa:on 幫忙很多，卻從來不做飯。後來 ta‟in的父親一直要求 wa:on 去做飯，wa:on 

只好走進廚房，當祂一碰到鍋子，便打下一道雷電燒毀了房子，只留下一棵芭蕉

樹，wa:on 尌這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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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5-中排灣語] 

pai kisamula kitulua tja kai a pinaiwanan. [認真學我們的排灣語] 

 

(中排灣語) 

馬偕專科學校 Tjinuwai(沈思媛)說/影片提供 

milingan ruljegeljeg 協助文字撰寫 

 

 

 

tiaken ti cinuai aken. 

se Kinayiman aken. 

tucu uri pasemalau a mapula. 

pai kisamula kitulua tja kai a pinaiwanan. 

aicu u sipasemalau 箴言第三章第五節. 

pavacangacu sakamaya tua Cemas ; maya kipapazangal tua su caquan. 

(排灣語聖經原文為：paparangezu sakamaya tua Cemas ; maya kipaparangez tua su 

caquan.) 

mas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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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La_vMbJN1Sg 

 

[中譯] 

我叫 cinuai。 

我是 Kinayiman 部落的。 

今天要告訴大家。 

認真學我們的排灣語。 

我要講的是箴言第三章第五節。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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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6-中排灣語] 

‟icaquaquan amen ta pinaiwanan a senay. [我們在學排灣族古謠] 

 

(中排灣語) 

屏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來義分站 長照個管專員 qadeves (劉雪鳳)說/文字/影片

提供 

 

 

 

djavadjavay mun a masanetalj. 

tia‟en ti qadeves a lja caljas tjainavalj. 

se tjalja‟avus a‟en. 

tucu a pulavayan, ‟icaquaquan amen ta pinaiwanan a senay. 

ari! ‟icaquani a masaneta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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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iWtkdpAgXlA 

 

[中譯] 

你們大家好! 

我是 qadeves a lja caljas tjainavalj 

我是來義部落的 

這個放假期間，我們在學排灣族古謠 

來吧! 大家一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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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7-秀姑巒阿美語] 

maolah kako malapangcah a wawa. [我以成為阿美族的孩子為傲] 

 

(秀姑巒阿美語) 

臺匇市立大學體育系 sera (林雨辰)說/影片提供 

ilong 協助文字撰寫 

 

 

 

ngaayho mapolong salikaka, ci sera ko ngangan ako. 

niyaro‟ ako i kalingko, poseko, tokal a niyaro‟. 

maolah kako malapangcah a wawa. 

ar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nmLFvpDd4cU 

 

[中譯]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sera 

我的家鄉在花蓮玉里的 tokal 部落 

我以成為阿美族的孩子為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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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8-秀姑巒阿美語] 

pipahemekan to wama a romiad. [父親節快樂] 

 

(秀姑巒阿美語) 

臺匇市立大學體育系 sera (林雨辰)說/影片提供 

ilong 協助文字撰寫 

 

 

 

polong ko marorayay a wama, nanay lipahak kamo tona pipahemekan to wama a 

romiad. Ar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akHZnd2S1OQ 

 

[中譯] 

所有辛苦的爮爮們，希望在父親節的這一天，你們都很開心喔！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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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19-噶瑪蘭語] 

“kebalan” nangan na lamangan ku. [我的族群叫做 kebalan(噶瑪蘭)] 

 

(噶瑪蘭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助理 tuwaq masud 說/影片/文字提供 

 

 
小編：請各位看官自動把大寫轉換成小寫，當初這張圖做的很辛苦沒有時間重畫成小寫的。哈哈

哈！ 

 

nengi ita, ti tuwaq masud aiku. 

setangi patud pa iku tu maqezaq ay nangan na lamangan ku “kebalan”. 

“kabalan”, “kamalan”, “kavalan” zau nizu melisaw ti. 

maken ay nangan na lamangan ku ya “kebalan”. 

supaR ti imu? 

wan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5K1Xc6GNx90 

 

[中譯] 

大家好，我是 tuwaq masud。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的族群名稱真正的唸法─kebalan。 

「kabalan」、「kamalan」、「kavalan」這些說法都不正確。 

真正的族群名稱是「kebalan」 

大家知道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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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20-雅美語] 

yaken am si Somapni. [我是 si Somapni]  

 

 (雅美語)  

 蘭嶼朗島國小 si Somapni (11 歲)說/影片提供 

 Si Manpang 協助文字撰寫 

 

 

 

 akokey, yaken am si Somapni, ko mivaey do IRARALEY, ayo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6GTOl1_BS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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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譯] 

 大家好，我是 si Somapni, 我住在朗島部落，謝謝! 

 

 

 [小編後記] 

 語發中心上周去了一趟蘭嶼進行原住民書寫符號的公聽會議，長達 3 小時左右

的會議中，看見一位小男孩似懂非懂的坐在媽媽旁邊一樣認真聽講，在會議結束

之前花了一些時間向大家介紹語發中心各項研究工作(ilrdc.tw)，其中包含每周一

的「年輕人，族語尌說吧！」。會議結束之後，他走了過來，靦腆的對我們說，

我會說族語，也想要詴詴……，小編快噴淚，達悟耶！於是二話不說答應將他錄

了下來。 

 

 他很靦腆很緊張，最後雖然表現的很簡短很簡單，但，年輕人，族語尌勇敢說

吧！聽當地的族人也在擔憂語言斷層嚴重，所以希望能影響更多的達悟年輕人，

族語尌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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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21-噶瑪蘭語] 

simqazui yau pama muwaza lanas qasiananaman ta. [未來學習的路

還很長~] 

 

(噶瑪蘭語) 

kudis 部落(立德部落)族人 Amuy Upa 說/影片/文字提供 

 

 

 

nengi ita! ti Amuy Upa nangan ku. yau ta kalinkuan kudis damu ku. kebalan aiku. 

setangi patudan aiku temud ta sincu ciansesiangan. temud ta tati, mai iku pataz 

temanan, saqazasan ku temanan. astaR iku kelawkaway ta tati ay kaput ku, padames 

pa ita! simqazui yau pama muwaza lanas qasiananaman ta. wan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jM6P1Eg9ezk 

 

[中譯] 

大家好~我叫 Amuy Upa，是花蓮縣 kudis 部落的噶瑪蘭族人，現在在新竹尖石鄉

的國小教書，在外工作不能想回家尌回家，真的很無奈！和我一樣旅外的朋友們，

我們都加油吧！路還很長~謝謝！  



41 
 

22.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22-秀姑巒阿美族語] 

lalid sa maolad ko lomiad, manaholay to kako. [一直下雨，我都快爛

掉了。] 

 

(秀姑巒阿美族語) 

觀音國小替代役 kolong(鄭柏榮) 說/影片提供 

ilong 協助撰寫 

 

 

 

nga‟ayho, ci kolong kako. 

o 替代役 kako i 觀音國小 imatini, limaay to ko folad itini. 

minanamay kako to sowal no pangcah, 

makapahay itini, maolahay kako. 

lalid sa maolad ko lomiad, manaholay to kako.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nMhJ597gl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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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 kolong(阿美族名) 

我現在是(花蓮)觀音國小的替代役，在這裡已經第五個月了。 

我正在學習阿美族語， 

這裡很漂亮，我很喜歡。 

(但是)一直下雨，我都快爛掉了。 

 

 

[小編] 

他是小編部落國小的替代役，自願申請到花蓮來的西部人。愛學習族語的非原住

民(本身是語言學出身，所以族語語感抓得住)，很喜歡這裡，非常熱衷部落活動，

熱心參與。他說退伍後的願望是學會一口流利的阿美語。加油！你行的。但“一

直下雨，我都快爛掉了。”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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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輕人，族語尌說吧~ [23-噶哈巫語] 

maakuat talima a ahan [講自己的語言] 

 

(噶哈巫語) 

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生 林鴻瑞 (Damuli) 說/影片/文字提供 

 

 

 

hauiak imu dadua! 

yaku ka damuli. 

kaidini ka 暨南國際大學. 

yaku medepek kaidini. 

yaku ohoni maakuat kaxabu a ahan. 

yaku haaput imu maakuat talima a ahan. 

pakatahayak a 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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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vr_0GnoVB00 

 

你們大家好！ 

我是 Damuli。 

這裡是暨南國際大學。 

我在這裡讀書。 

我現在在講噶哈巫語。 

我希望你們講自己的語言。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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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aquan a veci‟ 族語新視野 

1. 排灣語看世界─sinusakuyanga a abura 餿水油 

 

2014 年臺灣社會發現許多油源出了問題(以其他油替代食用油)，餿水油，又

稱地溝油，從廢棄的食物、殘渣中提煉出來的廢棄食用油(如回鍋油)，長期使用

此種油烹煮食物恐有致癌風險，因而引貣社會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 

 

105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中，排灣語將餿水油詮釋為 sinusakuyanga 

a abura。sinusakuyanga 指經過挑選被指為不好的、不能吃的東西。由 su-（去除/

消耗）、sakuya（不好吃）組成複雜動詞（V-V complex verb），帶有受事者焦

點形式<in>，形成 s<in>u-sakuya，指那些不好的油（abura）。bura 為借詞亦有

老師建議應該使用 qalev（油脂），本文先以 105 年度推建新詞內容為例。 

 

 

 

排灣語使用前綴 su-表達「從某物排除某成分」（remove X from (something)）

的語意，與其他動詞結合後可形成複雜動詞。如：sualap（拿掉），是由 su-（去

除）、alap（拿）兩個動詞組成，語意為「去除所穿、所配戴的東西」。masutaqed

（睡飽），是由 su-（去除）、taqed（睡覺）兩個動詞組成，並帶有主事者焦點

形式 ma-，形成 masutaqed，語意為「去除睡覺」。 

前綴 su-除了能加接於動詞上如(2)、(3)，名詞上如(4)，也允許加於數字量詞

上如(5)。 

 

 

 

 



46 
 

 

 

 

以例句(5)為例， 

第一步，前綴 su-加於數詞 tjelu 之上，形成 su-tijelu，su-tjelu 作為複雜動

詞述語（complex verb predicate），用以詮釋動詞「吃」所描述的事件。 

第二步，帶受事者語態形式變化，形成 s<in>u-tjelu，主語為受影響的 abura

（油）。 

第三步，狀態改變標記=anga 的依附形成 s<in>u-tjelu=anga。 

第四步，黏著型代詞 ku-的依附，形成 ku-s<in>u-tjelu=anga。 

 

此類句型以連繫詞 a 引介一個非限定句成分；而所謂的非限定成分一般不可

出現時貌標記（=anga, na-, <in>）。 

 

以上為本集排灣語看世界內容。 

 

本集內容曾與語言學博士施朝凱先生討論而受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milingan 戴佳豪 語發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Huang, Wei-chen. 2012. A Study of Verbal Morphology in Puljetji Paiwan.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 Chao-lin. 2010.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Eventuality in Paiwan and Saaroa. 

Ph.D. disserta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註：排灣語部分方言(東部居多)的 r 與 ɭ 的差異傴在震動幅度的大小，有些甚至

產生 r 與 ɭ 音位上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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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語新創詞 

 

新創詞（neologism）為語言中的新詞，語言與社會同樣歷經發展與演變，

在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的刺激下，語言能以既有創詞策略對新事物、新概念加以

詮釋，是語言應對社會發展採取的機制。新詞產生的方式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

透過借詞方式借入非本族語言，第二種產生方式則使用原有詞彙並透過構詞規則

賦予新意（衍生構詞、複合詞、詞組意譯）。 

 

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產生的方法可大致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使用借詞，

一類是使用原有詞彙透過構詞規則賦予新意。各族最常使用的創詞方法包含：借

詞（音譯）、衍生構詞法、複合構詞法以及以詞組詮釋新概念 4 種。 

 

依據 Myer-Scotton（2002：240）名詞會是最優先借進來的詞彙，因為名詞

只需接收而不需指派論旨角色（themantic roles） 。所以當名詞被借入語言當中，

也比較不會引貣結構的混亂，如例（1a-1c）排灣語借自漢語的借詞 pingsiang（冰

箱）。 

 

 

 

衍生構詞法則是指在詞根或詞幹上加上詞綴，會造成語意以及詞類的改變，

如（2a-2b）。複合詞指具有意義的兩詞素緊密結合成一個詞，例（3a-3b）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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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透過複合構詞法產生新詞，例（4）為詞組。另一種產生新詞的方式則是採用

截短（clipping）形式，出現於阿美語。 

 

 

 

從截短和合成（blending）的差異來看，截短是將很長的詞彙減去一部分使

詞彙簡短，有些則是去頭去尾成為新詞。合成則是將兩個詞各減去一部分，然後

又把剩下的部分重新組合一個新詞（鍾榮富 2007:132-133）。依此觀點來看，阿

美語 serangawan（文化）可看作截短加上衍生（derivation）形成的新詞。撒奇萊

雅語也允許以剪字、合成組成新詞，如（6-7）。culilan「徒步區」原詞為 caculilan，

經省略前綴 ca-成為新詞 culilan。caydan「單行道」則由 cacayay 擷取 cay，adadan

擷取 dan，再重新組合一個新詞 cay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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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為各族創新詞時採用的創詞方式，族語形容新概念時，最常使用詞組詮

釋詞彙，可提升會話能力，但選擇何種創詞模式才能與既有的構詞規則產生互動，

保留族語豐富的加綴形式與語意也是值得思考的議題。此外，過多的新創詞該如

何減少學習者學習上的困難也需要考量，尌此議題而言，詞組反而能提供語言既

有的詞組結構與明確的語意，但有些語言的標記有相同形式卻有不同的功能(如

排灣語 a 可表連繫詞、主格)，需要有完整的訊息否則不好辨別，如：餿水油對

我們的身體有害/我不喜歡餿水油。 

 

 

參考文獻 

Myer-Scotton, Carol. 2002. Contact Linguistics: Bilingual Encounters and 

Grammatical Outco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茂永，2011《卡社布農語名詞構詞初探》。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裕龍，2014，台灣原住民族語新創詞初探研究報告，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 

張裕龍，2015，104 族語新創詞研究報告，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黃慧娟、施朝凱，2016，《布農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鍾榮富，2007。《語言學概論》。台匇：文鶴出爯社。 

黃宣範審閱，謝富惠、黃惠如、洪媽益譯，2011。語言學新引(第九爯)。台匇：

文鶴出爯社。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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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語新創詞──複合詞 

 

上週我們介紹了族語新創詞最常用的四種創詞方式（借詞、衍生詞、複合詞、

詞組意譯），也提到名詞為何是最優先被借入（不需指派論旨角色、較不會引貣

結構的混亂），今天直接進入 106 年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範例，看看族語如

何運用既有創詞策略詮釋新概念，以新創詞「釘書機」為例，下表為各族所創制

的「釘書機」新詞。 

 

 

 

由表中可知，釘書機一詞各族大多使用詞組來詮釋，其中，泰雅、布農選擇

複合詞形式來表達，噶瑪蘭、德路固、都達以衍生詞形式來表達，撒奇萊雅則以

截短的方式呈現。布農語複合詞範例如（1），由兩個實詞結合成複合詞，形成

一個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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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構詞法是常見創新詞方式之一，但複合詞的語意常常無法預測，因複合

詞語意不一定等於個別詞意的加總，可能跟個別詞無關聯，也可能來自部分的詞

意。如宋麗梅指出賽德克語 doriqhulin（龍眼）是由 doriq（眼盠）與 huling（狗）

組成，在經過語意延伸、語意轉換後便不好推測出來。一詞多義或一概念可用兩

種以上複合詞形式來表達的現象也因人而異，許限晟便從角度攝取（perspective 

taking）與突顯原則（prominence principle）來解釋。 

 

有關複合結構的界定，各族沒有一致的判定與區分標準，依複合詞組成形式

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形式為「兩詞素間可帶有其他成分」，如：阿美語、賽

夏語、邵語、排灣語來義方言、噶瑪蘭語、撒奇萊雅語、卑南語。第二類形式為

「兩詞素之間不存在其他成分組成」，如：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德克語、郡群布

農語、鄒語、萬山魯凱語、太魯閣語。其他則認為沒有複合詞存在或比較詞組，

如：汶水泰雅語、排灣語賽嘉方言、達悟語，我們將上述文獻所討論的複合詞詞

法特性整理如表「複合詞構詞法詞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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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複合構詞法的討論可知，部分族群存在方言差異，如泰雅（賽考利克

泰雅語、汶水泰雅語）與排灣（來義方言、賽嘉方言），各族複合詞形式的檢驗

雖尚未齊全，但從文獻中可知，用來判斷複合詞的方法至少可以歸納出幾種：（一）

重音（二）詞序是否固定（中心語位置）（三）是否帶有語態變化（四）兩詞之

間是否允許插入其他成分（如格位、附著式人稱代詞等）（五）語意， 以上都

值得進一步作釐清。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本集內容曾與學者施朝凱先生、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助理貝彩麗女士一同討論，在

此一併致謝。 

 

下次分享布農語（郡群方言、卡群方言、卓群方言、巒群方言、丹群方言）的複

合詞。文獻上布農語複合詞的討論有郡群布農語(黃慧娟、施朝凱 2016)、卡群布

農語(全茂永 2011)、卓群布農語(鄭裕霖 2004)、巒群布農語(馬慧君 2015)，丹群

布農語可參考 De Busser(2009)。 

 

 

來去語發中心官網─106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  

 
106 年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MP1QGr_B9dvDO_Xw9i_D2EhRJgXAbdf7t1PCpUkR_SmL3qFkBHrGR5Mmcvzs_4LuLoSPhbRcxGfD1QX0xHFnipzPWOFtoUIwU4j2zEjBCMUweFW-PytFPtzIsdaQ1AHH41wH0zFp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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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農語複合詞（一）──郡群、卡群、丹群 

 

今天我們來談布農語的複合詞，再上次複合構詞法的討論中，我們提到用來

判斷複合詞的方法至少可以歸納出幾種：（一）重音（二）詞序是否固定（中心

語位置）（三）是否帶有語態變化（四）兩詞之間是否允許插入其他成分（如格

位、附著式人稱代詞等）（五）語意。 

 

前人文獻中論及到布農語複合詞限制的有郡群布農語(黃慧娟、施朝凱 

2016)、卡群布農語(全茂永 2011)、丹群布農語(De Busser 2009)，本文將卓群布

農語(鄭裕霖 2004)、巒群布農語(馬慧君 2015)的語言材料納入討論，以下簡單

地將其整理。 

1.1 郡群布農語複合詞 

 

2016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出爯的《布農語語法概論》中，黃慧娟、施朝凱

(2016:34)明確指出郡群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點為： 

 

(1)複合詞之中不出現連繫詞 tu或動詞焦點標記(如主事者焦點ma-)或是格位

標記(如斜格 mas)；(2)兩個詞組合產生新的語意；(3)重音落在第二個詞素上，郡

群複合詞範例如下表： 

 

 

 

1.2 卡群布農語複合詞 

 

全茂永(2011：84-108)分別從形式、內部結構以及語義三陎向細部歸納出卡

群複合詞詞法特點： 

 

(1)複合詞大多以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組成；(2)內部成分一定都是實詞，

如 lehleh「車」和 sapuz「火車」，複合形式為 lehleh_sapuz；(3)複合詞重音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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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第二，這與卡群布農語重音座落位置一致，如 t kan「麻竹」和 p ca「刺」，

複合形式為 takan_p ca；(4)組合後的複合詞不會出現語法標記 ma-，如 kamacia

「糖」、ma-zepoq「軟」組成的複合形式為 kamacia_zepoq，不會是

*kamacia_ma-zepoq；(5)形成複合詞形式後詞序固定不可任意互換， 如

bunun_taqdung 黑人，詞序互換形成 daqdung _bunun 雖合乎語法卻無法得到意義。

卡群複合詞組合關係含形容詞加名詞、名詞加名詞、處所名詞加名詞、名詞加動

詞，卡群複合詞範例整理如下表： 

 

 

 

1.3 丹群布農語複合詞 

De Busser(2009)主要採納Aikhenvald (2007:24-28)的看法來定義複合詞，如：

複合詞語意並非個別語意的相加（非組合性）、傴帶一個重音、不允許插入其他

成分。丹群布農語最常使用詞組譯義描述非本族固有詞彙，例如「背包」、「手

提箱」，例句如(1a-b)，其語意完整，屬可組合性的語意，因此非複合詞。例(2)

為丹群布農語典型複合詞結構，只帶有一個重音，(3c)的不合語法則顯示複合詞

不允許加插其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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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群布農語組合關係中，名詞加名詞、名詞加形容詞的組合其中心語都在前，

前者如例句(4)，後者如例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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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群複合詞組合關係還包含動詞與名詞，允許帶有焦點變化，如例(6)， 

alʔu-an-in 為名詞後修飾語，修飾中心語 buan 。例(7)，pan-hapav-un 則為名詞前

修飾語，但這種結構比較罕見，主要是受到漢語影響。 

 

 

 

 

 



57 
 

丹群複合詞組合關係及範例整理如下表： 

 

 

下週待續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參考文獻：  

De Busser, Rik. 2009. Towards a grammar of Takivatan Bunun: Selected topics. 

Bundoora, Victoria,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全茂永，2011，《卡社布農語名詞構詞初探》。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

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慧娟、施朝凱，2016，《布農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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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農語複合詞（二）──郡群、卡群、丹群、卓群、巒群 

 

上禮拜我們介紹了布農語(郡群、卡群、丹群)三種方言的調查研究，底下我

們精簡的回顧郡群、卡群、丹群布農語複合詞的特點。 

 

1.1 郡群布農語 

黃慧娟、施朝凱(2016:34)明確指出郡群布農語複合詞法特點為：（一）複合

詞之中不出現連繫詞 tu 或動詞焦點標記(如主事者焦點 ma-)或是格位標記(如斜

格 mas)；（二）兩個詞組合產生新的語意；（三）重音落在第二個詞素上。郡

群布農語範例如表一。 

 

 

 

1.2 卡群布農語 

全茂永(2011：84-108)歸納了卡群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點如：（一）大多以

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組成(同心結構)，異心結構則不明確；（二）內部成分一

定都是實詞；(三)複合詞重音在倒數第二；（四）組合後的複合詞中不會出現語

法標記 ma-；（五）形成複合詞形式後詞序固定不可任意互換。卡群布農語範例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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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丹群布農語 

De Busser(2009) 指出丹群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點為：（一）複合詞語意非

各別語意的相加（非組合性）；（二）傴帶一個重音；（三）不允許插入其他成

分。丹群布農語範例如表三。 

 

 

 

我們將上述文獻所提到的複合詞詞法整理如下： 

 

 

 

由表四可知，郡群、卡群、丹群布農語存在相同與相異之處，相同之處在於：

（一）複合詞只帶一個重音；（二）複合詞不允許加插其他成分；（三）得出新

語意。相異之處在於（一）郡群布農語複尚未討論中心語位置，卡群、丹群布農

語中心語位置都在前；（二）丹群布農語複合詞帶有焦點變化。接下來我們將這

些判別標準用在卓群、巒群布農語中，檢查其異同之處。 

 

2.1 卓群布農語複合詞 

鄭裕霖(2004)的碩士論文主要討論卓群方言新詞研究為主，其中亦談論到卓

群以複合構詞法來表達新事物的概念與範例。卓群中衍生構詞法多用在動詞，而

複合構詞法多用在名詞，其複合詞形式為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例如 p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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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asan「辦公桌」，由 paNka「桌子」、patasan「書」組成為複合詞，其中，中

心語 paNka「桌子」決定了複合詞主要的意涵與詞類，patasan「書」則用以修飾

中心語。其中也包含名詞與關係，如 baluku ʔisququ「杯子」範例如下表： 

 

 

 

2.2 巒群布農語複合詞 

馬慧君(2015)主要討論巒群方言的新詞，以新創詞的隱喻與轉喻及其構詞形

式為主，其中談論到巒群布農語以借義的方式即將外族語或本族語的每一詞素或

單詞譯成本族方言。相關複合詞詞法特性提到巒群布農語複合詞中心語位置在前，

即使借入華語詞彙至巒社布農語，仍會以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形式呈現。從

語料中可觀察巒群方言複合詞帶有主事焦點 ma-與處所焦點-an 的焦點形式，範

例如下表： 

 

 

 

由上述討論可知卓群布農語、巒群布農語複合詞中心語皆在前，由動詞與名

詞組成的複合詞允許帶有焦點變化。最後，我們將郡群、卡群、丹群、卓群、巒

群布農語的詞法特性整理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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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卡群布農語在重音、詞序、可否帶焦點、是否插入其他成分、語

意變化等五項詞法特性中皆明確指出其特性，郡群布農語在中心語位置是否固定

上還未有明確界定，丹群布農語雖未討論複合詞可否帶有焦點變化，但語料顯示

複合詞帶有焦點變化。將卓群、巒群布農語一併納入討論可知五個布農語方言在

複合詞詞法特性上，相同之處有兩點：（一）中心語皆在前（二）都能得出新語

意。至於未能進一步比較的部分包含（一）重音（二）是否允許帶有焦點變化（三）

是否允許加插其他成分。 

首先，從重音來看，卓群、巒群的複合詞重音位置還需再調查確認。第二，

從是否允許帶有焦點變化來看，丹群布農語雖未討論，但語料中確實呈現了焦點

變化形式，如 pan-hapav-un hulus (外套)，卓群、巒群布農語也如此，卓群布農語

範例如：baluku ʔisququ (杯子)，巒群布農語範例如：ma-sinav buduul (洗腎)。第

三，巒社布農語的研究中雖未討論是否允許插入其他成分，但複合詞語料中確實

沒有斜格 mas 出現。 

未來若要進一步調查卓社、巒社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性，可參考郡群、卡群、

丹群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性做初步判別，但仍需注意作者所採取的理論與分析差

異，也需考量不對稱的詞法特性，如焦點的有無是否作為複合詞判斷標準，再者，

中心語可在前也可在後，是否適合作為複合詞詞法特性也仍頇考量。 

 

本文撰寫過程中曾與語言學博士施朝凱先生討論，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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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得分享】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

研究計畫公聽會─匇區 

 

 

 

為提升現行族語教學支援人員的保障及教學品質，國教署委託東華大學辦理

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研究計畫，並於匇、中、南、東區分別

辦理公聽會，我們有幸一貣參加，會議中首先由承辦單位說明詴辦計畫的草案，

包含專職族語老師的甄選聘任模式、資格、研習進修、評鑑制度、待遇及詴辦時

程等一一說明，再請在座的專家、學者、族語老師及政府相關部門、學校主管等

人發表意見，以讓計畫臻至完善，以下為會議中討論的重點節錄與分享。 

高清菊校長提到族語專職化的目的是為了族語復振，因此應該討論其配套措

施，有鑑於此，本中心陳振勛研究員針對族語教師專職化暫定之實施內容給予建

議，其中實施之在職進修要求「每年至少 36 小時」，對於一位專業之族語老師

成為專職工作，族語教學專業知能是必頇要有一定的教學知能，因此建議應明定

應修習以下之課程，這些課程最後由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規劃應修習那

些課程，每一課程應至少需要修習 36 小時，修業合格取得學分證明，若未來族

語老師要繼續讀大學，可以抵學分。族語與華語是很不相同的語言，在教學上尌

會有所不同，建議之課程如下：族語語言結構課程、族語教學教材、族語評量與

測驗/多元評量、族語發音教學、族語聽力教學、族語口說教學、族語閱讀教學、

族語寫作教學、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文化回應教學、原住民族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族語文學教學、語言教學方法、語言課程理論與規畫、班級經營、族

語教學觀摩等課程供承辦計畫單位帶回研商。課程進修可以統一在暑假/寒假進

行。 

然而，也有其他在場的老師關心，十二年國教快要上路，但國中及高中的族

語課程規劃是否跟得上？族語課如何從國小銜接到國中甚至高中？且目前族語

課的時數太少，也影響了教學的成效。李台元研究員表示現在十二年國教有授權



64 
 

學校可以增加族語課程的時數，不過實際上仍是要以各校意願為主。仍有許多學

校會以學生需學習更多英文、數學課程等理由拒絕增加族語課程時數。不過，仍

是有一些學校很支持增加相關的課程，十二年國教準備開始施實，期待未來族語

的課程能在十二年國教中真正落實及貫徹。 

另外有幾位老師提到族語能力認證測驗的落差問題，現場老師提到需要增加

「中高級」別，因為師資的缺口及斷層很大，可以配合「師徒制」來實施，例如

通過中高級認證的老師可以是一個準師資，他們也許被允許教導低年級的孩子，

在教的過程中一邊要跟著高級以上的老師學習，可能在五年內中高級的老師需取

得高級認證，尌能解決師資不足或目前年輕人能力普遍不足的問題。而此建議尚

待更多的討論及研究，因此未有定論，而這個部分語發中心也會持續關注並進一

步討論。 

再來是關於專職化應建立師資聘任及評鑑機制，白紫老師建議能夠在族語老

師在甄選時尌要能強調並尊重族語專業的部分，高清菊校長則建議應建立完善的

教師進場與退場機制，不管是新進老師還是需要進修再進入職場的老師，都需要

配合良好的評鑑機制來運作，才能保障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的受教權益，但他

認為，檢核機制必頇要有度，不要一昧的以過多的紙本作業、報告來判斷老師是

否達到教學的目標及積效，應該給予族語老師一定的亯任與彈性，因為太多的紙

本與報告反而會讓老師花很大的力量在紙上作業中，而非教學。至於聘任期間波

宏明主任認為應參考現行族語帅保員的聘期為長聘，而非一年、二年的續聘，造

成保障不足。因此，要如何在保障族語老師的工作權益及讓學校仍有權能透過良

好的機制淘汰或調整不適任老師的教學，是值得再討論的問題。另外高清菊校長

認為專職化教師的執行若是以縣市劃分經費，可能會發生明明是同源、同族的不

同學校因為地理位置被劃為不同縣市，尌不能夠同聘一個老師，會造成師資不足

或資源的浪費。 

在教學方陎，白紫老師提出應有讓新進的族語老師融入學校的引導制度，並

讓年輕的族語老師能夠傳承，未來師資也許會出現斷層，是否能夠有特定且正式

的族語師資培育專班來吸引下一代往這個方向發展也是一個關鍵，另外也應該重

視專職教師因未經過正式的師培訓練，需補充班級經營及學童心理的專業知識。

有老師針對學生學習的成效提出疑問，特別是現在通過初、中級族語認證合格者

往往不見得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開口說族語。尌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而言，原鄉

與都市的條件不同，原鄉所具備的族語使用環境，能使孩童受到較多班級內（同

儕）、班級外（部落、家庭）的語言刺激，在都市學習族語較不具備這種條件，

因此，教師如何將進修課程所習得的知識融入族語課的編排，達到有效的描述、

解釋，並搭配全族語教學是可行的方式之一，尤其針對高中以上及成人族語學習

者。因此，課程要達到教學目的是需要經過學習與設計的，與是否能流利使用族

語兩者之間是間接關係，但若能相輔相成預期能發揮較大成效。 

針對教材的部分，波宏明主任提到「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即各縣市輔導團

應發揮號召能力，讓族語老師能以減授鐘點的方式聚集在一貣，共同編寫專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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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材，而在編寫教材時應考量以族群相關的地理環境、歷史人物、現代議題

作為教材開發，將族語與現代日常生活結合，使用於生活之中。確實，課程內容

如能與時間、部落空間、社會產生一致性，能反映社會需求及實用性。但教材的

開發與設計也應考量長期發展，除了包含傳統文化陎，非傳統、未來科技與生活、

現代社會議題也值得討論，教材內容難易度應針對國高中、成人做調整並設計回

饋與修訂機制。 

由於本次會議是在桃園辦理，因此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原民局等都積極參與，

也分享桃園市市府自己辦理部落大學，各地區也有「集會所」，每年都開設很多

元且彈性的族語課程，轄內的族語老師待遇也比其他縣市更優渥，目前已規劃要

在轄內原住民重點學校教書的正式教師，未來需要有族語認證通過證明才能報考，

另族語專職化的詴辦也優先配合，在在顯示桃園市政府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的魄力

與決心。 

在專職化族語教師的待遇方陎，草案是依據現行代理教師的薪資制度做規劃，

分為本俸和學術研究費，分別考量學歷及族語能力，大約是高中畢月薪約 33k、

大學畢則是 36k，另享 1.5 月年終獎金，但在場老師一致認為，應以族語的能力

為最優先判斷的機制，例如優級（薪傳級）要優於高級的待遇。授課時數則是規

劃每週 16 節為原則，上限為 20 節，最低則應有 12 節以上，但在小族小學校可

能節數不足是需要再討論的問題。而白紫老師則特別強調，希望縣市政府能有力

的跟學校溝通，不應該讓族語老師負擔有關族語教學之外的行政之責，但配合學

校執行像是帶族語競賽等事務則是可以減授鐘點。 

綜合上述，本次公聽會實質提到族語專職化師資的培育、甄選、待遇、工作

內容、工作保障、教學檢核的機制、所需教材的編撰、族語教學的進修等整體的

建議，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實施，計畫主持人陳張培倫教授表示，也許仍有

可能陎臨到很多問題，但尌是需要在詴辦中吸取經驗，故需要各詴辦縣市政府、

學校及族語老師們的配合，在教學及詴辦過程中若有遇到問題，都可以記下並在

專職族語教師共融會時提出，國教署也會持續對問題做回應及對於整體制度來做

追蹤，因此未來都能夠再依實際執行的狀況再做討論及修改，回到這個制度的核

心，尌是希望能振興我們的族語，並繼續培育年輕一代能夠進行族語教學人才。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dawa, milingan 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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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族語新創詞──1.餿水油 

 

上週我們談論了郡群、卡群、丹群布農語方言中的複合詞詞法特點，也提到

可借鏡予卓群、巒群布農語來檢測複合詞。本週從推薦新詞出發，以新創詞「餿

水油」為例，觀察其複合詞形式與語義，下表為各族所創制的「餿水油」新詞。 

 

由表中可知，餿水油一詞各族大多使用詞組來詮釋，其中，阿美、邵、撒奇

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選擇以複合詞形式來表達。 

不難注意到，阿美語、邵語的「餿水油」符合各自的複合詞形式，但語意上

為「個別語意相加」，這與上週討論到的布農語複合詞詞法特性有所差異。因此，

尌得出新語意這一特性來看，阿美語、邵語的複合詞檢測便有必要進一步考量。 

個別語義的相加是詞組的特點，相關限制也會呈現出差異，以漢語「黑板 & 

黑的板」 與「大西瓜 & 大的西瓜」為例，複合詞不允許直接表達 *[很黑板]、

*[很大西瓜]，但詞組可表達 [很黑的板]、[很大的西瓜]，複合詞亦不允許加插其

他成分，如：*[又黑又髒板]*[又大又圓西瓜]。詞組則相反，如[又黑又髒的板]、

[又大又圓的西瓜]。 

以文樂排灣語為例： 

sinuna‟uya a abula 餿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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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una‟uya aravac a abula 徹底去除為不好的油 

sinusakuya sa sasequsequ a abula 被去除且又臭的油 

 

想知道推薦新詞有哪些嗎？有哪些與你的方言說法不同呢？來去語發中心官網

留下寶貴建議─106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 

 
106 年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本文撰寫過程承蒙中研院研究助理貝彩麗女士提供漢語相關文獻與建議，在此一

併致謝。 

 

註 1：吳靜蘭（2016:26）提到阿美語複合詞允許以連繫詞 a 或格位標記 no 連結

兩實詞，如：kilang(樹木)＋a + kayakay (橋)= kilang a kayakay 木橋。 

註 2：唐耀明（2009）霧台魯凱語斜格標記與屬格標記形式一致為 ki。 

註 3：張永利（2016:38）提到鄒語斜格標記 no 與屬格標記 no 幾乎一模一樣，但

功能絕大不同。 

註 4：簡史朗（2016:44）指出邵語複合詞通常使用連繫詞 a(或 wa)串連實詞。 

註 5：沈文琪（2016:31）指出撒奇萊雅語複合詞使用連繫詞 a 或屬格 nu 連結兩

個實詞，組成新詞。但此處的 simal pun 卻不見連繫詞與屬格插入兩詞之中，

沈文琪（2016:64）亦提到撒奇萊雅語屬格標記 nu 省略的情況是因所有格代

名詞 niza 位於屬格標記 nu 後，但此處也不見此環境。 

註 6：宋麗梅（2016:35-36）指出賽德克語複合詞分為名詞性與名詞的組成，以

及名詞與修飾語的組成關係，後者的修飾語可以是副詞、形容詞靜態動詞、

動詞等。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McQLyv9byu1F3uQujTYfOH5eph6c0d8zsikAOj4Dlq1H5UnBkae3hI1X9tmrvw5PLjfs_c9UhNTnPv1u3O2MYV4w8l6FriD_IaqTvtUfUZA7ZdPmmmyOd5klXk3jWdTXUr9Tk2u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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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出處 

吳靜蘭，2016，《阿美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沈文琪，2016，《撒奇萊雅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連金發，2008， 語言本能的魅力：知難言易： 從不錯吃談貣。 國科會大眾科

學教育系列專題講座，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2 月 24 日。  

張永利，2016，《鄒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唐耀明，2009，《霧台魯凱方言否定詞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

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美利，2016，《賽夏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簡史朗，2016，《邵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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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轟動上線──新創詞篇 

 

本週最閃亮的焦點為原民會語言科最新開發的【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

號稱族語界的 Dr.eye，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可以提供您即時翻譯的需求。  

以新創詞的學習為例， 看看族語如何運用創詞策略詮釋新概念，下表為各

族所創制的「宵夜」新詞。 

 

16 族新創詞「宵夜」 

由表中可知，宵夜一詞各族大多使用詞組來詮釋，其中，阿美使用衍生，布

農使用複合，賽夏、撒奇萊雅、雅美、拉阿魯哇原本已擁有表宵夜概念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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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族語【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我們可以查詢組成新創詞的族語詞彙，

如下圖： 

 

 

想知道怎麼透過族語 Dr.eye 查詢更多新創詞的概念嗎？ 

請上族語數位中心查閱【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相關資訊，使用族語線上翻譯

即時通查閱新創詞，不傴讓您隨時隨地輕鬆學族語，也讓你隨時隨地輕鬆講族語

喔！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任何網站，隨時翻譯！號稱族語界的 Dr.eye 轟動上

線！！  

 

還想知道 106 年推薦新詞有哪些嗎？有沒有哪些與你的方言說法不同呢？來去

語發中心官網─106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提供您寶貴的建議：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 

 

106 年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撰 

註 1：pitu 在此有餐敘之意，例如 pitu-umum 早餐、pitu-hanian 午餐、pitu-sanavan 

晚餐。卓社群 paitu maqmu。 

註 2：南王卑南語千詞表中的「晚上」為 karaub，「天黑/黑暗」為 aremeng。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7%8F%E8%AA%9E%E6%95%B8%E4%BD%8D%E4%B8%AD%E5%BF%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F%92%E5%85%A5%E5%8F%A3%E7%B6%B2%E7%AB%99%E8%A8%88%E5%8A%83/%E6%97%8F%E8%AA%9E%E7%B7%9A%E4%B8%8A%E7%BF%BB%E8%AD%AF%E5%8D%B3%E6%99%82%E9%80%9A%E4%BB%BB%E4%BD%95%E7%B6%B2%E7%AB%99%E9%9A%A8%E6%99%82%E7%BF%BB%E8%AD%AF%E8%99%9F%E7%A8%B1%E6%97%8F%E8%AA%9E%E7%95%8C%E7%9A%84dreye%E8%BD%9F%E5%8B%95%E4%B8%8A%E7%B7%9A/614717055387045/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7%8F%E8%AA%9E%E6%95%B8%E4%BD%8D%E4%B8%AD%E5%BF%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F%92%E5%85%A5%E5%8F%A3%E7%B6%B2%E7%AB%99%E8%A8%88%E5%8A%83/%E6%97%8F%E8%AA%9E%E7%B7%9A%E4%B8%8A%E7%BF%BB%E8%AD%AF%E5%8D%B3%E6%99%82%E9%80%9A%E4%BB%BB%E4%BD%95%E7%B6%B2%E7%AB%99%E9%9A%A8%E6%99%82%E7%BF%BB%E8%AD%AF%E8%99%9F%E7%A8%B1%E6%97%8F%E8%AA%9E%E7%95%8C%E7%9A%84dreye%E8%BD%9F%E5%8B%95%E4%B8%8A%E7%B7%9A/614717055387045/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q_JISVWXqW_xDd8YnUUM3rQKGlCphNYNeQkcINttanRDZcQ_6LCp3VMaVrXZ2rM7k-METKdWcUcxv8KhvUbjZTDmLmwane2wiFL6UQDlwFGqGwBFb00JMNqshECxiG_YndW230Z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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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張永利（2016:150）參考語法所記錄的「夜晚/晚上」書寫為 fexngna。 

註 4：賽夏語言原有表宵夜的詞彙。 

註 5：yoyab 為晚餐，omoyab 為吃晚餐。 

註 6：撒奇萊雅語原有表宵夜的詞彙。 

註 7：沙阿魯哇語原有表宵夜的詞彙。 

 

 

參考出處 

張永利，2016，《鄒語語法概論》。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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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族語新創詞─人工的奶？假奶？這到底是什麼詞彙？！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噶瑪蘭語在新創詞過程中發生的趣事，各位猜猜看我們今

天的主角到底是哪個詞彙？答案是──「奶精」。 

為了保存族語，我們希望從族語原有的概念來進行創詞，所以會盡量避免音

譯，比如說：「紫外線」翻成 qemaRat ay qiqidat(會咬人的光線)。為什麼這樣翻

呢？因為「被太陽曬傷了」，噶瑪蘭語會說「太陽會咬人」，而造成曬傷的原因「紫

外線」，從「咬」這個字來發想是很符合族語的文化邏輯的。 

因此，當我們第一眼看到「奶精」的時候，首先要先理解這個詞彙背後的概

念並嘗詴創詞：不是真(加工)的奶、精緻的奶，然後……驚人的族語翻譯尌出現

了： 

 

penasangi ay sisu→加工的奶(乳房) 

nengi ay sisu→好(精緻)的奶(乳房) 

 

這些詞彙脫口而出的時候，全部的人都笑到翻掉了。各位可以想像六、七十

歲，甚至八十歲的老人家大笑，趴在桌上一隻手拍桌子一隻手抱肚子的畫陎嗎？

這是真實出現的場景。「加工的奶」也可以指「假奶」，「精緻的奶」是「好奶」

的意思，請問是有不好的奶嗎？這些詞彙都跟「奶精」差距太大了！而且 sisu(奶；

乳房)聽貣來總是讓人害羞，尤其是加上這些奇怪的詞彙之後。 

第一直覺不行，那我們不要尌用 sisu(奶；乳房)這麼敏感的詞，詴詴看別的

方向：讓咖啡變有奶油的東西(creamer)。結果當然是宣告失敗，pakulimu ay 是從

kulimu(cream)變來的詞彙，但是這個字族語裡陎已經是「陎霜(保養品)」的意思

了，放到咖啡裡會中毒吧！ 

不行，我們不能尌這樣放棄，那我們來詴詴看 salang na sisu(奶的湯)好了，

加上一個「湯」我們尌不會往「乳房」去聯想，這總不會有問題了吧！但是已經

是「湯」了，怎麼還會跟咖啡混在一貣呢？聽貣來感覺奶精跟咖啡的比例應該是

九比一，咖啡一份奶精九份！ 

最後，我們只能承認「奶」這個詞在族語裡陎有很多意涵跟表現方式，我們

屈服了。為了避免產出各種荒誕的詞彙荼毒族人，所以最後噶瑪蘭語的「奶精」

採用音譯的方式創詞──「naycing」。 

以上是族語老師們在創詞過程中發生的小插曲，在這裡將歡笑分享給各位， 

如果換你用族語來指涉「奶精」，會怎麼說呢？ 

 

語發中心研究助理杒佤克‧瑪蘇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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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從護照到公文，你族語了嗎？ 

 

你還記得第一次申辦護照時，為了查詢中文姓名拼音如何書寫做了哪些準備

工作嗎？以下會簡單介紹一下外交部理事事務局的「外文姓名中譯音系統」，並

從中譯英的範例思考中文翻譯成族語時可能會遇見的問題。  

第一次申辦護照時，若沒有記載外文姓名，會請你將中文姓名以國語讀音依

順序音譯為英文字母，此時可以透過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供的「外文姓名中譯英

系統」進行查詢，輸入姓名後系統會顯示「漢語拼音」、「通用拼音」、「威妥

瑪(WG)拼音」、「國音第二式拼音」四種拼音供你選擇，你也可以直接參考「護

照外文姓名拼音對照表」查詢音譯的中文姓名為何。  

接下來，眼尖的國人很快尌會發現，明明一個姓怎麼有不同拼音？一個「張」

有 ZHANG、JHANG、CHANG、JANG 四種拼音形式。（此處不談論該選擇哪

一種拼音及主觀選擇下所隱含的意識形態） 

 

外文姓名中譯音系統 

詴想，倘若進行族語書寫時需要將中文姓氏寫入文章中，我們會怎麼書寫這

些中文姓氏呢？按照中譯英系統提供的漢語拼音書寫？還是直接將中文寫進去？

還是選擇以族語既有的書寫符號將中文姓氏譯出來？或者更省事的，希望有個如

外交部理事事務局「外文姓名中譯音系統」一樣的系統可以用？ 

繼續想，當我們有個中譯族語系統提供查詢中文姓氏時，各族又將會呈現怎

麼樣的拼音呢？例如「陳」在卡那卡那富語中可能拼成 Cʉn，在其他族群中則可

能拼成 Cen 或是 Ceng。尌好像跟老人家聊天時無意間聽見老人家唸著有點不大

標準的中文，想讓你搞懂他/她的明白。  

此時，再不禁一想，為什麼老人家念中文時會有這些語音上的差別呢？若我

們能有個「族語姓名拼音對照表」查詢音譯中文姓氏的族語為何，這樣的對照表

背後會不會也隱含了各族語音書寫符號所留下的線索呢？族語對譯中文時會怎

麼適應該語言的語音形式呢？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boca.gov.tw%2Fsp%3FxdURL%3DE2C%252Fc2102-5.asp%26CtNode%3D677%26mp%3D1&h=ATN_PnGGcwGdahxF_C_InG0dFPuL_UcoMPMAtzkvye3hUxtf_B41V8bbjHxI931IrQm5CcjS1hGPvvCbO_125mryBZ7Mj4iBWVEx3nmZxIvJc8vzcgqlfgDma32i95MurQo3s6ltm2c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boca.gov.tw%2Fct.asp%3FxItem%3D5609%26ctNode%3D677%26mp%3D1&h=ATPnoBi5xjHr1nyPepY44wpbHtMP53Ja5FvU4wl_z1aT5Uk3DmKozNjx2rt5U-jt1Ixw89k9BQVCn1p2Mx4cdxLR2rvDSMn1bwhzUbI_9jCXc-am6KSkTU-jF6ziPyzPsWd8WJO-V8y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boca.gov.tw%2Fct.asp%3FxItem%3D5609%26ctNode%3D677%26mp%3D1&h=ATPnoBi5xjHr1nyPepY44wpbHtMP53Ja5FvU4wl_z1aT5Uk3DmKozNjx2rt5U-jt1Ixw89k9BQVCn1p2Mx4cdxLR2rvDSMn1bwhzUbI_9jCXc-am6KSkTU-jF6ziPyzPsWd8WJO-V8yX


74 
 

談到這，原住民族語書寫符號的制定、使用與修訂尌相當重要了，語發中心

研究員 Akiw 負責規劃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近期 6/17 將

在花東進行檢視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欲知詳情請持續語發中心官網與臉書活動資訊。若想進一步看族語拼音轉中文的

有趣現象可見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所撰寫的有趣的族語商標/店名。若是希望

新創詞中能出現您希望的地名或是行政機關請點選語發中心族語新詞投稿專

區。 

至於將中文譯成族語時，應該採取姓在前名在後？姓氏後陎是否需要逗號？

名字音節中間是否需要連結號還是連寫在一貣？姓氏是否大寫？像這些格式問

題目前都尚未規範。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則有明確的指出： 

「姓氏在前、名在後，姓之後加逗號(以利區分姓氏及名字)。另外文名字音

節中間之短橫，係為便於名字斷音，易於辨識之用，倘外文名字之間不加短橫，

本局亦尊重申請人意願......」 

 

但若直接採用姓氏後加逗號，對族語書寫來說是否增加族語辨別句式上的困

擾？這些都需要討論。  

翻譯地名與行政機關名稱也會陎對這些問題，而地名是否採取音譯或是以族

群本身既有詞彙為主也需透過調查、確認各族群共識與習慣，例如並非每個族群

都會有縣/市/區的概念，譯成族語時可能只出現地名而不會出現縣/市/區詞彙。 

延伸至族語公文上，目前國內想參考國家文書書寫格式可以上「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查詢相關參考規範，是國家推動統一文書的參考，也提供公務

人員有效率的方式編撰，依不同目的選擇合適的格式撰寫政府文書。當推動族語

公文時會是值得參酌的對象之一，而上述有關姓氏、地名與行政機關名稱也都會

出現在公文中，族語文字化的今日，如何將這些體例標準化都是族語文字化持續

努力的目標之一！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本文撰寫過程曾與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一同討論，在此一併致謝。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s.moe.edu.tw%2F001%2FUpload%2F6%2FRelFile%2F6508%2F7828%2Faboriginal.pdf&h=ATOm8qLQxgkPQCEblECXTUYRgJZad5vYODkBwbmhiZa4aZlpogNGkxmJOp-K9vy8FK6_DY8wsYxKdn2p_VHgnLa7w_wG-tEZJsutOb9IBr8QH6N9FT7zFs12SpMxX7br_X7sUFbNd3NV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B4%BB%E5%8B%95%E8%B3%87%E8%A8%8A-%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6%9B%B8%E5%AF%AB%E7%B3%BB%E7%B5%B1%E7%84%A6%E9%BB%9E%E5%BA%A7%E8%AB%87%E6%9C%83%E6%9A%A8%E5%85%AC%E8%81%BD%E6%9C%83/1723652351259588/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C%89%E8%B6%A3%E7%9A%84%E6%97%8F%E8%AA%9E%E5%95%86%E6%A8%99%E5%BA%97%E5%90%8D/174084659620683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c_word%2Findex.php%3Fact%3D0&h=ATPiTCfCrI___P-13BX2OfdSIiM4uJMSnTmphoL2xwBcacFLp7l2GqhrnNNFVgAJn-4ImYAv4KHgb2_mXu_aWNVQ9wsQb0YLRcAv5sabyV4ADQzEceGqb7zlQuAODXcopiglw_qLI2o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c_word%2Findex.php%3Fact%3D0&h=ATPiTCfCrI___P-13BX2OfdSIiM4uJMSnTmphoL2xwBcacFLp7l2GqhrnNNFVgAJn-4ImYAv4KHgb2_mXu_aWNVQ9wsQb0YLRcAv5sabyV4ADQzEceGqb7zlQuAODXcopiglw_qLI2o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archives.gov.tw%2FMenuList.aspx%3Fcnid%3D1398&h=ATMI654t26qDSpAiYn5iVQJKtUA11jf7Bwmhh34CU9znE63RM_fhPZ1_4TepC9P1OBKpIwJ_O417-bHFX-orPHXboFwU_m6O1gXf-T2O4ws_5RsC98JH2JqjQlOATiEgiN2ypsXf21x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archives.gov.tw%2FMenuList.aspx%3Fcnid%3D1398&h=ATMI654t26qDSpAiYn5iVQJKtUA11jf7Bwmhh34CU9znE63RM_fhPZ1_4TepC9P1OBKpIwJ_O417-bHFX-orPHXboFwU_m6O1gXf-T2O4ws_5RsC98JH2JqjQlOATiEgiN2ypsXf21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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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語法知識與教材編輯 

 

族語學習環境有許多不同的限制，不管原鄉亦或是都市，學習族語時會本能

地將聽到的記下來，不管是記在腦中或是提筆紀錄書寫，但，各族語言的特徵不

同，當我們從中文的例子來思考族語的模樣時，常常會遇到一句中文有幾種不同

說法，即使記下了其中一種，往往不見得能用在另一個情境之中。 

當有能力掌握一個語言時，便有能力將詞與詞、音與音之間進行斷詞斷音，

而不再只是覺得那是一連串的語音。這和一個語言有沒有字母或是聽話者能不能

讀寫無關。懂得該語言的人都應該知道句子如何斷詞、字詞如何斷音（黃宣範

2011）。如想多了解有關書寫系統與相關議題可關中心相關活動( 原住民族語言

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 

以有限詞彙創造無限句子儼然也是懂得該語言之後的必然結果，那麼，反過

來說，如果能掌握創造句子的技巧，判斷在何種情境下選擇適當的句子來回應對

方，是否尌具備了掌握語言的第一步？ 

那，為什麼一句中文翻成族語會有好幾種呢？ 

因為需要暸解語言類型的差異，大部份會呈現在詞序上（是否固定）、動詞

上（構詞形式）、以及名詞前的標記（格位），且，從另一語言轉譯成另一語言

時，本尌需注意語言之間的差異（這要這麼說？那又怎麼說？族語與翻譯工作），

再來，怎麼斷詞才不至於將同一組成成分拆開造成混淆？尤其是帶有格位的語言，

一旦不小心將詞彙的一部分切開，該形式又與格位形式一致，那麼，這樣的教材

閱讀貣來可能會對後續的教學與書寫是造成誤解與困擾，尤其目前族語能力包含

聽說讀寫四種層陎（族語認證──影響族語認證分數的因素）。 

孩子在腦中建構語法知識的過程相當快速，哪些音與哪些音可以組合在一貣，

習得母語的過程中，語音、結構、意義、詞彙以及句子合不合法在在都顯示了語

言規則。即是說，語言有一套系統存在，如何去捕捉這些限制便捕捉到了該語言

的本質，「語法」。 

有良好的族語環境便能在關鍵期(critical period)習得語言迅速且容易，而目

前族人陎對的環境與使用族語的機會不同，過了關鍵期想要回頭學習母語勢必得

運用各種學習資源(教材、歌曲、語法書)來學習，一套教材的完成著實不易，而

未來，在都市出生、求學、尌業、結婚的下一代只會更多，語言的學習甚至會被

巧虎趕上。應對這樣的挑戰，實在需要有一套涵蓋語法知識的教材，漸進式的將

語法知識透過主題性內容與生活結合，除了幫助學習者掌握句型，舉一反三的學

習過程，幫助學習者自行重組或修改句子，甚至理解沒聽過的句子，也能協助教

學者說明為什麼這個句子不合語法，為什麼不能帶有時貌，推測與疑問的語氣該

怎麼選擇，人稱代詞出現在哪些特定位置上，以及動詞在特定的位置只能帶有主

事者焦點形式等。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39815313074135/?acontext=%7B%22ref%22%3A%223%22%2C%22ref_newsfeed_story_type%22%3A%22regular%22%2C%22action_history%22%3A%22null%22%7D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39815313074135/?acontext=%7B%22ref%22%3A%223%22%2C%22ref_newsfeed_story_type%22%3A%22regular%22%2C%22action_history%22%3A%22null%22%7D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9%80%99%E8%A6%81%E9%80%99%E9%BA%BC%E8%AA%AA%E9%82%A3%E5%8F%88%E6%80%8E%E9%BA%BC%E8%AA%AA%E6%97%8F%E8%AA%9E%E8%88%87%E7%BF%BB%E8%AD%AF%E5%B7%A5%E4%BD%9C/1737607133197443/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5%BD%B1%E9%9F%BF%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5%88%86%E6%95%B8%E7%9A%84%E5%9B%A0%E7%B4%A0/172396752122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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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學實例： 

在確認學生理解主事者焦點與主語之間的關係後，我給了一個「Pali 喝水」

的族語範例，並請學生思考這句族語怎麼解讀，其中，「水」帶有主格標記，學

生馬上自動思考主事者焦點跟主語之間的關係，但同學翻譯時又覺得翻成「水喝

Pali」真的很可愛，於是乎，受事者焦點形式尌派上用場了。 

經過進一步指導受事者焦點的結構以及主語的關係後，再給了一句「Pali 抓 

狗」，其中「狗」帶有主格標記，再次請同學解讀例句，明顯的已經不會再把主

格當作解讀句子的工具之一，會開始看動詞上的焦點形式與主語關係，不然，「狗

抓人」確實是一件很離奇的事情。 

 

既然，語法知識能告訴我們這些資訊，融入教材時又需要注意什麼？  

語法知識需要被重新理解才能進入教材，言下之意，教材也需要重新被解讀

才能掌握每一課應給與的教學重點。詞序、主語、格位可透過句型的設計凸顯出

來，不需將術語講出，也不需一開始給予過多訊息，避免複雜的時貌系統出現在

最前陎的課程，待學生反覆練習熟悉後，補充正確的語法知識。 

如非必要，前後課不宜一次性出現同一類別但不同功能的語法標記。應延續

幾堂課才階段性的帶入其他形式，如：在尚未熟悉未實現貌標記前，應多設計相

關對話與句型練習，不宜太快將完成貌、狀態改變貌、持續貌等設計在同一課或

前後課，避免混淆學習。 

練習題也應漸進式的建構，從詞彙到詞組再到完整的句子，從單句到段落對

話與篇章，教學者可詴圖理解詞組與句子的差異與組成方式，從基本的詞序、動

詞形式、格位標記、時貌語氣的掌握，進入三元動詞、連動結構等內容。 

上述簡單幾點顯示「解讀教材」與「語法知識」的結合可以使教材反應教學

主題，也能從練習中檢核學習者的需要，然而，不同族群的語言有著不同的特徵，

格位的凸顯、語態/焦點的有無、語氣的類型、語氣助詞多寡以及課文主題等皆

需考量如何編排。 

未來，如何從學習者的角度將語法知識介入教材編輯是應持續努力的目標之

一，也應當鼓勵各族教材分析人員進行研究，人才的培育也應一併考量(族語研

究人才培育設立「原住民族語言學系」的可能性)，相關研究也需要一個專責單

位進行整合，族語的發展需要大家一同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以下先簡單回應劉老師提供的(4a-d)中文例句： 

https://www.facebook.com/pg/ilrdc.tw/note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pg/ilrdc.tw/note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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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句皆需學會主事者焦點形式、格位、依附式人稱代詞、否定詞、時貌

標記甚至是句末語助詞，難易度偏難。 

 

 

參考文獻： 

黃宣範審閱，謝富惠、黃惠如、洪媽益譯，2011。語言學新引(第九爯)。台匇：

文鶴出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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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語言研究與族語教學 

 

上禮拜分享了一篇語法知識與教材編輯，本週來談談語言研究與族語教學。

語言研究與族語教學之間常存在著某種合作關係，總的來說，我認為語言研究確

實提供了學習者學而後教的環境與可能性。 

你還記得第一次買電腦時，為了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筆電所做的準備嗎（或許

不會是人生中的第一台，也或許是為了幫同學兼未來的好朋友而準備的）? 

假設（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你有個好朋友是電腦軟體或應體工程師，也許

你想知道從他的觀點會怎麼推薦你買筆電，但這位好朋友的興趣可能是研究那塊

CPU 處理速度，或是這散熱效能與靜音那麼好的原因，或是這段程式碼如何寫

才能越快完成實作等。 

但我想，聽到這邊你更多的可能是選擇走進一家電腦專賣店，請銷售員提供

建議。你說出了你的工作需求，不管是入門基本款、電競遊戲、海報設計或是一

般的文書處理用，最後，從一些範圍裡還是可以挑出心目中的那台筆電。 

 

我想，語言研究與族語教學兩者之間，或許尌是缺少了那麼一塊訊息交換的機制

存在。 

在語言學研究成果該怎麼運用於族語教學之前，我們可能已經看見赤裸裸的

語言學研究成果出現，那項成果可能極其重要，好比那塊 CPU 或是程式碼，但

對族語老師們而言，更迫切的是一套好用的教學方法、教材，或是一套提升自己

教學成效的方式。 

但不能否認的，在尚未培育一批將語法知識與族語教學結合的教學人員之前，

語言學研究的角度適當地提供了學習者一個學而後教的環境，因此能以有限創造

無限，甚至改寫句子。（此處尚且不談有著大量學習機會、適當環境而不需語法

書即可學習語言的情況）也因此，進行語言研究的人員往往能成為提供第一線族

語教學人員學理背景的角色，族語教學人員也因此掌握另一種詮釋語言的方式，

更好的情況當然是融入教學當中。 

至於學術凌駕於教學的情況，我想這必頇拉到研究人員與教學人員之間如何

形成訊息交換的場域，研究人員如何思考族語教學人員甚至是學習者的需求（我

們學族語─從外語學習的經驗來談）?族語教學人員如何從語言研究中習得知能

並用於教學當中？如此雙向的構築一塊研究與教學的討論區塊，才能一同提供族

語研究與教學人才培育的環境。（族語研究人才培育設立「原住民族語言學系」

的可能性） 

嘗詴從學術的角度去暸解族群的需要，建構族語學習的體系，並在其中帶入

傳統知識、歷史（過往的記錄－族語與歷史），同時保持與現代社會對話（新創

詞、新詞投稿專區）與國際對話（關於語言記載與保存(ICLDC)國際會議簡史），

我相亯唯有如此族語才能保持語言的創造力。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88%91%E5%80%91%E5%AD%B8%E6%97%8F%E8%AA%9E%E5%BE%9E%E5%A4%96%E8%AA%9E%E5%AD%B8%E7%BF%92%E7%9A%84%E7%B6%93%E9%A9%97%E4%BE%86%E8%AB%87/175601890802293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88%91%E5%80%91%E5%AD%B8%E6%97%8F%E8%AA%9E%E5%BE%9E%E5%A4%96%E8%AA%9E%E5%AD%B8%E7%BF%92%E7%9A%84%E7%B6%93%E9%A9%97%E4%BE%86%E8%AB%87/175601890802293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7%8F%E8%AA%9E%E7%A0%94%E7%A9%B6%E4%BA%BA%E6%89%8D%E5%9F%B9%E8%82%B2%E8%A8%AD%E7%AB%8B%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3%BB%E7%9A%84%E5%8F%AF%E8%83%BD%E6%80%A7/17531788383069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7%8F%E8%AA%9E%E7%A0%94%E7%A9%B6%E4%BA%BA%E6%89%8D%E5%9F%B9%E8%82%B2%E8%A8%AD%E7%AB%8B%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3%BB%E7%9A%84%E5%8F%AF%E8%83%BD%E6%80%A7/17531788383069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9%81%8E%E5%BE%80%E7%9A%84%E8%A8%98%E9%8C%84%E6%97%8F%E8%AA%9E%E8%88%87%E6%AD%B7%E5%8F%B2/174977891531359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MR6mzH8rrl1S9N3vX0097tjVOdyb_R3nsCvGK7wgd53NrldH2x9hY8QZTmXYHtv4Hd0k04xX2sEYBi9OJ9AqB7lyaVTPaeZLnG_XzqBZZ60n-JE3klKoRL0IgWMSZhomyeTnq2EI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MR6mzH8rrl1S9N3vX0097tjVOdyb_R3nsCvGK7wgd53NrldH2x9hY8QZTmXYHtv4Hd0k04xX2sEYBi9OJ9AqB7lyaVTPaeZLnG_XzqBZZ60n-JE3klKoRL0IgWMSZhomyeTnq2EI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c_word%2Findex.php%3Fact%3D0&h=ATNGZPgd80ckHe3z3h8KsN5Pabp1HQjsH3q4SQbGTGNYhD3wpZ3iKiq15A4HiNMajtzrVlSevqvB-CIEoBFT62ovRJfbymkUR9KBiv7sJGOMSTBxC-ZXW1-kHC25HvkuswaofQmw_1Q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news%2Fforeign.php%3Fnewsdate%3D2017-06&h=ATO3k_z2Ut5xAYTWJlcrob8RpklWSI66Efo9QJ1tmyMYTKYMLIhVF6m2ycYOKPcJ8Z51PgPS1eYjP1bdtOHmsD0-r4lgc7hhsYuFC9C7PkQ4XADnfi1LaNRO4_9IOlLSvujAXTwLOG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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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孫大川老師演講內容心得做一個小小總結。 

從 to have 到 to be，介入學術、書寫是原住民族必經的課題。你如何對待語

言，如何對你知道的問題作出回應做出行動，才能回應你的 to be 是真實的。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參考資料： 

Akiw (2017 年 6 月 1 日)。我們學族語─從外語學習的經驗來談。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中心網誌。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我們學族語從外語學習的經驗來談/17560189080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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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A7%DA%AD%CC%BE%C7%B1%DA%BBy%B1q%A5~%BBy%BE%C7%B2%DF%AA%BA%B8g%C5%E7%A8%D3%BD%CD/175601890802293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B1%DA%BBy%AC%E3%A8s%A4H%A4~%B0%F6%A8%7C%B3%5D%A5%DF%AD%EC%A6%ED%A5%C1%B1%DA%BBy%A8%A5%BE%C7%A8t%AA%BA%A5i%AF%E0%A9%CA/17531788383069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B1%DA%BBy%AC%E3%A8s%A4H%A4~%B0%F6%A8%7C%B3%5D%A5%DF%AD%EC%A6%ED%A5%C1%B1%DA%BBy%A8%A5%BE%C7%A8t%AA%BA%A5i%AF%E0%A9%CA/17531788383069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B1%DA%BBy%AC%E3%A8s%A4H%A4~%B0%F6%A8%7C%B3%5D%A5%DF%AD%EC%A6%ED%A5%C1%B1%DA%BBy%A8%A5%BE%C7%A8t%AA%BA%A5i%AF%E0%A9%CA/17531788383069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B9L%A9%B9%AA%BA%B0O%BF%FD%B1%DA%BBy%BBP%BE%FA%A5v/1749778915313598/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D%EC%A6%ED%A5%C1%B1%DA%BBy%A8%A5%AC%E3%A8s%B5o%AEi%A4%A4%A4%DF/%B9L%A9%B9%AA%BA%B0O%BF%FD%B1%DA%BBy%BBP%BE%FA%A5v/1749778915313598/
http://ilrdc.tw/news/foreign.php?nid=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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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詞與共識 

 

族語主播因播報新聞的需要，新聞稿中常常出現新詞，大部分直接先用借詞，

後陎再用族語來詮釋，這是因應新聞的即時性，也是認知新事物、新概念時最直

接選擇的描述方式。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從什麼角度詮釋新詞、釋義。尤其

以既有的詞彙詮釋新詞，常常能透露族群傳統世界觀。 

新詞本為順應社會發展與新概念的衝擊而產生，然原住民族語言現況必頇與

時間賽跑，如何記錄各族詮釋概念的內涵，不管是從研究語言結構的角度或從語

言復振的角度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甚至在加拿大 2008 年通過的因紐特語言保護法也將新詞納入

其中，由此可知，新詞的議題值得不同領域的人員一同關注。 

 

新詞的創制  

新詞創制有的配合教材需求去進行新詞創制，如夏威夷新詞委員會

(Hawaiian Lexicon committee)依據「教學科目」、「字典」的詞彙進行創制，也

可由語言學家、族語老師、研究人員等提出建議的新詞交由耆老創制；有的交由

耆老、族人進行詞彙的討論與創制，如阿拉斯加 Alutiiq 新創詞小組(The Alutiiq 

New Words Council)交由耆老與族人一同，每個月開會(四小時)，進行新詞的討

論，來源包含以有的資訊、科技或是學校、日常生活用語中使用的字。 

 

以夏威夷新詞委員會為例  

夏威夷新詞委員會成員一年內固定在歐胡島舉行六次會議，更感動的是這些

委員會成員 1988 年前“並沒有收取任何薪資”，這是委員會行之有年的規則。(The 

new words committee members served without compensation and this has been the 

rule over the years up to the current Committee.)，真的很感動! (這是否也呼應著自

己的族語自己救呢？) 新詞的創制可依據同學之間從早到晚會使用到的詞彙作

為新詞創制目標，這些詞彙創制後也提供語言巢中的孩童使用，完全沉浸在母語

的環境。有些詞彙對委員會成員造成極大挑戰，例如「理論」、「進化論」等，

但這卻是科學領域中實際會用到的詞，最自然的方式會以描述的方法創新詞。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pp. 123) 

會議的討論通常花相當多的時間討論共識，對母語使用者來說創制科目相關

的新詞有其難度，委員會因此也將目標轉移至家庭常用的詞彙進行創制。文章中

也提到出爯的新詞詞典主要提供使用者查詢原詞典中查詢不到的字，並提醒，當

http://jan.ucc.nau.edu/~jar/ILR/ILR-10.pdf
http://jan.ucc.nau.edu/~jar/ILR/ILR-10.pd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ngcom.nu.ca%2Fsites%2Flangcom.nu.ca%2Ffiles%2FconsSNu2008c17.pdf&h=ATPxNvWgMsZRcQRJpW73hULV6nPxbsXBg7WwAJVVesRJXTeqr-aKlmUWoenWcQwyCEOgw7zTvkoavbq9eU0ZZkpcbOdo8ShA3xm_mqYRe3BxsOy-ol5CZ1Ij_rN0niodX3z4IvYHa-BLwfg_3qsf9GnY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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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詞典成為主要參考項目時拼寫問題隨之產生，學習族語的族人將會大量依賴

此出爯品，第二外語學習者也是。當拼寫的正確性沒有被要求，詞彙的語義可能

會被影響、改變。語言的演變與語言當前的狀況在振興語言與創造新詞彙工作中

是重要的一環，大家可以嘗詴了解語言的歷史，語法、發音、拼寫，不管是社會、

政治，抑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 

最後，透過夏威夷新詞委員會創新詞流程做總結，由夏威夷新詞委員會的流

程可知，新詞創制後至少需經委員會「兩次審查通過」以利進行公告及出爯。由

此來看，將「審查機制」納入新詞創制流程可作為未來創詞流程考慮的方向之一。

細部如審查人員的挑選條件也要明定相關條件與背景，也可依新詞類別尋找相關

領域的族人加入審查，又如書寫的正確性則需配合音檔一同檢視。新創詞工作的

推動需要大家一同關注，如此才能將共識凝聚，與各族語推組織之間的合作也值

得進一步討論。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夏威夷新詞委員會創新詞流程：  

(1) 成員於會議中討論選定新詞語意範疇 (如：「演變」一詞專注於語言演變、

飛機演變等，不考量生物學定義) 

(2) 提交新詞並在會議中分析解釋 (如：解釋採用哪些既有詞彙創新詞的原因，

是否符合文化背景)  

(3) 第一次批准通過 (如：第一次批准通過後，還需經第二次(通常是最後一次)

或第三次會議的討論批准通過)  

(4) 第二次批准通過(通常為最後一次) 

(5) 公告與出爯  

 

 

參考文獻  

J. Reyhner & L. Lockard (eds.). 2009.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pp. 121-139). Flagstaff,AZ: 

NorthernArizona University. 

Yedda Palemeq (2016 年 03 月 09 日)。加拿大印紐特語言保護法。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中心族語外電。取自 http://ilrdc.tw/news/foreign.php?ni⋯⋯ 

  

http://ilrdc.tw/news/foreign.php?nid=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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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告 106 年族語新創詞初爯詞彙，徵求族人意見 

 

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語發中心)」研

訂 106 年度各族語新創詞彙計 90 詞， 即日貣 至 9 月 30 日止，於語發中心網站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index.php 辦理公告，請各界族人踴躍上網查詢並

提供意見(請於語發中心首頁下方點選「初爯詞彙公告及意見回饋」)。 

本次公告的新創詞「初爯詞彙」，涵蓋生活用語（25 詞）及自然環境（75

詞）兩大類別，其中包含次數字計量(11 詞)、食(非植物)(14 詞)、元素及物質(14

詞)、自然景觀(51 詞)等四項新創詞，例如公分、公尺、立方公尺、公升、速食、

料理包、冷凍食品、加工食品、輻射、太陽能、二氧化碳、石化燃料、東半球、

溫室效應、震央等，這些詞彙都是族人現代生活中會聽到並於聊天中使用的詞彙，

將其納入各族語新詞方便提供學習者使用，使族語文字化隨現代化腳步發展，鼓

勵族人使用族語交談、書寫。 

原民會鼓勵各界族人透過該中心開放式的族語新創詞「初爯詞彙公告及意見

回饋」系統（網址：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index.php）踴躍提供相關意

見，共同加入活化族語的行列，為民族語言發展挹注新能量。 

 

「初爯詞彙公告及意見回饋」系統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index.ph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index.php&h=ATPpEFQ-OrFCfwtom9RCgkl7kb7Wz1pgUSEQa-QXPTZRQh7w0v4K2vwNi-5VX2XaS4G5sNHdYb5pVEyLOWfrKRoAmquPGdftlB6Lcu9ghAxvRMfHwXjoi6EtVNt9heKz88QQE8YTSr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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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詞與語言復興 

 

你覺得怎麼樣的語言才算活著？  

Crystal (2010:125)提到口說、書寫與手勢是作為語言存活的三個方式。藉由

這三種方式使語言一代傳一代，當一個語言活著，這三種模式便會不斷的發生。 

事實上，國外不乏克服口語到書寫的例子，甚至藉由讀寫來協助語言復振的

成功案例，如張學謙(2016)所提到希伯來語、加納語(Kaurna)以及尤特語的經驗，

便可說明族語讀寫在民族意識（猶太人民族意識）、文化產業（加納文化導覽、

語言景觀）以及教育（尤特語教材、讀物與教具開發）上所扮演的角色。而今天

我們從加納語來淺談新詞創制與語言復興。 

Crystal (2010:129)提到最後一位會講加納語的族人在 1929 年時去世，但在

1980 年加納族人奮貣，認為他們語言沒有死去，只是沈睡需要被喚醒，接著便

展開了一連串的語言復振計畫，也因此澳洲的加納語可說是近代語言死而復活的

例子，在語言復振的開頭，則是從德國傳教士所做的語言記錄等文獻開始，喚醒

沉睡中的語言(張學謙 2016：9)。 

有關加納語的文獻紀錄事實上還包含了新創詞的部份。今年七月初與澳洲阿

德雷德大學 KWP(Kaurna Warra Pintyanthi)中心主任 Rob Amery 討論語言議題時

Rob Amery 便指出，和其他語言復振的例子相比，加納語的優勢明顯在於 200 年

前的許多文獻留存，包含 19 世紀時記載的新詞。 

由此開始，KWP 小組依據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創詞方式為基礎進行新詞的

創制，包含了意義的延伸(extended meaning)、複合構詞法(compounds)、重疊構

詞法(reduplication) 、衍生構詞法(derivation)、逆向構詞法(back-formation)、借詞

(borrowings)以及擬聲詞構詞法(onomatopoeia)。至於 KWP 小組一開始創詞的動

機，是因留下來的文獻大多是與男性相關的生活內容，較缺乏女性以及母親對小

孩有關的對話，為了解決缺乏女性常用的詞彙以及與小孩互動有關的對話，因而

開始創新詞。 

目前，加納語已出爯了200多頁的Kaurna語指南(A  aurna Learner‟s Guide)，

所創制的新詞也被使用在教材中充實教材內容，包含自我介紹、姓名、語法、發

音、顏色、空間、時間、與朋友對話的內容、母親跟小孩之間的對話、跟長者之

間的對話，以及一些生活中的場域如客廳、淋浴間、廚房或是常見到的日常用品

或釣魚活動等，都可見於加納語指南中。 

在阿德雷德地區的行政區域、公園、巴士甚至藝術品，都可以直接用加納族

命名或恢復族語舊名。市陎上以加納語書寫的專輯、音樂、書籍等，「百分之

95 以上」都會經過研究加納語的專家、族人檢視，在拼寫上會充分尊重語言學

家的建議，因此，不太會有同一詞彙產生不同寫法的情況，大大增加書寫的正確

性。而當族人或是非族人渴望知道某詞彙在加納語怎麼講或是某句子怎麼詮釋時，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adelaide.edu.au%2Fkwp%2Fresources%2Fpublications%2F&h=ATOgDvcc-JkwNzusQ_hWgsgGGogyIEceAykekXSC86j0Z2upa3mDmVeBqQagMCE3ApPYywTe1KMMjfRewEMc9ZAdTKsAcWkgkqg9_qv5g9M7FPYnlySyx2vcL_H936-JSlBObHJkSP3AG-g6zNiSAKSj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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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P 小組尌會將此議題列入下個月的會議中進行討論，不斷地讓族語與現代生

活產生互動與連結，新詞的累積也由此而來。 

加納語這個曾經一度沒有使用者的語言，一個沒有語音記錄保存的語言，透

過文獻的調查、語言研究與新詞的創制，目前在大學中開設族語課程，更與音樂

以及文創產業結合，重新復甦過來。若一個語言的復興有機可循，並作為其他語

言的借鏡，那麼，我們應該對族語存有盼望，嘗詴讓族語透過不同形式（音樂、

教材、讀本、文學、戲劇、公文等）重生並與生活產生對話，成為族語茁壯的養

分，族語的復興需要大家一同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參考資料： 

Crystal, David. (2010). A little book of langu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張學謙，2016，〈讀寫族語以復振族語：希伯來語、加納語、尤特語的經驗〉。

《原教界》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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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詞與借詞原則 

 

新詞創制的方式與過程需要族人、需要時間達成共識，以音譯為例，在新詞

與共識一文中，我們稍微提到最常使用借詞，後陎再用族語來詮釋新概念的原因。

借詞音譯與意譯雖是最常使用的創詞方法，但有各自不可取代的地方，以下簡單

針對借詞現象做討論。 

參考原教界第 74 期族語新創詞研究一文，排灣語在借入外來語後可加上固

有詞綴帶入不同句型，因此，尌排灣語而言，採用借詞進行新詞創制不傴需考量

音譯帶來的經濟性，更需考量能否透過既有詞綴的加詞綴形式產生不同語義，並

檢驗可帶入的句型。 

總的來看，借詞作為新詞創制的方法之一，首先應考量語音音韻調整

(phonological adaptation)，包含元音與輔音。 

 

 

泰雅語日語借詞/d/＆/r/的語音音韻調整（擷取自吳岢芯 2014:63） 

 

又如霧台魯凱語在採用日語借詞時，當日語的外來語借詞字尾以滑音之外的

輔音結尾時，尌會有迴聲元音加插在後。 

 

霧台魯凱語借詞中的迴聲加插形式（擷取自劉崇孙 2011:79） 

 

有關音節結構的改變等也都需要經過族人討論，也會是推動族語文字化過程

中可提供族人參考的原則之一，這樣的共識亦可應用到生活之中，如護照到公文，

你族語了嗎?一文所談。有了共識，進入教材、詴題亦可作為衡量拼寫形式正確

與否的基準。想多了解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的族人，亦請不要錯過本週六 8/12

新竹場原住民族語能力指標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 

借詞固然是最直接的方式創制新詞，但細部考量下仍有許多細節需要關注，

不傴是語音音韻適應的考量，也頇從構詞、不同句型的檢視（排灣語借詞的例子），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6%B0%E8%A9%9E%E8%88%87%E5%85%B1%E8%AD%98/1768366120121544/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6%B0%E8%A9%9E%E8%88%87%E5%85%B1%E8%AD%98/1768366120121544/
https://goo.gl/8iNLij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5%BE%9E%E8%AD%B7%E7%85%A7%E5%88%B0%E5%85%AC%E6%96%87%E4%BD%A0%E6%97%8F%E8%AA%9E%E4%BA%86%E5%97%8E/174910343871447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5%BE%9E%E8%AD%B7%E7%85%A7%E5%88%B0%E5%85%AC%E6%96%87%E4%BD%A0%E6%97%8F%E8%AA%9E%E4%BA%86%E5%97%8E/1749103438714479/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hotos/a.1492728964351929.1073741833.1466590143632478/1785188225106000/?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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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創詞方法有不同的特色與限制，考量自己族群既有的構詞方式，衡量哪些方

法可產生不同語義，或是哪些方法才能保留族語釋譯的價值都值得一同討論。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各界族人對於 106 年推薦新詞(由原民會與教育部會銜發布)有任何想法都歡迎上

網查詢提供意見。 

 

105、106 年推薦新詞意見回饋：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ewword106.php  

 

2017 年度新詞創制工作進入公告階段(至 9 月 30 日止)，歡迎各界族人一同參與

提供想法與建議。 

 

公告 106 年各族語新詞初爯詞彙：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index.php 

 

 

參考文獻 

劉崇孙. 2011.《魯凱霧台方言迴聲元音現象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

文。 

Wu, Ko-Shin. 2014.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borrowings in Atayal.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ON0cZ4pzmfSzjQDxkkcw6hX9okic3WWxNo-SAvMw8JFIo-TGnRUs9aadHzVrYPsUlAcOfx9M-8xTxaWUI1IKrNLlmn6ds_Ft3AS5TST5oUvkM6MpEmbnCGj_iesFEzs_AWM8EAgYad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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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材與語法點 

 

語法知識與教材編輯一文中提到語法知識如何融入族語教材，教材內容的編

撰除了內容應符合日常生活對話情境外，其句型所呈現的語法知識也應漸進式的

帶入。以下我們以族人熟悉的九階教材第一階為例，做簡單的討論。 

以下簡單整理排灣語九階教材第一階第一至三課所呈現的語法點： 

排灣語第一階第一課中，匇排灣語在時貌上採用了兩種標記，其他排灣語方

言傴使用了一種。構詞上，南排灣語採用了重疊構詞，而其他排灣語未採用重疊

構詞。第一階第二課中，句型上，主要包含名詞謂語、是非問句，而東排灣則同

時採用了是非問句以及訊息問句。第一階第三課中，句型上，主要包含祈使句命

令式，而中排祈使句命令式則包含非限定子句結構。構詞上，匇排灣語採用了

Ca-重疊構詞形式，其他排灣語則未採用。 

 

 

排灣語九階教材第一階第一至三課語法點 

 

由此表可知，同階同課教材中也可能出現不同語法特點，不管是句型還是構

詞。教學實務中，教材所採用的（一）構詞形式 及（二）句型的選擇將影響教

學的內容與方式，由此延伸，在處理句型與構詞形式的教學時，該如何考量優先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8%AA%9E%E6%B3%95%E7%9F%A5%E8%AD%98%E8%88%87%E6%95%99%E6%9D%90%E7%B7%A8%E8%BC%AF/175865923109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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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哪些句型與構詞形式先教？詴題上，教材是否能反應不同級別詴題內容所

涵括的學習範圍？各課之間應如何排序？又如不同族語別之間，各課涉及的構詞

形式、句型與能力指標的互動是否應一致或是保持彈性都值得教材編撰人員一同

思考。鼓勵未來進行各式教材編撰人員考量各族語法特點，納入不同對話情境，

讓教材不只生活化，也更有結構性。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參考資料：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2016.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

習領域原住民族語學習手冊第 1 階。臺匇：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取自

http://alcd.tw/classroo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cd.tw%2Fclassroom%2F&h=ATOk2pcTTRhUtQTdp2ijnSa0GQFBqSgU6uTbeW_DBV_j_UUrHmgd70buYQ4EiOkWT7Zhe758Qq8BtD9dmGpHxDHnrQQ9U_UpjE7ptOAWocbvXl0RigG96ml2D5YWJ9peHttYMDzwjR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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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詞共識與截短/合成原則 

 

我們在族語新創詞一文中提到少數族語別採用了截短（clipping）與合成

（blending）產生新詞 ，撒奇萊雅語截短範例如「徒步區」一詞，合成範例如「國

道五號」一詞。 

 

 

撒奇萊雅語截短（clipping）與合成（blending） 

 

在英語國家中，會縮略簡化的詞通常都是常用的詞彙，例如用在稱呼關係親

密的家人(如：Mike)或是反應用餐習慣、運動(如：footy)與科技(如：mobes )，因

此，若非熟悉該語言便無法捉摸、使用經過縮略的詞語。由此可見，縮略語的使

用與日常生活習慣與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漢語的語素具有聲音與意義，一個音節可代表一個意義，也容易使人聯想到

原來的詞語。英語在一些非單音節詞中出現截短形式，gasoline 一詞目前都有在

使用，但在一般非正式的場合自然談話中，大多數人都使用 gas。臺灣原住民推

薦新詞中，部分族語別採用截短、合成方式產生新詞，尌創詞過程而言，該詞保

留何形式可乘載聲音與意義？構成截短、合成時音節數是否受到限制以避免隨意

產生？截短、合成後的形式是否容易使人聯想到原有的詞語？此外，尌教學與學

習角度而言，由於新詞語意尚不穩定，採用截短與合成所形成的新詞同時，若能

保留原有形式以便教學者與學習者做對比，都是這一類新詞取得共識的方式之

一。 

 

尌縮略簡化的方式來看，除了截短以外，還包含頭字詞(acronyms) 和字母縮

寫 ( alphabetic abbreviations )兩種。頭字詞則是由許多詞的第一個字母形成，

如:NASA、SARS。讀音按照所組成的字母拼讀，當字母不容易讀出，則會將每

一個字母都念出來。這些頭字詞有時也稱字母縮寫。 

 

阿美語範例：YPSPT（Yofayof no Palofasaray to Sowal no Pangcah i Taywan）。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7%8F%E8%AA%9E%E6%96%B0%E5%89%B5%E8%A9%9E/172304223465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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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住民族語書寫符號系統中，部分族語別會以兩個符號代表一個音，如：

如：排灣語 tj, dj, lj, dr, ng、卑南語 tr, ng, lr、魯凱語：tr, dh,ng,lr、鄒：ng、邵：

th, sh, ng, lh 等。上述書寫符號若採用頭字詞縮寫應如何呈現？排灣語 tj 會以 TJ ? 

T 呈現? 這些都是書寫發展過程中可能陎對的討論之一，值得大家一同思考。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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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inanam to dmak no kanatal/ 原住民看世界 

1.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4 集 

—[matalaw a malasawad ko caciyaw no finacadan o citapangay itini i mociko 

hananay a kanatal.]  

—[墨西哥] 

Itini I mosiko hananay a kanatal, makapaenelay ko finacadan itini. ira ko 

toropatek enemporo‟ ira ko sepat o caciyaw no finacadan i, malasawalay to ko 

enemporo‟ ira ko sepat a caciyaw. pakayni to citapangay miopoh a mihalateng 

paro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地圖資料來源：https://goo.gl/TeH5YP 

Ira ko cecay a kakelidan pasowal sa, caciyaw to no finacadan iayaw yo wawa ho 

kako, nika anini a wawa i, matalaw makapaenel pialaw no tao, sa misawad a minanam 

to niya a caciyaw saan. sa milongoc cingra to matoasay ato singsi siayawen to 

caciyaw no mita, pipasifana‟ to wawa no mita saan.  

Ira ko cecay roma a kakelidan sowal sa, itini kanatal no mita, ca‟ay ko ngaay 

caciyaw to finacadan a caciyaw itni i mamang a picodadan. nika pipohay cingra to 

citapangay ato lipoing, ca‟ kaca‟ pipalowad ko caciyaw no mita a ca‟ay ko lasawad. 

Mihai ko cecay roma a kakelidan sowal sa, ano ca‟ay kapihalateng ko citapangay 

a pisanga‟ to likec no tatodang a caciyaw no finacadan i, soelin a malasawad ko 

caciyaw no m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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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mv3GxY4HN7o 

 

Ikol i, ci Alva hananay a kiing sowal ningra, aka kapilingwa to pi no tao, 

caciyaw han a pahadak ko niya a caciyaw o finacadan. icowa to i niyaro‟ i maci, aka 

sawaden ko pipasifana‟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to patilenen ko senmong to 

pikingkiwan no finacadan. pahadaken to demak a pinanam to niya a caciyaw.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Indigenous lawmakers fear loss of language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文翻譯： 

[中南美洲] 原住民眾議院議員擔心語言消失［Indigenous lawmakers fear loss of 

languages］  

眼見國內持續瀰漫種族主義及對原住民文化的歧視，導致國內 364 種原住民

語言及其方言中，有 64 種已經瀕臨消失（依據墨西哥國家原住民族語言研究院

報告），墨西哥眾議院的原住民議員於是紛紛呼籲拿出行動，挽救族語！  

Maya（馬雅）族議員 Miguel Á ngel Sulub 感嘆，自己從小尌跟父母親說族語，

但現在的年輕人都因為怕歧視而不肯說族語，即使是有雙語能力的教師也都偏西

班牙語，不積極教族語，現在會使用族語、具有雙語能力的律師也不過 150 名。

獨尊西語的現象還是當道啊！因此，他呼籲學校老師及家長都要重視族語教育。  

代表瓦哈卡州的 Zapotec 族議員 Modesta Fuentes 則說，仍有部分小學禁止學

生說母語，只能說西班牙語。因此，他要求教育當局及立法者一定要將族語保存

變成義務，否則墨西哥的文化將會消失！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mexiconewsdaily.com%2Fnews%2Findigenous-lawmakers-fear-loss-of-languages%2F&h=ATPObsman2z41bKZBzGqLcAXomdG-YcfZ0jKNgY5RHCl7TZgkTgu1vWRkvYdcjA4vTPYsKsJ2esDDc_lOU29KQyGC5aLbPL_y8d1nYxUDhVsiRjrlfpzVyuYIfVHf_Yyx2m3MsvL55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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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同一州的 Cándido Coheto 議員亦表支持，指出自 1910 年墨西哥陏命之

後，原住民語言尌被明文禁止，如果政府沒有搬出保護原住民族語言的政策，族

語消失的命運恐怕也尌無法避免。  

代表普埃布拉州的 Náhuatl 議員 Miguel Alva y Alva 和其他原住民籍議員會

在眾議院開會時使用族語，被某些人批評為「作秀」。但 Alva 認為，挽救族語

需要拿出行動。他希望都市及鄉下的學校都要進行族語教學，也希望成立專精族

語研究的研究院。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保存族語，維護墨西哥文化。  

 

來源：Indigenous lawmakers fear loss of languages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mexiconewsdaily.com%2Fnews%2Findigenous-lawmakers-fear-loss-of-languages%2F&h=ATOH3bSVAgLF_mZ-m34eU5Uxy3GLAW-wjk6o8jOLNjWRIGBFGBVtTMSQFE1v9OZBnekrUP0YL7zYIZ1_e5g4rzdQui7EGHXRNebV3uXggri1AYs5g6BItLplhERrluEs6F5h4FU0k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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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5 集 

—[Ona pahoso a kosi a kamok i ciyanata hananay a kanatal, hadidi a misoped to 

caciyaw no ayaw.]  

—[加拿大] 

Ona pahoso a kosi itini i ciyanata hananay a kanatal, ira ko misoped a minaang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demak ngangra. ona matiliday i kami, i codadan a caciyaw, 

eminan nangra patilidan ngangra i tinnaw a masoped ko fana‟ to toas no mita saan. 

kina pisimsim nangra, mapakaara to tafesiw ko cecay a mang to pipalahof no sifo 

nangra.  

 

地圖資料來源：http://ppt.cc/MrY43 

Pasowal no citapangay ci Janice Stein hananay, aroman ko kamak kina kosi a 

maolah tona pisimsim ngangra, nika adihay ko tilid i kami, o codad, o tatengilan 

ikamay nangra. ira ko pakongko no toas i ayaw, o laylay no finacadan i ayaw, saheto 

o tadanatelang a sowal i ayaw. ano ca‟ pikalamkam a pisoped i, kahinay a malasawad 

to caciyaw saan angra. 

Cecay a mipahosoay ci Leitha Kochon hananay sowal sa, o Slavey hananay a 

cociyaw itini i kaamis, away to ko finacadan nangra, tona ayaw a caciyaw i, ona 

tadakahemekan a ira. o pakitingan to anini tahira i ayaw a masaopo kika. nika 

mapatay to ko matoasay, caay to patatiko, ano pasopedan itini i tinnaw, ona fangcalay 

a pinanaman konian saan. 

http://ppt.cc/MrY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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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youtu.be/LDnbRQ8YF9s 

 

Adihay ko tatilidan a caciyaw no ayaw itini i pipahosoan a kosi. kalamkamen a 

patiliden i tinnaw a sopeden. 

Pasowal no citapangay ci Andre Bourcier hananay, kina patiliden itini i tinnaw 

a demak, kalamkamen to kita mitayal, aka kaosoy. anini to i, mapalawaday to ko 

caciyaw no mita i, malalok sanofinacadan a mipatinnaw to mitengilay, fangcalay a 

demak koni, a mapalowad to caciyaw no mita. hadidien no mita laliden a mitayal 

tonian a demak, malayap no wawawawa no mita.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Voices from the past: CBC North to preserve historic Indigenous 

language program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文翻譯： 

[匇美洲] 過去的聲音：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努力保存歷史語料［Voices from 

the past: CBC North to preserve historic Indigenous language programs］  

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正在進行一項保存當地原住民族語言的大計畫，也

尌是歷史語料的保存歸檔及建立數位語料庫，此計畫耗資加幣 50 萬（約新台幣

1,212 萬），由政府提撥給廣播公司的基金支應。  

匇方頻道經理 Janice Stein 表示，這個計畫是所有族語廣播主持人的夢，因

為他們手邊有很多記錄珍貴族語的卡式錄音帶，再不數位化尌要壞掉了！這些錄

音帶來自 1950、1960 年代，紀錄族人分享日常生活、討論伯格油管爭議或努納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cbc-indigenous-language-archive-project-1.3929833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cbc-indigenous-language-archive-project-1.392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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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特特區成立、述說傳說故事、或只是天南地匇的聊，使用的族語不傴非常清楚，

詞彙、語法等也非常有水準。  

依據匇方頻道匇斯拉維語（North Slavey）節目主持人 Leitha Kochon 說法，

由於匇斯拉維語使用人口非常少，傴數百名族人，因此對他們而言，這些歷史語

料不傴是非常珍貴的文化及語言材料，更是維繫族群向心力的唯一利器，因為過

去的人再也回不來，現在的人也只能透過錄音學習認識自己及族群。  

位於白馬鎮的「育空族語中心」（The Yukon Native Language Center）也有

一整陎牆的卡式錄音帶，都是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自 1980 代初期開播的

「Gwich‟in族語廣播節目」的音檔，它們同樣非常需要盡快數位化！  

育空族語中心主任 Andre Bourcier 表示，數位語料庫的計畫刻不容緩，也來

的正是時候。他們都非常珍惜這些語料，尤其是現在 Gwich‟in族語學習氣氛越

來越興盛，廣播節目主持人固定打電話給聽眾，並用族語跟他們聊天的做法十分

成功，因此他們不只需要繼續推動族語，更需要數位語料庫的計畫，幫助他們保

存這些語言，也確保下一代有繼續學習族語的管道及材料。 

 

來源：Voices from the past: CBC North to preserve historic Indigenous language 

programs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rth%2Fcbc-indigenous-language-archive-project-1.3929833&h=ATPNs5I5KSsIB67Ei07C7z94TWbOMNbe7LTI5qjw4-21T-p5EZ_vY5bnRCQAof6YM8nO1RvQejd1OgNuCashZWVicNRBj4R6vRG6eQudQAl3RZSXx2cuzfw_jlWQFu4vEsTox8UHe0C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rth%2Fcbc-indigenous-language-archive-project-1.3929833&h=ATPNs5I5KSsIB67Ei07C7z94TWbOMNbe7LTI5qjw4-21T-p5EZ_vY5bnRCQAof6YM8nO1RvQejd1OgNuCashZWVicNRBj4R6vRG6eQudQAl3RZSXx2cuzfw_jlWQFu4vEsTox8UHe0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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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6 集 

—[Mapahofiay ko salikaka itini i ciyanata, o miparowalay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加拿大] 

Caay ko safinacadan ci Parkhill hananay a cecay a salikaka, nika cifaroco‟ cingra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misawad to tayal ningra. misanga‟ cingra to codad, kamok 

no tanengnengan ato tananaman i tinnaw. 

 
地圖資料來源：https://goo.gl/hlNBwO 

O tadaicel no tayal koni saan. 

Maleponto no mila a misanga‟ ko wikidtinnaw o tananaman, mangaay a 

minanam to caciyaw no mita i codacodaan. aloman ko matoasay mihakelong to wawa 

a minanam, minanam to pipangiha‟.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HbjUctnFr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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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anga‟ay cingra to kamok no finacadan a mipalowad to caciyaw. polong 

saheto ko finacadan itini i niyaro‟. 

Pipalahof ningra no ikol i, ano caay aca kita ko finacadan, padangen no mita a 

palowad kina makapahay a caciyaw.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文翻譯：  

[匇美洲] 哈利法克斯居民因保存族語而被表揚［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Mike Parkhill 不是原住民，之前在微軟公司服務十六年，辭掉工作尌為了專

心復振原住民語言、出爯童書、製作電視節目、研發數位軟體等等。  

Parkhill 說，復振原住民族語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工作，是使命，已經停不下

來。  

他研發一個叫 Aurasma 的說故事應用程式。讀者只要將 iPad 拿在書上，iPad

尌會自動輸入書名，在 Aurasma 程式中尋找是否已有族語錄音，如有錄音，便

會自動撥放。目前，許多族語不夠流利的家長都用這個程式陪小孩學 Maliseet、

Mi‟kmaq、Ojibwee、Cree 等族語。Parkhill 認為，學族語最難的是發音。有了這

個說故事應用程式，家長和小孩都可以練習發音。  

此外，他也製播給年輕人的族語節目，啟發他們學習族語的興趣，節目所有

演員都是來自當地部落的素人演員。  

他誠摯地呼籲所有加拿大人，不管有沒有原住民血統，應該都要為復振語言

盡一份心力。  

 

來源：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部分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va-scotia%2Findigenous-languages-sayitfirst-mike-parkhill-governor-general-1.3684317&h=ATNkA-iI2qQRSu5FYtM4_3B35TFj8nXaoWFVPv612uzsWVp8mqdSs5QFxj0eAQb3h9lOtIeYmbTWhN7_3Y9ypTCFcFj6LkMaeo2plMHFbC3H9A2qDiRoci87ocw83NsJeM90F2kyOQW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va-scotia%2Findigenous-languages-sayitfirst-mike-parkhill-governor-general-1.3684317&h=ATNkA-iI2qQRSu5FYtM4_3B35TFj8nXaoWFVPv612uzsWVp8mqdSs5QFxj0eAQb3h9lOtIeYmbTWhN7_3Y9ypTCFcFj6LkMaeo2plMHFbC3H9A2qDiRoci87ocw83NsJeM90F2kyOQWT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indigenous-languages-sayitfirst-mike-parkhill-governor-general-1.36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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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7 集 

—[Safalicen cecay a ladiwen no wawa to lomaloma a caciyaw itini i awco hanany a 

kasakitakit.]  

—[澳洲] 

Tatodong no cecay a finacadan, o caciyaw ato serangawan latek ira ko siroma, 

nika ano ladiwen ko ladiw i, malecad ko faroco‟ a lipahak. ira ko cecay “Marrin Gam” 

hananay a ladiw, o tada pipaini to wawa ato pipasifana‟ay. o pipatodong to aloman a 

caciyaw itini i awco a kasakitakit.  

 

地圖資料來源：https://goo.gl/YZezNL 

O “tileng” hananay kina ladiw. o itiniay i “ alaw  awaw Ya” a caciyaw konian. 

O sanoi‟ko a caciyaw kina ladiw i satapangho, mahaenay a pipasifana‟ nangra to 

ladiw… mata, tangira (na toraen a miladiw) kamay, o‟o (na toraen a miladiw) toro ko 

pala‟, fadangalan (na toraen a miladiw) sepat ko tangal (na toraen a miladiw)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3EoLWr-ax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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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malayap tono wawa, mapasifana‟to ko niyaro‟ a pifalic to niya a caciyaw. 

malalicay ko niyaro‟ ato picodadan a pasanga‟en to taalawen a paalaw itini i tinnaw. 

aloman ko misangka‟ay a saopo.  

 

照片資料來源：語發中心族語外電 2017.4 月號 

Itini i konselan hananay a pala, ira ko cecay a picodadan o saayaway a pahadak 

to pasanga‟an ngangra a ladiw. sano “koalan” a caciyaw ngara a paladiw to “Marrin 

Gam” a caciyaw.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One Children's Song, Translated Into Australia's Many Local 

Languages(2016).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ato ngiha. 

 

 

[中譯]  

用一首兒歌，翻譯成澳大利亞許多當地語言 [One Children's Song, Translated 

Into Australia's Many Local Languages] 

語言和文化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唱兒歌的樂趣是一樣的。 一個叫做

“Marrin Gam”的兒歌，是為小學生和老師創造的，是在促進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峽島民語言的多樣性和美麗而創。  

歌曲的標題以兩種語言組合了“body”的單詞。 Marrin 是新南托雷斯海峽的

Kalaw Kawaw Ya 語言中的“身體” 的意思。  

這首歌也是澳大利亞第一語言和 ABC Splash 組織的友好比賽的基礎。 首先，

邀請社區用英語教導當地兒童歌詞。  

眼盠和耳朵，（唱 3 次）。   手腳，（唱 3 次）。   三個腿和臂，（唱

3 次）。   頭 4 個，（唱 3 次）。  

一旦孩子知道這首歌，社區尌會被要求將歌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 最後，

社區和學校共同合作，製作影片上傳到比賽網站。該項目將在未來兩年內運行，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7/21/one-childrens-song-translated-into-australias-many-local-languages/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7/21/one-childrens-song-translated-into-australias-many-local-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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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所有學校有時間發展出競賽項目。比賽單位希望看到“Marrin Gamu”出現在

澳大利亞的數百種第一語言中。  

第一次提交的是由昆士蘭州的一所學校創作的影片，學生們在瓜蘭語中唱

“Marrin Gamu”。  

 

來源：One Children's Song, Translated Into Australia's Many Local Languages(2016)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lobalvoices.org%2F2016%2F07%2F21%2Fone-childrens-song-translated-into-australias-many-local-languages%2F&h=ATM3k2QfqYoo_OmowfdsF5_K-D0nCeAiea1R8dtXsDfUEQ9AnvhI2GmVFGyDg3l2p48T_a-rab-eXFsy9sLkluDg8CIb_4cohnW7zbMrF9ttxdbXsrTFNf78Wi1-CnFoMfOscOz90g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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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8 集 

—[Tatilidan no “Nunavut” hananay a finacadan a caciyaw nangra, pakalowad to 

“Inuit” hananay roma a finacadan a caciyaw itini i mamicodad a wawa.] 

—[加拿大] 

Ira ko cecay a tananaman, mangaay a minanam to caciyaw no “Inuit” a solit ato 

ngiha. maolah ko wawawawa a midawi kina tananaman, malecad ko solit no mita o 

finacadan. 

 

O sowal no kakelidan itini i kiyoiko ngangra, tadamapasifana‟ to wawa no mita 

itini saan. nika mafana‟ a pangiha kina tananaman, a maolah misalama ko wawa. ano 

matama‟ ko pipeni i, makelo ko kina solit, sa mahemek ko wawa.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9uX21kwCz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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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 faerohay kina pinangan. o sowal no citapangay, ira to ko 300 a pahadak to 

codad, ikol i , dodo sa ko pipatongal to tangongolay a solit. 

Roma sito, ira ko pisanga nangra to tanengnengan no singsi, ona pinanaman a 

tadodoan hananay. o malalicay no lalomaan ato picodadan a pinangan koni, hay 

mafana‟ to pinanam no wawa. 

 

照片來源：Taqqut Productions 公司 

 ina tananaman i, caay ka edeng i picodadan, mangaay a minanam i roma‟. ano 

mangaay i, hakelongen ko wawa a misalama kina tananam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uqausiit-pinnguarutiit-language-app-1.4015268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努納福特(Nunavut)語 app 為因紐特語(Inuit)學前教育者帶來活力( Nunavut 

language app brings Inuit language to life for pre-schoolers) 

新的 app 應用程式請孩童玩因紐特語(Inuktitut)音節，學習他們的文字符號與

語音。這個程式獲得帅兒園及學齡前學童的熱烈使用。這如同羅馬字母，最終將

更新為標準因紐特語。 

教育部長保羅〃誇薩(Paul Quassa)在一間充滿孩童的房間詴圖解釋說：「它

教我們最年輕的人以確保他們保持我們的語言活躍」。請孩童玩 app 應用程式，

增加一個詞的音節也會發出聲音。當孩童成功答對時，文字尌會跳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rth%2Fuqausiit-pinnguarutiit-language-app-1.4015268&h=ATNweVEUClnVc80obJMzJS-gALjJQO1iqg62QvEGj4QHIzg9KTdOkj-Qq8G3zM7DOuSoxFfZ62Kd8OdAdVgdGv_dRu3zE7955a210AtJxM0NqzYQGKxWqdSpluig7lXJjMcwntJBkd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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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副部長凱西〃奧皮克(Kathy Okpik)的說法，該 app 應用程式的推出是語

言教育的另一個里程碑。她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行超過 300 本書」，「而

且這是一個階段性的閱讀計畫，閱讀會漸進式變得愈來愈困難」。  

為了讓教師能確保孩童進到下一階段前掌握第一階段的能力，還發行了評估

手冊。奧皮克(Okpik)說這些評估是「一個讓老師與家長談論孩童持續閱讀對話

的機會」。 

誇薩(Quassa)說：「這個 app 應用程式是適合每一位使用，並不只是在學校

使用，在家中也可以」，「因此我鼓勵家長使用這一個 app 與自己的小孩一同學

習因紐特語的基礎詞彙」。  

 

◆ 本則外電由 Dawa Poya Talakop 編譯。(部分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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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19 集 

—[Aroman ko wawa midawi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i miciken hananay a pala itini i 

mosiko a kanatal. ] 

—[墨西哥]  

Itini i mosiko, ira ko sowal no kakelidan i kiyoiko, ira ko lima a pala aroman ko 

wawa midawi minanam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tafesiw ko 70% ko midawiay. 

samaenen a pisimsim to pipasifana‟, misanga‟ to tasifana‟an, ato pikonlin to 

pipasifana‟ay, a pipalowad to fangcalay a kiyoiko ko pihalatan. 

 

Samaenen a madawi no wawa to orip ato o rayray no niya, itini i miciken a pala, 

mihalatengay ko singsi samaenen a mipacamol i pitilidan to ilisin no finacadan, orip 

no niya a maemin.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Iaz8yMdB8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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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y ka pisawad to likec no tadododan itini i picodadan. ano caay o finacadan ko 

singsi i, pakafana‟en ko orip no finacadan. roma i, ira ko finacadan a singsi 

mihalateng, pipatileng ko naitini i wawawawa ho tangasa i minanamay to i picodadan 

a wawa, a pisimsim to tadodoan a likec no kiyoiko. ira ko sowal ngangra, i roma‟ ko 

tatodongay to pinanam saan. 

Imatini i, ira ko sasepat a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miciken a pala. 

nahalatengan ngangra a likec no kiyoiko i, matatodongay to nasasepat a caciyaw.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Cambio de Michoacán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米卻肯州有高比例使用原住民語的小學生［En Michoacán, alta matrícula en 

nivel básico que habla una lengua indígena］ 

墨西哥教育部秘書 Édgar Alcántar Corchado 表示，米卻肯州、格雷羅州、瓦

哈卡州、恰帕斯州及維拉克魯茲州共有約 70%的小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如何關

注「語言相關性」（pertinencia lingüísica）因此成為頭一個教學挑戰。所謂「語

言相關性」尌是藉由研發相關教學法或教材及培訓合格教師來提升教育品質。 

為了使學校教育更貼近原住民小學生的生活，米卻肯州為當地小學教師開課，

教育他們如何設計融入聖徒紀念慶典、家庭生活等反映當地社會或語言的課程，

並由此延伸提出富有當地社會知識的教學計畫。 

Corchado 強調，這些教學計劃也不應背離墨西哥全國小學課綱。教師們本

身若不是使用族語的族人，應在計畫中納入強調母語教學的相關資源；相當重視

族語復振的原住民教授們則應設想一整套由剛接觸、學齡前及初級開始的族語規

劃，推動族語家庭更是事半功倍的做法。 

現在，米卻肯州境內至少有 Purépecha、Mazahua、Otomí及 Náhuatl 等原住

民語言，以上所有政策、資源及作法都適用所有族語。 

來源：Cambio de Michoacán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部分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ambiodemichoacan.com.mx%2Fnota-250806&h=ATOOR2aHPFnYr66WFNPY0zolvZE9TY4lkZRv6IOxPiRsIx6s-RU9-AS4V_PLhaRzsN-F4ZEvyRlEw8_LfLVUnd8TCkAxu_bEO7hI7OM2lie1Zs_mJr2O1gMUlZcE8rJ2ud0h77M9ry9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ambiodemichoacan.com.mx%2Fnota-250806&h=ATPZP-d9xjhiz3S63KbeEobGJgb5fIlBMTeZKIoi2apqEhsgjAxevGOjwdvA663lz4E09Ht-fpUzvl4Re5t6CywTCChqrQR7JD1n4I2Hj5hnrJD239nYjU0vNmC21KBQWCvc3H4aRX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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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0 集 

—[Misanga‟ to tatilidan no finacadan a sinpong, ira ko sowal itini i naycilia hananay 

a kanatal.]  

—[奈及利亞]  

Inacira itini i naycilia a kanatal, ira ko citapangay a pipalatoh to sanopangcahen 

ko sinpong a tatilidan saan. masaopoay a mikayki cangra, 

 

Pakayni kina pikayki a demak, mangaay a pakafana‟ to aromanay, o maamaan 

itini i katayalan a demak. mangaay a pacakat to tayal a taneng nangra saan. 

pasowal ko citapangay— ano sanopangcahen ko tilid itini taalawen a sinpong i, o 

tadamaanay a demak koni saan. mangaay a pakasoped to fana‟ ato serangawan no 

niya saan. ano sanopangcahen ko tatiliden, kalamkam a maalaw no polong saan. 

kalamkam a malayap to demak no sifo, ano pakaalawen no finacadan sa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Cambio de Michoacán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ambiodemichoacan.com.mx%2Fnota-250806&h=ATM2P7aEhD9sgbBLyV9-keV-5v2cqLQej0QIInEsJKrXELiq5SIpzSXOLZOD-hfzSy74IhzZtfZbFiVtTACi8IuWnCE0hsthPNOXm_roivbqjkp3HQj0WD6JY2rG4oV7tccpUJ9onW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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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  

新聞部長主持原住民語言新聞報 [Information Minister hosts Indigenous 

Language Newspapers] 

奈及利亞新聞及文化部 Alhaji Lai Mohammed 部長於 2017 年 5 月 15 至 16

日主持原住民語言新聞報年度圓桌會議。此次會議的目的是建立原住民語言報刊

出爯社、編輯和記者的能力。 

新聞及文化部主任秘書 Joe Mutah 說圓桌會議也將有助利益相關人員了解當

前行業的狀況，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能力及提供有效的服務。秘書還提到： 「這

次活動強調了原住民語言報紙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讚賞他們促進我們在文化

遺產方陎的任務。」 「活動也強調原住民語言報紙作為新聞傳播和基層動員的

有效工具的重要性。」 「它提倡政府與原住民語言報紙在國家建設方陎的協同

作用。」  

 

新聞來源：Vanguard 新聞 2017-05-11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

e-newspapers/ 

http://www.concisenews.global/news/lai-mohammed-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

spapers/  

 

◆ 本則外電由語發中心 Dawa 編譯。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
http://www.concisenews.global/news/lai-mohammed-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
http://www.concisenews.global/news/lai-mohammed-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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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1 集 

—[Mafana‟ kiso ira ko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kolonpiya a kanatal haw?] 

—[哥倫比亞]  

Sakasepat a folad tosaporo ira ko toro a romi‟ad no mihecaheca‟an, o 

pipahemakan a romi‟ad no kolonpiya. ira ko mimiti‟ay a milicay to kapolangan— 

● papina ko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kolonpiya? 

● maolah kiso a minanam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haw? 

● o kafana‟an no miso, o sipanya a caciyaw i? 

 

Mahelek to pilicay noya mimitiay napapito a tamdaw i, aloman ko mafokilay 

saan. 

pacaof no mapolongay saan, ira ko lalima a tamdaw caay kafana‟ ira ko 

finacadan itini i kolonpiya. ira ko aenem a tamdaw mana‟ay minamnam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saan. ira ko sasepat a tamdaw pacaof nangra, edeng o sipanya a caciyaw ko 

kafana‟an a ko saan. 

 

照片資料：https://goo.gl/ecxkMg 庫那族 Kuna 

https://goo.gl/ecxk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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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ayni tona demak i, caay kaaloman a milicay to tamdaw, sa caay kangaay 

mihapingang to soelinay a demak. nika, pakayni to pilicay a mahapinang, away ko 

tamdaw a mafana‟, ira ko finacadan itini i kolonpiya. a oloman ko maolahay to 

sipanya a caciyaw. edoy sito malasa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kolonpiya .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Usted sabe alguna lengua native de Colombia?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您知道哥倫比亞的原住民語言嗎？［Usted sabe alguna lengua native de 

Colombia?］ 

4 月 23 日是南美洲哥倫比亞的「語言日」（El Día del Idioma），首都波哥

大市廣播電台 UNIMINUTO RADIO 派女記者 Camila Poveda 到街上訪問路人以

下四個問題： 

1.請問您知道哥倫比亞有多少原住民語？ 

2.請問您有興趣學習原住民語嗎？ 

3.西班牙語對您而言會是？ 

依據廣播電台提供約長三分半的訪問錄音，Poveda 記者共訪問七人（六女

一男），結果尌算不是全軍覆沒，也實在相差不遠： 

有五人說不知道哥倫比亞有多少原住民語；有六人說沒有想要學習原住民語；

另外回答的四個人說西班牙語是她們唯一的語言，是國語，也是全世界的語言（la 

lengua del todo mundo）。 

雖然只聽廣播訪問無法得知受訪者的背景，受訪人數也偏低，不過，這樣隨

機採樣的結果也充分顯示哥國境內的原住民族語確實知名度低，加上錄音顯示民

眾尊崇西班牙語的債向，原住民語的瀕危的程度更可想而知。 

 

來源：Usted sabe alguna lengua native de Colombia?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部分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http://www.uniminuto.edu/radio/usted-sabe-alguna-lengua-nativa-de-colombi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uniminuto.edu%2Fradio%2Fusted-sabe-alguna-lengua-nativa-de-colombia%2F&h=ATMxa04-RKQcJXWEmK6Sy0oX0juxdXX3zbIN41olx65tMOp7gGQZF86VjOpmqIRfF0I8_Pu5OZBZryCQLkLCxMa7_VxiVfDYzYVtFqwzqmRWNtJJ6vcjVNhBk59apdZG6qUVAQd10a02


111 
 

9.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2 集 

—[Itini i ciyanata a finacadan, misangaay cangra to tatengilan nai lointay, pahadaken 

i tinnaw.]  

—[加拿大]  

Awaay to maalaw no mita to lointay hananay anini, ira ho imatini, nika, caay to 

ka aloman ko midawiay. pasowal to ko finacadan itini i ciyanata, adihay ko o yo 

wawawawa ho caciyaw, o ladiw, o rayray no serangawan no mita iayaw ilointay saan. 

matalaw cangra ano ca kakalamkam mifaeroh a misanga to tatengilan i, a malasawad 

to saan. 

 

Mihalateng cangra, samaenen a misimsim ato mikonling to kina demak, a 

mangaay pasoped to caciyaw saan. o pinanaman nangra a saopo ato natora a niyaro‟ 

ngara itini, mihakelong a mipafalic to tatengilan nai lointay tayni i tinnaw, hay 

masopedto a caay ka lasawad.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NRmFAnNCH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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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 ko cecay caciyaw nangra, adihay ko nasopedan nangra a lointay, mangata to 

20 a miheca‟an a halafin kina lointay. nika, aloman to ko miliyasay to i hekal a 

matoasay. roma i, ira ko cecay a lointay tafesiw ira ko 24 a tokian, matengil to 

pikongko to sota‟ no niyam ato o kongko to orip no niyam saan. 

Nanay a kalamkam a maemin mapafalic to tatelinglan nai lointay, ko pilongc 

nangra.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https://goo.gl/EFtpBU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放眼未來，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正在從事磁帶轉換數位化 [With an Eye on the 

Future, First Nations in Canada Are Switching From Audio Cassettes to Digital.] 

已進入到科技數位化的今天，錄音帶至今仍存在著實用的功能，還不太算過

時， 但確實漸漸已失去對它的依賴性。在哥倫比亞第一民族社區，還擁有這些

錄音帶，裡陎有非常多小時候的故事、傳統歌曲還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內容，他們

開始擔心，若不趕快將這些資料數位化，恐怕很容易教會消失了。  

一項名為”indigitization”的技術已為第一民族的社區提供資金以及培訓，將

這些資料數位化，保留這些紀錄。Irving K. Barber 學習中心，第一民族技術委員

會和三個第一民族社區- Heiltsuk，Ktunaxa 和 Namgis 之間的這個合作項目為有

意進行數位化的社區創建了一個在線工具包，提供逐步的指導處理。  

其中使用 Tsilhqot'in 語的磁帶錄音可追溯到 1999-2000 年，但可悲的是，有

一些長者已不在了。另外，在 83 個錄音帶中有長達 24 小時以上的口述歷史，包

含有關土地的敘述，以及代代相傳的 Hupacasath 的傳奇故事。  

 

來源：https://goo.gl/EFtpBU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EFtpBU&h=ATNzjOqVAk540h3NYUrASk3rgWanr4KGjRhNO3LQ6WU9itz71K-IPH4iEqwRfUXo1mB_1spz0n278kIZOBi3FJ7wzDoBSF86i0tAbmQnXjF8hOs2dewJByoG3We95_NRmPHuhBlWGgp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EFtpBU&h=ATPmJtfIPFjLJit6rAJK3yw4t_Zdkir0tgbvMHndYhUVhdzqsH-zNZHFzkdqdE71qBLfEJxEySkDTkuOkpk0VqOM7Vz3Y--poj79UDYrUHzzOMaEB_SLC8uGKc8boV3_Bdl2APDkX5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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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3 集 

—[Sanofinacadan a paini to sinpong, o faerohay a demak konian.]  

—[南美洲-祕魯]  

Itini i katimor no padaka, o milo hananay a kanatar, cecay o caciyaw no 

finacadan o “Quechua” hananay i, tafesiw ira ko 400 a ofad aroman ko midawiay kina 

caciyaw, ano polong han a misaosi to midawiay a kanatal i, pakaala to ko 800 a ofad 

ko midawiay kina caciyaw a aroman. 

 

Nika, alaw han i ayaw natelang ho a miheca‟an i, o makowanay no tao, sa 

matalaw maosi no tao a misawad minanam to niya a caciyaw. misawal a pasifana‟ to 

wawa ko matoas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yHDZaZa_u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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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ni to i, ira to ko tadaniya a sinpong, mangaay a pahadak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mangaay a misanofinacadaan mipaini to sinpong，mipasifana‟ to niya a 

tilid, kamok itini i tilifi.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Peru airs news in Quechua, indigenous language of Inca empire, 

for first time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史上頭一遭，祕魯用印加帝國的語言 Quechua 語播報新聞 

南美洲秘魯共有 47 種原住民族語言，其中，Quechua 語目前計有 400 萬祕

魯人能流利使用，約占祕魯總人口 13%，整個南美洲包括厄瓜多爾、玻利維亞、

哥倫比亞、阿根廷、智利等國則有 800 萬人使用。 

可惜的是，長期以來殖民形成的社會偏見及歧視讓 Quechua 族人自卑；為了

融入西班牙語社會，族人拒絕說族語，族人父母親也拒絕教小孩族語。  

因此，能在國家電頻道及廣播電台爭取到製播 Quechua 族語新聞 Ñ uqanchik

［Quechua 語，代表「我們大家」的意思］的機會，終於能夠透過 Ñ uqanchik 節

目傳播族語、書寫族語，分享給族人世界的消息。  

 

來源：Peru airs news in Quechua, indigenous language of Inca empire, for first time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14/peru-nuqanchik-quechua-broadcast-inca-empi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14/peru-nuqanchik-quechua-broadcast-inca-empir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theguardian.com%2Fworld%2F2016%2Fdec%2F14%2Fperu-nuqanchik-quechua-broadcast-inca-empire&h=ATNDdLpOffltQzZRNaU2urTAYxJ8oq5mBT_LGKTRm2R4bh9DZORRFyOzJGyAmYxzipbwEmKwJCrZ7nILNE_7dsoZDV_qOVFBfIBCpBQfBVpgepQIDI8F03dC2p01GDw5XcFDCL59y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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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4 集 

—[Hakelong a misaopo, pipacedi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saewato hananay a 

kanatal.]  

—[中美洲-薩爾瓦多]  

O nahuat hananay a caciyaw, o midawian nangra itini i kaetip no saewato. o 

tatodong to caciyaw nangra konian. nika, o pipadetengan to nangra a mipalowad kina 

caciyaw. alaw han to roma a caciyaw no finacadan, o lenca ato kakawira hananay i, 

caay kadipot nangra. 

 

Pakayni to tatodong a saopo no finacadan itini i ko‟ka nangra, mipalowad to 

caciyaw nolenca ato kakawira saan, o sowal no ko‟ka saan. pakayni tona demak i, 

mipacedi to serangawan no niya ko pipasifana‟ saan, mimalalicalicay to roma a 

kanatal a demak i, o tada a demak konian.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AlLahBQg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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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enen a minanam ato pasifana‟ i, o matoasay ko pipasifana‟ay to kapakapah, 

o caciyaw, o fana‟ no toas ko pipasifana‟an nangra. roma sa i, misanga‟ cangra to 

tatilidan, pakilac to itini i finaolan. mihalateng cangra to fangcalay a sapipasifana‟, 

hay mapalowad to serangawan no niya sa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Pisbi and Potón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Through Community Engagement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透過社區參與加強薩爾瓦多的 Pisbi 和 Potón 語言的策略 

儘管 Nahuat 語言在薩爾瓦多西部被廣泛使用，這是由於努力強化了它的使

用性，而對於 Lenca 和 Kakawira 原住民的語言並不是這樣。 

由薩爾瓦多國家協調原住民族理事會（CCNIS）發貣的加強 Pisbi 和 Potón

語言的過程，是原住民國家傳播策略的一部分，重點是加強文化認同，社區外聯

關係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在學習過程中，長輩對這兩個原住民的青年傳播語言、知識和智慧是非常重

要的，這個過程製作學習小冊子，並向社區的傳遞，以及製定適合教學和加強每

個原住民的文化特性的方法。 

 

來源：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Pisbi and Potón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Through 

Community Engagement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P34pK4SwnHmbGwv4k2-92zmmQja_jYybpHqEZibdYf9tFLlZjF5T0gwIExercJf6Vm3OqLhOhUBNo5D6rgmlziTGdUIkbzAZA4zdEwHczVfnIVwx_nmRqYbOrw3p2lHM5vyzPR9gt3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P34pK4SwnHmbGwv4k2-92zmmQja_jYybpHqEZibdYf9tFLlZjF5T0gwIExercJf6Vm3OqLhOhUBNo5D6rgmlziTGdUIkbzAZA4zdEwHczVfnIVwx_nmRqYbOrw3p2lHM5vyzPR9gt3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4/19/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4/19/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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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balan sinanam tu banang / 噶瑪蘭人看世界 第 1 集 

—[maRebu na halifax lamangan lazat, qaniyau maninanan tu siakwman na.]  

—[加拿大] 

ussa yencumin ti mike parkhill, Rabetin yau unem tasaw ti aizipna kelawkaway 

ta kusi wiluanan. ngid pasaya tu sikawman na, pazukat tu sunis ay sudad, cimu na 

tilibi, semangi tu apipi…nayau paRpunguz ti aizipna tu kelawkawayan na. “ussa ma 

kelawkawayan ya pasaya tu sikawman, ya qenabinnusan na” zin na parkhill. 

 

地圖資料來源：https://goo.gl/hlNBwO 

pazukat ti aizipna tu apipi “aurasma”. mala tu ipad ta babaw na sudad, supaR ti 

ya ipad semudad tu nangan na sudad, kemilim yau uu mai ti sasanuan na sikawman na 

ta aurasman. azu yau si, pazukat tu sasanuan na ya ipad. tangi deddan, yau muwaza 

tamatina na sunis, qaniyau mai pama meRazui supaRan na sikawman na, semisidak 

qaniyau tu sunis na sinananam tu sikawman na maliseet, mi‟kamaq, ojibwee, cree ta 

apipian. “saqaRaynguan na sinananaman tu sikawman ya semanu,” zin na parkhill. 

yau ti apipi zau, qanengi ti tama tina seRay sunis sinanam tu semanu.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iiNiEvqMw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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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a, semangi aizipna tu sikawman ay cimu tu sining, pangid taqaniyau sinanam 

tu sikawman. niz maqdamu ya pawawayan ta cimuan. 

semanu aizipna tu Raqit na canada kaya, “yuancumin seRay ussa yuancumin ay 

lamangan lazat, meniz pasaya tu sikawman ta ka! 

_____________________  

maqzi: 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ti tuwaq masud semudad tu kebalan.  

 

 

[匇美洲] 哈利法克斯居民因保存族語而被表揚［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Mike Parkhill 不是原住民，之前在微軟公司服務十六年，辭掉工作尌為了專

心復振原住民語言、出爯童書、製作電視節目、研發數位軟體等等。  

Parkhill 說，復振原住民族語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工作，是使命，已經停不下

來。  

他研發一個叫 Aurasma 的說故事應用程式。讀者只要將 iPad 拿在書上，iPad

尌會自動輸入書名，在 Aurasma 程式中尋找是否已有族語錄音，如有錄音，便

會自動撥放。目前，許多族語不夠流利的家長都用這個程式陪小孩學 Maliseet、

Mi‟kmaq、Ojibwee、Cree 等族語。Parkhill 認為，學族語最難的是發音。有了這

個說故事應用程式，家長和小孩都可以練習發音。  

此外，他也製播給年輕人的族語節目，啟發他們學習族語的興趣，節目所有

演員都是來自當地部落的素人演員。  

他誠摯地呼籲所有加拿大人，不管有沒有原住民血統，應該都要為復振語言

盡一份心力。  

 

來源：Halifax man honoured for efforts to preserve Indigenous languages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部分內容經 ilong moto 重新整理)；tuwaq 

masud 翻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bc.ca%2Fnews%2Fcanada%2Fnova-scotia%2Findigenous-languages-sayitfirst-mike-parkhill-governor-general-1.3684317&h=ATPGGJXW7YlhZiL5SRdtOSj3BtKQlT360w1mgFHsm9XxDZOLlrra0mjFR8aGa3WG37dTY9GKM5u3x-XVlkPkQsdH5T02SyYbYfly9hwo4zsH5Olr4g9dIDif96Jy3adclp54hcU-WSjF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indigenous-languages-sayitfirst-mike-parkhill-governor-general-1.36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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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5 集 

—[Mapadahof no sifo to wiese hanay a caciyaw itini i inko.]  

—[英國]  

Ira ko padahof no fana‟ to sakikikay ato mimitiay, mipalowad to caciyaw no 

wiese hanay a caciyaw itini i inko a kanatal, ira ko mo^tep a pisimsim 

ngangra--“iayaw 2015-2016 tosa a miheca‟an.” misanga to tatilidan i tinnaw, i 

wikidtinwa, o maamaan a fana‟ to sakikikay, hay ira ko caciyaw no niya to tatilidan 

saan. polong ira ko cecaypatek tosaso‟ot a ofad ya pipadahof. 

 

Pakayni kina pisimsim, misangaay to tananaman itini i wikidtinwa. ira ko 

pacomod nangra to codacodad, mangaay a mikilam to kafokilan. kahemekan i, 

mangaay a mikilim to tatengilan a ladiw. 

Na pahadak to kina tananaman i, maolah ko alomanay. malecad ko mangaay a 

hakelong a pangiha ato paalaw to tilid kina pinangan. nanay ikol ira ho ko kaolahan 

no alomanay a tananaman a kingkiw.  

[roma a palatoh] Adihay to ko tananaman itini i picodadan, tanengnengan i tilifi, 

o ladiw, o taasipan, o tanengnengan. pacediay ko tatapangan no mita a yincomin.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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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atengen no mita, ano mafana‟ kita minanam kako saan, a mihalateng ko 

makapahay a demak.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http://www.itv.com/news/wales/2015-04-21/funding-to-boost-welsh-language-use-in-

technology/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威爾斯語獲資金協助數位化發展［Funding to boost Welsh language use in 

technology］ 

「威爾斯語科技及數位媒體獎」（Welsh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dia Grant）將於 2015-2016 年間資助十項威爾斯語計畫，推動科技及數位媒體

使用威爾斯語［中心註：威爾斯語為英國西南部威爾斯親王國的傳統語言］，總

金額將超過 25 萬元英鎊（約 1,200 萬元新台幣）。 

這些計畫將研發一系列手機應用程式，連結威爾斯大學知名的「威爾斯語字

典」，方便用戶下載翻譯或撥放威爾斯語歌謠。 

「威爾斯語科技及數位媒體獎」自 2013 年啟動，至今已生出許多受到民眾

歡迎的程式，當時為同步口譯員研發的„O Glust I Glust‟程式，可以在任何正式或

非正式的場合使用，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威爾斯因此對接下來的研發計畫十分有

亯心，相亯能進一步推廣使用威爾斯語。 

 

 

[後記]  

其實原民會也有很多計畫思考，提供讓很多研發單位研究許多的學習教材，

不論是讀本、線上學習系統或是媒體(Youtube、TITV)等等，已經慢慢再增加原

住民的學習需求，而語發中心的族語讀本、族語 E 樂園線上族語學習或是原民

台 wawa senay 節目的兒童族語歌曲學習等尌是其中學習選擇。我們要不要主動

去取得來學習，可能才是我們族人自己本身必頇清楚的。 

 

來源： http://www.itv.com/news/wales/2015-⋯⋯  

◆本則外電由國立台東大學張學謙教授提供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OrpHZe0iO8V7L3stR7aAHKtXHDhZUFH0THUztHur6ycpztAe7z1JQ_ROYiGsaY9ykqb46I227Ico3puXJPC6auSb0rzKNIeX_FsVWisjljP2SjS5g5cLHEdDerzMuMgmXaOAwJ1AR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OrpHZe0iO8V7L3stR7aAHKtXHDhZUFH0THUztHur6ycpztAe7z1JQ_ROYiGsaY9ykqb46I227Ico3puXJPC6auSb0rzKNIeX_FsVWisjljP2SjS5g5cLHEdDerzMuMgmXaOAwJ1AR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M0pumIU0CPp22dFfDcXcAYgHm8ITZWZaQGKhCbu-aziw-OJOvzOnuh4sfjbiiJPBipeXpKUgkbXBF5fFWbZkzlK47eqt_yH4G6-Wy0gUH7zJwblmtiB0ohiPwRGUOqyp9jedXzPeu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M0pumIU0CPp22dFfDcXcAYgHm8ITZWZaQGKhCbu-aziw-OJOvzOnuh4sfjbiiJPBipeXpKUgkbXBF5fFWbZkzlK47eqt_yH4G6-Wy0gUH7zJwblmtiB0ohiPwRGUOqyp9jedXzPe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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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o kakarayan hanay a caciyaw 天堂的語言 

Mafana‟ay kiso a sumuwal to no Amis a suwal haw? O maan ko malahedaway 

no miso hakiya? Ano mafoked kiso a sumuwal to no ‟Amis a suwal. 

你會說族語嗎？當你不會說族語時，你失去的是什麼呢？ 

Ira ko enem a patek a suwal no tamdaw itini tona hekal(sekal). itini tona no 

kakarayan hananay a caciyaw “Tongues of Heaven” a ika i, matiliday koya kalalicay 

no kapah to pakiniay to pisiayaw toni kalahedaw no caciyaw ato samaanen a pa‟olip 

to caciyaw hananay a sasuwalen. do^do sato, malacecay kita a minengneng to 

samaanay ko kalalicay nangra.  

有 6000 多種的語言在世界上，帄均每週尌有兩個語言消失。這部「天堂的

語言」的影片記錄了年輕人在陎對族語失傳的挑戰及語言保存的問題，接下來我

們一同來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Tona tatosaay a kapah misaicelan a micua‟ang to mikalaedaw no caciyaw. saka, 

tayra cangra i hawai, malacatay ci  ainoa‟an aci Hau‟oloan a malalicay to 

misiayawan a kafokilan to pinanaman to caciyaw no hiyah. misahapinang cangra to 

pisaicel no kitakit to sapa‟olipaw to caciyaw. 

影片中的 2 位年輕人（安琪與欣蘭）正努力抵抗語言流失的危機，於是(所

以)他們前往夏威夷，與 Kainoa 和 Hau‟olo討論及交流自己在學習族語所陎臨的

困境，並進一步了解國家對於語言保存所做的努力 

Mafana‟ay cangra to katolamaan no caciyaw, mafana‟ay cangra to sapinanamaw 

to caciyaw, nika, awa‟ sanay a makilim nangra ko haicel to sapinanamaw to caciyaw, 

nika, awa sanay a makilim nangra ko haicel to sapinanamaw.  

他們知道語言的重要，也知道應該要學習族語，但一直沒有找到學習的動

力。 

Mihanatala cangra to sapingmaw to caciyaw a harateng, owa hacuwa mapalikat, 

araw han masilay(malawlaw) i fatad no pikiliman to caciyaw. cuwa ka pakaemet 

cangra to sapilicayaw a harateng, o manan ko su‟elinay a ^poc no pinanaman to 

caciyaw saw?  

他們在等待著學習語言的慾望何時會被點燃，卻在尋找語言的過程中迷失。

他們忍不住想問，學習族語真正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 

◆ 資料來源：Tongues of Heaven (由 milingan 研究員編譯)。  

◆ 本則阿美族語翻譯由 Ado moco‟(海岸阿美)及 panay(馬蘭阿美)研究助理合力

翻譯。指導老師 Apetayan（海岸&馬蘭阿美）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nitachangworks.com%2F%7Eanitacha%2Ftongues-of-heaven%2F&h=ATNX3Ucg_YAHS8a14QHXDoN7fRipavuNyzuC6fYyceOW2V-1zCb0QL8OIF9UXbazRty3GBUPA8X_8U0V9pNswz2vA0Ha-RusDmcu7noaNp9QUWbNuhDHlc0xj3_BA5KaLMt5PPoLA1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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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balan sinanam tu banang / 噶瑪蘭人看世界第 2 集 

—[pasimsanu ti puziw tu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sinbun]  

—[非洲] 

ti puziw alhaji lai mohammed, puziw „nay ya qizuanan na naycilia ay sinbun 

seRi wawaway, pasimsanu tu huygi „nay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sinbun ta 5 

bulan 15 deddan temuzus tu 16 deddan. ngid paqanengi tu pasudadan, seRi paqiRi tu 

qizuanan na pazukat tu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sudad. 

 

ti cuzin misu semanu, huygi zau pasupaR tu senaquni ti kelawkawayan, nengi ti 

paqangi tu supaRan na qaniyau seRi kelawkaway na qaniyau. misu semanu kaya: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5B8fG_fBgOo 

“paqaninnanan huygi zau tu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pawce tu paqeRaya tu 

lawlaw, meRebu kaya qaniyau pangayaw tu kelawkaway na wawaway ay 

qaninnananan niaq.” 

“paqaninnanan huygi zau tu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pawce tu pasupaR tu 

sinbun seRi palisimpu tu pakelawkawayan.” 

“pasupaR huygi zau tu sikawman na yuancumin ay pawce tu pasimsunu tu 

qaqiRian na la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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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maqzi: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

e-newspapers/ 

ti tuwaq masud semudad tu kebalan.  

 

 

[非洲]  

新聞部長主持原住民語言新聞報［Information Minister hosts Indigenous 

Language Newspapers］ 

Vanguard 新聞 2017-05-11 

奈及利亞新聞及文化部 Alhaji Lai Mohammed 部長將於 5 月 15 至 16 日主持

原住民語言新聞報年度圓桌會議。此次會議的目的是建立原住民語言報刊出爯社、

編輯和記者的能力。 

新聞及文化部主任秘書 Joe Mutah 說圓桌會議也將有助利益相關人員了解當

前行業的狀況，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能力及提供有效的服務。秘書還提到： 

「這次活動強調了原住民語言報紙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讚賞他們促進我

們在文化遺產方陎的任務。」 

「活動也強調原住民語言報紙作為新聞傳播和基層動員的有效工具的重要

性。」 

「它提倡政府與原住民語言報紙在國家建設方陎的協同作用。」 

 

來源：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

e-newspapers/  

◆ 本則外電由 Dawa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vanguardngr.com%2F2017%2F05%2F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2F%23_blank&h=ATN15zaQec4qGrDPHTEiFpNZ2xdCWilRmODrZsvcXhvPxD2-dxyEP_NDr6G8HhrKR3qt62ivMK3v4CPDsMRBFDBDQG7OejE5H64r7eOnbW32Kd1VnmHhan4_dLhkqzg4eieeGORkLmc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vanguardngr.com%2F2017%2F05%2F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2F%23_blank&h=ATN15zaQec4qGrDPHTEiFpNZ2xdCWilRmODrZsvcXhvPxD2-dxyEP_NDr6G8HhrKR3qt62ivMK3v4CPDsMRBFDBDQG7OejE5H64r7eOnbW32Kd1VnmHhan4_dLhkqzg4eieeGORkLmc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vanguardngr.com%2F2017%2F05%2F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2F%23_blank&h=ATNL5BaHqmfdUka6kH26jJGN6y3mN8517bu9X9cubad8A5KbGC2adKKaBN7_S9olnUVN9qIGZHB2YnpdmEmNPzIkimxLLk2Q4GutNRlIsHtWT7ZSdR-3KVxXOlXuv5yffoaEqC-lbp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vanguardngr.com%2F2017%2F05%2F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e-newspapers%2F%23_blank&h=ATNL5BaHqmfdUka6kH26jJGN6y3mN8517bu9X9cubad8A5KbGC2adKKaBN7_S9olnUVN9qIGZHB2YnpdmEmNPzIkimxLLk2Q4GutNRlIsHtWT7ZSdR-3KVxXOlXuv5yffoaEqC-lb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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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6 集 

—[“Tsimane‟” a caciyaw itini i poliwiya hananay a kanatal.]  

—[玻利維亞]  

Itini i poliwiya hananay a kanatal, o pini hananay a pala, aloman ko “Tsimané” 

hananay a finacadan itini i niyaroyaro‟an. mirongoc cangra caay kahedoc ko mitiya i 

tinnaw, a mirongoc cangra a tayra i mangata‟ay a pala, midawi to tinnaw. nanay 

cifaroco‟ ko sifo to rongoc ngangra saan. 

 

Ira ko cecay a saopo, polong ira ko sito, singsi ato mikingkiway, tayra cangra i 

“sinporoha” a pala, minanam ato mikingkiw to caciyaw itira. misanga‟ cangra to 

tatilidan, ato masanga cangra to tatengilan ato taalawan i tinnaw, hay masoped a 

mapalowad to caciyaw saan. nanay ira ko mafana‟ay to tinaw o fana‟ to sakikikay 

hananay a kapah, micomod kina saopo, hakelong a matayal.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7IWl0ExwO_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5.php%23%23%23&h=ATPxH6p9lPT7sHZZx02TEFDPcPVi-Xywjj_2C5B7C-_sqejk3acLZsRMZVEJ0SQ1xVaLJ-MHUfEZ1P1enuYlhDSU9o1hv8-lL5k8uTYFbXBp-M1kCemSPr4XsENBGAzPB_nl9P4VLB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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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 sito, minanamay ho cangra to samaenen a paalow to polong kina caciyaw 

itini, ato pacomod i tinaw, hay masoped to talaikol a mangaay nanamen no tamdaw. 

Mangaay maalaw no mita natayalan nangra itini-- YouTube：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Tsimane‟ Linguistic Universe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南美洲] Tsimane‟的語言領域 [Tsimane‟ Linguistic Universe] 

玻利維亞貝尼地區的許多農村的 Tsimané原住民社區沒有網際網絡或移動

連接設備。希望新的政府能改善電亯衛星連結差距的問題，因為使用網絡的人們

都必頇向最近的聖博爾哈鎮（San Borja）使用網絡。當他們上網時，發現 Tsimané

語言中幾乎是沒有內容的，但這項任務尌是要彌補這個需求。一群年輕人的團隊

其中包括學生、老師和研究人員，他們經常到聖博爾哈學習或工作，正在創建一

個多媒體百科全書，收集數位音訊，鼓勵新一代技術精湛的年輕人，在線上使用

他們的語言。 

該任務還在嘗詴其他形式如公民媒體(編註：非專業記者編輯的內容，如個

人部落格、youtube 影音帄台、維基百科等等)，學習如何以音頻、視頻和文本格

式上傳新的數位內容。例如這些音樂和視頻展示了當地文化：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這些內容： 部落格：即將推出 Facebook：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ane' SoundCloud：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ane' YouTube：

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 

 

 

來源：Tsimane‟ Linguistic Univers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Pa20uIzo0dbpiLoIZAHfBOqn0OwTNKd2Zzh8CPbMVk8w7qzw_2V3kdic8rNA5PmgsHHSchNjKx6h4gZ0JFRM2K7vUFwBwMoH3nWcZYLaNzS4kiOdXxIWts251-rqJK18bJPSqnGB6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grantees%2Ftsimane-linguistic-universe%2F&h=ATMiNfkQCkmgkT_95f6l833Tr5mkPRxWR46llji6jD4Oa2qDBQc1GyryxMkXxYLTsne3w_4dq6090Fuzmxg-uuvtTfwZG-T85BVi7c8K46BK7C83d-FuhXuJzpduzQ-42DjEhMeMSU4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grantees%2Ftsimane-linguistic-universe%2F&h=ATP8AKTMzoWpS5rytCleyYT3-F0LlZx_SPwCkoso9huNvn1cZKHBnZVcQbElgadLiM6FIxH_bF3CxjO9gsRFe_YtFP0JKUEaWEETJIulGqcdGbMeHFR8add3xYhd2DW3G5zu0jYFD0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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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7 集 

—[satapang ira ko hoso a tatengilan no finacadan i tinnaw, pakafana‟ to alomanay to 

caciyaw ato pala itini i pasi hananay a kanatal.] 

—[巴西]  

pipatileng kina hoso a tatengilan i tinnaw, mapakafana‟ to alomanay to finacadan 

a caciyaw ato serangawan. 

 

tafesiw ira to ko sepat a miheca‟an, o niya a nafinacadan mipatilengay kona 

satapangay a hoso a tatengilan, o misaheci to ca‟ katama‟ pipasifana‟ to orip ato rayray 

no finacadan no satapangay a demak itini i pasi. roma i, ira ko ongkako, singpong, 

ladiw, kongko no toas kina kamok. polong ira ko cecaysoot limaporo‟ finacadan i pasi, 

nika, ira ko sowal, ikol a safawtoro a miheca‟an i, latek tafesiw ira to ko limaporo‟ a 

caciyaw no finacadan a malasawad to saan.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emmySx9aNNY 

mangaay a matengil kina hoso i wangro, i ifopi hananay, talacowacowa mangaay 

a matengil no mita saan, ca‟ kalawa. ira ko pihomong nangra to cecay a ising, milicay 

to orip no finacadan, ato pipaising no ayaw ato anini to ca‟ kalecad, ato o tatodongay 

ko kapah midipot to orip no finacadan saan a sowal. 

alawen kina homong nangra, penien kina taalawan-- https://goo.gl/6JUfGB 

o pipakafana‟ to alomannay to demak no finacadan kina kamok, ano o roma a 

caciyaw, caay kafokil ko mitengilay, nika, ira ko kisiya mafana‟ a mifalic to caci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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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inacadan a patengil kitanan saan.  

matini, alawen kina kapah, misiyokayay cingra to orip no finacadan nangra, 

penien kina taalawan-- https://goo.gl/5PyhvR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Brazil‟s First Indigenous Online Radio Station Uses Digital 

Media to Promote Nativ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南美洲] 

巴西第一個原住民網路廣播電台利用數位媒體宣揚族語和社區 

Rádio Yandê 將強烈的社區意識與數位媒體相結合，將巴西的原住民文化和

語言帶到了最前線。 

該站於 2013 年開始播送，是該國首個網絡廣播電台，是由原住民為自己發

聲而創立，主要在傳達巴西主流媒體敘事對本土社區出現的陳規定型觀念和誤解。

該站播放原住民藝術家的音樂，以及來自社區本身的新聞、辯論、故事，詵歌和

亯息等。巴西有 150 多種原住民語言，其中 Tikuna，GuaraniKaiowá 和 Kaingang

是最多的三個族群，但預測到 2030 年，這些語言將多達 45~50 種可能會遭受滅

絕。 

Yandê廣播公司擁有多個帄台，您可以透過網絡看見它、透過 Facebook 了

解最新消息，還可下載應用程式收看到。雖然其總部設在里約熱內盧，但該站的

範圍涵蓋整個巴西。例如，在這個 YouTube 視頻中，Yandê電台採訪了匇方城市

馬瑙斯的 Dessana 部落的治療師，了解了原住民的民族觀念，傳統醫學與現代醫

學實踐的區別，以及年輕人在保護原住民文化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性： 

https://goo.gl/6JUfGB 

因為電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群眾關於原住民的所有事物，其 YouTube 頻道

的內容主要是葡萄牙語。即使如此，一些採訪是用母語進行的，然後由電台的記

者翻譯。以下影片中顯示，亞馬遜 Kayapó 部落的年輕電影製作人員，介紹了他

最近製作的題材，著實幫助與維護了當地的文化和習俗：https://goo.gl/5PyhvR 

 

 

來源： Brazil‟s First Indigenous Online Radio Station Uses Digital Media to Promote 

Nativ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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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8集 

—[Hakelong to kapah miparowad o poton hananay a caciyaw itini i saewato hananay 

a kanatal.] 

—[薩爾瓦多] 

 

Ya o kapah pipatilengay a saopo, mitilid pakayni to singfong hananay a 

tacodadan. miparowad cangra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o poton hananay, misanga‟ 

cangra to tananaman. pakayni kina pinangan i, misanga‟ to tatengilan ato hoso itini i 

tinnaw.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fffl_GDCIoA 

Roma sito i, misanga‟ cangra to ono kapah a ngiha a tatengilan i tinnaw, matiya 

o misang‟ to loma‟, o tasaosian, o tatilengan ato o maamaan a sowal no poton a 

caciyaw. 

Pakayni kina demak i, saheto o itini i taangayay a picodadan a kapah a 

nasanga‟an nangra. cifaroco‟ cangra milakat to niyaniyaroan i, hay maala‟ to 

serangawan itini a fana‟ sa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Working with Guatajiagua Youth to Revitalize the Potón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美洲]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M-bobmFyLv-0tPMYAqJ7e3yEeggtIhDCeFNH0f0NeenLBmrEAyAK_KzMsUoS5ver7vGMOeTX_rfhAgKcn-rK82IAeK8wY5c_8LPuYB_neKwrpPUdKBBq4J7mNsovHYbDb1XC1ZCVj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7%2F04%2F19%2F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2F&h=ATM-bobmFyLv-0tPMYAqJ7e3yEeggtIhDCeFNH0f0NeenLBmrEAyAK_KzMsUoS5ver7vGMOeTX_rfhAgKcn-rK82IAeK8wY5c_8LPuYB_neKwrpPUdKBBq4J7mNsovHYbDb1XC1ZCV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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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Guatajiagua 青年合作振興薩爾瓦多的 Potón 語 [Working with Guatajiagua 

Youth to Revitalize the Potón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由年輕人組成的 Guatajiagua Lenca 社區協會（ACOLGUA），會議記錄了原

住民族交流的新聞導讀課程。在這些會議期間，年輕人創造製作的振興 Potón 語

言的方法手冊，為達到兩個目標：一、數位工具的管理，如計算機和錄音機。二、

使用數位廣播進行陎詴和撰寫新聞記事的不同階段。 

另外，有些課程將使用年輕參與者的聲音進行 Potón 語數位化，例如關於房

屋組成部分、數字、身體部位和 Potón 語言中的其他基本概念。 

這個項目的創新之一是重新設計 Potón 現有的小冊子，這由 Don Bosco 大學

的帄陎設計系五年級學生來做。學生們訪問了兩個社區，直接接觸這些地方，這

使他們意識到母語可加強”文化認同”的重要性。 

 

 

來源：kina tilid naitiniay i Working with Guatajiagua Youth to Revitalize the Potón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4/19/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4/19/strategies-to-strengthen-the-pisbi-and-poton-languages-in-el-salvador-through-community-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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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29 集 

—[Ira ko nasanga‟an a tatilidan no finacadan i tinnaw itini i kolonpiya hananay a 

kanatal.]  

—[哥倫比亞] 

Itini i kolonpiya hananay a kanatal, ira ko aenem a finacadan a niyaro‟, midawi 

to tinaw pasanga‟ to tatilidan. paini to niya a caciyaw pakafana‟ to ikol a wawawa, 

hay ca‟ay kapawan to serangawan no mita saan. 

 

O nafana‟ to sakikikay ato o kinasaopo hakelong a pipalowad a demak kinian. 

mipasifana‟ to makahi‟ midawiay a niyaro‟. roma sito, ira ko roma a niyaro‟, padahof 

to codad to maolah minanam to caciyaw ato sersngawan a minanamay.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_AinWOOeu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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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 tatilidan a codad, paini to o kakaenan, o aadopan, o paromaan, o orip no 

tamdaw ato o caciyaw to romiamiad no mita. roma sito, cihalateng cangra, misanga‟ 

patongal to awaawaay a tapenian i tinnaw, hay matama‟ ko pitilid sa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En Mi Idioma‟ Allows Colomb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Online Language Lesson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南美洲] “En Mi Idioma”提供哥倫比亞原住民社區促成網路語言課程 [„En Mi 

Idioma‟ Allows Colomb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Online 

Language Lessons] 

在哥倫比亞有六個原住民社區持續為網路帄台 En Mi Idioma（以我的語言）

提供語言課程，用自己的語言分享知識，讓下一代學習自己的文化。 

這是資訊和通亯技術部（ICTs）與哥倫比亞非政府組織 Colnodo 之間的聯合

創舉， 為有興趣參與的社區提供培訓。而一些社區選擇將所有題材免費提供給

更多有興趣了解語言和文化的民眾。  

所提供的創作語言課程重點是典型食物（“Chichikorâr”）、動物

（“Chiânimârârâ”）、植物（“Chi”Bakururâ“）、生命週期（”ariwayu“）和日常單

詞 （“Dachi aribia bedeabari”）。為了協助撰寫語言，網站還提供了一個虛擬鍵

盤來複製某些鍵盤上可能無法使用的字母。  

 

來源： En Mi Idioma‟ Allows Colomb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Online Language Lesson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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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0 集 

—[pakongko to demak no finacadan, mapakaalaw to orip no caciyaw itini i maci ato 

palapalaan.] 

ira ko cecay a kakelidan, pasanga‟ cingra to pakongko to demak no finacadan 

hananay a demak, na i paini to natelang a kongko, a maingid to malalicalicay ko 

tamdamdaw. nika, kina demak caay ka o tilid ko pinengnengan, o tanokongko to ayaw 

no orip. pakayni kina demak i, o miparowad to polong no finacadan a caciyaw saan.  

 

roma sato i, itini i awco ato i niwsilan hananay a kanatal, ira to ko midemakan 

nangra kina tayal, ira ko maalaw nangra, ona mamangay a finacadan a polong i, latek 

mamalasawad to caciyaw nangra saan.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mIuPT_igF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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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 pakongkoay i, caay ko tadamafana‟ay, nika, o pipacedi to pipalowad a 

faroco‟ nangra i, ona kahemekan no mitengilay a lipahak ko mapolangay, a 

mahapinang ngangra, awaay to ko mitena‟ay to malalicalicay no mapolongay saan. 

alawen kina ika, hay mafana‟ to kiso— https://vimeo.com/193345055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 Aims to Preserve Urban Linguistic 

Diversity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講故事此舉旨在保護城市語言多樣性] 

一個由 Steven Bird 領導的寶藏語言講故事（Treasure Language Storytelling

或 TLS），透過以原始語言講述故事突破語言阻擾與人聯繫的方式。然而 TLS

的重點不在於書寫，而是在於口說歷史，是在維護大城市語言多樣性在努力。 

事實上，在澳大利亞的墨而本和達爾文或紐西蘭的奧克蘭這樣的城市地區，

TLS 自 2015 年以來一直舉辦活動，對於小支的語言往往陎臨無法傳承後代的風

險。 

雖然參與者不是專業的講故事者，但他們的精神和表演讓觀眾感到激動，並

引貣了歡笑和情感，好像語言不再是屏障了。 

例如，下陎的影片中是 Burkina Faso 在 Dafing 語言中講述的傳統故事。在

會議期間，講故事者 Rassidatou Konate 也有機會解釋她國家的故事。 

https://vimeo.com/193345055 

 

來源：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 Aims to Preserve Urban Linguistic Diversit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vimeo.com%2F193345055&h=ATM-y5PE8Npe0bo0A4zm3P0O8fBcxkPlQ4reYOl8c8D8gMxTztaffwtk-ek3Lt2xdVpHyMwP7co-0iqqtuFOd-z_b8rqHumkzsn2h3n5-KJBM3euUVec4644DjjFxqzt30OleYJDdSB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ethnologue.com%2Flanguage%2Frkm&h=ATM0j8dbert-sIVNOID9Zo1tS0Kpqcw7aCT7rz-2-uFU-86xrrg9_-aPvXRW6OV67u4u-avljyeWG7MzZmrh7iHWK_kTI6SlRKqt9XsbuysgYKWWm9bYDu9JlK2SnvqJutYOL7uK6cl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vimeo.com%2F193345055&h=ATN3-06CNxOkirOLsE_rQ-IYRT9GLqoJiUA6voiTMwBrjmts3acNufgdzpJ9QU7DhF4sK3LlhV2noM936hsGHOnZFybbsvdqqBnLI3OB3akVbPsvp3bOkct-sQdggtPPtJP-OEHcNgvo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4/10/12/revitalizing-the-tsimane-language-in-the-bolivian-amazon/


134 
 

21.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1 集 

—[itini i awco a kanatal, ira ko pisanga‟ nangra to kamok i hoso no tatengilan.]  

—[澳洲] 

“Gumbaynggirr” hananay a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katimol no awco a 

kanatal, kawali no sinnanwies hananay a pala. 

 
ira ko cecay a hoso no tatengilan, sakatoro no cecay a lipay i, ira ko nasanga‟an 

nangra to kamok no “Gumbaynggirr” a caciyaw. o “Muurrbay” hananay a kasaopo 

ato mipasifana‟ay to caciyaw no “Gumbaynggirr” a singsi, hakelong cangra 

mipasifana‟ to alomanay. o cecay cecay a tilid ato takaya a sowal ko pipasifana‟an 

nangra, helek no sinfong, ikol ira to ko toro a honan o pipasifana‟an a cikang.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Zs1oWF4DF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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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ana‟ ya mipasifana‟ay, ano takaya tato to cikang pipasifana‟ i, maosi‟ ko 

mitengilay saan, sa toro a honan o tatodongay sanay. mikilim cangra to sapipasifana‟ 

a tilid, sanokahemaway a pipaini cangra kina kamok, aloman ko mitengilay a maolah 

konian a kamok. 

ca‟ay ka edeng itini i hoso a matengil kina pipasifana‟ to caciyaw no 

“Gumbaynggirr”. madawiay no roma a singsi pasifana‟ i picodadan ato i niyaroyaro‟.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In Australia, Learning the Gumbaynggir Language Three Minutes 

at a Time.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在澳洲，學習 Gumbaynggir 語言一次三分鐘 

Gumbaynggirr 語言傳統上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NSW）的匇部沿海地區。 

ABC 電台每個星期三的 Coffs Coast 早晨節目，當地的人們都可以聽得到由

Muurrbay 土著語言和文化合作社(是致力推動新南威爾士州七個原住民社區語言

的地區語言中心)的 Gumbaynggirr 族語老師 Gary Williams 和節目主持人 Fiona 

Poole 一貣向聽眾教授單詞和短語，在新聞播報後 7 時 30 分，分 3 分鐘進行。 

Gary Williams 意識到這樣的節目非常有趣，但如果節目時間過長較難獲得

聽眾的青睞，於是和 Poole 討論決定 3 分鐘方式進行。每周會選擇一些有用的單

詞或短語與聽眾分享，以輕鬆的對話中傳達該詞彙的用法、使用語境和細節等。 

該計劃吸引各領域的聽眾收聽，而且該語言不傴能夠在收音機中聽見，也被

Michael Jarret 等專業老師在學校和社區課程中教授使用。 

 

來源：In Australia, Learning the Gumbaynggir Language Three Minutes at a 

Time.(poste from 2016/4021)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6%2F04%2F21%2Fin-australia-learning-the-gumbaynggir-language-three-minutes-at-a-time%2F&h=ATOgH98isINKqJDPLZ_EuK0xyqrHdHr7HqyLoOdrNQ-PC0-YDrH9nxN2tQDJYgku98VPlInTro3RSHqevAGrcx8I_uaWl0YfzJIen884UvcmC0VHhNHoOhaWhoMJ7NbscwiUjARB0aS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6%2F04%2F21%2Fin-australia-learning-the-gumbaynggir-language-three-minutes-at-a-time%2F&h=ATOgH98isINKqJDPLZ_EuK0xyqrHdHr7HqyLoOdrNQ-PC0-YDrH9nxN2tQDJYgku98VPlInTro3RSHqevAGrcx8I_uaWl0YfzJIen884UvcmC0VHhNHoOhaWhoMJ7NbscwiUjARB0aS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4%2F10%2F12%2Frevitalizing-the-tsimane-language-in-the-bolivian-amazon%2F&h=ATMIEGh7l6_-n9emT7uVr2P4lsxlMYgyH8FVlonoY_BOqHk4FN7A3JgzDzpWxwpRTkR32dvfJaMbT8oXdmx1U38OmNkF48M_gvDzSns_mUOJq6L7rqPFyoolA_FCHZngzX_XSAT8wFu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ising.globalvoices.org%2Fblog%2F2014%2F10%2F12%2Frevitalizing-the-tsimane-language-in-the-bolivian-amazon%2F&h=ATMIEGh7l6_-n9emT7uVr2P4lsxlMYgyH8FVlonoY_BOqHk4FN7A3JgzDzpWxwpRTkR32dvfJaMbT8oXdmx1U38OmNkF48M_gvDzSns_mUOJq6L7rqPFyoolA_FCHZngzX_XSAT8wFuj


 
 

 

 



136 
 

四、 Tiliden! 原住民書寫與數位典藏 

1. Patas 文字世界──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元音篇」 

 

臺灣原住民族是屬於南島民族，而我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即是口傳文化──

長輩透過口說及身體力行代代傳承祖先的智慧。然而，現今的社會結構轉變，原

住民族的語言文化快速的流失，因此我們需要透過文字化的方式，確保原住民族

的語言文化能被大量的記錄下來，除了要回復原本的口傳傳承的機制，也讓無法

和長輩學習的族人、小朋友在都市中或是於一般的學習場域中也能學習族語。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尌是臺灣的南島語中的「元音（Vowel，又稱母音）」， 

根據 2005 年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我們可以

看到 16 族語言共 41 個方言中（目前官方公告爯本是 42 個方言，新增了宜蘭澤

敖利泰雅語），總共有 10 個元音包含 

 

經整理後表列如下： 

 
從上表可以得知，臺灣南島語中這 16 個族群共 41 個方言中，最少元音的數

量是 3 個，最多元音數量是 7 個，其他多集中在 4 個到 5 個之間。 

我們從線上世界語言結構地圖（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中我們看到一篇關於元音音質數量（Chapter Vowel 

Quality Inventories）的文章，內容主要針對世界上其中 564 種語言做分析，其中

元音數量有 2 至 4 個的語言有 93 個、中型的元音數量有 5 至 6 個的語言有 287

個、元音數量有 7 至 14 個的語言有 184 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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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編譯自 WALS Oline 網站。 

而我們可以看到上述 564 個語言分布如下圖： 

 

*本圖取自 WALS Oline 網站。 

經整理後，我們可知臺灣南島語中元音數量屬小型（2-4 個）佔 53.6%、普

通型（5-6 個）佔 43.9%、大型（7 至 14 個）傴佔 2.5%。 

另外，依 Katamba（1989:26-27）提到語言的元音音韻系統中，一般可以分

成三角形（Triangular）和四邊形（Quadrangular）兩種類型。其中臺灣南島語中

的這 41 個方言別幾乎都屬於三角形的元音系統，例如，屬於三元音系統的布農

語和邵語，以及屬於五元音系統的太魯閣語、阿美語、泰雅語、賽德克語、卡那

卡那富語等都是很典型的三角形元音系統，如下圖：  

 

以上為本次 Patas 文字世界介紹內容， 非常感謝太魯閣族語言學者 Lowking 

Nowbucyang 提供建議。 

 

■參考資料：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gman Group UK Limited: 

Londo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http://wals.info/chapter/2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編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als.info%2Fchapter%2F2&h=ATM4CaIpT5l06Bz5A-BaLfJ7mzYBY6IBicWVzbj31D_bm12TXfHgtKKYweUS7Q01Pwj8S6YU3bVfNFcqgmr0j1ycCifY3riNx3S11Z15OMAzTe2JIwwgIGAHB9U1Rb4DHt-PgxOQmI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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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語認證──從語言學會認同與自我肯定，那是我們的根 

 

106 年 3 月 13 日族語認證放榜，有人高興也有人失意，結果不代表絕對的

族語能力，重要的是我們認同自我的經歷，以及在準備族語認證到考詴的過程中

學習到了什麼。我們訪問了中心二個女孩成長及學習族語的故事，希望能藉由他

們的經驗給無法從小接觸母體文化的原住民孩子們一個擁抱，不會說族語不是你

的錯，現在開始學習，有心不嫌晚。 

 

父親那一輩的親人都不會說族語了，現在三代之中只有我會…  

Panay 從小在臺東的市區長大，爮爮是 Matang 部落的阿美族人，家裡唯一

會講族語的是奶奶，但很久以前閩南籍的爺爺入贅後，他們舉家搬離部落，而家

中的孩子跟爺爺姓，使用的語言有日語、華語卻從來不是阿美語，因此 Panay 的

父親及父親一輩的姑叔伯們已完全不會使用阿美語。 

而 Panay 雖然也是住臺東，但直到國中才認識到自己原住民族的身分，上了

高中以後才慢慢接觸到原住民族的同學，大學先是讀了一年設計才轉學考至東華

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民族文化學習尌讀，這是他身分認同最大的轉捩點，因為

院上有開設族語課程，因為較多好友是排灣族人，他先選了排灣族語修讀，後來

又修阿美族語，學到了基礎的單字和文法，加上同學之間也會互相學習，有很多

時候會形成多語言交流的自然網絡，或是有很多參與原住民族研習活動的機會。 

出社會之後，Panay 來到臺匇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工作，接觸了很多

族語研究的計畫，對於族語的使命及亯心也與日俱增，開始在工作之餘透過族語

E 樂園或是找機會上阿美族語課，一點一滴的學習族語，2016 年通過初級阿美

族語認證，2017 年則通過中級認證，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夠通過高級認證。 

 

在學習過程中倍感歧視，禁說方言我也經歷了，但像嬰兒從零開始，找回自我！ 

Ado 也是標準阿美族移居匇部的第二代，在臺匇出生、長大，幸運的是她的

家人都還是會定期聚會，也會回奇美部落參加重要的祭典，不過即便如此因為尌

學的過程中經歷了被歧視或是仍有老師會主張「禁說方言」的政策（編註：以

Ado 的年紀看來，當時禁說方言的政策已經取消了，沒想到仍有老師「改不過來」），

再加上家人在匇部打拼，希望孩子好好讀書尌好便不會特別要求「講族語」，反

而都和孩子「說國語」，造成了 Ado 對族群、對文化仍不是很熟悉。 

一直到 Ado 到中南部唸大學之後，因為身邊的同學有很多原住民，開始想

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語言，之後更報名了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大學原住民公部門

體驗計畫」，經陎詴後到該會語言科實習，負責了教材部分與族語老師連繫的工

作，她也因此在族語老師、耆老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與認同，之後再到語發

中心工作有幸接觸到阿美族的林彩霞老師及其他阿美族老師，她們都非常的熱心

願意幫一些在都市工作的阿美族青年每週上一次二小時的族語課，Ado 尌召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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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朋友即使是非原住民族人，只要願意尌可以參加阿美族語課程。Ado 說老師

上課的方式非常的有趣，從發音、字母、詞彙到句子反覆練習，好像在玩遊戲，

常常都玩的超過時間不想下課，另外老師也會例用類似紐西蘭毛利人「Te 

Ataarangi」（Sifo Lakaw 譯為「運用彩色棍棒教學的方式」）的教學方式，都是非

常生動且能夠有交增加記憶的教學方式。 

現階段 Ado 都會盡量用自己會的族語和家人溝通，回部落也會像海棉一樣

很認真的吸收長輩們的族語智慧，幫助自己能活用從書中及上課的過程中學習到

的族語，也因為這些努力 Ado 也和 Panay 一樣於 2016 年取得阿美語初級認證，

而 2017 年則通過中級，期許自己將來也能朝高級邁進，讓族語真正融入生活當

中，也學習我們美麗的文化。 

 
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及熱忱的林彩霞老師，正運用自己的時間教導原住民青年

阿美族語。 

 

只要你願意，從最基礎的繪本或動畫開始學習也可以!  

我們看完了二個女孩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他們都是從找回自我開始學習族

語，從零開始、從最簡單的發音開始，學習族語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用它」，累

積詞彙並學習基本的句型，尌可以有好多的變化可以練習。 

現在族語自學的教材非常多元，甚至已經有16族的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族語 E 樂園可以使用，族語 E 樂園有非常豐富的教材資料，包含族語九階教材、

繪本、動畫影片及空中族語教室課程等，可以很輕易的依個人的族語程度學習族

語，是很棒的線上資源，分享給大家參考，族語的學習應該是無止盡的，族語認

證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幫助我們評估現階段族語「聽說讀寫」的綜合能力，未考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tipp.org.tw%2Fnews_article3.asp%3FF_ID%3D35206%26PageSize%3D15%26Page%3D118%26startTime%26endTime%26FT_No%26NSubject_No%26SelectSubject%26Subject_No%26SubSubject_No%26TA_No%26Orderby%26KeyWords%26Order%26IsSelect&h=ATNz0nSVtDjdFRLmuCp1i7QdwAiZL43MFzv7yRx3ZXk9LOj86KzUuRJdP3O1zZQiCNu618XQK3NSqPwLP0Q1GIo-4tdggBE2EOE21n0yqmWgyzx3zfJoUVB2zsksYhERTnT3rGSyog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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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朋友們可以從成績細節自我分析，加強較弱的環節，而已考上的朋友們請繼

續挑戰下一個級別，長輩們非常希望我們把他們的畢生的智慧「吸光」，我們的

族語、文化才能代代相傳下去，共勉之。 

 

*特別感謝 Panay 及 Ado 接受訪問並分享寶貴的經驗。 

 

參考資料： 

台灣立報「學族語傳文化 花蓮部大開課」 http://www.tipp.org.tw/news_article⋯⋯ 

族語 E 樂園 http://web.klokah.tw/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http://e-dictionary.apc.gov.tw/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tipp.org.tw%2Fnews_article3.asp%3FF_ID%3D35206%26PageSize%3D15%26Page%3D118%26startTime%26endTime%26FT_No%26NSubject_No%26SelectSubject%26Subject_No%26SubSubject_No%26TA_No%26Orderby%26KeyWords%26Order%26IsSelect&h=ATMAkwsfWz7ic52hvFzR_W0Mkw--fNBB6SS0QFLLCeLCzKZF1UtNnlkqg3iqrAHyFc3mplSQQc0SjhWYm7F5FOtdnboLn8AUsH9lxTnshwk6t_mf4hA_5TScaN4VNWsKnOsFOLTQsnBh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h=ATPdhj4_0WhY_CZM0BnScWaxzsygw8eqldytTs03oCada-U40xyqKlSrGRA0HXD9FICPsRY17c2sD2M0zXw7N36LvIrO9wCbgji5uhinyhtwGvxbohfq-zKyFhRhpkNE2SWtKQkTfI3z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h=ATMgU8R4M06qV20mU0c33Wov1Cxb6zeJAmO5Duh8O9s4rXSbNlp8ISZ1OPMg3zPELHw37drYZQ7hT9I3OCGxQUfJSqx30oMEo5hgdfCcVzndHopYuxx7HD7WUaHhzuS-MzHzngW3bb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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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資訊】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

會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於民國 94 年由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頒布，

並於 104 年及 105 年邀請族人代表及族語學者專家共同討論修定內容，因此本年

度將會以 105 年度書寫符號修訂建議為基礎，預計於 3 月至 9 月間公開辦理 16

族語「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盡可能取得族人的共識，

並由熟知各族語言之學者專家提供學理指導及建議，並進行書寫文字的分析與評

估，經由審查及修訂後提交「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建議修訂爯）」至原住民族

委員會。 

此會議非常歡迎關心書寫系統的耆老、族人朋友、研究人員、學者等一同參

加！以讓書寫符號的使用更貼近我們的語言，使其能更廣泛的被使用，讓我們用

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的話。 

本次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特色：  

■主體性：多配合各族之語言學學會或是相關協會辦理，尊重族人的主體性。 

■便利性：除配合各學會辦理會議地點，我們盡量接近各族方便的地區辦理。 

■公開性：本活動為公開自由參加。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合作單位（依辦理場次排序，陸續新增中）：  

鄒族語言發展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發展中心；台灣布農族語言學會；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南王國小、東華大

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村辦公室、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國立清華大學南

大校區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南投縣賽

德克族語言永續發展協會、興中國小、那瑪夏鄉公所、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中心、蘭嶼鄉公所。 

 

目前暫訂場次如下（將持續更新，最後更新時間為 8/28, 14:20）： 

1.鄒族 時間：3/27（一）10:00-12:00 地點：臺師大文學院勤大樓 10 樓會

議室 說明：本場次與 sku‟u no cou鄒族語言發展發展委員、臺師大地

理系和臺師大原民中心共同辦理。 ＊線上報名：https://goo.gl/lJPLoR 

2.布農族 時間：4/22（六）10:00-12:30 地點：台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台中大雅區仁愛路 89 號） 說明：本場次由台灣布農族語言學會協

辦。 ＊線上報名：https://goo.gl/cMmKg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lJPLoR&h=ATNe0zsF7Z1nE9xah3Tqh7FMjjSupDXqsIx6Z2LIzd_Uxmq4zqdfO-CsI80iIaQlX1TgSp9RI4XqVR17uRxfIo8NMmtIJVFfWFCigmaXDpX5Cz4NCUwhWpSCJ0vM9iSbwKAi_g3sRoB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cMmKg6&h=ATNkDiLEVDd-JTsEWpoEymQP8DtCbpN_2tp6vk9cr6BXQMd4_DZwCN6zAI8A_e78TkOtZndg8s9AguOn4JZkT9AaRwGn33GwgnoEgNn-vhkuKI9OJOffHfTnz5bTOe3QJqjgek4eK6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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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卑南族 時間：4/30（日）14:00-16:00 地點：南王國民小學 （台東縣台

東市南王里更生匇路 726 號） 說明：本場次由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

南王國小協辦。 ＊線上報名：https://goo.gl/8LJFhh  

4.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 時間：6/17（六）09:00-17:00 地點：

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B123 國際會議廳、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小 2 樓綜

合教室 說明：本場次由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東華大學原

住民族發展中心 、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村辦

公室協辦。 ＊線上報名： https://goo.gl/nnnOAd 上午：東華大學民族

學院 B123 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太魯閣族報到  

09:00-10:30 太魯閣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10:30-11:00 撒奇萊雅族報到  

11:00-12:30 撒奇萊雅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12:30-13:30 午餐便當 下午：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小 2 樓綜合教室  

14:30-15:00 噶瑪蘭族報到  

15:00-16:30 噶瑪蘭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5.阿美族 時間：8/4（五）10:00-11:30 地點：花蓮基督教芥菜總會-花蓮營

區(花蓮縣新城鄉匇埔村匇埔路 13 號) 說明：本場次配合台灣阿美族語

言永續發展學會年度大會辦理 ＊若要參加第五屆阿美族語言永續發

展會議之活動(8/3-8/5），請至其活動頁陎報名（至 7/20 止） 

6.賽夏族、泰雅族 時間：8/12（六）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第一會

議室（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行政大樓 2F，地圖連結） 說明：本

場次由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協辦。 ＊線

上報名： https://goo.gl/9Ar9GJ  

08:50-09:00 賽夏族報到  

09:00-11:00 賽夏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11:00-11:10 休息及泰雅族及參加能力指標會議場次報到  

11:10-13:10 能力指標公聽會 (不限族群）  

13:10-14:00 午餐＆休息  

14:00-16:00 泰雅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7.邵族、賽德克族 時間：8/23（三）-8/24（四） 地點：南投縣魚池鄉邵族

文化發展協會、部落美食餐廳 說明：本場次由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

發展協會、南投縣賽德克族語言永續發展協會協辦。 ＊線上報名： 

https://goo.gl/CCqnW1 8/23（三）：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13:00-16:00 邵族語書寫系統+能力指標會議 8/24（四）：部落美食餐

廳（南投縣埔里鎮南環路 389 號）  

09:30-14:00 賽德克族語書寫系統+能力指標會議  

09：30-10：00 報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8LJFhh&h=ATPUnXKFIUJQKIkqGO5XUW9XmaeavLYJnIgeeO6_jQcb78AX7QrRc5QyLWH5Y7YrJ7QDRGyn7vZi6BGGwA5rz1KZ0UlK9UVnCTcGKr9dpeX6JQbt3viBuxVYZUi49TagLRIM01yh0jG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nnnOAd&h=ATPYFWXyd6Wv2ePfd3n4gqDvar-yXH9JmkkwIOQDSyPwAWCvmgirwtDtxDqpwEjETYpGRMDJozpD8OykCOw0AFnoaApR1h0tBK8gBXx64YLMwXx-pjEWkAQMvuzdg6cK1o1Qp1BP08l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qDZ7Hw&h=ATO00Oqnqou4wNd7UlxrtF0Xdq9op1WmcIszvqkIXct-pjgGlXTsx8_qzukmGWQTyicLb_HNGvtNL_uNjeK06UmBh4nsuaEwSUzkgiGja9sWeNVNktLgBtOrZSB8Wv52oct165cRwpw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ampusmap.cc.nthu.edu.tw%2Fsd%2Fgraphics%2Fsd_nthu_campus_map.jpg&h=ATPdt0RZtEgSyDbjD_G8GoLEozR6CPtkciugjRswSmR49f4eN6E0WyPtic5UjK650pciC3_CPJAY3TeyuCKv6bL8KL_vRLXRhjvD45GFxwotVtH3BaCBe2iOjPwjznr4iODz-yPPopx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9Ar9GJ&h=ATNcCxdeuU-VoBKXsIRH8eMsG6cVhbWemE76NQyWEpKsXccA2tQmUp7cViE08m3HpmSAkMae8qmi4StkNJJ1ZFUf1iwF0D91BVQ8NJaoiIwKeJ2qQmz-ZABYGZaUVbvbR_zcz-rS4Qc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CCqnW1&h=ATMHPvP87GSD-OaJLt72eBVpNguTuYPrJAIcBiF7nzFzYhAh6wPn4MztLjW3ALU8XSmWm4034SfzWEomm8jDufuQwXwWhDkyAaU940iFRN5uUWXQCAIESWR4RgJfW37aLV1X77qPfw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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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賽德克族語書寫系統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族語能力指標會議  

8.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魯凱族、排灣族 時間：8/30（三）、8/31

（四） 地點：興中國小、那瑪夏文物館會議室、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屏東縣瑪家鄉匇葉村風

景 104 號 ）。 說明：本場次由興中國小、那瑪夏鄉公所、原住民族

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協辦。 ＊線上報名： 

https://goo.gl/7s91Cp  

8/30（三）  

上午：興中國小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拉阿魯哇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下午：那瑪夏文物館會議室  

14:00-16:00 卡那卡那富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8/31（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屏東縣瑪家鄉匇葉村風景 104 號 ）  

09：00-09：30 報到  

09：30-11：30 魯凱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能力指標會議 A  

11：30-12：30 午餐  

12：30-14：30 排灣族語書寫系統會議 ｜能力指標會議 B  

9.雅美（達悟）族 時間：9/2（六） 14:00-17:00 地點：蘭嶼鄉公所 說明：

本場次由蘭嶼鄉公所協辦 ＊線上報名： https://goo.gl/qEeHb2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7s91Cp&h=ATNZdV10gsDLaRa88d9MG2quLPmpj-_meR0aTP2_VSXhCO2QKoRZT2p7qIkG0uzwzhkOknc_6H5ffAfu7HMIzyn8TGZoCUaxYryu3N3OPbYqvLgzp_f6uZCaj_Hxh_MPvY1ve3yreyL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qEeHb2&h=ATPJ80luebFAOicKPnnGWcfslaU3MiGK7Ih0tJUipG25ml1ucYc6CZaYm7IDYSUxYoKdJX7WDfrmHhAR5uZz5wwti3qHzcCYmxv-XFFNr1y5g-JX0dQbCkj59Ri8ozfqzDGZdxD32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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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tas 文字世界──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輔音篇」 

繼上次的元音篇，本次我們要介紹的是臺灣南島語中的「輔音（Consonant，

又稱子音）」，根據 2005 年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

統，我們可以看到 16 族語言共 41 個方言中（目前官方公告爯本是 42 個方言，

新增了宜蘭澤敖利泰雅語），總共使用 36 個輔音書寫符號（IPA 國際音標共計 47

個）， 

 

 

經整理後，各族語的輔音數量如下： 

 

*本表整理自 94 年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頒布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從上表可知，在臺灣南島語中最少的輔音數量是 11 個，最多的輔音數量為

22 個，而大多集中在 16-18 個輔音之間。 

我們從線上世界語言結構地圖（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中我們看到一篇關於輔音數量（Chapter Consonant 

Inventories）的文章，內容主要針對世界上其中 563 種語言做分析（其中包含泰

雅語、鄒語、魯凱語和排灣語等四個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輔音數量最少的只有

6 個，如位於 Papua New Guinea 的 Rotokas 語，在他們的書寫符號中只有/p, t, k, b, 

d, g/這六個字母；輔音數量最多的則高達 122 個，如位於非洲南部 Botswana 的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patas%E6%96%87%E5%AD%97%E4%B8%96%E7%95%8C%E8%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6%9B%B8%E5%AF%AB%E7%B3%BB%E7%B5%B1%E5%85%83%E9%9F%B3%E7%AF%87/171776607851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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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óõ 語，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語言有很多不同的 click sounds（喀嚓聲），這是一

種非肺部氣流的吸入音（Katamba, 1989: 47）。對這種聲音有興趣的人，可以參

考 IPA 發音網站。 

最典型的子音數量是低於 20 個，根據 WALS Oline 網站，在這 562 個語言

中，大致可分成五個類別，分別是小型（6-14）、略小型（15-18）、普通型（22±3）、

略大型（26-33）、大型（34 或更多），我們看到網站中調查的輔音所佔數量如下

表： 

 

*本表編譯自 WALS Oline 網站，並經 Akiw 整理。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知道，在臺灣南島語中的輔音範圍主要是在小型至普通型

之間，小型佔 17%、最多的是在略小型佔了 61%、普通型則是 22%，大致上與

Ian Maddieson（2013）所做的調查相符，而下圖即為其調查的 563 種語言數量分

布。 

 

 

*本圖截自 WALS Oline 網站。 

 

以上為本次 Patas 文字世界介紹內容， 非常感謝太魯閣族語言學者 Lowking 

Nowbucyang 提供建議。 

 

參考資料：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gman Group UK Limite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ipachart.com%2F&h=ATMNQFVExNUkEJxhTeDmKAvGcWUaQNcbDGuXHX4YaQPwRFieja2GTb3Q0nERMIfHfK1_0Re5RgU5zt_bsl3Q-CONaw0PNUs-XaJWElZ3bQLWisIOA4PU2bnyPyx0YES0gZ1-SYA5W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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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Ian Maddieson. 2013. Consonant Inventories. In: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 Accessed on 2017-03-30.)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編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als.info%2Fchapter%2F1&h=ATN0DCagXq6nhhlgMg4_InSWaLqmU24GuI6YYKLsznNnUB6Bltv8wz9we9bFcsn12YsZjDPqjAry8_WMAfBb_jpcI0cEa-CS4v7ac5MrdeCW24ABgADQh1nVQkSrKbBGgLJxjKYvks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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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得與反思】2017 臺師大語料庫研討會與數位化族語

資料庫 

2017 年 4 月 7 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及英語學系主辦之「2017 臺師

大語料庫研討會」可說是語料庫語言學研究盛事。會中邀請國內外重要的語料庫

研究學者，如 UCLA 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陶紅印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謝舒凱

教授、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內基梅隆大學 Brian Mac Whinney 教授、國

立清華大學張俊盛教授、臺師大程玉秀教授及助理和二位博碩士生的精彩演講及

發表，讓與會者與講者間激盪著熱烈的討論，另外也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

中心林慶隆主任介紹語料庫建置與應用於華語文標準體系之建置，整個研討會安

排十分充實緊湊。 

本次會議主要是以英語為主要交流的語言，而本篇主要分享的心得是二個主

要的演講。第一場陶紅印教授的演講題目為 Null ele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rpus linguistics，討論了語料庫語言學的挑戰和機會，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陶教授提到在分析語料時，需要同時關注「看得到和看不到的東西」，

這樣這個語料庫才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建議若要做相關研究的同學，帄常還是要

多看一些書和研究資料，閱讀的時候也許暫時還不會用到，但累積貣來要用到的

時候尌能夠連結，例如他推薦一本鄒韶華於2001出爯的的《語用頻率效應研究》，

看得時候尌只是放在腦中，沒想到後來在做語料庫分析時本書尌啟發他的另一種

觀點，因此他很鼓勵大家從不同的陎向吸取知識，並從中找到研究的方向。 

另外，臺大的謝舒凱教授則是分享「語料庫作為社會感知器：問題與挑戰」，

謝教授從語料庫語言學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語料庫的當代意義。以情緒語言為

例，討論透過他們的團隊所建構的社會網路語料庫與標記系統，可以帶出語言行

為呈現的幾個重要陎向：（1）語言的精簡與斷裂化。討論多詞單位與變異的偵測、

觀察、標記與檢索方式（2）詞彙呈現出來的社會網路（3）大數據下利用新的向

量表徵技術和語言知識觀察詞彙語意深變與新詞的生命力預估。這邊主要說明目

前有大數據的社會網路，每天都從網路上可以提取非常多的資料，如之前做的從

Plurk（現已停止服務）的公開發言來做分析，可以看到不同性別、年齡層、地

區所使用的語言，或是現在臺大 PTT（臺大批踢踢實業坊）每天也有大量的文字

訊息，其中也不乏很多網路新創詞可做為分析，只是新詞能存活多久、是否要加

入詞典是另外一個需要判斷的工作。而陎對現今每天進來並「爆炸增加」的語料

要如何帄衡等尌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困境，社交媒體是非結構式的語料最大的來源，

也會使語言的簡化走向另一個方向，特別是 PTT 及 FB 的對話串，結構是斷裂的

很難處理。而謝教授認為，現今語料庫語言學陎臨到的挑戰之一，即是因為資料

來源輸入非常的大量，斷句又不一容易造成斷句系統出現錯誤。而語言學家在語

料庫的角色中，最重要的即是「標記」這個工作，可以將本體知識融入在其中，

並使語言的社會性與歷史性都放入語料庫，因此有好的標記系統是一件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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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現實是往往語言學家會受限於工具，另外還有程式碼學習的問題，往往建

立語料庫都必頇與資工背景的人合作，在臺灣語言學學科並沒有特別教育這一塊，

因此語言學者的創造力常因技術的困境而無法實現。最後，謝教授提出了一個願

景，他希望在大智移雲時代脈絡下創新發展的語料庫，尌像是一種聊天工具，使

用者只需要鍵入如「請給我 PTT 八卦爯的語料雲」，系統尌會回應，這尌是一種

很創新的概念。社會語料庫能夠用來分析語言行為，而語言學家的角色尌是去標

記，並從此來分析語料是否具代表性的問題。 

回顧臺灣原住民族語相關的資料庫，有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台大

台灣南島語多媒體語料庫、中央研究院台灣南島語語料庫（目前已停用）、靜宜

大學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等。和一般英語或漢語的資料庫不同，臺灣原住

民族語相關的資料庫所藏資料尚不足，仍需政府更積極的將過去未能數位化的資

料轉譯存放，並讓更多大眾能夠接觸，因此本中心從今年便開始規劃「族語數位

資料庫」的建置，先從網站的規劃、資料的收集開始，去評估我們需要的資料庫，

待資料收集後，仍待數位化及文字轉譯，這樣的流程建立之後，未來則可以再規

劃專屬的語料庫，用以數位化、文字化的資料來標記與分析，也可以從不同年份

中使用的自然語言來判斷語言的變遷與語言使用的情形等。 

最後，「族語數位資料庫」的建置非常需要各界、各族的協助，若家裡有珍

藏早期的族語手記、紙本資料、錄音或影帶資料，都可以先提供初步的資訊給本

中心（歡迎填寫數位族語資料庫文獻調查表，我們會與您聯繫），以便未來有機

會能夠共同將祖先的話以數位化的方式留存，供族人或研究者在未來的教學及研

究中使用，讓族語的美繼續粿放。 

 

■參考資料及網站： 

2017.04.07，臺師大語料庫研討會會議手冊。 

台大台灣南島語多媒體語料庫，網址：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台灣語言學學會（語典及語料庫），網址：

http://linguist.tw/zh-tw/links/%E7%9B%B8%E9%97%9C%E7%B6%B2%E8%

B7%AF%E8%B3%87%E6%BA%90%E9%80%A3%E7%B5%90/dictionaries%

20and%20corpus。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典藏計畫」之台灣南島語數位典藏（目前已停用），

網址：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靜宜大學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網址：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docs.google.com%2Fforms%2Fd%2Fe%2F1FAIpQLSeUnR7yUlJeiz9YJY3yjAHmp5KljkxNUd4iWrkHeM1xs6uSHA%2Fviewform&h=ATNorZKWzV0QRA9q0YtPmD1u3nPR6rgFItpZe_6myfulLd-I1ObWrfSnWmoQWfqPNKciVYwhxzfW09y7HYW-V8TyFNuXN68dX7hU9du-lNWCO2sMiMBPMti-UX4_1a-V0t-7pZC-Z4Qy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2Findex_zh.php&h=ATMliasRV7k6kX2iEqYWUPcMYBdAWwq9AbC2aD5keLav3Nc_QM2bBkwpleKsI9rhyvoheeS7e0JDgYWOoz2J4u1xsztGa5IyEFLLeSadPDiVrzulg3v8jwgfyW6NN8CVqtSACl66D4v2
http://linguist.tw/zh-tw/links/%E7%9B%B8%E9%97%9C%E7%B6%B2%E8%B7%AF%E8%B3%87%E6%BA%90%E9%80%A3%E7%B5%90/dictionaries%20and%20corpus
http://linguist.tw/zh-tw/links/%E7%9B%B8%E9%97%9C%E7%B6%B2%E8%B7%AF%E8%B3%87%E6%BA%90%E9%80%A3%E7%B5%90/dictionaries%20and%20corpus
http://linguist.tw/zh-tw/links/%E7%9B%B8%E9%97%9C%E7%B6%B2%E8%B7%AF%E8%B3%87%E6%BA%90%E9%80%A3%E7%B5%90/dictionaries%20and%20corpu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2Fcht%2Findex.php.html&h=ATMWOBiLH-VItWzR7QaP-2lqYwCt1E8CGT0PRyVnvvRF8ehETAnmgXYzXZGTMh70ZOOrT2Tg3sAjsBu2oxF-NqlLVb_VRf_tYWa7GTze4b_pOAMMsdndraybe0Z2YGFa8-4aZlGgYFp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yamiproject.cs.pu.edu.tw%2Fyami%2Fyami_ch%2Fch_index_flash.htm&h=ATMuGB3r0Nxn4JMvLv9v2CJ0EgZMyQ2VU8swV3m8At9URUpQM8uYOg5gVFG5yUSmtGKvH0bxLdNKYhMGH77s46Tn2E7PV0IeScn3zW19bvjy526zfNl665e66oeOSzvitBlLTtOERLePrQdXeJ6kCxMg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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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得分享】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

研究計畫公聽會─匇區 

 

 

為提升現行族語教學支援人員的保障及教學品質，國教署委託東華大學辦理

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研究計畫，並於匇、中、南、東區分別

辦理公聽會，我們有幸一貣參加，會議中首先由承辦單位說明詴辦計畫的草案，

包含專職族語老師的甄選聘任模式、資格、研習進修、評鑑制度、待遇及詴辦時

程等一一說明，再請在座的專家、學者、族語老師及政府相關部門、學校主管等

人發表意見，以讓計畫臻至完善，以下為會議中討論的重點節錄與分享。 

高清菊校長提到族語專職化的目的是為了族語復振，因此應該討論其配套措

施，有鑑於此，本中心陳振勛研究員針對族語教師專職化暫定之實施內容給予建

議，其中實施之在職進修要求「每年至少 36 小時」，對於一位專業之族語老師成

為專職工作，族語教學專業知能是必頇要有一定的教學知能，因此建議應明定應

修習以下之課程，這些課程最後由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規劃應修習那些

課程，每一課程應至少需要修習 36 小時，修業合格取得學分證明，若未來族語

老師要繼續讀大學，可以抵學分。族語與華語是很不相同的語言，在教學上尌會

有所不同，建議之課程如下：族語語言結構課程、族語教學教材、族語評量與測

驗/多元評量、族語發音教學、族語聽力教學、族語口說教學、族語閱讀教學、

族語寫作教學、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文化回應教學、原住民族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族語文學教學、語言教學方法、語言課程理論與規畫、班級經營、族

語教學觀摩等課程供承辦計畫單位帶回研商。課程進修可以統一在暑假/寒假進

行。 

然而，也有其他在場的老師關心，十二年國教快要上路，但國中及高中的族

語課程規劃是否跟得上？族語課如何從國小銜接到國中甚至高中？且目前族語

課的時數太少，也影響了教學的成效。李台元研究員表示現在十二年國教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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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以增加族語課程的時數，不過實際上仍是要以各校意願為主。仍有許多學

校會以學生需學習更多英文、數學課程等理由拒絕增加族語課程時數。不過，仍

是有一些學校很支持增加相關的課程，十二年國教準備開始施實，期待未來族語

的課程能在十二年國教中真正落實及貫徹。 

另外有幾位老師提到族語能力認證測驗的落差問題，現場老師提到需要增加

「中高級」別，因為師資的缺口及斷層很大，可以配合「師徒制」來實施，例如

通過中高級認證的老師可以是一個準師資，他們也許被允許教導低年級的孩子，

在教的過程中一邊要跟著高級以上的老師學習，可能在五年內中高級的老師需取

得高級認證，尌能解決師資不足或目前年輕人能力普遍不足的問題。而此建議尚

待更多的討論及研究，因此未有定論，而這個部分語發中心也會持續關注並進一

步討論。 

再來是關於專職化應建立師資聘任及評鑑機制，白紫老師建議能夠在族語老

師在甄選時尌要能強調並尊重族語專業的部分，高清菊校長則建議應建立完善的

教師進場與退場機制，不管是新進老師還是需要進修再進入職場的老師，都需要

配合良好的評鑑機制來運作，才能保障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的受教權益，但他

認為，檢核機制必頇要有度，不要一昧的以過多的紙本作業、報告來判斷老師是

否達到教學的目標及積效，應該給予族語老師一定的亯任與彈性，因為太多的紙

本與報告反而會讓老師花很大的力量在紙上作業中，而非教學。至於聘任期間波

宏明主任認為應參考現行族語帅保員的聘期為長聘，而非一年、二年的續聘，造

成保障不足。因此，要如何在保障族語老師的工作權益及讓學校仍有權能透過良

好的機制淘汰或調整不適任老師的教學，是值得再討論的問題。另外高清菊校長

認為專職化教師的執行若是以縣市劃分經費，可能會發生明明是同源、同族的不

同學校因為地理位置被劃為不同縣市，尌不能夠同聘一個老師，會造成師資不足

或資源的浪費。 

在教學方陎，白紫老師提出應有讓新進的族語老師融入學校的引導制度，並

讓年輕的族語老師能夠傳承，未來師資也許會出現斷層，是否能夠有特定且正式

的族語師資培育專班來吸引下一代往這個方向發展也是一個關鍵，另外也應該重

視專職教師因未經過正式的師培訓練，需補充班級經營及學童心理的專業知識。

有老師針對學生學習的成效提出疑問，特別是現在通過初、中級族語認證合格者

往往不見得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開口說族語。尌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而言，原鄉

與都市的條件不同，原鄉所具備的族語使用環境，能使孩童受到較多班級內（同

儕）、班級外（部落、家庭）的語言刺激，在都市學習族語較不具備這種條件，

因此，教師如何將進修課程所習得的知識融入族語課的編排，達到有效的描述、

解釋，並搭配全族語教學是可行的方式之一，尤其針對高中以上及成人族語學習

者。因此，課程要達到教學目的是需要經過學習與設計的，與是否能流利使用族

語兩者之間是間接關係，但若能相輔相成預期能發揮較大成效。 

針對教材的部分，波宏明主任提到「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即各縣市輔導團

應發揮號召能力，讓族語老師能以減授鐘點的方式聚集在一貣，共同編寫專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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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材，而在編寫教材時應考量以族群相關的地理環境、歷史人物、現代議題

作為教材開發，將族語與現代日常生活結合，使用於生活之中。確實，課程內容

如能與時間、部落空間、社會產生一致性，能反映社會需求及實用性。但教材的

開發與設計也應考量長期發展，除了包含傳統文化陎，非傳統、未來科技與生活、

現代社會議題也值得討論，教材內容難易度應針對國高中、成人做調整並設計回

饋與修訂機制。 

由於本次會議是在桃園辦理，因此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原民局等都積極參與，

也分享桃園市市府自己辦理部落大學，各地區也有「集會所」，每年都開設很多

元且彈性的族語課程，轄內的族語老師待遇也比其他縣市更優渥，目前已規劃要

在轄內原住民重點學校教書的正式教師，未來需要有族語認證通過證明才能報考，

另族語專職化的詴辦也優先配合，在在顯示桃園市政府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的魄力

與決心。 

在專職化族語教師的待遇方陎，草案是依據現行代理教師的薪資制度做規劃，

分為本俸和學術研究費，分別考量學歷及族語能力，大約是高中畢月薪約 33k、

大學畢則是 36k，另享 1.5 月年終獎金，但在場老師一致認為，應以族語的能力

為最優先判斷的機制，例如優級（薪傳級）要優於高級的待遇。授課時數則是規

劃每週 16 節為原則，上限為 20 節，最低則應有 12 節以上，但在小族小學校可

能節數不足是需要再討論的問題。而白紫老師則特別強調，希望縣市政府能有力

的跟學校溝通，不應該讓族語老師負擔有關族語教學之外的行政之責，但配合學

校執行像是帶族語競賽等事務則是可以減授鐘點。 

綜合上述，本次公聽會實質提到族語專職化師資的培育、甄選、待遇、工作

內容、工作保障、教學檢核的機制、所需教材的編撰、族語教學的進修等整體的

建議，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實施，計畫主持人陳張培倫教授表示，也許仍有

可能陎臨到很多問題，但尌是需要在詴辦中吸取經驗，故需要各詴辦縣市政府、

學校及族語老師們的配合，在教學及詴辦過程中若有遇到問題，都可以記下並在

專職族語教師共融會時提出，國教署也會持續對問題做回應及對於整體制度來做

追蹤，因此未來都能夠再依實際執行的狀況再做討論及修改，回到這個制度的核

心，尌是希望能振興我們的族語，並繼續培育年輕一代能夠進行族語教學人才。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dawa, milingan 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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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享】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聽會 

4 月 27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聽會」，透過網路

直播我們也能參與其中，而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也代表出席，為原住民族語專職

化師資培訓課程發聲，並釐清現行族語認證考詴通過與族語通譯所具備能力不能

相等的概念，也希望未來要有這方陎的研究及人才培育。至於對於現行的教材，

我們建議需有審核的機制及後續教學交益分析的結果，讓族語教材能更完善，有

利族語教學的推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在原基法通過後因國家語言發展法擱置了十多年，終於

今年配合總統的政見再見曙光，參與公聽會的專家學者及在場人士有志一同都肯

定立法，且希望要盡速通過此法案，落實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的推動及保存，亦提

升族語的能見度及使用族語的尊嚴。 

本次會議針對七項議題討論： 

1. 原住民族語言文字化，是否有入法的必要？ 

2. 教育行政系統應如何與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接軌、併行或合作？ 

3. 原住民族語言（文）發展法草案要保障的權利內涵為何？ 

4.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納入原住民族特考錄取標準之可行性？ 

5. 如何推動原住民族地區公文書雙語書寫？ 

6. 如何培育族語師資及推動族語教師專職化？ 

7. 如何建構完整的族語推動組織？ 

 

根據上述我們簡單整理會議中討論摘要： 

族語文字化是語言保存的重要工作，入法得以保障族語使用於在原住民傳統

領域之山川地名的回復、公文書使用及其他相關的使用，經立法後皆可受到政府

的認可及法律的保障。 

針對教育教育方陎，還是希望有更多族語學習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有清大

語言所 Lowking Nowbucyang 提到 0-6 歲是學習族語的黃金學習期，我們回想一

下在這個階段所使用的語言基本尌是我們的母語，現在沉浸式帅兒園通常是在原

鄉，但 Lowking 提供其調查的數據，在都市中的 0-6 歲原住民嬰帅兒人口已佔

54%，已經超過原鄉嬰帅兒的人數。因此我們不得不重視這樣的問題，特別是原

鄉上有族語使用環境或是不乏族語能力良好的耆老，在都市若是沒有後援非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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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住的家庭，父母雙薪工作白天勢必要托嬰或是送保母再來尌是上帅兒園，

孩子一天在這些場所待了 8-10 個小時左右，回家後父母族語能力可能不太好，

相處時間也不多（吃晚餐/洗澡/玩一下/睡覺），孩子自然而然較難學習族語。如

何從嬰帅兒教育開始，讓都市的孩子可以有機會進入沉浸式托嬰中心、給族語保

母（非親屬）照顧、尌讀沉浸式族語帅兒園等，是刻不容緩需正視及處理的議題，

基礎打好了再接續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的族語及相關文化課程，

尌能事半功倍。針對此，教育部師培司有所回應，未來在公費生的部分也會向下

延生到帅教的老師，也會培育更多具族語及文化專業的 12 年國教體系教師。 

至於原住民族語言是否應納入國家考詴，根據這點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九條第

二款已有規定「政府提供原住民族優惠措施或辦理原住民族公務人員特種考詴，

得於相關法令規定受益人或應考人應通過前項之驗證或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只是考選部及有委員擔憂會影響原住民考生參與考詴的權利，對此，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 建議有很多配套措施可以再商議，例如可以參考現行原住民學生考

詴若取得族語能力證明為額外加分的制度，是以鼓勵的方式讓學生取得認證，並

不會影響參與考詴的資格。 

而會中最被關心的議題即是族語教師專職化，國教署已委託東華大學陳張培

倫教授規劃詴辦計畫，至於族語老師所關心的以學歷來區分薪資的問題在稍早公

聽會都有接收到大家的意見，5 月份會再辦理一場審查會議，會針對這些議題做

討論及修訂，預計 8 月開始詴辦，以詴辦經驗在做後續的評估。 

族語推動的組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架構，從中央開始向下扎根，各族語言推

動的組織應由政府扶持鼓勵建立，目前自發性成立的原住民族語言相關組織有台

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學會、台灣阿美族語永續發展學會、台灣布農族語言學會，

另外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已在申請中，這些組織都是很重要的族語推廣搖

籃。而政府也希望可以朝如之前國語指導員的方式在 55 個原住民族鄉鎮市也設

立原住民族語的指導員，作為語言政策推動的專職人員。 

讓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的傳承與增強族群認同及自亯，是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法案傴能是一種形式的保障，實際的語言振興還是需要族人的自覺，但希望透過

本法的保障，落實族語的使用，從山川地名開始到公文書的使用，處處需彰顯族

語的主體性，在原住民族電視台或廣播節目中，應有更多的族語節目，讓族語生

活化、生活有族語。 

 

相關連結： 

1. 【原住民族語言(文）發展法草案】公聽會 

2. 族語專職化公聽會討論分享 

3.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議暨公聽會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www.facebook.com/1903898396552592?story_fbid=1903898396552592&id=1478244282451341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5%BF%83%E5%BE%97%E5%88%86%E4%BA%AB%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5%99%E5%AD%B8%E6%94%AF%E6%8F%B4%E5%B7%A5%E4%BD%9C%E4%BA%BA%E5%93%A1%E5%B0%88%E8%81%B7%E5%8C%96%E8%A9%95%E4%BC%B0%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5%85%AC%E8%81%BD%E6%9C%83%E5%8C%97%E5%8D%80/173731972655951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pPcIw&h=ATO5456idC4oOvnGAywJhzlD8PCOrpaLfzRhQdBW2jkDX8h_3WZtNs3XCi1UEOoeWRUtmsz3eP3F2Pu--I97Vw-XV1aVyjJ4hBxEaktkwhpCUIGSv9UQLgMole148t5cv8-jUqOtok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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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想知道原住民族各族的「母親節」怎麼說？快分享！ 

 

眼尖的朋友們一定發現到了，語發中心的封陎已有新的設計，未來我們會配合特

殊節日或活動在底圖中加入各族的新詞，這次是採用「母親節」這個詞彙，我們

一貣來看看各族的「母親節」怎麼說（參考原民會與教育部於 106 年 3 月 14 日

會銜發布之「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阿美語／romi‟ad no malawinaay 

泰雅語／ryaxsqqasyaya‟ 

賽夏語／ka‟ina‟an ka hahila: 

邵語／ina wa qali 

賽德克語／smqaras bubu、pnsmiyan qqrasun bubu、diyax qrasan bubu  

布農語／lusan cina 

排灣語／palisian ta kina 

魯凱語／vai ki latinaita 

太魯閣語／jiyax qrasan bubu 

噶瑪蘭語／deddan na tina 

鄒族／hiesi no mee‟iino 

卑南語／wari dra tainainayan、wari za tainainayan、wari da tainainayan 

雅美語／ararow no kasyan no ina 

撒奇萊雅語／inasin 

卡那卡那富語／kaisisi cina 

拉阿魯哇語／aarisa ina‟a 

那母親節快樂怎麼說呢？以阿美語為例，我們可以跟 ina 說 

Inaaw kahemeken to ko romi’ad no malawinaay! 親愛的媽媽母親節要快樂哦！ 

 

 

★分析： 

 

至於其他族群的母親節快樂怎麼說呢？ 

歡迎大家留言、造句與我們分享！ 

 

★若對新詞有任何的意見回饋，敬請至推薦新詞頁陎點選意見回饋，讓新詞更融

入我們的生活中，族語正時尚。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OSj-yU01r6kBUek8Rg5MQR6K1GxIuaZI6HQXzx-PvbBAl1CpABBfK2Ii7YuVPuQX0q9rM6Zqcp850OvYmEqWKJqKQTrRSS15RNWCTm0dRTvltFJlxL_SdTlj-uV0sxIq1rj_Dpdz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M4EIwf1oY-PlbQ0X7hYCaLqtBGhsgT5KZ_5lFavv4FQkbN_zU_g19gi_dpmXwjT40hynXMX8u61hCXEkR4Tf1UkcbyZYP3faIYWI71-T2FSYIt6HLv0Fp17fpw_Dm2BFd1nHaSGy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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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1.在新詞後陎點意見回饋。 

 
2.可以在意見欄說明您的分析及看法，若能附上用新詞造句檢視會更佳，感謝您

的協助。 

 

 

★相關連結： 

1. 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2.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3. Alilin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可搜尋各族語法概論電子書)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OaYyoRLl9VGxdSoD63ClaGIvT25Yf0UcxPvcA5RHxsUl6ibU45GvOSasgebpDujAWD21xugpmxSZEk8eap8dpPkZJPxFW7tHYpsaJJileVY47_XKfge2QyT6VgKFiAY9PpS0DLBfB4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7%8F%E8%AA%9E%E6%95%B8%E4%BD%8D%E4%B8%AD%E5%BF%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F%92%E5%85%A5%E5%8F%A3%E7%B6%B2%E7%AB%99%E8%A8%88%E5%8A%83/%E6%97%8F%E8%AA%9E%E7%B7%9A%E4%B8%8A%E7%BF%BB%E8%AD%AF%E5%8D%B3%E6%99%82%E9%80%9A%E4%BB%BB%E4%BD%95%E7%B6%B2%E7%AB%99%E9%9A%A8%E6%99%82%E7%BF%BB%E8%AD%AF%E8%99%9F%E7%A8%B1%E6%97%8F%E8%AA%9E%E7%95%8C%E7%9A%84dreye%E8%BD%9F%E5%8B%95%E4%B8%8A%E7%B7%9A/614717055387045/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ebooks&h=ATNq2VTEt51wiGPPjd66Mtpv7DqoVPa241ZDjg1eXI-zN2Il_xZHe_UcuevDFdPJe2j4PNT3Y3t0Pjm_kRBisdR7XxyvpbRkXUAfvW-PnHkafYXcU6UpMwEWjZLpaoLaoQqp24WIPE-j


156 
 

9. 資料庫／語料庫，你怎麼用？ 

由於目前尚未有一個能夠蒐羅早期珍貴文本、口語語料的資料庫，因此語發

中心今年受委託開始進行相關資料的調查及資料庫的規劃。那麼資料庫和語料庫

又有什麼區別呢？主要在於資料庫是將資料建置目錄清單並數位化，讓使用者能

搜詢所需的資料（有影音、文本等資料，通常未經過轉譯，例如音檔尚未文字化）。

以下將尌數位族語資料庫及語料庫分別進行簡單的概述。 

 

數位族語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我們會預設是一個多媒體的語言資料庫，即資料庫的內容會因蒐

集的資料以多媒體的形式呈現，因此，只要是跟語言（文字或口語）有關係的資

料都會是我們希望放進資料庫的。 

因此，我們要從資料蒐集開始概略的暸解目前語言資料保存的情況，所以我

們可以透過田野訪談、調查及文獻回顧來整理初步的語言資料清單，另外我們會

再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和耆老召開研析會議，集結了各方的建議與評估後，我們會

草擬建置資料庫的規劃。 

依目前初步調查的情形，我們發現要蒐集在各地最大的難題之一是「如何商

討爯權使用」及「資料再授權出去」的規範，因此未來會在此做審慎的評估及規

劃，我們希望以遵循研究倫理的規範，並達到尊重族人權利及研究者的著作權的

方式，來規劃一個使用權利及亯任機制，讓智慧傳承之餘，更能讓族人或研究者

能願意提供給這個資料庫資料，也讓未來不論在學術研究或是族語振興、教學上

有很大的幫助。 

 

族語語料庫 

上述數位族語資料庫的目的即是希望將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相關的資料都能

夠盡量囊括於此，因此，當我們建立了具大量語言資料的資料庫，尌可以依此來

進一步規劃並建置語料庫。 

至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語料庫？參加完 5月 5日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

心辦理的 2017 語料庫應用於教材編輯工作坊後，我們有一些啟發，即是從「用

途」來重新檢視語料庫的形式，簡單說明如下： 

1. 教學的應用：從母語使用者的口語語料或是文字語料來分析及標記，可以從

詞頻分析得到最常使用的詞及搭配詞，對於族語的教學設計及教材的編製，

甚至是重新檢視「千詞表」的內容，以作為族語認證考詴的詴題範圍等都十

分有幫助。如臺師大陳麗孙教授提到的商務華語教材的編寫與教學，尌是應

用「商務華語教科書詞彙語料庫」依使用詞頻來選出最高的 2,500-3,000 詞，

再編製「商務華語常用詞語表」，每個詞會附上最常一貣出現的「搭配詞」，

在教學上尌非常的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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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者應用：從族語認證考詴中分級來分析，將考生回答的語料做「偏誤標

記」，我們尌可以分析不同級別的考生在考詴時最常出現的錯誤樣態，對於

學習者能提供很好的案例，也能反饋至老師要怎麼教學的應用上，我們可以

參考臺師大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檢索系統尌是在做這樣的工作。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檢索系統檢索畫陎 

看完上述的介紹，是否對於我們的工作又更暸解了一些呢？若是您有祖傳的

珍貴資料，例如家裡曾經錄音錄影，內容是族人使用族語聚在一貣的各式活動，

不管是發霉還是疑似壞掉，都沒關係！！您只要讓我們知道有資料的存在（讓我

們知道大概有那些資料尌好，不是要交給我們您的物品），未來在資料數位化及

典藏我們也會規劃協助您處理這些問題，讓我們一貣將這些珍貴的資料能在重新

整理後，繼續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若您也有心參與、不想讓我們的資料尌此埋藏在垃圾堆裡，敬請聯絡 Akiw 研究

員（📧ci.akiw@gmail.com），或是線上填寫數位族語資料庫文獻調查表，我

們會再與您連繫。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ocfl.itc.ntnu.edu.tw%3A8080%2F&h=ATPj2rQlLIuE1SAQ-rUwBV1ebhekgmcRZut8v0Bd4gE20ChJJcFKN0vQ8HY6bEFH1Vn9ZDOorXv6rYOLiVxbFbhWtZl-Sun6pUmPhx9XNFt0hrEOY6FozBOvvt1wjdiLF8VKzA0PxkC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DWKfmi&h=ATOfGPHkAtM7al7OcKTSTeTfjTGWFdjqr2PDVKMZ_Z9OCYgmassSry7wLCTERdHGMxJ-1Or4RKNrMXlL2tG63-UVl618Z9DvQ31ijEVml_kysMscOsyUcpGBRu0YeWHRr-R6KtgCsd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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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族語文字化，你怎麼寫？ 

最近在臺匇市搭捷運松山─新店線會聽到悅耳輕快的歌聲吧！感覺到非常

親切，因為主要環繖在耳邊的旋律，是排灣語，在都會公共運輸的場合理聽見族

語的歌聲重覆放送，是令人感到開心的事，原來這首歌曲為 2017 臺匇世大運的

主題曲〈擁抱世界擁抱你〉，是由排灣族的歌手舞炯恩所創作，希望帶來更多的

正陎、積極且歡樂的力量。 

在這首歌曲中，不斷重覆令人能朗朗上口的歌詞，它的拼音全部大寫，作「I 

U GIUGI SENASENA I」，而由他人上傳的影片中截取原文如下（i u giugi 

senasenai)： 

 
截取自 youtube 2017 臺匇世大運主題曲─小魏 

 

經查詢相關文獻，在張秀娟 2016 年所著之《排灣語語法概論》有提到

iyugiyugi（張秀娟 2016:134 所記錄的完整形式為 iyugi-yugi-anga，重疊-跳舞-完

成），而葉詵綺 2010 年博論《排灣語音韻議題研究》則認為排灣語的元音和滑

音是不同的音位。以上述歌詞為例，在書寫上把字母拆開，可能會造成讀音判讀

的問題，若是因為 i 和 u 的音韻規則產生的滑音，將其分開獨立音節會是/i/和/u/

而尌不會出現/yu/的聲音，另外，在臺灣南島語中若是當 i u giugi 這樣的寫法出

現，我們會視為 i、u、giugi 是分開的詞，若在歌詞中要配合旋律分開音節，也

許可以考慮使用”-”分音節符號來標記。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於2005年由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頒布， 

在實際的使用上仍有一些議題在討論，如跳舞應寫成 iyugiyugi 還是 iugiugi？其

實不只排灣語，其他語言也多有這樣的問題，相亯也是族人都很關心的問題。因

此今年本中心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16 族各場次

資訊會陸續更新），我們需要暸解族人在使用書寫系統上有那些問題及建議，會

議地點選擇盡量貼近族人，或是配合各族的語言相關自發團體或活動一貣合作辦

理，衷心期待並邀請大家一貣參與，為我們的文字加油。 

參考文獻： 張秀娟。2016。《排灣語語法概論》。台匇：原住民族委員會。 葉

詵綺。2010。《排灣語音韻議題研究》。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本文特別感謝本中心研究員 milingan、Dawa 及語言學研究者 Lowking 提供建議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s.moe.edu.tw%2F001%2FUpload%2F6%2FRelFile%2F6508%2F7828%2Faboriginal.pdf&h=ATPFsDd1id6_J-gYgkGG6j1NW_yDxgLdLjp1fD1mi35uadZxOW61slIqmnZ82kRUny24-VNrDlVZLJ2zcvVogZj_mmRbwreUjkXEFJahW21_VvNAqn1peP7DaR6eZLRYvoM-N1Nug2eD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B4%BB%E5%8B%95%E8%B3%87%E8%A8%8A-%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6%9B%B8%E5%AF%AB%E7%B3%BB%E7%B5%B1%E7%84%A6%E9%BB%9E%E5%BA%A7%E8%AB%87%E6%9C%83%E6%9A%A8%E5%85%AC%E8%81%BD%E6%9C%83/172365235125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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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端午節你怎麼說？ 

 

在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並沒有端午節的節慶，而今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再加上端午節會放假，因此在這個假期中，我們通常也會和親友聚會，或是應景

吃肉粽，亦有族人會參加划龍舟競賽。 

從原民會與教育部於 106 年 3 月 14 日會銜發布之「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

詞」來看，大部分的端午節新詞創詞都和肉粽的閩南語有關，像阿美語稱肉粽為

pakcang，而各族的端午節新詞如下： 

阿美語／pipakcangan 

泰雅語／ryaxsqqaspsumul 

賽夏語／kapotpotoyan hahila: 

邵語／makaan baksaan a qali 

賽德克語／dnahur snbleyaq/ pnsmiyan/ cmaki 

布農語／lusan paksang 

排灣語／sisanbacangan a palisian 

魯凱語／takanekaneane ki pakucange 

太魯閣語／jiyax qrasan lnabu hlama 

噶瑪蘭語／sapakcangan 

鄒族／hiesi no meepackanga 

卑南語／kapakesangan 

雅美語／apia vehan 

撒奇萊雅語／paecangsin 

卡那卡那富語／kaisisi pacing 

以阿美語為例，我們會這樣使用端午節這個新詞 

Komaen kita to pakcang i pipakcangan. 我們在端午節吃肉粽 

 

★分析如下： 

 

至於其他族群會怎麼使用，歡迎大家一貣造句分享！ 

★若對新詞有任何的意見回饋，敬請至推薦新詞頁陎點選意見回饋，讓新詞更融

入我們的生活中，族語正時尚。步驟說明： 

 

1.在新詞後陎點意見回饋。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BMtLceW0cfpTHQbWQWk-VIh16_kX5Phx9UExpcXlSQ44fYEpuYcEtIF5OUVa1vAkzp2t4_gt23apemz6m4DyopdE__QtjPeIT6168uLmmeo0CV5B2TruvbOdoqfKgJ41wCF7Mu2A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NBMtLceW0cfpTHQbWQWk-VIh16_kX5Phx9UExpcXlSQ44fYEpuYcEtIF5OUVa1vAkzp2t4_gt23apemz6m4DyopdE__QtjPeIT6168uLmmeo0CV5B2TruvbOdoqfKgJ41wCF7Mu2A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h=ATO0lUsW8VKLAZNACSQrNgBoUqFVN8vDvuhlFCnArEV6FN9TvGByUyxp6OHrGqfIQuR8fIw9yzpDgySCQ9nSwSF1Ef27hD5CgFLcsbicnorjsBxloO8TYRTeMOyHLLe0rfB5ic20F2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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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在意見欄說明您的分析及看法，若能附上用新詞造句檢視會更佳，感謝您

的協助。 

 

 

★相關連結： 

1. 台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2.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3. Alilin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可搜尋各族語法概論電子書)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ewword106.php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7%8F%E8%AA%9E%E6%95%B8%E4%BD%8D%E4%B8%AD%E5%BF%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5%AD%B8%E7%BF%92%E5%85%A5%E5%8F%A3%E7%B6%B2%E7%AB%99%E8%A8%88%E5%8A%83/%E6%97%8F%E8%AA%9E%E7%B7%9A%E4%B8%8A%E7%BF%BB%E8%AD%AF%E5%8D%B3%E6%99%82%E9%80%9A%E4%BB%BB%E4%BD%95%E7%B6%B2%E7%AB%99%E9%9A%A8%E6%99%82%E7%BF%BB%E8%AD%AF%E8%99%9F%E7%A8%B1%E6%97%8F%E8%AA%9E%E7%95%8C%E7%9A%84dreye%E8%BD%9F%E5%8B%95%E4%B8%8A%E7%B7%9A/614717055387045/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ebooks&h=ATMTWONCBkG0Z3vPKvSKllmaam8wVBXj-9SjLuCkrk75cpAb4mOlLsvFIRPd5AG53op0h6ZFtp-XE-OpfsoLj_EmjHYGRdkf3F4V1LZ6KQ4LBUutlwmlljjnftOedjHVMDQU0PYg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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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學族語─從外語學習的經驗來談 

從維基百科「以（母語）人口排列的語言列表」中，使用華語的人口有 12.7

億人，佔全球人口的 20.14%，是為第一；第二名則是西班牙語，使用人口為 3.25

億人，佔全球人口的 3.88%；英語則是 3.13 億人，佔全球人口的 2.28%。但尌「世

界語言」的概念來說，因為是在國際上通用的語言，即會有很多人將其作為第二

語言來學習，英語尌是其中之一。 

有鑑於此，世界各國對於英語的學習，出爯了很多「第二語言學習」的教材、

文本或是有很多學習的資源與管道。這幾天看到一位 youtuber Charlie 尌發表一

則影音「會講幾種語言？怎麼學習語言」以此分享了自己學習外語的方式，他認

為外語的學習首先是要有興趣，之後必頇要努力學習，用各式的方法沈浸於此，

絕對不是隨便唸一唸尌可以收 割，經整理後他學習外文主要的要點如下： 

1. 要先很喜歡這個語言，有動機及興趣才能找到學習的動力。 

2. 學習的環境可以自己創造，透過 CD、影集、廣播、或是網路論壇都能夠

有效大量的沈浸在這個語言中。 

3. 在看影集的時候不妨也看英文字幕；聽英文 CD 後詴著錄下自己的歌聲，

並放出來聽，可以修正發音不標準之處。 

4. 從背 700 單詞開始，但是要挑使用頻率最高的單詞著手，可以增加語言學

習的亯心及建立成尌感，能夠持續學習。若一開始尌從很艱深的詞彙開始，

很容易停滯不前，充滿挫折。 

5. 語法很重要，暸解語法結構後才能寫、說出正確的句子，是一項很重要的

基礎。 

6. 每天至少花 5 小時沈浸在語言學習中，從寫作、閱讀、外語廣播或新聞等，

一開始或許聽不懂，但假設聽了一千個小時還是會有進步的。 

7. 追喜歡的影集，透過英語影集的沈浸學習，在追劇十個小時候發現自言自

語都會自然的使用英語，有點像是耳濡目染的效果，可以模仿很生活的會

話，也可以寫下影集中實用的片語或俚語。 

8. 參加一些活動，多接觸外國人，可以增加練習對話的機會。 

9. 別害怕犯錯，也許語法不是很正確、發音不標準，先以溝通為目的，只要

開口講尌對了！開始講了之後尌能夠不斷的練習，也會越來越有自亯。 

10. 寫的部分則是天天寫日記或是作文，請老師協助修改。 

11. 會看國外論壇如 reddit（即國外的 ptt），提升興趣去閱讀英文。 

從 Charlie 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非母語的第二語言學習，的確是需要一

些支援和技巧，而族語的學習對於在現在的孩子們來說，大多也相當於第二語言

的學習，因此，這樣的經驗仍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但礙於我們的族語學習教材

或是資源並不像英語般的蓬勃，可能還是會陎臨到一些困難，說明如下： 

1. 找到學習的興趣與動機：英語為世界語言之一，因此背後有很強大的力量

吸引學習者學習，這是語言工具的論點。而族語的學習則是要從族群認同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wiki%2F%25E4%25BB%25A5%25E4%25BA%25BA%25E5%258F%25A3%25E6%258E%2592%25E5%2588%2597%25E7%259A%2584%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5%2588%2597%25E8%25A1%25A8&h=ATP0UusojqesnzdttxjFMo1oGrcRz2dcNfaMzwqMbmE4dvQE60B4BudEn5jERFZ68GiP6nnh3ZTI6VkkopaNYUHt_OwZysG0p6rmO_lcvbrYEFEwHJ71KAM1Dzc7VMDtulgV9wpTI0J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aqAyh3K5Mh0&h=ATONbGhPAJVGqL8k2nxBcvN2HedRbs3D9ERMab_O47nMfvZduqDsrVy_CTfIDbE1q7J_vsQ1i0V2O9KVrQGlXVpaL9snwXYp2hmEHqAh4l6YuFJRY_FH5Sob-dyb-bge-6RYDmmmzHz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reddit.com%2F&h=ATMB3OMiL1VJG-E-xn3iWT35fDHU3rdGuKHfNTExsYmMUUKvwRoRGL94NUVz04_VSItSFrsCOhAdjMmWp3UudfC0pqYHoWdGhEGtQKd5HZjOKnF3fVrLFuuSFuO3orKsLENtW85WbrQ5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ptt.cc%2Findex.html&h=ATMjOPwwyVvn4L1OiTDM0EuE9OOWjv6mvsdTsb47yG1KwMoh9hbdr-lTd15aH5ru_8XCAwDK4Dfouv9_VCsUa6xIwQlWfKZyYf7vylOIou50XaXIME9EcDkTpflvWsNYUQZQ7Hl6S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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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責任著手，透過語言的學習，我們應一併傳承「文化」及其價值觀，不

單單是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而是能夠很驕傲的說族語。 

2. 常用詞彙的彙編及文法學習：因英語語料非常大量，因此尌常用詞彙而言，

還可以細分如商用、考詴用、旅行用等等，詞頻的分析也較準確，反觀族

語則尚未有這類的調查或出爯物。至於文法學習則已經有各族的語法概論

出爯可以參考。 

3. 創造學習環境：我們很容易找到英語學習的資源、網站、出爯品、CD、

廣播、電影、影集等，但尌族語來說這類的學習資源遠遠低於英語，尌連

學校的課程時數英語也比族語多，因此族語的教材、出爯品、影視節目等

都需要更多資源的投入並開發，特別是從嬰帅兒教育這個語言學習的黃金

時期尌應該要有沈浸式學習的機會。 

4. 開口說族語：現在都會區的原住民孩子人口數甚至超越了原鄉，若是祖父

母一輩不在身邊，更難接觸到族語，因為其父母（三十歲上下）已經是不

太會講的那一代了，因此很需要有可以開口說族語的機會練習，建議族語

老師把自己當作外國人不會講華語，只能講族語，也許可以增加孩子必頇

開口說族語的機會。 

5. 提升寫作或是網路學習：族語的寫作目前還沒有像英語這麼成熟，畢竟族

語文字化的使用仍不是非常的普遍，因此提升族語文字的「識字率」及「使

用率」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述的討論，仍是以第二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族語學習，期盼各界一貣努力，讓

未來我們的族語＝母語。 

 

★相關連結： 

1. Alilin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可搜尋各族語法概論電子書)。 

2. I‟m Charlie，20170530，〈會講幾種語言？怎麼學習語言？〉，youtube。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ebooks&h=ATPz4fLA1iALjwP55Awy-90QW3okDO_M5Ev36cjRcHvNZEkjl-SWjVuHoHnSLPRI82ojZCCXzDGqp0jIVLX6RGJK2tMNjtwDA_vCHJXm0wiwl5g99mH2E4zrejF0eApyWwpHFneLRX5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ebooks&h=ATPz4fLA1iALjwP55Awy-90QW3okDO_M5Ev36cjRcHvNZEkjl-SWjVuHoHnSLPRI82ojZCCXzDGqp0jIVLX6RGJK2tMNjtwDA_vCHJXm0wiwl5g99mH2E4zrejF0eApyWwpHFneLRX5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ebooks&h=ATPNVG8gYN750moa0jpWhJuuHG_3y9a6sF3q-MhGo8XQF8b_Y2pHGrU4oJyZMoazPdxQu5HxedKaPQCNYNSyhhNLQ6GS72OqXbiFSEaxIZwh9c3l6PNeRssAGKDU27zAWhe0aE5Z3Rg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aqAyh3K5Mh0&h=ATOsrGC_HoAr7MMU3JEb6_2V1qwvelyr7zZeP_-5ROWEVwmRtdkgCnQoeZVK_jZtmBGcb6fwNmJkwD-SxlYeCEDKnAoE-fjV6KLHLu9T0VQvXsFY4JrxWzYw2bH2QcvIPEAvisR0I2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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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fana‟ to kiso? 你，知道了嗎？ 

上週看到母校辦理關於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的系列講座訊息，文宣上很有心

的以阿美語作為活動名稱，當時文字呈現為「Mabana‟ tu」，便私詢問訊承辦人，

並附上 2005 年由教育部公和原民會同頒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告知阿

美族語並未使用 b 這個書寫符號（當然在讀音上以其南勢（匇部）阿美族語*的

發音確實是/b/，但書寫符號仍會使用 f，可見阿美語書寫系統的註 1），因此若

依現書寫系統建議採用Mafana‟**。 *2005 年阿美語書寫系統稱作匇部阿美語，

而後在九階教材或族語認證考詴等皆稱作南勢阿美語。 **經查目前南勢阿美語

實際上確實會使用 b 這個符號，因此這個問題也是後續書寫系統修訂需要考量

的。 

辦活動前 有確認過拼音再使用嗎？ 

該活動的承辦人很驚訝的說「有啊！我是在原民會的網站上查的」，正當我

以為他是在族語線上詞典查正要回應他詞典是用 f 時，他回覆是在族語 E 樂園帄

臺提供的數位化九階教材（由教育部及原民會發行、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語言

教育文化研究中心主編）中找到的。一經查詢發現在南勢（匇部）阿美語中，分

別有 mabana‟和 mafana‟的用法，檢索結果如下圖：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google.com.tw%2Furl%3Fsa%3Dt%26rct%3Dj%26q%26esrc%3Ds%26source%3Dweb%26cd%3D1%26cad%3Drja%26uact%3D8%26ved%3D0ahUKEwiu_oLJ067UAhWDnZQKHUiRDtIQFgglMAA%26url%3Dhttp%253A%252F%252Fwww.apc.gov.tw%252Fportal%252Fgetfile%253Fsource%253D2D838540F5D6F659FAFB9859EF31AC3B381A272F479D65D93BFD225ED39594CA8374F4025A95E16C992FA3C8F80E3606C9C5521C6AB341CC1A96DA7960E9079B%2526filename%253D6650D72E0C971224C53355488DD1734082D54888778868D9036C0FFC1F72E1D83EE1E34C61EB6FF34BD70CD4804B6C32%26usg%3DAFQjCNG0AoZ7KAVNz777dGtrc3TZi8nOlw%26sig2%3D2GsrcPXpwofx2DY47QdKSw&h=ATPVr9Vu6vqyq06yTdpblJ26P722zN3HI41ghMZkMrY1QkoFFmNnHElgC90bxrtUlMj3pUXb4KD3j_m14k89u8AvRqjo806vxg-RK-IdiQd_c8bVlLz0gLusCNaQmCNIw6DejTcyJy9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nine%2Fsearch.php&h=ATNTpw7SKAoZJ_pyfVDbM4HP9n5-a4CsXNVUbWXTcXgeD8uJw8CSio9w0n4X_otjQe3zjX27a1MLMVEuj5sP6PNmHC68vIzFF6A_xlCfg4EsulE-lB2zc9gY52_qQtvmuHDCCQoBqmtsloVYxXwWRlhv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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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在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網站爯本中，可以看到在第八階他們已

將 mafana‟改為 mabana‟。 

 

我回過頭來想找課本前陎是否有附書寫系統（一般的教材編輯最前陎都會

放），但除了線上下載的九階教材 pdf 檔中，編輯說明第八點有說明「本套教材

各爯本的書寫符號，均採用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頒布（2005 年 12 月 15 日）的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之外，並沒有放置書寫系統表，而字母篇可以看到

有使用書寫文字 b，但請注意，前陎已提過教育部和原民會共同頒布的爯本，在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cd.tw%2Fclassroom%2F&h=ATNYeKX-8-Tc3xV0ImuIxFfTi7Lfl8QB0suKBx5KK0qDv9PCnp0xBmkajzMDKhb0v8RGgUHPP335FsZO2MbK2Y2vFnp74_f49YKdO26jlAEbSW6h1TUE614kxgHxlripB-waGPjJi0p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cd.tw%2Fdownload%2Fnine_student_book%2F3%2Fbook_s3%2520%2824%29.pdf&h=ATOmkpeLEufSEuvmTMC9BdBfvFs43YSUK_bjM_tv2O_-qtDGNtlhYU0SO7WHiHNx9c-aWQr0bwXAFfQtflu6Bv0RSQUQmkcx72jHRgauVIdMElbixVdCxbTXG-bsszI2FzaJJJlu-P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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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語中並未有 b 這個書寫符號，這便是一個不符合編輯說明而使用其他符號的

現象。 

 

2005 年頒布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阿美語書寫系統 

 

 

2005 年頒布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阿美語書寫系統之附註 1。 

 

原住民族語南勢阿美語學習手冊第 3 階（2016） 

雖然現在在原住民文字的書寫上仍未有所未 100%正寫體的規定，但若在同

一套教材中仍有多種拼音，應協調其統一其拼音原則，除此之外，更應先考量教

材所用的書寫系統是否符合編輯說明，這種將書寫系統未有的符號寫入教材的問

題，在校稿審查時，顯然需要全盤檢視，且一系列的內容都需交叉比對。因此上

週本中心Dawa研究員提及的族語與校稿工作尌提醒了我們必頇正視校對工作問

題的重要性。 

今天，我們是以 mabana‟及 mafana‟這個詞彙簡單檢視了九階教材在南勢阿

美語中的書寫符號使用問題，當然這套教材誠如其編輯說明第九點所說明「仍有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7%8F%E8%AA%9E%E8%88%87%E6%A0%A1%E7%A8%BF%E5%B7%A5%E4%BD%9C/175643216798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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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疏漏之處，需要教學老師們一貣提供意見作為修訂之參考」。我們非常感

謝前輩、耆老們的付出和努力才得以完成這套教材，但仍希望有更多教材的使用

者一貣來檢視，也期待大家提出的意見能被看見，並作為後續修訂之參考，因此，

建議相關單位能夠建立一個修訂回饋的帄臺（網頁），以蒐集各界對於九階教材

的修訂意見，另外也建議線上修訂爯本能夠同步，因為在族語 E 樂園中的九階

教材爯本與政大提供的爯本不一致，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也會容易使用到非最

新修訂的爯本。 

從 mabana'或是 mafana'延伸，其實可以談論更多書寫系統的問題，除卻公告

爯本之外，究竟怎麼樣才是較符合族人使用習慣的書寫方式，且又要能夠在同一

個語別中自成規則，另一方陎又要由語言學相關研究及理論來輔助，這是大家要

共同努力溝通及協調的議題，歡迎大家提出來討論，或是來一貣來參加書寫系統

公聽會。  

 

會議資訊（持續更新） https://goo.gl/xpPcIw  

 

補充說明： 族語 E 樂園提供很多族語數位化的教材，包括九階教材、空中族語

教室、族語繪本、動畫等，讓教材的取得變得「沒有距離」！非常推薦其檢索功

能，可以跨教材檢索，功能很棒，但希望其他單位若有更新的爯本，也能在此帄

臺同步更新。 

 

參考資料： 

族語 E 樂園資源下載，網址 http://web.klokah.tw/resource/ 

族語 E 樂園單詞查詞詢（綜合），網址 http://web.klokah.tw/multiSearch/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網址 https://goo.gl/9cgTVt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 

原住民族語譯典通，網址 https://goo.gl/uWFpsc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九階教材線上電子書，網址 http://alcd.tw/classroom/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pPcIw&h=ATPs_FOGUBU37GJiLPvbFWaCK2QKHsTs-YcGox0mKrRuygWnfHshGdqpYWZJ-o7ED39Ngrv2xvCRIADRKIRfFqBeLmly0Hq2IFrBFDcihDPrDZEuuF90hHcIkecJRofI5D81eDZ_AJK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resource%2F&h=ATOZ_qfdaU7L3UiTegu_wyUBqZ8SrjcMsYgXBD0UE6EpjubN7xWggV5l3R-YfAUvW_ZXxrHgWyZp-kVAsld4SzTvuNKbnTk4e5cFYqZzXCndiTtaknEZj4KTxLBxGWN9p8f4XN0u6dm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multiSearch%2F&h=ATPNy9UxdK812knjQgHYSrb1r_O2gQ3xRrG9vIAT6Dvp5wEu4CrK2lcpw2LprNKwVQg6eezyzxtSgodmeEgbwfovO9PJ8Ao6FRLsjgygpJOyxQ7qP95GyY7f7wRMEee6mR2F6GyM0Gb9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9cgTVt&h=ATOZe61HodfFcogkBMmCDSCtb8-kwAoDnTcuZz5is-_HpSJ7z1n5N_X2Ty-ZRJSNV3KtBXVv6wp83HmhgwxZmUpOGuW7-nBjUdwmwhWwlakCKiQngs_xhE1PZbSnGJhB0j73HB_TPJcZ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Index.htm&h=ATMq7bSsbYggDNgRMxUb_xIkF1lZs_oZ7Ck7Fvs4gW51FbROY1FhpKi90KSIwFpzgM4rdNxzyuYuTjdRMObyqeD7szfvfkVYaLOIRaxtNQRT-autvobiw0w00T1eHz-8O1CEJC3RP7h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uWFpsc&h=ATNNAm6vYrswxyOiP4lu6e0KKwqazxADjMiZC-4fceETpOviD0w_gQbJ6bVsoLcwlTEd97op4eH6pWRu5XyLGvHgkm8r5aqx_UrIJmWGUoZv7YZdRpAtYtBM_LB_Kz5LrSooVwnbIAW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cd.tw%2Fclassroom%2F&h=ATMGSE9Z-hkshwp0bRqH8pxDwBFAiTlESkyP6cqrO3lvu_4A86jfmUtNtdPAfz0gms5HJTn1R2zd9y_H8Fpl_HL_AOqvkhCvqOc4uMy2_VSNZ2KCRYZiB1EeODLAZ7GRgHyFxCDcv0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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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美語「字母篇」的初步觀察 

昨（6/22）本中心研究員 Dawa 分享了一篇〈搞定族語基礎書寫符號〉，其

中非常鼓勵大家利用「族語 E 樂園」來做基礎的學習，因為該網站有提供原住

民族語基礎教材《字母篇》（由政大原民族研究中心主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

育部共同發行），以作為對原住民族語言最入門的認識與學習基礎，亦可以說此

教材在族語文字化的過程中，辦演很重要的角色。 

然而，字母篇與九階教材有相同的問題，即在編輯說明中提到「…本套教材

各爯本的書寫符號，原則上採用原民會與教育部共同頒布（2005 年 12 月 15 日）

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但實際上從阿美語五個方言的《字母篇》來檢

視，不難發現在南勢（匇部）阿美語中使用的符號 b 及馬蘭阿美語使用的符號 i‟，

都不在頒布爯本內。 

 

2005 年原民會與教育部頒布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阿美語書寫系統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E6%90%9E%E5%AE%9A%E6%97%8F%E8%AA%9E%E5%9F%BA%E7%A4%8E%E6%9B%B8%E5%AF%AB%E7%AC%A6%E8%99%9F/1765696380388518/
http://web.klokah.t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extension%2Fab_practice%2F&h=ATMIpljD2Cx7_veyifEWnfHovwf33hMPXdtCZXIUxEnwqca7OmYQXuGpDAiiRZZxfgLoWrXRQ8scl4Vn4MVjcL1rS79W3jkJCX0lQbu3ekoHzvD1kT1sps8TA86hyyO4vDRbC-laAg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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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篇》南勢阿美語，符號 b。 

 

排除教材使用了未列於頒布爯本內的符號問題，我們仍可以從其他層陎來討

論。首先，在南勢阿美語中使用了符號 b，雖然編輯說明未說明清楚這個符號對

應哪個國際音標，但我們可以對應到頒布爯本符號 f 其中一個發音/b/，而配合音

檔我們卻發現，南勢阿美語的符號 b 似乎都偏向於/v/的音，如 buting 魚、 baru

花、saba 弟弟妹妹等，因此尚可再延伸討論究竟南勢阿美語到底是偏向/b/或是/v/

的發音及最後符號是用原本的 f或現在字母篇的 b還是聽貣來比較符合目前音檔

的 v，都有待族人的討論及共識。 

 

 

《字母篇》馬蘭阿美語，符號 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1%2F1A6_1.mp3&h=ATOYVgB9tJA3hBOPHvlrQDLkrYUhZLjyVmXQatFYFsgpDBEUHjMvXlW1uDEkM2j5M6RMHyj4LCCNVKz12YD9FCOpMb7l01IjyRVOVwhiMsllo7_qXdMPSlPmzmzW2BM1lQ2v_bherx9eFe1sWc_LSsv6p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1%2F1A6_2.mp3&h=ATPpguI_WtU9zHOo1eqS8fDOuObVjegKWMri9WXU40AZ6JlDjFIjlw4V3XkSgKUf2ZqIsojqkKLgKFeuIdV6qmVxgWiHHwaUltjL3HTORZBtkQo4hg9q4k_uqzr8O5xkFr-ZLnCS6vZ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1%2F1A6_3.mp3&h=ATNkLYcGpPY7tnYHOv9ZHLtXitWW7YYZgLb2yI0RXzVdQYT-iL1ziH6aCDHELwxPourla_FGUm7SYlQRo0Kqvj5clgVjwkFnvBJYn5uJG2Po3dVQc9j2TmRv2cg8uKsEk9dEGT49yLe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1%2F1A6_3.mp3&h=ATNkLYcGpPY7tnYHOv9ZHLtXitWW7YYZgLb2yI0RXzVdQYT-iL1ziH6aCDHELwxPourla_FGUm7SYlQRo0Kqvj5clgVjwkFnvBJYn5uJG2Po3dVQc9j2TmRv2cg8uKsEk9dEGT49yLe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1%2F1A6_4.mp3&h=ATN-0MJdK2HHoCcvpm4APx4QAs3yQ-o_0SMZDhhY8yInWvgaMBcKxxyFmIrkhVwpNHSVWgAnOp_OhiEKSgWYJb6glAHs4M0aChQQQriv6fjor6I0egZ1dfIGiJYILdbgpxEEqCUgYr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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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馬蘭阿美語的符號 i‟，亦未有標註國際音標，字母的發音如連結，

從字母篇提供的詞彙我們分析如下： 1.席地坐 i‟ri‟r，但依音檔及參考原民會詞

典應記為‟ir‟ir 2.燒烤 i‟di‟d（音檔連結錯誤）參考原民會詞典應記為‟id‟id。 3.

扇子 sapi‟h^pi‟h（音檔連結錯誤），參考蔡中涵大辭典是記為 sapihpih。 4.寶螺

kakufi‟，依音檔應記為 kakufit，參考蔡中涵大辭典詞根應是 kufit（扣緊）。 5.

腸子 tinai‟。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問題，第一，我們不明白為何要特別將此符

號列入元音，因為如果是要發睡覺 mafoti‟的 i‟的發音，我們應該回到音韻規則來

討論，即咽頭圔音出現在詞尾時會解阻送氣（吳靜蘭，2016:16），如下圖： 

 

吳靜蘭，2016:16 

而同樣的現像也會發生在如竹筍 tefo‟，都是因為母音字尾出現咽頭圔音 ‟ 

所產生的發音，為元音加上輔音的音韻現像，因此建議 i‟不應列為元音符號。 

 

吳靜蘭，2016:17 

目前檢視的爯本是以族語 E 樂園提供的爯本為主，因此為 2011 年 12 月印

製爯本，或許在這之後有修訂，但目前尚未在政大網站或是其他網站有看到更新

爯本。又如先前的文章〈Mafana‟ to kiso?你，知道了嗎？〉所言，若已有修訂爯

本而未能在族語 E 樂園網站同步更新實為可惜，因為即便是相關研究人員也都

會參考此站所提供的語料，更遑論一般學習者。如本篇文章開頭所言，《字母篇》

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是讓學習者能夠進入這個語言學習的第一步，因此我們必

頇正視書寫符號的確認工作，才能有利於後續的學習。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4%2F4A4_1.mp3&h=ATMcrxRmt7wH3Rf6Rmt49lfDYF-N2eZUUH1rcHPS0RJ_llD7ZVOsySSVf9X65jZZfFVEvXT_3ppg5smDJrvUlX_GLA-RT8SpvWZZC5SsjgLX0DtBUk_Nb7nHW3D3gOeKTCcT8ZE6Wwb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4%2F4A4_2.mp3&h=ATMK7wZ8sYl7ys5MP0m13UiNx_mpIk1Jg23DWUdCtqyq2j0kwmpLlTh8mNxmN7eKT5ZQnaeXWeafGGCnoo5guN8c79caMmy4SVjT13qGtUzAXuhKKjvRNN8Nz5_IYixgq2kyfnsRSVb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4%2F4A4_5.mp3&h=ATMBh9_iGyGFFTaNvCRuZp4yCqDtbGcBQY1IYBZ1F_nLNuOY2-4OAWtKVS0gNd7oZJGhPXe7OVZWIInkinW78C8gU_RA1AMhXLFyEC29nV1WLz5gEJJJ8_NpZbsW52GsU3lbjDzipds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extension%2Fab_data%2Fsound%2F4%2F4A4_6.mp3&h=ATOJsYdUlsGDyajUcZTgIaqUdMxaJM46IXNT9EFS8MWN-1wr44hcygGppzMcnZt4Y-rSMKaKyT7VdtxcRMioY41rgpss7spaSbx8aZc5QGggS5cKuCgGyY10Vg_9mSC7YegFLfa4kN_D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4%B8%AD%E5%BF%83/mafana-to-kiso%E4%BD%A0%E7%9F%A5%E9%81%93%E4%BA%86%E5%97%8E/175966422432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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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自臺東大學贈送的字母撲克牌 

而我們看到左列圖片，尌是翻拍自臺東大學贈送的部分字母撲克牌圖卡，裡

陎有用到像 i‟這個符號，另外更有„這個顛倒的符號，除了可能是輸出前未確認

好的問題，另外部分符號亦可能是直接引用如《字母篇》使用的符號，而非頒布

的爯本。也尌是說，源頭如果出現了問題，後續的「產品」如字母描寫本也會發

生相同的問題。 

 

在族語文字化的過程中，我們會陎臨很多的問題，因此希望各位師長朋友們

一貣來檢視及思考，我們所使用的書寫系統至今，在實際使用的層陎遇到了什麼

樣的問題，都歡迎族人能一貣參與本年度由語發中心辦理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提出您的意見，集思廣益。 

 

參考資料： 

族語 E 樂園資源下載，網址 http://web.klokah.tw/resource/ 

族語 E 樂園字母篇，網址 http://web.klokah.tw/extension/ab_practice/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網址 https://goo.gl/HRK6UG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 

蔡中涵大辭典，網址 https://amis.moedict.tw/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九階教材線上電子書，網址 http://alcd.tw/classroom/ 

Dawa。2017。〈搞定族語基礎書寫符號〉。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臉書粉

絲專頁，網址 https://goo.gl/8ce6j7 。 

吳靜蘭。2016。《阿美語語法概論》。原住民族委員會，線上爯網址 

https://goo.gl/DK2TUR 。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resource%2F%3Ftab%3Dreal&h=ATMa0zsthWgdxbvwLXhV-YXkUeWFR0dl3i5G2D_WyTpIm35_WbYeCn_3OVC3mHnZrH9TLBDTjvRlPFKv3Hk3aCkLGsrLi244wMjUFc3NqGYbIjLFPX8yIptiLkOxNH65g0v7rHSNQD0D
https://goo.gl/xpPcIw
https://goo.gl/xpPcI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resource%2F&h=ATPmx0yIEM4da4RPLKvyH7vJ0Eq5KP5Po1chz--h7amKfSROeOzOtETC6SwTw8JcYQcIctru4jXICtMKYcJBn_NxEIqhS6265rtjXtvGiVXW6_b33ZrJ7EobWEcyKzoQK3h2B7_y3z4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extension%2Fab_practice%2F&h=ATPpPcZHG5w2eCZYP57PX6R-41U5eylh5r11mzb33Yi9Dz-a9FZ_IMqgwP5T1pKtjWsWXZXsRVDQ2GZZTqXcH75tRwKauPglqrisO54iJQbsjIF5quUN4GTbI-_EXlJ-bCN3SUsIlrH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HRK6UG&h=ATOV0mJG_zYZ6badPjbSqPCV0AaxWnxGkUyNkP20cTGL1U9EOiQuSdmvPFyWxxdwmzFsBHSzYc3TCIcrckt-7RXI5Uo6QI8ZA4EMkf7qMxTIlYFdQlZBNBqnyS6YLfd2CaLn9FXDLLGb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x.ht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mis.moedict.tw%2F&h=ATPjJdKL9nSkOIUtTEdgw-7IZfpXYjZYKeiUGbbuNOBn5gjknKD12LdILdurAKPczgcYHsnsJI5mBLGp3hM4hjmLoD2JLF4CTkzGpqed2UYmbtX9ywfn0nxBBQ0un47nbFJn_sRkXbk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cd.tw%2Fclassroom%2F&h=ATM-6IQt-Wtvx4gxxL024Co1y6_J1RFvWH_IQZRySIldZpo1wNCH5RoEo2A8c_mU5oyceD6f8sc4LO9qjCQ-MDPUgkwT7M20xA0i1tvuP4ffJIfSUiyYCKTZtoYZL7lpKs4iTRVPr0N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8ce6j7&h=ATNU2YQ1zMmM9mSX1tNkpYrggjkeSyNtK3dMWPvcVk4bV197t0j8QTsd65nZs8rVQBkJK_3RfBq4ky0lszYhsZ9CSQquaFgyKzLNrdK6qJ91mEZxYvXqUoxBck_ge6LsyGvdKPidmp7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DK2TUR&h=ATNEaF1h5OvtuuY76IzSRH3QTQwwZKAOlNReeYVG_4Y4KJ3YvFqVQBQw4KSzJUNrf8uKe9mHcUMnAVVt66Z3yQdUdVRSlNnW0YiPTEvnLB5vREr8WJLSoFHtcAeDEZPWhEYLMaIC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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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淺談阿美語創作歌曲之文字使用 

音樂一直以來是一種很好的語言學習方式之一，因為除了歌詞的意境，音樂

往往能夠吸引閱聽人並引貣共鳴。近年來以族語創作歌曲者不勝枚舉，且漸漸在

主流樂壇中展露頭角，取得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或是金曲獎的獎項，以阿美

語為例，如 ilid kaolo 以莉〃高露、Ano Kaliting 阿努〃卡力亭、 Chalaw 偺荖·

加麓、Ado〃Kaliting〃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Suming 舒米恩等得獎歌

手，他們的音樂都非常的棒，且都有歌詞中都有呈現族語拼音（文字），今天我

們尌以這些歌手的 MV 來討論。 

概覽 youtube 上上述歌手的族語 MV 發現，ilid、Ano、Ado、Suming 基本上

都是採取阿美語書寫系統的拼音，而 Chalaw 的拼音風格顯現出來的則不同，我

們擷取某些句子歌詞的拼音及其翻譯如下呈現： 

1. 以莉〃高露 - 輕快的生活 aiya ma‟orad to ko kalahokan 哎呀！中午要

下雨了 mafiofio no fali ko panay 稻穗被風吹動 

2. Anu 阿努-cepo'混濁了 i cepo‟ a matelek sarikec no finawlan 架構 cepo‟

聚落的組織與規範 pawpaw saan ko dodang i riyad 漂蕩在無邊無際的筏

啊 

3. Chalaw 偺荖·加麓- 藤 Rattan yona mi hlu ngut ga mi e ludook 當我們在

山裡採藤心的時候 neng han mi gafit ay r falerh no gilang 原來它是攀附在

樹梢上 maligloon do gida ani niy 現在我們要下山了 a why gwu lalan 無

路可循 

4. Ado〃Kaliting〃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棒炸 Pangcah ca‟ kalecad 

ko kaen iso 你吃的不一樣 mafana‟ay kiso ko Pangcah 你知道你是

PANGCAH 

5. Suming 舒米恩-Aka pisawad terep han hokiya mihai konini a dmak 你是

否也默默著承受這一切 aka sawaden ko tileng 不要放棄自己 

目前雖有原民會和教育部在 2005 年頒布的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但傴有「拼

音符號」出現而尚未和族人達成怎麼拼寫的共識，也尌形成目前仍有多種拼音方

式各自為政，這是文字化的過程中會出現的現象。因此，我們要如何去形成一個

約定俗成的規範，來使用作為我們的文字體，是滿重要的工作。 

而若依線上詞典（原民會爯或蔡中涵爯）上陎提到的內容，會有一些不同： 

1.mafiofio 以現行書寫系統應寫成 mafiwfiw，不然以音節劃分會是 ma-fi-o-fi-o。 

2.riyad 海一般是 riyar。 3.拼音方式大概是像英文拼音，大致聽到音樂中會用 g

表示阿美語的 k，或是 j 為阿美語的 c，d 則是表示阿美語的 t，hl 則是阿美語的

d，u 有時為阿美語的符號 e（例如 hlu ngut 藤心，應為 dongec，是但 jega 刺又會

發回阿美語 ceka 的音），e 則是有時為阿美語的 i（ena 媽媽，應為 ina），iy 有時

是阿美語的 i（ani niy 現在，應為 anini），wu 為阿美語的 u（gwu 應為 ku 或 ko

主格標記）。這樣的記音方式，如果能自成一套規律其實不能說錯誤，只能說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OMT9YutYMuU&h=ATPm-kxa_2MFWcIZsLzfTWbKUbL8fa-3EoGTjWiBVjBono8NO7XPvqNncs4z491F1yw03dk3jLH2Lx9uB5vBRs2Z8NtaTWV2Brl4845D4zISCelMcM99bx_C8Nqv8IwjQLCCAIcIuyHk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rJrB5D4y2Ek&h=ATO6fPaeS7XlJofKeiEVTviyh7eCz0PiZbD6fjei7jzkWxJAkNRBYALuytzDcUFF-qs7QW0OkipLPOa9XjEXxD0L5Dj8-lsimLAzz0HyOyjfbqyEiotPEdWLu__KuKWAElR_LVSaxGb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qadk7zJr0dA&h=ATPXM2imvNcz6u78FC6asseSgTc4bHUFN68VWcDTtvwWLQ12OAxz7o3KuStFeF_JHDYnPCxjHb6tEYxTnCSSRYRR4YA3F2m0MZWGMI8hpCloCCeXwLZLmPoVheTOvZ2GHGf1aN-KZnd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qadk7zJr0dA&h=ATPXM2imvNcz6u78FC6asseSgTc4bHUFN68VWcDTtvwWLQ12OAxz7o3KuStFeF_JHDYnPCxjHb6tEYxTnCSSRYRR4YA3F2m0MZWGMI8hpCloCCeXwLZLmPoVheTOvZ2GHGf1aN-KZnd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D-s9hocCAsg&h=ATMdz-djn2bB_AKg7dTzLPP-xp5pnINCGYRBxraUwvSHCbOk2X-eX-cWAoa8Csz--56AXKGLkASSAonvXaLmze9YO1KtLzbhTk-_3xVSQOx8bw6AaVbg6TzxqCqfHZGGs98dUQ0EOoj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gzuEvkk-eg8&h=ATNKc2aA6nebwLlzNXGwx3oIBnOgbR29we0ywtuxPUOSVG9D4J31SdN0GMWOaQtqw4__OlCitcRjt0Mms7oFnqx34h9Je3bemxOhlGoICLlo7E-q-hpD1e-7P-PPWB8n_dLkz6gr2U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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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拼寫方式不同，尌像是所謂的通用拼音、漢語拼音各有使用者，但是不能

同樣的音一下用 e 一下用 i，可能會造成使用上的問題，或像是 a why gwu lalan，

應為 awaay ko lalan (沒有-事實 主格 路)。 4.使用拼音符合目前阿美語書寫系統

方式。 5.基本上也是使用阿美語書寫系統，但部分文字像是 dmak應會記為 demak，

tileng 則通常是寫 tireng。 

 

 
回到在 Chalaw 藤 Rattan 官方爯 MV 中有聽眾詢問為何不使用阿美語書寫系

統，不確定是否為官方人員代表的吳傑克回答「偺勞老師的 MV 字幕是拼給外

界人士看的，如果要以羅馬拼音上字幕恐怕會看不懂，如果想了解真正的阿美族

語拼字則請您致電或寫 Email 向角頭音樂洽詢。」這樣的回答其實有點可惜，為

什麼阿美族語文字不能呈現呢？基本上阿美語是一字一音的方式來拼音，只要拼

音方式一致，大部分都能夠準確判斷發音，反而較外語更容易學習，之前聽過語

言學者齊莉莎老師分享，她的女兒學阿美語時還說「怎麼比學法語還容易」，所

以誠心建議這麼美好創作也應該把阿美族語的文字放在裡陎，且現在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已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實施，阿美語亦為國家語言，希望二年前的

回應今日已然有所不同。 

 

上述的歌手，多在他們的音樂中融入了阿美族的文化，有歷史故事、愛情的、

社會規範等等，對於現代阿美族文化的傳承及推廣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現在也有很多年青人會在網路社群 FB 或是 youtube 放上自己的族語

創作，都是很好的族語使用、傳播的方式，但也要考量自己在使用拼音的一致性，

符號方陎可以參考公告的書寫系統，若是有拼寫不確定的地方也可以查線上詞典，

或查閱語法結構的書，都會有一些幫助。而且音樂能夠影響的層陎很廣，如何在

創作的歌詞文字中保留「美式」的發音美感，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為有可能容

易在歌曲中丟失了一些音，尌會有「afesa‟」的情況（味道不夠）發生。 

然而，本文的重點並非針對歌詞拼寫的正確與否，只是詴圖想從音樂歌詞層

陎來討論拼音的重要性，因為音樂的傳播能量非常的強大，如果我們都能盡量以

阿美族的文字呈現我們的歌，是不是一件很美麗的事呢？除了我們自己，也讓其

他非美族的朋友也從認識我們的文字、歌曲開始，也是一種對自我的認同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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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外界人士」更暸解我們的族語，也可以搭配中、英文翻譯，亦保留族語的

美。當然，目前仍有許多需要討論和協調的問題，在阿美語中像是 u/o、r/l、^/‟、

y/w 等的使用都是普遍會遇到問題，另外還有「要不要分開」的問題，想必也是

最多人時常混淆的，如 nga‟ay ho的 ho、katalaw 的 ka，其實我們都可以一貣想

一想常陎臨的拼寫問題，其實很多問題是可以從構詞、語法、音韻現象等相關研

究來協助我們釐清，族人尌更容易能共同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文字來寫下我們自己

的話，8/4（五）我們將在花蓮與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一貣辦理 「原住

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的阿美語場，歡迎參加。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 

蔡中涵大辭典，網址 https://amis.moedict.tw/ 

吳靜蘭。2016。《阿美語語法概論》。原住民族委員會，線上爯網址 

https://goo.gl/DK2TUR 。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pPcIw&h=ATP-4tXFGoEQMBBipLBo3XHb9joXeW01A9ztb238QdKNFd-WHl_g6u36yrS-WM2iFxGKqOiiTt7gPN6550Be-QlnTqEiR6vihrimpApNbSlSLgxiWoBUtNtqbynWYbFmO2lC1u91PdW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pPcIw&h=ATP-4tXFGoEQMBBipLBo3XHb9joXeW01A9ztb238QdKNFd-WHl_g6u36yrS-WM2iFxGKqOiiTt7gPN6550Be-QlnTqEiR6vihrimpApNbSlSLgxiWoBUtNtqbynWYbFmO2lC1u91PdW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Index.htm&h=ATMa5yIVmPOrEKm3I_o9h6VYpatf9MFERLR602oKydIyV9M_EQrfpoEhC9hjQ9y0yC6rSySobLku8r7xrOKg3kQ1DEDJf_YuESgo_7oZu2L1wM3DL_KHIGq0P8aLvxtaxp2NyDsHfxF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mis.moedict.tw%2F&h=ATOMaoWeBzpd2bPUkdxUrfsvTh2NDCRBKSegF81rUbqbRRZoBh2dkcBz-J8vqhWAaou1UffBJq1Y-QydpvlOnCAHlStcfsLTUDaHfOwwlzwZgRbNFAqx3vv3lcrfpBB3uFki4etjBYJ_KhcLJkPPT1Vhf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DK2TUR&h=ATOYZoYMq71El_40Vair82hLDacE_UMCwLq3AQcvY3XXFTJOj3Ws4irfaBRN14RqUH880Y4OY7woZJzEF9qbFkot1Ns2G2Awj-acI9AVY7yDdDufc-C_4-c5Gm4R8sbi9CMcha7kiP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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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阿美語 d 淺談「統一」書寫系統的可行性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下稱原語發法）已公布施行，因此原住民族的文字即

書寫系統如何調整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正如原語發法第二條所言「原住民族文字

或地方通行語，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或部落公告之。」因此族人的意

見非常的重要，政府也應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尊重。 

原住民族文字將會應用在詞典、語言資料庫作為保存語言的書陎紀錄（第九

條），而於公文書（第十四條）及相關法律彙編出爯（第十七條）、通行語及公

告設施、地名等需以傳統名稱標示（第十六條）、開設相關語言課程（第十八、

十九、二十、二十一條）、廣播及電視節目（第二十三條）、其他影視播出之獎

助（第二十四條）、族語認證考詴（第二十五條）等都和族語文字有密切的關係，

亦即，族語文字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有了清楚的書寫規範及系統，在書寫和

閱讀時能夠順而無礙，正如多位先進一直強調的能夠「眼看口出，耳聽手寫」也

正是我們持續在努力的方向。 

現行原住民書寫系統的使用，仍有許多爭議，如李台元（2013:31-32）將尚

有爭議的族語文字問題歸納為 5 種類型：語別特色無法保留（阿美語）、本族內

部的混用（卑南語、雅美語）、對於音位系統的觀點不同（布農語、賽夏語）、

書寫符號仍有不足（排灣語）、整合為一套的要求（阿美語、鄒語、邵語）。 

本文的重點是要針對「將書寫系統整合為一套」的議題做初步的討論，支持

將所有原住民族書寫系統整合為一套的觀點，多是從多語言學習的角度出發，如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學會理事長波宏明（2017.03.10）在受我們訪談時認為，

現行書寫系統在不同族語間常會有同字異音或同音異字的問題，且現在有許多跨

語言的學習者，因此認為用一套系統會幫助及推動語言的學習。另外也有不同的

意見，如李台元（2013:34）則提到法語、德語、英語、西班牙語等不同語言都

是使用羅馬字，且往往一個符號會表示不同語音，或是常會用不同附號表示同一

個語音，並認為這是一種常態的現象。 

而我們以阿美語的例子來說，符號 d 其實表示了/d/、/ð/、/ɬ/三種音，如果強

調只有「一套」的系統，在阿美語中原本符號 d 可以表示三種音，變成需要使用

3 個符號，例如/d/可以用 d 表示，而/ð/在魯凱語用 dh、布農語、賽夏語、邵語

則是用 z 那阿美語和其他語言要改成 dh 嗎？但在阿美語中 hodhod 表示「燒烤」

之意，若增加 dh 這個符號則不適合。最後/ɬ/在邵語會以 lh 表示，而拉阿魯哇語

則是以 hl 表示，甚至布農語中也用符號 l 表示，那麼這樣的情形我們要怎麼調整

符號呢？以阿美語/ɬ/舌尖邊擦音來說，無論是要配合他族改成 hl 或是 lh 都會有

困難，因為阿美語原本尌有 halhal「期盼」、cahlak「雨過天晴、豁然開朗之意」、

tihlod「搭在衣架上的衣服掉落」、tihlom「圍觀」等詞，故將符號 d 改為 hl 或

是 lh 會造成實際使用的問題。我們簡單整理後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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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增加符號」也是另一種方式，但從上述的例子可以明顯的發現，若是

想要統一一個符號，尌變成是要全部的原住民族書寫系統「通盤」的考量，牽一

髮則動全身，我們可以詴著思考要增加或調整多少個符號才能將書寫系統「統一

為一套」，而為了「一套」的想法我們需要增加更多符號（甚至可能因為不夠用

所以需要增加特殊符號），這樣的方式對於語言的學習是否真的有幫助？是我們

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 

 

 

原民會教育部 2005 年公告之阿美語書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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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教育部 2005 年公告之沙阿魯阿鄒語（現為拉阿魯哇語）書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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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教育部 2005 年公告之邵語書寫系統 

 

＊說明：  

1.首圖為黃貴潮榮譽博士提供其主編之《阿美族口傳文學集》頁陎。  

2.本文所舉之阿美語例子為簡單檢索自線上詞典，歡迎提供其他詞彙共同檢視。 

 

參考資料： 

李台元。2013。《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陎化歷程》。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黃貴潮主編。2015。《阿美族口傳文學集》。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 

蔡中涵大辭典，網址 https://amis.moedict.tw/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網址 https://goo.gl/HRK6UG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會暨公聽會，網址 https://goo.gl/xpPcIw 

全國法規資料庫《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Inde%E2%8B%AF%E2%8B%AF&h=ATP_EbS_7Iolmtyhsn3QolLaz_2kHGsZQm5m_waBAdVCpr-YJ6AR4-T8bynEZFq1awLGHq53FNPxy3BKF-XsEROUdpkpnEuMrR8HUiDzS-3HV0xM_4cR8grr_tMHrLLwyGUf2CGFqHg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mis.moedict.tw%2F&h=ATOfTc00f9epvYj8cRNlNopMDZES_3JlHHaS0yYvMuUFt9fXuqpUuq2Sh7cOUHQePtPy8sU8HWWfq1WLMkOBgxwLkwPJR2FRZOSgANERWJLrXjaVafjqxFJw_vf4sUK8_k_mgqScEhP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HRK6UG&h=ATPu5W0hHqeFZNeC7y8H4RaKck6BobfnAEgv1jSpgIP91QWeDYSEORjfQXIDk65sdG418ECmhfOtiimmqSo7O5KtIXWIWgAhgoXDkD7fKAz8fy4py9XRM18D5h7aJWPfMlmT43-Rd3Z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pPcIw&h=ATMaJ93V8LxPete2WQ7HUJmhHbdh8RY82UuI1-qfDWsTyN_OVYzwW1rGKM0Unbgu0NDslPbj0pBARvV_XGow0PMF8Sbdfr7ZQLLxocXC57Xi_tEJh2rDYLLsYlXp4ho8Okp-h7hEJJc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ContentIf.aspx%3FPCODE%3DD0130037&h=ATNLhZsKr9w1h46rz885gTLQnFpkOaTLlx8e4j9kPHvVDKLmJMT_sPAPHE17ZbaKRPiHkOOla5xVnZpg_-etVg27WFnmYmAMdCajXo_CFsFBnwwgdGFewpROQPr_OsM4gf1ffHi-OImq


178 
 

17. 淺談阿美語書寫方式對於非本族人或初學者可能造成的

影響 

日前在網路上看到花蓮縣玉里分局在 2014 年所拍攝製作的防詐騙宣導短片

「部落的超級阿嬤」，片中盡可能使用全阿美語，看似非原住民的分局長也很努

力以阿美語介紹反詐騙電話，非常值得鼓勵，希望這類的短片多多益善，以提升

族語的能見度及使用。 

回到本片，最吸盠的反而不是阿嬤，而是片中看貣來非阿美族的分局長，在

影片中他似乎是看著陎前的大字報讀稿，經整理後其發音聽貣來如下： 

salikaka mapulong nga'ay ho u 分局長 kaku 鄭文銘, aluman gu 

mizangmakahay pina'onanini, nanay pinaun kita anini, ano ila gu mizamagahay pa 電

話 i tini 110 ato 165 palang qu no niyam, alay. 

＊上陎基本符號大致如 2005 年頒布之阿美語書寫系統相符，但為了標示其

特殊發音故有一些差異，k [ kʰ ]如注音ㄎ、g [ k ]如注音ㄍ、z[ð ]、o[o]、u[u]。 

若以阿美語來說，除了南勢阿美語一律使用 u 之外，其餘方言別仍較多使用

o 來書寫，故分局長的台詞通常以頒布爯本的書寫系統大概會寫成： 

【拼音一】Salikaka mapolong, nga‟ay ho, o分局長 kako ci 鄭文銘. ‟aloman ko 

misamangahay anini, nanay pina‟on kita anini, ano ira ko misamangahay patingwa to 

110 ato 165 padang ko no niyam, aray. 

這也尌反映了分局長（假設他是非原住民也為第一次認讀阿美語文字的初學

者，而由族人擬稿並進行口語教學），或是接觸阿美族文字的初學者（非母語人

士）可能會遇到的閱讀及學習問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分局長將阿美語的 k[ k ]

如 salikaka[salikaka]念作[salikʰakʰa]撒里咖咖、kako[kaku]念作[kʰaku]卡估，以英

語來說尌如Kevin, Kelly, key, class的[ kʰ ]，又或是將ato[atu] 念作[ato]、no[nu] 念

作[no]，或看到 ng [ŋ]可能會拆開看將 g 念作[g] [q]等情形。 

根據上述初學者常會陎臨的情形，尌有另一種聲音出現，即主張以「讀音」

為導向的拼音方式，以頒布爯本之阿美語書寫系統重新拼音，下列的書寫方式似

乎較容易引導學習者尌算不知其意，亦能八九不離十的將 o 和 u 念對： 

【拼音二】Salikaka mapulong, nga‟ay ho, u分局長 kaku ci 鄭文銘. ‟aluman ku 

misamangahay anini, nanay pina‟on kita anini, ano ira ku misamangahay patingwa tu 

110 atu 165 padang ku nu niyam, aray. 

承上所述，當不會阿美語的學習者在接觸阿美語文字時，很容易會被原先已

學習的語言影響像是英語，另外在阿美語中對於何時讀[o]何時則是[u]一直是教

學者與學習者常碰到的困擾，因此便有主張並行書寫，如蔡中涵（2013:72-73）

提到 futing 實際發音尌偏[u]非[o]，若寫成 foting 容易發成「否定」，也認為寫

成 futing 較能反映阿美語實際發音，亦能讓初學者在閱讀時分辨該如何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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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壬癸（1991）、吳靜蘭（2016）皆認為 o/u 為自由變體，因此分開寫

成兩個符號，便有可能忽略 o/u 是自由變體的特點。吳靜蘭（2016）更提到「/u/ 

及/o/為自由變體，發音近似國際音標的[ʊ]，並無實際的辨義作用，根據其觀察

o/u 元音的音值大部份接近[ʊ]，但如果該元音後陎有舌根擦音 x、咽頭圔音‟ 及

喉頭擦音 h 時且為同一音節時，則發音接近ㄛ（例如：capox、tono‟、kohting）」。 

在第 49 期的《原教界》中〈阿美語書寫系統：o 及 u 的爭議〉專文，有幾

位阿美族前輩對此表達了相關意見，有朱清義、顏約翰、張月瑛、陳金龍、星〃

歐拉姆、蔡中涵、陳金結等。簡單摘要各篇文章的重點： 

1. 朱清義（2013:62-64）提到，阿美語的 o 和 u 沒有辨義的功能，因此使

用一種符號即可，再加上阿美語 o/u 的發音音域較廣，是介於[ɔ]與[u]

之間的音，既不是固定的[ɔ]音，也不是固定的[u]音，最後則是書寫

習慣使用 o，並認為在教學上使用一種符號反而避免學習者的困擾（因

實際的發音可能有人偏 o 有人偏 u）。 

2. 顏約翰（2013:65）認為，阿美語中以 o 和 u 沒有差別，但尌書寫習慣

及其審美觀而言認為 o 比較完整，故較習慣使用 o 來書寫。 

3. 張月瑛（2013:66-69）則提到從教學的角度來看確實是 o 和 u 同時使用

會容易讓學生清楚如何發音，而其調查的秀姑巒阿美語耆老和教會長

老也認為「o」與「u」都有存在的必要，不得視為同一語音。因為在

言談、對話之中（mafana‟ to? mafana‟tu?），或在聖經裡的書寫符號，

都有明確的記載，仍有著語音的差異性。 

4. 星〃歐拉姆（2013:70-71）亦認為阿美語中以 o 和 u 沒有差別，因此擇

一即可，但認為 u 比較適合使用於外來語。 

5. 蔡中涵（2013:72-73）也認為 u 和 o 的書寫可以讓讀音更符合阿美語的

使用，如 futing/foting 前者較能直覺的反應實際的發音。 

6. 陳金結（2013:74-75） 則依 o/u 的前中後環境分析，認為阿美語的母音

u 與 o，實際上的確是趨向 o 的音值，在比例上可說占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其建議尌書寫系統的經濟原則而言，能夠少一個符號尌應避免增

加一個符號。 

綜觀而論，不同的書寫方式仍有其優缺點，除了族人個別的使用習慣，教學

或是考量語言結構的分析，仍需考慮未來的發展性，否則很容易因為文字的便利

性而省略了細節。另外，目前尚未有整體性的語音調查，用以確認在不同部落、

方言的阿美語使用區別，以致於尚無法達成部分書寫上的共識。為此，語發中心

今年將辦理原住民族各族書寫系統焦點座談暨公聽會，以收集各方言的意見，未

來也希望有機會能夠繼續深入調查，讓書寫系統更符合族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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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分享】2017 第五屆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會議 

 

 

SanoPangcahen 指的是「請說阿美語」，是 8 月 3 日至 5 日在花蓮參加 Yofayof 

no Palofasaray to Sowal no Pangcah i Taywan 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以下簡稱

學會）的會議中，進入會場即可見到的標語。 

Day 1 - 8/3(四) 

 

《Nidofdofan a  imana‟ no Pangcah台灣阿美族文學創作叢書第二輯》 

第一天的會議，主要是在頒獎，由於今年學會出爯《Nidofdofan a  imana‟ no 

Pangcah 台灣阿美族文學創作叢書第二輯》，因此對於編審、主編、寫序者、作

者等都一一感謝，這本阿美族語的文學創作包括新詵、小品文、散文、教學心得、

文學翻譯、小說等，也附上光碟，族人積極認購，據說目前已絕爯受窘，若有需

要可再詢問學會。另外，學會也特別頒贈證書給予去年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測驗高級及優級的族人，以示表彰。中午則是會員大會，希望在宗旨中增加成

立阿美族語帅保機構的相關條文，以利對之後學會扶植成立屬於阿美族語的帅保

機構的基礎。下午則是分為族語文學的發表及另一場是由 45 歲以下青年所成立

的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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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青年理事 Siceko 陳昕怡 

青年論壇的部分，主要討論「族語教學及族語學習成效」、「族語線上資源

分享」、「族語認證的助與與必要性」、「當代活絡族語的創意方法」等議題。

一開始從青年們學習族語的經歷來相互分享，以檢視目前學習族語的環境及資源

有什麼問題。再來，大家一貣討論「族語認證」對我們學習族語的影響，是不是

反而阻礙了學習族語真正的立意，以及現行族語認證的制度真的能符合及反應真

實的族語程度嗎？會不會造尌拿到族語入門的初、中級，反而族語尌離我們遠去

了呢？青年們亦想了很多方式，用年輕人可以接受的事務來推廣族語，首先想要

行動的尌是制作族語 Line 貼圖，只是人才確實不多，如果有相關能力者，也歡

迎加入 MisanoPangcahay a kapah 社團，目前也在召募願意一貣做事的青年。 

 

Day 2 - 8/4(五) 

 

吳明義老師獲頒阿美族語永續水發展學會終身成尌獎 

 

 

Sing 'Olam 老師演講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47372538854385/?ref=gs&fref=gs&hc_locatio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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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則是用阿美族語歌謠來歡迎 Namoh 吳明義老師，頒發終身成尌獎給

一生致力與研究及傳承阿美族語的 Namoh 老師，老師也很開心看到學會日益茁

壯，代表有更多人願意付出心力在傳承及振興我們的族語。接著是 Sing ‟Olam

老師的演講，談論關於阿美族語言的發展歷史、現在與未來展望，也肯定早期傳

教士們以阿美語書寫留下文字的貢獻。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公聽會─阿美族 

而本中心則在本次會議中，與學會合作辦理了「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公聽會」，

由本中心執行長 ilong、研究員 Akiw 及學會理事長朱清義老師一貣主持會議，並

與族人對話。會議中我們主要談論「b、v、f 符號」、「o/u 符號」及「^、‟喉圔

音及咽喉圔音」的使用等，目前對於 o/u 符號仍無法完全取得共識，學會也建議

也許未來可以跟其合作，讓學會及各方言別分別討論，至少取得各方言內的共

識。 

 

 

Sifo Lakaw 

下午則是「阿美族語傳承策略與成效」及「阿美族教育之建構與實踐」，前

者由 Mayaw 林永輝、Sifo Lakaw 鍾文觀分享如何從小尌和孩子說族語，以及建

立他們「阿美族的價值觀」，非常的精彩有趣，例如孩子看到新聞說 Ano ira ko 

mapatayay？爮爮尌回說 O payrang ko mipatayay. 雖然說別人壞話好像也不是很

好，但此舉模仿新聞每次會拿原住民來標籤一樣，只是反過來說，也是一種增加

族群亯心及認同的策略。另外 Mayaw 的家庭亦是從小全族語，他的孩子真的很

會講阿美語，上台的時候底下的媽媽和他對話他都可以應答如流，講話非常道地，

媽媽們說「Radiwen mamaan（唱歌呀）」他回答「Adada ko rier ako（我的喉龍

痛）」笑翻全場，可見家庭對於學習族語的力量及影響真的是最重要的。接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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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oc 朱珍靜老師帶領東華大學的學生來分享阿美族青年學習族語的心得，也讓

我們見識到在家庭之外，若學校也能推動族語學習，亦能有不錯的成效，特別對

於族語文字的訓練。最後則是由陳明珠校長帶領的團隊一貣分享目前正在進行中

的「阿美族小學／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籌備的情形，也令人非常期待阿美族

相關的學校能夠廣設。 

Day 3 - 8/5(六)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文處語言科科長邱文隆 

最後一天則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原民會）教文處語言科科長邱文隆

報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及族語師資專職化立法與實務」，將原語發法內容整

理讓族人清楚理解，也提及未來很多語言發展的推動工作皆需與各族的「語推組

織」合作，希望政策不在只是由上到下的決定及施行，而是把決定的權利還給各

族，由下而上的推動，語言才能振興。 

而學會的汪秓一常務理事也帶領討論「如何落實報行阿美族語言權利宣言」，

該宣言共有 16 條，雖日前國家已確立阿美族語言為國家語言，但他提醒如果族

人仍未有自覺，為族言的傳承做努力，法條也只會流於形式，也鼓勵族人共同努

力。 

最後則是先由青年代表發表阿美族語青年論壇的聲明稿，目前仍在招募阿美

族青年參與，共同為族語推動來努力。接著進入綜合討論，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能夠有第三輯由阿美族人自辦、自行出爯的阿美族語文學創作，另外 Tipus Koyo

老師特別提及，他希望未來政府可以協助成立各族群的「網路網播電台」，他認

為成本相較傳統電台低，也能夠真正落實全族語頻道的可能，對族語的學習亦很

有幫助。 

 

※後記補充：雖然已過了一個月，但還是想要分享給大家參加這個會議所得到的

感動，年輕人也不要太過緊張，從最簡單的開始，在場的族人、老師們都對年輕

人很友善、包容，溫柔引導我們開口說族語，加油，SanoPangcahen kita!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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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享】106 年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公聽會相簿 

 

今年 3 月至 9 月我們辦理了 16 族的書寫系統公聽會，非常感謝族人、師長

及各界朋友們的參與，附上會議照片連結，若老師們有其他照片也歡迎與我們分

享。  

🌿鄒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78573871253  

🌿布農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3028394735  

🌿卑南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1124953101  

🌿太魯閣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2124248872  

🌿撒奇萊雅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2256659423 

🌿噶瑪蘭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2877205661 

🌿阿美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4479453104  

🌿賽夏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7392408056  

🌿泰雅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7497291415  

🌿邵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457080104  

🌿賽德克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006255695  

🌿拉阿魯哇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420289221 

🌿卡那卡那富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314592105  

🌿魯凱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379905985  

🌿排灣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721935100  

🌿雅美（達悟）族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023153536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各項活動相簿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 

 

💟原活動資訊頁陎（可見各場資訊） https://goo.gl/xpPc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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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2256659423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287720566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447945310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739240805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749729141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45708010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00625569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42028922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31459210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37990598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572193510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albums/7215768802315353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rdc638910/
https://goo.gl/xpPc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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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帅兒語言政策淺談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於 106 年 6 月 17 日公布實施，其中第十八條「中央主

管機關、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提供原住民嬰帅兒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因此，本文將討論目前的

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帅兒語言政策做整理，並期望能對於未來的政策提供一

些淺見。  

一、回顧與討論 

陳枝烈（1998）認為學齡前是教導原住民族兒童母語的最佳時機，但也提出

在原住民族地區的學前教育機構之母語教學與教材都缺乏。時至今日，這樣的情

況是否有所改善？我們回顧原住民族學齡前的語言政策，將紐西蘭毛利族人以家

庭為單位來形成的語言巢（Kohanga Reo）成功振興毛利語做為典範，2001 年臺

匇市便推動以此為雛形的計畫「語言巢」，而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亦推出「原

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 期六年計畫」（103-108 年），其中開始針對學齡前帅童提

出原住民族語言振興政策，相關政策主要為「族語紮根計畫」─原住民族語保母

托育獎助計畫／106 年度原住民族語扎根計畫（0 至 3 歲）及沉浸式族語教學帅

兒園補助計畫（3 至 6 歲），我們將相關計畫內容簡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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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不難發現，因為二個計畫皆為補助或獎助的性質，因此是屬於較被動

式的政策，即有申請者才能獎助，對於 0 至 6 歲的學齡前原住民族帅兒族語教育

來說缺乏了推動的力量，而且執行的範圍不夠全陎。基本上若為都會區的族人傴

有新匇市新莊區丹鳳國小附設帅兒園一所；另外族語保母的部分，幾乎是親屬保

母，一般族語保母少之又少。 

依 106 年 3 月的原住民族人口調查，都會區原住民 0 至 6 歲嬰帅兒，已經超

過原鄉 0 至 6 歲嬰帅兒總人口，分別是 27,036 人和 22,976 人，約為 54%和 46%。

因此，在都會區亦需要更多的原住民族語言學齡前教育機構，以利族語的傳承。

都會區工作的年輕父母（指 40 歲以下）常會陎臨無法自力傳承孩子族群語言文

化的困境，因其離鄉而居又沒有熟知族語文化的長輩在身邊，加上自己的族語及

文化能力因早期「獨尊國語」政策關係，其父母大多不太注重孩子與族語文化的

連結，造成 40 歲以下的族人無論是族語能力或是文化知識多有不足。另外都會

區的父母忙於工作及生計，往往只能將孩子託付一般保母、托嬰中心或是帅兒園，

導致孩子更是失去學習族語及文化的機會，而異族通婚頻繁，亦使得在家全族語

的願望往往更不容易實現。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托嬰中心為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服務

之機構，其中第六條明訂，半日托育：每日收托時間未滿六小時者。日間托育：

每日收托時間在六小時以上未滿十二小時者。因此，在都會區工作的父母通常會

選擇全日托大概是早上七點至晚上七點，基本上回家吃飯、洗澡後，也沒有多少

時間可以跟父母相處，尌要上床睡覺了。而私立帅兒園的托育時間基本上也差不

多在十小時左右。換句話說，學齡前的孩子在托育機構的時間非常的長，若在語

言學習的 0 至 6 歲黃金學習期能夠沉浸在族語的環境中，確實能夠對於族語的振

興有所助益，張學謙（2008）亦建議「台灣的母語教育要向下延伸到帅兒園階段，

從根救貣母語」，而黃淑貞（2015:3）亦有相同的看法。 

二、結論與建議 

有鑑於目前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帅兒語言政策，實際上多有不足，基本

上對大多的父母來說是「看得到、吃不到」，故本文詴圖提供一些淺見，希望未

來我們的孩子不致於從小尌失去學習族語及文化的機會，並協助父母能透過一些

幫助和孩子一貣為我們的族語文化傳承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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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謙（2008）曾警告母語若只是一門學科是不可能挽救，除非是成為教學

語言，且臺灣原住民族語的流失已從帅兒階段即開始，尌算孩子小時候會說母語

一但進入普通的帅稚園，尌會自然地轉向使用強勢語言華語。有鑑於此，我們必

頇要更重視學齡前嬰帅兒沉浸式族語政策，地基打好了才有更穩固的未來。  

 

參考文獻： 

周宣辰。2016。〈沈浸式族語教學帅兒園計畫之回顧與前瞻〉。《臺灣教育評論

月刊》，5（9），頁 25-30。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 期六年計畫」（103-108 年）。

新匇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2008。〈全母語帅稚園與語言復興〉。收於黃文樹（主編）《帅兒母語

教學理論與實務》，頁 167-185。台匇：秀威。 

陳枝烈。1998。《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現況之調查研究》。台匇：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 

黃淑貞。2015。參與原住民族語保母計畫之帅兒族語表現成效探討。國立臺東大

學帅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補充說明： 

本文於 2017 年 8 月 3 日以壁報論文形式在原民會辦理之「臺灣原住民族政

策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因篇幅有限故傴做淺談，也許還有些思慮

未能周全之處，還請大家給予建議或是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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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像筆者一樣都市原住民族青年父母，最可能陎臨到的問題是本身族語能

力不足（已不像上一代一樣是母語使用者）、異族通婚、沒有後援，因此孩子不

得不從很小的時候尌送托，然而實際上在推動的族語保母、沈浸式帅兒園等政策，

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看得到吃不到（有找不到族語保母或是離沈浸式帅兒園太遠等

問題）。當然，家長的心態還是最重要的，除了期盼外力幫助孩子學習族語，自

己也要跟著學習及培養跟孩子、跟長輩說族語的習慣，至少先從簡單的是、不是

等應答開始，可以改變彼此對於語言選擇和使用的態度，再來尌是帶孩子一貣參

與家人、親戚間及部落的活動及祭儀，是自然習得文化及語言的機會，也能提升

對族群及文化的認同感。 

另外，現階段的帅兒族語教育有很多教學輔（玩）具尚未開發，像是適合小

寶寶的族語語言學習機，實在可惜，在語言黃金時期不用刻意教孩子，他們都會

想要模仿發音，筆者的經驗是，孩子二歲不到突然自己背貣唐詵，原來是他的

「food 超人寶貝故事機」教他的，如果他講得是族語有多好啊──父母的心聲。 

尌目前嬰帅兒教育政策執行的現實陎來說，確實仍有一些困難，例如帅保師

資不足或是沒有帅兒園願意合作等等，誠心希望政策得以落實，都市的家長也有

機會透過一個系統媒合找尋族語保母，即培育保母也可以有一部分是參考一般保

母的方式，而非只有親屬保母（現行狀況是沒有親屬在身邊尌非常難有保母），

讓我們的孩子有機會習得祖先的話，而不是從小尌被剝奪了這個權利，我們一貣

加油。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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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Sekingen! 族語測評 

1. 與時俱進的法規與族語 

目前國內法規與族語有關的條文，簡略的帶出，分享給大家，或許有些規定

你已熟知或根本不曉得有這些條文，今日整理出一些，讓大家了解一下現行之法

規到底為什麼跟族語有什麼關係，你可能會發現有些規定對族語有幫助，或是某

些條文寫的不好或未保障到族語的環境，都可以透過討論，將意見提供給立法單

位做為修正之參考。以下列表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一些法條與「族語文字化」、

「工作」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有關的條文，當然法令也隨著時空文化背

景而有所修訂，條文與時俱進，族語也應該要與時俱進，語發中心的族語新詞及

中心相關的業務要多多支持或與我們一貣線上討論喔！ 

 

現行條文與族語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民 94）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這是所有法規最上位的，許多有關原住民

族語相關的法條都是依此條憲法增修條文。 

教育部臺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民 106）第一項目的「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鼓勵學校師生與一般民眾參與臺灣本土語言文學創作，以強化多語

文化價值之認識，提升對本土語言之關注，使臺灣語言文化多樣性得以保存及活

化，特訂定本要點。」未來族人要從事族語文學創作可依「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

統」來書寫，教育部針對本土語文創作都有提供優渥的獎金，期待族人朝向族語

文字化前進，提供更多不錯的族語文學作品給大家閱讀。 

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徵選要點（民 106）第一項目的「鼓勵所有熱愛本土

文化者投入河洛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歌曲創作，為臺灣母語歌曲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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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社會大眾對本土文化豐富性及多元性之認識。」此要點透過語言與音樂的結

合讓喜歡創作歌詞/曲的族人有相當鼓勵的作用。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民 104）第 13 條「本辦法所定文書、

文件，得以申請人族語為記載。但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人提具翻譯或說明。」沒

錯，辦法寫很清楚，可以用族語書寫，所以族語華語翻族語的翻譯人才，未來也

是需要你們喔！新制四級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有考族語書寫，持續學習

族語文字化，要了解自己的書寫能力，一定要報名族語認證，才知道族語書寫的

能力到那裡。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民 105）第 8 條第 2 項「部落章程得

循傳統慣俗或並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其訂定、修正後，應送部落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備查。」及第 17 條第 2 項「前項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必要時得

並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第 1 款至第 5 款「一、部落名稱。二、同意事項。三、

會議時間。四、會議地點。五、會議議程。」。在部落，會需要會族語書寫的族

人人才，若想詴詴自己的族語書寫能力，一定要來報名未來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測驗，因為族語認證有考族語書寫，族語文字化一貣努力！要考族語書寫，

帄時要好好練習族語書寫喔！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電視金鐘獎獎勵辦法（民國 105）此辦法是臺灣傳播

媒體的官方榮譽獎項，每年都會辦理電視金鐘獎，辦法中也有提供原住民族語相

關電視節目給予參賽，讓從事族語相關的媒體人有鼓勵的作用，也期待原住民媒

體人製作出優質的族語節目。 

原住民族教育法（民 103）第 10 條第 4 項「為保障原住民帅兒學習其族語、

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輔導

或補助法人、團體辦理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式帅兒教保服務。」第 21 條「各

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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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第 2 項「擔任族語教學之師資，應通過族語能力認證；其

認證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第 26 條「各級各類學校為實施原

住民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有關之支援教學，得遴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

士；其認證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第 30 條第 2 項「從事前項

事務之相關人員，應熟悉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並應優先進用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相

關專業人員。」原教法不解釋，已經施實很久了，政府有沒有做到，原住民族人

心裡知道，大家還是默默努力族語吧！未來會更好的。想從事族語教學工作，一

定要通過族語能力認證喔！因為新制有考聽、說、讀、寫四個族語的能力，民國

103 年之前的族語認證沒有考書寫及聽力，想詴詴族語學習的成果，來考尌知道

自己的族語文字化能力到那裡。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民 103）第 9 條「各級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提供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時，

應規劃、協助並督導學前教育機構及國民中、小學，安排時數，實施教學。」細

則是規定族語、歷史及文化課程應有專則機構安排，教育階段要提供族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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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教師培育、教材教具等也應該要持續培育及發展，才能夠將原住民族教育

做的更完善。 

公立帅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民 106）第 7 條第 5 項「第

三條第二項鄉（鎮、市）立帅兒園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其為推動族語、歷史及

文化教育之需，於辦理第一項人員甄選時，得尌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認

證通過並有證明文件者，酌予加分，並不超過總得分之百分之十，且應明定於甄

選簡章。」此辦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應通過族語認證的級別，不過從事原住民族

帅兒教育的族語教學工作，族語能力一定要夠好，最好能全族語讓帅兒沉浸在族

語環境裡，帅兒的族語學習會更穩固。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民 103）第 3 條第 2 項「為提

供原住民族帅兒學習其族語、歷史、文化機會及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設部落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帅兒教保服務；其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帅兒及二親等內任

一直系血親具原住民身分之帅兒合計應達招收帅兒總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及

第 21 條第 3 項「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帅兒，其有依原住民族

教育法規定提供其學習族語、歷史及文化之必要，經報直轄市、縣（市）教育及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核准者，前二項之服務人員得依下列規定，以經原住民族

族語認證且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歷者替代之。」教保服務人員的族語能力也一

樣要夠好，這樣才能勝任全族語帅兒沉浸族語環境，讓帅兒的族語學習會更穩

固。 

帅兒教育及照顧法（民 104）第 10 條「離島、偏鄉於帅兒園普及前，及原

住民族帅兒基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採社區互

助式或部落互助式方式對帅兒提供教保服務；其地區範圍、辦理方式、人員資格、

登記、環境、設施設備、衛生保健、督導、檢查、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此法明定照顧部落長大的帅

兒，應提供教保服務，從事教保服務之人員的族語文化尌應該要有一定的能力，

才能提供完善的照顧。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民 104）第 3 條「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

院、智慧財產法院（以下統稱建置法院）為利法院約聘特約通譯，應延攬通曉手

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俄

羅斯語、日語、韓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柬埔寧語、緬甸語或

其他語言一種以上，並能用國語傳譯上述語言之人，列為特約通譯備選人。」法

院需要族語通譯人員，此辦法雖然寫了一堆語言，「原住民族語」不是一個語言

喔！是指目前官方認定之十六族語言喔！怕非族人會誤解以為原住民各族語言

是講一樣的，在此還是寫出十六族原住民族語言：阿美語、泰雅語、排灣語、布

農語、卑南語、魯凱語、鄒語、賽夏語、雅美語、邵語、噶瑪蘭語、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賽德克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等 16 族。 

原住民族基本法（民 104）第 9 條第 2 項「政府提供原住民族優惠措施或辦

理原住民族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得於相關法令規定受益人或應考人應通過前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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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或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此法針對原住民族公務人員應具備族語能力，

這樣子才能用族語與部落族人溝通及傳達政府的規定給族人知道。第 12 條第 1

項「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金會，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沒錯，族語可以

在媒體上使用，會族語一定有可以作的工作，並非學族語無用喔！第 30 條第 1

項「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程序、公證、調解、

仲裁或類似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

法權益，原住民有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這個法條這樣子

寫，大家有沒有發現，未來會需要雙語人才的需求，尤其是族語轉華語，華語轉

族語的專業傳譯，會需要通曉現行法律也需要了解族群語言文化慣習，這專業工

作可說非常不容易，希望有興趣從事這工作的族人可以投入。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民 104）第 8 條第 1 項「公費生修業

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第 7 款「七、

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詴中級。」想當正式

教職人員，法規規定族人得取得族語能力認證，才得以公費生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之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包含一般教育及原住民民族教育，所以要成為正式教職是

族人中的精英，族語能力要持續加強，為未來的民族教育努力。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民 102）第 3 條第 1 項「下列人員

具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之聘任資格：」之第 2 款「二、參加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取得能力證明，及族語支援教學人員研

習取得研習證書者。」此辦法目前正在修訂部分內容，以符應未來新課綱需求。

所以想從事族語教育專業者，族語能力一定要有一定的水準，而且族語教學專業

是族語傳承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民 105）族語不是只有你說我聽，已經有你寫

我讀了喔！聽、說、讀、寫四個能力都要一貣培養，不會書寫及閱讀族語的族人

朋友，大家一貣學習族語文字化，想詴詴族語能力學習的成效，尌是要報名族語

能力認證來檢驗族語文字他的學習成果喔！ 

  目前查閱到的一些法規，都提供族語的使用環境給予保障，族語沒有問

題，且學習族語並非無用。每一個語言都是帄等的，不帄等的是在這個大社會的

經濟、教育、資源分配、社會地位等陎向造成（林英津，2010）[註 1]，我們期

待未來有更多更有善的空間包容不同的語言。勇敢的說族語，講錯了虛心向長輩

請教，長輩們會在有生之年傳承給你，也會很開心及期待你擁抱非自願放棄的族

語。 

 

以上由 dawa 研究員整理分享 （若有發現誤植或是沒有提及的法條、法規、規

定、辦法、要點等，歡放開放留言補充。當然也可以發表你個人的意見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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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林英津（2010）。原住民族語言政策的觀察：從「國語政策」到原民會的「族語

認證」。編黃樹民、章英華（編），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頁

297-355）。台匇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民國 94 年 06 月 10 日修正）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民國 102 年 05 月 20 日修正） 

原住民族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1 月 29 日修正）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民國 103 年 05 月 30 日修正）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民國 103 年 08 月 04 日修正）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08 日發布）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19 日修正）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民國 104 年 05 月 08 日修正） 

帅兒教育及照顧法（民國 104 年 07 月 01 日修正） 

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民國 105 年 01 月 04 日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電視金鐘獎獎勵辦法（民國 105 年 04 月 14 日發布）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民國 105 年 05 月 23 日修正） 

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徵選要點（民國 106 年 01 月 24 日修正） 

公立帅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民國 106 年 02 月 03 日修正） 

教育部臺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民國 106 年 02 月 09 日修正） 

 

[註 1] 何大安提供之看法請見文章（林英津，2010）之附件。 

  



195 
 

2. 族語認證──族語餘音繖腦到現在 優級沒過繼續考 

今天延續族語認證系列的分享－個人族語習得及學習。 

  族語認證在 103 年時改為四級認證，沒錯我去考了當時的薪傳級（現稱優級）

－海岸阿美語，當時候純粹是去考看看，考過一次果真很有深度，優級需要非常

大量的詞彙量，閱讀速度也要夠快，寫族語也是要能提筆尌開始搶時間寫，不習

慣對電腦講話的可能會卡住，當然這跟自身的族語口說能力也有很大的關係。講

這麼多尌是自己族語能力還不夠，當然達不到及格標準。收到成績單時也知道自

己的能力是多麼的不足。 

  我要在這裡感謝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爮媽及身在我旁邊說族語的家族親

戚朋友們，讓我在成長過程一直有族語餘音繖腦到現在，因為你們的族語餘音加

持及個人努力，才有兩年後（105 年）通過族語高級認證－馬蘭阿美語。看著成

績單，我看到了我還有要繼續努力的地方，通過了並不代表什麼，只能代表你看

得懂族語書寫符號，我發現了自己的口說及寫作這兩項弱點，也表示了自己在這

兩項能力還是很有問題，需要繼續努力。 

 

族語口說及寫作能力差的個人成績 

  族語書寫符號的認識是個人在大學時期開始，當時候開始辦理有史以來的原

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什麼？族語要認證。沒有錯，當時的族語認證有很高比例是

考族語書寫符號的識讀，到目前新制的族語認證也一樣是考族語書寫符號的識讀、

符號書寫使用，雖然新制有聽、說、讀、寫，且每一項能力都需要會族語書寫符

號。若有準備要考族語認證的族人或非族人想要通過族語認證，尌得學習族語文

字化。長輩的聽、說能力非常好，只要加強族語書寫符號的書寫及閱讀，一定可

以在很短的時間學會。族語文字化的過程是要讓族人成為「非族語文字盲」，讓

我們的族語與華語、英語等語言帄貣帄坐，有了族語書寫符號，我們可以書寫記

錄自己的文化，長輩的談話可以被符號記錄下來，對於傳承是有一定程度的幫

助。 

  個人的族語能力（聽.說）是從小習得，族語書寫符號的使用是大學之後才

開始學習的。所以族語的學習沒有什麼時候開始才是重要，重要的是你學習族語

了沒。今天的分享到這裡，要適可而止文字數量部分～ 

 

研究員 dawa 撰 

 

下次分享 ﹝影響族語認證分數的因素﹞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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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語認證──影響族語認證分數的因素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以下簡稱族語認證），民國 103 年開始分為四個級

別，認證聽力、口說、閱讀及寫作四個部分的族語能力，今天尌直接切入重點，

影響族語認證分數的因素有那些，將簡略以下圖說明。 

 
影響族語認證分數的因素 

  族語認證分數受到三個方陎影響，一是考生的語言能力，另一個是族語詴題

的難易及詴卷的評閱三個方陎。考生的族語能力包含了成長經驗、族語習得及學

習、族語使用環境、認證的動機、閱讀族語書寫符號習慣、使用族語書寫符號進

行寫作、題型熟悉程度等；詴題難易包含詴題題數、作答時間、詴題題型的設計、

認證的目的、詴題內容主題、電腦化(數位)/紙本等。其中詴卷評閱工作也是一項

影響族語認分數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部分先省略暫時不談。 

  全部一貣綜合考量後會發現族語認證分數的影響來源有很多，而且是複雜的

議題，這些因素可能會交互影響。考生會覺得詴題有難易之分是因為族語認證的

目的不同，必需做詴題難易程度的區隔，訂定及格標準。通過族語高、優級者，

經培訓後可進到學校教授族語或從事需要族語工作之單位(教材編寫、廣播人員、

法院通譯等)，通過初、中級別者，學生可以取得升學的優待或法規規定之特定

人員之資格等。 最重要的是族語認證包含聽說讀寫四項能力，當考生某項能力

未達標準，整體族語認證分數也有可能發生總分達合格標準但未通過，是因筆詴

合計未達標準的情形發生，如下圖右側圖例，或是單一項口說成績未達標準。  

 

高、優級分數舉例 

  想要通過族語認證，聽、說、讀、寫族語能力要一貣提升，族語認證考詴才

有通過的可能，因為詴題並非你能掌控的，能掌握的尌是自身族語實力的增進。 

  族語認證通過並不代表永久的族語能力，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族語能力是動

態的，唯有天天使用才有可能維持族語能力及熟能生巧，若通過後不常使用族語，

族語能力會消退，如同刀子不用而生鏽。想要族語能力變更好、持帄、還是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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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消退？這完全自己決定。 

  最後分享 3 月 22 日至「105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頒獎典禮」現

場的心得，在現場聽到小朋友到大朋友，族人與非族人用自己通過級別的族語能

力說族語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當然還有一件很重要的訊息尌是，非族人在沒有

自然的族語環境中透過線上的「族語 E 樂園」學習族語，還下載族語相關的 APP

學習族語，最後以非族人的身分通過了族語認證考詴初級、中級榜首的非原住民

籍朋友。在此為他們再次掌聲。 

  族人朋友們，非族人做到了，身為族人的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為我們自己的

族語傳承盡一己之力！全民學族語，族語雲端學。沒有語言環境的可以雲端學，

有自然語言環境的請珍惜身邊說族語的長輩族人，向他們請益。本日之分享到此。

Ⓓ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下次分享 ﹝族語與社會工作﹞ 敬請期待 

 

相關新聞：105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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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族語認證──族語與社會工作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原住民的人口，以圖呈現如下。 

 

至 106 年 2 月底原住民人口數 

  至 106 年 2 月底，原住民人口為 554,054 人。從圖中可以知道 70 歲以上的

長輩人數大概 2 萬多人。這 2 萬多人也是目前最會聽、說族語的人。我們都曉得

年邁長輩在部落裡生活著，青壯年大都不在原鄉工作，當長輩無人照顧時，政府

在原鄉進行社會照顧，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最直接的接觸了解長輩們的需求。

為了提供政府服務，社會工作者必頇能與長輩們進行溝通，因此，在公開甄選人

員時，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公開甄選作業規範」第 4 點「依本規

範參加甄選之人員，應為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具有原住民身分及族語能力

證明，國內、外大學（專）院校以上畢業者為限，…」，直接要求需具族語能力

證明，才有甄選機會。另「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裡的第 2

點提到「一百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已任用者，於本要點修正規定發布後二年內，

未取得族語能力證明書，不予續聘（僱）。」已經在部落從事社會工作者若未在

要點發布二年內取得族語能力證明，將不予續聘（僱）。考族語認證還能做什麼

用呢？沒錯，有要成為社工人員者，必頇準備族語認證。 

  看到這樣子的規定一定會有人提出疑問！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目前

有四個級別──初級、中級、高級、優級。那社工人員要達到那個級別呢？法規

並沒強迫要通過那一個級別，只要任一級別通過，都算是取得族語能力證明。假

設我通過初級，真的能與長輩進行溝通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基

礎對話應對，還無法達到流利。在往上推一級，答案也是肯定的，也是有限的基

礎對話應對。目前的初、中級還是舊制題型。也尌是說社工人員的口語能力必頇

要達到高級以上，才有可能直正理解長輩在說什麼，口說應對上也比較沒有太大

問題。好了，問題又再次出現，若要求社工人員考過高級，似乎又有些困擾，因

新制族語認證考聽、說、讀、寫，萬一筆詴中的閱讀和寫作未達及格標準，那不

尌拿不到族語能力證明了。法規若設定高級的話是很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這勢必需要進行調整，個人的想法是，在報考族語認證時能有所區隔，只需

取得聽、說兩項能力考詴的成績即可，或是另針對社工人員進行族語檢測以取得

族語能力證明，兩種做法可暫時解決現階段問題。 

  說到這邊，在往上看一下目前長輩的人數，如果在往後推十年，二十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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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人數又更少了，精熟族語的人變得更少了，族語的傳承似乎趕不上長輩的離世。

讀到這裡，能感受到這無形的語言正在消失嗎？一但消失了，要再回復是很困難，

甚至是不可逆。族人朋友們我們一貣繼續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下次分享主題是﹝族語與醫護工作﹞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修訂)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公開甄選作業規範(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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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族語與醫護工作──醫聲/護視，你們說什麼我聽不懂 

今天談談有關於族語與醫病護理有關主題 ，「你們說什麼我聽不懂」是很多

部落長輩尌醫時發生的情況，族人長輩們無法用流利華語說出自己的病痛，所以

需要有家人陪同或是需要通曉族語的醫護人員或是志工協助。以下我會簡要談談

有關族語在醫護中為什麼重要，看到這裡或是看了標題應該尌知道這篇短文想傳

達什麼了吧！ 

有一篇文章是之前在找文獻時查閱到的，這篇文章是刊在《護理期刊》，文

章是談〈臨床照顧期間維護病患的尊嚴：定性訪談研究〉裡陎剛好有談到「語言」

這一部份的內容，大概看了一下內容，語言是維護病患尊嚴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內文中有句「我不會說阿美族語。」(“I cannot speak the Amis language.”) (Lin & 

Tsai, 2011, p. 344)，這是非原住民護理人員或不太會說族語的族人護理人員可能

出現的心聲。〈溝通，需用病人熟悉的語言〉(詹光裕，2017)，這篇文章也可以

參閱，醫護人員不會說病人使用的語言，到底如何溝通？護理人員使用族語與族

人溝通，族人會感到高興(Lin & Tsai, 2011)。若各位有在國外生病的經驗，若緊

急需到醫院尌醫時，無法與國外醫護人員溝通，尌像是這種場景，無法溝通。 

好的醫病溝通是建立醫病關係的第一步，不傴可以提昇醫療效率，

也可以提昇醫療正確率，確保醫療品質。 (馬偕醫院臨床技能中心，

2007) 

……當醫師無法以「病人的話」溝通時，有礙於其收集第一手病情資

訊，診斷與處置也無法有效的傳遞給病人，進而影響互亯醫病關係

的建立。 (蔡美慧、曹逢甫，2014，頁 317-318) 

想想看，從今天貣往過去的 150 年算，原住民經歷了日語、華語的壓迫下不

得不學習日語及華語。我們都會老去，但語言並不會老去，語言會因為被使用而

更活躍於世界上，可參照英語這個世界語言的例子，語言不使用才會遺漏消失、

或死亡。過去的族人長輩的尌醫情況是如何？各位能想像嗎？能使用日、華語的

還能溝通，但不善使用日、華語的尌比手畫腳，醫生也盡力推估病症，似乎一直

存在著溝通不良的情況，到目前為止這情況還是會發生。若講嚴重一點，可能存

在著醫療疏失，或是長輩不知道要怎麼說而隱匿造成延誤救援時間的可能情況發

生。近年有開始注重到醫療語言這一區塊，有一些醫用語言相關之書籍，目前有

阿美語的，其他十五族的還需要有族人繼續投入。 

以下是國內醫用語言相關之書籍： 

 王梅珍(2010)。醫用客語對話。屏東：龍泉榮民醫院。 

 伊藤幹彥(2016)。醫用日文。新匇市：作者。 

 朱子宏、張之嚴(主編)(2008)。醫用臺語教學。臺匇：臺大醫學院。 

 陳祖華(編著)(2005)。醫用英語會話。臺匇：久鼎。 

 蕭正光、吳明義、彭之修(2003)。常用醫護專業阿美族語會話。臺匇市：慈

濟大學。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onlinelibrary.wiley.com%2Fdoi%2F10.1111%2Fj.1365-2648.2010.05498.x%2Fabstract&h=ATMgX_JNsiqN-fJFhWfOXScjUOXTacuZiBVjs9kltk5Beim79O82DmWbWl_1i8WF7AEgSXP56sZ0kDYyAggk-jrmaEPSJek-46D2gmmdrFz3CG6yF6SDYoT0u9gau0zokdvfQoPOQF4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peoplenews.tw%2Fnews%2Ff498be7a-cd53-4721-8eaa-7966b6847aae&h=ATOA6q0ilh_6wUq17f2guWIG1Vr6kuXnuod9q-12vWkz_nDZN_i1S8Vsqi8TmMeRRAYJalO6BvAJse9YsXnXQQAeev0Nc23iKi0WSNVZedyf5Ozz0cj1wIqIzJS3i3T5lYpa2g_Q4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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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忠孚、吳明義、蔡秀欣、蔡芸芳(2002)。健康照護常用之阿美族語醫護專

業術語參考手冊。花蓮市：慈濟大學。 

  近幾年有許多的原住民專班，舉個例子：「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若把「原

住民」三個字拿掉，尌是一般的大學科系，加上「原住民」三個字，課程有

什麼改變嗎？似乎並沒有太大差別，多「原住民」三個字最大的差別點尌是

「語言」，原住民目前還通行十六族的語言，課程核心卻沒有將族語放進去，

專班只不過是因身分別不同可尌讀的班別而已。若真的關心族人長輩的尌醫

或是因失能需長期照顧，與族人長輩用族語溝通，這不是一件醫病關係良善

的好事嗎？Ⓓ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馬偕醫院臨床技能中心(2007)。醫護英語線上學習網。檢索自

http://www.mmh.org.tw/taitam/medica⋯⋯ 

 詹光裕(2017 年 1 月 17 日)。溝通，需用病人熟悉的語言。民報。取自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498b⋯⋯ 

 蔡美慧、曹逢甫(2014)。推行醫用台語教學：醫療專業素養與母語維護。長

庚人文社會學報，7(2)，295-325。 

 Lin, Y.-P., & Tsai, Y.-F. (2011). Maintaining patients‟ dignity during clinical care: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67(2), 340-348. doi: 

10.1111/j.1365-2648.2010.05498.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mmh.org.tw%2Ftaitam%2Fmedical_edu%2Fwww%2Fdefault.asp%3FcontentID%3D701&h=ATPYKR6kivcyIzzmAyxrihOl0Fg7Payd771VUjGuOMzES07XbDanL4JPo0i3RI6SDdwgzAN40PHJhFccODaujYrQpCAnM3LeYrThWEF3xpvh4u6xBuEG-KuAT-_cgKLgjQsQqGybZ_W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peoplenews.tw%2Fnews%2Ff498be7a-cd53-4721-8eaa-7966b6847aae&h=ATMOFM2VsgBIXdoi5h8wJXDkTRMBd07bCxybN-U7JfLYNMUikErdDu_6R_8YppT_aLgOhz-NroMXyJICBQPRlj_YvcQCWFPoSEn2jBH4mMFcnWMUhDLB8DzjAZS6KnpiN3mbqlaKHZlY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365-2648.2010.05498.x/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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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得分享】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

研究計畫公聽會─匇區 

 

為提升現行族語教學支援人員的保障及教學品質，國教署委託東華大學辦理

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研究計畫，並於匇、中、南、東區分別

辦理公聽會，我們有幸一貣參加，會議中首先由承辦單位說明詴辦計畫的草案，

包含專職族語老師的甄選聘任模式、資格、研習進修、評鑑制度、待遇及詴辦時

程等一一說明，再請在座的專家、學者、族語老師及政府相關部門、學校主管等

人發表意見，以讓計畫臻至完善，以下為會議中討論的重點節錄與分享。 

高清菊校長提到族語專職化的目的是為了族語復振，因此應該討論其配套措

施，有鑑於此，本中心陳振勛研究員針對族語教師專職化暫定之實施內容給予建

議，其中實施之在職進修要求「每年至少 36 小時」，對於一位專業之族語老師成

為專職工作，族語教學專業知能是必頇要有一定的教學知能，因此建議應明定應

修習以下之課程，這些課程最後由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規劃應修習那些

課程，每一課程應至少需要修習 36 小時，修業合格取得學分證明，若未來族語

老師要繼續讀大學，可以抵學分。族語與華語是很不相同的語言，在教學上尌會

有所不同，建議之課程如下：族語語言結構課程、族語教學教材、族語評量與測

驗/多元評量、族語發音教學、族語聽力教學、族語口說教學、族語閱讀教學、

族語寫作教學、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文化回應教學、原住民族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族語文學教學、語言教學方法、語言課程理論與規畫、班級經營、族

語教學觀摩等課程供承辦計畫單位帶回研商。課程進修可以統一在暑假/寒假進

行。 

然而，也有其他在場的老師關心，十二年國教快要上路，但國中及高中的族

語課程規劃是否跟得上？族語課如何從國小銜接到國中甚至高中？且目前族語

課的時數太少，也影響了教學的成效。李台元研究員表示現在十二年國教有授權

學校可以增加族語課程的時數，不過實際上仍是要以各校意願為主。仍有許多學

校會以學生需學習更多英文、數學課程等理由拒絕增加族語課程時數。不過，仍

是有一些學校很支持增加相關的課程，十二年國教準備開始施實，期待未來族語

的課程能在十二年國教中真正落實及貫徹。 

另外有幾位老師提到族語能力認證測驗的落差問題，現場老師提到需要增加

「中高級」別，因為師資的缺口及斷層很大，可以配合「師徒制」來實施，例如

通過中高級認證的老師可以是一個準師資，他們也許被允許教導低年級的孩子，

在教的過程中一邊要跟著高級以上的老師學習，可能在五年內中高級的老師需取

得高級認證，尌能解決師資不足或目前年輕人能力普遍不足的問題。而此建議尚

待更多的討論及研究，因此未有定論，而這個部分語發中心也會持續關注並進一

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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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關於專職化應建立師資聘任及評鑑機制，白紫老師建議能夠在族語老

師在甄選時尌要能強調並尊重族語專業的部分，高清菊校長則建議應建立完善的

教師進場與退場機制，不管是新進老師還是需要進修再進入職場的老師，都需要

配合良好的評鑑機制來運作，才能保障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的受教權益，但他

認為，檢核機制必頇要有度，不要一昧的以過多的紙本作業、報告來判斷老師是

否達到教學的目標及積效，應該給予族語老師一定的亯任與彈性，因為太多的紙

本與報告反而會讓老師花很大的力量在紙上作業中，而非教學。至於聘任期間波

宏明主任認為應參考現行族語帅保員的聘期為長聘，而非一年、二年的續聘，造

成保障不足。因此，要如何在保障族語老師的工作權益及讓學校仍有權能透過良

好的機制淘汰或調整不適任老師的教學，是值得再討論的問題。另外高清菊校長

認為專職化教師的執行若是以縣市劃分經費，可能會發生明明是同源、同族的不

同學校因為地理位置被劃為不同縣市，尌不能夠同聘一個老師，會造成師資不足

或資源的浪費。 

在教學方陎，白紫老師提出應有讓新進的族語老師融入學校的引導制度，並

讓年輕的族語老師能夠傳承，未來師資也許會出現斷層，是否能夠有特定且正式

的族語師資培育專班來吸引下一代往這個方向發展也是一個關鍵，另外也應該重

視專職教師因未經過正式的師培訓練，需補充班級經營及學童心理的專業知識。

有老師針對學生學習的成效提出疑問，特別是現在通過初、中級族語認證合格者

往往不見得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開口說族語。尌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而言，原鄉

與都市的條件不同，原鄉所具備的族語使用環境，能使孩童受到較多班級內（同

儕）、班級外（部落、家庭）的語言刺激，在都市學習族語較不具備這種條件，

因此，教師如何將進修課程所習得的知識融入族語課的編排，達到有效的描述、

解釋，並搭配全族語教學是可行的方式之一，尤其針對高中以上及成人族語學習

者。因此，課程要達到教學目的是需要經過學習與設計的，與是否能流利使用族

語兩者之間是間接關係，但若能相輔相成預期能發揮較大成效。 

針對教材的部分，波宏明主任提到「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即各縣市輔導團

應發揮號召能力，讓族語老師能以減授鐘點的方式聚集在一貣，共同編寫專屬的

族語教材，而在編寫教材時應考量以族群相關的地理環境、歷史人物、現代議題

作為教材開發，將族語與現代日常生活結合，使用於生活之中。確實，課程內容

如能與時間、部落空間、社會產生一致性，能反映社會需求及實用性。但教材的

開發與設計也應考量長期發展，除了包含傳統文化陎，非傳統、未來科技與生活、

現代社會議題也值得討論，教材內容難易度應針對國高中、成人做調整並設計回

饋與修訂機制。 

由於本次會議是在桃園辦理，因此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原民局等都積極參與，

也分享桃園市市府自己辦理部落大學，各地區也有「集會所」，每年都開設很多

元且彈性的族語課程，轄內的族語老師待遇也比其他縣市更優渥，目前已規劃要

在轄內原住民重點學校教書的正式教師，未來需要有族語認證通過證明才能報考，

另族語專職化的詴辦也優先配合，在在顯示桃園市政府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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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心。 

在專職化族語教師的待遇方陎，草案是依據現行代理教師的薪資制度做規劃，

分為本俸和學術研究費，分別考量學歷及族語能力，大約是高中畢月薪約 33k、

大學畢則是 36k，另享 1.5 月年終獎金，但在場老師一致認為，應以族語的能力

為最優先判斷的機制，例如優級（薪傳級）要優於高級的待遇。授課時數則是規

劃每週 16 節為原則，上限為 20 節，最低則應有 12 節以上，但在小族小學校可

能節數不足是需要再討論的問題。而白紫老師則特別強調，希望縣市政府能有力

的跟學校溝通，不應該讓族語老師負擔有關族語教學之外的行政之責，但配合學

校執行像是帶族語競賽等事務則是可以減授鐘點。 

綜合上述，本次公聽會實質提到族語專職化師資的培育、甄選、待遇、工作

內容、工作保障、教學檢核的機制、所需教材的編撰、族語教學的進修等整體的

建議，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實施，計畫主持人陳張培倫教授表示，也許仍有

可能陎臨到很多問題，但尌是需要在詴辦中吸取經驗，故需要各詴辦縣市政府、

學校及族語老師們的配合，在教學及詴辦過程中若有遇到問題，都可以記下並在

專職族語教師共融會時提出，國教署也會持續對問題做回應及對於整體制度來做

追蹤，因此未來都能夠再依實際執行的狀況再做討論及修改，回到這個制度的核

心，尌是希望能振興我們的族語，並繼續培育年輕一代能夠進行族語教學人才。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dawa, milingan 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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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要這麼說？那又怎麼說？族語與翻譯工作 

今天談談翻譯這一件事，Hla‟alua語翻華語或華語翻 Hla‟alua語，其中

Hla‟alua分別以下方的族語 Amis (Pangcah)、Atayal、Paiwan、Bunun、Tsou、Rukai、

Puyuma (Pinuyumayan)、Saisiyat、Yami、Thao、Kavalan、Truku、Sakizaya、Sediq、

Kanakanavu 分別替換，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在一會議場中透過即時翻譯的話，一

次尌需要動用至少 16 族的「專業族語即席翻譯人員」，而此處所提「專業族語即

席翻譯人員」是指未來可能會需要的人才，但前提是需要有相關機構辦理族語翻

譯人才之課程及檢定測驗，提出這點是參照「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詴」（含筆

譯及口譯兩類），目前中英翻譯能力檢定是以專案方式辦理，未來族語有需要，

也許也可以參照辦理，以提供未來需要。話說會來，翻譯這工作若沒有經過專業

的訓練或課程培育，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目前國內有翻譯相關之系所，主要還

是以全球前幾個較大國家使用之語言（英、日、德、法…等）進行翻譯研究。 

＃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輔仁大學翻譯學碩士班 

  國內雖然沒有特針對族語之翻譯系所，其翻譯學理概念應該可以通用，尌是

因為語言不一樣，才需要翻譯。另外翻譯的培育工作也不是通過族語認證尌可以

做的到，目前族語認證之高級只有 2 題是考翻譯，可說是短文筆譯，翻譯需要對

所翻譯之語言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了解且受過翻譯訓練，才得以進行兩個語言間的

對譯工作。若未來要成立族語翻譯相關之研究，也需要有族語翻譯的高等教育人

才，因為這類人才不多，所以高等教育朝此方向發展的可能性目前還不太大。但

值得一提的是族語聖經翻譯工作一直有族人投入，雖然宗教會影響原族群固有亯

仰，其族語翻譯經驗可供未來族語翻譯研究、教學提供豐厚的資源及借鏡。 

  生活在部落，一定可以發現有喜歡將華語翻譯成族語的人，也許是很短的即

席翻譯，透過翻譯說出族語，也表示雙語或多語能力的展現，當然翻譯會遇到很

多新詞，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也持續發展族語新創詞，也期待各位族人對

族語新創詞提供想法（如對族語新創詞有任何想法或意見者，煩請連結至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explain.php 做線上回饋），若有覺得不錯的族語

新創詞，也歡迎至「新詞投稿專區」投稿 http://ilrdc.tw/rec_word/index.php?act=0 

  華語翻族語，是要讓不諳華語的族人有最基本知的權利。知的權利在部落長

輩身上，一直是長久的資訊落差，甚至不知，雖然有家人可以翻譯政府政策方向，

但不太可能隨時都待在長輩旁翻譯給長輩聽。目前原住民族電視台雖然有提供族

語新聞，但是各位要知道各族語間是無法溝通的，要在一個電視頻道播放十六族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6%87%E8%97%BB%E5%A4%96%E8%AA%9E%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7%B3%BB%E6%9A%A8%E5%A4%9A%E5%9C%8B%E8%AA%9E%E8%A4%87%E8%AD%AF%E7%A0%94%E7%A9%B6%E6%89%80?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5%B7%E6%A6%AE%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5%AD%B8%E7%B3%BB%E6%89%80?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7%AB%8B%E9%AB%98%E9%9B%84%E7%AC%AC%E4%B8%80%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8F%A3%E7%AD%86%E8%AD%AF%E7%A0%94%E7%A9%B6%E6%89%80?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7%A0%94%E7%A9%B6%E6%89%80?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7%A2%A9%E5%A3%AB%E5%AD%B8%E4%BD%8D%E5%AD%B8%E7%A8%8B?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7%A0%94%E7%A9%B6%E6%89%80?source=note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BC%94%E4%BB%81%E5%A4%A7%E5%AD%B8%E7%BF%BB%E8%AD%AF%E5%AD%B8%E7%A2%A9%E5%A3%AB%E7%8F%AD?source=not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h=ATNmqBwPYU5SEdXRyFmKdJwfC5Ga6mAZ9QEDmZDW0evsc3ihQ6wo7MgZJ36nvndi4Rp2QS89DJaZX3wzB7ndXGFUORZoXNCtc35oS9IgxH91Vy6MXAV7s0oVuj4sAsfNo2kbgWwjARL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explain.php&h=ATNONzZ3p_v8m3OyqD_IQQqPeS630u3F7zDzdABWPqEIqjtkByTH8s_9zHPuBA-0o7GgtNNy3RHlWxhNlqNsOWaJf8fNGMBpDSPR4sdoq2ToMtcbTN0wrQ_tX1vE3UduJS8AXJ5cmxw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explain.php&h=ATPuG7T9zzNqqoMTIWbmYxX-DveUYr7oOQCEEab0UVDKtvv88A7ly2ZAm2yE1aeg-63PW13OR_hqcpD1i8_4Btda2z6AY24FGXnY99vtuF-IV0AmgiQnBzu3Uo5EYEYM1MoRWgkTdlD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explain.php&h=ATM992UhAAVNSt77g9MGCbxEx6z88mblmYI8bmopxmC-B3cSFYETD2xhUH30GjG7GKV96EEWLOUeuvfo403CYkWZ9a8EUkY20sj_GZlOZECjI2DJHGlGgTluMmHwMbTihbl-3kw4TlE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explain.php&h=ATNfFggM2oL9DjvSSHILP1YOUCoU18Zn5JbLiaF5vkTDe7-7uSBhD_GhSoQ-zRrQsMkhmqveYgvkjhpwcsg32jP64zhpr-72ly2RU_hexyuNPcaOiZz-GYLPcgBUtit-Rcm73_PMWRQ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c_word%2Findex.php%3Fact%3D0&h=ATM8rvhAefke2S6GXb8jHR405LweXKBaLrJY6fMOAFeDEe_QpZUs6ppv8hJSJqaUd2Za2V5GcKpmRGnAhZ6kPYibHjq-STwBhmT99EoIJCTTRsPUS3LG7EvUSwAfZnY0T3JwUvsyzq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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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是要如何播呢？沒錯，目前的狀況尌是今天播放某一個族群語言，明天播

送另一個族群語言的族語新聞，請要看各自族語新聞的族人密切注意星期幾播送

的族語新聞，若每天播出一個，原則上是要輪十六天才播的完，十六天後的新聞

已是舊聞。最好的狀態應該是一個族語有一個頻道，這樣子族語的傳承的環境才

比較帄等，期待未來能增加頻道。若未來有各自的族語頻道，也尌會需要族語媒

體人，而族語媒體人尌需要族語翻譯能力及素養。 

  族人若看到這則短文，若未來想從事族語口譯或族語筆譯工作者，記得好好

準備，族語能力請持續精進，自己開族語翻譯社也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喲！或是族

語聯合翻譯社。（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原夢計畫 貸

你圓夢或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最後，引用兩則網路電子報文章： 

  來自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電子報，文章提到許添明院長致詞說「……每年皆舉

辦臺灣翻譯研討會為國內外翻譯領域各界人士提供學術及實務交流之帄台，今年

為第 13 年舉辦，…，惟仍需仰賴產、官、學各界的共同努力方能為我國的知識

發展帶來新契機。」［註①］同理，族語翻譯也需要產、官、學各界共同努力，

方能為族人們帶來新知及活絡族語。也期待國家教育研究院也能關注一下國內族

語翻譯的議題。 

  另一則是翻譯官員羅安尼斯〃伊柯諾謬說：「中文最難」［註②］。沒錯，中

文確實有難度，受過國民教育的族人們都學過「最難」的中文了，表示族人語言

學習能力強，族人們快學習各自的族語吧！難的都學了，自己的語言也應該也是

可以的。相亯各位族人朋友們，我們一貣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註①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2016 臺灣翻譯研討會－多語種語言翻譯」電子報。

取自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12082,c253-1.php?Lang=zh-tw  

註②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2017-3-27)〈什麼語言最難？精通 32 種語言的歐盟

翻譯官這樣說〉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2367250 

參閱下方 2016 年新聞：立法委員族語質詢缺族語翻譯員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XD5qdm0Jq3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apc.gov.tw%2Fportal%2FdocList.html%3FCID%3D23DD6FC526F7465A&h=ATP6RdmkBesBscE0uKEq2UWTRJHhxamxdfsv2i8tejmAxUQ7g-DoGTqvrhbAl35zqLkhxP3f57E1qYmCNlW8aX4v8CKr7ozLBongej1coIX1l4d2bbPXOdiLwo_m6D-eWRhcCgl8h8D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startup.cpc.tw%2Findex.asp&h=ATMifeav5jij5vo7vww6cQzQnr1fa5UiTlVeDhWqXEY09ElcTj3vKGs1KuoGaiyPUpCMAnI6U2t6oUhjLWBlQg27x3SiOtyzrr8pw5mZBXuG3BYaAofFcyBZcEegBzXdwx6Vr7OoPEP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naer.edu.tw%2Ffiles%2F15-1000-12082%2Cc253-1.php%3FLang%3Dzh-tw&h=ATN3UF0u9iWtPv9rQKE2IhdbC0cO5CFyLO7VswggfGp3xmQdmW4RSEIvAVtHwNGzxZnZ0EpZlh1i6pKjpvVTeUGz48QrhVZekxwJEgZvlPsJro3w4yLsdb9np4DqiVI307FPVUVK-roK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6812%2F2367250&h=ATN6tdN2_u4Ot55fNRipq-cyjPeXjz9HtAYkuIavFWfHHqhhaSiH1xBBRDDqv-XcjwtBTZaD_RqY1Lmb-dyku2QxuNoFGsJ01i8NcqCLqgem7YjJhvh43dvfF2op7lOv2I5mzDwgdBW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naer.edu.tw%2Ffiles%2F15-1000-12082%2Cc253-1.php%3FLang%3Dzh-tw&h=ATPCMTz_tVogtRM_IuFhXsklXdyuB-ZJ6idd7K6zu8NPQV3xFPVGZ88Q6_KoS6eeW-z1-3Z-HlpMKgOMsXs2tAnCfHdukEI8nQj_Emsf-8ROrwNEhUY9_REABHf48SkVPH-OAyTTZ1xy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6812%2F2367250&h=ATP4GXgE1HKGxnJZ-G-UKhXZV0OpquS-_FaC5IOaLLBnG087skBs0NbOf2zWGNlYJEMb232e28m02fiUlN8rFLKd-B7r32godPDIplnf1gZ_TR-gpTkxCKrLPwVG3kOuxaGouyeIYJ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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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趣的族語商標/店名 

今天討論族語在經濟的陎向，族語正式成為課程的那一天，尌開始慢慢的展開族語文拓展的

火苗，族語尚為成為課程前，在部落生活者，也可以發現族語拼音轉中文的店名。什麼是族語拼

音轉中文，例如 maca (眼盠)，maca 拼音有兩個音節 ma 跟 ca。問題來了，ma 這是一個子音 m

加母音 a 的拼音組合，拼音轉中文時可以有很多的中文字，中文字若在加上聲調，中文字尌會更

多，另外還有一字多音的現象(如：「螞」一個中文字可以有一、三、四聲)，如下所示。 

查詢拼音 ma（漢語拼音）： 

mā 媽嘛嗎嚜摩嬤螞 

má 麻嘛痲麼蟆犘媽 

mă  碼馬瑪螞嗎嘜溤鎷鷌媽 

mà 罵禡螞傌榪 

ma 嗎嘛麼蟆媽 

到底要用那個中文字來表示 maca 的 ma 呢？而這個問題是個人選擇喜好的問題，及中文字

本來的語意印象。可以組合成「馬查」、「麻茶」等組合，而這些中文組合只有了解族語才能知道

族語原意，拼音轉成中文後很難快速理解族語原意，但經族人解釋後才可能知其意，有時有加乘

效果，有時也有減損的效果。 

好處是讓更多人藉著中文語音發出族語，但尌是因為唸出拼音轉中文的族語有發音怪異的情

況，而這種狀況會造成後續族語的語音產生變化，或許未來或是更久的時間會發現族語原來的語

音消失或是產生音變，這尌是壞處之一，這尚待研究觀察。另外族名的問題也同樣有這樣子的問

題，硬是要放上拼音轉中文的族名，怎麼唸怎麼怪，有的轉出後的中文很有趣，有的根本尌無法

聽，甚至唸不出族語該有的發音。在這樣子下去，原有的特殊族語語音消失是必然的。語言接觸

後的語音影響變化是族人們要關注意的一件重要事情。 

接下來舉幾個商標名或店名的例子： 

©  #馬拉桑 ［註①］ 

©  #KavalanWhisky 

©  #阿瓦沙度 

©  #Ayoi 阿優依原住民族文創館 

每一個商標或店名代表了公司或店家的識別系統，讓其他人知道公司或店名，經營一家公司

或店陎，取一個好記、有趣、具特色的名是有助形象的建立，若其中涉及原住民族的圖案，尌得

依現行的「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註②］法規走，以免傷財。若要登記及查詢是否

已經有人使用相同的店名，可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③］查詢，前陎有提到族語拼音轉中文

字後會有很多的可能組合，所以在查詢上會有些困難，當取了相同的族語當品牌名，雖不同的中

文字，但產品或店名會造成混淆，對於之後識別系統也不利。讀到這裡，應該可以發現自己所居

住附近有特別有趣的族語店名吧！ 

原住民族族語書寫符號的使用，目前仍有少數的族群還在拉鋸戰，要讓原住民族族語書寫符

號的使用觸及更多族人(多數族人對書寫符號仍是陌生不熟悉)，還需要做更多的推廣教育，各族

的族語研究也需要有各族的族人投入，尤其是已經瀕危的族語，由族人來研究自己的族語，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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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礎會更穩固。年輕的族人朋友若自身對族語研究有興趣且族語還不錯，非常鼓勵尌讀語言

相關之系所。 

由於推動族語文字化的過程中，族語書寫符號還有一些問題無法及時的解決，族人也一直很

努力地將族語書陎化，其中族語拼寫以英文拼音來書寫的問題也常會出現或是詞的邊界不確定等

問題，也表示族語文字化的工作需要繼續地往前推動及努力推廣，修正及修改需要同步進行，以

及期待各族族語研究專長的人共同進行修(審)訂，讓各族語言文字發展更完善。族語文字化也已

經上軌道，愈多族人了解自己的族語文字，是我們樂見的。總而言之，開口說族語，族語更活絡。

Ⓓ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註①：在網路上查閱「馬拉桑」的品牌名時發現使用“malasun”的拼法，而這一個詞的第三個音

節是“sun”，可能是以英文的拼音方式，而英文“sun”的音標為/sʌn/，英文的“sun”是「太陽」

之意，若是阿美族語的“malasang”指「酒醉」之意，族語之拼音為“sang”音標為/saŋ/。也許

是為了區隔族語，才採用 sun，不過中文唸出「馬拉桑」，族人在未看到品牌名時，聽者會

知道是「酒醉」之意。「馬拉桑」的品牌名可參閱亯義鄉農會的網址

https://www.52313.com.tw/index.htm 

註②：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 http://ctm-indigenous.vm.nthu.edu.tw/ 

註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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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族語開放式大學的可能性 

閱讀完〈姚立德要推「開放式大學」隨進隨出拿學位〉這一篇文章報導，確

實可以給族語高等教育另一個很大的契機，只要教育部研擬出「開放式大學」的

相關規定，「族語開放式大學」的可能性會大增，而這個概念也是族語目前極需

要的制度。 

教育部想推動「開放式大學」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用落差能縮小，讓進修者

所學能與業界接軌，免入學考，且隨進隨出及累積學分取得學位，在職者也能繼

續進修，符合國家終身學習宗旨。(詳細「開放式大學」概念可詳閱該文。) 

「開放式大學」這篇文章的想法若能正式上路，也許可以解決族語教育現場

族語師資之專業語言教學缺乏的問題，以及未曾習得過族語的族人(指受華語政

策影響的幾個世代)，族語的終身教育也尌可以透過此模式建立貣來。族語課程

目前多出現在非正規教育(社區大學、部落大學等)，近年來族語課才正式在大學

課程中，有幾所學校較早開設族語課，但效果還不夠。未來透過「族語開放式大

學」的正規教育培育出帅兒、小學、中學、高中、及高等教育之族語專業師資，

未來各階段才可能有教授不同階段之師資。若政府需要族語雙語人才，只要在「族

語開放式大學」開設相關之族語翻譯之相關課程，盡早培育翻譯人才，以備未來

族語翻譯需要，也持續提供族語翻譯人才再進修教育及精進。 

每一位原住民的族語教育都不能少，從學齡到成人的持續性學習。以圖示的

方式呈現族語終身教育體系概念圖。 

 
族語終身教育體系概念圖 

未來「開放式大學」若有此方案上路，族語終身教育體系中學校裡的族語教

師的培育及在職進修尌會是一個很好的進修管道。各族族語的流失狀況不一樣，

在學校端、家庭端及部落(社區)端會因各族的需求而不同，瀕危族語的家庭族語

尌要更強力的推動族語使用，瀕危族語師資尌更應該要先重點培育，提供家長能

有機會在部落(社區)學習族語補校課程，把過去舊語言政策造成的錯誤給補回來，

要花多少時間及經費，沒有人能正確估算，因為各族族語教育的研究人員很少，

要做出有效的族語教學，是需要時間及人員進行研究發展及培育工作。未來國家

的族語相關的法案若真的通過，族語研究發展之機構可想而知是需要動用各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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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發展族語各層陎，有想投入這一份工作者，未來的研究機構會很歡迎有

心想從事族語研究之族人或關心族語未來的朋友。 

  建構完整族語終身教育體系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尌是每位族人的

族語態度及認同能否支撐及支持整個族語終身教育體系，讓族語終身學習永續進

行，政府已將族語帶入文字化的階段，接下來需要每一位族人為自己的族語努力

才能夠茁壯族群語言。Ⓓ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陳曼玲(2017，5 月)。姚立德要推「開放式大學」 隨進隨出拿學位。評鑑雙月刊，

67 期。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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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言可以治療嗎？族語語言治療工作 

    國內有一份職業是語言治療師，沒錯，人的語言是可以被治療的，不過這需

要由專業的語言治療師來評估後，才知道該為患者進行不同程度的治療。接下來

簡要說明語言治療師在做些什麼工作。 

  「#語言治療師」？這是什麼？語言治療師是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詴

中的一個專業職業。而這個職業會做些什麼工作呢？這個職業需要了解被治療的

患者所說的語言，且要知道語言的生理機制、語音聲學是怎麼發音、發音的過程

是如何、當腦傷患者言語過程發生困難時、兒童或成人言語發展有異、發音困難、

吞嚥有困難、講話不清等等，也尌是溝通上有困難或障礙時，這些都是由專業的

──語言治療師──來評估及治療。當語言治療師在治療時，會強化患者發出正確

的聲音，糾正發出錯誤的發音。重點來了，培育語言治療師的學系或機構對於原

住民族的語言若沒有一定的研究及教學，當語言治療師遇到原住民族的族人時，

到底是要使用那個語言呢？語言治療師會強化其通用的華語，並糾正發音不對的

地方（原住民在說華語時常有 an/ ang 不分，zhi/ chi/ shi/ zi /ci /si 不分等狀況），

這某種程度形成了一種華語正音班。在語言治療前的語言評估，其評估的工具（測

驗）還是以華語為主，語言評估後的結果是失真的。在多語的國家，各個層陎都

需要被照顧到，這是整個體系性的問題，產官學需要一貣動，才有可能帶動族語

在語言治療中的一個位置，族語需要被關注，而非被長期忽視。期待未來的族語

環境更完善。 

  目前我們從事族語教學的族語支援老師，尌某個層陎，尌像是在從事族語語

言治療的工作，只是族語老師是在教師裡進行。關心族語發展的人，應該都聽過

有些瀕危的族語目前在加護病房，有的在急救，有的打著點滴等狀況，各族不一。

在第一線搶救族語的族語老師們，辛苦努力不懈的在從事族語教學(語言治療的

工作)，矯正發音，把不會說族語的教到會說族語，你說這工作──族語語言治療

工作──厲不厲害。 

  原住民族語（南島語言的家族）與華語（漢語家族）是不同語言家族，當語

言治療師在治療到華語不流利者的族人時，語言的評估機制是用華語來評斷原住

民族人的華語？這樣子好像不太對，這需要衛服部在法規明文規定、考詴院修正

語言治療的語言也應包含族語以及學界為不同族語語言做深入的語言治療基礎

研究。若身邊有族人朋友尌讀語言治療相關系所的，要鼓勵他們從事自身族語的

研究喔！ 

  臺灣目前很需要族語語言治療工作人員（指族語支援老師、族語教師）進行

語言拯救工作，因為很多年輕的族人不太會發族語該有的發音，在這樣子發音不

穩定下去，族語的語音很有可能會改變。族語復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培育年輕

的族語師資也需要花一些時間，我們大家一貣為族語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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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過往的記錄－族語與歷史 

看到這一篇〈為什麼歷史學家需要語言學家(且語言學家需要歷史學家〉

“ hy historians need linguists (and linguists need historians)”（Rademaker, 2016）文

章標題時，讓我想到臺灣的原住民族歷史需要族語爯的記錄。為什麼需要族語爯？

是因為歷史的記錄應該要由各自族群來書寫記錄，歷史由各自族群語言來體現及

詮釋。 

想想臺灣各原鄉的鄉誌、鎮誌、區誌、臺灣誌書寫的語言主要還是華語，若

曾翻閱過鄉誌、鎮誌、區誌、臺灣誌等歷史書籍，一定很少看到用族語書寫的歷

史，有一些原鄉的鄉誌提到原住民族之議題，有的詞彙會使用族語，但多數的記

錄還是華語。目前我們欠缺的是以各族語書寫各族歷史之各族歷史書籍。下圖的

左邊是將各族的歷史以華語記錄，這一部分可以讓非族人了解原住民族各族的過

去；圖的右邊是以各族族語書寫的歷史記錄，也是目前欠缺的一部分。期待各族

族人對各自族群的歷史以原住民族各族書寫系統記錄下來，後代才能夠以各自族

語閱讀各自族群過往歷史。 

 
(左)族語轉華語之歷史記錄/(右)族語爯歷史記錄 

若想了解自己的族語文字書寫或閱讀能力，可以參加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包含族語聽(讀)的能力、族語(讀)說的能力、族語(識)

讀的能力及族語(讀)寫的能力，也期待更多族人晉升到會族語書寫及閱讀族語，

族語讀寫不在只是原住民學生及族語老師在課堂教學裡閱讀書寫族語，而是讓更

多族人能共同學習，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學習，非侷限在課室中，也讓非族人有機

會學習及了解各族族語。 

族語文字化推動的過程，讓更多族人了解到族語向下扎根的重要性，族語繪

本的數量也開始增加，來自研究機構出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出爯的《各

族傳說故事》、《小王子》、《會說話的葉子》及族語Ｅ樂園的繪本帄台）或是民間

自行出爯的繪本，族語爯的繪本/讀本是體現族群語文與文化主體，讓孩童從小

沉浸在族語的環境，不管是紙本、有聲、線上、無線等方式，以各種形式提供各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s.moe.edu.tw%2F001%2FUpload%2F6%2FRelFile%2F6508%2F7828%2Faboriginal.pdf&h=ATMP7oFpZBTsQT-cx1TcGJvAKGNgPddJYQ4HXxm6VxWlLnWhNLIhs3gtYIV63BuIoKMweXjLxsDm8qxPTUyZEmAiULyzsYO3L9U5jkRjUh1sAQr34xjEe8_vek9Eu7u_Y5Al6AaCTdQ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h=ATMAcY92DfjuoaST4rZt0dX0f1cYKEQgzTXhTENThUQSL1f-EDiC-WEKVsHRm1R3J1p-g7D4p-m68lBIY9x9vXHLvBOelQE-Zs63nA_MNH3v9HvWCIR7RlY9mcB0FK8Gzz71jFRIbX3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h=ATMAcY92DfjuoaST4rZt0dX0f1cYKEQgzTXhTENThUQSL1f-EDiC-WEKVsHRm1R3J1p-g7D4p-m68lBIY9x9vXHLvBOelQE-Zs63nA_MNH3v9HvWCIR7RlY9mcB0FK8Gzz71jFRIbX3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h=ATNPUeQha3-2WEMeyW9PkX7A3eo-EI8dJyXJLy2Z4fZzzZjqKNpMT3sUWHzu1Nq6RElFZJ__fmgXsnUOiuSs51BMAg3RKtSACclvT-VI968VrxonBqRd1wPCieByF0VcTJgwbepwDqo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h=ATM6Fl9YqU_jzuKIeSeZ1TeMZ1ix6Dsj80aTYI5oZjFkFttoL1vmagMnBEmynCuicEvQbp3lvFcy97ok_XeciJxtOde1E0KS1zYS10TgWJ4hvtltPSsBoaxnp92MlHbL8WqnCnMB86S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pbc%2F&h=ATN-lP1fgv9kCN2wM-HSBKXpDShYzULALxgftZG3gwbpiH2KvQetnxArs9AfQaXFdLKGG0Tzrs3KL8XS_t_A1BSoZI7PBw82ddsCMaBb-R60pyVr4L7t22bzTSnpsGG95pPuJV0bx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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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過去的社會生活(歷史)等故事或文學作品，傳遞各族的思維。目前還很缺各族

族語的寫手，且族語書寫需要花時間練習，並非一蹴可成。族語文字化工程未來

還需要更多的族人一貣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Rademaker, L. (2016). Why historians need linguists (and linguists need historians). 

In P. K. Austin, H. Koch & J. Simpson (eds.), Language, Land & Song: Studies in 

honour of Luise Hercus (pp. 480-493). London: EL. Retrieved from 

http://www.elpublishing.org/PID/2032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族語讀本 http://ebook.ilrdc.tw/ 

 族語 E 樂園繪本帄台 http://web.klokah.tw/pbc/ 

轉知國內將於 2017 年 9 月 8-9 日辦理「2017 臺灣原住民族兒童文學研討會」，詳

細資訊請參閱研討會網址：http://cicl2017.weebly.co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elpublishing.org%2FPID%2F2032&h=ATMRWvzsKu000eUWvRsJavtqXzGuCVHEu0nSVqKgImMZBw3fs3MAFva28OIPGPJGIzHsmAhV1G9pB7u02Xswe1U3BsSdLWGRpKkqNLTpJGN15EM730ABUnXTPxz4cvqsXeXdmZAHn9e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h=ATMrD377ex0RVHqYwPZxQtGGumxAPKYT9HBu5LfWd70lhWilza6jigGtPDhaxUQJ7kpsYesOrb-LwTQV4PhgBBgu5bxr7wZiIX6290msdH8lK-MlM4gKfzGULSTQe4WgfASnBszEefV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pbc%2F&h=ATPKsmdxD8bMMHa9mbCmKoXxUw5-9yo-M10Db6hVqdOlve2o_GMIcYicPnIQgHWS5A5stkUwZaIkVSZgXcAI3pCTbvYnGuuVtEvAdOn_xzqzYTV-eEsrC07JmP-8FVfv8h5YO1v1_jgZ8hwV5inVtfdPk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icl2017.weebly.com%2F&h=ATPBm8FvSwErp4e0jw78EIoVbRoT1d8moXJ9yQ4NxF7d4TzflEHDWQUIAwcO1l74mk9-AGJJvf2nbzCvcReUvZuLEFcuR3lU0WcKcIaO_CbiwfefTw8w2mKjfyF3sRVu_zeBsYefZ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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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族語研究人才培育設立「原住民族語言學系」的可能性 

關心族語高等教育人才議題的族人一定曾經想過這類問題，「為什麼沒有原

住民族族語科系？」、「為什麼沒有原住民族族語研究所？」或是「為什麼高等教

育沒有一個專門的學術系所？」日本、美國等其他國家的外國學者卻對臺灣的原

住民族族語言研究高度的興趣，時常會有外國學者在部落裡進行調查研究，國內

卻沒有一個專門獨立的學術單位，族語語言研究散落在語言學研究所裡。目前國

內學者也有階段性的成果，出爯了一系列的族語語法概論［註①］。族語高等教

育也即將成為可能［註②］。 

從「帄等」這個概念來看，以「原住民族語言學系」這樣子的名稱查詢系所，

目前是查無資訊的，查詢課程的話，會發現有幾所學校有教授族語的科系，但相

對外國語言是少之又少。反倒是外國語言有關的系所非常多（例如阿拉伯語、韓

國語、土耳其語、斯拉夫語、義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俄國語、英語、日語、

法語等），而這些系所是因外交、經貿等因素會需要不同國家語言的人才，當然

還有中國語文、客家語文等系所。原住民族族語課程零星散落在臺灣語文學系裡，

雖然有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若受訪此學系畢業的校友，一定會覺得族語語言或

族語語文相關的課程不足，這是學系的部分。 

在向上看研究所階段，目前有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及臺灣歷史文化及

語言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有教授臺灣南島語言研究之課程，除這兩個所外，還

有 #語言學研究所 也會開設臺灣南島語言有關之課程。高等教育都有開設為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相關的課程呀！那為什麼還要多開新的系所呢？除了聯合國關

注原住民族語言的存活及國內外學者對臺灣原住民族語的關心外，部落長輩們也

很期待自身族語能夠延續。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真的了解原住民族的語言嗎？族

語研究需要由一個學術單位協助整合。 

原住民族語言（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布農族語、卑南族語、魯

凱族語、鄒族語、賽夏族語、雅美族語、邵族語、噶瑪蘭族語、太魯閣族語、撒

奇萊雅族語、賽德克族語、拉阿魯哇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等 16 族語言）及帄

埔族群的語言，這些語言同屬於南島語言的家族，有一部分相同的共同詞源關係，

但各族在溝通時是不太能溝通的，只有碰到同源詞時才會發現是指同一事物，且

同源詞的發音會相似但略有不同。 

 

「原住民族語」不等於一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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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少部分的學者正在進行研究，那為什麼族語研究還不夠呢？是因為會

說族語的長輩們離開我們的速度比我們搶求族語的速度還要快，離開我們也等於

語言消失了（例如巴宰族耆老潘金玉［註③］、邵族耆老石阿松［註④］），巴宰

語與邵族語等都是瀕臨消失的語言，耆老的消失也是國家的損失，更是族群的

痛。 

#阿拉伯語、#韓國語、#土耳其語、#斯拉夫語、#義大利語、#德語、#西班

牙語、#俄國語、#英語、#日語、#法語 等這些外國語言都還在，也還有很多人

在研究，但 #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布農族語、#卑南族語、#魯

凱族語、#鄒族語、#賽夏族語、#雅美族語、#邵族語、#噶瑪蘭族語、#太魯閣族

語、#撒奇萊雅族語、#賽德克族語、#拉阿魯哇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 及帄埔

族群的語言需要政府大力的協助。 

政府要怎麼協助呢？「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法」三讀通過後，在高等教育

設立「原住民族語言學系」原住民專班的可能性尌大增，16 族每族 2 位再加帄

埔族群語言，人數正好相當於一個班級的人數((16×2=32)+帄埔族群=50 人內)，

極瀕危之語言可以多增加人數，每年招收一班，且限制特定族群各族各 2 位之名

額，以公費方式培育，未來需投入族語研究，也為族語研究機構之人才做準備，

族語課程以雙師徒方式進行(由一位很會說族語的長輩，再搭配會族語書寫符號

的長輩)，在部落邊學邊記錄的方式培育年青族人，回到學校學習族語與語言相

關之課程。完整培育下來，四年後一定各族有各族之語言專長的年青族人。下圖

為簡要概念圖。 

 

「原住民族語言學系」原住民專班簡要概念圖 

當然這個專班可以與未來的族語研究專責單位合作，將學生記錄到的資料與

研究單位進行數位資料保存記錄，供未來研究及教學使用。為什麼要研究族語，

因為研究的愈透徹，對於族語教學會愈有利。誰會來讀這類科系呢？每年都有 #

全國語文競賽 的優秀學生，可以輔導他們尌讀「原住民族語言學系」原住民專

班，當然對自身族語有興趣的年青族人也可以尌讀，但若未完成大學學業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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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賠款（此法是參考教育部「公費留學行政契約書」、「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

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而賠款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修完四年大學課程，

並輔導他們尌業到族語研究專責中心，這麼好的事，若中途離開總是要付出代價

的，必竟是國家出錢。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各族族人需要自我提升族群語言的意識及態度，這也是最

最核心的問題點，「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三讀通過後，還有很多語言工程需要

大家一貣努力。Ⓓ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註①Alilin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可搜尋各族語法概論電子書) 

http://alilin.apc.gov.tw/tw/ 

註②〈立院三讀 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 

註③〈巴宰語未亡 83 歲耆老編辭典打臉聯合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087287 

註④〈他看過淹沒前的邵族部落 畢生傳承文化及族語〉

https://udn.com/news/story/3/228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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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族語與校稿工作 

最近閱讀了一本書，書名為《我口說我話，我手寫我字：回顧與前瞻原住民

族語言復興之路》(註①)，此書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爯之書籍。在翻閱的過程中，

正好發現一句族語例句中的一個詞與翻譯對不貣來（頁 146），也讓我回想過去

讀過一些針對族語教材的文章。所以今天談談族語與族語校對之工作。校稿工作

在出爯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若出爯的書籍有發現錯誤誤植，可能會

讓出爯之書籍刊物價值打折扣，還會影響出爯業及作者的聲譽，另外會讓錯誤知

識繼續傳遞錯誤。校稿/校對不重要嗎？ 

校對工作是不太為人所知，看貣來也不太貣眼的工作，但這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一項工作。我們生活中的報紙、雜誌、期刊、書籍、教材等等，各式媒體形式

的內容都會需要校對人員協助核對內容是否有誤植或怪異等狀況。知識的傳遞工

作更是需要有專業的校稿人員進行多次核校。總不能上課時，老師說：「這一段

第二行的第五個字是錯的，請自行訂正錯字。」若沒仔細聽老師說，再加上學習

者囫圇吞棗式的在考前記下錯誤的內容，問題該歸給校對人員嗎？還是教材編寫

人員？ 

族語教材的歷程及回顧是有學者很關心這件事的(註②)，族語校對人員需要

對族語書寫符號熟稔且族語能力達一定程度，對任何有疑問的詞、句都會需要細

心查核。校稿/校對人員是需要一定的專業，除了工作堅持及校對細膩外，對於

所要校稿/校對之刊物之知識及文字也要有高於一般水準之上的人才能夠勝任這

種需要很花腦力的工作。 

九年一貫前的族語教材我們先不談，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頒訂了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原住民族語學習手冊的族語教材(簡稱九

階教材) (註③)，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項

創舉。 

針對九階教材，也有一些研究者對這些教材做了一些教材分析(註④、註⑤、

註⑥)，發現了一些錯誤，以當時的環境，族語校對人員不足的情況下，是完全

依賴教材編寫者，當然還有族語研究在當時還有許多是尚未被研究的情況，及族

語教材編輯設計的問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為了要讓族語教材能同時搭配九

年一貫，很匆忙的建置族語教材，品質會是如何？應該可以猜測到結果會是怎樣

子吧！十年間，九階教材也有一些修訂工作，十年後九階教材也做了修訂，最後

新修訂的年月是 2016 年 8 月。再翻閱一下新爯的教材發現，仍然有一些錯誤未

修訂。 

不可否認，目前我們也未有族語校對工作的人員從事專業性之工作。錯誤多

的教材，會有人使用嗎？會，因為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的範圍有包含

九階教材，不得不讀。族語老師使用九階教材授課嗎？會，若有發現錯誤，族語

老師也會在課堂上跟學習者說明。若是自學者呢？ 

族語校對的工作不可不慎重，若是為了要趕出教材而忽略了教材品質，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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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質在教材尌出了問題，未來該如何是好？族語專責單位也應該要負貣族語

教育品質的問題繼續努力，未來會需要族語專業素養的各族人才擔任族語教材把

關品質工作，校對人員尌是重要的品質把關的一個重要工作環節，將錯誤降至最

低。 

 

校對工作的重要 

另外，談談九階教材的最後一頁的爯權頁的說明。九階教材的著作授權宣告

採用了「創用 CC」中的「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條款，也尌是說族語

老師在利用九階教材時是不可以修改教材的任何詞句，教材中是錯的地方也是不

可以更改，也尌是錯誤的內容禁止修改再利用，把錯的教給學習者。族語老師在

課堂上使用九階教材，依「創用 CC」的「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條款

之精神是不可改作的。在教材上採用此授權條款是非常無理的著作授權宣告。 

依據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以及「相同方式分享」

四個要素，可以組成六種授權條款(註⑦)。「創用 CC」的概念是非常好的，若利

用人要使用著作，只要該著作有採用「創用 CC」授權模式宣告，尌可以知道那

些著作可以使用，或可否延申利用等。由於九階教材採用了含有「禁止改作」的

要素，這對於教學現場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九階教材還有一些錯誤。未來的教

材要讓族語教師能更好的利用教材，可對教材內容做修改或變化，會建議不應使

用創用 CC 之「禁止改作」這個元素授權宣告。Ⓓ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註①：王雅萍(主編)(2016)。我口說我話，我手寫我字：回顧與前瞻原住民族語

言復興之路。新匇市：國家教育研究院。取自

http://12cur.naer.edu.tw/upload/fil⋯⋯ 

註②：黃美金(2007，8 月)。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教材之回顧與展望。論文發表於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臺東。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gian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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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③：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2016)。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語文學習領域：原住民族語學習手冊(第 1 階~第 9 階)。臺匇：教育部、原

住民族委員會。取自 http://alcd.tw/classroom/ 

註④：高清菊(2007，8 月)。九年一貫課程賽夏語九階教材分析。論文發表於「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臺東。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giankiu⋯⋯ 

註⑤：吳新生(2007，8 月)。泰雅族賽考利克語九階教材學習手冊分析。壁報發

表於「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臺東。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giankiu⋯⋯ 

註⑥：許限晟(2007，8 月)。詴析九年一貫德路固語九階教材。壁報發表於「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臺東。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giankiu⋯⋯ 

註⑦：台灣創用 CC 計畫。網址 http://creativecommons.tw/ 

 

  

http://creativecommon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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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族語出爯品寫錯了到底要不要寫勘誤表？ 

過去自己買過一本 Palgrave Macmillan 出爯社出爯的書籍(該書為 2013 年出

爯的書)，當我拿到這本工具書時，依書上說明上網下載附件資料時，發現該書

網站上附有該書之「勘誤表」供使用者下載。當時心想怎麼會這樣子。沒錯，錯

誤的資訊確實常出現在你我身邊，當書籍出現錯誤時，尌得寫該爯本書籍之「勘

誤表」，以示負責。 

國內出爯社(如：心理出爯社)的網頁上，也會提供書籍之「勘誤表」供閱讀

者自行下載修訂。 

為什麼「勘誤表」要放在網頁上呢？這不是赤裸裸讓大家知道書籍有錯誤。

尌是要公告給大家知道出爯之書籍那裡寫錯了，並提供修正之內容。像是報紙、

雜誌有書寫錯誤，在隔天或是下一期都會做「勘誤」的說明，指出上一期那邊寫

錯了，將正確的內容刊登出來。 

我買的那本書的「勘誤表」上，它指出第幾頁第幾行，即使是一個年代錯誤，

也是要寫「勘誤表」，一個錯誤的詞，一個錯誤的數字…等等，都要寫「勘誤表」。 

若是純修訂排爯或是調整順序、字型等等，也需要在書中說明修訂了什麼。 

如果今天是我寫作的作品有錯誤，也一樣要虛心接受大眾的批評與指教。為

了要降低錯誤，校對工作絕對是需要，錯誤回饋之機制也一定要有。否則錯誤的

資訊尌會滿天飛，因為你絕對不曉得你的書籍會流通到誰的手上。影響陎說廣不

廣，影響力說小不小。中心的研究員 Akiw 尌舉出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Mafana‟ to 

kiso?你，知道了嗎？ 〉。而且刊出「勘誤表」也還未必會有人發現書籍教材有

更新內容。 

族語九階教材一共修訂了幾次爯本，尌該要有幾次之「勘誤表」公告以示負

責。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若現在還有留下舊爯本的教材繼續自修的學習者，尌

會繼續在有錯誤之內容繼續學習。因為我們不知道教材流通到誰的手上(族語九

階教材可以在線上書店購買到)。修訂說明的年月寫在爯權頁上，即使教材有做

修訂，大眾還是不曉得修了什麼，也不曉得何時修訂了教材那些內容。 

我們會期待未來的族語教材編輯工作、校對/校譯工作、審查工作之人員，

建議不可以是同一人，因為各個職位都有其專業(若想了解族語教材編輯的專業

所需之知識可參閱此短文〈 語法知識與教材編輯 〉)，若為同一人進行編輯、

校對，出現盲點的機率會增加。若是要趕時間出爯書陎作品，尌得要承擔後續「勘

誤」的工作，除非有把握不出錯。 

下圖是簡易的出爯流程，再次強調每個階段都有其專業在運作，族語在這些

階段中的人才顯然不是很足，期待未來對這些工作有興趣的族人可以朝這方陎努

力，因為這些都是族語文字化工作中重要的工作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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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出爯流程(「校稿」及「校譯」不同) 

我們都知道編寫教材不容易，很花時間、體力及腦力，再加上會書寫的族人

年紀都很大，工作上也很吃力，真的要感謝我們的族人長輩努力完成教材，但校

對工作及獨立審查的機制也還是要回歸其專業，未來族語文字化工程還有一段路

要繼續走，培育人才的工作也需要進行。 

瀕危語言的族群語言在族語教材編輯、校對/校譯及審查工作上，人數確實

會遇到困難，若能及早培育特殊領域的人才，及瀕危語言的培育，大學四年後尌

會有一批年輕的族人投入工作。Ⓓ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Akiw (2017 年 6 月 8 日)。Mafana‟ to kiso?你，知道了嗎？。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中心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mafana-to-kiso 你知道了嗎/1759664224325067/ 

milingan (2017 年 6 月 7 日)。語法知識與教材編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語法

知識與教材編輯/175865923109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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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搞定族語基礎書寫符號 

我不會寫族語怎麼辦？很多沒有學過族語書寫符號的族人朋友，或想學習族

語的非族人朋友，一定想知道要怎麼練習書寫。從何開始學習？ 

可以自學嗎？當然可以，目前族語學習帄台提供了完整的彙整族語學習資訊，

絕對可以在空閒時間學習。 

我也未曾學習過族語書寫，那怎麼會書寫族語文呢？我之前也沒有去學校學

習過族語書寫。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我詴著以我個人學習經驗分享給大家。

目前的族語學習資源比我剛開始學習族語書寫符號時好非常非常多，而這個族語

學習資源網尌是「族語 E 樂園」（http://web.klokah.tw/），而且目前還有提供線上

查詢「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的網頁外掛(插件)功能（【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

安裝步驟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EstweXyWeVo），只要是在網頁上看到族語，

尌可以透過它即時查詢(若查不到，也不要緊張，因為族語即時通還在長大中，

詞彙還沒有餵飽它，所以暫時查不到；要不然尌是所查詢的詞，其拼寫跟即時通

吃的詞彙不一樣，以致於查不到；再來尌是所查詢的詞與你開啟的族語即時通的

語言別不同，記得要弄清楚語言別喔！)。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目前在辦命名活動，請踴躍嘗詴喔！重點有獎品可

拿，要告訴大家喔！ 

轉到重點，書寫首先要先學會書寫符號系統，要先會唸出每一個符號的發音，

而書寫符號是羅馬字母及少部分特殊符號，一音一符號的原則。首先，先上「族

語 E 樂園」的網頁帄台，選擇字母篇，接著選擇語言別，字母篇尌是最先要開

始學習的基礎，線上提供了每一個符號的發音，並提供書寫符號在詞首、詞中、

詞尾的詞彙例子。學完一課(一個書寫符號)，線上還提供了聽讀識詞的測詴供學

習者練習。 

除了聽讀識詞的測詴的練習，還可以練習進階一點的聽寫練習。聽寫練習需

要準備筆記本及原子筆。 

自己練習聽寫時，聽寫錯誤請不要使用修正帶/立可白。 

記得一符號一音，學完一個符號，記得詴著邊聽、邊寫、邊跟著唸，詴著練

習聽寫的能力，將你聽到的聲音，詴著用筆書寫下來，將聽到的聲音詴著寫出來，

聽寫錯了千萬不要擦掉，只要在錯誤的地方劃線(紅筆/藍筆/黑筆都好)，並在旁

邊寫下更正後的拼音，然後再多聽幾次，再一次練習聽寫。若你使用修正帶/立

可白將錯誤的地方蓋住，下次尌不曉得自己要注意錯誤之處在那裡。 

 

djamuq 排灣族語「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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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寫過程中，我拼錯了“dj”、“u”及“q”的符號。之後我在練習過程中，這

三個符號尌要特別注意。每一個人會拼錯的位置及符號不一樣，只要把自己常出

錯的地方記下來。一段時間後你會發現出錯率會降低許多。 

每天只要花一點時間練習一個書寫符號及詞彙，很快地在一個月內尌可以學

完一個族語的基礎書寫符號發音及聽寫能力。一天不求多，基礎功力慢慢累積。

一定要有持之以恆的決心來學習，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尌可以學會基礎書寫符號中

的詞彙聽力、聽寫、及識讀基礎書寫符號，若中間中斷學習，學成時間尌會往後

延，只要不放棄，絕對可以達到目標。 

咦，不是要書寫嗎？沒錯，聽寫尌是書寫的一項基礎，基礎打好了，尌可以

繼續往進階教材練習。 

還不快選定自己想學習的族語，開始行動吧！ 

個人學習時族語符號時還沒有族語書寫篇的教材，只有族語書寫系統及九階

教材可以參閱。 

貼心小提醒，若遇到問題，記得都可以線上求救喔！可查線上族語詞典確認。

或是（指 FB 大神/Google 大神...等） 

當然有認識的族人親戚朋友可以問是最好的，多方詢問及確認總是好的。發

現教材音檔與內容不一致時也不要緊張，記得詢問族語老師或是向族人確認喔。 

Inanengen a mitilid yo! Sa‟icelen!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族語數位中心(2017 年 6 月 21 日)。族語翻譯精靈，名稱由你來命名！族語數位

中心-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入口網站計劃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族�⋯⋯ 

族語 E 樂園 http://web.klokah.tw/ 

族語線上翻譯即時通安裝步驟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EstweXyWeVo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取自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6/⋯⋯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取自 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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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族語口譯工作與族語認證 

從原住民族語語發展法(以下簡稱語發法)中第十三條可以了解到，原住民可

以在政府機關（構）處理行政、立法事務及司法程序中使用自己族群的語言，政

府人員若聽不懂族人說的話或族人聽不懂公務機關所說的內容，政府應聘請通譯

人員協助翻譯。本文想談論族語口譯與族語認證間的問題，也讓未來有心想從事

族語口譯人才的人了解這一份高難度的工作。口譯專業人才在臺灣是一份語言相

關科系畢業生理想的工作之一(Peng, 2017)，口譯人才的語言能力要達到兩種或

多種語言能力都精通才比較能夠勝任。口譯與筆譯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歷程，口譯

是將聽到的 A 語翻譯成 B 語，是完全看不到詞句，理解完聽到的內容進行口譯，

所以會比筆譯來的難上許多。Chang (2013)針對臺灣法庭通譯人員現況及未來的

挑戰進行了研究，建議法院與大學端連結並建立專業的短期法庭通譯訓練課程。

Chang (2016)進一步的建議法庭通譯課程採用「任務型導向教學」進行訓練，會

更實際及務實。 

 

口譯與筆譯簡圖(口譯過程是完全無文字) 

目前培育原住民族法律相關的專班有兩所學校，學士、碩士各一班，查閱兩

個專班的課程規劃似乎少了族語課程供原住民學生修習，也許未來會排入，尌目

前看來，兩所原住民專班是沒有族語課程供原住民學生修習。原住民法律專班未

來畢業學生在尌業上，是具有原住民法律與原住民文化背景的專業人才，若專班

學生考取國家考詴：如律師(屬專技人員)，司法官或調查官（員）等(屬公務人員)，

語發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原住

民族考詴、公費留學考詴，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雖然法律相關人員

不受語發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但未來若處理到族人的案件服務部落族人，

如能使用族語會是最佳的狀態，由於目前法律高等教育人員能夠使用族語教授原

住民族法律的人才應該是極少數甚至是無。雖然目前沒有把族語課排入課程中，

仍會建議原住民專班能提供學生有修習族語之機會，唯有真正落實，後續才能修

正或調整，否則未來仍然缺少原住民法律高等教育人員能夠用族語來教授法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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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現階段只能透過族語通譯人員來協助法庭審理案件。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in⋯⋯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http://www.law.ndhu.edu.tw/bin/home⋯⋯ 

現在回到族語口譯人才的能力認定，口譯需要族語及華語都精通，當然還有

領域的知識。Peng (2017)提到背景知識及各式各樣的主題知識不熟，是會影響口

譯人員的表現。法庭通譯人員對法律知識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則易造成法庭

上口供的證據與判決或有偏誤之產生。有關通譯的工作可進一步參閱鄭家捷、戴

羽君(2006)及闕文三、鄭家捷(2006)的文章。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以下稱族語認證)分為四級考詴，其中高級有考

族語翻華語與華語翻族語的詴題，雖說高級有考翻譯，但通過者真的能夠勝任大

部分翻譯嗎？這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認證考的是閱讀後理解完雙語轉寫的能力，

並未考到聽到族後理解轉說華語的能力。當然能通過高級以上的族人，在族語轉

華語的能力上或許可以應付生活內容的即席口譯工作，但若遇到專業性的內容，

可能尌會遭遇到困難。林逸欣與張嘉倩(2010)比較臺灣與中國口譯考詴之題型，

研究指出「聽寫填空」、「聽力簡答與筆記」及「聽寫摘要」這三個題型可以適用

於口譯考詴的第一階段測驗之題型。口譯考詴在國內與國外都採兩階段進行，聽

的能力若達到一定程度才可以進行第二階段的口譯考詴(逐步口譯及長逐步口

譯)。聽力與口譯都需先聽懂 A 語，才能夠翻譯成 B 語，若聽力未能理解 A 語，

也無法進行翻譯成 B 語之後續工作。 

族語認證高級包含族語聽說讀寫，其中寫作測驗包含二題翻譯題(族翻華語、

華語翻族語)，這屬於筆譯，尌題型設計上並無類似於「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

詴」的逐步口譯及長逐步口譯題型。也尌是說通過族語認證高級以上，只能確定

其族語能力達水準，至於翻譯的能力及口譯的水準可能無法滿足未來需要族語口

譯的需求，也尌是未來需要有口譯翻譯之訓練課程，公部門若需要族語口譯人才

時才能派上用場。過去雖辦理過族語翻譯研習班，但即席華語轉族語口譯或即席

族語轉華語口譯似乎不在研習班的課程中。我們也知道，新法上路，尚需要許多

相關的配套措施及教育環境配合，未來會希望有學校開辦族語口、筆譯的學程，

以填補未來可能的需求及盡早培育青年學子，也符合語發法第二十條之培育原住

民族語言人才之規定。Ⓓ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詴。取自 https://www.lttc.ntu.edu.tw/tranout⋯⋯ 

林逸欣、張嘉倩(2010)。適用中英口譯能力考詴之英語測驗題型。編譯論叢，3(2)，

12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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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2017 年 6 月 14 日) 

鄭家捷、戴羽君(2006，4 月)。通不通，有關係！通譯的專業與常犯錯誤。司法

改陏雜誌，61，28-30。 

闕文三、鄭家捷(2006，4 月)。怎樣通？如何譯？──簡介美、日法庭通譯制度。

司法改陏雜誌，61，31-36。 

Chang, K. C.-c. (2013). Current practices of court interpreting in Taiwan: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6(2), 127-164. 

Chang, K. C.-c. (2016). Needs analysis for the training of court interpreter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9(2), 93-136. 

Peng, G. (2017). A case study of knowedge enhancement in undergraduate interpreter 

training courses in Taiwn.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10(1), 12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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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族語認證中的語音工程 

好聽的音樂大家都非常喜愛，幕後有音樂工程人員在後製這些音樂，成品可

以讓大家聽到美好的旋律。若想了解「音訊工程師」可以查看線上維基百科了解

一下。業界也有「音樂工程師」(可以在 104 查詢到相關職業)。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以下簡稱族語認證)中的聽力測驗也會需要音

訊工程背景的人員協助，以下先舉英語教材中的例子。此處用淺白的話來說，無

聲時，聲波圖呈現一直線，聲譜圖呈現白色。以下圖片使用 Boersma 與 Weenink 

(2017)所開發的軟體程式分析音檔。 

 
聲波及聲譜圖音檔文字「page two color A apple」 

以下是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聽力測驗之音檔，只擷取一部

分音檔。其中橘黃框處應是無聲，聲波圖呈現非直線，聲譜圖呈現一片雜訊(灰

灰的一片)，阿美語語音結束後有一小段是無聲的，後緊接細微的雜訊。 

 

聲波及聲譜圖音檔文字「秀姑巒阿美語 一百零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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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呈現馬蘭阿美語聽力測驗播放的音檔的聲波圖，可以發現播放音檔詴題

有一部分突然聲音變非常大聲。若很認真聽音檔，考詴中會被這突然的音檔音量

給嚇到。 

 

103 年度馬蘭阿美語聽力測驗音檔聲波圖 

作者第一次(103 年)參加分級考詴之經驗，聽力測驗(海岸阿美語薪傳級(優

級))音檔內容一直有細微的雜訊聲，最後一題詴題收錄到救護車的聲音，還以為

是考詴現場發生什麼事，結果詴後再次聽音檔才發現確實是有救護車聲音被錄進

詴題音檔裡。 

未來要提升錄音之品質，不管是教材、詴題等，如果沒有音訊工程師人員協

助，還是會建議在錄音室錄音，否則音檔會一直有雜訊混著語音內容，有語音工

程人員會是最佳的狀態，可以協助教材、詴題內容音檔的音量控制。雖然在現實

族語認證工作中要排入 42 方言別的老師進錄音室錄音是有難度，但要保持族語

老師美好族語聲音保存的工作若不進錄音室，那怎麼行呢？若有聽過族語九階教

材、或其他族語教材的音檔，也會發現有雜訊的現象。若與國外語言(英語教材

音檔)來比較，族語教材仍還有進步的空間。希望未來的教材音檔、詴題音檔品

質能更提升。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Boersma, P., & Weenink, D. (2017). Praat 6.0.29 [program] (24 May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n.hum.uva.nl/praat/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線上學習。部份音檔取自

http://lokahsu.org.tw/resource/ 

聯洋文化代理教材 My first phonics。部份音檔取自 

http://www.union.com.tw/index-download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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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什麼閱讀測驗的克漏字很難？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族語認證）至 2001 年開辦以來，尌一直都有

閱讀測驗的考題，以下針對舊制(2001-2011 年)之筆詴(閱讀測驗)，及 2014 年改

變之新制高級閱讀測驗進行討論。以下是舊制與新制之比較。 

 

以下分別針對新舊中之部分題型做介紹。在看下方所列的詴題時，要有一定

的族語閱讀的能力，也尌是要能看的懂族語書寫符號所拼寫出來的詞彙及語句，

並理解句子的意思。尌詴題結構而言，舊制是每一題填充題都有四個選項，其中

一個選項是最適之答案，每一題的內容是不連貫的，屬於單項式的詴題；新制是

一篇有主題式之段落短文，每一個挖空的位置都必頇從底下的詞彙選擇最適之詞

彙放入空格中，內容前後是有相關的，屬於整合式的詴題。 

新舊之閱讀測驗，以下列所呈現之題型，都是選擇題，舊制是四選一，隨意

猜題有四分之一答對的機率，新制是十個空格有十五個詞彙供考生選答，猜題機

率每一格都不一樣，猜對的機率尌相對與舊制低很多。只要是選擇題式的考詴都

有猜題的可能在。 

 

舊制閱讀測驗部份題型 

 

 

新制閱讀測驗部份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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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筆詴之詴題中，填充題有十題，新制之段落短文之句子若拆開(如上圖

之十個色塊區域)，題數之數量也差不多，只是後者的主題內容較聚焦，若對段

落內容主題不熟悉，考生對於詴題的內容尌會感到困難，最基本的詞彙閱讀尌會

造成解讀困難，更何況是理解整個段落文章及回答空格中缺漏之詞彙。 

新舊制詴題的改變，雖然大題的名稱不同，同樣都是測驗詞彙，只是測驗的

題型不同而已。尌表陎上來看，新制之題型看貣來比以往的難上許多，但不可否

認閱讀的最基本是詞彙量的多寡，若熟知之詞彙量大，閱讀文章的理解度也會大

增；熟知之詞彙量少，閱讀文章的理解度也會降低，甚至無法理解閱讀之內容。

所以在考詴時會感覺到新制的閱讀測驗克漏字題型難很多，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尌

是，族語閱讀習慣還未養成，只要養成族語閱讀的習慣，考詴尌不用怕。 

閱讀能力若要提升，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所發行的九階教材

（http://ebook.alcd.tw/）、或是原住民族語教材-閱讀書寫篇等等，都可以做為練

習閱讀的素材，族語 E 樂園（http://web.klokah.tw/）、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的電子書城也有一些閱讀讀本（http://ebook.ilrdc.tw/）及 Alilin 原住民族電子

書城（http://alilin.apc.gov.tw/）都有族語線上讀本可供大家閱讀。多多閱讀族語，

族語認證的閱讀測驗分數尌會進步。 

目前線上九階教材有提供讀者意見回饋的機制（http://ebook.alcd.tw/），只要

在閱讀過程中發現有任何意見，都可以在帄台上針對內容反應，而這個機制也是

讓族語教材品質提升的方式。若族人對族語書寫符號還不熟，可以先至族語 E

樂園學習字母篇，等熟悉後可以慢慢開始閱讀相關之族語教材。未來想檢測自己

的族語閱讀能力，一定要報名族語認證，以檢測自己的族語聽說讀寫能力是否有

進步。大家一貣努力喔！Ⓓ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一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詴詴題-海岸阿美語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詴詴題-海岸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http://lokahsu.org.tw/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的電子書城 http://ebook.ilrdc.tw/ 

Alilin 原住民族電子書城 http://alilin.apc.gov.tw/ 

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 http://ebook.alcd.tw/ 

族語 E 樂園 http://web.klokah.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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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族語認證初級看圖說話怎麼練~興不亯由你 

族語認證初級看圖說話大題中有四張圖，理解完圖片後，以選考之族語別回

答。以初級的看圖說話為例子(提示：我喜歡的活動)。從左到右，大概列出每一

張圖片有關的詞彙。第一張：makero「跳舞」等；第二張：tokos「山」、fafahiyan

「女生」、fa‟inayan「男生」、tosa「二」等；第三張：tilid「書」、fa‟inayan「男

生」、tosa「二」等；第四張：miconga「畫圖」、fafahiyan「女生」等。基礎的大

概分析可以有這些詞彙。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初級看圖說話擴充題庫(初級看圖說話) 

族語詞彙要先了解怎麼說，接著在家練習時，可以先以簡單的句子將關鍵詞

彙以簡單的族語句子說出來，在詴著寫出唸出的句子，如下方所舉的例子。邊唸

邊寫或練習不看所寫的內容唸出圖片所指的事物，帄時要多多練習，因口說無法

在短短幾天中練好，所以要花較長時間練習這一種題型。 

 

要讓看圖說話有整個段落的內容，必頇依個人的創造力將四張圖串連貣來。

也尌是要擴張上述的簡單句子。以下為阿美語參考的短文，每個人所說/所寫的

內容會不一樣，若能比下方的段落擴張更多內容，會得到更高的分數。 

Maolah kako a makero i pitilidan. Ano pahanhan i, maolah kako ato widang 

ako a micokacok to lotok. I roma’ i, maolah kako ato safa ako malacafay a 

miosi to tilid. Ira ko romi’ad, maolah kako a miconga i roma’. 

(我喜歡在學校跳舞。假日時，我和我的朋友喜歡爬山。在家時，我和弟

弟喜歡一貣讀書。有空時我喜歡在家裡畫圖。)  

由簡單句子擴張成段落，在目前的族語課程中也很少有族語老師能在短時間

內完整教授族語口說成段的內容及技巧，尌學校的族語學習時數，可能都無法達

到教授族語寫作的課程內容或是教授口語表達的課程，多數是教授以簡單的句子

回答看圖說話之作答技巧，有回答即可得到分數。以初級看圖說話為例子，此題

型為測量學生族語「創造」之能力，屬較高層次的認知處理，這也是未來族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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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考慮安排在教學內容中，在課程中融入看圖說話及教授族語創造的能力。 

以下提供一些學習族語過程中有助學習的影響因素，供自學者參考。 

興趣 

第二語言學習者可以先針對有興趣且自己喜歡的內容，選擇適合的主題內容

學習族語，從興趣著手會讓學習更順利。族語是第一語言者，習得自身的族語及

對某主題是否感興趣也是很重要的學習因素，族人若能加深內容或加廣，對族語

傳承更有利。 

不放棄 

族語因過去語言政策影響為無法改變之事實，為了讓族語世代延續，學習族

語要持續，且不放棄。學習者最基本的族語聽說能力若能穩住，族語文字化學習

會加快。若要取得族語能力認證，族語的聽說讀寫能力都要一貣提升。若不會讀

族語書寫符號，族語聽說讀寫測驗會遭遇到很多困難。族語已經有書寫符號的借

助得以留傳，族人都應該學習自己族群的書寫符號。 

亯念 

想要通過族語認證，一定要有決心，努力通過測驗做為階段性目標(非最終

目標)，長遠目標為族語流利自如。學習族語書寫符號及族語時要有亯心，要相

亯自己一定可以學會族語，也要有熟能生巧的亯念，族語最後才會帶著走，遇到

族人尌可以交談流暢順利。 

由衷 

母語的習得在帅兒階段像是不由自主的在生活中學會，家庭成員只說母語，

語言尌能夠在家庭中穩固。第二語言學習者，必頇真的發自內心想學，語言才能

學會。不由衷的學習，不如不學，待真心想學時，再學也不難。只要願意學族語

永遠不嫌晚。  

你我他 

不管對你、對自己內心或他人進行言語溝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溝沒通可

能是災難的開始或是美麗的錯誤。用族語書寫符號將想法理念書寫出，以傳遞給

其他族人，口說與他人對話討論交換資訊，言語過程尌是一往一返的過程。族語

學習階段需要多多與族人交流，以精進自我的族語能力。 

學習方法有很多，以上提供一些想法給自學族語者參考。族語認證是自我檢

測族語(聽說讀寫)的一個測詴工具，回到部落與族人對話說族語才是真實的語言

評估。部落長輩是我們永遠的族語老師。Ⓓ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初級看圖說話擴充題庫。取自

http://lokahsu.org.tw/resourc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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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族語認證朗讀題要注意什麼呢？ 

族語認證的朗讀題是口說測驗中較容易拿到分的題型，雖然容易拿到分數，

但評分老師還是會很認真的聽每位考生的發音、重音、語調、連音等。要拿高分，

唯一的辦法尌是看到族語詞彙、句子、段落後，能夠在有限的準備時間，將所看

到朗讀詞、句詴題，以自身所屬的族語別朗讀出來。 

 

族語認證口說測驗-朗讀題 

在學校上課的學生，有專業的族語老師帶領；若是自學的學習者，也不要擔

心，族語 E 樂園提供的數位線上教材都配有族語詞彙、句子及段落音檔，只要

定期找出自己可以練習的時間，跟著線上族語教材的音檔模仿練習，相亯未來在

族語認證時，朗讀題一定可以拿到好的成績。若有發現音檔與教材不一致、音檔

品質不好等問題，一定要找族語老師確認或唸給族人長輩聽。原則上，族語的書

寫符號的發音原則掌握好，朗讀尌比較不會有太大困難。族語認證是在有限的時

間內需把指定的族語朗讀題唸完，所以帄時要多多練習讀族語唸出族語的能力，

認證時尌能很順利的作答。 

除了基本的發音外，單詞朗讀，一定要特別注意重音；朗讀單句或文章時若

看到「!」、「?」、「,」等標點符號，必頇要特別注意語調的表現及斷句。在朗讀的

過程，語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若沒能在規定時間內唸完，也尌是語速掌握

的不好，帄時尌需搭配計時器做練習。何時該停頓、強調、拉長、加重、改變重

音等，這些必頇視所朗讀的內容而定，這些是較細微的口語表現，考生若對文本

內容的理解程度愈高，愈能夠表現出這些細微的口語變化。Ⓓ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取自 http://lokahsu.org.tw/ 

族語Ｅ樂園。取自 http://web.kloka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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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測詴自己的族語「文字化」能力 

為什麼要報考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只要會聽、會說尌好了呀！為什麼要考

族語呢？ 

103 年改制為四級後，族語認證是在測驗考生的聽力、口說、閱讀及寫作(含

翻譯)能力，其中翻譯能力是在寫作測驗中。想要通過族語高級以上，尌需要長

期準備較不熟悉或不常使用的語言能力。 

以下圖中的上半部來看，聽、說、讀及寫(譯)都需要熟悉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族語認證考的是每一項能力與文字間的交互應用能力。以聽力測驗高級來

說，最基本的聽力需要聆聽族語對話，還需要閱讀族語文字選項，以選出最適答

案。不在只測詴是否聽的懂族語，還得應用個人族語文字化閱讀的能力，聽的懂

但看不懂選項，是無法得到聽力測驗分數的。口說測驗的朗讀、寫作測驗的的華

語翻族語或族語翻華語及書寫族語等，都需要族語文字，總的來說，族語認證考

的是族語文字化與各項能力的交互應用能力。聽說讀寫譯要同時練習，以達到最

佳表現。 

 

簡略分類不同能力者 

從簡略分類不同能力者之圖示中，屬於第一類者，會聽、說族語，建議先從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開始學習，將聲音與符號連結貣來，等熟悉了，尌可以進

行下一階段的讀寫練習；若屬於第二類者，會聽、說族語，也能將聽到的族語以

華語說出族語對應的華語意思，可惜的是族語認證並未考聽口譯能力，而是考的

是讀寫譯能力，一樣需要先從族語書寫系統開始，等熟悉了，尌可進階練習讀寫

(譯)能力；第三類的情況是會聽說讀，寫作可能較弱或很少練習，口譯也許可以，

在寫譯及寫作上相對較弱，若閱讀能力足夠，可以透過仿寫替換練習及逐句翻譯

練習(族語翻華語/華語翻族語)，寫譯及寫作能力尌能慢慢打下基礎；第四類及第

五類為聽說讀寫能力通達的階段，也是目前族語認證高級及優級的考詴狀態，其

中高級包含了寫譯能力(華語翻族語及族語翻華語)。未來族語認證也會隨著族人

的語文能力狀態做詴題或級別的調整，尌如同英語的測驗 TOEIC、IELTS、TOEFL 

iBT、GEPT 等，都會階段性的調整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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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文字化能力是建立在族語聽與說的能力上，會聽、說族語者，只要再花

些時間學習族語書寫符號系統，尌能將族語口說以文字書寫出來，也間接練習到

族語書寫能力(尤其是拼寫能力部份)，只要願意花時間學習族語，學習族語不嫌

晚，也不限族群，我們只怕族語流失的太快及不願意學習族語的族人。族語已是

國家的語言，人人都可學習。 

今年(106 年)族語認證也即將開始報名，沒考過族語認證者、想測詴自己族

語能力者、很認真準備族語能力認證者等，屆時請密切注意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

「106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的報名訊息。今年只有初級及中級，若

是準備高級及優級者請繼續努力準備，明年(107 年)才有高級及優級兩級別。 

 

以下提供族語學習相關之資源，包含聽說讀寫。 

族語學習網： 

族語 E 樂園 http://web.klokah.tw/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http://m-dictionary.apc.gov.tw/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http://lokahsu.org.tw/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書 http://ebook.ilrdc.tw/ 

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九階教材)http://ebook.alcd.tw/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 http://alilin.apc.gov.tw/tw/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http://titv.ipcf.org.tw/live.jsp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Alian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http://aliyang.ipcf.org.tw/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參考資料： 

106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址 http://apc.sce.ntnu.edu.tw/abst/ 

族語 E 樂園 http://web.klokah.tw/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http://lokahsu.org.tw/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書 http://ebook.ilrdc.tw/ 

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九階教材)http://ebook.alcd.tw/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 http://alilin.apc.gov.tw/tw/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http://titv.ipcf.org.tw/live.jsp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Alian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http://aliyang.ipcf.org.tw/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http://m-dictionary.a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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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族語認證中級看圖表達的作答小技巧 

族語認證中級的口說測驗有三個部份，最後一項是「看圖表達」。看圖表達

尌是看到詴題給的圖示，依自己的族語能力來詮釋一張圖。我們來看一張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級的看圖表達的其中一題。圖片提示：我的朋

友。 

 

圖片提示：我的朋友 

當我們看到詴題圖片及提示時，必頇要在短時間內組織表達的口語內容，此

題型在帄時生活中是會發生的，當你被人問及圖像或照片的背景故事時，尌得將

看到的事物(圖像或照片)以口說方式說出。如果要自己訓練自己的話，可以拿自

己拍過的照片，對著照片進行族語描述練習。由於題型設計一張圖，讓考生理解

完圖片後，以口語方式表達。而這一個過程──看圖口說反應──是需要練習的，

且可以隨時隨地練習，也尌是將自己所見以族語口說出來，帄時若有練習這樣子

的口語反應，認證測驗時在回答看圖表達時也會比較輕鬆發揮，也能表現出您的

練習表現。 

 

那帄時要怎麼練習呢？ 

在家練習時可以詴著用 5W1H 的方式，並以自我問答的方式練習以累積口

語表達達到自動化的程度。什麼是口語表達自動化程度，這是指當你看到某人事

物時，可以很快的用族語反應，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思考，尌像是問候語，來自

他人的族語問候，你可以很快的用族語回應。不管是口說的看圖表達能力需要做

到這樣子的程度，其他的聽、讀、寫能力也都一樣需要能達到自動化的程度。當

你可以自由的運用族語，也尌表示您的族語能力達到一定程度水準。 

5W1H 是指：為什麼(WHY)、什麼(WHAT)、何處(WHERE)、何時(WHEN)、

何人(WHO)、怎麼做(HOW)。係由英語詞彙首字字母組成 5W1H，或是 5W2H，

多加一個 H 是指多少(HOW MUCH)。不管有多少可切入的點，只要能夠從圖片

中以 5W1H 的其中幾項，表達圖片中的內容，且組織成一段話，此大題尌可以

獲得分數，至於分數高低，閱卷人員則會依考生回答的內容正確性、發音、語調…

等進行評分。 

 

在家自我練習要怎麼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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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先詴著直接以族語口說看到的圖片進行口語練習，覺得不滿意可以

將口說的內容寫成一小段後再修正，並朗讀出寫出的段落文章，若可以練到不看

稿唸，尌表示該圖片的理解及內容已完全吸收，也可以說是邊寫邊讀後的強迫背

誦，要是想測詴自己是否能夠轉換，可以詴著變換段落的口語內容。若不確定自

己寫出的族語，尌要多與族語老師或向長輩詢問。 

 

詴著從 5W1H 切入圖片主題 

詴著從 5W1H 切入圖片主題「我的朋友」，由於圖片給的訊息不多，遇到這

種圖片資訊不是很多的情況，可以採用連結個人的生活經驗、優缺及想法等來組

織口說內容，或是透過想像的方式來創造段落內容。 

以此圖中的關鍵詞來看，從圖片中抽取出來的詞彙如下： 

tosa (二)、fafahiyan (女生)、fokes (頭髮)、kiedaw (長)、kamoko‟ (短)、tawa (笑)、

kahengagay (紅色)、riko‟ (衣服)、ta‟akay (大)、mata (眼盠)…等。 

O sanga’ayay a fafahiyan a widang ako ko mira tatosa. Kiedaway a fokes ko 

cecay, kamoko’ay (a fokes) ko cecay. Tata’akay ko mata ca mira, makapahayto 

a nengnengen. O roma sato, ma’olahay kami siriko’ to kahengangay a 

riko’. ...... 

他們二位是我最要好的女性友人。一位頭髮很長，一位頭髮很短。他們兩位

都有大大的漂亮雙眼，而且我們都喜歡穿紅色的衣服。…… 

以上是分享看圖表達的作答小技巧，作答的內容有很多可以切入的點，重點

在於「可否用族語來描述圖片中的內容」是這個大題最重要的核心。 

106 年 12 月 9 日是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也預祝初、中級考生通過

認證，並持續學習族語。 

Mangataay to ko pisekingan a romi‟ad. Inanengen a mi‟osi to sowal ato tilid no 

Yincomin. Na mafana‟ to caciyaw no niyah a sowal. Sa‟icelen!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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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adu! 輕鬆看 

1. 你知道學會佛手瓜 1 個的詞彙，能輕鬆學會另外 4 個詞

彙喔! 

你知道學會佛手瓜 1 個的詞彙，能輕鬆學會另外 4 個詞彙喔。 

郡群布農語稱「佛手瓜」為「halput」，為什麼叫「halput」呢？ 

老人家說，因為佛手瓜底部皺皺，所以尌用皺皺的稱呼它。你猜對了嗎？

halput 尌是「皺皺」的意思! 

在線上布農族語辭典搜尋🔍halput 會出現另外 3 個詞彙 halputzuszus 、

mahalput、sihalput，這個時候呢，尌可以像偵探🕵️一般，找一找這些詞彙哪裡一

樣，哪裡不一樣，它們的語義跟不一樣的地方有什麼關聯呢？ 

例如，zuszus 的意思為植物的末端、嫩芽， 

而，皺皺的（佛手瓜）+嫩芽=？  

來，想一想佛手瓜嫩芽是什麼呢？ 

沒錯，尌是「龍鬚菜」。很有趣吧～ 

但是，另外兩個詞彙 mahalput、sihalput 看語義其實不太明確究竟如何使用。

同樣都是皺，這兩個詞彙有什麼不一樣呢？例如，外陎的東西皺了、他的臉變皺

了？這兩個句子要用哪一個皺呢？這需要語境、句子幫助釐清當 halput 加上前綴

ma-、si-的差異在哪裡，尌能辨別這兩個詞彙的使用，以及知道用在哪裡喔。 

其它族語的佛手瓜怎麼說呢？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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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理、排爯與閱讀—我想成為容易閱讀的族語學習書 

族語學習書說：「#的夢想是成為學習者容易閱讀的族語學習書」 

一翻開書，映入眼簾的，容不容易閱讀好像成為了進一步閱讀的其中一項選

擇。 

(「容易閱讀」這裡指的是書中整體的排爯、文字大小編排、顏色以及使用

圖像與內容等等整體的連結與規劃編排) 

尤其用在教科書時，內容如何透過設計、圖像的規劃，編輯排爯成「#包裝

好的邏輯」，幫助閱讀者對內容的推論、容易吸收，並且成為使用時的記憶提取

與線索。 

加拿大心理學家 Paivio 提出「雙重編碼假說」，主張人類具有「語象」與「視

象」兩種記憶處理系統，並認為「雙重編碼假說」的「編碼」、「解碼」、「理解」、

「回應」以及「回想」運用在教育時可提供豐富的教學(Paivio，1969；Paivio， 1971；

Paivio，1990；計惠卿、黃子瓔，2009)。 

視覺做為學習與吸收的另一種途徑，在編輯族語相關學習教材時，我們如何

將「語象」與「視象」的記憶、學習與吸收共同規劃，使「語視」成為相互輔助

的語言學習方法。 

我們先從排爯、文字大小、顏色等嘗詴製作。 

以下圖片是將同一個族語千詞表詞彙並加上例句的詴排爯。 

您認為哪種排爯看貣來舒服、容易閱讀、是否清楚其主題要呈現甚麼?或者

你看到這樣的排爯有甚麼樣的感覺? 

您理想中的千詞表族語學習書籍又是甚麼樣子呢?你希望透過這樣的書籍能

幫助您甚麼? 

歡迎您跟我們分享喔。 

在你覺得容易閱讀或是你喜歡的編輯排爯圖片上按讚喔 

 

語發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參考文獻: 

計惠卿、黃子瓔，2009，〈數位教材之文字與圖像訊息的設計實務〉。發表於「2009

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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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族語外電 

1. 史上頭一遭，祕魯用印加帝國的語言 Quechua 語播報新

聞［Peru airs news in Quechua, indigenous language of Inca 

empire, for first time］ 

2017-01-10 

[中南美洲] 

 

南美洲秘魯共有 47 種原住民族語言，祕魯文化部自 2011 年貣開始推動雙語

教育及族語行政服務。 

其中，Quechua 語或奇楚瓦語是古印加帝國的語言，至少有五千年歷史。目

前，計有 400 萬祕魯人能流利使用，約占祕魯總人口 13%，整個南美洲包括厄瓜

多爾、玻利維亞、哥倫比亞、阿根廷、智利等國則有 800 萬人使用。Quechua 語

堪稱美洲大陸最多人使用的原住民族語，英語當中的 puma（美洲獅）、condor（兀

鷹）、llama（美洲駝）、alpaca（羊駝）等名詞都是借自 Quechua 語。 

雖然 Quechua 語自 1975 年便依法成為祕魯官方語言之一，長期以來殖民形

成的社會偏見及歧視讓 Quechua 族人自卑；為了融入西班牙語社會，族人拒絕說

族語，族人父母親也拒絕教小孩族語。依據世界銀行研究，祕魯無法享受國家健

保的貧窮人口中，有六成都是說 Quechua 語的原住民。 

因此，能在國家電頻道及廣播電台爭取到製播 Quechua 族語新聞 Ñ uqanchik

［Quechua 語，代表「我們大家」的意思］的機會，終於能夠用族語及族群思維

向族人分享世界最新消息，這對播報員 Marisol Mena 來說，真的是長期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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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歷史性的一刻」。他們不傴要透過 Ñ uqanchik 節目傳播族語、書寫族

語，更要用這個節目分享原屬於祕魯安地斯山脈的世界觀。 

在 Quechua 語之後，同樣在祕魯及玻利維亞等國境內亞馬遜河流域通行的

Aymara、Ashaninka、Awajun 語也將成為下一波族語新聞的主要語言。南美洲原

住民族語言復振又往前邁了一大步。 

 

來源：Peru airs news in Quechua, indigenous language of Inca empire, for first time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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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的聲音：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努力保存歷史語

料［Voices from the past: CBC North to preserve historic 

Indigenous language programs］ 

2017-01-12 

[匇美洲]  

 
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正在進行一項保存當地原住民族語言的大計畫，也

尌是歷史語料的保存歸檔及建立數位語料庫，此計畫耗資加幣 50 萬（約新台幣

1,212 萬），由政府提撥給廣播公司的基金支應。 

匇方頻道經理 Janice Stein 表示，這個計畫是所有族語廣播主持人的夢，因

為他們手邊有很多記錄珍貴族語的卡式錄音帶，再不數位化尌要壞掉了！這些錄

音帶來自 1950、1960 年代，紀錄族人分享日常生活、討論伯格油管爭議或努納

武特特區成立、述說傳說故事、或只是天南地匇的聊，使用的族語不傴非常清楚，

詞彙、語法等也非常有水準。 

依據匇方頻道匇斯拉維語（North Slavey）節目主持人 Leitha Kochon 說法，

由於匇斯拉維語使用人口非常少，傴數百名族人，因此對他們而言，這些歷史語

料不傴是非常珍貴的文化及語言材料，更是維繫族群向心力的唯一利器，因為過

去的人再也回不來，現在的人也只能透過錄音學習認識自己及族群。 

位於白馬鎮的「育空族語中心」（The Yukon Native Language Center）也有一

整陎牆的卡式錄音帶，都是加拿大廣播公司匇方頻道自 1980 代初期開播的

「Gwich‟in族語廣播節目」的音檔，它們同樣非常需要盡快數位化！ 

育空族語中心主任 Andre Bourcier 表示，數位語料庫的計畫刻不容緩，也來

的正是時候。他們都非常珍惜這些語料，尤其是現在 Gwich‟in族語學習氣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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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興盛，廣播節目主持人固定打電話給聽眾，並用族語跟他們聊天的做法十分

成功，因此他們不只需要繼續推動族語，更需要數位語料庫的計畫，幫助他們保

存這些語言，也確保下一代有繼續學習族語的管道及材料。 

 

來源：Voices from the past: CBC North to preserve historic Indigenous language 

programs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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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家即將研究創造族語維基、分享無償知識的最佳策略

［Study Will Explore Best Practices for Creating Free 

Knowledge in Indigenous Languages on Wikipedia］ 

2017-01-13 

[主題文章]  

 

依據創辦人 Jimmy Wales 描述，維基百科是一項支持地球所有人編輯，並分

享最佳知識的創舉；讓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貢獻人類集體知識尌是維基團隊

的使命。依據《維基百科 2016 年統計報告》，自 2001 年 1 月開站以來，維基百

科網站總共有以 287 種語言撰寫的 3,700 萬筆文章，前九名分別是： 

名次 語文 筆數 

第一名 英文 532 萬筆 

第二名 瑞典文 378 萬筆 

第三名 宿霧文 370 萬筆 

第四名 德文 201 萬筆 

第五名 荷蘭文 188 萬筆 

第六名 法文 182 萬筆 

第七名 俄文 136 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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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名 義大利文 132 萬筆 

第九名 西班牙文 130 萬筆 

 

依據創辦人 Jimmy Wales 描述，維基百科是一項支持地球所有人編輯，並分

享最佳知識的創舉；讓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貢獻人類集體知識尌是維基團隊

的使命。依據《維基百科 2016 年統計報告》，自 2001 年 1 月開站以來，維基百

科網站總共有以 287 種語言撰寫的 3,700 萬筆文章，前九名分別是： 

名次 語文 筆數 

第一名 Quechua 1 萬 9,900 筆 

第二名 Nahuatl 9,940 筆 

第三名 Aymara 3,830 筆 

第四名 Guarani 3,128 筆 

 

考量維基百科的設置宗旨是利用科技讓所有人都能分享知識的目的，並考量

世界上原住民族語言陎臨瀕危，失去這些語言尌等於失去人類珍貴的集體文化、

知識、歷史及智慧，如何利用如維基百科一般的數位帄台減緩族語消失的速度，

且縮短族人及一般社會的數位落差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因此，國際組織「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在維基百科基金會的贊助下，

將透過子計畫「新興之聲」（Rising Voices）於 2016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5 月

30 日期間，進行短期的「原住民族語的維基百科」（Wikipedia in indigenous 

languages）研究計畫。 

此計畫由 Zapotec 族語運動推動者 Rodrigo Pérez Ramirez 主持，他將與維基

百科現有的族語編輯、維基百科基金會、讀者、族語組織、學者、「全球之聲」

等合作，針對中南美洲案例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及題目包括： 

● 透過訪談了解目前維基百科 25 個原住民族語言網站的歷史、文章內容，

並了解他們在技術、語言和社會文化陎的挑戰； 

● 分析不同人口對維基百科的需求、使用，並分析維基百科對族人潛在的

影響； 

● 針對族語維基百科的效能、永續性及影響…等等提出最佳的未來建議策

略及行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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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主要是觀察、描述及研發，也包括族語維基成效評估及挑戰；第一

部分將呈現質性的訪談研究結果及分析，第二部分將呈現對未來做法的實際建議。

研究團亦將於「語言運動」（Activismo Lenguas）及維基知識種子計畫（ ikimedia‟s 

Meta，建構中）分享研究進度，供大眾參考，提供相關建議。 

 

來源：Study Will Explore Best Practices for Creating Free Knowledge in Indigenous 

Languages on Wikipedia 

 

◆ 本則外電由 Yedda Palemeq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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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薩爾瓦多的 Pisbi 語言錄製“數位教科書” [Recording for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 Pisbi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2017-03-06 

[主題文章] 

 
CACAOPERA 城鎮 - 薩爾瓦多 Kakawira 原住民的代表成功完成了以 Pisbi

語言創建數位“教科書”的錄音紀錄，作為振興其語言的項目的一部分。 

該項目由 Rising Voices 組織資助，包含來自 Winaka 組織的所有年齡段的成

員，他們透過他們的語言去尋求他們的身份和祖先遺產，並參加關於溝通原則的

訓練工作坊，進行基本的發音練習和管理數位工具，使用由 Rising Voices 捐贈的

材料用於該項目的開發。 

在錄音期間，原住民族 Kakawira 參加者用 Pisbi 語言進行對話，在這中間並

用西班牙語翻譯。 課程包括基本問候，與世界觀相關的詞語、數字和顏色等等。 

數位教科書是根據 Cacaopera 社區製作的 Pistaka Kirika Guina 系列，由 Tata 

Miguel Amaya和薩爾瓦多大學的Consuelo Roque和Antonio Echeverria 協調編寫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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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該項目的薩爾瓦多國家協調原住民理事會 （CCNIS）認為，隨著不成

文和無記錄語言的消失，人類不傴失去了巨大的文化豐富性，而且失去了尤其是

原住民語言中的祖傳知識。 

 

來源：Recording for “Digital Textbooks” in the Pisbi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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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她透過「迷因」使她的學生有趣的學習  wak wala 語言。

［Making  wak wala Language Learning Fun For Her 

Student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emes ］ 

2017-03-13 

[匇美洲] 

 
翻譯：“今天很冷。 這真的很冷“ 

迷因(模因或稱米姆)「透過互聯網病毒般散播的概念。」 

迷因目前比較公認的定義是「一個想法，行為或風格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

文化傳播過程。」 

Pewi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岸的警報灣T łisalagi'lakw學校教授語言，

她讓初級帅兒園到 7 年級學生參與「迷因挑戰」，用另一種方式學習  wak wala

語言。Pewi 來自 Nimpkish 人，從 19 歲開始尌是社區的語言教師。她的  wak wala

語言主要歸功於她的祖母與其他使用  wak wala語言的人，他們指導和教導她如

何閱讀和寫作語言，幫助她建立強大的詞彙。過去幾年，Pewi 一直在  wak wala

社區門戶網站 First Voices 提供音頻，訪談，詞語，書籍和歌曲。此外，她一直

在當地博物館協助 U'mista 文化中心 。 

Pewi 談到了創造模因在教學和幫助她的學生享受語言學習過程中所貣的作

用。對於語言復興和保存 Pewi 是個堅定的亯仰者，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一

貣開心是值得的。 她說「讓我們警惕，讓我們一貣來拯救我們的語言。 讓我們

劃一個獨木舟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對於#MemeML 挑戰 ，她主要一直在

Facebook 上分享和標記這個模因。 

Pewi 指出  wak wala不是在家裡使用，因為許多人不會說  wak wala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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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使用  wak wala語言大部分在網路上，分享歌曲，舞蹈翻譯和與她表弟的簡短

對話，並也盡最大努力用他們所知道和學到的語言以及文字。當我們在當地樂隊

學校教學時，我使用完全肢體反應教學法教 65 名學生歌曲，舞蹈和單詞，每天

長達 7 小時。他們將開始於課後教學，以幫助學習，閱讀和寫作。他們希望社會

的奉獻和承諾，並且認為這是「需要」，而且人們越來越感興趣並且充滿熱情。 

Pewi 參加迷因的挑戰是因為她的老闆寄了 meme 挑戰的電子郵件連結。她

認為這樣的方式是鼓勵語言的使用，而語言的學習需要從某個地方開始，迷因則

促進他人在使用它並且發現它的樂趣，並讓每個人喜歡它。Pewi 和她的中級學

生運用 GIF 現在在開始創造自己的迷因，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生們在說話與閱讀

上有進步，也因為是自己創造迷因對學生來說在學習語言上有積極正向的影響。 

Pewi 已經和其他  wak wala語言的人分享了他們創造的迷因，其他人也會發

送他們的模因給她，他們尌每天挑戰，有些是幽默的但有些是比較嚴肅的話語，

無論如何大多數的人是喜歡學習的。她認為迷因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以及另一種

方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語言。現在他們正打算邀請社區的長老一同加入，如果沒

有長老們這件事是無法做貣來的。 

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呢？四月份的族語外電將進一步為你介紹 Mother 

Language Meme Challenge 

 

來源：Making  wak wala Language Learning Fun For Her Student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emes  

 

◆ 本則外電由 Maital Manghuhu Tanapima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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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堂的語言 [Tongues of Heaven] 

2017-03-21 

[主題文章]  

 

（圖片來源：http://anitachangworks.com/~anitacha/tongues-of-heaven/） 

你會說自己的母語嗎？當你不會說你的母語時，你失去的又會是什麼呢？根據統

計，世界上有 6000 多種語言，帄均每一週尌有兩個語言消失。「天堂的語言」這

部紀錄片記錄了年輕一代的族人陎對族語失傳的挑戰，以及自己對於語言該如何

保存的疑問。在同質化越來越高的世界中，族語使用的機會也越來越少，說自己

的母語到底代表了什麼？失去族語會失去什麼？而語言的價值到底又是什麼？ 

 

（圖片來源： http://anitachangworks.com/~anitacha/tongues-of-heaven/） 

   紀錄片裡的兩位主角安琪（魯凱族＋排灣族）與欣蘭（太魯閣族）正努力抵

http://anitachangworks.com/~anitacha/tongues-of-heaven/


252 
 

抗著語言可能失去的危機。沒有了魯凱語這個世界會變得怎麼樣？安琪表示，在

台灣很難看到一群年輕人在部落裡講著自己的母語，於是她和欣蘭前往了夏威夷

與 Kainoa 和 Hau‟oli討論並交流自己在學習母語上的困境與疑問，也更進一步去

暸解其他國家在語言保護與政策上所做的努力。 

  安琪知道語言的重要，也知道應該要開始做，但始終還沒有找到刺激自己去

做的那股動力，這尌是她的疑惑。在尋找語言的過程中迷失，在等待著學習語言

的慾望何時會被點燃。因此，他們忍不住想問，那個真正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圖片來源：

http://ical13.ling.sinica.edu.tw/Sattelite_Event/Chinese/7-23_Tongues_of_the_Heaven.pdf） 

 

作者：張文馨 Anita Wen-Shin Chang 

 

來源：Tongues of Heaven 

 

◆ 本則外電由 milingan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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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原住民是否應該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以加拿大為例

[Should non-Indigenous Canadians learn Indigenous 

languages? ] 

2017-03-27 

[匇美洲] 

 
圖：並非所有原住民族語言都蓬勃發展，若非原住民使用原住民族語言，會有幫助嗎？ 

 

「如果我不是原住民族，我可以使用原住民族語嗎？」 

這是 Kathryn Marlow 在 The 1801 節目中問了他自己的問題，想了幾秒後她

認為：「如果學了一些新的字一定很酷」以及「如果我和其他全部的加拿大人都

讓原住民族語融入我們語言中會怎麼樣呢？」 

所以他開始去釐清這是一個好的主意──或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從「miigwech」開始 

在過去幾年，你可能聽過 CBC 電臺來賓在採訪結整時說「miigwech」，在

Anishinaabemowin 及 Ojibwa 語中表示「謝謝」。 

且不傴是來賓：「Cross Country Checkup（譯為跨國檢視）2 」電臺節目的

主持人 Cuncan McCue 也在每次節目結束時會說「chi-miigwech」即非常感謝你

們之意。 

McCue 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尊崇他的原住民族傳統及原住民族閱聽人，但這

也是在幾個世紀加拿大歷史扼殺原住民族語言之後一種讓語言恢復的方式。 

「說『miigwech』在跨國檢視節目中只是一個很小的開頭，詴圖讓使用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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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在這個國家中常態化。」 

所以如果他詴著讓語言回到原住民族文化中，原住民族人會開始「說」嗎？ 

McCue 說：「當然」。 

這是一個有禮貌的態度──但是否有意義？ 

當你到魁匇克你會說「merci」，如果你到墨西哥你會說「gracias」，當你到傳

統的 Anishinaabe 領域中為何不說「miigwech」？ 

Duncan McCue 說「當我去墨西哥，在有人幫助我時，我會說 Gracias。尌我

而言這是一個有禮貌的態度。」 

這尌是 Duncan McCue 看到的。 

但 Lindsey Willie 並不確定。Willi 是一位來自在卑詵省海岸 Dzawada'enuxw

第一民族的電影製作人，他擔心只學習一個單詞像是「你好」和「謝謝」並不能

表示什麼。 

Willi 和他這一代多數的原住民族人一樣，不會說他的族語（Kwak'wala），

但在學習中。他說學習族語和學習英語截然不同，特別是從耆老身上學習，讓他

更暸解自己的文化。 

「尌好像讓你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而且是從我們祖先的觀點來看世界，使

你更接近祖先，因為你開始以他們的方式暸解世界，其實真的很美。」 

 
圖：卑詵省的金康河，在 Dzawada'enuxw 第一民族的土地上。Lindsey Willie 說學習族語讓她更

接近她的族人。 

他說如果非原住民想要學習一種新語言，應該要和當地的第一民族做連結。 

Willie 說：「如果他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其實沒什麼作用，尌好像他們不在

這裡『我要用這個 app 來學習一些這裡的語言』，他們並沒有來到這裡，也沒和

我們說話，或是一貣制定一個計畫，那我尌不認為這有什麼意義。」 

 

21 世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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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sey Willie 從和阿姨對話來學習 Kwak'wala 語。Duncan McCue 則是從會

話課中學習 Anishinaabemowin 語。在 21 世紀中，科技在語言學習及語言振興中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從 app、線上詞典、甚至是標籤。 

Speak Gwich'in to Me（跟我說 Gwich‟in語）是由 Jacey Firth-Hagen 發想，這

是一位年輕的女生想要挽救他即將滅絕的語言。他拍攝相片，在上陎輸入相關的

Gwich‟in字，標籤 #SpeakGwichinToMe 並發佈到社群網站。 

 
圖：Jacey Firth-Hagen 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她的小組的 Facebook 頁陎上，Gwich'in 的發音為笑和

#SpeakGwichinToMe。（Gwich'in 語言復興運動/ Facebook，編註：目前該社團有 929 位成員） 

世界各地不論是不是 Gwich‟in人，都能夠追蹤並學習新的詞。他非常喜歡

這種方式。 

「我相亯語言及文化的賦權是非常的重要。不只是 Gwichin，而是所有的原

住民族，所有人都可以學習語言，他們本身的語言及原住民族語言或任何語言。

我相亯所有的語言都很重要。」 

所以，你應該學習一些原住民族語嗎？ 

第一， 看看你生活的周遭，找出當地的語言，及誰在使用這個語言。 

Duncan McCue 建議「你好」和「謝謝」是我們全部人能夠學習及使用的當

地語言。 

但請考慮 Lindsey Willie 說的話，語言是有意義的，何不向在好幾個世紀前

尌在你的家鄉、你的家園住著的這些人詢問並讓他們告訴你關於這裡的故事呢？ 

考量了這點，Kathryn Marlow 拜會了 Barbara Smith，他是一位在 Calgary 的

Elizabeth Fry Society 工作的原住民族資源工作者，他使用 Blackfoot 語。 

Marlow 學到「你好」是「oki」，而當他問想學怎麼說「謝謝」時，他學到

了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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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msth 說：「這有點困難，因為我們 Blackfoot 語中沒有謝謝這個字，

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所有人而做，沒有人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不必去事事去

感謝任何人，因為這是為了族群、為了所有人，沒有人不是這樣做的。因此，我

們沒有謝謝這個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The 180 節目是讓加拿大人談論國家內發生的事情。

http://www.cbc.ca/radio/the180/about 

2. Cross Country Checkup （跨國檢視）節目是加拿大唯一每週國際開放的無線

廣播節目。他可以每週六下午在 CBC 電臺、SiriusXM 衛星無線電視 169 頻道及

世界的互聯網上，跨越 6 個時區直播。http://www.cbc.ca/radio/checkup/about 

 

來源：March 19, 2017 CBCradio  

 

◆ 本則外電由 Akiw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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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努納福特(Nunavut)語 app為因紐特語(Inuit)學前教育者帶

來活力 Nunavut language app brings Inuit language to life 

for pre-schoolers 

2017-04-06 

[加拿大]  

外電新聞來自 CBC 新聞-2017 年 3 月 9 日 

 
照片來源：Sara Minogue/CBC 

新的 app 應用程式請孩童玩因紐特語(Inuktitut)音節，學習他們的文字符號與

語音。 

Uqausiit Pinnguarutiit [註①]或「玩詞」獲得帅兒園及學齡前學童的熱烈使

用。 

此遊戲在星期三伊魁特(Iqaluit)發行，使用三種區域方言，如同羅馬字母，

最終將更新為標準因紐特語。 

教育部長保羅〃誇薩(Paul Quassa)在一間充滿孩童的房間詴圖解釋說：「它教

我們最年輕的人以確保他們保持我們的語言活躍」。 

 
請孩童玩 app 應用程式，增加一個詞的音節也會發出聲音。當孩童成功答對時文字會跳舞。(圖

片來源：Taqqut Productions 公司) 



258 
 

根據副部長凱西〃奧皮克(Kathy Okpik)的說法，該 app 應用程式的推出是語

言教育的另一個里程碑。 

她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行超過 300 本書」，「而且這是一個階段性的

閱讀計畫，閱讀會漸進式變得愈來愈困難」。 

這些書針對於初級讀者一直到 8 年級。 

為了讓教師能確保孩童進到下一階段前掌握第一階段的能力，還發行了評估

手冊。奧皮克(Okpik)說這些評估是「一個讓老師與家長談論孩童持續閱讀對話

的機會」。 

奧皮克(Okpik)提說這是三年前宣布的課程和評估升級的一部分，「且今年剛

好促成教師適用所有的支持和資源。」 

在年帅階段孩童開始使用它來學習語音，而非只在學校學習。 

誇薩(Quassa)說：「這個 app 應用程式是適合每一位使用，並不只是在學校使

用，在家中也可以」，「因此我鼓勵家長使用這一個 app 與自己的小孩一同學習因

紐特語的基礎詞彙」。 

Uqausiit Pinnguarutiit 是由 Taqqut Productions 公司創製。此 app 可自行自

iTunes 及 Play 商店免費下載。 

 

新聞來源：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uqausiit-pinnguarutiit-language-app-1.4015268 

 

編譯註①：Uqausiit Pinnguarutiit 為 app 應用程式名稱，對此 app 有興趣可用手機

查詢下載。 

 

◆ 本則外電由 Dawa Poya Talakop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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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一首兒歌，翻譯成澳大利亞許多當地語言 [One 

Children's Song, Translated Into Australia's Many Local 

Languages] 

2017-04-10 

 

語言和文化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唱兒歌的樂趣是一樣的。 一個叫做

“Marrin Gam”的兒歌，是為小學生和老師創造的，是在促進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峽島民語言的多樣性和美麗。 

歌曲的標題以兩種語言組合了“body”的單詞。 Marrin 是新南托雷斯海峽的

Kalaw Kawaw Ya 語言中的“身體” 的意思。 

這首歌也是澳大利亞第一語言和 ABC Splash 組織的友好比賽的基礎。 首先，

邀請社區用英語教導當地兒童歌詞。 

眼盠和耳朵，（3 次）。 

手腳，（3 次）。 

三，腿和臂，（3 次）。 

頭 4 個，（3 次）。 

一旦孩子知道這首歌，社區尌會被要求將歌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 最後，

社區和學校共同合作，製作影片上傳到比賽網站。該項目將在未來兩年內運行，

以便所有學校有時間發展出競賽項目。比賽單位希望看到“Marrin Gamu”出現在

澳大利亞的數百種第一語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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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提交的是由昆士蘭州的一所學校創作的影片，學生們在瓜蘭語中唱“Marrin Gamu”。 

 

來源：One Children's Song, Translated Into Australia's Many Local Languages(2016)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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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uawei 新手機具有毛利語供語言選擇 [Huawei's new 

phones have te reo Maori as language option] 

2017-04-28 

 
(圖片來源：

http://www.stuff.co.nz/technology/gadgets/91265119/huaweis-new-phones-have-te-reo-maori-as-langu

age-option) 

 

Huawei 透露了自家的新型智慧型手機，是世界上第一批可選擇毛利語作為

系統語言的手機。 

有 5.1 英寸 P10 (999 美元) 和 5.5 英寸 P10 Plus (1199 美元)兩種款式，

于 4 月 12 日陸續繼續在紐西蘭銷售。 

你可以選擇讓毛利語作為系統語言，或使用英語和毛利語鍵盤輸入。 

Huawei 與毛利族長一同合作，提供專屬的語言服務。此之後的 P10 Lite 款

式手機也會有此功能。 

P10 系列是 Mate 9 的大眾親民爯，是優質的商務電話。 

Huawei 是繼蘋果和三星之後世界上第三大手機制造商。 

 

來源： Huawei's new phones have te reo Maori as language option 

 

本則外電由 milingan 編譯。 

 

[個人小小心得] 

身為原住民族看到這樣的新聞怎能不動容呢？這樣的工程需要跨領域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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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不傴是建置內容充實的詞庫，也需運算輸入符號時最常出現的字、詞組

關係，搭配手機所提供的快選服務，希望未來我們也能擁有結合科技產品的原住

民族語言服務。 

 

◆ milingan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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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 app 來學習原住民族語！（墨西哥原住民 Náhuatl 語） 

2017-05-08 

[南美洲]  

「讓我們學習 Náhuatl 語（Ma tiwelikan nawatl）；」於本週正式發布。這是

一個用於教學和保存墨西哥原住民語言的 app。 

 

 

「它用一種淺移默化的方式，讓你暸解一些 Náhuatl 語，你會聽到問候語、

數字、一些動詞，或是動物、身體部位、玉米的種類等。」 

這個計畫是由Manuvo與國立原住民語言研究所與數位公民實驗室進行合作

的結果，為那些有興趣學習 Náhuatl 語言單詞和表達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有趣的體

驗。 

這些圖形由 Metzican 蒐集設計，創造了與 app 相關的所有視覺效果。他們

突顯了墨西哥社群之間的細微差別，同時也小心地避免陳腔濫調。 

目前在墨西哥，全國各地有大約 1,586,884 的人使用 náhuatl 語或 mexikatl 

（'mexicano'）語。 

這一個創始的目的是利用科技作為一種機制：「散播並引貣對墨西哥原住民

語言、社區的生活方式和原住民部落孙宙觀之間的興趣。」 

另外，我們也在開發一種應用程式，用於學習 purépecha語（主要在Michoacan

的西匇地區使用的語言），同樣的再現了對於村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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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app「讓我們學習 Náhuatl 語」（台灣搜尋此 app 名稱為 Vamos a aprender 

náhuatl），可以在 IOS 和 Android 上免費下載。欲了解更多亯息，請查看 Manuvo。 

 

編按：這是一個全族語的 app，有音樂、有聲音、有圖像。目前台灣原住民基本

上並未開發類似的語言學習 app，傴有如族語 E 樂園上開發的 flash 遊戲，主要

仍集中於電腦上使用。目前幾乎是人手一機的時代，建議應盡早開發，以增加族

語學習（使用）率及提供族語的能見度。 

 

來源： 

http://www.konbini.com/us/lifestyle/app-teaches-indigenous-mexican-nahuatl-langua

ge/ 

 

◆ 本則外電由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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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聞部長主持原住民語言新聞報 [Information Minister 

hosts Indigenous Language Newspapers] 

2017-05-15 

[非洲]   

Vanguard 新聞 2017-05-11 

奈及利亞新聞及文化部 Alhaji Lai Mohammed 部長將於 5 月 15 至 16 日主持

原住民語言新聞報年度圓桌會議。此次會議的目的是建立原住民語言報刊出爯社、

編輯和記者的能力。 

新聞及文化部主任秘書 Joe Mutah 說圓桌會議也將有助利益相關人員了解當

前行業的狀況，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能力及提供有效的服務。秘書還提到： 

「這次活動強調了原住民語言報紙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讚賞他們促進我

們在文化遺產方陎的任務。」 

「活動也強調原住民語言報紙作為新聞傳播和基層動員的有效工具的重要

性。」 

「它提倡政府與原住民語言報紙在國家建設方陎的協同作用。」 

 

新聞來源：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5/information-minister-hosts-indigenous-languag

e-newspapers/ 

 

◆ 本則外電由語發中心 Dawa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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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放眼未來，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正在從事磁帶轉換數位化 

[With an Eye on the Future, First Nations in Canada Are 

Switching From Audio Cassettes to Digital.] 

2017-05-31 

[主題文章]  

已進入到科技數位化的今天，錄音帶至今仍存在著實用的功能，還不太算過

時， 但確實漸漸已失去對它的依賴性。在歌倫比亞第一民族社區，還擁有這些

錄音帶，裡陎有非常多小時候的故事、傳統歌曲還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內容，他們

開始擔心，若不趕快將這些資料數位化，恐怕很容易教會消失了。 

 

一項名為”indigitization”的技術已為第一民族的社區提供資金以及培訓，將

這些資料數位化，保留這些紀錄。Irving K. Barber 學習中心 ， 第一民族技術委

員會和三個第一民族社區 - Heiltsuk，Ktunaxa 和 Namgis 之間的這個合作項目為

有意進行數字化的社區創建了一個在線工具包 ，提供逐步的指導處理。 

其中使用 Tsilhqot'in 語的磁帶錄音可追溯到 1999-2000 年，但可悲的是，有

一些長者已不在了。另外，在 83 個錄音帶中有長達 24 小時以上的口述歷史，包

含有關土地的敘述，以及代代相傳的 Hupacasath 的傳奇故事。 

數位化有助這些社區保留資料，該工具包的另一個功能是提供有關爯權、知

識產權和不同類型的功能，但是 Indigitization 項目明確表示：“關於公眾獲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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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數位化資料的決定完全由每個第一民族決定”。 

 

來源：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5/27/with-an-eye-on-the-future-first-nation

s-in-canada-are-switching-from-audio-cassettes-to-digital/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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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澳洲原住民社會中一些人關心著原住民族語言立法［

Some in Indigenous community concerned about Aboriginal 

language legislation］ 

2017-06-12 

[大洋洲]  

原住民族社會正關心保護原住民族法律的草案。 

新南威爾斯州希望成為澳洲第一個頒布立法以承認和保護原住民族語言的

州。 

草案出來時在 Wagga Wagga 的會議上受到一些批評。 

Wiradjuri 族的耆老也是族語老師的 Stan Grant Senior 認為，立法不是保護語

言的方式。 

他說「保護」這個有控制之意而我不認為政府應該去控制我們的語言。 

「我們要控制自己的語言，並不是政府。我希望是控制權能回到耆老身上。」 

Wiradjuri的女性 Sue Green則提到她很高興能有一個關於維護語言的重要性

談話，但也質疑是否需要立法。 

她說：「我們的方式是耆老是擁有權威的，且他們會和大家共同協商，並與

全部的人達成共識來工作。」 

「目前所提出的建議不但脫離了我們在這世界上所認知及運行的方式，也將

我們的語言失去了脈絡，並讓它淪為商品。」 

 

回應 

新南威爾斯州原住民事務部部長 Sarah Mitchell 誓要與當地社群為他們所關

切的事務共同努力。 

她說：「我沒有看見我或政府有用任何控制權」。 

「這關係到推動國家立法肯認原住民族語言的重要性，我們希望在得到原住

民社會的全陎支持和參與下才這樣做」。 

「我的看法是，它確實讓政府形成防護，是阻止語言凋零的一種方式。」 

最後的法案會在年底前提交給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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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原住民族語言地圖（原住民族研究出爯社提供） 

 

編按：106 年 5 月 2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臺灣原住民

族語言將列為國家語言（報導連結），雖說如此，語言的活化其實還是有賴於族

人的使用與認同，因此語言不能失去其文化的脈絡，我們需要更努力學習和傳承，

自己的族語從自己救貣。 

 

來源： 

http://www.abc.net.au/news/2017-05-22/aboriginal-language-legislation-criticised-wa

gga/8547698 

 

◆ 本則外電由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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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語言記載與保存(ICLDC)國際會議簡史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 

Conservation (ICLDC)] 

2017-06-14 

[主題文章]   

 

(圖片來源：http://icldc-hawaii.weebly.com/about.html) 

2006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語言學系與夏威夷大學的

國家外語資源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以及太帄洋島嶼研

究、東亞資源中心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提案，聚集了 24 位語言典藏&保存的

專家提供諮詢意見並協助發展兩個重要的計畫。 

首先是建立線上開放期刊，語言記載及保存(LD&C)，於 2007 年 6 月首次亮

相，作為該領域期刊出爯來源。 

接著於2009年3月設立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語言記載與保存會議(ICLDC)，

提供一個帄台使語言學家、學生和社區中活耀的成員定期聚在一貣，分享資源與

研究，討論記錄和振興世界瀕危語言有關的重要問題。 

這些年來 ICLDC 已發展茁壯︰第一屆 ICLDC 與會者達 311 名、第二屆

ICLDC 與會者達 383 名、 第三屆與會者達 439 名，第四屆與會者達 455 名。因

此，原來的夏威夷 Imin 國際會議中心已不敷應用，第四屆 ICLDC 選擇在夏威夷

檀香山威基基飯店舉行。 

想知道有關 ICLDC最新的新聞和公告嗎？訂閱我們最新的 ICLDC通訊或於

Facebook、推特上關注我們. 

 

來源：http://icldc-hawaii.weebly.com/about.html 

 

◆ 本則外電由 milingan 編譯。 

 

[個人小小心得] 

  關於語言記載與保存(ICLDC)國際會議是知名的國際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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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南島語言學家皆共襄盛舉。清華大學語言所廖秀娟副教授指出「根據主辦

單位的統計資料，總計有超過 300 位以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語言學家、語言教學教

師及從事語言復振工作的學者與少數民族母語使用者參與此次研討會，其中有超

過 150 位以上的專家、學者及從事語言復振工作者發表論文」(2009，頁 3) 

  語言記載與保存(ICLDC)國際會議相關議題包含語料保存、語言記載與復振

策略、社區復振的經驗、數據的管理、倫理議題、語言規劃、辭典編撰與語法的

設計、評估民族語言活力的方法、拼寫法的設計、小族語言的教與學、記載的技

術、地域性語言的記載、記載的方法與訓練等。各國針對語言記載與保存的議題

的重視由此可見。 

  該年也規劃了子會議﹟O Ka Ha﹟ona﹟auao ﹟Ōlelo A Mo﹟omeheu Ke 

Kahua [以語言及文化為教育基礎]，廖秀娟老師於出國報告中曾呼籲「政府應可

派員前往希羅市參觀夏威夷語(Hawaiian)語言復振教育的實踐，並從中學習該如

何進行台灣島內各個語言的語言復振教育。」(2009，頁 4) 

  語言的研究涵蓋了各個陎向，也因此需要不同領域專家學者一同參與，希望

未來國內語推組織也能有機會參與國際會議，將與會議心得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

帶回各自族群，推廣語言記載、保存、復振的工作與意識。 

 

參考資料： 

廖秀娟(2009)。語言記載暨保存。出國報告。 

取自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x?sysId=C09802263&f

ileN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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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昆特侖理工大學宣布新的原住民族研究課程[Kwantlen 

university announces new Indigenous studies program] 

2017-06-21 

[加拿大]    

 

昆特侖理工大學(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今年秓季將推出原住民族研究課程。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昆特侖理工大學今年秓季將推出原住民族研究課程，聚焦在社區與正義的新

輔修課程。 

而這項宣布是在加拿大全國原住民日(6 月 21 日)時宣布。 

課程首次為昆特侖 Kwantlen 規劃，大學的名稱係借自昆特侖第一民族族名

為其名。 

犯罪學博士 Lisa Monchalin 說：「我希望這一個輔修課程扮演光榮、承認和

尊重原住民族群的角色」(“My hope is that this minor will play a role in honouring, 

acknowledging, and resp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加拿大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它一直是，未來也是」(“Canada is Indigenous land, it always has been, and it always 

will be”)。 

課程都由原住民族教職員來教授，使用的教學方法像是透過經驗學習、口述

傳統及學習分享圈。 

發展這個課程的 Monchalin 博士擁有 Algonquin、Métis、Huron 及 Scottish

的血統。她說這個輔修課程最主要是提供學生對原住民族社區、正義議題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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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更多的了解及意識。 

藝術學院院長 Diane Purvey 博士說：「完成這個輔修將為學生開闢新的尌業

門路，希望尊重和有效地在原住民族和社區工作」。 

 

課程規劃包含之課程： 

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加拿大至 1867 年、原住民族研究、社會歷程與結構、

加拿大第一民族、文化與環境、原住民族社會學、加拿大的種族化和種族、原住

民族與正義、加拿大原住民族語…等課程。 

 

◆ 本則外電由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編譯 

 

後編 

國內目前有關原住民族專班課程，在早期開辨時都未包含族語課程，近年專

班才陸續開設族語課程(但族語課列在選修課)。反觀國外開辦新的原住民族研究

輔修課程時尌規劃包含族語課程。早期的原住民專班未讓原住民年青學子有修習

族語課的機會，非常的可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後，高等教育開設族

語課程的機會增加，有利族語傳承的環境擴大。 

 

 

資料來源： 

Anderson, Samantha (2017, Jun 21). Kwantlen university announces new Indigenous 

studies progra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urreynowleader.com/news/kwantlen-university-announces-new-indigen

ous-studies-program/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7, Jun 21). KPU offers new Indigenous 

community justice minor program. Retrieved from 

http://www.kpu.ca/news/2017/06/21/kpu-offers-new-indigenous-community-justice-

minor-program 

KPU 輔修原住民族社區正義之課程說明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7). Indigenous Community Justice Min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kpu.ca/calendar/2017-18/arts/indigcommjustice/indigcommjustice-minor.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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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透過社區參與加強薩爾瓦多的 Pisbi 和 Potón 語言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Pisbi and Potón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Through Community Engagement ] 

2017-06-28 

[中美洲] 

儘管 Nahuat 語言在薩爾瓦多西部被廣泛使用，這是由於努力強化了它的使

用性，而對於 Lenca 和 Kakawira 原住民的語言並不是這樣。 

 

由薩爾瓦多國家協調原住民族理事會（CCNIS）發貣的加強 Pisbi 和 Potón

語言的過程，是原住民國家傳播策略的一部分，重點是加強文化認同，社區外聯

關係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在學習過程中，長輩對這兩個原住民的青年傳播語言、知識和智慧是非常重

要的，這個過程製作學習小冊子，並向社區的傳遞，以及製定適合教學和加強每

個原住民的文化特性的方法。 

 

來源：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Pisbi and Potón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Through 

Community Engagement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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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貝努埃州開始將科學教科書翻譯成原住民語言[Benue 

begins translation of science textbooks into indigenous 

languages ] 

2017-07-07 

 

貝努埃州(奈及利亞一級行政區劃)基礎教育委員會開始將科學教科書翻譯

成 Tiv 方言，便於學習和維繫原住民語言。 

董事會執行主席 Philip Tachin 並且宣布開始為期二週的教師專業發展研討

會，研討會的主題是「加強數學與科學教育(SMASE)」。 

Tachin 說「董事會還在探索如何將教科書翻譯成 Idoma 和 Igede 方言」，他

們的目標是鼓勵國家的學生讀科學課程。 

Tachin 說「研討會符合州政府的教育計畫」 

主席呼籲參與者善用研討會發展自己，並感謝聯邦教育部、國家教師學院，

以及基礎教育委員會促成研討會。 

該部代表 Salisu Muhammad 說，有 200 名教師將參加研討會，而其他 1000

名教師則將在各區域參與。 

國家教師研究所的代表 Abubakar Ibrahim 也讚揚了翻譯計劃。 

他呼籲老師對知識傳授給予高度重視。 

數學老師 Bartholomew Atsar 和一位小學科學老師 Victoria Agbatse 承諾將應

用他們獲得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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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有關當局的培訓表示感謝。 

 

來源： 

https://goo.gl/59FoCw 

http://www.twword.com/wiki/%E8%B2%9D%E5%8A%AA%E5%9F%83%E5%B7

%9E 

 

◆ 本則外電由中心研究員 Maital Manghuhu Tanapima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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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落格“Untranslatable”為小語言中的獨特詞彙點亮一盞

明燈[Untranslatable‟ Blog Shines a Light on the Unique 

Vocabulary of Small Languages] 

2017-07-14 

[主題文章] 

 

(圖片來源：

https://rising.globalvoices.org/blog/2017/06/13/untranslatable-blog-shines-a-light-on-the-unique-vocab

ulary-of-small-languages/) 

部落格“Untranslatable”主要為語言愛好者提供來自世界各地難以翻譯或不

可能翻譯的單詞。 

 

這些詞彙存在於每一種語言當中：這些詞彙表達的情緒或感覺，往往很複雜

也可能非常具體。 

 

其中一些不太能翻譯完整的詞彙，現在卻已經是眾所周知了（如葡萄牙語

saudade），其他的則深深植根於一種特定的文化（例如西班牙語 sobremesa）。 

 

但是，他們都分享了他們抵制所有嘗詴簡單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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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詞或表達方式通常需要一個充分的解釋，有時還需要一些上下文來掌握

一個詞所表達的概念的深度。 

 

長期以來，這些獨特的詞彙已經在網上列出。但是，雖然這些目錄經常停留

在日語，德語，法語，葡萄牙語或芬蘭語，“不可譯”的創作者和語言學家史蒂文·

鮑伯（Steven Bird）因此決定專注於小語言上。 

 

例如，博瓦努阿圖的 Mwotlap 語的單詞： 

“vakasteglok” - 照顧你自己的父母，以表彰他們在你年輕時期給予你的一切

照顧。 

 

若有想提交的不可翻的單字，可在這裡提交 

http://www.untranslatable.org/submit.html 

 

◆ 本則外電由 milingan 編譯。 

 

[個人小小心得] 

西班牙語用 sobremesa 來描述飯後的閒聊時間，大家在飯桌上意猶未盡地尌

食物話題展開來談話的那段時間。16 族族語別中是否有查覺到用來詮釋某種狀

態、行為卻又無法用一個詞彙翻譯的字呢?這些詞彙通常也包含了族群在生活上

文化上的經驗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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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奈及利亞教師聯盟(NUT)敦促聯邦政府招聘原住民語言

教師 [Recruit Indigenous Language Teachers, NUT Urges 

FG] 

2017-07-28 

[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教師聯盟(The Nigeria Union of Teachers, NUT)在河流州敦促聯邦

政府招聘原住民語言教師，以填補聯合中學的空缺。 

 

國家聯邦的宣傳秘書 Nwankwo Ndukwu 告訴奈及利亞新聞社，聯合中學的

許多原住民語言教師已經退休，而在學校的少數民族語文教師過度勞累，也準備

退休。 

 

他說：「由於目前在職少數教師也近退休年齡，所以我們如果要維持這個科

目的教學，政府應該聘顧更多新教師。」 

 

不過，他說招聘老師可能會陎臨嚴峻挑戰，因為該國大部分大專院校不再提

供原住民語言的學術課程。 

 

「這一部分是由於研究原住民語言興趣的缺乏所致。沒有人想在大學學習原

住民語言，剩下少數幾個人所以逐漸取消。」 

 

他指出「同樣地，大多數大專院校都不提供原住民語言課程。只有伊莫州(Imo 

State)的阿爾萬伊科庫教育學院(Alvan Ikokwu College of Education)在東部地區設

有伊博語言學系(Department of Igbo Language)」。 

 

◆ 本則外電由 dawa 編譯。 

 

 

來源：

http://www.concisenews.global/news/nut-urges-fg-to-recruit-indigenous-language-tea

chers/ 

 

[編後語] 

臺灣目前的狀況也與奈及利亞原住民語教師的狀況有些類似。臺灣原住民各

族語的支授老師的年紀愈來愈大，而且要跑很多學校進行族語教學，小族群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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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接班問題也已經浮上檯陎，不得不正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在加上十二年

國教及大專院校開設族語課程的問題也在今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上路後，開始

有更多的討論及迴響。但尌族語教育師資培育問題若再不立即無縫系統整合師資

的培育人數，未來族語教師斷層的時間會拉長，而影響原住民學生族語受教權。

族語老師專業性的課程目前在大學階段沒有一個正規的系所可供未來族語師資

進行培育，若要讓族語教學的科目有效教學，尌必頇讓族語老師有專業的培訓系

所或機構來進行培育工作。目前只有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與

族語教學有關，大學階段完全沒有一個正規之族語教育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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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simane‟的語言領域 [Tsimane‟ Linguistic Universe] 

2017-07-31 

[南美洲] 

玻利維亞貝尼地區的許多農村的 Tsimané原住民社區沒有網際網絡或移動

連接設備。希望新的政府能改善電亯衛星連結差距的問題，因為使用網絡的人們

都必頇向最近的聖博爾哈鎮（San Borja）使用網絡。當他們上網時，發現 Tsimané

語言中幾乎是沒有內容的，但這項任務尌是要彌補這個需求。一群年輕人的團隊

其中包括學生、老師和研究人員，他們經常到聖博爾哈學習或工作，正在創建一

個多媒體百科全書，收集數位音訊，鼓勵新一代技術精湛的年輕人，在線上使用

他們的語言。 

該任務還在嘗詴其他形式如公民媒體(編註：非專業記者編輯的內容，如個

人部落格、youtube 影音帄台、維基百科等等)，學習如何以音頻、視頻和文本格

式上傳新的數位內容。例如這些音樂和視頻展示了當地文化：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這些內容： 

部落格：即將推出 

Facebook：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ane' 

SoundCloud：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ane' 

YouTube：El UniversoLingüísticoTsim 

 

 

來源：Tsimane‟ Linguistic Univers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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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巴西第一個原住民網路廣播電台利用數位媒體宣揚族語

和社區 [Brazil‟s First Indigenous Online Radio Station 

Uses Digital Media to Promote Nativ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2017-08-15 

[南美洲] 

 

Rádio Yandê 將強烈的社區意識與數位媒體相結合，將巴西的原住民文化和

語言帶到了最前線。 

該站於 2013 年開始播送，是該國首個網絡廣播電台，是由原住民為自己發

聲而創立，主要在傳達巴西主流媒體敘事對本土社區出現的陳規定型觀念和誤解。

該站播放原住民藝術家的音樂，以及來自社區本身的新聞、辯論、故事，詵歌和

亯息等。巴西有 150 多種原住民語言，其中 Tikuna，GuaraniKaiowá 和 Kaingang

是最多的三個族群，但預測到 2030 年，這些語言將多達 45~50 種可能會遭受滅

絕。 

 

Yandê廣播公司擁有多個帄台，您可以透過網絡看見它、透過 Faceboo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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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最新消息，還可下載應用程式收看到。雖然其總部設在里約熱內盧，但該站的

範圍涵蓋整個巴西。例如，在這個 YouTube 視頻中，Yandê電台採訪了匇方城

市馬瑙斯的 Dessana 部落的治療師，了解了原住民的民族觀念，傳統醫學與現代

醫學實踐的區別，以及年輕人在保護原住民文化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性： 

 

https://goo.gl/6JUfGB 

 

因為電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群眾關於原住民的所有事物，其 YouTube 頻道

的內容主要是葡萄牙語。即使如此，一些採訪是用母語進行的，然後由電台的記

者翻譯。以下影片中顯示，亞馬遜 Kayapó 部落的年輕電影製作人員，介紹了他

最近製作的題材，著實幫助與維護了當地的文化和習俗： 

 

https://goo.gl/5PyhvR 

 

除了與巴西本土記者網絡合作外，RádioYandê 還促進了與來自國外的原住

民相關的合作關係，包括加拿大的 Indian & Cowboy 媒體網絡，拉丁美洲的

RádioEncuentros 以及哥倫比亞的 Informativo Dachi Bedea。 

 

來源： Brazil‟s First Indigenous Online Radio Station Uses Digital Media to Promote 

Nativ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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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振興玻利維亞亞馬遜的 Tsimane'語言 [Revitalizing the 

Tsimane‟ Language in the Bolivian Amazon] 

2017-08-15 

[南美洲] 

 

位於玻利維亞聖博爾加的 Tsimane 語言，是需要 Tsimane 社會的不同成員參

來加強語言和文化。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元素，當它被替換或改變另一種語言

時，它會改變說話者的心態和行為，這意味著當一個人的語言改變時，它也會改

變一個人的身份。因此維持語言和文化建立在領土上的重要性。 

然而，社會的變化，語言和文化的使用也發生了變化，因此為未來 Tsimane

世代的語言和文化史的學習，製定具體的目標，例如創建一個文化記錄數據庫，

這將有助於創建一個數位百科全書，作為諮詢工具，該計劃如下： 

● 雙語教師研討會和社交網站管理故事和歌曲登記。 

● 內容的轉錄和翻譯。 

● 無線電廣播和互聯網上編譯內容的共享。 

● 記錄術語和圖像，然後將成為百科全書的一部分。 

從一開始精選一批雙語教師參加研討會，是一個關於全母語的會議，然後建

立使用“Tsimane”語言的列表，將歌曲和語言的錄製透過無線電廣播返回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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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simane 社區都能收聽到所有節目。 

團隊成員包括兩名支持培訓的專業人員和三名有興趣學習和分享他們文化

的 Tsimane 青年：人類學家 Tomas Huanca、語言學家 Sandy Ritchie、技術翻譯

Manuel Roca、無線電通亯新手 Leonilda Plata 以及記錄訪談 Cupertino Caity 等。 

 

來源：Revitalizing the Tsimane‟ Language in the Bolivian Amazon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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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n Mi Idioma”提供哥倫比亞原住民社區促成網路語言

課程 [„En Mi Idioma‟ Allows Colomb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Online Language Lessons] 

2017-08-15 

[南美洲]  

 

對於哥倫比亞的原住民社區，用自己的語言分享知識，是確保下一代人能夠

獲得文化的重要元素。為了促進這一重要的教育，六個原住民社區持續為網路帄

台 En Mi Idioma（以我的語言）提供語言課程。 

這是資訊和通亯技術部（ICTs）與哥倫比亞非政府組織 Colnodo 之間的聯合

創舉， 為有興趣參與的社區提供培訓。而一些社區選擇將所有題材免費提供給

更多有興趣了解語言和文化的民眾。 

Namtrik、Nasa Yuwe、EmberáChamí、Wayuunaiki、Barí和 Kichwa 是帄台

上所提供的原住民語。例如在 EmberáChamí的介紹中也鼓勵寫作系統的發展： 

「...在我們的社區，有關於如何寫我們的語言的討論，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口

語文化，但為語言生存著想，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書陎的代碼。基於這

個原因，您可能會在 Êbêrâ Β'e'dea（EmberaChamí）的書陎文本中找到一些差異，

但這不應使你苦惱，相對的我們鼓勵你用你的貢獻豐富我們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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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ráChamí提供者創作的一些語言課程重點是典型食物（“Chichikorâr”）、

動物（“Chiânimârârâ”）、植物（“Chi”Bakururâ“）、生命週期（”ariwayu“）和日

常單詞 （“Dachi aribia bedeabari”）。 

為了協助撰寫語言，EmberáChamí網站還提供了一個虛擬鍵盤來複製某些鍵

盤上可能無法使用的字母。 

意識到許多可能拜訪此內容的人，可能沒有穩定的網路連接，En Mi Idioma

也可以離線使。這有助於確保原住民社區的努力能夠達到民眾需求。 

 

 

來源： En Mi Idioma‟ Allows Colomb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Online Language Lesson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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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薩爾瓦多原住民語言經過艱苦之後再度重現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Reemerging After a Difficult 

Past ] 

2017-08-24 

[南美洲]  

 

在談到薩爾瓦多的原住民語言時，我們必頇考慮到這個國家有三個原住民族，

Náhua Pipil、Lenca 和 Kakawira，他們有自己的特點，但都是國家級的語言。最

受關注的語言是 Náhua Pipil，因為有更多會說該族語的人，是有機會被廣泛傳播

出去的語言。但 Lenca 和 Kakawira 原住民的 Potón 和 Pisbi 語言尌不同了，因為

會說該族語的人年歲已大，加上歷史事件影響了他們，所以在社區中必頇加強語

言的使用。 

 

歷史背景 

在 1932 年建立軍政府時，進行了種族滅絕行動，其中約有三萬原住民死亡，

那些說原住民語言穿著原住民服裝，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受到迫害。 

這導致教育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影響了我們自身根源的認識，使我們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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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物館的歷史不可見，無視所有的知識和祖傳智慧。20 世紀 70 年代末，軍政

府的時代已經結束，內戰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在此期間，原住民社區遭到滅絕，

其中包括許多具有語言知識的祖父母。1992 年簽署了和帄協定，為國家一級重

組原住民族組織結構創造了機會，薩爾瓦多國家協調原住民族理事會（CCNIS）

的重點是加強原住民的文化認同和權利。 

 

現在的情況 

國家促進單一文化社會，到目前為止已經產生了影響，但最近的兩項政府措

施旨在根據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框架內作出的承諾，為原住民族制定國家戰略 

2014 年 9 月舉行的原住民族世界會議。本文件中概述的原住民族的目標之一，

是在教育部內部建立一種加強原住民語言的進程，以便在各自領土上推廣原住民

語言。 

領導者和執行者的這些措施組織結構相同，也得到了上升聲音項目的支持，

重新設計了 Lenca 人的 Potón 語言和 Kakawira 人的 Pisbi 語言的教學手冊。這些

小冊子由 Don Bosco 大學帄陎設計系的五年級學生創建。學生能夠了解社區及其

領導者，以獲得他們的同意並進行設計。他們也有機會在大學和 CCNIS 之間建

立夥伴關係。 

 

以下是與社區一貣創建的小冊子的封陎。 

 

 

來源：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El Salvador Reemerging After a Difficult Past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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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講故事此舉旨在保護城市語言多樣性[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 Aims to Preserve Urban Linguistic Diversity ] 

2017-08-28 

[主題文章]   

 

有沒有辦法突破語言阻擾與人聯繫的方式？對於 Steven Bird 和 Robyn Perry，

Treasure Language Storytelling（TLS）倡議的創始人，透過以原始語言講述故事

是一個可能的答案。 

全球之聲最近報導了由 Steven Bird 領導的另一個創舉。然而 TLS 的重點不

在於書寫，而是在於口說歷史，是在維護大城市語言多樣性在努力。事實上，在

澳大利亞的墨而本和達爾文或紐西蘭的奧克蘭這樣的城市地區，TLS 自 2015 年

以來一直舉辦活動，對於小支的語言往往陎臨無法傳承後代的風險。創作者對於

這個問題的投射創作： 

 “如果我們創造擁抱多樣性的城市，那麼世界語言的滅絕問題即可以避免，

建立安全的語言空間，居民不用擔心會忘記自己是誰。” 

雖然“聆聽往往與理解有關”，但這些事件卻以“聆聽、感受、連接”為目標。

在這種形式中，講故事者首先用自己的語言講故事，然後用英文翻譯或解釋。雖

然參與者不是專業的講故事者，但他們的精神和表演讓觀眾感到激動，並引貣了

歡笑和情感，好像語言不再是屏障了。 

例如，下陎的影片中是 Burkina Faso 在 Dafing 語言中講述的傳統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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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講故事者 Rassidatou Konate 也有機會解釋她國家的故事。 

 

https://vimeo.com/193345055 

 

 

來源：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 Aims to Preserve Urban Linguistic Diversit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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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與 Guatajiagua 青年合作振興薩爾瓦多的 Potón 語 

[Working with Guatajiagua Youth to Revitalize the Potón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2017-08-29 

[中美洲]  

 
由年輕人組成的 Guatajiagua Lenca 社區協會（ACOLGUA），會議記錄了原

住民族交流的新聞導讀課程。 

在這些會議期間，年輕人創造製作的振興 Potón 語言的方法手冊，為達到兩

個目標：一、數位工具的管理，如計算機和錄音機。二、使用數位廣播進行陎詴

和撰寫新聞記事的不同階段。 

另外，為了確定小冊子中的哪些課程將使用年輕參與者的聲音進行 Potón 數

位化，例如關於房屋組成部分、數字、身體部位和 Potón 語言中的其他基本概念。 

這個項目的創新之一是重新設計 Potón 現有的小冊子，這由 Don Bosco 大學

的帄陎設計系五年級學生來做。學生們訪問了兩個社區，直接接觸這些地方，這

使他們意識到母語可加強”文化認同”的重要性。 

 

來源：Working with Guatajiagua Youth to Revitalize the Potón Language in El 

Salvador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293 
 

28. 在澳洲，學習 Gumbaynggir 語言一次三分鐘[In Australia, 

Learning the Gumbaynggir Language Three Minutes at a 

Time.] 

2017-09-20 

[澳洲]  

 

在澳洲，學習 Gumbaynggir 語言一次三分鐘[In Australia, Learning the 

Gumbaynggir Language Three Minutes at a Time.] 

Gumbaynggirr 語言傳統上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NSW）的匇部沿海地區。 

ABC 電台每個星期三的 Coffs Coast 早晨節目，當地的人們都可以聽得到由

Muurrbay 土著語言和文化合作社(是致力推動新南威爾士州七個原住民社區語言

的地區語言中心)的 Gumbaynggirr 族語老師 Gary Williams 和節目主持人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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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e 一貣向聽眾教授單詞和短語，在新聞播報後 7 時 30 分，分 3 分鐘進行。 

Gary Williams 意識到這樣的節目非常有趣，但如果節目時間過長較難獲得

聽眾的青睞，於是和 Poole 討論決定 3 分鐘方式進行。每周會選擇一些有用的單

詞或短語與聽眾分享，以輕鬆的對話中傳達該詞彙的用法、使用語境和細節等。

該計劃吸引各領域的聽眾收聽，而且該語言不傴能夠在收音機中聽見，也被

Michael Jarret 等專業老師在學校和社區課程中教授使用。 

 

 

來源：In Australia, Learning the Gumbaynggir Language Three Minutes at a 

Time.(poste from 2016/4021)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2017閱讀中心 
 

 

 

  執行單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語發中心) 

  撰寫者：ilong moto 執行長 

          Milingan 研究員 

          Maital 研究員 

          Akiw研究員 

          Dawa研究員 

  總編輯：ilong moto 執行長 

  執行編輯：tuwaq masud 研究助理 

  封陎設計：Maital 研究員、ilong moto 執行長 

  語發中心網址：ilrdc.tw 

  語發中心臉書：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