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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4-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5 日 星期一 

56 次閱讀 

marengaya ku driya [自我介紹] 

(南王卑南語) 語發中心研究助理 陳冠頤 說/影片 鄭玉妹校長 文字提

供  

 

 

inabayan 

i Salribukelr Kunkuwan ku 

druwa pulu telu ku ami 

miyapat mi sarumaenan 

sagar ku semenay 

marepanauwa ta driy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KRq-ikMSaHoyNPjm50TDnOEk7dzUQcSd6y4MphJWhLLLI8UDvny-Zz6McbzztsDMMMtczsQwHZx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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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4-%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880914712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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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叫做 Salribukelr Kunkuwan 

我今年 23 歲 

家中有四個成員 

而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唱歌了 

謝謝大家，再會了！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

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

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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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5-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一 

40 次閱讀 

kalimelaen kaya mi’ariwadangay 

i tatihi no miso. [珍惜身邊麻煩你

的人]  

(秀姑巒阿美語 tokar 部落) 花蓮四維高中 safolo (王慧中)說/影片提供 

吳明義教授指導，ilong 文字撰寫  

 

 

ano caay to picariraw ’ariwadang ko wawa i tisowanan i, o somelwtay 

to cangra sa miliyas to i tisowan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sOrI8w4lCF7DmXE84fCqpFfQfFRufQuFX4ygEXkEI5dYwjOkAnR3uKzwGK0Yxxs-Ixr6se0WLPQ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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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5-%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88434654519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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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cay to picariraw ko mama ato ina i tisowanan i, o awaay to cangra 

miliyas to tonini a hekal. 

ano caay to picariraw ko ngohah iso i tisowanan i, latek o tao to ko 

nicarirawan ningra. 

ano caay to pi’ariwagang i ko widang i tisowanan i, latek iraay to ko 

cakerep i laed namo. 

ano saoelinen a somowal, o masasi’ariwadangay kita a ma’orip. 

i laloma’ no ’ariwadang a misawkit kita top kalodemak. 

i tira i demak kita a misawkit to ’ariwadang. 

mipalosiyang to sopo ninian kora ’orip hananay. 

saka kalimelaen kaya mi’ariwadangay i tatihi no miso, 

aray hank o a miahowid koya ni’ariwadangan no mako i ’ayaw.  

 

當孩子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長大遠離你了。 

當父母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不再人世了。 

當愛人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去麻煩別人了。 

當朋友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經有隔閡了。 

人其實就是生活在相互麻煩之中， 

在麻煩之中解決問題。 

在事情之中解決麻煩。 

在麻煩與被麻煩中加深感情。 

所以說要珍惜身邊麻煩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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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我曾經麻煩過的人。  

 

[小編後記] 

這是很有意思的阿美詩詞，也是很棒的生活忠告吧！透過年輕人的情緒

表達，傳達長輩們的生活智慧給大家。吳明義教授是阿美族深受敬重的

mama 與學者，花費 10 年的時間完成《阿美族語辭典》的編撰，給了

阿美族人的未來無限能量，而 safolo 慧中何其有幸能受他指導，謝謝你

的分享。 

這張是花蓮玉里 tokar 部落去年豐年祭的照片，是男子去河邊捕魚準備

pakelang，準備回聚會所前的慶豐收合唱。咦~~意外發現小編餒。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

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

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

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已發表影片回

顧 http://ilrdc.tw/read_center/1.php 

 

 

 

 

 

 

 

 

 

 

 

 

 

 

 

 

 

http://ilrdc.tw/read_center/1.php?fbclid=IwAR2KNhVtAM4JMq5jNOgjZUCY4LqiuuxVe26fG8yJYYp54q05OvMTiA9eu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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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6-雅美

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三 

24 次閱讀 

 

ko katenngan o ciriciring no 

tao[我會講雅美語] 

(雅美語) 蘭嶼高中 陳奕文 說/影片 董蘭英老師 文字提供  

 

 

 

akokay yaken am tao do pongso 

ngaran ko si Vatoil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e_OFwDoBni7tjL7TIgRNX6AQmgMtzW71Kz6rYg9gd3YqIK0nme9fqUruqXSKyp32h-3a2A8TgcN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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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6-%E9%9B%85%E7%BE%8E%E8%AA%9E/189241727438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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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mivahay do Jyayo 

ko pamacinanao do ciring ta tao 

 

 

你好,我是達悟族人 

我的族語名字是 Vatoil 

我住蘭嶼椰油村 

我還在學習怎麼樣才說流利的族語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

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

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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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7-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2 日 星期一 

38 次閱讀 

inaba yu driya? [你好嗎?] 

(南王卑南語) 明道大學 陳瑀涵 說/影片/文字  

 

 

 

inabayan 

ulraya ku suwan a saya 

sagar ku temakesi 

saygu semenay ku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hcORtAZkMoawHrnmxurhp580FbnRxbnKtxwVSYID40PmpCZjVvVyNmgzESpunQdZeAmOeFRKfa7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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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7-%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89489511746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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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makakesi ku 

semagalan 

 

大家好~ 

我有養一隻狗 

我喜歡唸書 

而且我很會唱歌 

我現在還是個學生 

謝謝大家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

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

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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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8-雅美

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一 

19 次閱讀 

ko katenngan o ciriciring no 

tao[我會講雅美語] 

(雅美語) 蘭嶼高中 王心慈 說/影片 董蘭英老師 文字提供  

 

 

 

 

akokay 

yaken am si Manaik 

yapiya pilingalingayan o pongso namen 

ta namen apzatan o pongso y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9XcH1gEe325Gax2Rgrw0KC3DWq2GUEk24-5M52H0wg3J3aIuEjEvydHu3_kFVTwHrr8mlAPBJBp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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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8-%E9%9B%85%E7%BE%8E%E8%AA%9E/18982423438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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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的母語名字是 si Manaik  

我們的島上很漂亮  

因為我們很愛護我們的島嶼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

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

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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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29-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30 次閱讀 

inabayan! [大家好] 

(南王卑南語) 護理師 李杰寧 說/影片/文字提供  

 

 

inabayan 

kemay i Balangaw ku 

melaladam aipu ku 

sa，druwa，telu，pat，lima，enem，pitu，walu，iwa，pulu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aOtci47x2f0SZoLQ4lD7Ef4LkzujsDqKvU6sJUVXqT1B1Rk_o-Lr95MZJNs2-slR0bV0EDIzGzk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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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29-%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90158431346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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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來自台東  

我在學習數數 

1，2，3，4，5，6，7，8，9，10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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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0-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一 

29 次閱讀 

kemay i Balangaw ku [我來自台

東] 

(南王卑南語) 出版社編輯 廖啟佑 說/影片/文字提供  

 

 

inabayan 

i 啟佑 ku 

kemay i Balangaw ku 

saygu semenay ku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HRyN11NSyIjkMOAnKqFOL-KtAHNARO2Qj-L43_ljLs55Vdm35CnqHdC3TwIjVPaLR6g54kER2HQ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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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0-%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90504380978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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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啟佑 

我來自台東  

而且我很會唱歌~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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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1-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一 

34 次閱讀 

Ina, maolah kako tisowanan. [媽

媽我愛你。] 

(秀姑巒阿美語 Angcoh 部落) 原民台族語新聞中心 Iciyang 說/影片提

供 ilong 文字撰寫 

 

 

Ina nga’ayho kiso 

nanay lipahak kiso to romiamiad 

maolah kako tisowan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hpbaNYIDzv3mmM_gfvH_8Y6By-TBAZfqvAFdL5sJKebSv8MQdJlLIPwxqVlVtw-T3wOgWxFmdaZ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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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1-%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90836214612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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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好久不見啦 

祝你天天開心喔 

我愛你~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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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2-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一 

33 次閱讀 

kalimelaen kaya mi’ariwadangay 

i tatihi no miso. [珍惜身邊麻煩你

的人] 

(秀姑巒阿美語 tokar 部落) 

花蓮玉里觀音米達雞排會計 Polol 說/影片提供 ilong/文字撰寫 

 

 

nga’ayho kamo mapolong, ci Polol ko ngangan ako, 

i Tokol ko niyaro’ no mako. 

o kaolahan no mako i, romadiway mimaliay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_zqSpkiCPachKzTZjhMJs6LlIATenXTDnT6niAWKBuBfeJTIw92pmb9XyvIdgYniPeIWVDa9byw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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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2-%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90836710945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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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od to ko piIlisinan, 

minokay a maemin, makero’ kita. 

 

大家好，我是 Polol， 

我的部落是 Tokol 

我最喜歡的是，唱歌、打球 

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又快到了 

大家記得要回來，一起跳舞。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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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3-恆春

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29 次閱讀 

romi’ad no malawinaay [母親節] 

(恆春阿美語) 語發中心研究助理 黃唐維 說/影片/文字提供  

 

 

nga’ayho, 

ci Kacaw kaku. 

Inaaw kahemeken to ko romi’ad no malawinaay!  

maolah kaku i tisowanan. 

aray!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0kEYTnhuAYUVc5VYixiWTY6_F0h_KT2P_EpGUuTbzHiDQwVs-KC34oFLMj9oN_LSekL-S2zAjrm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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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3-%E6%81%86%E6%98%A5%E9%98%BF%E7%BE%8E%E8%AA%9E/191183947577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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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叫做 Kacaw  

媽媽，祝妳母親節快樂！ 

我愛妳。 

謝謝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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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4-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34 次閱讀 

a temakakesi ku[我是學生] 

(南王卑南語) 台灣科技大學研究生 余銘浩 說/影片/文字提供  

 

 

inabayan 

i 銘浩 ku 

a temakakesi ku 

semagal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hAE4QH81zU1WRxA2BXW2rVchRQcO3zKYTeUYwGbM-HuDowgB7M6ov72g-GF52zm9nBfuWLX3S_X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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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4-%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91501740212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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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銘浩 

我現在還是個學生 

謝謝囉~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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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5-海岸

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一 

33 次閱讀 

Nga’ay ho？ [你好嗎?] 

(海岸阿美語) 原住民語言發展中心資訊助理 石皓辰 說/影片/文字提

供  

 

 

ci 皓辰 ko ngangan ako. 

maolah kako a mionto. 

matayalay i 語發中心 kako hatini. 

aray!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K35K85Dl2xpcdUBLuD-2Mt1kxmhVnr-GzD1y-Qyu-7pR7mJvfFhrSie2bQ004GE_RnSg_-MeGl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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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5-%E6%B5%B7%E5%B2%B8%E9%98%BF%E7%BE%8E%E8%AA%9E/192183246477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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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石皓辰 

我喜歡運動 

我在語發中心工作 

謝謝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26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6-中排

灣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4 日 星期一 

95 次閱讀 

Hana! ainu anga su mali? [Hana! 

你的球在哪裡？]  

(中排灣語)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約用人員 Tjuu Malingaling 說/影片

提供  

 

 

 

Hana! 

Hana! 

sau! alapu su mali! 

ainu anga su mali?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5BrRG8yqNWSSKyUwv1cYZbXi2AQwEoPap_wUzGAxd3EbqEJk-aPQ3AMTXKl7d_H2fPVE6tckc4_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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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6-%E4%B8%AD%E6%8E%92%E7%81%A3%E8%AA%9E/192536189775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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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 

Hana! 

去拿你的球! 

你的球在哪裡?  

 

 

Hana 

備註： 

Hana 是我家裡的愛犬，日常生活裡為了讓自己更為頻繁的使用族語不

生疏，無論是和 Hana 互動還是跟朋友與家人聊天，能盡量使用族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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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族語溝通，使族語生活化。影片中的 Hana 原本正在梳理自己的

毛髮，當我以族語問 Hana「ainu anga su mali？」 (你的球在哪裡?)」

這句話，Hana 一開始會先注意我在講什麼，之後再去將自己最喜歡的

那顆球找出來。有時候球可能在房間的角落，有時在她附近，她最後都

會把球找出來喔! 

另外，以下影片是我們家平常聚會的內容，讓族語生活化，從聽懂笑話

做起。 

【所以說排灣族語要學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SvcpbH-Jo 

【她只是不會講排灣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IpdtrZ2ig&feature=youtu.be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bcSvcpbH-Jo%26fbclid%3DIwAR0dUe0wOu1PMrZ5asVr8fqcD_OWSguOdGDaDfAAACgnyY_DRJBmC4tl5kE&h=AT0KOBDv1KjZBMFZl9erPNl28BYAQxLKRxh2Z94nRf8g2Loo5JQJ6B5RrW2pD_S0_TonYvQIz-COSB2TpIFwu9hrgihwrDF7B4YAwDWR7zKoryTlkIsDyZuk8mjjgwCBJTf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IpdtrZ2ig&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E1eMxUezJVHCUjpGGVDJzVVceHGQ9i7xzOSRhC-oG7Y6rtX1FZBCHY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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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7-噶瑪

蘭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二 

43 次閱讀 

nngi aisu ni? [你好嗎]  

(噶瑪蘭語) 族語學習員 Loray Sawpai 說/影片提供 

 

 

nengi ita 

ti lulay nangan ku 

yau ta kudisan damu ku 

setangi temaqsi iku tu sikawman na kebalan 

padames pa it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Uo6_jKY2zYaxQFLbxlkm-vNFD4MgR8SpdXAvJ9V0MG_gxOEySnvcSCZpa4QNk7A9Tazh73RrZ54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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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7-%E5%99%B6%E7%91%AA%E8%98%AD%E8%AA%9E/193538167675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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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lulay 

我的部落是立德部落 

我現在正在學習噶瑪蘭語 

大家一起加油！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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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8-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一 

35 次閱讀 

O sito kako [我是學生] 

(秀姑巒阿美語) 板橋國中一年級 張珉熏 Yuli ifong 影片/說 ilong 協

助撰寫 

 

 

ci Yuli kako 

o 板橋國中一年級 kako 

o posko a Pangcah kako 

maolah kako minanam to Pangcah 

maolah kako micomikay 

但是 kohetingay kako… 

sicelen kit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LHe_MvOBxX69Rtcbv_7CJxnh0yiemLzQDwmxhAgexW9vPc2XkkYCM33SI-DL1TUtaCNCBHj9pxU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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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8-%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94171306278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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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我叫做 Yuli 

我就讀板橋國中一年級 

我是玉里的阿美族 

我喜歡學習阿美語 

我喜歡跑步 

但是我很黑餒~ 

加油吧！ 

讚！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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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39-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一 

35 次閱讀 

maolah kako to Pangcah a 

minanam[我很喜歡學習阿美語] 

(秀姑巒阿美語) 致理科技大學一年級/ 張淨嵐 Hanako ifong 影片/說 

ilong 協助撰寫 

 

 

ci Hanako kako, o Pangcah a wawa 

短短 kako, caay katakalaw 

nika, hacikayay kako yo… 

maolah kako to Pangcah a minanam.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fXsd2snKG04C9i-K7C81-aOtMhohodF_Q74ZHvqS616aL_5xGQA26nv6Gbfd9NL1s0tFN074pVO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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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39-%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94834179212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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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 Hanako，我是阿美族的孩子 

我很矮，長不高 

但是，我很會跑喔~ 

我很喜歡學習阿美語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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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40-噶哈

巫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二 

214 次閱讀 

Nita Kaxabu a ahan ka edede 

xinaw iak a ahan! [ 咱們噶哈巫的

話真是美麗的語言！ ] 

（噶哈巫語） 翁勤雯（全麥麵） 說/影片/文字提供  

她不是噶哈巫的族人（魚池人），但是很努力學習族語，有去族語課，

也有去找老人家學習族語、田調。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Ye5Y47Uddzn1hpgCYYShDO5KTdnK84ZAQbPvQ9GJ7slIUVhmyZUohRgBAf60FT20mxOhJCU5gON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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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40-%E5%99%B6%E5%93%88%E5%B7%AB%E8%AA%9E/195622570466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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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 hau iak dadua, naki a langat ka 麵麵, ohoni a kawat ka dusa isit 

iu supat. 

Yaku ka paisan di 屏東, malaleng di 南投 haki ohoni. 

Ohoni malaleng a eten ka nahaza umama sanu paxuma uawan, tami 

iu axaxay. 

Nahaza bauzak a saw ka mubuiak tating a xumak di ta’antaw a babaw 

sanu bauzak malaleng iu sanu dadalem. 

Ohoza mini a taantaw ka masezaw, akéhan ka hapet mahadas dalem 

kaidi ni. ohoni ka nahaza dadalem bauzak iu nahaza saw malaleng 

dini, liaka ini masezaw lia. 

Iu alia supat a ilas ka nahaza dahu a bintun kaidi umama ka iak a 

sanu mikita haki naki a eten. 

Yaku ka hahapet mubizu iu mutu’un lalawa, iu mausay Suanlukus 

baubabaza Kaxabu a ahan maki Kaxabu a apu. 

Nita a apu ka nahaza iak a tunu mubaza dahu a ohoza a pasukuan, iu 

mubaza Kaxabu a ahan, apu makuat Kaxabu a ahan ka iak a tumala! 

Nita Kaxabu a ahan ka edede xinaw iak a ahan! 

 

你們好，我的名字叫麵麵(全麥麵)，今年二十四歲。 

我出生自屏東，現在住在南投。 

在我居住的村莊有很多的田，田裡面有種番茄、絲瓜、等很多的作物。 

有豬的人在水溝的上方蓋小屋來養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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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水溝以前很乾淨，小孩都喜歡來這裡戲水，現在這裡有養豬，也有

人住，水溝就不再乾淨了。 

我的村莊差不多在四月時會看到很多的螢火蟲在田裡面。 

我喜歡畫畫和織布。也很喜歡來守城找阿公學噶哈巫語。 

阿公有很聰明的腦袋，知道很多以前的故事，也知道如何說噶哈巫語，

阿公講的噶哈巫語好好聽啊！ 

咱們噶哈巫的話真是美麗的語言！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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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41-南王

卑南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29 次閱讀 

alra! kiyakarun [上班去! ] 

(南王卑南語) 語發中心 Salribukelr Kunkuwan 說/影片/文字提供  

 

 

inabayan, i Salribukelr Kunkuwan ku 

kadrini i amau 中正紀念堂捷運站 

muisatr ku dru 捷運 muka 公司 wawariwari 

alra! pilrang dra muimu muka kanku 公司-語發中心 

kadrini i amau 語發中心 

marepanauwa ta driy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YnJ9ibhPj5kquPBnyoM4UMHgdaIxn3j0t5YwQVm9DsH-L6zgifAokfDvlQs94n92mp0g7gzf_CN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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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41-%E5%8D%97%E7%8E%8B%E5%8D%91%E5%8D%97%E8%AA%9E/196204961741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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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 Salribukelr Kunkuwan  

這裡是中正紀念堂捷運站 

我每天都搭捷運來上班 

走吧！帶你們去我的公司-語發中心 

這裡就是語發中心，走吧！ 

再會囉~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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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族語就說吧~ [42-秀姑

巒阿美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7 月 23 日 星期一 

33 次閱讀 

o maan ko mienipan no miso? 

[妳喝甚麼阿? ] 

(秀姑巒阿美語) 語發中心 Panay & A’doh 說/影片 ilong 文字提供  

 

 

 
Panay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9rmdKESUcFUD7lYnQ2PsKZciSwQrGri5zboJm9NCTpFdro8r7_GZj1tqVHkCFm5iNBqPcmaxMc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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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4%E8%BC%95%E4%BA%BA%E6%97%8F%E8%AA%9E%E5%B0%B1%E8%AA%AA%E5%90%A7-42-%E7%A7%80%E5%A7%91%E5%B7%92%E9%98%BF%E7%BE%8E%E8%AA%9E/196924606003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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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h 

A’doh: o maan ko kaolahan no miso? Panay. 

Panay: koni. 

Panay: o maan ko mienipan no miso? 

A’doh: o 咖啡 ko mienipan no mako. kiso i? Panay. 

Panay: o ociya. 

A’doh: pakaala ko foti’ ano dadaya haw? 

Panay: no mahaen ko sowal! 

H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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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h: 妳喜歡甚麼，Panay?  

Panay:這個  

Panay:妳喝的是甚麼飲料阿?  

A’doh:我喝的是咖啡，妳呢 Panay?  

Panay:是茶阿  

A’doh:妳不擔心晚上睡不著嗎?  

Panay:幹嘛這樣說  

哈哈哈哈  

 

<年輕人，族語就說吧！徵的就是你>  

語發中心徵求原住民青年不限主題的 可以介紹自己、發表文章 不論你

族語認識的詞彙多少 就算是短短幾句也能族語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

說族語吧！ 

我們需要你的文字、音檔或是影檔 傳至語發中心信箱

ilrdc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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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閩南人，說~[43-馬蘭阿美

語]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40 次閱讀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Ya5bCfFfH8iMARNZWdgZnbLosKEdyqxNlGmI_mwGyU4lvPU3ia8IegWPClmSdxLcxfRn4FuDVBT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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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8%AF%E9%96%A9%E5%8D%97%E4%BA%BA%E8%AA%AA43-%E9%A6%AC%E8%98%AD%E9%98%BF%E7%BE%8E%E8%AA%9E/204074026288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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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一)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二 

326 次閱讀 

族語新詞與一般新詞 

族語產出新詞的背景與一般文化接觸下自然產出的新詞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新詞都能夠找到背後產生新詞的情境，如英文 selfie 或華語「自拍」

便是因為手機科技的進步產生的詞彙，又例如通訊軟體的演變，「加好

友」也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新詞。這樣的新詞經過使用經驗、書寫、對

話等，使用者「自然篩選」，最後經研究者歸納與計算，便可產出何時

期出現過什麼樣的新詞報告。例如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 年所產出的研

究報告，便是針對 2012 年至 2014 年出現的中文新詞進行調查。  

詞彙則透過日常生活使用的經驗與習慣，進一步建構與事件、新知之間

的連結，一段時間後，該詞彙受到人群接納，詞彙及新概念就會穩定。

例如最近新聞關注的重機 GSX-R 阿魯車系，阿魯便是源自 GSX-R 的

R(受日語發音的影響)，R 原自 Race 競賽，接觸重機的玩家或是有興趣

的初心者，在適當的情境(context)下使用該詞彙，阿魯便有了意義，除

非該系列過了幾年有了新的說法，即使如此仍能找出改變的原因。 

族語新詞呢? 

本文會建議從「現代族語詞彙」的觀點看待族語新詞，而非一般新詞的

定義。主要基於一般對新詞的概念與定義會從(1)時間(2)結構(3)流通性

來檢視，英文雖以 New Words 來稱呼，華語以「新詞」來詮釋，但就

族語新詞的發展動機而言，本文認為以「現代族語詞彙」來稱呼更為適

切(本文會在下一段簡述其背景)，同時可以透過年代記錄期使用是否改

變。例如宋麗梅(2016:38)便提到賽德克語的火車叫 kisya‘（日語借詞）

後來被 rulu puniq「火車」（全族語）取代。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th6bO7SrEq1A5Ln-V7T1tiEdyLz6MdJ5QFCYSwLHWlTRFLFA4RRlGkkKEwIqECkU8kQu9fFUNkC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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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80/188154985880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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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賽德克語語法概論 

未來也應與族語詞典相互配合，以詞典作為界標，未被收錄詞典內的，

可作為族語新詞收錄的範圍以及原則之一。例如，夏威夷所產出的新詞，

後來便出版了「現代夏威夷詞典(A Modern Hawaiian Vocabulary)」與傳

統的既有詞彙做區別。而不同語言之間產生詞彙空缺是因對事物有不同

的詮釋與認知，但若要提生族語的使用也必須了解兩語言之間的差異。 

 

現代族語詞彙 

原住民族族語新詞的產生在其他國家都有不同的動機與成果，如表一所

示，夏威夷與澳洲雖然都採取新詞創制的方式推展族語事務，但目標、

動機並不同，最後所得到的成果與應用也不同。 

 

由此表對應早期原住民族文化振興計畫、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

畫，以及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計畫(97-102 年)，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現況處

於兩者之間，如欲將族語的學習過展到不同領域（學術詞彙、科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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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等），可從針對現代族語詞彙的使用做詳細的歸納與紀錄做起，

整合各式教材、族語新聞、翻譯、文章創作等所使用的詞彙，發展學術

詞彙與相關的科普知識文章，從中累積現代生活、知識與族語的接軌。

而平埔族的語言儼然亦可參考澳洲創詞的經驗與過程。因此，新詞的產

出應看作一個策略，並且可以因應語言現況做階段性目標的規劃。 

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 

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的創制可從原民會 101 年所進行「原住民族語言調

查研究三年計畫」的成果看出端倪，此計畫參考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於 2003 年通過之「語言活力與瀕危指標」，並以族語傳承、

日常生活使用族語比率、族語使用場域及族語聽說讀寫能力四個項目進

行16族族語健康檢查評估。發現該報告提出了族語使用場域嚴重不足，

年齡愈小其族語使用比率與能力皆愈低，且族語的使用被華語以及閩南

語所取代。 

綜觀相關計畫(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1

期六年計劃及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 期六年計劃)，新詞產出動機至少

歸納如下： 

(一)許多事物沒有族語詞彙詮釋與說法，常會選擇華語、閩南語帶入對

話。 

(二)具備雙語能力的族人可同時使用族語及音譯詮釋現代詞彙，但族語

能力不足者會以華語以及閩南語取代。 

在正常的語言發展下，提高生活中使用族語的場域，從家庭出發讓族語

成為平常溝通的語言，透過大量的使用、自然篩選下，便能將已流通的

詞彙依據不同年代的使用記錄，而這些依年代劃分而新增的詞彙，或參

考華語或其他語產出的族語詞彙，便可稱為族語新詞。然而依據原住民

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所做的族語健康檢查評估，目前的狀況是年齡

愈小其族語使用比率與能力皆愈低，且族語的使用被華語以及閩南語所

取代。 

因此，語發中心自 2014 年起，採取主動產出無族語對應的中文詞彙為

新詞產出項目，尤其是平常在一連串的族語對話中聽到有些詞彙會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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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出現。這些詞彙是社會中被接受而通行使用的，但無對應族語之中文

詞彙。這樣的創詞原則可能受限於時間與經費，因而優先採取族語較無

法詮釋詞彙為主。未來若能以大範圍記錄現代族語詞彙的使用為大方向，

從中可配合產出有關學術名詞的族語新詞(事實上，毛利語在復振過程

中，西方的法律術語或是習慣法相關的詞彙也是很迅速地擴展)，發展

相關的主題文章做為學習內容。 

從主題文章、教材、翻譯中檢視，哪些詞彙應該是要一起學習但是族語

詞典中還沒有收錄，便可以作為新詞來源，納入創詞小組的討論。尤其

有了適當的語境，對於族語新詞的學習更能從上下文中被理解與鎖定。

此外，凡是族語新聞、教材、文章、讀本、翻譯所使用的詞彙都應紀錄、

檢視，按照標準，依據年代收錄至詞典中。若有詞典中尚未收錄且可以

整合出同一概念的詞彙，再以創詞角度出發，提出概念相近的詞彙可依

據何構詞方法整合，如星球、土星是否以複合詞構詞法產出與有天體星

球有關的詞彙，因為，有規律可循對於學習者來說會有相當的助益。 

換句話說，現代族語詞彙的記錄與創詞詞彙來源能與時俱進一同進行。 

首先，新詞依據年代持續紀錄現代族語詞彙的使用。第二，設計不同主

題的文章、課文可擴展族語使用的領域。第三，文章或課文若有詞典未

收錄的新詞（凡是參考華語或其他語言而產出的族語）或相關的搭配詞，

都應納入新創詞來源檢視現代族語詞彙的用法。第四，文章或課文中若

有可整合出規律的詞彙（天體星球、元素、科技），可透過創詞小組、

語推組織一同討論，整合出同一系列的相關詞彙，並且使用相同的構詞

法以便學習者學習。第五，進行雙語詞彙、學術詞彙的編譯，作為民族

學校常用詞彙或各族語學術名詞（教育、法律、地球科學等）的依據。

未來與語推組織的合作模式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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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必須透過數據檢驗哪些詞彙尚未收錄，哪些詞彙可以再透過

創詞整合，哪些詞彙應該是要一起學習的（詞彙網），而不僅只靠個人

的判斷。詞典的重要在於提供學習者指引，不僅僅是詞彙的增加，還必

須依據當代詞彙的詞意做詮釋與調整，詞綴的用法與詮釋如有增加或是

減少也應呈現。不管是文化性的詞彙，或是現代族語詞彙的用法，可透

過年代來區分，紀錄詞彙的演進。 

不管是一般生活使用的詞彙或是依據科普知識、新式教材所擴展的族語

詞彙，都應該被記錄如何使用，一旦詞彙的使用產生變化便可進一步做

調整或增修。因此，詞典與新詞的產出是可以適當整合的，對於族人或

以族語為第二語言來學習的人來說，可以更有系統的查詢、學習。 

族語教育體系 

夏威夷進行多項族語復振的工作背後是串聯著許多不同項目，除了文化

相關課程的教育、家庭社區的連結外，如沉浸式教學以及新詞創制的目

的，便是為了讓族語成為用來教學的語言，如圖 2 所示。 



49 
 

 

由此可知，如要提升族語在生活中使用的覆蓋率，並非單一策略就可以

達成，必須是整合的進行，也是為什麼族語復振須面臨許多困境的原因。

如果我們將圖 2 最裡面的目標改為雙語，你覺得我們可以怎麼規劃呢？ 

張學謙老師於 2003 年《回歸語言保存的基礎--以家庭、社區為主的母語

復振》一文中已說明家庭、社區的連結使族語成為溝通的語言並傳承文

化的基地。而一般生活場域與科普知識也可成為擴展族語使用的橋樑，

尤其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十九條也明訂「學校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規定，提供原住民族語言課程，以因應原住民學生

修習需要，並鼓勵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新詞創制作為彈性的策

略，可思考發展出臺灣原住民族語教學的體系與健全族語生態，例如從

雙語做起，張學謙老師於 2016 年所發表《走向添加式雙語主義：強化

家庭與學校的母語教育》一文有相關討論。此外，族語也需要與相關單

位合作，不管是執行族語教材編撰的單位或執行研究的單位，甚至教育

部等都有助於未來族語教育體系的發展。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2018 年 5 月 9 日二修 

增修內容 

1.賽德克語借詞範例 

2.新增現代族語詞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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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二)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二 

48 次閱讀 

上篇文章中，我們從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與一般新詞的差異談到新詞創

制是一種功能性的策略，可依據目標、動機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成果與

應用，並提出一套現代族語詞彙與時俱進的蒐集方式，主要方向為大範

圍記錄、創造族語缺乏的主題、檢視該主題所使用的新詞與搭配詞、挑

選可重新整合出規律的詞彙、編譯雙語詞彙與學術詞彙，並提出詞典的

重要不僅僅在於詞彙的增加。今天則進一部討論新詞的許多說法應該透

過語境來決定，以及新詞的產出應該有個檢視構詞法的排序。 

從語境中挑選適當的新詞 

單看族語新詞常會覺得有許多意思相近說法，但只要有語境新詞的語意

就會被確定，藉由上下文進一步從中選擇最適當的選項，也就是說語境

影響詞彙的選擇。因此，每個產出的新詞都應該放在情境中檢視，或者，

應該由主題式的文章內容中產出適切的族語新詞。例如族語新詞「餿水

油」，便有許多語意相近的說法，如(1)-(4)  

 

當語境與食安問題相關時，我們可以藉由時貌、上下文語境、所描述的

對象選出最適當的選項，即便這些新詞都可放入該情境中，我們仍能從

中挑選最適切的選項。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P-yC079A7CFkgpoINCobeGY-oDr5YCsUTY_aKbJ-51oCBJDF9GsbOn-Xr1vHKDuZ9_bDo8bWjz6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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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A%8C/18988644070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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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蒐集該語言的近義詞、多義詞建構語意網，也可以提供學習者

學習語意相近的詞彙，進行替換的練習。因此，單一概念有許多不同詮

釋方式並不是因為新詞的產生而造成，而是語言本身的特質。例如國家

教育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便可查詢近義詞，擴大學習者

的詞彙量，也就是說，能力越好越能掌握更多詞彙的使用，若族語新詞

若要進行相關的研究則需從詞彙學角度出發，而新詞所擁有的不同表達

方式，還可以進一步從分級概念來處理，族語能力掌握度越高，所使用

的構詞法與詮釋角度亦會更多元。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義廠關聯詞查詢系統 

最小幅度更動族語詞彙為原則 

雖然族語新詞有許多不同的詮釋方法，但族語新詞作為一種功能性的語

言復振策略，單就產出新詞的角度而言，本文建議以最小幅度更動族語

詞彙為原則產生族語新詞。我們以軟體統計排灣語詞典中所採用的詞彙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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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語線上詞典例句詞彙統計 

排灣語詞典的例句總共使用了 35540 詞，而這 35540 詞主要由 7616 個

不同的詞彙、格位組成，換句話說，只要學會這 7616 詞便能有較高的

程度理解詞典所出現的例句。 

由此來看，若族語新詞的產生是希望擴展既有族語詞彙的使用為目的，

那麼所選用的構詞方式便不宜全面採取增加既有詞彙以外的做法，反而

應該檢視既有詞彙、詞綴及其他構詞法等結構，可進一步使用到的何種

程度。 

舉例來說，縮略雖然能將新詞鎖定在一個詞彙的形式（形式上看起來短），

但為了學習縮略產生的新詞，也就意味著必須再多學 7616 詞以外的詞

彙（此處暫且以詞典為參考，如要求更精確的詞彙量以配合不同需求，

應當將其他教材、書面資料額外進行處理），這就違反了以最小幅度更

動族語詞彙的原則，除非該縮略形式源自約定俗成，或是容易被學習者

所理解(大部分產生縮略的詞彙原本都已被廣為熟悉，或因長期使用而

達成共識)。 

除了以最小幅度更動族語詞彙為原則外，討論新詞時，若可逐一檢視不

同的構詞法，亦可幫助我們記錄既有詞彙、詞綴的使用並產出新詞。首

先從「詞彙語意的擴展」開始，確認族語中是否有適切的詞彙能詮釋其

概念。第二，檢視「重疊構詞/ 詞綴/ 名物化結構」的使用。第三，如

上述兩種方式皆難以產出新詞，再採用「複合詞/縮略」之策略。第四，

並非所有族語別都擅長以複合詞產生新詞，因此，以詞組「釋義」的方

式產出新詞也必須納入排序當中(在澳洲加納語(Kaurna)大部分抽象的

概念會以詞組的方式產出)。第五，當上述方法接無法產出則使用音譯。

我們將上述新詞產出方法的排序重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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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新詞產出方法之排序 

南島語慣用不同構詞法（重疊或添加詞綴甚至名物化結構）產生新意，

因此可將重疊構詞/ 詞綴/ 名物化結構的使用視為第二個檢視的項目。

複合構詞法也有不少族群採用，不過一旦語意經過延伸或轉換就較難以

從各別詞推測，而縮略需要長時間的使用才可達成共識，因此將兩者置

於重疊、詞綴與名物化之後。詞組釋義雖可拆解出各別詞彙語意，但也

須理解相關的格位，因此置於複合詞/縮略之後，音譯則作為最後的手

段，而音譯的使用還需制定相關的書寫規範，避免一詞有多種寫法。以

下我們依據此排序，重新檢視台東航空站的新標示牌中的排灣語，並由

此得出比較簡短的排灣語形式 pu-hikuk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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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80652 

1.詞意擴展：…(無族語單詞可表達航空站) 

↓2.重疊：…  

↓ 詞綴：…  

↓ 名物化：puhikukian (有飛機的地方) 建議的航空站族語 

↓3.複合詞/縮略：… 

↓4.詞組釋義：kaljaljevavavan (常往上的地方) ta hikuki (飛機) 原航空站

族語 

5.音譯 

由此可知，除了 kaljaljevavavan ta hikuki 的寫法外，我們可以有較短的

形式來表達航空站，如 pu-hikuki-an。但如何選擇詞根並搭配其他詞綴

與構詞法會是持續討論共識的方向之一。 

以上提供各族產生新詞之參考，同時也鼓勵族人紀錄既有詞彙、詞綴的

用法，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表達方式。下篇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三)

我們將討論新詞在詞性、句型的檢測。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參考資料： 

王秀亭. 2018 年 3 月 29 日。台東航空站新標示牌 還有其他語言喔。

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80652. 

分析使用軟體：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news.ltn.com.tw%2Fnews%2Flife%2Fbreakingnews%2F2380652%3Ffbclid%3DIwAR0ckOVIOnAkOp-nrpV-HlojGknp5tr5PiMM4aCc11XkyKQjTrURlvN6BJU&h=AT36KsgjCdd6J_ik1MNhYAcc1FOokKs1kFWWdRTzrIjqJg5F94-g9SAUusMVijGSC4ls9hAOPi7kmaWXJDZ2op1V0JXvzThn-C8Ybjcafeow58BjL5fguOuFAfKxIGURqd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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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laurenceanthony.net%2Fsoftware%2Fantconc%2F%3Ffbclid%3DIwAR2NFOnNDZsVjHmWIcc6BrqKVdBGreKejGHm1rjAtGoS5hJXWPYiV8SnQiY&h=AT1rl6qXcjluekMnlwi-2GbsRxmaszHHUuC9gWeJu5nIXHMDavO31si_QhKoffSzbha5UbQnX1zA3pFbGQNi1SbFP6pqgt_GQcV0MG7cSImnYmCgwjSYqSZ_OISW1n98Dv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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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三)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30 次閱讀 

上篇文章中，我們從族語新詞有許多意思相近的說法談到語境可以幫助

我們挑選最適當的新詞選項，並提到單一概念有許多不同詮釋方式是語

言本身的特質，可以從語義場關聯詞的概念擴大學習者詞彙量，結合分

級角度處理不同的構詞法。最後以線上族語辭典的詞彙統計為例，提出

應以最小幅度更動族語詞彙為產出新詞的原則，確保既有詞彙、構詞法

(重疊/詞綴/名物化)能夠優先被採納使用，同時也鼓勵族人紀錄既有詞彙、

詞綴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表達方式。今天簡單的來談新詞在詞性、句型

的檢測。 

新詞需不需要納入句子檢測？ 

一般新詞的產生並無經歷檢視過程，但族語新詞的產生不同於一般新詞

(查閱 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一))，若要進一步推廣或是納入教材，

建議同時考量語言的特性與限制進行相關的檢視，尤其台灣南島語的類

型與漢語有很大的不同，且 16 族的結構也各有相同與相異之處。張永

利(2010:112)便提到，一般認知理的語言基本詞類如動詞、名詞、形容

詞、介詞、副詞等並不適用於台灣南島語言。例如噶瑪蘭語使用 paqanas

描述「慢慢地」，其表現像一個動詞，如詞序上出現的位置與動詞一致，

構詞表現上同樣可以帶有變化、黏著代詞等。但中文通常以副詞來表

現。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7PxI9kSQX3_eCbtuBPfkmUByVURwcsdXeQQaa2M_l2ovcHvYSTQ3uD5_TbUopE_BLhp4IJi6HO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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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89/190552542307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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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80/188154985880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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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例句(1)判斷動詞的方式來看，我們可以進一部思考新詞在使用上有什

麼樣的特性與限制。族語新詞除了可納入文章中借由上下文語境挑選出

適當的新詞選項外，本文建議族語新詞也需要透過句型的檢測，了解新

詞的用法，學習者才能真正認識並記得這個詞彙，尤其是納入教材之前，

因各族新詞不一定採取同的結構形式如例句(2a-d)。 

 

以詞序為例 

將新詞納入文章可協助我們產出符合語境的新詞，但在使用與教學上會

否因既有的結構特性而出現變化(否定詞否定名詞謂語、動詞謂語)，或

是因詞序而產生什麼限制(黏著性主格代詞的黏著位置)，還缺乏檢視，

這是需要 16 族一同進行的，了解這些基本的用法才能提供教材如何使

用新詞。例如例句(3)與(4)呈現的是郡社布農語、卡社布農語的族語新

詞「葷食」，郡社布農語以 mahul cici 詮釋葷食，卡社布農語則以maqultiti‘ 

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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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觀察到郡群布農語人稱代詞 kasus 出現在 mahul 與 cici 之間，

如例(3)，而卡社布農語人稱代詞asu 也同樣出現在maqul 與 titi‘ 之間，

如例(4)。這是因為布農語的疑問句中，疑問詞當作謂語放置在句首，其

餘成分則如直述句詞序，動詞居首，主事者論元其次，再來是其他論元。

若不了解布農語詞序，在使用新詞時學習者可能就無法掌握該新詞的用

法，而 16 族在各句型結構上有其相同與相異之處，需要族人與研究者

投入檢視的行列，以避免產生錯誤的例句如(5b)。  

 

如不解釋該新詞的組成，學習者可能將所看見的新詞葷食直接替換到

titi‘(肉)的位置，若課堂老師未說明就可能影響學習成效。 

橫向連結的部分，未來還可以從第二語言、分級角度出發，哪些階段應

該納入新詞？新詞所採用的構詞法在前面的教材中是否有良好的設計

與銜接？課文是否缺乏相對應的新詞可使用？這些都會影響新詞該如

何進入教材，該如何被教以及被使用。鼓勵族人一同檢視新詞，從文章

檢視適切的新詞選項，從實際納入句型中檢視新詞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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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7.php%3Ffbclid%3DIwAR2FKhdrBU1ZG6kmwDEeuavltF-xpVyxeSnTEEozziwFaZmmgHuz2a5Jjsg&h=AT1N5c5pppee3uDden0DKpdtM-oZX91SUOKSVkcU8ylzVtt8eIOuzlu916-6yx3kN_ahoJQ5KqsA8cl12ViP26-14ln6zlp3vFKbYxiP8rww9Q-RHRbH1Zsn0XN-JKPcR1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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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語推薦新詞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本文內容曾與施朝凱博士、大海・伊斯坦大先生、中研院研究助理貝彩

麗女士一同討論，在此一併致謝。 

 

2018/05/15 修噶瑪蘭語例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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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四)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43 次閱讀 

前三篇有關新詞的文章裡，我們很快的從族語新詞產出的背景、看待族

語新詞的角度(視為現代族語詞彙而非典型新詞、不同語義場關聯詞、

分級)，進入可行的產出機制與原則(最小幅度更動族語詞彙、語境挑選

適當選項)，並進入語言結構本身的討論。 

例如從判斷動詞的方法討論到應該檢視族語新詞的特性與限制，並提醒

應該了解新詞的用法才能真正記得這個詞彙，並以詞序為例，檢視了族

語新詞因既有的語法特性所產生的限制。最後，建議應考量影響新詞納

入教材的因素，如第二語言習得、語法分級，以及哪些階段可納入新詞，

教材是否良好的銜接構詞法與特性，課文是否缺乏相對應的新詞與主題。

今天簡單的來談談主題式文章與新詞發展。 

提供族語缺乏的主題 

雖然文章整體可能對詞彙、句型造成影響，但本文認為主題式文章的建

構可提供檢視族語缺乏的主題情境，更能產出與主題相關的族語新詞。

若進行分級、搭配能力指標、教法與教材設計，將具備知識性的文章(現

代人文、科技、傳統價值等)納入教材，供與銜接高級以上、大學、成

人不同學習主題範圍，除可適切擴展族語的使用，亦與現代族語詞彙的

紀錄、發展有關，可參考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一)。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ze6fwjTYvumdsc6Fg9cNtycl8N6IAaGxma8O0nc22rUKNdW08muK663gQyXXeb-mAM16CWfkEoy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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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5%9B%9B/191920417170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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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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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族語詞彙的紀錄與擴展 

換言之，若藉由適當語境與主題學習現代族語詞彙，正好反應了學習新

概念與吸收知識的方式。多元的主題內容亦可用來設計研發不同課程與

評量，使學習者具備理解不同主題內容的能力，甚至表達自己的見解與

觀點。 

多元且跨領域的書寫 

除了設計主題式文章，也應鼓勵多元且跨領域族語文章的撰寫。以夏威

夷沉浸式課程的開發為例，當時主要書面語來源便是由夏威夷族人在

1830 年至 1984 年所撰寫的各式主題內容，包含數學、詩歌、自然科學、

生物、運動和文學。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除了可以參考教材課程之設計、

族語朗讀寫作、族語文學創作、政策翻譯之需求進行創詞，還可進一步

推動新詞教案設計、教學之應用競賽，實際從教材編輯、教學運用上獲

取意見，地方在推動族語複振的成果亦可提供相關研究單位進行研究，

甚至開發新課程。 

(屏東縣政府目前正舉辦斜坡上的文學獎，收件至 107 年 5 月 31 日止，

最高獎金 10 萬元！請族人踴躍參與唷!網址如下：

https://www.pthg.gov.tw/planibp/News_Content.aspx?n=C81DA793E5A10

118&sms=E438CE7AE37928E2&s=EFBD3FF6B5D39BD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pthg.gov.tw%2Fplanibp%2FNews_Content.aspx%3Fn%3DC81DA793E5A10118%26sms%3DE438CE7AE37928E2%26s%3DEFBD3FF6B5D39BD6%26fbclid%3DIwAR3rarw0RXFRk9MB-AZZXoSkuA0Xs3usw0EPL3lNHwOEdJYiitkBt71IKuM&h=AT0SMvyfemgPVyf4ZNtNSkSYyx0vktJBvJ-3Fh9uHymR5-9mcaLPpthw3ulCdx3dwWpUiO7FJ2my2VihAk-hftMZTZQkdMJ7c9QcLEMHuqy8Rm_SJkh5DflsmMIwKnQXMoB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pthg.gov.tw%2Fplanibp%2FNews_Content.aspx%3Fn%3DC81DA793E5A10118%26sms%3DE438CE7AE37928E2%26s%3DEFBD3FF6B5D39BD6%26fbclid%3DIwAR3rarw0RXFRk9MB-AZZXoSkuA0Xs3usw0EPL3lNHwOEdJYiitkBt71IKuM&h=AT0SMvyfemgPVyf4ZNtNSkSYyx0vktJBvJ-3Fh9uHymR5-9mcaLPpthw3ulCdx3dwWpUiO7FJ2my2VihAk-hftMZTZQkdMJ7c9QcLEMHuqy8Rm_SJkh5DflsmMIwKnQXM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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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視族語新詞 

我們在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二)提過，語境可以協助我們挑選適當

詞彙，即便這些詞彙都能詮釋同一概念，主題式文章的設計正好提供了

我們檢視族語新詞的方針。不管族語新詞採用何種方式產出新意，如不

同構詞法或是語意部分基於角度攝取（perspective taking）與突顯原則

（prominence principle）而有許多不同說法，我們最終仍能透過語境的

幫助挑選最佳選項。以下擷取新詞文章翻譯部分內容，並以「人行道、

發票」為例，檢視譯者選用的族語新詞： 

 

排灣語推薦新詞＆文章 

以排灣語為例，原 106 年推薦新詞採用 papakazuan na caucau a djalan (人

所走的道路)詮釋「人行道」，但進入文章後可見例(1)，譯者建議以 

djadjavacan (走路的地方) 重新詮釋。至於例(2)所標記的「發票」，原

105 年推薦新詞採用 huapiau (華語音譯)詮釋，進入文章後，譯者建議以

ginaugavan 重新詮釋。我們將其整理如下表： 

 

由此可知，透過主題式文章的檢視，新詞可產出符合語境的選項，如要

進一步研究亦可針對各結構(如名物化)的限制進行諸多討論可參考 臺

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三) ，但重要的是，文章設計應兼顧許多環節，

目的不同會有不同產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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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A%8C/18988644070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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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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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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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的而言，有的適合「推廣族語新詞的使用」，用於徵文用於練習，

有的則適合用來「系統性建構各式主題」，但皆會影響組成文章的元素，

如主題的挑選、結構各段落的連結與安排，新詞數的多寡、搭配詞、句

型多元等。文章之後甚至可設計相關問題幫助學習者理解文章內容，這

些問題可以是細節式的，也可以是概要式甚至推論型的問題。 

與教法教材結合而言，可提高學習者如何找到對話重點，理解前後關係。

對於想提高族語能力掌握度的族人來說，不只適用於閱讀，對於聽懂重

點、適切回答、寫出自我見解與觀點都會有所助益。 

就相關主題的內容設計而言，即便是針對同一主題亦可進行不同面向的

設計，如以「地震」為主題，也可依科普知識、人文歷史、生活應用、

政策宣導等至少設計不同內容，如此便可建構「地震」相關的主題，若

要進一部針對語言結構(詞序、格位、關係子句等)檢視特性，需要考慮

的更細緻，接著未來可能就必須處理辨別「文章難易度」的標準。更多

的語言相關研究、應用與資源連結都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以下提供一則新詞主題式文章「龍捲風」，文中以（ ）括號標示出該

推薦新詞年度，你會怎麼詮釋文章中的新詞呢？文章所匯集的新詞是否

有助於理解新概念（如龍捲風）相關的內容(中央氣象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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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新詞網址 

105 年推薦新詞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ewword105.php 

106 年推薦新詞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ewword106.php 

107 年推薦新詞 http://ilrdc.tw/research/newwords/newword107.php 

推薦新詞意見回饋說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MLy1EIdX0&feature=youtu.be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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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5.php%3Ffbclid%3DIwAR0h-SAfbSKq9E4NKLntP4ciEQrjsbUFUXahLR_llxDxU6ZZOpYmo6D1RGc&h=AT2Y-zrXt1aWLGtdSCLvqXrz3aa5qZB3ScqmPLnjo8ST-Q2ZsT8VYLngLQAz0tA35JPqy08Nif-QPO7_fum1e3M9iHP09fokH1iejzVgYE2sBNqJSNh4MHJcssBWt_ciJEX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6.php%3Ffbclid%3DIwAR0OXwfQ6JGZPU5Gm7ohJyfPPvq7Z4AD_t82FVClfi0tKhL3u8NFDQFYW44&h=AT1p-TL8VLb4utIDo1u_LZlpKJWjDRErQ1zjbkQBeQsYcSP-vpX6W5NhQo8Zy-oh7ij4Ra2vUVLJLUCZJ5bK6Z2GrekafMhWpASkLB8XgfgSoT3tnMDl56V2xVRde3HJJBJ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newwords%2Fnewword107.php%3Ffbclid%3DIwAR385rByEpqGokRS6Gby_xDKB-ePTuPZ5Lv8s5vCe50oLIoY8LkdcIO1AUM&h=AT09SqbiICvY9K37Jvg-VEsf7TWlC8DTWoGfKa8wBLVkpYHLHLN0WI8IjOM_TmAdmT2Kkf3Q8prKYYTQFUr7TnUNn5AT8wnfLQ3PDP8PzRAvjY-92Vb7nFAfpyQ14kuFyK7K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kgMLy1EIdX0%26feature%3Dyoutu.be%26fbclid%3DIwAR1QMZf9_sQWiAJQkEZkO-YXBZPXw1ErTYXgPN5BBzed_ZSA8BpOFlYBxaY&h=AT0f0lapfSDUSo70X0-Z6FxRIJxO6rXGwk47PizZO2evwRAhyN4aGg0YBam69DtwtXxlI2EZum3etCBqnf-4Rvx91AFKTBftZq8DjNdgdNHa9vbm7_aOnjgwSFEhgOCGq4D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hilo.hawaii.edu%2Fkeaohou%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4%2F10%2FLarry-Kimura-QA-2014-Revised.pdf%3Ffbclid%3DIwAR1SqQkTylLLo08GK2NtYnlQABtCmnI583DvdtRnAgvzvYVzSa3HnTcO_sE&h=AT3NEi5JjSHFdKEhp24UAqDJ3zBp8IVI0SpbJYlvSIchKZe3nKvVSe-b6YAngP6qBnaYDOOcDHNrOF0OkmLKYVSomCoHF6Qae1tH0qKW2dd06Nn0o8xFw3M_rCiMYNGN6Pu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hilo.hawaii.edu%2Fkeaohou%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4%2F10%2FLarry-Kimura-QA-2014-Revised.pdf%3Ffbclid%3DIwAR1SqQkTylLLo08GK2NtYnlQABtCmnI583DvdtRnAgvzvYVzSa3HnTcO_sE&h=AT3NEi5JjSHFdKEhp24UAqDJ3zBp8IVI0SpbJYlvSIchKZe3nKvVSe-b6YAngP6qBnaYDOOcDHNrOF0OkmLKYVSomCoHF6Qae1tH0qKW2dd06Nn0o8xFw3M_rCiMYNGN6P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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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五)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二 

123 次閱讀 

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從主題式文章的建構提到應完備族語所缺乏的主題

情境，藉由主題的規劃與設計檢視族語詞彙的需求。事實上，不管是設

計教材、撰寫族語維基百科，都必須面對詞彙如何詮釋的問題，這也反

應了學習、吸收知識、接觸其他文化的方式。透過文章所產出的詞彙，

也應當擴及現代生活、傳統知識、生活常識、應用、科普知識（尤其是

科普知識）。換句話說，對詞彙的需求無時不在，但，大量的詞彙若沒

有專門的單位、團隊甚至研究人員進行詳實的記錄、修訂、檢視書寫一

致性等工作，對於推廣族語文字化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影響。今天我們依

據標示牌族語翻譯成果，簡單談音譯可能需要注意的方向，並依據譯者

提供之譯文內容歸納出以下幾點建議：(一)定義標點符號的使用、(二)

建立音譯原則避免混用拼音系統、(三)建構詞彙的合併與切分原則。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RUKFu-yyvVbLOMSKRVYwzPSqWorOUq2EsyOnwri2XQvLH4KwC3QcqFXbEotFD0b7Zlo4dFmAycA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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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A%94/194287064600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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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譯是否需要規範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語發法)通過後，相關的公文、標示牌也漸漸浮出

檯面，如台東航空站標示牌便羅列了中文、英文、卑南族語、阿美族語

及排灣族語供民眾識別。(此處尚且不談如何詮釋如何選擇構詞法的問

題，有關族語詞彙的挑選與產出亦可參考臺灣原住民族語新詞芻議(二)

一 文)然而，音譯是否應規範呢？又該規範什麼？ 

音譯的原則當然應當建立，具體來說，除了考量語音音韻調整

(phonological adaptation)外，也應當思考分詞標準，使書寫一致(避免同

一詞彙多種寫法)提高檢索以及學習效率，而建立一套標準體系更直接

影響教材以及辭典的應用。然而，族語的文字化體例未標明清楚，什麼

成份應該連寫，什麼成份應該分開，常因個人習慣而受影響，尤其我們

口中說出的族語對不熟悉族語的族人或非族人來說，聽起來就是一長串

語音。例如以下範例： 

【範例】atusau uljapuljuantusauljapuljuan naya 

線上檢索影音網站族語歌曲時，檢視到長串連寫在一起的排灣語歌詞，

此寫法已將ㄧ個以上的族語詞彙連寫在一起，而這些詞彙都獨立有其意，

族語能力掌握度高的族人靠聽力還是能理解歌詞意含，斷詞斷音，即使

閱讀也能將 ulja 與 puljuan 切出來。但對於族語能力稍嫌不族的學習者

來說，難度會非常大，一來本身累積的族語詞彙還不夠，二來市面上大

部分都不會再處理這類資料也無從參考。 

國教院的國教院分詞系統可提供中文處理的基礎，如語料庫、檢索、訊

息分類等，而這些也需跟詞性標記連結。那麼族語呢？一連串的語音該

怎麼切分?族語的音譯又會遇到什麼情況？ 

 

國教院分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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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A%8C/18988644070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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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6%96%B0%E8%A9%9E%E8%8A%BB%E8%AD%B0%E4%BA%8C/1898864407071714/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oct.naer.edu.tw%2FSegmentor%2F%3Ffbclid%3DIwAR2Gci7bOvmY6deUDT5IkIjbALrz0BfAz_a5EAnNB7VrXIzkC1QAAdV9Ofk&h=AT24PtMOyHMy3u8RIPdDf5VuBTnvKDX27Yu599Jy_OC1wNULXnRq1J3JQhF6R-KyR_7TE7FfISPLqsK2hX7sPtu_oOCLIsx8hcqZeLW_s3dWiv8TEtALjHYwlK2XSUjy29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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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標點符號的使用 

首先，音譯時部分族群音譯時會採用連字符號「-」，大部分是為了清

楚的語意分開，但連字符號除特定功能外(布農語將其標示喉塞音)外，

音譯時建議應盡量避免使用尚未定義的符號，也就是原住民族語言標點

符號使用原則外的標點符號，尤其 16 族對其定義、形式、用法尚未有

共識前。未來若希望增加連字符號，建議針對 16 族使用狀況將定義、

形式、用法一同思考會更一致。 

 

確立借詞來源並依語音音韻調整(phonological 

adaptation)產出建議形式 

拼音系統的混用對於整提體的學習與建構標準化有所影響，例如：表二

中的 j、sh、z、zh、ch。(音譯是否使用非本族書寫符號視相關規定辦理) 

 

對此，本文建議針對音譯的族語詞彙(如新詞或其他教材文本的音譯詞

彙)進行統整與分析，並請學者檢視提供適當的音譯原則，除了避免混

用拼音系統，亦可成為產出新詞的原則之一。例如確立借詞來源拼音，

如「經濟部」拼音為 jing ji bu，並依據專家學者建議，語音音韻調整

(phonological adaptation)，將「jing」音譯成 cing，「ji」音譯成 ci，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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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音譯成 po。(此為作者為了舉例而提供之範例，如需使用還需請

族人、專家調教) 

建構分詞原則 

為了辨識詞彙語意，本文建議建構分詞原則，如音譯經濟部水利署時，

應將「經濟部」、「水利署」各自視為整體，郡群布農語便譯成 Cincipuu 

Suilisu。部分族群採用音譯時，可能將中文一個字一個字分開寫的特性

納入族語書寫中，所呈現的譯文可能造成學習者混亂。 

 

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若語意不是相加而得，音譯時建議以「合併原則」進行翻譯。以阿美

語譯文為例，例如「卑南溪」Pey-na-si 的譯法，因「卑南」兩詞必須合

在一起才得出語意，建議譯者將連字符號刪除，譯成 Peyna si，但又因

「卑南溪」中的「溪」已與前面的成份緊密結合，因此，單音節 si「溪」

建議以合併原則處理，譯為 Peynasi。又如：「政風室」建議譯為

Cengfungse。 

(2)內部結構複雜的詞彙，音譯時建議以「切分原則」進行翻譯。以阿美

語譯文為例，例如：Cing-ci-po-swey-li-su，建議譯者將連字符號刪除，

譯成 Cingcipo sweylisu，將屬於同一語意組成的機關單位名稱連寫在一

起。如「秘書辦公室」，建議譯成 misu pankongse，又如「經濟部水利

署第九河川局」應修改為 Cingcipo sweylisu Sakasiwa cisakawanay to 

lakelal。盡量將屬於同一語意組成份連寫在一起。  

避免同篇譯者譯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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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譯形式的不一致可能因為作業時間長或是作業時間不同、同一詞彙於

譯文中相隔較遠，導致老師們在音譯時產生不一致的情況。例如：  

 

最後，我們將上述幾項應注意的特點排序，並提出以下建立音譯的原則，

以下三個步驟產出的音譯詞彙或許可供未來進行評量、考試評分之參

考。 

(1) 確立借詞來源拼音，如「經濟部」拼音為 jing ji bu，並依據專家學

者建議，採納語音音韻調整(phonological adaptation)，將「jing」音譯成

cing，「ji」音譯成 ci，將「bu」音譯成 po。 (此為作者為了舉例而提

供之範例，如需使用還需請族人、專家調教) 

(2) 依據合併原則，將音譯合寫成 cingcipu，檢視並評估適切的重音位

置。 

(3) 經專家檢視，若無違反音韻、音節的組成便產出適當的音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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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資料的一致性對於學習者與後續應用來說很重要，本文初步提供音

譯詞彙的產出原則，相關的經驗或做法開放大家一起討論，提供相關單

位作為未來參考依據。 

另外，就山川地名而言，族人指稱溪流、河川會以不同名稱代表主流、

支流，且溪可再進一步分大小，因而有相關的爭辯。建議將歷年《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果》資料整合彙整出溪流傳統名稱，若跨地域

或重疊的溪流同族群有不同稱法，便可針對該名稱進行討論，並針對其

書寫形式檢視。 

語發中心研究員 milingan (戴佳豪)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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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2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三 

33 次閱讀 

—[mapakaalaway to polong no finacagan a caciyaw itini i Ciyanata hananay 

a kanatal.] —[加拿大] 

Itini i Ciyanata hananay a kanatal, pasowal no taangay a picodadan a singsi, 

mapakaalaway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nini sa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XPYyRt9HsT8-pWPlSn9GWsmM3ai7oejAg1bQCCGZyWjphqK7CUp5BHB-i-_1yfArEsmQ-XKnvpj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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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2%E9%9B%86/188185186877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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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 ko malacafay na itini i aenem ato cecay a taangay a picodadan, 

mipatileng cangra to minanam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pinanaman, tosa a 

miheca‘an kina pinanam. ano o finacadan kiso i , mangaay to kiso a 

micomod saan. ano mapahelek to ko pinanam i, ira ko tatodong no 

sapawacay a tilid no miso. anini ira ko Cayoka ato Mahawk tarosa a 

pinanaman a caciyaw, polong ira ko siwaporo‘ a micomoday a minanamay  

Na ikol i, mihakelong kina polong a taangay a picodadan, mihalateng cangra  

 

pacakaten nangra to miheca‘an no pinanaman tayra i sepat a miheca‘an sa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Day New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daynews.com%2Fworld%2Flanguage%2F2015%2F04%2Faboriginal-languages-in-canada-garnering-increased-interest-24663%3Ffbclid%3DIwAR0GeI-KdvHuulOVfAT-wiid3FVbzK7Ic1PiGFsmkOv2vXFm6Skkw0eaxO8&h=AT3ZAuDods_9iCN8SpwjUF-dscUkKaQFoGUzy6JcPM03905PxKUDm6L1Yu5F8l90PipOKCWLe6pjymOWkX7Cp2mKISHZBV2CM2ijZEQMZYXc1beiaaXOz_pg4RwItPdbv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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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 加拿大第一民族語言愈來愈受重視 

依據加拿大安大略省「六族技術學院」（Six Nations Polytechnic）族語

老師 Joanne Longboat 表示，第一民族（即原住民族）語言在加拿大漸

漸受到重視。 

首先，六族技術學院自 2009 年 6 月和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及六族社區（Six Nations Community）合作，開辦兩年制

「Ogweho:weh 族語證書學程」（Ogweho:weh Language Diploma），主

要招收來自六族社區的原住民學員，提供以全 Cayuga 及 Mohawk 族語

授課的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課程，畢業生除獲得結業證書，也多受聘為沉

浸式教學及幼兒園族語老師。目前學程共有 90 位學生，30 位 Mohawk

族人及 60 位 Cayuga 族人。 

未來，麥克馬斯特大學也計畫指導並協助六族技術學院，將兩年制族語

證書學程改為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  

來源：Day News(語發中心族語外電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Canada 

Garnering Increased Interest 2015/4/22) ◆ 本則外電部分由 ilong moto

重新整理。 

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3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三 

24 次閱讀 

—[ Pahadaken to ngiha‘ no mita, Kapah!] —[厄瓜多]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daynews.com%2Fworld%2Flanguage%2F2015%2F04%2Faboriginal-languages-in-canada-garnering-increased-interest-24663%3Ffbclid%3DIwAR37WZx99BIUFlexFO6vlFde8jiN821V5H8gRE_Qn6PXBQMNKApiUPId-JE&h=AT2NQifletxc3g6YSHuB8HkudUIGp8P2wwohhWgFyEvF68v09ISZkpyjfCqNI5t4JoBX-lfdhtdE8J3zML_hs8HtVUG4NARfmHikMSpiG3VwTDFKIQ0pKjiz5LdG3seo_VS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daynews.com%2Fworld%2Flanguage%2F2015%2F04%2Faboriginal-languages-in-canada-garnering-increased-interest-24663%3Ffbclid%3DIwAR37WZx99BIUFlexFO6vlFde8jiN821V5H8gRE_Qn6PXBQMNKApiUPId-JE&h=AT2NQifletxc3g6YSHuB8HkudUIGp8P2wwohhWgFyEvF68v09ISZkpyjfCqNI5t4JoBX-lfdhtdE8J3zML_hs8HtVUG4NARfmHikMSpiG3VwTDFKIQ0pKjiz5LdG3seo_VSB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tMgndrhrE55i1RQAF_LJZD17hOgr2rV6YHiXzzTbapQ3TVWAQGKsfkvDQdxDfMJyYllz6Q71dS1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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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3%E9%9B%86/18992234237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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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wen kinian a tilid i, Pakafana‘ay kitanan o sapalosiyang a kakimadan 

caay ka pihalateng to kapakapah, ira ko rongoc no niyam a pahadaken to 

ngiha‘ no mita. ci Abigail o kakelidan no Sarayaku a niyaro‘ itini i Okowato 

hananay a kanatal. sapiparowadaw no mita to niyaro‘ no mita, adihay ko 

halateng o polong a kapah, sapikapokapot to romaroma a malalicay a demak. 

nika caayay pipafeli ko sapalosiyang a kakimadan to sapipangiha‘aw no 

kapakapah.  

 

 

I ayaw tosa a miheca‘an i, caayayho ka pakaalaw to tatodong no ―kapakapah‖ 

a tilid itini i taalawan a sin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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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ongoc kami to naaw adihay ko sapahadak to pangiha‘an. sapikapotaw to 

maamaan a demakan, nika adihayay ko nafaroco‘an no mita. mirongoc kami 

ira ko lalan mangaay a matayal to pisoped to fana‘ no to‘as. ano awaay ko 

sakangaay no kapah a midemak to tayatayal no sakito‘as i, kahenay a 

lasawad si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As Indigenous Youth, We 

Have the Right to Make Our Opinions Heard.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做為原住民青年，我們有權發表我們的意見。 

這張圖表告訴我，我們的媒體不會考慮原住民青年，我們有權發表我們

的意見。 Abigail Gualinga 是厄瓜多 Sarayaku 原住民社區的青年領袖。

我們想為我們的社區做很多事情，我們有很多想法。我們也希望繼續學

習更多，並參與與我們產生共鳴的不同主題。但是當我看到這個圖形時，

我發現主流媒體可能沒有給我們任何空間：―青年‖一詞甚至不會出現在

這裡。 

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的厄瓜多新聞報導中，與―indígena‖相關

的這一主流詞語中，與―青年‖（jóvenes）有關的術語沒有出現。來源：

媒體雲(Media Clo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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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更多的網點，青少年可以參與其中，並讓我們的聲音聽到，因

為我們也有很多想說的。我們需要找到新的途徑，讓青年有能力參與我

們的耆老和其他社區領導人所發起的活動議題，以便我們能夠繼續留存

他們的智慧，並加強我們到現在為止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這樣，年輕

人可能會被排除在目前正在進行的集體戰中，隨著時間的流逝，所有已

經完成的工作都會失去。 

Sarayaku 青年研討會。照片由 Abigail Gualinga 提供。 

 

來源：“As Indigenous Youth, We Have the Right to Make Our Opinions 

Heard”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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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fbclid%3DIwAR2Aq2n6WpMbvhWcQMfY3ZM2-voQn6N8FHLNIc--wv8v67OGWSnmPQr3HkM&h=AT3OntHyTotBqE-GCQnxni6TldYWN2PMAR2ptXFrSED4Xb5QFmrTq3Rg714TN6C9ny8wgW8gdRyrbt7zCOxlTOtO70gJp6MTxQu7SS5zangZP9UZw5ErhROAT1LlKPHJky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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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fbclid%3DIwAR2Aq2n6WpMbvhWcQMfY3ZM2-voQn6N8FHLNIc--wv8v67OGWSnmPQr3HkM&h=AT3OntHyTotBqE-GCQnxni6TldYWN2PMAR2ptXFrSED4Xb5QFmrTq3Rg714TN6C9ny8wgW8gdRyrbt7zCOxlTOtO70gJp6MTxQu7SS5zangZP9UZw5ErhROAT1LlKPHJky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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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4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11 次閱讀 

—[paini to kapahay a nahalatengan pakayni to finacadan a likec ko singsi no 

finacadan itini i Ciyanata hanany a kanatal.] —[加拿大]  

 

itini i Ciyanata hananay a kanatal, malaod to ko siwapolo‘ a finacadan a 

aloman. nika tafesiw to ko pangkiw ko malasawaday. mafana‘ ko matoasay 

to minanam to caciyaw no pahaka‘ ko wawa nangra, ato malacamocamol to 

ko icowacowaay a caciyaw i, saka lalasawad sito ko caciyaw no niya saan.  

 

 

o caciyaw hananay haw i, mipakafana‘ay to kitanan, cima kiso? naicowaay 

kiso? saan. ira ko cecay a singsi pasowal sa, aniniay to a wawa i, 

mapawanay to ko caciyaw no ina, mafokilay to a caciyaw. sa anini to i, 

edeng to ko matoasay a mafana‘ay. nika, mirongoc kita, ano miliyas to ko 

matoasay i, caayho kasoped ko caciyaw no niyam. saka miparowad ko 

caciyaw no mita o finacadan i, o halatengen no sifo‘ konian sa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0yPVh9fQXXhjaHAsY7dzeQW7U1UQ8RsrkRIp7IDG-6NallLwb2XsaOMsPCUlO60aC6BddmPO4Z7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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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4%E9%9B%86/190937319935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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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ay iraay to ko sakacecay a likec, pakayni to miparo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hananay, ikol no miheca‘an mapahelek to saan.  

 

mapadafong to limaso‘ot a ofad to pida ko pipatileng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saan. tangasa‘ to sakatoro a miheca‘an i, mapakaara to ko 

siwapatek a ofad to pida saan. mamisoped paro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saan konian. 

ikol i, ira ko patolod no cecay a kakelidan pasoeal sa, ano ira to ko 

tatodongay a lekakawa i, o dafong to ko tadamaanay.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Indigenous language teachers advising government on 

coming language law.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在加拿大 60 至 90 個原住民語言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正在消失。長者知

道他們的孩子需要學習白人社會的語言，但是科技進步和語言的流通，

漸漸地英語已將傳統語言推向邊緣。 

―我們有一種我們應該引以為榮的文化，就是我們的語言告訴我們，我

們是誰，我們的人是誰，我們來自哪裡‖。帕奎特(Pacquette)是一位退休

教師，她在職業生涯早期創建並教授了一個沉浸式幼兒園，發現現在越

來越多的孩子無法說出祖父母的語言。會說一口流利語言的平均年齡越

來越大，我們不希望這些語言使用者在我們能夠保留這些語言之前就死

掉。拯救原住民語言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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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第一部保護原住民語言的聯邦立法，該草案將於 2018 年推出。 

渥太華每年提供提倡原住民語言 500 萬美元的支持，並承諾在三年內撥

款 9000 萬美元。這包括 2000 萬美元用於保存口述歷史和數字化檔案，

以便將來傳播。 

Virani 說，―一旦你有了正式的立法，支持它的錢就會很重要‖。 

 

來源：Indigenous language teachers advising government on coming 

language law.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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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5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23 次閱讀 

—[Iraay to ko faero‘hay a ngangan itini i lalan no Liciyana a taangayay a 

picodadan. ] 

—[加拿大]  

 

itini i picodadan i, iraay to ko pangangan no pitilidan a roma‘ ato lalan. nika 

caayho kaadihay to pipangangan i, nikawrira o pipangodo to itiyaayho a 

rayray no finacadan saan. cecay a kakelidan to sowal sa, aroman ko 

naicowacowaay a tamdaw itini i picodadn, nai ayaw a sepat ko miheca‘an i, 

misatapangay to kami a miparowad to finacadan a ngangan saan.  

 

 

pakayni tona faerohay a ngangan i, polong ira ko aenem no sowal no 

finacadan, ya ngangan i, saheto to ngangan no lengaw no lengos to siroma a 

finacadan. nanay o pingodo to naitini to sota‘ ato o rayray no finacadan 

sa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mkKbRxs25_IjJgNgZPaItc7dlDcSU4E67VMp6LigPL1qf1soYNauh753x9mNEnNoutU4ueVtFTD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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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5%E9%9B%86/190937792268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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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ahak ko kakelidan no inian a taangayay a picodadan, ona fangcalay a 

demak konian sana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University of Regina streets to get new Indigenous 

name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在校園裡面的一些建築物已經有標記原住民的名稱，但實際上只有少數

校園道路上有標記，這樣的做法是基於一個尊重傳統的必要步驟。

Vianne Timmons 說我們是一個擁有多種文化校園，從 2014 年開始，我

們已開始加強在校園內的本土化而努力。 

新的校園標誌將出現 Cree、Michif、Nakoda、Saulteaux 等原住民語言以

及法語和英語，並且每個都代表一個傳統上對原住民族人非常重要的植

物。Timmons 說這是對傳統土地的尊重以及對原住民的尊重。 

國立第一大學 Cree 語言研究學院副教授 Solomon Ratt 說，他很高興看

到這些變化，這樣做是一個好主意。 

來源： University of Regina streets to get new Indigenous names. ◆ 本則

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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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6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17 次閱讀 

—[mipalowad to Ciyakma hananay a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Mongciyara a kanatal.] 

—[孟加拉]  

 

O caciyaw no Mongciyara a kanatal to Ciyakma hananay a caciyaw no 

finacadan. o Into a sowal koni. polong ira ko toropolo‘ ira ko cecay a ofadan 

ko tamdaw itini i pasawali no Mongciyara, itini i pasawali no Into i, pakaala 

to toropolo‘ a ofadan a tamdaw. saheto ko nikamayan a codad to tilid, nika 

awaay ko to‘ek nangra tayni i picodadan a minanam.  

 

 

Caay kakahi milingwa ko patang nangra to caciyaw nangra, sa cicedi cangra 

a pacici‘ a mipalowad to caciyaw nangra itini i picodadan, sa adihay sato ko 

natilidan nangra. mafana‘ cangra a midawi to miti‘ay ato wanglo tinnaw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CBZuFGNl4XDjNfsAvuXvxPgXGOzVcS2QCTEDmnOV2ExnaE10M7fbbcW82e0ezRIVyFSxnTSAGq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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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6%E9%9B%86/1912695602355261/


84 
 

hananay a pahadak to caciyaw nangra. saka maalaw to itini i wanglo i tilifi i 

cowacowa a taalawan. 

 

 

Ira ko paalawan nangra itini i Yotop hananay a taalaw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8Q2D0fAS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EuJUEWbs8&feature=youtu.be  

Na caay kaalaw itini i tilifi, matengil itini i raciw i, malalid nangra pahadak 

itini i Yotop hananay a taala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Online Activism To Save Chakma Language.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孟加拉主要原住民語言之一是 Chakma 語言，這是印度語的一支。孟加

拉東南部有 31 萬人，印度東部大部分地區有 30 萬人。它是使用 Chakma

語手寫稿，因為許多 Chakmas 沒有機會在學校學習他們的語言。 

當局正試圖在受到政治因素阻礙的情況下，在學校中引入 Chakma語言，

並且有越來越多關於手稿和字體標準化的爭論。但 Chakma 人正在使用

社交媒體和網絡技術來提高意識並傳播他們的語言。這個交互式網站，

包括討論論壇、Chakma 手稿和語言教程、電子書、頻道等，以傳播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i-8Q2D0fASE%26feature%3Dyoutu.be%26fbclid%3DIwAR2zBMJFZQEKKP2_eQnfVu3ypm-hO7ye5l7E17rYX-4EVZhu5FzYQJaYmN4&h=AT3_DztfEc5i6ghhtYsEfeIp8kybe__jDr8shBU2ApQmywjvXeUXw3PM2fgpjj83Ymh74RKsJ52LtLe3IFiShmYKucrmE-CVoZDAVjGYjjcz0k4hA9JZ_1KYGCuaK_uGomj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XYEuJUEWbs8%26feature%3Dyoutu.be%26fbclid%3DIwAR30YlhPQ1f6qsTnWARRegnqRf4t4hHsHx3RVt_bbr7ijTHnSuypJ0ob9QQ&h=AT2LHwmasPelBY0F2OeIDkxZxMEMMh4Scj9n3MhovYW4x7s6JS4bv1Mbv3vGQjUbu5tAoSlLvDO0gn8dT-Nhw2YSWXEPhrRaLYSZkpT39Pc-9UKognXYgBbXf9NQaXMUg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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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的方式。原住民社區在博客、Facebook、Open 字典以及網路線

上新聞等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許多網民正在使用 YouTube 等工具發布 Chakma 語言教程： 

相關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8Q2D0fAS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EuJUEWbs8&feature=youtu.be 

雖然 Chakmas 他們的語言在任何收音機或電視頻道被禁止，但是

Chakma 語言歌曲定期在 YouTube 上發布。  

來源： Online Activism To Save Chakma Languag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i-8Q2D0fASE%26feature%3Dyoutu.be%26fbclid%3DIwAR2N6Zqd_OBJJTD9QB1mkKcWeeSTTpRLL5C_mIU4Ni-zwalePnVJgGLrbyc&h=AT3fqQcuTYCiKGfutP0UABXYh-GwoesCZwXCpfjuVmyPMdDdC9tfxGFOHsTWD9AQVDqAjXAw6jMoNghV4SKGWKENdbX1HEthyME5HJJPMuP89S4fla75X1aq5MIH7SzU2Jj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XYEuJUEWbs8%26feature%3Dyoutu.be%26fbclid%3DIwAR2Ut--lYfnjIqSI9NaH7zwim1ineFIL4jVkEkoCmhk6VhgtnxVtd2ZGqIA&h=AT17MKLoB1IbC6dC52hbpRnmGzSTFoFtgsD0O5QSpgyop0jZT-k3Mz8-ehPMNd03ihNZkP_0fkyQVbLxVQwFEdzIk4YIUqxZmmYDWNl0YIML0cGIAmwOFSiFU-Je87ra1Q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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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7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三 

18 次閱讀 

—[midawi to icowacowa a palapalaan a taalawan, mipalo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Awco.] 

—[澳洲] 

 

itini i Awco, iraay ko cecay ―o sakacecay a pikingkiw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saopo‖ hananay. o mipalowaday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saopo konian, mihalatengay cangra a mipacomod to tilid itini i Tinnaw, hay 

manga‘ay a sapinanam to ikol a tamdaw, manga‘ay a palowad to kina 

caciyaw saan.  

 

 

ira ko cecay a mikingkiway, mihakelong kina saopo mihalateng a 

mipalowad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misangka to kayki to icowacowaayto a 

kina saopo. midawi to Tinnaw mikilim to kanafana‘an a sapinanam, ato 

miala to paini no icowacowaay a tamdaw no kafana‘an nangra.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aKHJPbxArZjBWTVFy2z_9WPqibN7CwWvMqxyN4eYC1Ojlsi9g9kbGuuam_q7j7ALkdFCHnG7nRW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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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7%E9%9B%86/192291096800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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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 ko paini nangra itini palapalaan— 

● misanga‘ to sapinanam itini i Tinnaw to tatilidan, ato misoped kina tilid. 

●midawi kina Pinpan hananay a Tinnaw—ira ko tilid, codad, sapisalama… 

● misanga‘ to taalawan a ika, sapikilim to tilid itini i Tinnaw. 

●tatilidan a codad itini i Tinnaw. 

●mipahadak itini i hoso…  

o siyokay no ―o sakacecay a pikingkiw to caciyaw no finacadan a saopo‖ 

hananay. http://www.firstlanguages.org.au/  

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Angkety Map Highlights 

Digital Resources for Australia's Indigenou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澳洲第一語言組織是一個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語言的保護和

振興，語言推動者使用數位技術的經驗，為社區提供了學習和復興的機

會。 

研究員 Ben Foley 與澳洲第一語言組織團隊密切合作，對語言推動者進

行調查和採訪，例如在墨爾本舉辦的 Puliima 國家語言和技術會議，以

及在昆士蘭州凱恩斯舉行的語言研討會 Ngirrma Puwal Pukang。並進行

線上調查，以建立更廣泛的網絡來收集未參加這些活動的個人信息。 

●當地社區創建的資源和內容，例如：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irstlanguages.org.au%2F%3Ffbclid%3DIwAR2yXl4aaTDODRQ-W8N1zFJNj4kYQhEasA1zsFqAJTiAUXo5SjVw3X3lBB4&h=AT1a35UIylmshPvGdExSSS0sIJVEimECdu5wGE4fiQvUknRl0_jyqtg8vrlNmN-2bcVNrc695dM2aNCfqFt5YR7EjktRte_w7PENFWJMiOlFlb-mNAeGBOlF18DhwQzNIA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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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用於語言文件的記錄、註釋和存檔。 

●平板電腦的應用（包括詞彙表，詞典，音樂遊戲，學習遊戲，學習環

境）。 

●互動式白板資源。 

● 多媒體 CD-ROM 或 DVD。 

●網站和網絡應用程序（例如：YouTube、字典網站、線上學習網站）。 

● 互動詞典、單詞或聲音列表、短語書及閃卡。 

● 電子書。 

● 電腦遊戲。 

●廣播節目和頻道播客 

[中譯] 

澳洲第一語言組織是一個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語言的保護和

振興，語言推動者使用數位技術的經驗，為社區提供了學習和復興的機

會。 

研究員 Ben Foley 與澳洲第一語言組織團隊密切合作，對語言推動者進

行調查和採訪，例如在墨爾本舉辦的 Puliima 國家語言和技術會議，以

及在昆士蘭州凱恩斯舉行的語言研討會 Ngirrma Puwal Pukang。並進行

線上調查，以建立更廣泛的網絡來收集未參加這些活動的個人信息。 

當地社區創建的資源和內容，例如： 

●應用程式用於語言文件的記錄、註釋和存檔。 

●平板電腦的應用（包括詞彙表，詞典，音樂遊戲，學習遊戲，學習環

境）。 

●互動式白板資源。 

●多媒體 CD-ROM 或 DVD。 

●網站和網絡應用程序（例如：YouTube、字典網站、線上學習網站）。 

●互動詞典、單詞或聲音列表、短語書及閃卡。 

●電子書。 

●電腦遊戲。 

●廣播節目和頻道播客 

這些皆為使用技術進行語言學習和振興的創新方法的研究案例。 

澳大利亞第一語言組織： http://www.firstlanguages.org.au/  

 

來源：Angkety Map Highlights Digital Resources for Australia's Indigenou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irstlanguages.org.au%2F%3Ffbclid%3DIwAR0ZZd4BJOzt2KT0TzFLNCyXhWRdzrMQp2sdrvGGd5nqgVwasGaoS8n7zkA&h=AT1UKRNs0y7Dr6fA6xWG7segZjq789Y4_occFDCwzXfq-kVWyCrcbVWbXU8n9Ll0MHvBoIyqjpGwoHEqnDSSgZ3fjA9_-1FsA3PJqkzo1nCTSuIC8w_YUfGeD3Hga_i4B1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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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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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 to demak no 

kanatal / 阿美族人看世界 第

38 集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三 

34 次閱讀 

—[Ira ko lecad to caciyaw a lengaw no finacadan itini i AWCO hananay a 

kanatal.] 

—[澳大利亞] 

Ira ko lecad to caciyaw a lengaw no polong a finacadan itini i AWCO 

hananay a kanatal, kina kingkiw pahapinangay to faerohay a pialaw to 

rayray no kanatal itini.  

 

 

iayaw i 1788 a miheca‘an i, taelif ira ko 250 a caciyaw no finacadan itini i 

AWCO hananay a kanatal. pakayni no pikingkiw i, polong ira ko tatodong a 

lalengwan nangra. pakayni kina pisaosi haw i, ira ko tapang no caciyaw 

nangra itiya saa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WC6TThdfy7XXr9ckOUnQv51B6vvYSpIaC4F4KLKwPztYluvbRaGI9VzwEpcn9pWxp-yD9kWj1iE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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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nam-to-demak-no-kanatal-%E9%98%BF%E7%BE%8E%E6%97%8F%E4%BA%BA%E7%9C%8B%E4%B8%96%E7%95%8C-%E7%AC%AC38%E9%9B%86/196416531720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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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ayni kina pikingkiw haw i, mahapinang ira ko tapang a rayray kina 

polong a caciyaw. caay ka o macacamol ko tamdamdaw a minanamay to 

caciyaw hananay. 

itini i cecay taangaay a picodadan a mikingkiway pasowal sa, siromaroma 

ko caciyaw i, adihay ko nalecadan nangra. asip han ko cecay a tilid i, 

manga‘ay a mahapinang ko malalecad ato o siroma nangra, caay ko 

macacamol a hapinang konian saan.  

 

ira ko pikingkiw no roma a picodadan pasowal sa, kina lengaw no caciyaw i, 

latek satapong naitini i kaamis no kanatal, lengac sa tangasa to polong a 

sota‘. pakayni to pikingkiw haw i, manga‘ay a paalaw to iayaw no itiniay a 

sota‘ a orip. 

anini to i, kina 250 a caciyaw haw i, edeng 120 a caciyaw ko macaciyaway 

ho. roma a caciyaw i, mapatay to ko matoasay i, lasawad sa to ko caciya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ina tilid naitiniay i Angkety Map Highlights 

Digital Resources for Australia's Indigenous. 

ci ilong moto misanopangcah to tilid. 

[中譯] 

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有共同的起源 

澳大利亞的所有原住民語言都源於一種共同的語言，這項研究結果為該

國的文化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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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88 年英國殖民時，有超過 250 種語言被發現，經過研究調查它們

的起源，研究證明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理論，即它們都源於所謂的原始澳

大利亞人。―共同母語‖的存在進一步強調了這樣一種觀點。 

該項目使用歷史語言學中的標準方法，來確定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是否歸

因於來自共同的祖先，而不是透過人類接觸從一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

言的研究角度。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西悉尼大學)首席研究員 Robert 

Mailhammer(羅伯特·梅勒默)說，調查結果反覆揭示了沒有聯繫的語言之

間的相似之處。他發現，在比較的單詞上，聲音顯示了一系列語言中反

復出現的系統差異和相似之處，這不太可能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紐卡斯爾大學)歷史語言學家馬克哈維說，這種

語言很可能從該國北部的一個小地區蔓延到澳大利亞，該地區最初是數

千年前人口稠密的地區。而透過進一步的跨學科研究，這種新的語言學

證據可能會讓我們從目前已知的東西中，更精確地重建澳大利亞史前

史。 

今天在 250 個語言中，大約只有 120 個語言仍被使用，許多語言因為耆

老的凋零而漸漸隨之死亡。 

 

 

來源：Australian indigenous languages have common source: stud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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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填字遊戲，你來設計！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8 日 星期四 

248 次閱讀 

原住民族語言文字，除了基本的書寫系統表之外，還有什麼方式能夠幫

助大家學習呢？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國外「填字遊戲」產生器這個軟

體 EclipseCrossword，可以幫助我們在學習書寫的時候增添樂趣 ，另外

用於詞彙的教學測驗也是很棒的工具。  

我們可以只將此軟體當做設計填字遊戲的格子，至少能夠印出編號跟格

子。解答和提示的部分，建議另外下載 eps 檔用 illustrator 軟體編輯，或

是可以用 excel 自行建立答案，也可以截圖後放在 ppt、word 軟體編輯，

也可以印出空白的表格後再手寫。 

示範輸入一些阿美語詞彙，並以 eps 檔匯出之後，以 illustrator 軟體編輯

成果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6h66FzHpw9AfZpoxPgQtYfaB--AkJLOgSnnzuZJwLnZfVHwuv7oEolwyyPLQq013rS4U7OtxrtM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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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1%AB%E5%AD%97%E9%81%8A%E6%88%B2%E4%BD%A0%E4%BE%86%E8%A8%AD%E8%A8%88/18824593120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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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裝至完成輸出，依步驟大概說明如下： 

1. 下載並安裝軟體。 

 

http://www.greeneclipsesoftware.com/eclipsecrossword/download.html 

 

 

2. 安裝完成選擇建立新的遊戲，然後按下一步（Nex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greeneclipsesoftware.com%2Feclipsecrossword%2Fdownload.html%3Ffbclid%3DIwAR2CVwPiQ7Xx5L85cbc7pZfgZMUVkknUoYbaQvvs5eIzmm1B1gPGcJXVIEE&h=AT1rjWxBib8qLMzfZWUIv6C5rfGeJSjIdVNTQOuOKcmdrQORBprYCTHYEQhZRvK3XRK_JN1OULlZ0Ai2t4JD3tR7_3KRwya8Mq6GZFqcYcHyC6g7YqnKb3-g305NVB-K7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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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建立新的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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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詞表內容，輸入完記得按添加到清單(Add word to list)，要修改

則在詞表(word list)中點該詞 2 下，修改完一樣要按添加到清單(Add 

word to list)完成修改。 

★特殊符號無法輸入，只能輸入大寫字母，建議可以先以如數字來取代

特殊符號（保持正確字母格數），解答就再另外寫或以其他軟體編輯，

例如下圖先以 1 代替‘符號，2 代替^符號，後面出現的空格數才會正確。 

 

5. 決定遊戲尺寸（視詞的多寡來調整），按下一步後儲存詞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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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這個遊戲命名，並可以輸入著作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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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以預覽遊戲產生的樣子，不喜歡排列的方式可以按右邊改變樣式

(Make another puzzle like this one)；若是在定義遊戲尺寸時（step5）格

子不夠，可能會無法呈現完整的詞表內容，左下會提示。 



99 
 

 

8. 儲存遊戲(Save crossword)，以方便之後再編輯。 

 

9. 印出遊戲(Print cro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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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印表機預設為 PDF，這樣按下列印就可以存成 PDF 檔，請視需要

情況勾選。 

解答設定： 

puzzle grid with answers─僅表格內答案 

List of dues with answers─列表與答案 

空的表格設定： 

Empty puzzle grid─空的表格 

Word bank─詞庫 

Clues─線索 

 

10.另外發佈編輯(Publish crossword)，建議如果會使用 illustrator編輯者，

可以下載 postScript(EPS)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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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一起創造好玩的族語填字遊戲！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s://e-dictionary.apc.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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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字遊戲產生器(EclipseCrossword)，網址

http://www.eclipsecrossword.com/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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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dictionary.apc.gov.tw%2FIndex.htm%3Ffbclid%3DIwAR2LI1MVo_2MTVxDPAcZDd3A1nbM6vGdUulmi9pBnJDDzTEBURIo8CVOXzc&h=AT1z2yF5g_LjEFb7EQGuMMWj2ci4OBYtdPqG1xYPb0iVAzn8dHotB0pzI81PqLvy3DbkmL9eKE1JkvOpO7x-7sLO7cUHMfNXgK2LZy3isyHtTboj1FKtYsn3aJCTTXgPjHy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mis.moedict.tw%2F%3Ffbclid%3DIwAR3niCUFrl057pwNCiRx19SqTlnxKGQd_Yd0oJvNA9Eq_0uya-3U3i9KZNw&h=AT0_xNOmdVCPp3YDVba7WnI2wKgUgYWBIdklduTm11txg2QMNepT5oiKqHq1n96imQio_mPJxYOXPHm-s8tTto9tK2vyOerSOfiqTf5QwP2ZXWc4O9anNmpc_8r7HuAG2oq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HRK6UG%3Ffbclid%3DIwAR1QnFFNMh7f4i7wtBiIR44QD0NPRYrws3vDKAeCD8U7KPjXo9-Ii15dyoA&h=AT21KILEC7rWTAoU77Pf_Su4jH0n8X5yW3EqKB17YQQh9yxFW9O2Ty70Sj12QpV_Mg-s_YuOkpNgVHy0Lhs5IBGHF2uOkwLmLGAYR3CpODX8r95oypUf8XN_o_h5UZSnv3N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eclipsecrossword.com%2Fdownload.aspx%3Ffbclid%3DIwAR11C73OOpkEtCFanmb_j8GqXQq7WB6bp1iBXM81r972zkfd2-VLgTAZxMw&h=AT2wJhmGU-uuFdl9OhYGQdzSu85xxOBNIjIWE4pQG1P7AZq_36aw0vSvftHAfuHWivWFSNpGFbcyG-IstEvR2_QvRv_4p5ebenviFZuU6zXyV-wEzJMlx_x1XZzzdptVMg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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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計

畫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712 次閱讀 

原住民族委原會（以下稱原民會）於 4 月 10 日發布「107 年度原住民族

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以下稱 107 年語推人員計畫）」，全國將

設置共 150 名專職的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以下稱語推人員），此計

畫是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五條及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

法而設。因此本文會先摘錄計畫內容，並針對語推人員進用資格、任務、

待遇等做介紹，後再作進一步探討及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提供族人參

考，以了解語推人員的工作和條件，一起為推動族語努力 。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2VBux8bAr1DWf1DvstFeXrtXz2j9RkObjOOGXg2gLXF9U8v9jzyCRfqFhjiPBXrjJ3BrpPj7moW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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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6%8E%A8%E5%BB%A3%E4%BA%BA%E5%93%A1%E8%A8%88%E7%95%AB/18997636369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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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推廣人員任務及甄選條件簡介 

【語推人員進用資格及時程】 

1. 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考試」合格證書。 

2. 若經公告三次以上無合格人員應徵或公告甄選族語別無合格人員者，得

專案報請原民會同意進用具族語教學能力之人員。 

3. 本年 5 月 31 日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辦理甄選，經原民會核

定後 7 月進用。 

4. 甄選方式，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需準備報名表、畢業證書影本、族語

認證證書，及其他族語相關著作、工作、經歷、研究等證明；第二階段

則為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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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甄選標準依族語認證、族語教學經驗、學歷、訓練及進修、族語著作、

推動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族語復振工作推動理念等項目評分。 

6.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語推人員員額請參考計畫書。 

【語推人員的任務】 

語推人員主要任務如下： 

（一） 開設族語傳習教室，並任族語老師 

針對一般民眾、學生或兒童（含家庭成員親子共學）等，開辦人數至少

15 人（瀕危語至少 5 人）之族語傳習教室，每週授課時數至少 4 小時，

總授課時數不得少於 20 週。 

（二） 開設族語聚會所，並任族語老師 

1. 辦理常態性聚會，並廣邀族人參與，在聚會中使用族語問候、交談或進

行議題討論，營造全族語聚會場域，讓參與學員沉浸在族語情境中。 

2. 開辦人數原則上不得少於 15 人，瀕危語不低於 5 人，每週少至 1 次，

每次至少 2 小時，總聚會時間不得少於 20 週。 

（三） 輔導族語學習家庭 

1. 每人至少輔導 6 戶，每戶家庭成員至少 3 人，18 歲以下至少 1 人。每

戶至少輔導 5 個月，每 2 週至少至每戶族語學習家庭輔導 1 次。 

2. 教導家庭成員建構家庭場域之族語學習環境與方式。 

3. 每一戶應於實施前及後進行族語能力評量，以評估實施成效。 

（四） 彙編祭典、文化習俗、部落史及傳說故事紀錄 

以族語及中文對照方式編輯，每年至少編輯一冊，每冊至少 5,000 字。 

（五） 協助機關推動多語服務 

（六） 其他有關族語振興事項。 

【語推人員待遇】 

1. 月薪 3 萬 6,000 元，有年終獎金 1.5 個月，享勞健保。餘執行業務必要

之雜支、加班費另有補助。 

2.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由上可知，語推人員需要具可以進行族語教學的資格，以開設相關的族

語傳習教室、辦理聚會，更需進行家戶之輔導，除此之外，亦需協助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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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機關推動多語服務，如族語公文翻譯，及其他族語振興有關之工作。

因此，語推人員需要能夠經營或動員在地族人一起營造族語的環境，亦

需進行語言的紀錄並撰寫成冊，針對目前計畫中語推人員預計執行的主

要工作，我們進一步的來討論：  

 族語傳習教室：教室的核心應是族語的傳承與教學，但若要與族語聚會

有所區隔，或許現階段族語傳習教室可以先將重點放在族語文字化的推

廣，讓族人有機會能夠書寫，也可以鼓勵族語文學創作，但要盡量避免

成為族語補習班。然而目前各族書寫僅有系統，尚未有明確的「規範」，

未來語推組織成立，就可以由各族協調書寫的規範，再開設相關課程供

語推人員進修，以利文字化的進行。  

 開設族語聚會所：自然的語言與文化交流，是聚會的核心，語推人員的

角色應為組織聚會辦理者非「授課老師」。聚會形式很適合依各族的特

性辦理，例如在山上、在田裡、在河或海邊等，也或許是一起除草工作、

一起捕魚、一起煮食等，除了單純的議題交談，更可以將文化情境融入

語言的使用中，讓參與者很自然沉浸在族語環境中學習語言與文化。  

 輔導族語家庭：進行家戶個案的輔導，協助建構家庭族語的環境。不過

族語人員應接受更多的支援及訓練，例如輔導的家庭可能是有嬰幼兒家

庭，或是有青少年的家庭，或是多語家庭，所需的方式就不太相同，因

此需要有一些嬰幼兒語言學習發展的研究，或是第二語言學習及雙（多）

語家庭所面臨語言選擇的困境等，都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彙編祭典、文化習俗、部落史及傳說故事紀錄：訪談和紀錄部落的重要

文化、歷史、故事等是很重要的工作，亦需受相關的訓練，例如參與田

野調查、轉譯、研究倫理等研習，而進行調查前也需進行整體規劃，如

此，訪談的內容、方式及紀錄才不會良莠不齊，而除了編成冊之外，影

音紀錄也需要好好的保存。 

 協助機關推動多語服務：若以公文翻譯而言，應有進一步的訓練如族，

及應先行公文語言對照的規範的工作，因為語言能力並不一定等於翻譯

能力，加上公文書的用語應更有明確的定義及規範。除此之外，因為工

作項目繁多，應注意族語推動工作的工作計畫安排，及有更明確的協助

和稽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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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關族語振興的事項： 為配合族語政策實施的其他工作，建議未

來語推人員應與各族語推組織及相關單位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為族語振

興努力。  

呈上所述，我們已針對族語推人員主要的任務進行初步討論，而整體性

建議如下： 

1. 訓練與研習：需給予語推人員的任務有完整的訓練，且每年需再參加相

關的工作坊或研習，而相關的研究也應著手進行。 

2. 支援與合作：語推人員工作項目較重，服務範圍很廣，需要很好的支援，

亦需與在地或各族語推組織及相關單位合作。 

3. 數位化及保存：語推人員在執行各工作項目時，保有之影音文字紀錄，

或是收集到的資料，除了成果報告的呈現，更重要的是要能與之後的族

語資料庫結合，以數位化典藏相關語料。 

4. 文化為本：無論是族語文字化的訓練或是營造說族語的氛圍，都應該融

入各族文化。 

5. 專管中心或專職單位：建議成立專管中心或有專責單位協助管理，當語

推人員執行工作時遇到的問題時，可給予專業的協助，並可完整評估計

畫實施的狀況，也能更容易彙整語推人員調查之語料。 

6. 工作比重與進度：對於語推人員的工作安排，需要再更明確，且需注意

工作比重及進度。 

7. 進修及資歷獎勵：在計畫及辦法中並無特別表示若是族語能力增進（如

高級晉升優級），或是依工作年資而加給薪資等，可能是未來需再思考

的部分。 

8. 語推人員配額：建議未來仍應視執行情況酌予增加名額或是調整。 

對於未來就語發中心或是依原住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七條應成立之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而言，更需要做好關的規劃，並積極與語推

人員合作，例如語推人員調查語料後，除了出版外，原始語料的保存也

很重要，因此目前語發中心已開始著手進行建置族語資料庫的計畫，未

來更希望能夠將族語文獻資料盡可能的收集和建置，除了保存之外，更

希望這些珍貴的資料能夠再被應用。而在語言研究方面，亦應進行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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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語言發展、第二語言或雙（多）語家庭學語言學習、語言選擇、族

語文字化等等研究課題，將有利於語言的推廣。 

最後，我們衷心期待族人積極投入語推人員的工作，為族語的推動注入

一股新力！當然，這樣的政策只是一種輔助我們振興族語的一種的方法，

要能成功推動族語的發展，還需仰賴族人的共同努力及支持，sa‘icelen 

kita! 

＊本文是主要是依 107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來討論，若是有疏

漏之處，仍應以政府公告內容為主，本文僅供參考。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 

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淺談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

畫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If.aspx%3FPCode%3DD0130037%26fbclid%3DIwAR3wBN7vDck6-V-Q-wZg4wjplo7lK-2kbgyyV8BPHWzexT67SE6DMMl_yQ4&h=AT3MvSnN1l37XkpcOUlr_NTYLW2fPzgy0GXBcQqR_YgLHW_Q83AfFWP2ZYCUBCWWllqJ_iHbZBdQOgQ7w5aCss8w2Ak2JN-XIFPOqd8W6yQfmo797kqSIBCbjj8pgFlPnI8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348%26fbclid%3DIwAR2yS-VszT3U7bealWkmYZ3nH8_d1pu7p_DcR7MXgzqB1nO1QrJ4INmsFoQ&h=AT0i3ZKGpVORPw5B4dPQlQiDAcMUTpTBndPqyxULQ1TWSvWfcprcTqAJujDuiPyyQDNC6lFg2ZpxymXhxGCQkJzAc5UdY8VfVtTFDWtparfHudJL3x5TDE7EtEE3PlUdzdI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apc.gov.tw%2Fportal%2FdocDetail.html%3FCID%3D964B9BFAAA44B32A%26DID%3D0C3331F0EBD318C2AD1D6DA3BBF1E148%26fbclid%3DIwAR0d4v13Uje93oJ8YBknukFK58S04-5RZBod31moTD3I1seJFFgTgeIsXLc&h=AT0mLCeukZU0kRzs6jZ9ZZFQCn6PwdR6-zEEFvdbYwKjutVYsyGciP2ZJIbvI8qJAALcwpXhGWoYgg1dn97QfbKR5VQ4IKrhQamEEGm_XsQoGI-9A24VzUbjRrYWXkXvFQRt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3DvjrOEJnMAmmVhzLfubXfzyYfc8Snm8j5dJpfTrZ3nmkDGKXTnpkCU07kGTW4xeuaWWfely4H4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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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7%80%95%E5%8D%B1%E8%AA%9E%E8%A8%80%E5%BE%A9%E6%8C%AF%E8%A8%88%E7%95%AB/19066255629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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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次閱讀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7 年 4 月 17 日頒布「107 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

振計畫（以下稱瀕危語計畫）」，也正符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七條

第一項所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政策，並優先

復振瀕危語言」。 

目前瀕危語計畫共針對 10 個語別實施，分別為卑南語、撒奇萊雅語、

噶瑪蘭語、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賽夏語、茂林魯凱語、

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由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來申請（例如○○

族文化發展學會），補助項目主要包括「師徒制」族語學習、族語學習

家庭、教會族語學習班、族語學習營、族語聚會所、其他具地方創意措

施、族語營造員等方式，並於 107 年 5 月 10 前依計畫規定之格式向原

民會提報計畫，整理如下圖。 

 

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整理 

而根據瀕危語計畫，我們進一步的整理每個項目的內容，並提出一些看

法： 

一、「師徒制」族語學習：分全職及兼職  

（一）內容 

1. 族語傳承師：需通過族語認證高級（含同等）。 

2. 族語學習員：每種瀕危語言至多 4 名。（未限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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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方式：透過日常生活互動與交談，並採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方式傳

授。 

4. 傳習時數：全職每日 8 小時、每週 5 天。兼職則每月不得低於 40 小時，

最多 80 小時。 

5. 學習紀錄：族語傳承師需建置學習簽到表，並紀錄學習員的學習時間及

狀況；而族語學習員應將學習內容彙整為學習紀錄。 

6. 學習時程：全職族語學習員最多期程為 3 年，每年期末通過語言能力檢

測者，得繼續擔任，未通過者及中途離職者「應償還該年度受雇薪資」，

結訓後需協助讓族群語言復振計畫之相關工作。 

（二）補助 

1. 全職：族語傳承師每名 35,000 元／月、學習員每名為 30,000 元／月，

並有 1.5 個月年終獎金及勞健保、勞退等。完成訓練之學習員並通過期

末語言能力檢測者給予獎勵金 36,000 元（每月 3,000 元）。 

2. 兼職：族語傳承師教學鐘點費 250 元／小時，學習員為 150 元／小時。

完成訓練之學習員並通過期末語言能力檢測者給予獎勵金 15,000 元。 

＊師徒制的傳授內容，應是融入族群生活及文化模式中來自然的學習語言，另一方

面師徒應共同努力將傳習知識文字化或應有影音記錄，未來存放於族語資料庫中，

以利更多族人能夠學習。此項有「懲罰」機制，只是語言的學習計畫、語言能力檢

測的標準及學習員的前測後測等並未有進一步的規範或建議，故執行單位需再注意

把關。而對於族語傳習來說，師徒制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我們也認為除了瀕危語之

外，未來可考量拓展到其他族群。 

二、族語學習家庭 

（一）內容 

1. 為落實族語家庭化，以原住民家庭自主學習，每戶 3 人為原則，需含 19

歲以下成員 1 人為原則，執行期間 8 個月。 

2. 選定有意願之家庭後，需調查其族語使用能力，供成效評估之依據，另

由輔導老師（需經族語認證合格人員研習證書）協助規劃適合家庭的學

習方案，每週至輔導家庭輔導教學 1 次，輔導老師需研訂學習進度表，

內容應包含族語 E 樂園基礎教材及補充教材，另需安排評量檢測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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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而各族語學習家庭應參加原民會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之各項

族語競賽活動。 

（二）補助 

完成訓練之族語學習家庭並繳交完整學習紀錄，每戶補助 15,000 元，另

補助族語教師每次輔導教學費 500 元及交通費(每次 100 元)。已參加師

徒制者，不得參加此項。 

＊此項對於有心想要振興族語卻不得其法的家庭很適合，與族語推廣人員計畫中的

輔導族語學習家庭工作滿雷同的，但待遇又更好。建議執行重點應為生活族語、參

與族群活動等，將語言自然融入生活及培養習慣開口說族語，並讓家庭成員學習怎

麼在族語 E 樂園中自主安排學習或是親子共讀及使用族語遊戲教材等。若是最終可

以從各族報告中彙編出「家庭生活族語 300句」、「圖解家庭生活用詞彙」，記錄

家庭生活必備用語，相信對於家庭族語的推動會非常有幫助，或許未來也可以和研

究單位進行橫向連結，以實際產出生活可使用的族語工具書。另執行期間的部分，

今年度應不滿 8個月。 

三、教會族語學習班 

（一）內容 

1. 成員 5 人以上，以講授「兒童主日學」課程如聖經故事、詩歌教唱、童

謠等。亦可聘請族語流利者協助主日學老師以族語共同教學，每月4次，

每次 1 小時，執行 8 個月。最後需做學習紀錄彙整，並透過書面測驗、

活動設計、遊戲、表演等方式進行學習成效評估。 

2. 而補助項目亦包括族語證道（採雙語或族語 50%以上）及週報加上族語

書寫、辦理「族語詩歌練習」、推動「族語查經班」、辦理「族語學習

成效」活動（如朗讀、演說或親子遊戲）、各種團契（小組）鼓勵說族

語、語言彙編及教會族語情境布置，而上述的方式都需紀錄並彙整內

容。 

（二）補助 

補助內容含師資鐘點費、交通費、族語情境布置費、資料影印費、茶點

費、雜支等。每班最多補助 10 萬元。 

＊教會一直是族語傳遞一個很強大的力量，也是很好的族語復育搖籃，因此鼓勵族

語氛圍的營造對於族語的推動是很好的助力。其中，講授兒童主日學的聖經故事，

除了需要族語能力之外，更需要先行將聖經故事簡單化，以及搭配圖像才容易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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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進入族語的學習氛圍。因此如果有相關的教學內容產生，應將這樣的教材分享

及彙編，讓更多人可以使用。另執行期間的部分，今年度應不滿 8個月。 

四、族語學習營 

（一）內容 

針對寒暑假返鄉之青少年提供沉浸式族語學習環境，以原住民學生為主，

每梯次參加學員人數至少 5 人，上課時數 40 小時。並聘請資深之族語

老師擔任學習營輔導老師，學習內容應包含族語 E 樂園基礎教材及補充

教材。並研訂教案及進度表並訂更生活化之教材或內容（如田野、戶外

族語教學）。 

（二）補助 

補助內容含師資鐘點費、交通費、場地費、教材費、族語情境布置費、

資料影印費、茶點費、雜支等。每場最多補助 10 萬元。 

＊寒暑假針對青少年的學習營，建議可排除所謂的制式教材，反倒是要好好的玩樂，

從遊戲中、活動中自然學習族語，而長輩（老師）們帶領學員做一些關於傳統文化

的活動，例如到田裡採集野菜、煮食等，全程族語，亦可以與族語師徒制的成員合

作，將影音及文字記錄下來，累積珍貴的語料。 

五、族語聚會所 

（一）內容 

1. 由族人共推熟稔族語之人員擔任族語老師，廣邀族人參與辦理常態性聚

會，成員至少 5 人以上，以族語交談及進行議題討論，每週 1 次，每次

3 小時，執行期間 8 個月。 

2. 由族語老師帶領參與的族人，共同將學習族語的過程，透過文字紀錄、

圖卡彩繪、影音紀錄、facebook 交流及小型成果發表等各式創意方式呈

現。 

（二）補助 

補助內容含主題師資鐘點費、交通費、住宿費、場地費、教材費、資料

影印費、茶水費、雜支等。每班最多補助 10 萬元。 

＊此項亦與族語推廣人員計畫中的「開設族語聚會所」有異取同工之妙，應考慮合

作並將資源應用的效果極大化，影音記錄搭配社群軟體，讓無法參與的族人也有機

會「線上」參與其中也是很好的想法。 

六、其他具地方創意措施：依自身族群特性提出適當之族語復振推動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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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族語營造員 

（一）內容 

族語營造員進用資格依「社會團體工作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並不得受

補助單位負責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提送計畫時檢附族語

營造員資歷。辦理事項包括細部計畫、工作聯繫、各項紀錄、核銷資料、

平台及相關資料之提送、彙整及建檔。 

（二）補助 

1. 族語營造員津貼： 

2. 核定執行 3 項補助項目者，每月津貼 8,000 元。 

3. 執行 4 項補助項目者，每月津貼 14,000 元。 

4. 執行 5 項以上補助項目者，每月津貼 20,000 元。 

5. 核定執行 6 項補助項目以上者，每名 26,400 元，1.5 個月薪資之年終獎

金，另勞健保費、職災及勞退依規定額提報。 

6. 族語營造員、計畫主持人及行政管理費：僅限由萬山魯凱語、茂林魯凱

語及多納魯凱語等三種語別申請。餘 7 種語別由原民會「107 年原住民

族語言推動組織（以下稱語推組織）補助計畫」補助其人事費、一般事

務費及設備費。 

＊實質的工作是行政作業，有助於各申請組織團體執行計畫，但依註解來看除了魯

凱語之外的 7種語別是由語推組織計畫經費支應，也就是說本次的申請雖說是開放

給「立案的人民團體」申請，未能得知是否實際上是讓瀕危語的「語推組織」來規

劃及申請，而目前語推組織亦尚未公告。然而如果族人能凝聚向心力共同參加語推

組織一起努力，想必蓄積的力量會更強大。 

【綜合建議】 

依上述整理自瀕危語計畫的內容可知，該計畫內容十分豐富，執行內容

亦具有彈性，並由各實施族語別自己透過族人自發性（經立案）之組織

來申請，對於動員及執行計畫上非常有利，各申請之組織團體除了有一

筆行政管理費之外，更可申請設置族語營造員來協助行政工作，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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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之人力。然而，資源要如何分配及有效應用，仍是一大問題，

因此需要族人團結自發性的規劃，共同為族語振興努力。 

整體來說，關於族語瀕危計畫有一些想法，簡述如下： 

1. 專管中心：目前原民會已委外成立瀕危語計畫專管中心，協助資料彙整、

訪視、建置瀕危語言復振網站、辦理評鑑和語言能力檢測。 

2. 資料共享：參與計畫需同意相關記錄應無償公開，以利族語的保存與推

廣。 

3. 數位保存：由專管中心彙整所有的資料，尤其是語言記錄，需數位化並

公開，以利典藏與再應用，而未來若考量資源整合也可以存放於數位族

語資料庫中。 

4. 語言推廣：收集的資料不應只是為了「成果報告」，而是確實可以再利

用、再推廣，甚至未來可從中彙編如「家庭用語必備 300 句」此類非

常實用的書籍。 

5. 不只是學族語：族語師徒制的部分，應考量族群知識體系的建構，包含

價值觀、文化、倫理、生活知識等等，學習的應不只是「語言」，而是

完整的知識體系。未來亦可將這樣的政策模式再推廣至其他族群，或許

也可以從兼職的方式開始。 

6. 橫向合作：此前已公告族語推廣人員計畫，也許部分工作可以考量資源

整合，橫向合作，對於族語振興更有幫助。 

總結而論，本文從族語瀕危計畫來討論各補助項目的內容，並提出一些

建議，希望提供族人參考。若族人能凝聚並團結彼此的力量，共同討論

並動員族人一起參與及規劃，再原民會申請補助，讓瀕危語有新的力量

注入，持續開花。 

＊本文是主要是依 107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來討論，若是有疏漏之

處，仍應以政府公告內容為主，本文僅供參考。 

參考資料： 

107 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 

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7UKqDY%3Ffbclid%3DIwAR1iRYiZasrhWopGFQqv5Lc-jqSXv3pLzWwd8ulDWHdcYKgk32NbduG6E_U&h=AT0lz7hT0dvcCMq7BcbxaigWPmsfb8-211UAVY2xOuiHvwlka_wBBxhcjJbSFifTy4ROAtAUCHpHOCo0fG9zb7QsJQ9OqowpLvP-BX7XKm4vvAGA1m1WooRELZNj1yqQ7waZ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If.aspx%3FPCode%3DD0130037%26fbclid%3DIwAR2aHi_v4WUXKVvMgem44jqC0DaWpWfh3V-IQ-AN-agH_mTTWaKR4a0KE2g&h=AT2VgOayfIyADR8uSCvJyFOsrckNoSsBjqpC1NGsp4dZ5wo0iyOe_RdeDSTEyNDPFTjxAEVRXj8dGMWKlolTrNp8Z1CgbVSqK8-RFgN-g-Ts0F-KYutm4BTEln37agJ7Ewo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348%26fbclid%3DIwAR1dRg00u25wF6WlJAqbW1cFoKiKt3kOzvHe_a_wFtxpZ_MOZXUqdSAW89k&h=AT0UT-j45kOycw9muneqYdXVDr7AEYaGyB41pIMHosfvOtKjSvLApZ0_oEwpLu9MWKZSmxNxiIdwXhdTmJXCQFl1m9TyrbdL_GpKCkWl1VSDIcSuMhQB504ltreWTqbaMcY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apc.gov.tw%2Fportal%2FdocDetail.html%3FCID%3D964B9BFAAA44B32A%26DID%3D0C3331F0EBD318C2AD1D6DA3BBF1E148%26fbclid%3DIwAR1zcfGQHjHhGfpmAQ9qD41kJ2cEVzbFVPiCuS7PXioicfZgyYgnwcK6Qhk&h=AT1LK2jns25ywJk5qQt8Fzi8S1Ci07Cwrt-z4V82TIn3b9cfbz2n6yGgJQWRSZkit7xRJWAtQOx3bVekmJ_op4SXyVNOEJDmnZXBngyv8XHGZTUhCkY1wH-vS9lWm95I9b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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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原住民族語老師之進用考

核及待遇辦法草案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103 次閱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聘任專職原住民

族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試辦注意事項」自 2017 年 8 月起開始試辦，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w-nTT4ITaLntonPZrvn_GwHr_KRUE1hdHSKquOTelAsux1h5utiNN4dHtV_KuYRQ45a2MT2qfOs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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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80%81%E5%B8%AB%E4%B9%8B%E9%80%B2%E7%94%A8%E8%80%83%E6%A0%B8%E5%8F%8A%E5%BE%85%E9%81%87%E8%BE%A6%E6%B3%95%E8%8D%89%E6%A1%88/192016639827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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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近一年後，國教署已起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之進

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草案（以下簡稱族語老師考核及待遇辦法）」，並於

2018 年 5 月於中、南、北、東區分別辦理分區諮詢會議，而筆者於 5

月 21 日參加台北場次，會中有國教署業務承辦人員及長官、受委託之

東華大學計畫主持人、現職族語老師（含專職及鐘點）、學校校長、地

方政府教育局或原民局承辦人員、部分原住民族群的語言發展學會代表

等出席，現場討論十分熱絡，也針對族語老師考核及待遇辦法草案提出

問題與建議。 

而本文除了就族語老師考核及待遇辦法草案的內容來討論，亦會進一步

的與試辦辦法做大致的比較，也期盼族語老師的政策能更完善，讓這份

工作更有發展性，未來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從一般教育中也有族語

及文化的融入。此草案共有二十八條，以下為草案之說明： 

1.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2. 原住民族語老師身分定性及甄選方式。(草案第二條) 

3. 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4. 明定甄選組織、委員組成及報名等。（草案第四條至第八條） 

5. 原住民族語老師之契約。(草案第九條) 

6. 原住民族語老師薪資及年終工作獎金。(草案第十條) 

7. 原住民族語老師辦理保險、資遣及退休。(草案第十一條) 

8. 原住民族語老師職責。(草案第十二條) 

9. 原住民族語老師之授課節數。(草案第十三條) 

10. 原住民族語老師主從聘。(草案第十四條) 

11. 原住民族語老師進修。(草案第十五條) 

12. 原住民族語老師之兼職、兼課及寒暑假工作內容。(草案第十六條) 

13. 原住民族語老師之給假。(草案第十七條) 

14. 原住民族語老師之考核。(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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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辦理原住民族語老師甄選、考評及考核之人員，遵守行政程序法有關利

益迴避之規定。(草案第二十四條) 

16. 辦理原住民族語老師之甄選等資料，應依相關法規保存。(草案第二十

五條) 

17. 原住民族語老師停聘及解聘。(草案第二十六條) 

18.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得訂定補充規定。(草案第二十七條) 

19. 本辦法施行日期。(草案第二十八條) 

而筆者彙整重要的問題及建議後，

試著將草案與試辦規定進行比較

及分析： 

一、對於族語老師的定義 

[草案] 

 稱謂：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以

下簡稱族語老師)，指依第三條規定取得資格，並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依照勞動基準法規定進用專門從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事務

之專職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試辦] 

 稱謂：第一點規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保障

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支人員）之穩定工作環境，

提升教支人員教學能力，試行推動教支人員專職化，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討論] 草案已從教支人員的稱謂改稱「族語老師」，但實質上還是認定

其為「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二、薪資待遇、考核與進用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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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附表的「原住民族語老師之薪資支給基準表」，是以學歷及年資

計算，如高中學歷第一年從 29,000 起薪，而碩士以上是 37,240 起薪。 

 考核：第十九條規定考核甲等次學年薪資得提高一級，但第二項又限縮

取得甲等者不得超過該校族語老師考核人數的 75%。 

 進用及解聘：第四條規定應由各縣市辦理聯合徵選。而第二條則規定，

族語老師依勞基法規定應簽訂不定期契約。第二十六條有規定不得在學

校服務之事項。 

[試辦] 

 待遇：有依族語能力（高、優級）計算的學術費加給、學歷則是本俸有

差異，若為高中程度並有族語高級為 35,879 元、優級為 39,905 元，碩

士則依族語能力分別是 43,963 元及 48,595 元。 

 考核：並無特別規定。 

 進用及解聘：第三點規定，由地方政府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前擬具專職教

支人員甄選計畫，報國教署核定後實施。而第十一點有提到若有教師法

第十四條之情事，由縣市政府視情節輕重處以不聘任、停聘或解聘。 

[討論] 

1. 待遇方面，原本試辦計畫的待遇優於目前的草案，而草案並未將族語老

師過往年資以及族語能力列入薪資的考量，而是以學歷為薪資評斷的主

要標準。 

2. ＊考核原本並無規定，而草案則限縮可晉薪的條件，即無論是否族語老

師的考核符合標準可以得到甲等，但會受限於取得甲等者不得超過該校

族語老師考核人數的 75%之規定，例如是該校有 2 名族語老師，就非得

有一位不能拿甲等，表示考核制度並非達標就可以被評成甲等以獲得晉

薪的資格，也就是制度上，只有前 75%的人才能獲得甲等，而若執行此

規定，為表公平，可能學校大多會採讓族語老師考核輪流拿甲等，如此

一來將失去考核的意義。 

3. ＊進用則是每年重新徵選改為視同繼續聘用的不定期契約，會議中國教

署解釋此為「類終生職」，即不用每年都重新考試，但就草案規定中，

沒有明確的提到一般不適任之考核（例如連續丙等）及解聘的規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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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十六條列舉重大事項給予解聘、退休等，而其他罰則僅有考核丙

等不得領年終獎金。而原本的試辦規定則是依教師法第十四條之明確規

定，由教評會會議審議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職責、授課時數、進修、兼職、休假 

[草案]  

 職責：族語教學、族語教學相關行政、族語文發展工作、經指定參加族

語文教學專業研習或進修、其他經由教育部或地方教育局等指派與族語

教學相關之工作，並不得安排族語老師擔任導師及借調教育局處。 

 授課時數：每週基本時數為 20 節，特殊情況可提報地方政府核可減授

4 節，再不足應以族語文教學校關工作抵充之。若經核准，可支給超節

數鐘點費以 4 節為原則。 

 進修：每年應進修研究族語文教學專業知能 36 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另在職學位進修的部分因與教師法規定不同，因此依各縣市核定。 

 兼職：第十六條規定應全職工作，上班時間不得兼職，若在公私立學校

兼課，經服務學校核准，可於校外兼課不超過 4 小時。 

 休假：第十七條規定，族語老師之給假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試辦] 

 職責：族語教學。 

 授課時數：每週基本時數為 16 節，特殊情況可提報地方政府核可減授 4

節，再不足應以由學校指派相關教學服務工作補足。若經核准，可支給

超節數鐘點費上限 4 節。 

 進修：每年應進修研究族語文教學專業知能 36 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在職學位進修的部分未規定。 

 兼職：第九點規定應全職工作。 

 休假：第十點規定，專職教支人員之出勤比照學校行政人員之規定；給

假比照約僱人員辦理；專職教支人員於受聘期間其權利及義務依國民中

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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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案中規定族語老師之職責更多，亦有可能被指派更多行政或其他文化

課程的教學工作，而備課或是開發教材等反而未被納入。 

2. 授課時數從基本的每週 16 節提高至 20 節，在試辦時，仍比照給鐘點老

師的交通費支給費用，而草案中並無另支給交通費，目前仍有老師提到

雖已是專職族語老師但仍需要至多所學校授課，甚至有的老師要跑十所

學校，因此需考量相關經費之支應，目前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中第四點有提到補助原

則，每人每學期補助以 8 千元為限。 

3. 另外，專職族語老師目前並未編列代課鐘點費，若在學期中需參加其他

重要指派出席的族語文相關會議、研習、工作坊等，就會遇到因公出差

而學校沒有代課費可以支應的問題。 

4. 兼職的部分僅提到上班時間不得兼職，但經核准可以於他校兼課（族語

文相關）。 

5. 休假規定若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之規

定，事實上更優於勞基法之規定。 

前述我們已整理重點的比較，而目

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

老師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草案

仍有需要再研商及修改之處，以下

是筆者彙整的建議： 

1. 定義及定位：是族語老師還是教學「支援」人員，在草案中實際上還是

視為教學支援人員，而在學校的期待中又希望是像一般教師一樣可以經

營班級的「老師」，並有很多其他法條中曖昧不清的工作規定，像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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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相關的「行政工作」，又很多像進修規定也和一般教師的待遇不同，

休假亦是走勞基法路線，其實比較應該是「契約規範」而不是法規。 

2. 甄選方式：聯合徵選是為了避免不透明，而在辦理完專職族語老師徵選

釋出名額以徵選鐘點族語老師，保障學生的受教權，也有老師提到或許

可以保留分區辦理徵選的可能性。 

3. 工作及相關規定：工作項目、減授時數、兼職進修等規定應另由中央明

確規範，否則仍可能會有各縣市不同調的問題。 

4. 研習進修：研習課程需要專業規劃，除了提升老師族語文專業的知識，

更需要輔導老 師進修專業的班級經營、教學教法、教案設計等教學方

面培訓的課程，特別是針對新近教師除了每年 36 小時的課程外，更需

要實際教學的協助。而中央相關主管機關更應進一步的規劃，包含入職

訓練、在職進修、學位學分進修等課程及資源配合。另外，更應明確規

範每年 36 小時的課程至少應修習的部分及認定的方式，都應有專業的

評估與規劃。 

5. 考核及獎懲：限縮考核甲等名額之規定應考慮刪除，不適任老師之懲處

規定應更明確。 

6. 待遇與族語專業能力：應考量開放低年級由年輕的老師進來授課（取得

中高級），也是在職和資深的老師學習，並規定幾年內取得高級認證等。

而族語能力應有薪資上的差別，而不是主要以學歷為考量。年資的部分，

可以設計適當的資歷併計折算的統計方式，並製表供對照及載明相關證

明方式，而非直接抹殺老師們教學多年的資歷直接歸零。而目草案的薪

資結構在第一年看來是低於試辦的薪資，地方政府擔心可能會更吸引不

了族語師資。 

7. 授課節數：20 節課中是否可以包含進修，或是備課、製作教材等交流

的時間，或是支援沈浸式族語幼兒園等族語教學，都是需要中央有一個

規範，地方政府才能有所依據。 

8. 專管單位：草案中仍是有很多規定是由各縣市政府或學校核准即可，但

就地方政府或學校而言，若沒有中央的明確依據是很難執行，也需要專

管單位整合資源或是提供相關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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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費用支給：相關費用、薪資等需準時發放，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處理經費

事宜應更積極，否則恐會影響族語老師們的生計，而其他費用如交通費、

公出代課費用等都應再體貼族語老師的難處，給予適當的協助。 

綜上所述，本文大致上整理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之進

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草案）」之規定，並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聘任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試

辦注意事項」做比較，進而提出討論及初步的建議，本文仍有許多未提

及之面向，仍有待各界師長提出建議。若有其他的想法或建議，請至執

行該計畫單位設置之「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條款相關子法研擬」線上意

見表填寫您的建議，以期未來此法規對於族語老師的待遇更為完善，並

能吸引年輕一代投入族語文教育的工作。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Akiw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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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

中的幼兒族語學習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180 次閱讀 

教育部委託東華大學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稱原教法）修正草

案的公聽會，並於 6 月 2 日開始至 6 月 15 日，期間分別於北、中、南、

東區辦理完竣。會中由計畫主持人針對草案修正內容做重點簡報，並針

對較有爭議的法條說明甲案、乙案的做法，以聽取參與人士的意見，最

後由教育部及原民會代表給予相關問題的回應。 

我們參與了 6 月 7 日北區的場次，大多數人所關心的還是在於教師的聘

任以及原教法是否能落實，另外亦關心需取得族語認證的相關規定。而

筆者今天想要談的是較少人關注在原教法修正條文中原住民幼兒教育

部分。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8 條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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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H3TZ1F_ji0I5t0hI6AnhSvURbDJEOd0RaO1_YJ3_t92_dSUKPSvHqU2nzwN_XayaLphcAx6uM4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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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123 
 

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即政府應積極提供原住民幼兒的族語

學習機會，然而在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第 14、15 條則變成「應鼓

勵實施沉浸式族語教保服務」較消極、被動、補助式的方式。相關修正

草案條文如下： 

第 14 條 

地方政府應於原住民族地區普設公立幼兒園、非營利幼兒園、社區或部

落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原住民幼兒教保服務之機會。 

地方政府應定期對於居住原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辦理原住民族幼兒教

育資源及需求之調查，並提供適當之教保服務。 

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配合國家政策，有使用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必要時，得由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

其租金基準，按該土地及建築物當期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稅計收

年租金。 

前項土地應辦理用地變更者，由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落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報地方政府核轉有關機關依規定辦理。 

第 15 條 

原住民幼兒有就讀公立幼兒園、非營利幼兒園、社區或部落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之優先權。 

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對於就讀公私立幼兒

園、非營利幼兒園、社區或部落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原住民幼兒，視實

際需要補助其學費；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其族語、歷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落照顧精神 ，

地方政府應輔導或補助部落、法人、團體辦理社區互助式或部落互助式

幼兒教保服務。 

地方政府辦理前項輔導或補助事項，應鼓勵實施沉浸式族語教保服務；

其有經費不足者，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分別予以補助。 

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應鼓勵、輔導、委託民間或自行辦理未

滿二歲原住民幼兒之托育服務，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予

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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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我們依原教法修正草案第 14 條及 15 條來討論，在第 14 條

中第一項即說明在原住民族地區要提供幼兒教保服務，第二項則是規定

針對在非在原住民地區居住之原住民要辦理「原住民族幼兒教育資源及

需求之調查」提供適當的教保服務，只是從調查到落實，時間會不會太

長，孩子很快就長大不等人。而後二項則是提到場地建物的租借。 

第 15 條第一項則是原住民幼兒有優先入學的權力，第二項則是提到學

費補助，第三項則是輔導或補助部落、團體等自行辦理互助式幼兒教保

服務。第四項補充互助式教保服務應鼓勵實施沉浸式教保服務。第五項

則是提到未滿二歲原住民幼兒的托育服務是由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補助。 

也就是說，對於 0 至 6 歲的幼嬰幼兒語言黃金時期，原教法只能用「鼓

勵」的方式鼓勵族人、部落、團體自發性申請互助式教保服務並提供族

語教學，至於公辦沉浸式族語教學這種積極提供學習族語的方式則是不

在此列。當然，目前原民會也持續在進行公幼的沉浸式幼兒園計畫，及

族語紮根計畫，更有鼓勵親屬保母形式的族語保母計畫。但就家長的角

度來說，假設今日住在新北市中和區，有一個孩子要上幼兒園，目前只

有新莊丹鳳國小可以選擇，如果不是住在鄰近的地區，願意讓孩子學習

族語的家長，反而變成「自找麻煩」，因為學習族語的成本相較於在附

近找公幼或其他幼兒園，遠比跨區就讀輕鬆。又如果家長很希望孩子可

以就讀於沉浸式幼兒園，而下學年開始在台北市螢橋附設幼兒園有新開

族語課，所幸北市沒有限制新北的孩子不能就讀，勉強可以報名，但會

變成新北市、台北市針對幼兒的補助無法領取（因為設籍在新北、讀台

北的學校），也就是說沒有強大動機的家長，往往很難克服重重「阻礙」，

放棄便利的幼兒園帶孩子跨區就讀，更遑論雙北地區下學期唯二的沉浸

式幼兒園都是阿美族語，其他族群的孩子的族語學習權利呢？ 

2017 年筆者曾簡要的談過「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幼兒語言政策」

(Akiw, 2017)，文中已提過都市原住民幼兒學習族語的困境，可能一無

「族語親屬保母」可協助，二無沉浸式幼兒園可以就讀。而今我們又提

及實際上家長在選擇就讀沉浸式幼兒園的總總困難與障礙， 確實足以

使大多數的族人選擇就近找一般幼兒園就讀。 

沉浸式族語幼兒園是由學校被動式申請，由機關補助，而非主動式辦理，

往往常不能開辦的問題是在於「沒有足夠師資」、「沒有學校申請」等，

若是按，原教法修正草案第 14 條第二項的草案規定，除了要積極的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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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0-6%E6%AD%B2%E5%AD%B8%E9%BD%A1%E5%89%8D%E5%AC%B0%E5%B9%BC%E5%85%92%E8%AA%9E%E8%A8%80%E6%94%BF%E7%AD%96%E6%B7%BA%E8%AB%87/18055388364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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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家長及幼兒的族語學習需求，更可先透過戶政資料做第一階段的統計，

出生登記是什麼族群大概就可以推測同一區域未來沉浸式托育服務（0

歲至未滿 3 歲）及幼兒園的需求（滿 3 足歲可就讀幼兒園），再配合提

升就讀族語嬰幼兒托育機構者補助更優惠的方式，也由各縣市語推人員

宣導，我們期待幼兒的沉浸式族語學習模式能即早脫離「示範性質」走

向「一般化」的族語教育政策。 

當然，族語的傳承最重要的還是族人的自覺，如果族人能自主成立互助

教保服務，用自己的方式帶領幼兒真正沉浸在族語和文化中，相信對於

族語與文化的傳承一定更有幫助。Mata Taiwan 於 2016 年提到全台僅 5

家合法的社區互助教保(Vaness Lai, 2016)，而考量地方需求也逐步在修

法，也希望在原教法修正後能夠落實，積極推動族人、團體成立族語教

保服務或是輔導原本的服務合法化，亦可作為現行沉浸式族語幼兒園文

化族語課程結合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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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matataiwan.com%2F2016%2F11%2F05%2Fchildren-care-indigenous-communities%2F%3Ffbclid%3DIwAR3W4aK5BNtcvDFeNGMM7kjJYqbDx7grQKhpzNPpKj13QXE448lT_nH5gJQ&h=AT32t2l3aTVUgDChiya5A543j8UFk59UCRCFH764GAR_22sHAKHfEKJFzAMdmP_c0vbl36QKOw7mhpgYJzNDVyGZiqAIwL9-cM67n1a2usBHSuzB8kUxs3yu4R-yP6wMMMZ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matataiwan.com%2F2016%2F11%2F05%2Fchildren-care-indigenous-communities%2F%3Ffbclid%3DIwAR3W4aK5BNtcvDFeNGMM7kjJYqbDx7grQKhpzNPpKj13QXE448lT_nH5gJQ&h=AT32t2l3aTVUgDChiya5A543j8UFk59UCRCFH764GAR_22sHAKHfEKJFzAMdmP_c0vbl36QKOw7mhpgYJzNDVyGZiqAIwL9-cM67n1a2usBHSuzB8kUxs3yu4R-yP6wMMMZq


126 
 

 
 
 
 
 
 
 

誰需要族語認證測驗的語言證

明？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五 

497 次閱讀 

2017 年 6 月 14 日正式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以下簡稱「原

語發法」)，隨後與原語發法有關之法規也開始修訂。去年(2017)《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12 月 20 日修正發布，族語認證正式分為五級，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 

認證的改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例如英語的多益測驗改版一樣，測驗不

會一成不變，測驗是會改版的。認證測驗會隨著測驗者的程度、或試題

測驗不同語言能力狀態，調整試題等而有所變動。這些內容都會依據受

測者考後資料，經過分析後做最後的評估進行調整。 

族語認證於去年增加了「中高級」，該級別介於「中級」及「高級」之

間，「中高級」包含聽、說、讀、寫四項能力測驗，詳細的試題範例可

連結到「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http://lokahsu.org.tw/)網頁上查

詢。學習族語可連上「族語 E 樂園」(http://web.klokah.tw/)學習或是連

結到「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https://alilin.apc.gov.tw/tw/)。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PWQLjdntNLoNBRduw1Lcj4cOxZ0DwwoK82zWNqmI87EByzwP67a9NXnGN3AYDhvuiXKandehx_3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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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E9%9C%80%E8%A6%81%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6%B8%AC%E9%A9%97%E7%9A%84%E8%AA%9E%E8%A8%80%E8%AD%89%E6%98%8E/188238483871967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rJ9I1QlWS_JJmnCUGsfGrd3E9Q4P6kw9JIbmVrkmeM-SIeNFeDQiFqFQ&h=AT3fVK56JIk6pkEZS-S7jOMNUWnIiE6c435xXjzVNigb3KekX0whCIg1Ru6w0JKqFm2LepxmtyLhZKV9MvO3PcTsiNc9uY5vpBEzifbNtX5_Uda8Mss6hGJ7FZik1qT6-Ew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02089%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A%258D%25E8%25AD%2589%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N2CrMFBLJBXiq5lwt2qvvchcNY8YNZiuiwq2wf9JRaEo0lFxKkMz2_Lg&h=AT3I4MwvqCYOydDq2fvwEwpCPfTo_ACMDpEArdaGRCCvwg4esQ81zZ-DEC5ZgeuQdGYAslgCayftf57Ie2rhrjFe1C0y-uQazGtGJeP7kTX1aFCB1Aakb351EQATTkn0dGP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02089%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A%258D%25E8%25AD%2589%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N2CrMFBLJBXiq5lwt2qvvchcNY8YNZiuiwq2wf9JRaEo0lFxKkMz2_Lg&h=AT3I4MwvqCYOydDq2fvwEwpCPfTo_ACMDpEArdaGRCCvwg4esQ81zZ-DEC5ZgeuQdGYAslgCayftf57Ie2rhrjFe1C0y-uQazGtGJeP7kTX1aFCB1Aakb351EQATTkn0dGP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1H1Gr1_T8JlQCs6aiMpSAtyVdJkr2ieowk4wWSbjIUYe6LSMGr3vouqHo&h=AT35M9ToAIfkCR9qsYOp5rvzSac-QKPuXO1xgX2DIBsvNx7rGDAeR63BNpLY1KKq6NNWEqlb6vtNftG1hxvL7_NjINyOfk-tfJIytFH4FX34qCwasGsX7vviNzNzXqN8YB8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3Il3nz_WYkcwkcyEikgmqqIrD-NZeMZiDFey3Xt8BNXFKrA-NF3ViFB_A&h=AT1zlL3k2x1w6sTD-RNiWmQgHt6xVwiasUcE7xCSX8fmCDY0-_dBp_IC2Rh7pSnH6WXgPIPDHLU-cDnt70WvpdASWaQCjrWC-D8QNHIXdW_dvCSC4CNdKp2VGSXktPDrYmV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0bc7h_8u5MOS1WPI4yPm3eSE0ggNheqLkFFtERV2Y5rRdgEnnSmBzWZf8&h=AT0vrQQcgjoX8Q9xqfhZ7jqKI2w86DqhyYq_HqPllsVUh2KlNkwFQWRTN8n_ilyoYyGaSb9J0PfP5RZkpuc_gAd5Ta1HXKkvbPk-AUOUW14YAA0-bM6URAXd1psHFxr1dP7i
http://web.klokah.tw/?fbclid=IwAR2ZL3HWzym215uSJuMFTrwkiftaxb280uiqbhCZnZdD6w0bWjeUc79Hrl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3tQ4GZFEFu1RNQyKZft5d-cOwWXXGSU_rED5flYPjAe8FXzSnZ95gyyz4&h=AT3rVxHqD_5C-jAauicbMfGRGvsGRVnG7i4I68__M4relNTLdoae5xBodShz15AgpWMy1RgR0WXHXOHzdQTJoMLeXSz3oahpd3QgKfBlvV6QkOBRFAalH96B41Wc_MyvnAY-
https://alilin.apc.gov.tw/tw/?fbclid=IwAR1nJz7nKbW5KrLwsuKYgpt7hiFCxQADG7C0QayEhA5xL5QOM_6H5SQbGXA


127 
 

至目前查詢到與「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有關的法規如下：《原

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設置辦法》、《原住民族教育法》、《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

務實施辦法》、《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聘任辦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社工員師公開甄選作業規範》、《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

明要點》等法令條文。 

從這些條文可以知道，未來想進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學校、

公立幼兒園等，請盡早準備族語認證。想取得公費留學出國讀書、師資

培育公費生、原住民社工員師、教保人員、族語老師等等，也請盡早準

備族語認證。有些條文有明文規定需取得族語能力證明，請族人朋友們

多多注意，好好把握機會，努力取得族語能力證明文件。 

以下以圖呈現族語認證與單位及人員有關係之簡略圖。總而言之，所有

族人都需要為各自族群的語言努力，族群語言的壯大及發展，最終仍是

需要族群內族人持續傳承下去。 

 

族語認證與單位及人員有關係之簡略圖 

誰需要族語認證測驗的語言證明？ 

除了法規中有規定要取得族語能力認證證明外，只要想了解自己的族語

能力，都可以報名族語認證測驗，測驗完可以了解自己的族語聽、說、

讀、寫四項能力，族語認證並沒有限制誰可以考，任何人都可以考族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9F%25BA%25E6%259C%25AC%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iblbxXS9IY32FJR_hCUkxBJbMC0V26YfZ6VM8Xx9r12aO8AfqXBNt4oM&h=AT3KL6I4IUQfGH5WYp9wSmmHjaS8W6TyAgmO_Rg6f0-sdjFig1IxaQd4uaY9n0DYmKxFWiwAWuX5ZvW5AxvHXpDpp0MQBHxmTxjeBG5nVmrzM35Wmcq5yO3UeKGhgiZbx-h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9F%25BA%25E6%259C%25AC%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iblbxXS9IY32FJR_hCUkxBJbMC0V26YfZ6VM8Xx9r12aO8AfqXBNt4oM&h=AT3KL6I4IUQfGH5WYp9wSmmHjaS8W6TyAgmO_Rg6f0-sdjFig1IxaQd4uaY9n0DYmKxFWiwAWuX5ZvW5AxvHXpDpp0MQBHxmTxjeBG5nVmrzM35Wmcq5yO3UeKGhgiZbx-h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3Dtuthh7N17sGmMsEVpgFDXsvcCuMeb2DSPkdysgm9O6keuUkHTESOPE&h=AT1yhD6u2vzlUErEi9XMup0NdN-i-7oShcH0HYr3yYgYMLde0Pvbss_DH3A3JKVZMr8BXUfH1I8YHrHzsFpP5q9VNwdSKqkLb1u_i2xf6ERONZCniNTVSoaWRe4XCgsc9jP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6%258E%25A8%25E5%25BB%25A3%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4oS0s-PAaUFk302dzzWxYn1jlwUEOpobctX9WOA2zqoKf38HwdxeAXJg&h=AT2yLgPcypPQyAbxQNmdBi0jkmfGJK7TxAmuQ0aVVvlyaAEOgA6EEQuMeyhtF_B580RM7gkN4M7EEmT7prDy0ZxTdOFcnQ2G6bm7Bhe6KclxN4UNIRjYL1kdl66XPPg4afm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6%258E%25A8%25E5%25BB%25A3%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4oS0s-PAaUFk302dzzWxYn1jlwUEOpobctX9WOA2zqoKf38HwdxeAXJg&h=AT2yLgPcypPQyAbxQNmdBi0jkmfGJK7TxAmuQ0aVVvlyaAEOgA6EEQuMeyhtF_B580RM7gkN4M7EEmT7prDy0ZxTdOFcnQ2G6bm7Bhe6KclxN4UNIRjYL1kdl66XPPg4afm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m8K9pvHq6ZDEiB_xVe5T1OLMLfvNZNAu3nW4VqhqMCEilK5oGEdeeF_I&h=AT2nNunhNFTB-p9wYT-p3rbeZwPfONuy099sOB4m4tcc9nAGNIFutnd0KXU1gN5Yw8JRXMb8lGceydsQlukcHKE7a5vRXxufmkh7u1o_pRg3lMiPlJlIhu1ggAqW81aBG4D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7%25A4%25BE%25E5%258D%2580%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5%258F%258A%25E9%2583%25A8%25E8%2590%25BD%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6%2595%2599%25E4%25BF%259D%25E6%259C%258D%25E5%258B%2599%25E5%25AF%25A6%25E6%2596%25BD%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6HoPFrlyMlicvBffTvmIKaQ6xC8sOacBSX96xsE2c2YOme19E5wiVSxE&h=AT34_Rjdwm_2YqqLPsz-TYtq2zwsrDhh0rjnjrTMa1Z_U-Ktt5HyPsQkxVxFZcsZsuSLIzCPxEHhpKkmvRC5P6nGhb2vsbmwk2jIeUuQ0JVM8brMm7QMQ9GpBYGC2FuJKJDU7e810mjSmUpLx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7%25A4%25BE%25E5%258D%2580%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5%258F%258A%25E9%2583%25A8%25E8%2590%25BD%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6%2595%2599%25E4%25BF%259D%25E6%259C%258D%25E5%258B%2599%25E5%25AF%25A6%25E6%2596%25BD%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6HoPFrlyMlicvBffTvmIKaQ6xC8sOacBSX96xsE2c2YOme19E5wiVSxE&h=AT34_Rjdwm_2YqqLPsz-TYtq2zwsrDhh0rjnjrTMa1Z_U-Ktt5HyPsQkxVxFZcsZsuSLIzCPxEHhpKkmvRC5P6nGhb2vsbmwk2jIeUuQ0JVM8brMm7QMQ9GpBYGC2FuJKJDU7e810mjSmUpLxw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5%AC%E7%AB%8B%E5%B9%BC%E5%85%92%E5%9C%92%E5%A5%91%E7%B4%84%E9%80%B2%E7%94%A8%E4%BA%BA%E5%93%A1%E4%B9%8B%E9%80%B2%E7%94%A8%E8%80%83%E6%A0%B8%E5%8F%8A%E5%BE%85%E9%81%87%E8%BE%A6%E6%B3%95&fbclid=IwAR1ynehfy08zI-9Pi0AlwdWUg1xVOsxBOWlM9AtEskOjg7swKOLJ-5PDkT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JwWze3_1rPiZgaQ4BRgqjKHrRhIB6uJZY9B7JQ39cphNrVcc_FYARoQM&h=AT2BQg8Fb9FNnLB1_QpcjwjWvove3m99VSP_gm4TLboxKnGo1mwhe6pQ3EkIDwgaGMNOCygY5gU2PyIlriJsJ__1nenTENg8kGId4RyxZEHPyBslITb0xgjuh428Y3gkW1a0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6%B0%91%E4%B8%AD%E5%B0%8F%E5%AD%B8%E6%95%99%E5%AD%B8%E6%94%AF%E6%8F%B4%E5%B7%A5%E4%BD%9C%E4%BA%BA%E5%93%A1%E8%81%98%E4%BB%BB%E8%BE%A6%E6%B3%95&fbclid=IwAR1vVOHo4du5Qk7z2nuFz-6wJszT2ayKgzFwl7PM6aYwsZn_Bp3sr5IobFM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6%B0%91%E4%B8%AD%E5%B0%8F%E5%AD%B8%E6%95%99%E5%AD%B8%E6%94%AF%E6%8F%B4%E5%B7%A5%E4%BD%9C%E4%BA%BA%E5%93%A1%E8%81%98%E4%BB%BB%E8%BE%A6%E6%B3%95&fbclid=IwAR1vVOHo4du5Qk7z2nuFz-6wJszT2ayKgzFwl7PM6aYwsZn_Bp3sr5IobF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KsgYj_mgMW0qHUGajUPhBL_8Q_OSxc1N7fNegMf5pZmO0f0n1ako2h1U&h=AT3gcdcHT6LqEsZBA87gIgaH2gto1ODHz0zOJVJQGmh4Eyv8SNQvHnjJPzft1pmRJG_NffmzfNfnsg1YybbwxrAeV-rEmyjAbWihYMDyszVYZN-pDGwEJsKf9PojZOoljqB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128%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A7%2594%25E5%2593%25A1%25E6%259C%2583%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7%25A4%25BE%25E5%25B7%25A5%25E5%2593%25A1%25E5%25B8%25AB%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8%25A6%2581%25E9%25BB%259E%26fbclid%3DIwAR2gQYEq117PULyz91aUhYjw6tPU1nCaFJ6GGoW2Ngmv1a1Fi3zp59JJaPg&h=AT2qJOPKUx1kdJ6MhFNU6signCsts-xAtuG-2aQFWeQw9RcP44peP02-qETdHwYQUBViyB0_l0mYcWbwq6njl_Bu5kjBNRKHbh85ksw-bkvmPe4QdwzHT2_xk1b3RE0fPDlESDkoG_q76tO15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288%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A7%2594%25E5%2593%25A1%25E6%259C%2583%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7%25A4%25BE%25E5%25B7%25A5%25E5%2593%25A1%25E5%25B8%25AB%25E5%2585%25AC%25E9%2596%258B%25E7%2594%2584%25E9%2581%25B8%25E4%25BD%259C%25E6%25A5%25AD%25E8%25A6%258F%25E7%25AF%2584%26fbclid%3DIwAR0pBKKj6gLy7PjsBJ4iVO9SzxN525sc-F0G6nu4wDFZcVSx8AYNSURr2FY&h=AT1gpZk8stbVNYxszLIf654EDQlthy0I_2IwDIxzassIasUXK5ape1BwllFglYzM1ioD7g3R1FR7SBsa9x6zZGBrTYkGYDPq-cOvOh--msoT_6ISrr24wHDMl0rDHOTv4vI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288%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A7%2594%25E5%2593%25A1%25E6%259C%2583%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7%25A4%25BE%25E5%25B7%25A5%25E5%2593%25A1%25E5%25B8%25AB%25E5%2585%25AC%25E9%2596%258B%25E7%2594%2584%25E9%2581%25B8%25E4%25BD%259C%25E6%25A5%25AD%25E8%25A6%258F%25E7%25AF%2584%26fbclid%3DIwAR0pBKKj6gLy7PjsBJ4iVO9SzxN525sc-F0G6nu4wDFZcVSx8AYNSURr2FY&h=AT1gpZk8stbVNYxszLIf654EDQlthy0I_2IwDIxzassIasUXK5ape1BwllFglYzM1ioD7g3R1FR7SBsa9x6zZGBrTYkGYDPq-cOvOh--msoT_6ISrr24wHDMl0rDHOTv4vI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43390%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5%25AD%25B8%25E7%2594%259F%25E5%258F%2596%25E5%25BE%2597%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5%258F%258A%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D%2589%25E6%2598%258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26fbclid%3DIwAR39IptJwW94ZoBuv0Z6uAXr-ZUugat08CgoWieOeaMOhJ6WEkfLQGtdi5E&h=AT23TNY6sYEXFkK8rJVajhvpdPydmshiFEKCAvrb9IF2o9pqsRjB-_fPMHlhsXzRsf_RwgGYoII0c5SUVVmWPz1SWIqRJeCx6fKqrcQd0jkxIPdS4RNH0K_Z4uH2YVFh6eg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43390%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5%25AD%25B8%25E7%2594%259F%25E5%258F%2596%25E5%25BE%2597%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5%258F%258A%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D%2589%25E6%2598%258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26fbclid%3DIwAR39IptJwW94ZoBuv0Z6uAXr-ZUugat08CgoWieOeaMOhJ6WEkfLQGtdi5E&h=AT23TNY6sYEXFkK8rJVajhvpdPydmshiFEKCAvrb9IF2o9pqsRjB-_fPMHlhsXzRsf_RwgGYoII0c5SUVVmWPz1SWIqRJeCx6fKqrcQd0jkxIPdS4RNH0K_Z4uH2YVFh6e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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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對族語有興趣的非族人，也可以一起學族語，學習族語會認識不

同族群的文化及思維觀點。 

以下摘錄重要之條文供參閱，詳細條文可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查詢。 

《原住民族基本法》(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發布) 

§9.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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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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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民國 106 年 06 月 14 日公布) 

§25.I 「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公費留學考

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25.II 「原住民族專責機關（構、單位）之

公務人員未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者，每年應修習原住民族語言；其修習時數，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26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原住

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進用人員時，應優先僱用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者。」 

《原住民族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1 月 29 日修正發布) 

§2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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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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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民國 107 年 01 月 08 日修正發布) 

§3 「語推人員應具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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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正發布) 

§21.III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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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民國 107 年 02 月

05 日修正發布) 

§7.V 「第三條第二項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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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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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應明定於甄選簡

章。」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3Ffbclid%3DIwAR3qKhzIlW5k-Nq2gauAeEvyH7caooin28qEqCgeg4NegEumbYbnSLJXIsw&h=AT232DqRnZl3VqXKDFs-y62zUudkuG4pgkJ9ungH0YcbuOu41RPEW1nO8C6bSENdrif90SnWOLMqu72qrRFvLdzDYFGOcxcxTuX9fRo_PW-gmhr00R65dRGZmcJ_cHc9JPg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9F%25BA%25E6%259C%25AC%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kYyzcH_nn5rSvIQtrYvDHVlBhRxb5oVWdhoVKdlddNNKUlLANMhiXxRA&h=AT2JYBHFGSR_Bs4yuU_NisBQMj2Z1pcMT8VlPd7esyiTS3U8O5uy5qmOXuxpgzopBF-I9OLYZBV9Bg7DoufRm-Dx0ND6N_ey06W75kvx0xL8rzbDr9JIYKL63Rtw4-vPbID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LXsvPSTwcl3uneK_y7VfFEocJJ_1ECVEuxNoL74tUFgLyUs8zG25s7gc&h=AT3IQWXWqU96raX_EEKzV3NzBFc42rMmGbKeGJTiGtMJyrIXuy9TI4cU5OSSDHDQPFXM8Yv7fFjq0rAkua48r1ifbwzM-9G28197_h2XiPeMvum2YBlv1HqpWqo8jGqoXV9-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1pYdZ6rBIa4BSSOuONn0Nibu8UDgWjCk2mqNu2ZiGjDDSHCWZvfs_l5T0&h=AT0hKB4_fv7CowBD5FuqIGsgC71C0ExIitdabYkAbL7a9_ESKUHZybd3J3llKsDrHaNlL6jBjRblS2x4BZYQIL-t8i2UDKRtuMDdwp9RSfwR8UHI_S4wR4MKUVtk8-4VuCo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6%258E%25A8%25E5%25BB%25A3%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LVflxpbfOYRFYsDGepgqSrIuQyDllXpViPD9EW0Df5jjduFUBmNbi2wA&h=AT3kNhKmA2kz7IbRnlOnEtFbdOu_8mz9e8yHRDIc03e3o4ihmAi_RbHHF3ch9fmnyZdIfFVJ-qanSLU0F560yNqXpp27eYEPPJiLgmQfsTNGNiT8cYVcsueDuqFITr7evbj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7%25A4%25BE%25E5%258D%2580%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5%258F%258A%25E9%2583%25A8%25E8%2590%25BD%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6%2595%2599%25E4%25BF%259D%25E6%259C%258D%25E5%258B%2599%25E5%25AF%25A6%25E6%2596%25BD%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nqPPFNbWqlkjA4Ak2qJtp4ENaaaAljtonPTgRKPTJnYFKIkvtphRQhHs&h=AT0hpJanNRkW8lTb2bVtsWJI77CXxNdIU7SNTj87DY4YmM3u7N2O4wQoJeKTaBpOhT0OuYgQDeE-fgOsZf_L54K2QlwWAIbtaAvzR1H_HQ0uf4OT9HrDAED8nZBBKNX3OCD_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67huqx6wC1mpd2MqtC4Y50EBuaq5Co_TQTkhJxaiv6DUtW6qj7y7T0fE&h=AT3T4nDZdsuLNrDN7Vte9V1c6JnnPckK-g2rChCI5dFyu4fhAmFJ5qSeBZDqfWZ5kXse6O8Yv7DRlpFKks8Ji7UOlnLK8Sh6cfndVFkqZE51nOWTHdou_yT6UzfxvhLVs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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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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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 

其中第 7 項，原民籍公費生若未取得族語中級認證，公費待遇就會被終

止，不得不注意這項規定。 

§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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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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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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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發布) 

§3.I 「下列人員具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之聘任資格：」§3.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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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民國 106 年 07

月 20 日修正發布) 

「六、領有助學金之學生每學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四十八小時。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減免之：」「(一) 通過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得全數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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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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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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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社工員師甄選就需要提出族語能力證明，請盡早準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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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民國 103 年 05 月 27 日) 

一、原住民學生取得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二、原住民

學生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具有下列證明之一者，取得原住民文化

及語言能力證明：(一)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二)原住民學生升學優

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合格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三)一百零二年度原住

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國中級合格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四)

初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能力證明書。(五)部落學校結業證明。三、原住民學生入學技

術校院四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二年制或大學，具有下列證明之一者，取得原住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dWxuf1ypR_G16IlW_upw2Kei0StsoFAeBk49AwSgAoHZfBBdZcsyA-Io&h=AT1feFZM84vI6IuvtgYkzDuPloLaFSfAwni3bY6nhWIDjZwBf1TkQGC_PPss1K6_MgbBoP4KWrYdtgTi8-JtoFLa4sIEd-5WZyUyr-mFj-0u7o7XDJp2wi_BA3Xy-PQF_Wy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Yi1nvFMPLRwy9yqRc5D-vvDa0pu6_8f4BbNpyY7MII0ngAs621_g1QaE&h=AT2jO2J0md5d3eyO6eFRCZiL5pAYNlpeiuq0s8FtLCgwTSOReh8Zf6XQRDG_KNuwNNwX43JnKDXCrRjuwfDVJ7y9NiOfJ9UnIdmbjNp1aoAA_aEx7k3tLEsmmTQUy6We0X7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1_GnLeiZkeJPWzunqnS1zLmYQjuCmzcgP-dOcemyOGJZbBTsoy3UxJqx8&h=AT3Ht2RyFspAQSMALFGMfnJo1z4Fw3VlaJwB781LcHvapxtEm2457gWUsp-ddIOosvfBy9wzJZfyliGH0K1PC5F5YX6kUACDtuaR-GrzH6rZFk_aGAWE3UGboWM_NEk1G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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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一)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二)原住民學生

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合格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三)一百零二年

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高中級合格證書且在有效期限

內。(四)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能力證明書。 

文章中有關之法令條文，若有修正，以「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最新公布為準。Ⓓ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基本法》(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發布) 《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法》(民國 106 年 06 月 14 日公布)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

(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 《原住民族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1 月 29 日

修正發布)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民國 107 年 01 月 08

日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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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正發布)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

辦法》(民國 107 年 02 月 05 日修正發布)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19 日修正發布)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聘任辦法》(民國 102 年 05 月 20 日修正發布) 《原住民族委員會

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民國 106 年 07 月 20 日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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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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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民國

103 年 05 月 27 日)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3Ffbclid%3DIwAR0DwYeO1s5c3xjSww0F91rIJA4t1Qu_kHR70RNSz7Xj_ZZgg3wrCVOnyME&h=AT2tpsWY93smMeXULSbtvieE4jh573E7aohQHa-0M-aZBUg0KgZoIfDOI3Jm_hJ0kZyyzJz5XRpg57onDsXmrVHvAqUihmuD6MquKrZSgNMHlDdGCp6sgmC8hDoES-QjIaP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9F%25BA%25E6%259C%25AC%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0Tdfdncf8gDFNc2p3_IvV4tUCl6lL_S5hoZ65WqbNLLu0t5WqKhGRFduE&h=AT3X9zgWbyzJfNNxYZdZ7tKTu-OAW0S0fVos8WouLtW-JmjG3Dg_B24eQlG1Wvc6n74kwh4dUhPzDY7btL9PC0Q2nOAXTfRTbaCkal_NfzsrnHWX3wbgvJ6n3owHIeYF6zN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1PznhgGUYhElMNye9rhJiSp1oSIZZZvyKEyRZgngv6gBmLOE0Zw4UVp88&h=AT1wvJAMyzQsRu2pMZTVt7GS6ryXCuyTVjgsWcXbc7OZQfXRocMnkkMG2oCRdP2e4zdmO9nZTSXYXdn5YXQ5IxB5pnWi9A_utNPv2Rxs1utMqua3cVAjHcG_dOVG9opTuZN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1PznhgGUYhElMNye9rhJiSp1oSIZZZvyKEyRZgngv6gBmLOE0Zw4UVp88&h=AT1wvJAMyzQsRu2pMZTVt7GS6ryXCuyTVjgsWcXbc7OZQfXRocMnkkMG2oCRdP2e4zdmO9nZTSXYXdn5YXQ5IxB5pnWi9A_utNPv2Rxs1utMqua3cVAjHcG_dOVG9opTuZN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02089%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A%258D%25E8%25AD%2589%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UWE_z-lGNZoOaWKuutL1Iw6qercTCNMMjTab1jBTQbRscUnyBf7r6ZEk&h=AT3SPEk2r2JxVKWzxQggtvUAS2FstzWZn8henisE-bwxm3-AizzexzOIJc1HVMX5Wb_ncL8Qd1dhhTiYC2fIkXl5UhvltemTwzyY6Oy-0mEA773tlWGdsfCQ3FQvT1QwtiC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9U16LR5u9nKhaVdhoXLo911K7rrNIXszf_BNb6jd1_hcOzL_irwlRGa8&h=AT0KKQ2vLjK6IKx66lB3XkEZM1wphVVML2QyCIlQDW6FfNoaoJotQDrreMvEZjNQJbYJ2i7Acm7gm4YE8Ai8pBnqBkVBVzY8lqKxxCQLMlR7PhKBmNTFhWZFnsJJ8uPlUZD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6%258E%25A8%25E5%25BB%25A3%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ZPB0jLU3ACNhdvJQXz_DIewzVHrQZmcegRsYub-MPNxnZd93jgKHVUGw&h=AT16wJi38MLtv4yigRrZUjdxT-pmPmCYoWtsr_MFnoCAdEEB9NOW6aZFRuHXid8a7kpj6fljC_F723VlQXE4k_QNXwocEs2ns4m5XG5ljUecJifUtt5JGAjLUUI0RUymRkl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7%25A4%25BE%25E5%258D%2580%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5%258F%258A%25E9%2583%25A8%25E8%2590%25BD%25E4%25BA%2592%25E5%258A%25A9%25E5%25BC%258F%25E6%2595%2599%25E4%25BF%259D%25E6%259C%258D%25E5%258B%2599%25E5%25AF%25A6%25E6%2596%25BD%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1o9nvQ7Is8gZqE8BvyLi8gMvoGMoORWoEMFrw_QuVP36c89zQz2AQfhro&h=AT3YbATeFWDijxoA_avqDvPhP6drPNvfzqDoQsAehOuUzKJXKwmx7e9Zge8eKXenMMJk-MTIgPOM7V1IPqeqkN8NFokMTVlBXiozMdM2fCOPAnjwud8G0ArgtCrNeUiDt1nMz3csoKxzbiBs8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gDCgTSMGWkKc-DqrtQiDWK3UrOePMhh1Joelu6nsTPathUSDntOG17r0&h=AT31rh1pl4LoW5Qc8CM_zzg08AxN7iLRsrBXeHUutxyyp27dXGOigUj6rJytbkle00J7TLHvX0wtwp_253EmZ2W6M12IcRdDB6MjvUJKCPBCIK4EDjyU4BUWM70c3ME8iEc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gDCgTSMGWkKc-DqrtQiDWK3UrOePMhh1Joelu6nsTPathUSDntOG17r0&h=AT31rh1pl4LoW5Qc8CM_zzg08AxN7iLRsrBXeHUutxyyp27dXGOigUj6rJytbkle00J7TLHvX0wtwp_253EmZ2W6M12IcRdDB6MjvUJKCPBCIK4EDjyU4BUWM70c3ME8iEc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hgQQkl6O6KdmSU99FCFrEdDSN5pMOmbxSLfZsd186ZJ4ayzqPZea5Bn8&h=AT1nwdD2gm94EO-Wf_htgVGVLMH4_dLDjcv1ba0sH5hJo8DE7xNwBbOr7zXpRwbGoRCbjsg5JP1aAC_ZVMd7Xgb8vPjd6EWbKfjM4dTBC4a7mKCPAsLzlns3SeeHvizqkje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85%25AC%25E7%25AB%258B%25E5%25B9%25BC%25E5%2585%2592%25E5%259C%2592%25E5%25A5%2591%25E7%25B4%2584%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4%25B9%258B%25E9%2580%25B2%25E7%2594%25A8%25E8%2580%2583%25E6%25A0%25B8%25E5%258F%258A%25E5%25BE%2585%25E9%2581%2587%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2hgQQkl6O6KdmSU99FCFrEdDSN5pMOmbxSLfZsd186ZJ4ayzqPZea5Bn8&h=AT1nwdD2gm94EO-Wf_htgVGVLMH4_dLDjcv1ba0sH5hJo8DE7xNwBbOr7zXpRwbGoRCbjsg5JP1aAC_ZVMd7Xgb8vPjd6EWbKfjM4dTBC4a7mKCPAsLzlns3SeeHvizqkje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MH8Mp9YQgec4mbse4Aetf4hlPkJo3HrKR4t4IMgmlGrKCRyGscF53qNc&h=AT1zFQZjNdXrkowvQi2FaAovF0kfgBnfZ6l4qssmdpHFj8a_bt5Gf704W7qno0lzPfrFODBlMJPsy91wT2MUyZUm_VEm96qFRUkjf9k2wEuK3RVFOI1HxjiAfNAGjG3fcjZ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MH8Mp9YQgec4mbse4Aetf4hlPkJo3HrKR4t4IMgmlGrKCRyGscF53qNc&h=AT1zFQZjNdXrkowvQi2FaAovF0kfgBnfZ6l4qssmdpHFj8a_bt5Gf704W7qno0lzPfrFODBlMJPsy91wT2MUyZUm_VEm96qFRUkjf9k2wEuK3RVFOI1HxjiAfNAGjG3fcjZ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Monx_AKqH__oKUWpTlS5U8QSsasg0o2S2HQ_7xQ1f9ep1xGexoCMPY2Y&h=AT3Dzklueuk9qwZ_jyW_NIl8P2G0_KbHmVKsBVPZhDCMN_sjF1EceLL-jiV4V6YhOFc8taPZTl1KmAz9X3v2zS8ngLo-OyMwsk1NqYFTgomiPfqYpMh5rSZgaKFvRa8m6gh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2FLawSearchResult.aspx%3Fp%3DA%26t%3DA1A2E1F1%26k1%3D%25E5%259C%258B%25E6%25B0%2591%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5%25AD%25B8%25E6%2595%2599%25E5%25AD%25B8%25E6%2594%25AF%25E6%258F%25B4%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4%25BA%25BA%25E5%2593%25A1%25E8%2581%2598%25E4%25BB%25BB%25E8%25BE%25A6%25E6%25B3%2595%26fbclid%3DIwAR3Monx_AKqH__oKUWpTlS5U8QSsasg0o2S2HQ_7xQ1f9ep1xGexoCMPY2Y&h=AT3Dzklueuk9qwZ_jyW_NIl8P2G0_KbHmVKsBVPZhDCMN_sjF1EceLL-jiV4V6YhOFc8taPZTl1KmAz9X3v2zS8ngLo-OyMwsk1NqYFTgomiPfqYpMh5rSZgaKFvRa8m6gh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128%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A7%2594%25E5%2593%25A1%25E6%259C%2583%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7%25A4%25BE%25E5%25B7%25A5%25E5%2593%25A1%25E5%25B8%25AB%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8%25A6%2581%25E9%25BB%259E%26fbclid%3DIwAR0UPemy3dsP1rhAWAD15L8Hu0c9gIiTTlkpppOd64fG7EoAyJcART-jpvo&h=AT0PvgMuGk-obE1wZOwPt_2NyEyigYe_XJK2V54C6VeB9asX1Mtg7Fm7in6f4_TkhG1jIlssiNXhGSGzoDRv_jHTozEKK6hsU91dCD1tTPaL8PPAtIEwuJxpb4uFZtCL8dj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GL000288%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6%2597%258F%25E5%25A7%2594%25E5%2593%25A1%25E6%259C%2583%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7%25A4%25BE%25E5%25B7%25A5%25E5%2593%25A1%25E5%25B8%25AB%25E5%2585%25AC%25E9%2596%258B%25E7%2594%2584%25E9%2581%25B8%25E4%25BD%259C%25E6%25A5%25AD%25E8%25A6%258F%25E7%25AF%2584%26fbclid%3DIwAR0xD7xvV_UB-t8mQMfukMKEIkAFDe5AIZ5xNqE-PdGIb46Z9riJUnAfdXc&h=AT2PqpbrJyWzN5HCWsaqS8VQc2HqK6vYT9qgMYEAAN8i3ix17Ot8lVyncSyIB9xXVghHJQfx2fbFMxD_mH14qMop71BTdOYbLWaPhHFHHv7SnUXb9DEQWkq5w8p02-20tJR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aw.apc.gov.tw%2FLawContent.aspx%3Fid%3DFL043390%26KeyWord%3D%25E5%258E%259F%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5%25AD%25B8%25E7%2594%259F%25E5%258F%2596%25E5%25BE%2597%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5%258F%258A%25E8%25AA%259E%25E8%25A8%2580%25E8%2583%25BD%25E5%258A%259B%25E8%25AD%2589%25E6%2598%258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26fbclid%3DIwAR2jN18sHkMamGFQfRHgiQL4rvbydIiuoVYsBIJwGjkSjvaKqBLwb_g4bdM&h=AT0j5BgOMd_WIaYBRe2nX742VJB5W2pLoFdmcXH1DP9uOysHWgI2Xk7unVH5jtgMuN5EXSJeJErke_-xfpBFumV01Ognzl1JrJeT2et1UkoiyBRcPscfhTU7EU8OsRFIiG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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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分

五級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133 次閱讀 

依 106 年 12 月 20 日修正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族語認證

由四級變為五級，增加一個「中高級」級別。依族語認證辦法第二條「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以下簡稱族語能力）指對原住民族語言聽、說、讀、

寫之能力。」中高級與高級、優級一樣，包含四項能力的測驗。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分五級 

什麼是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詞表？ 

有關族語認證之測驗題型、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合格標準可以

至「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上查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ba3x6BQoH2hgWmykNhXjH5jI66U7ffteeJnhZ27dotrbc56SRVgU_QeJbsI3DNxMpR1QmKJTAS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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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8%80%E8%83%BD%E5%8A%9B%E8%AA%8D%E8%AD%89%E6%B8%AC%E9%A9%97%E5%88%86%E4%BA%94%E7%B4%9A/190008588694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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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型、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合格標準一覽表」，有詳細之

說明，其中所指「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詞表」是指過去之「千詞表」。初

級 1~300 詞及其衍生詞、中級 1~500 詞及其衍生詞、中高級 1~800 詞及

其衍生詞、高級 1~1000 詞及其衍生詞、優級詞彙則不限。若是報考「中

高級」認證者，中高級考生要會初級及中級的詞彙，另外要再加中高級

之詞彙。若是想報考「高級」認證，初級、中級及中高級的詞彙也都要

會，另加高級的詞彙。學習任何語言都需要從最基礎的詞彙慢慢的累積，

記得愈多所能使用的詞彙愈多，溝通就不太會有太大問題。 

什麼是「衍生詞」呢？ 

如果有收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kai 試英雄》節目一定不陌生，其中有

一單元是每一競賽隊伍依題目所指定之詞根分別舉出詞根所衍生之詞

彙及語意，隊伍能答出最多衍生詞之隊伍可獲得該單元之分數。 

下圖以噶瑪蘭語「吃」為例，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噶瑪蘭語詞典

檢索出「吃」的解釋(線上詞典很方便，可以用族語或中文進行檢索查

詢)，查詢完後可以發現如下圖所示，噶瑪蘭語的 qan 所延衍生出的詞

彙(下方有一「詞根結構」區塊呈現有關的詞)。 

 

畫面擷取自原住民族委員會噶瑪蘭語線上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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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語 qan「吃」詞根所衍生之詞彙 

噶瑪蘭語的 qan (吃)詞根所衍生出之詞彙，以紅色標記起來(如右圖所

示)(註①)，眼尖的一定會發現有一個詞中的 qan 是分開，而這個詞是加

了中綴-em-後，變成 qeman。詞彙裡加中綴在原住民族語裡是常見的一

種構詞方式，若對於各族語的語法概論有興趣者，可連至「Alilin 原住

民族電子書城」參閱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出版的各族語的語法概論書籍。

若有上族語課者也可以直接詢問族語老師，族語老師會對不同詞彙給予

不同的例句及解釋。或是連至「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查詢，線上詞

典的詞彙只要有例句，都可以點選詞彙交互連結到詞彙的解釋及例句

(線上詞典都有做超連結)，但前提是該詞彙的詞項有收錄在線上詞典裡，

查詢時才能夠查到該詞有關的詞彙解釋及例句。 

初級認證的詞彙範圍是初級 1~300 詞及其衍生詞，這樣子要學習的詞彙

就會超出 300 個詞？這確實會超出很多，但也不用擔心，測驗的內容也

會依照不同級別能力者，在命題時也會注意到詞根所衍生的詞彙是否在

該級別過難，另會搭配現有教材中有出現之句型為其範圍，如果學校（小

學、中學、高中、大學）、部落族語課程、社區族語課程等有使用教育

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出版的教材進行授課，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一定

可以通過族語能力認證。 

族語學習參考之教材？ 

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出版了一系列的族語教材，如下圖所示。

圖中尚有一部份幼兒相關之教材教具未列出及認證測驗參考之句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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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學習的教材愈來愈多，而且只要有網路，都可以在線上進行學習，

也可以下載 APP 應用程式閱讀電子書。 

 
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出版之教材(部份) 

從上圖中，會發現為什麼九階教材會是 2013 年，年代是根據九階教材

的最後一頁的編輯頁上所註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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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擷取自《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原住民族：南王卑南語學習

手冊第 6 階》教材後之編輯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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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階整套教材完成日是在「2006 年 3 月 30 日 9 階 720 冊完成定稿，提

交給教育部」(林修澈，2006，p. 27)，教材完成後政大原民中心也有建

置電子教材(網址：https://web.alcd.tw/classroom/)供教師、學習者使用。 

目前族語教材都可以在族語 E 樂園(網址：http://web.klokah.tw/)、臺灣

原住民族電子書城(網址：https://alilin.apc.gov.tw/tw/)、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網址：https://web.alcd.tw/classroom/)、政大原民中心電

子書城(網址：http://ebook.alcd.tw/)線上使用。 

從「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題型、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合

格標準一覽表」上的說明，各級別可參考學習的教材如下圖所示。 

 

各級別可參考之族語教材 

初級可參閱九階教材 1 至 3 階及初級生活會話篇。中級可參閱九階教材

4 至 6 階及中級閱讀書寫篇。中高級可參閱九階教材 7 至 9 階、初級生

活會話篇及中級閱讀書寫篇的範圍。若是要成為族語老師，要有能力閱

讀九階教材、初級生活會話篇、中級閱讀篇及高級文化篇等教材，族語

老師必須通過高級認證才可以在校內教授族語。優級並無參考之教材，

除了現有教材可參考閱讀外，另外就是部落中的活教材，優級者若能將

部落裡的活教材書寫成教材、書籍、詞典等，考族語認證優級一定沒有

問題。 

為什麼要讀這麼多教材呢？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eb.alcd.tw%2Fclassroom%2F%3Ffbclid%3DIwAR2kkqtth-6U-AjvyhbtK5uSEPlgxy4Vtk2iFFaQoCUqY_pOYQwTUEO5DRQ&h=AT0N-BWoIw48utRZWRQj0Z8bmzJBRkc0pH-fyFqygtIrak7QNgxzrkvid0e9u_dCU8wuwrKSSpD8uUNNszETPIIxzYg6fYscJgMHfneLRYJHT2oi9V-v3DnJ83OqcaqBFTZ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0yF5pUC5jJRqOn1cw9NtLrDl-umXdz9D6YEQ6sSraAdeVutnb0g1GxMds&h=AT0PZoFTrYFpslmkWN8FAYAVrYJKNirKF3EtkjgvLj4icwAB6KXFdoFRQOJqtmjKXFk-nZBarzK4qmd7IBKebZRe33xD0K5sFaz8CzUdXAffhfvq4fEvag1QCD0sx6x5G4v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2VdwLozcTFp9uWZ4YtTitE1PI90p16GXDZymJEqaj8UA5MrNM-r_jLYR8&h=AT25WoKouiVyipJjW9vjvW-TEnFi35CfjCPXVMGkP92h-MR-4pisgP9yNrtZq4pLUgN6pbTW8eZ-99q93nTUOqVF43ZEWEARhH5iRMu_Fm0RgQgjQT1eZSfrLOOl5exUJVH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eb.alcd.tw%2Fclassroom%2F%3Ffbclid%3DIwAR3PJg8pKobSuiK7HzbLplXNxm-HkgkgBLsEtNNF6UQU-J1XVXeJEkVwxQI&h=AT0q3zWDgKEfsP2dBLO-uYcpBskvTsVhvUla7Cqo8oONzL3NhCoy9n6ez8DgEKN30FXu8ykQUetqP3sRsMK5Ebr8TOm4foBP4IyoocOxauxDZSMKl-wb0hHAsaxA_OA7wkW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alcd.tw%2F%3Ffbclid%3DIwAR3H1md99l5p0-s_9aMjyh7L3YC643F5UU5LlB0VqSl4-xt3unwF1Y7jjQc&h=AT2oZ1iwXW12F16fcEZtMnY00-nK5BaC3xzb_01xLw_I2hDMU_jhwaqPOhKt9Dr7djgAn37tZdAD6q3usGz_p8CLHUvAotiJpUBF-I_Sc42i9QEJ3FSIMW6CcEJUbl2vMT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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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考試或測驗前的準備，大家會如何準備呢？有人只讀會考的那一本

教材，有的人會讀更多，也就是超過 100%的準備，臨場考試或測驗除

了緊張等因素影響下，只讀一本教材跟準備超過 100%的人相比，語言

表現應該會有不同。而且語文能力是熟知的詞彙及句型愈多，語文的表

現也會愈好，而且語文多讀是有益處的。目前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提供了豐富的族語教材資源供各界使用，也配有線上音檔供學習者參考，

及互動式教材內容，要通過族語認證不是難事，只怕學習者不願意花時

間學習族語。 

族語認證測驗各級之題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大題試題，可以參閱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測驗的網址：http://lokahsu.org.tw/。線上有可參閱之題型範例供準備

族語認證者參考使用。 

 

畫面擷取自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以上是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五個級別有關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詞

表、族語學習參考之教材及族語認證測驗各級之題型之簡要說明，豐富

的族語學習資源比過去多很多，也打破時空限制，任何時間都可以線上

學習，不管在國外國內、白天晚上，手機或電腦連的上網都可以學習族

語。Ⓓ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2rcWHXNtJpcXkf11AbCEjRPqudrhRJofPWCtjrDC9ewuid6wrX8JFSjog&h=AT2XpMjy07qa2dsUZsFFqOk3l89nU8DJ25w0G-0QhZiJEjfW4mt-Dt2mKMtQ5pMd1PEBUG2AxVNqaHoP9ibuING__Vp5mlqn4EOCkd-1HkDV_DYwrFMjt0RLBXmiocqOTQ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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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註①：本人向噶瑪蘭族人確認標記詞根是否正確，在此感謝 tuwaq masud

協助複核，如有標記錯誤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中有關法規、資訊及規定均依政府公告最新之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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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閱讀以持續增進族語詞彙量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alcd.tw%2F%3Ffbclid%3DIwAR26sdpKdzAD8JPc4JOmfbJ8t8ZsOI_Isse87NQ9gDxvuciQpU5HQzbSLLM&h=AT2ZouURCuWcZAqIjpQSV0cpHx6mMzmbnCLWPXnu_5Dj-Y_dHwrnFIBIhfgDMTJueLptuaeRM8mLpFb8Bts60UwVz2JgfwpGWixPawAQpd_RukwyO3gbflRKHnBf8hvGxk8z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eb.alcd.tw%2Fclassroom%2F%3Ffbclid%3DIwAR1XGE9GmzgSIHrKYVw-T40DIPnqESotoaye2XkVJ-DptYdTljS9KA3iiB4&h=AT0iJhWBxifDgDzmrDSUEJ44dojNWbaeI7jWxXFxNT-YNAS504tu-mSmhuciU01hke9AroTuOqzQ7BCB42CoJhyArDbpPMFp6W96lHqRzs4L3TVevledUiipIEBvYcLTlPL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3Bse0JBEjbzewBfCAsv6pfQZitp4Mf7zyOWospyhaUvFS9GFFUPdJdI2s&h=AT3QT1iimaJ83GfB94AUKuc1VSy7JIBVLG_JQs7-0-j9fEb9ntbJ1Xeo6R5qmkvhZwMSg8166e6UhwZ7hFKrMkQ1t3YRxOYWkF5KSG0J2MbaFLoCAvK9OvSB1d6bwR3i4Ab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0GrDhZDDF-yo2iYog9iC_pj7meedl9WeNM1fdwiNTavAThK5GnzPJzKAE&h=AT3i65-7nUfhaYzBVMqCuLlcU5d-w1OI8J_VFpkUsU4JzIbhZYb_XRC4_FqM_yYSP82PYVO-5YBPRwgKcAmDiRZ9T7pt57GD5AknHKFTq9-IAmABWYADEDN1AV-WkIwey9Nh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Index.htm%3Ffbclid%3DIwAR0MmzLsJP7NmpV4IcVHzG3I2DPq7E6kTwjBvDBWAH-46zjdad6uGX-gV7Y&h=AT0F6Gioi0nnIPvcP4N-lUelqMwr6ZjbrGgtJlaOv1olfLhXhi58CAik0my3c4JxWTP7trEsYi5G41OOF-99H7TMk9b-Oryv-3ABzsR1sGFNhzJmN6UsM3k_VfM5wNC_28Z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0UM-mK-hhNAKazYl_M8tHRrV3nG170Q9m6C2xMgoOvEYFUGIxLRzE9X3Y&h=AT2N7QpUaz0llrsayMXPFNcZlQrgHwyGND9L6-5sJQjgMFRsExLDqeksNB8fjRazr3lW5tlIFh-yDGxRy3H8r2AlSrU98Vg48jsVkyF6dKewX4_hwwH8IK9a4YzRRLHeE3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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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五 

47 次閱讀 

近日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在各縣市進行的非常激烈，參與競賽的學生都

非常地認真，族語單詞競賽在比什麼呢？ 

主要競賽的項目有：(1)看圖片說族語。(2)看中文寫族語。(3)看族語說

中文。(4)聽族語說中文。用以下簡圖來看，可以了解競賽主要測的是族

語與中文間的詞彙對譯(如➋、➌、➍)，其中「看中文寫族語」是採用克

漏字選擇題的方式，每題挖空一到兩個書寫符號字母，並提供三個選項

讓參賽員選擇，也就是要知道詞彙是怎麼拼寫才能得分。說族語就只有

一項(如➊)。 

 

族語單詞競賽比賽項目 

除了詞彙理解外，希望未來也能增加語詞產出的口說能力這一部份的競

賽(如聽族語說族語、或讀族語說族語等)。 

單詞競賽的詞彙範圍是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千詞表為其範圍。參與

競賽的學生要熟記詞彙的拼寫、能說出族語詞彙及翻譯詞彙(族語-中文

詞彙對譯)。學生的詞彙記得愈多，族語表現也會愈好，對之後族語學

習有很大的幫助。對照沒有參與競賽的學生，可想而知其族語能力會有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3Mxt2yy-dovxE-pfq7AByZJJjcyLw5USfLTR58_l9DdhaPj0MXGEbmoSbmCP8SjOBSUfalTSC4b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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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9A%E9%96%B1%E8%AE%80%E4%BB%A5%E6%8C%81%E7%BA%8C%E5%A2%9E%E9%80%B2%E6%97%8F%E8%AA%9E%E8%A9%9E%E5%BD%99%E9%87%8F/1906894656268689/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competition%2Fvocabulary%2F%3Ffbclid%3DIwAR3FxbVJRjH_bZgD-WbqPN3oP_v6ztOWdGwH1HTZf54xERcAWc1lzfMKwng&h=AT3Z77NJRuI-Z0Xx19TewP5Zb9qobOzatJxto8mz2vxxHAX0niCe22lQHG_LYyVMrFWdhccO4Ern67HKpZTK4st6g5onR1la6C2sj22UEveLnVAe8JaTpwWvZ0OUP8tfa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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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距，但此差距是可以透過上課學習及學生自學慢慢累積。族語學習

不嫌晚，族語學習線上資源(族語 E 樂園)提供許多的教材內容，若能搭

配課堂的學習，有族語老師的教導及指引，一定可以學得會。 

族語認證測驗的詞彙範圍 

族語認證測驗最基本要會的就是詞彙，當詞彙記得夠多，閱讀寫書自然

沒有太大問題，聽力口說也就不成大問題。而且目前一位族人到底會多

少個詞，也還沒有相關的研究。 

有關族語認證之測驗題型、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合格標準可以

至「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上查看。測驗的詞彙範圍到底是

多少呢？初級 1~300 詞及其衍生詞、中級 1~500 詞及其衍生詞、中高級

1~800 詞及其衍生詞、高級 1~1000 詞及其衍生詞、優級詞彙則不限。 

以下舉馬蘭阿美語教材的例子，從九階教材的 1 到 3 階及生活會話篇裡

的課文內容來看某一個詞根的變化，以 tilid 這個詞為例，從初級的參考

學習教材裡可以知道 tilid [12]可以衍生出 mitilid [13]、mitiliday [15]、

tatiliden [4]、pitilidan [8]、mamitilid [4]。(方括號內為初級參考教材範圍

內詞彙出現之次數。)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nine%2F%3Ffbclid%3DIwAR0LrA_HnDZLrUgnVsEaRXHAx91k46sd5M5FX57Yi_6mj3BWBd_3j7o3C28&h=AT2M__g2J9r9hga1jTz6A9uEdPx26TlwN5MI_fBa62clH5xiCMwxOGIO_wlXDbodHT3quF7bmMR5rx3yCDQbfIGpldCvC-gA5Z6fcHipJ4Ce8KGk462eaLFAQYWoWCzKt7T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0VRTt7w8OWPPkoKUDyzwMYzEbXM2SW-JhhyGnR1BO_BckOh5nJRZWRN9I&h=AT3ghZYRfCYQ0Cy4I8sxcyXiy039bVk1N8TR26hADUBOS2OwE10SiUF5gUtk8X5hkQfEiXnJkPQtJiBwPNAZM_TWC_oosST7eKiBb9Cm5_XoeYrBU4YcVSKSpY89IZalE5r2bmHxEqcQfkvM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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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材(九階 1~3 階及生活會話篇)內容中 tilid 詞根之衍生詞 

馬蘭阿美語教材(九階 1~3 階及生活會話篇)中出現 tilid 詞根可以衍生出

mitilid、mitiliday、tatiliden、pitilidan、mamitilid。如下圖藍色線所衍生

的詞，但 tilid 這個詞還可以繼續衍生出其他詞彙(如綠色虛線)。下圖就

是 tilid 的詞群。認證測驗則以學習詞表(千詞表)及教材有使用到的詞為

其範圍。 

 

tilid 的詞群 

若初級學習者有閱讀族語的習慣，相信對 tilid、mitilid 及 mitiliday 會記

的比較久，因為這三個詞在初級教材出現的次數相對於 tatiliden 多次，

愈常出現的詞，愈容易記住。當然要能長久記憶詞彙，還是必須經常閱

讀及使用族語。 

不會的族語詞彙查線上詞典 

在閱讀過程中若對某些詞彙的意思不清楚，可以查族語線上詞典，更進

一步了解該詞彙的其他用法、例句及解釋。以下我們以 tilid 這個詞來查

詢，詞根結構所列出的詞顯示不足，初級教材中所使用到的詞有mitilid、

mitiliday、tatiliden、pitilidan、mamitilid，只有 mitilid 和 mitiliday 有出

現在族語線上詞典裡的詞根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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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語線上詞典 tilid 詞項解釋 

所以自學者在查線上詞典時會查不太到某些詞，若以 mamitilid 這一個

詞去查，目前查詢族語線上詞典就查不太到這個詞項的語意。希望未來

詞典工作需把目前已建置完成的教材內的詞項都納進線上詞典，持續增

加詞典裡的詞彙及其用法說明，以利學習者學習。Ⓓ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寫 

註：本文中所使用的教材語料是教育部及原民會所發行的教材，教材文字打字是由

中心的 Panay施怡帆手累眼累心也累的幫忙，感謝 Panay的協助。 

參考資料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s://e-dictionary.apc.gov.tw/) 原住民族

語單詞競賽(網址 http://klokah.tw/competition/vocabulary/) 族語 E 樂園

(網址 http://web.klokah.tw/)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2010)。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原住民族語：馬蘭阿美語學習

手冊第 1~3 階(2017 年 8 月第 2 版第 4 刷)。台北：教育部、原住民族委

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2013)。原住民族族語初級

教材：生活會話篇(上、中、下)。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dictionary.apc.gov.tw%2F%3Ffbclid%3DIwAR1wGGzs4iQ1lpdOrY8YQGIMVW3FshZg5f85-rroB3EtUe-LFboCksUVDlk&h=AT1GdRaRUbYQv_9aldeO_ojTutDaoUpW5TTT3iFtVeDD3pGXEE1SFdhTBJ32pxXE4EA-_HqIUtbz81nZ2YPqLDnjXM45qxvzIH9ekpwNlIl0eh2OwR0RXPcxbcy9QlIGcXHh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klokah.tw%2Fcompetition%2Fvocabulary%2F%3Ffbclid%3DIwAR1JYiix7vRq8IpPG782Xyt-Z9xwUpR5tZwczeViq706DcVo--mTecAxbiY&h=AT2Du4ZNUp7KCsga3A_61WgZ5jeFE0CnV_34eEvkeuvjgbCB_oyl_zkydoXQ-qFByiIV_8UMBQJLlnJhmW1RQ94lMdzc4nC8bUo2rb2j1AphYjtXOD7Wpdg3y42LkRL8O4d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1WaWWWCZrsitTdmCgZyamtqEZLJmJXxBJQNUNeanc0wdpVL1ajEPvkZrs&h=AT3i905Xkd2geeahs9KkcjO39NQHh881HESkve2-Ww7ku_0DsaZ-2Q7NT9P4tFHomvF0rv4lLmIu4to5m40-tMpYAh15sNL4tvVC2P8U9mAGRCTe9QWNKF4bD_D7wNdg0c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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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測驗與教材中的詞彙量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50 次閱讀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是在測驗考生的聽、說、讀、寫能力，詞彙

是最基本的要求，沒有族語詞彙就無法表達也無法理解話語。就竟要學

多少族語詞彙才夠能？不管是學習族語、漢語、英語等語言，會有很多

人問到底要學多少詞彙才夠進行溝通呢？這裡沒有答案，這裡只能告訴

學習者，如果想把族語學好，唯一的辦法就是每天花一些時間使用族語，

想辦法聽族語、試著說族語、練習寫族語、及讀族語，學習者可以自己

試著營造沉浸在族語的環境，待的時間久了，族語能力是會有進步的，

當你發現自己進步了，可以嘗試準備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測試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ut_yebvrIAp9YO674USOfm6W160tkjFDaBY3c_lEBTrUwoVaM6b04rg6JmUAU7DZ-MYTXqwG9pa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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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AC%E9%A9%97%E8%88%87%E6%95%99%E6%9D%90%E4%B8%AD%E7%9A%84%E8%A9%9E%E5%BD%99%E9%87%8F/192057124156769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2xYtpuS1uDjHAsB5_K-_z5amyGJPzImLpiv8aDnihM95p4LeUmBA8TWNE&h=AT1jnZDIHUtDsf4-GEL3fBK_YfqbQpemOqwzVB9oHUsrTYUeIJffHT9V2SSmMPrcQ-nWHzjLKD2JhYGwYfX4PeHcKHFXRGdOlngGpu6eni4bxaOAr5iTbRf5Q53sdZGfFPI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0Hkp2h5UYnQudjm5veWG2CftkmK0zKMxQFinQcgjeCsMYcciUg0WomjHY&h=AT0VXSlVn0oiywxKo1VSgt6mdFS7IOcqMPN8PrDZA-NFUtAQW2ctC7HvkrTj2O4WGsZOSPXn-r6lhEbZYtXVmpUQ6nbV6zX2p4aBwSQ2iafPb5zqGbCHCw8ezi09MzT6DK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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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族語能力。有在健身的人為了保持身材，會持續的運動，學習族

語也一樣需要持續的學習，族語能力才能夠維持。 

千詞表(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詞表)可能是不足的 

為什麼說千詞表可能是不足的呢？學習族語者一定要持開放的態度來

看待這件事。族語學習是終身之事，終身學習族語也是族人傳承語言文

化必須做的一件事。目前教材裡的詞彙也只是一部份詞彙，以圖一做說

明，假設方框圖為一個族群裡的所有詞彙，每一個圓圈為不同教材取用

到一些詞做出教材，方框也可以想像成是一個族語詞典(不過目前族語

線上詞典裡的詞仍需要持續增加及整理彙編)。學習者若依據現有教材

學得基礎的概念，學會如何閱讀與書寫，即可應用在部落裡，以族語書

寫符號記錄族群的生活，所記錄到的詞彙一定會超出教材上所用到的詞

彙。 

 

圖一 族語教材中的族語詞彙只是部份之詞彙 

接著以九階教材為例，並以圖示做說明，詞彙計算使用的語言是馬蘭阿

美語，有關詞彙計算的數據有部份會以概數做呈現，主要原因是在計算

的過程中發現教材中有些詞彙拼音仍需要體系性的修正，電腦計算才能

得出較為準確的數量。另外臺灣各族群間的詞彙數量會與阿美語有不同，

數據不能夠做普遍一致性的應用到其他族群，但數量上有些會很接近。

有些族語詞彙含有附著詞素(clitic)的詞，在計算上則需要另外處理，以

下之數據，也發現教材中也有附著詞素不一致的現象，有的連著或分開，

此處暫時不處理，依教材上的詞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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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9 階教材詞型、詞次數量 

上圖表(圖二)為 9 階各階教材的詞型及詞次數量，以第 9 階為例，學完

這一階，會讀到約 1102 個詞，從中把相同的詞彙整理出來，第 9 階總

共使用了約 377 個詞，換句話說，第 9 階所有內容是由這 377 個詞組合

成文章、對話及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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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9 階各階詞型分佈 

圖三中的 A 至 I 的意思是指，詞彙分佈都有出現在九本課本中，以 A

表示，C 的話表示該階詞彙數量分布在七本課本裡，H 表示該階詞彙數

量分布在二本課本裡，I 的話表示該階的詞彙只在該階課本裡出現。從

上圖三可以知道，這 9 階中有十個詞彙是在各階一定會讀到的詞彙，這

十個詞彙分別是 to (斜格標記)、no (屬格標記)、o (名詞類別標記)、maan 

(什麼)、ko (主格標記)、i (介系詞)、ako (我-屬格)、kako (我-主格)、a (連

繫詞)、ila (有)。主要是格位標記系統、人稱代名詞等出現的頻率較高，

格位標記也是句子裡面重要的功能詞彙，若搞不清楚這些重要的詞，可

能會造成一些理解錯誤。 

在圖三中 I 列的數據就是指詞彙數量只在該階出現的詞型，第一階的 31

個詞型在其他階是沒有出現的詞彙。 



147 
 

 

表一 出現在七階課本以上的詞彙(部份表格) 

從表一中進一步呈現，詞彙跨七本課本裡都有使用到的詞如圖四中綠色

部份，詞彙跨八本課本裡都有使用到的詞如圖四中的黃色部份，九本課

本裡都有使用到的詞如表一中的橘色部份。例如 singsi (老師)在第二階

課本中是沒有使用到的詞彙，不過在課室用語裡，singsi 一詞在課堂中

會常聽到。 

大致計算九階教材中的詞彙數量，若是在準備初級認證的學習者，大概

需要讀懂大約 400多個詞型(第 1階的詞型 120 + 第 2階的詞型 197 + 第

3 階的詞型 204 = 521)，此處 400 多個詞型為相同詞型合併後之數據。

若認真學習前三階族語教材，可以學會 400 多個詞型。 

族語認證測驗與詞彙量 

以初級為例，初級認證的範圍包括學習詞表(千詞表)1~300 詞及其衍生

詞及九階 1 至 3 階。若教材與詞表都有學習的話，詞彙量大概會在

500~600 多個詞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試題是會分散各種的

主題及詞彙進行組題，一次測驗試卷上所看到的詞彙一定會比所學習到

的詞彙要少。實際考試並不會全部都測驗到，但考生記得的詞彙愈多，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0CpdoaYLigDrPDafnMgtaAUm80vqN_5U5NriuLeUn3_q220bo-2jFOQtk&h=AT23sFGmgfleCzYA9nK1-uG-WVGIfWFvi6nLW7VPxwLaiLVKynJW7KWvHsUYS-DmUIOpUsUXBBlHcqrwKik325wN4XFwryFSDe_p_Y2_5a2I2Oyis3CmAH_VGefZ-ozF2h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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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表現也會愈好。若從口說測驗來說，若能把問答題或看圖回答題目

回答的愈完整，口說使用到的詞彙愈多，且回答正確的話，族語能力也

會反應在分數上。 

完整讀完九本教材，全部約 6500 個詞次，相同詞型整理完大概約有 1300

個詞型。 正在準備族語認證的族人及朋友們，九階會是一個初入門教

材，如遇不確定之處一定要向族語老師或族人詢問。Ⓓ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寫 

註：在計算的過程中，也發現教材仍有一些未校對到詞彙，所以自學者在閱讀教材

時若覺得有疑惑處一定要特別注意，如有發現不確定之處，也一定要向族語老師詢

問。教材若有更新，也請學習者使用最新修訂版本之教材。本文所處理之族語詞彙

有一些詞為多義詞，詞彙計算並非以詞義為計算基礎。教材文字打字是由中心的

Panay施怡帆幫忙以利計算詞彙，本人再次比對檢查修正，感謝 Panay的協助。另

外本人在閱讀黃天來(2017)最新的研究，也同意族語教材中不適切的的內容及用法

應該要盡快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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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準備族語認證中高級聽力

測驗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448 次閱讀 

相信有很多族人朋友及對族語有興趣的人，很努力地在學習族語，不管

是初級還是優級，族語的資源愈來愈多，對族語的發展有很大幫助。已

通過族語中級者，可繼續往上一個級別認證，也請準備認證者要好好準

備喲！因為族語中高級包含聽、說、讀、寫四個能力的測驗，對於自己

學習的狀況，自己最清楚，今天會以中高級聽力測驗的題型做簡要的說

明及該如何準備，當然學習的方式有很多，無法在這裡全部介紹，若有

想分享如何準備聽力測驗的族人，也可以分享給大家喔！ 

以下的說明若與實際考試不同，仍需以當年度族語認證簡章及實際族語認證測驗時

的內容說明為主。 

依「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題型、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合

格標準一覽表」中高級聽力測驗有兩個題型，一個是「聽音選詞」、一

個是「對話理解」，中高級的詞彙範圍是 1~800 詞及其衍生詞，目前可參考

學習及閱讀的教材有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發行的9階教材(第1

階~第 9 階)、原住民族語初級教材-生活會話篇、原住民族語中級教材-

閱讀書寫篇等教材可供參考。這些教材也都有提供族語音檔供學習者聆

聽族語。中高級聽力測驗共佔 20 分，每一大題共有五小題。 

若想參閱題型，可至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的網頁

http://lokahsu.org.tw/type/上參閱各族的題型範例，可以大概看一下試題內

容。以下是秀姑巒阿美語的例子。 

中高級聽音選詞選擇題【試題範例取自 http://lokahsu.org.tw/type/】 

(音檔) Romakatay ko kalang i lawac no ‘alo. A: foting 

B: ‘afar 

C: takola‘ 

D: kalang 

在中高級聽力測驗的第一大題，試題會播放一句族語音檔，受測者看不

到所播放的族語，測驗本上會印有四個選項，選項可能是詞彙或是詞組。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xl2SqgrQDTrzM3J0PaVoAfOfRfDOWVRtnY7ixBGskLIYSLkkALhaugtWSy5Mium6PTSQd39iSG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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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E%E9%BA%BC%E6%BA%96%E5%82%99%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4%B8%AD%E9%AB%98%E7%B4%9A%E8%81%BD%E5%8A%9B%E6%B8%AC%E9%A9%97/1945008742457280/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64B9BFAAA44B32A&DID=2D9680BFECBE80B6A56480A7D2601528&fbclid=IwAR1wCelPDWKwTkY4ByWMmCWMwdYYKLtn4z3gtthJsjHnSmJfBHhSVRfP-xc
http://lokahsu.org.tw/?fbclid=IwAR2fwVXpS5ON9gO7MO_KCVdysUi_N33T7phAJziSxqk9YRrvGBxmnZ-8on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3Ffbclid%3DIwAR3YnxobwQ79LhQVuYEoXI_bWpdBjTwTMlya-N6yaa2KRT0v-jhgNP5tVUg&h=AT2sheUhWexsDnooEwG6t1fssaOu-UzoFG-TqEPvjJDXBqLJUJmSoTaQ3BYOzwrwdQn0D9kn0mq-fsy5vt_5eLb34CBzzZ8x2w72vbH5eXCI71COezhuq4GtYygtOdsOFy-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3Ffbclid%3DIwAR1LhyDG7KDG_n15gYXWcYnSq00WwhxfJElEhEkTxqeue48-djI7gEvdV2g&h=AT1EBz8gtqAqZCPZVUfdgrQHE2KJ3MLCWE5PZfjt6s1R7p4mSmSnJ04AgVde3ZEn6KW82vxQGs_7vNdzXZKuBa_5EKk4m4iqNCysqMffdM4VgZWo24SBIHJH47NkiZLt_-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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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要習慣聽族語及讀族語，若不常聽也不常閱讀族語，聽力測驗的分

數可能會不理想，此題型在測驗受測者的族語聽力擷取片段訊息的能力，

換句話說，是要能聽懂族語並正確選出理解句中的族語(詞彙或詞組)，

測驗了聽力也同時測驗讀族語的能力。 

中高級對話理解選擇題【試題範例取自 http://lokahsu.org.tw/type/】 

(音檔) A: O maan ko manengnengay iso i kilakilangan?     B: Adihay ko 

ekong.A: Adihay ko ekong i kilakilangan.B: Adihay ko ekong i lalan.C: Adihay ko ekong 

i dihif.D: Adihay ko ekong i pala. 

中高級聽力測驗的第二大題，試題會播放兩個人的一次對話音檔，受測

者同樣看不到族語對話的內容，測驗本上會印有四個選項，選項會與對

話的內容有關。在還沒聽到族語音檔時，可以快速瀏覽試題的族語選項，

音檔播放後，要趕快理解對話中所講的內容，並同時快速閱讀選出最符

合對話內容的選項，這一大題也是測驗受測者聽力對話理解與閱讀的能

力，與第一部份的聽力內容來看是多了一些，選項也比較完整。 

以上簡要分析了中高級聽力測驗所公告的試題範例，了解了聽力測驗不

單只是測聽力的理解外，還藉由閱讀族語來知道受測者是否真的理解所

聽到的族語，也就是族語聽力與閱讀需要一起練習，正式考試時聽力測

驗這項才能獲得好的表現。 

族語好聽力要怎麼準備？ 

族語聽力能力養成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族語語音知識」、「族語詞彙」、

「族語語法」、「背景知識」等。當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族語聽力的反

應速度會變好也會變快，你可以問問自己目前聽族語的比例有多高？一

天之中，有多少時間聽族語？一周內有幾天聽族語？一個月內有幾天聽

族語？ 

（一）族語語音知識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3Ffbclid%3DIwAR3r8IV9Tyg_XSl-5WhFKT74ybfFY0yYT4ecp4h6hPT-WHkl_VjCUnBuN1w&h=AT3YsYvCIglRnq7bej37W334GAzWaUhlihUvcTADUdqbPlaTh_Ynh_OU5Zsng3i1pvky2Q-5jfLQCpnW-RkwKAXb0lb_FaXeWVcMEwt80XFFSat8UeRNCOBBz_1SJvh5Cx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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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聽不太到自然族語的族人，可以強迫自己打開電視收看原住民族電

視臺，選擇自己的族語，去習慣聽族語，尤其是族語新聞的部份

（http://titv.ipcf.org.tw/sinbung_main.jsp ），或強迫自己聆聽原住民族廣播

電臺（FM 96.3）（http://alian963.ipcf.org.tw/ ），或有些縣市的廣播電臺

也有以族語播送的節目，選擇與自己族語別有關的節目，去習慣聽族語。

聽族語版的歌曲也可以訓練族語語音知識，網路上也有線上的族語學習

平台族語 E 樂園（http://web.klokah.tw/ ）可供 24 小時的學習，上面有許

多的教材有提供音檔及族語供學習者練習。聽不懂沒關係，就是要強迫

自己固定時間去聆聽族語。 

在部落的族人若常聽到族語，只要多加練習閱讀族語 E 樂園裡的族語文

一起搭配練習，族語語音知識與族語書寫符號連結起來，識讀族語的能

力會很快的建立起來。 

（二）族語詞彙量 

族語詞彙量要達到多少才能聽懂族語？當然問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卻

又很重要，如果我們知道一概數，就可以編排這些詞彙到學習的教材中，

做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學習使用，但目前尚無較明確的研究報告，這也指

出族語目前語言發展的研究不足，一個族人一生中會多少詞彙，詞彙發

展的情況是如何？都尚待有研究人員進行長期研究。回到正題，族語中

高級聽力要能聽懂試題內容，除了熟讀千詞表外，族語教材至少都要聽

過，當你聽不懂，最好停下來把聽不懂的詞彙圈起來，做為後續學習的

詞彙，時間久了，詞彙累積到一定的量後，你會發現你可以聽懂族語。

要能聽懂族語，詞彙量累積愈多愈好，這是不變的定律。 

傳送門：學一個詞可以另外學會四個詞 傳送門：族語學習詞表（千詞表） 

https://goo.gl/teHnj2  

（三）族語語法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itv.ipcf.org.tw%2Fsinbung_main.jsp%3Ffbclid%3DIwAR3RVolxEOc4MIMitbLNdKpZqdcwfjNt5kXBqAneValPcqojTbu9pGl0faM&h=AT0GFP92ET2lxlYURoK-zgtwxatYbWIfLlYODnk05IBkaYLai6B7Byu_5RKnJoOQOc3oxgM4sR8kx0gb7TTNKlt0EKc2x7ju_EEnjOgcX9WUqetDY44NnQUmJNo_U7-VgKu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alian963.ipcf.org.tw%2F%3Ffbclid%3DIwAR1ML8Q5QADSVMJDnPR8asjGfo0nFTG8gY4NOysjlicF89RRE2yqywgT9yQ&h=AT30-jzoclm5XDwvC_2NqQv7I2Nh6mJGaJekyni2Tph8GxINcn32i0ojk-xjC2b7eIJLdtP_Y7Ei3odTxg6X3JM1ziX0WqqGJUs8vg3Ey5hqDI09KmoEg7rukZO2OubhhXvP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2gO74YYoR0fat3vQpxGthY-s3WUpiis27erzw4D6mcSU3kspaDTFU091c&h=AT39Fs6jU8KOGHGGe7tOTKiVYIOcQ_7cK6HlAFmXJ9ucCXJEBd8gr_dFmD7GydTqQG9VWAPqilLXIOTQRqe2BF6pm3foaQEceoK2XWWyXiCjHx9O8XQonKPDrJFbhO18EnA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2D7FDuBEXlP8g0YSTACo9me-VoSlTxIdYLJxJdJ4QLdBLjX5JIsrVjg2A&h=AT3K34a09Sk1h0T7UreLpUYuz0F422FPAMJ4uG31Ur_S2xuo797feWVJt5QvFnA6cPrXL8SMTxoWvd6EYXYIKqM-QGixmkxlaA30fTd4fbrSL4oyx3lQKBsfbqm9HaH_osS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3XrfREsVBUqkph25si3VEtSpoXqDjJ6OJRs6esEoarMWny-Bohds0Pq30&h=AT2YeYm8sC4norq-XQiYI4gW57d5aMtULaQVRteLeTCvN3MVZ67lnH14wjpybLkITuwQZ1w5JdkOo1u5zjMV8KqNOu05VOCGZGjJnD_BTM7O2LuyEB9WyhPXlZgwyft8WpoO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osts/181543661874782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teHnj2%3Ffbclid%3DIwAR3k6jVBglXRAHTnBf2mTVAar7Ty1LRTub8sY4mpPd6SL9T_crO4VqM3T5Q&h=AT32GUlBA3U4axH6yJgjirmWWy8bltBNVhYI0c6dHzhsnHK1bWv3J2lKd2A2Wxd8_kJYYv4jzKRWBOtizNq609I_6MwL_T2-cwFTxezhmJxd5SIWBYb_8NrckHO3hrxj-TK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teHnj2%3Ffbclid%3DIwAR2HLOEO2QmD_x15i70BepORmChBwdwrrSUS54LZKi3T8VyrCGfXKqDOd9Y&h=AT0ZbdfEr_RQI6zaza5yP4YMFuJ2mL8qoOOiPOh_RD5r-eUGpngt44cCyXK3aWgXqsbgmKUh9CU-5mig2yDqZLxkBqy1b9HisWIyTEIldY7I5SCHOHA2ZSZ869kz87RDtl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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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族語有語法嗎？答案是有的，每一個族群的族語語法都不太一樣，

但有些語言規則是蠻類似的，例如族語的句子中的動詞大多都在句首位

置，句子結構是有其規則的，詞彙也有詞彙的規則，例如名詞詞彙加了

某些詞綴後變動詞等。族語是有語法的，若對族語語法有想進一步認識

者，原住民族委員會有出版臺灣南島語言叢書，有針對各族介紹各族的

語法概論，可以上 Alilin 原住民族電子書城（https://alilin.apc.gov.tw/tw/ ）參

閱。我想有人看到語法可能就會害怕，不用擔心，只要慢慢聽族語，重

覆聽族語，慢慢累積族語的聽輸入，你一定會吸收到族語的語法，而且

是從聽族語中吸收族語語法。 

傳送門：從族語中發現規則 

（四）背景知識 

什麼是背景知識？如果在部落長大，跟著長輩去山上打獵，打獵所用到

的器具、對地理環境的了解、動植物的認識等，一定會建構對打獵這一

方面的知識。若在試題中出現打獵情境的試題，你是否能夠聽懂打獵的

器具名稱、所獵動物名稱、地理名稱、狩獵的文化義含等知識呢？當我

們沒有經歷、學習或體驗過，有些背景知識會是陌生的，當你不熟悉，

試題出現了你不熟的內容，作答表現就會不盡理想，所以平常要隨時擴

大自己對自身族群的文化內涵、族群生活大小事等都要能夠在族語的環

境中學習體驗，背景知識才能跟族語連結在一起。如果理解內容知識不

是使用族語，就不知道知識對應的族語詞彙，這樣子族語認證時也會遇

到困難。重點就是你需要沉浸在族語環境的知識體系去建構背景知識。 

傳送門：不同文化背景有著不一樣的語言知識體系 

聽寫法 

當你的族語語音知識、詞彙、語法及背景知識都達一定程度，搭配聽寫

法，之後的族語能力會有很大的進步。後續也還會在提到聽寫法，因為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1Bwrdt5Xx2TRRax0XbnvCbxavRkjR2c9wEcTSEF0kMBQX2UfuTNYa7dzE&h=AT0JpaHgaziVTVXPPpS5ANBU7cyhT6lIGvnjKRCobR8HyyPAyRmKq2QLfD8VO8jUByV1Jimv7P3fLGKRgy62J5-3H5ELSd2DWu_qe9mkMErd6wzsq9dwGU3EehWyGGwQfkx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2YCgIhuIrEvsAoGsHaye-F04_VCS1Zu2IA2pFzlwsunDZ0PCHCCRiffz4&h=AT39k3DesBl42I46m11bq5FmTGJt4ioDz_yb-YhLhyNGfoZTfGDiQXOxR2aHJAixA7VA55-3ieTeduHHQl_c61yrGDLPj-b0TSK-wQoqz4gknvHv8SBZWiv5alhBYSL7h9sN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osts/1901452963479525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osts/188378145191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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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寫作測驗有測驗受測者的聽寫技能，而且聽寫法對於聽力測驗能

力的增進是非常有幫助的一種方式。 

若自己無法自動自發的練習聽寫，可以使用「族語 E 樂園」的線上功能，

當你聽寫完後，系統會告知你是否答對或答錯。良心建議，若想練習聽

寫，最佳的方式還是以筆書寫於紙上，將所聽到的族語以筆書寫出所聽

到之族語，可自行批改或是由族語老師協助批改，這時才能知道自己在

聽寫的過程中那一個環節需要加強，中高級族語認證測驗的聽寫也是以

筆書寫，而非電腦打字聽寫，所以平常練習，還是建議在筆本記上練習

聽寫。如果有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kai 試英雄』節目，其中一個比賽

項目是詞彙聽寫，節目播放的語言別若與自己相同，也可以自己聽寫看

看。族語聽打也是一個可以練習的技能，由於認證測驗是以紙筆測驗來

進行聽寫，若兩個技能（族語電腦聽打、紙筆聽寫）都練習是會提升自

身的族語能力。 

如何設計族語聽力測試的選擇題

呢？ 

這一部份會簡單的各舉一個例子說明怎麼設計聽力試題，這一部份內容

可以供族語老師參考，以下之試題是模仿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

高級之試題範例設計，聽力的內容是從教材(九階教材及初級生活會話

篇)中選出來的句子。族語老師要有設計試題評量的能力，這會對族語

教學有幫助，相信族語老師在過去的研習課程中也有學習到這一方面的

知識。以下舉例說明： 

（一）從九階教材中設計聽音選詞選擇題 

中高級的聽力測驗第一部份是聽一句族語，所以族語老師可以依據自己

的課程教授進度，從教過的內容中隨機從教材中設計單句族語做為聽力

之試題給學習者練習，或者依千詞表裡的詞彙寫成句子做為聽力試題給

學習者練習，接著從準備好的句子裡，從中設計四個選項，以下是以句

子中的受詞(物品)作為選項之設計。聽力的內容與選項都設計好後，就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0lBHPHpw7iGv0HsnAWl22mGDXrD3h78QKwvfup-QkSXsXy80hnfVmEQ3w&h=AT0d_r0YHH8ngfcCwz9f0zfw55U5sDrdFxoim_f7eRxOOVioebE2aP0GUx4PLw8NxtP2f5JWh2_FZ2Ha3R1kyXsbg2P9vShwR-Whs0M80Kyy4ql52LSKMg0xwuZqhSJWSQ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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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課程結束最後一堂課中給學習者進行練習作答，聽力的內容由老

師逐一來唸，學習者看著練習卷上的選項做選擇。 

 

從九階教材中設計聽音選詞選擇題 

上例中的選項設計是與正答詞彙語音接近的詞彙做為誘答，也可以設計

與正答同類名詞之詞彙做為選項(正答為文具用品，誘選項可以用同是

文具類之詞彙做為誘答)。 

（二）從初級生活會話篇教材中設計對話理解選擇題 

中高級聽力測驗第二部份是聽族語對話，所以族語老師可以依據自己的

課程教授進度，從教過的內容中隨機從九階教材裡的對話課文或生活會

話篇的對話課文裡找族語對話做為聽力之試題給學習者練習，或者依千

詞表裡的詞彙寫成對話句子做為聽力之試題給學習者練習。接著從準備

好的對話句子裡，從中設計四個選項，以下是以對話句子中的第二句作

為選項之設計。聽力的內容與選項都設計好後，就可以在課程最後一堂

課中給學習者進行練習作答，聽力的內容由老師逐一來唸，學習者看著

練習卷上的選項做選擇。 

 

從初級生活會話篇教材中設計對話理解選擇題 

上例中的選項設計是以對話第二句來做為選項之設計，因為 Ramay 問

Ofad 要去那裡，所以選項的正答使用了將要去的句子，會與原對話的動

詞型式稍有不同，選項以兩兩一致的句子結構來設計誘答(B 與 D 的結

構相近，A 與 C 結構相近)，遇到的人分別設計四種人(農夫、老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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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話者、驕傲者)，詞彙的語音也很接近。選項的設計還有其他的方式，

這裡只舉在這個例子中的設計方式供老師參考。 

結語 

族語聽力的養成主要還是要以家庭為最主要的習得場域，在原鄉還有部

落族人會使用族語，所以聽到族語的機會比都會區高，居住在都會區者

就必須依賴家庭，家中長輩一定要與孩子使用族語，孩子聽族語的機會

都沒有的話，會讓孩子的族語聽力能力變弱，族語 E 樂園上的教材只是

輔助，學校族語教育教的是族語文字化，當然還是會練習聽族語。要學

會族語一定要先能聽懂族語，重要的學習基地還是族語家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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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準備族語認證中高級口說

測驗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10 月 5 日 星期五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5I3PEDZjR5of1ED6-yl8QXIg8g8iBNTIjLViod_BJ9w8r6xKKEmlUsSgoHg3YzhfAmxzaXvlXvM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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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E%E9%BA%BC%E6%BA%96%E5%82%99%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4%B8%AD%E9%AB%98%E7%B4%9A%E5%8F%A3%E8%AA%AA%E6%B8%AC%E9%A9%97/20293202673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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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次閱讀 

中高級口說題型介紹 

中高級的口說測驗包含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朗讀題，第二部份問答題，

第三部份為看圖表達。 

 

中高級口說測驗三部份 

第一部份：朗讀題 這個題型從初級的朗讀單詞，到中級的朗讀單句，

中高級朗讀材料會比中級更多一些，中高級需要朗讀一個段落的內容。

而段落的內容大約是 40–50 詞之間的長度。要通過這一大題，平常就要

多朗讀族語文章，可以準備計時器或手機的倒數計時功能，設定準備時

間及朗讀時間，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在時間內完成朗讀。請注意！朗讀並

非隨意唸過去，朗讀是需要了解段落的內容——從發音、詞彙、句子到

段落，完整的一個主題段落內容，閱讀理解完才能表現出段落中該有的

語調，像是疑問句、是非問句、感嘆句等。 

傳送門→中高級題型範例 http://lokahsu.org.tw/type/midhigh.php 

第二部份：問答題 這個題型在初級、中級也有，中高級的問答題的題

目一定會與中級有差異，中高級的問題中會有情境句，會依情境句的設

定衍生問題，只要理解問題所問之問題，並以完整句子依題意回答，這

樣子才可以得到分數。這一部份除了《九階》教材中屬於對話型式的課

文可以練習外，尚有族語《生活會話篇》教材可供參閱練習。請注意教

材中句末出現「問號」的句子及其下一句完整的回答句。問句可能會包

含問人、問事、問時間、問地方、問為什麼等問句，只要多加練習， 一

定可以有好的表現。  

傳送門→中高級題型範例 http://lokahsu.org.tw/type/midhigh.php 

第三部份：看圖表達 此題型在初級、中級也有，差異在於不同級別的

圖片中的內容資訊多寡。圖片中出現的物品、人物稱謂、時間、地點、

動作等詞彙都要熟悉其說法，此題型在訓練組織語言成段落的題型，屬

於創造型的題型，每一個人回答的方式會不相同。平時在練習時，看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midhigh.php%3Ffbclid%3DIwAR0Str_0lLhn1VkrI0HLhNxjIqA6M8BRR9kxIyDO7QbOWSLz59LeIvOxApI&h=AT3iJnfcxbX6qucGFzr6jsCr_KWRMMOO689XpNiHf7JNnss3Z7AuoiDYaB0w3AuYjlaTaoNBSDfo4_t37y-k4RDhoEH45yWaCQwJI1CCvwryzpx7wa7XE6XSEwJyKU-w1Yp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nine%2Flearn.php%3Ffbclid%3DIwAR2vZ0WG58MFGTuOjdB3C9YwT6LEmZXd_38xt7Wlq3R2MHESKFTMdc6oSpc&h=AT3iV09PMbvXjj-9C2wg6VGtFWD7S-dx1E9Xb1T30giR-iycZ5f1DOnGdTHshXEmTRqV71o0IpPicb7nwI3v55XiFlp6_DqH48o39xskwAR4V3zWoLheJXvVknngMUjGTjm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extension%2Fcon_practice%2F%3Ffbclid%3DIwAR1T92K_ZVbogbpIs3IKzzbgJrY4qNVL7awOLPQEOi5g-AEYqwne1zv8OoU&h=AT0aSsjUQlwTNkEF4YJvHf6UF6QOSuIhrWICizYLi7WzPTvLlG2WLDm4950lF1jG_Y-zo2EQFF34LpE1gg6TDiCuFpd71umYODfzm0VD_dkhfeXp9PlHnTVAh1A4pTpiEZVY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midhigh.php%3Ffbclid%3DIwAR3FnxiRfVcMEqcutoadOkxywOTdSoxl4_tETAYB9lcPeje5Qeo3ZzevgnA&h=AT2-QRmpulDOf1egbuYrdiw-jPVmoX-cyTj63OhnTXRAMf81T5cRIBSLb36I_JFQCaB6yxhcOEgVgKMPWd9GQFaGcMxNYlKZ_34ymgSfQpDLQb9hzAuZL9DfmIkZ5h1bv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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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境或是任何一張照片，請試著用族語去描述情境或照片中的內容，

要訓練到看到什麼就能說出族語，正式測驗時才能輕鬆的應答。平常練

習可能會遇到這個詞怎麼說、那個動作怎麼說等狀況，只要把不熟的內

容記錄下來，詢問長輩及族語老師，一步一步學習，累積口說能力及族

語反應能力，測驗時就能得到分數。教材中若有提供口說練習的圖片，

也可以練習口說，而且圖片會與該課有一些相關，就可以從課文中抽出

句型來練習口說並組織段落內容。 

傳送門→中高級題型範例 http://lokahsu.org.tw/type/midhigh.php 

現有族語教材 

至目前為止，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了許多的族語教材供族人學

習族語文，政府已提供了這些教材，也提供了線上的學習資源(族語 E

樂園)供教材搭配使用，有了這些族語教材並不代表族語就能被救起來，

仍需要族人朋友們一起學習努力傳承或對族語有興趣的族人一起學習，

因為族語不是只寫在教材上，而是要變成我們生活中使用的言語。透過

閱讀族語教材學習族語文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教材上的詞彙說法可能會有部落間差異 

在閱讀上述所提之教材時，要採更開放的角度來讀，因為你可能在讀的

過程中會發現以下的可能： 

---教材選錯方言別 

此時需向長輩請教或是向族語老師確認，需請學習者選擇對的方言別教

材後繼續學習，若仍有詞彙上的差異，一樣採開放的思維，多學不同方

言別的說法，並自行標記自己部落的習慣說法。 

---教材有部份前後不一致或錯誤 

若在閱讀教材時，發現有明顯的前後寫法不一致或錯誤，也一樣採開放

的思維，問過族語老師或長輩後，把部落習慣的說法寫上去，等之後有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midhigh.php%3Ffbclid%3DIwAR2YUcscNpGa5M625XB-PGwAgpn-WG9w31o4B3sxHRs2nkJ7_JAcJCw68-c&h=AT2dHuigQgDUOKpRl0HCKZPNEYomED7gHZzxCGsKCrEjXSGN8_8v3WCoVaHYxCtppOfm_lhykWCUoHVvJqrMotejB7abyWBCwIRUs1hvhIPVthym9KlIqXgTFHhSHOejSr09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2hloCo1S7tidZkTh3HuoMpcIVzRyuxRUIY1Syopu-97A7kp3bG-gmuyfQ&h=AT0Zaft4f4b-LsHJVu-MnFBadPyK66VKGqK1xHANswBhS06uuMf915cZNYS5YHvC-ALa2E20aR9_ZO48BNku18UOrtE9KrxhorS2hvLLtx4gsdet-56RmN1iOlXQgi9ox0Q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2hloCo1S7tidZkTh3HuoMpcIVzRyuxRUIY1Syopu-97A7kp3bG-gmuyfQ&h=AT0Zaft4f4b-LsHJVu-MnFBadPyK66VKGqK1xHANswBhS06uuMf915cZNYS5YHvC-ALa2E20aR9_ZO48BNku18UOrtE9KrxhorS2hvLLtx4gsdet-56RmN1iOlXQgi9ox0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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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回饋專區時，可以提供給教材研發單位做為之後再版之依據。族語

的教材開發真的很辛苦，真的很不容易，臺灣有族語教材可以使用是比

其他國家的原住民族還要幸福的，但我們還是希望未來的族語教材品質

之後能持續滾動修正，完善族語教育。 

從小學習聽 

Suskind、Suskind 和 Lewinter-Suskind (2015)出版一本書叫 Thirty million 

words: Building a child's brain－Tune in, talk more, take turns (粗略翻譯

這本書名：《三千萬個詞彙：建構一位孩童的大腦－情感投入、多說、

相互交流》)。這本書的作者以科學的方式記錄幼童接收語言的詞彙數

量，並觀察孩子的語言發展狀況。為什麼說這本書呢？我想大家都普遍

認同語言學習能愈早學就盡早學習，而這本書以實際的數據呈現，要讓

孩子學會語言，且讓孩子後續成長能發展的更好，就必須依書名上的做

法來做，作者所說的 3T (Tune in, talk more, take turns)。根據 Suskind 等

人(2015)的報告，來自專業職業家庭中的孩子與接受福利救濟家庭的孩

子在語言接收的量就有明顯的差距，其研究記錄了 13~36 個月大的孩子

到三歲，在這個期間這兩個家庭的孩子接收語言的數量差距三千多萬個

詞，這是針對詞彙的總量計算，包含重覆的語詞。換句話說，若要讓孩

子能學會族語，依 Suskind 等人的建議，就要投入情感跟孩子多說族語

及相互用族語交流，在書中作者還提到要關掉(tune off)電視，也可說是

4T。 

從小學習族語，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聽族語，若沒有把族語聽力基礎打好，

說讀寫也會受到影響。若是成人小時候很少聽族語，現在開始學習一樣

可以學起來，做法一樣要先多聽族語開始，聽懂了才有可能跟著仿說及

練習口說，慢慢的把族語聽說練習累積起來，語言學習是靠日覆一日的

練習及使用族語慢慢累積起來的，不使用也是會消退的，像是在練功、

練肌肉一樣。語言能力不是一天，幾個月的時間就能獲得，是需要長期

投入變成生活的一部份，自然而然的言語才能帶著走。 

傳送門→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幼兒語言政策淺談 傳送門→淺談原

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中的幼兒族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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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0-6%E6%AD%B2%E5%AD%B8%E9%BD%A1%E5%89%8D%E5%AC%B0%E5%B9%BC%E5%85%92%E8%AA%9E%E8%A8%80%E6%94%BF%E7%AD%96%E6%B7%BA%E8%AB%87/18055388364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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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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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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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士及非族人學族語並通過族語認證 

相信大家有聽聞外國人士及非族人朋友學習族語且通過族語認證的新

聞，先不管族語認證初級、中級是不是簡單，這裡要說的是成人是可以

在成人階段學習其他語言的，學習其他語言可以從零開始。所以族人朋

友們族語不好不要擔心，現在開始不嫌晚，只怕不開始，趁現在還有會

說族語的長輩還在，多跟長輩們試著用族語聊天，多聽他們談話聽族語，

向他們學習。想想臺灣目前族語消失的族群，他們運用語言學的方式從

歷史文獻資料中重建語言，這真的會非常辛苦。國外也有一些語言重建

的案例(請參閱戴佳豪，2017；張學謙，2011)，希望族人朋友們能借鏡

國內外的案例，讓族語繼續傳承下去。語言若不在生活中使用是會逐漸

消失的。 

傳送門→新詞與語言復興 

如何練習口說的朗讀 

以下方式可提供給在都市的族人參考，若能報名目前原民會在七所大學

開設的族語學習班學習族語或是一些社區或部落的族語課程，課堂中就

會帶到口說的練習，在課堂或課後還有族語老師可以請教，若族語老師

忙的話，還可以運用一些通訊設備的方式與部落的親戚家人視訊通話，

唸給他們聽。 

---以現有通訊軟體進行族語學習 

LINE、SKYPE、Google Handout 等等通訊軟體。透過這些科技是可以

與真人在線上互動進行口說練習及討論。若朗讀稿準備好了，就可以使

用通訊軟體唸給遠在部落的親戚家人，請他們幫忙當老師，若他們能聽

懂你所朗讀的內容，就表示朗讀成功，若親戚家人聽不懂或覺得語調不

對，也會提醒你句子要怎麼唸。會建議自我練習時先準備好在與親戚家

人通訊，免得佔用太多長輩們的時間。 

---現場朗讀給長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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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A%9E%E8%A8%80%E5%BE%A9%E8%88%88/177826258246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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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以通訊軟體與長輩們通話練習族語或是直接與長輩面對面朗讀

給他們聽，這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因為長輩會說你在唸什麼，或有

可能會發生教材上面有一些詞彙是在某些區域使用有不同而造成差異，

如能多學習不同區域的說法也能對自身族群多進一步認識。能找到長輩

聽你朗讀一定要好好感謝長輩願意聽，相信長輩會開心有晚輩主動學習

族語。練習看圖說話時，也可以拿很多圖的繪本，中文的，英文的都可

以，因繪本的文字少圖畫多，會是看圖說話練習的文本，試著看繪本說

族語給長輩聽，長輩若覺得你表達的不好，說不定長輩會即時教導你。 

族語家庭、族語部落真實的語言環境 

使用族語教材學習聽說族語不如在說族語的家庭及說族語的部落環境

來學習聽說能力，在真實族語環境下互動學習，族語聽說學習會更穩固。

而族語教材是讀寫能力培養的重要學習文本，若能搭配家人及部落集體

的互動沉浸學習族語，語言四個面向聽說讀寫能力就能夠同時發展。在

此仍強烈建議聽說能力需先養成再進到讀寫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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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okahsu.org.tw/ Suskind, D., 

Suskind, B., & Lewinter-Suskind, L. (2015). Thirty million words: Building 

a child's brain－Tune in, talk more, take turns. New York, NY: Dutton 

Adult. Akiw (2017/9/22)。原住民族 0-6 歲學齡前嬰幼兒語言政策淺談。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FB 網誌。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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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歲學齡前嬰幼兒語言政策淺談/1805538836404272/ Akiw 

(2018/06/28)。淺談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中的幼兒族語學習。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FB 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淺談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中的幼兒族語

學習/1944262609198560/ 戴佳豪(2017/07/18)。詞與語言復興。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FB 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新詞與語言復興/1778262582465231/ 張學謙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1wZH5_fQQ2xVK2E1SJI5I6Oj0uzfQuJZu6RxBLodukYsFsQ8F4M7VtLr0&h=AT2zLCf9OKwMIJKpuV1iYPG1jTNjUqOpip7LERevqaa5EjPk3aC8Ru-PBO_Z54ouIilckz32Y5cBPrnlGorj-DI3qLwuvgMWvWrdUrply4UoZi66j_aLjH1NXhuyRSRB1L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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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0-6%E6%AD%B2%E5%AD%B8%E9%BD%A1%E5%89%8D%E5%AC%B0%E5%B9%BC%E5%85%92%E8%AA%9E%E8%A8%80%E6%94%BF%E7%AD%96%E6%B7%BA%E8%AB%87/18055388364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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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0-6%E6%AD%B2%E5%AD%B8%E9%BD%A1%E5%89%8D%E5%AC%B0%E5%B9%BC%E5%85%92%E8%AA%9E%E8%A8%80%E6%94%BF%E7%AD%96%E6%B7%BA%E8%AB%87/18055388364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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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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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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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A%E8%AB%87%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4%B8%AD%E7%9A%84%E5%B9%BC%E5%85%92%E6%97%8F%E8%AA%9E%E5%AD%B8%E7%BF%92/19442626091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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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A%9E%E8%A8%80%E5%BE%A9%E8%88%88/177826258246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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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A%9E%E8%A8%80%E5%BE%A9%E8%88%88/177826258246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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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台灣國際研究

季刊，7(4)，127–153。 

 

 

 

 

 

 

 

 

 

 

 

 

 

 

 

 

 

 

 

 

 

 

 

 

怎麼準備族語認證中高級閱讀

及寫作測驗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161 次閱讀 

在過一個星期，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要正式測驗了(測驗

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相信有報名的朋友們都很努力的在

準備族語認證，正式測驗當天就是檢驗自己的族語學習水平的重要日子。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3W4k7WKwrDUyxw2qPlaH25y7zyUhjgjdgRkR3eV2nacDDwGq_8NmnW0mod4E7NVUDl4UyU6Z41k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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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E%E9%BA%BC%E6%BA%96%E5%82%99%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4%B8%AD%E9%AB%98%E7%B4%9A%E9%96%B1%E8%AE%80%E5%8F%8A%E5%AF%AB%E4%BD%9C%E6%B8%AC%E9%A9%97/206253379403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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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也有一些今年沒有報名認證的，還在努力學習族語中，族語學習不

嫌晚，只要願意學習族語，並相信自己可以學得會，一定可以取得好成

績。之前有寫關於中高級聽力及口說測驗的準備，聽與說是我們族人最

常使用的能力，讀與寫的能力則是較晚才開始學習，族語讀寫是需要時

間累積所學族語內容(詞彙、語法等)，在累積的過程中慢慢轉化成自己

的族語讀寫能力，相信最近應該很多族人都有在線上學習族語學習詞表

(千詞表)及教育部及原民會所出版的族語學習教材內容，從閱讀這些教

材也一定可以練習族語的閱讀能力，以下會簡要介紹中高級閱讀測驗及

寫作測驗的題型及如何準備。 

中高級閱讀測驗 

中高級閱讀測驗有兩個題型，一是詞彙語意(5 題)，另一題型為語言結

構(10 題)。這兩個題型都是四選一的選擇題，每一道題會有一個詞彙或

語法詞彙被挖空，認證者需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最符合題目之最適答

案。 

 

中高級閱讀測驗題型說明 

閱讀測驗中的詞彙語意題型，每一道題的族語句子裡的每一個詞彙及選

項詞彙都要能知道其意思，才能真的理解整個句子的意思，被挖空處的

詞彙也才能從選項中選出最適之詞彙答案，詞彙語意主要測驗句子中的

實詞(如下圖例句中馬蘭阿美語課文舉例❶、❸、❺、❼挖空處)。語

言結構題型同樣需要讀懂句子的意思，才能夠將挖空的詞彙填回一個最

適之詞彙，語言結構主要測驗句子中的功能詞等之類的詞彙(如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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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馬蘭阿美語課文舉例❷、❹、❻挖空處)。[註 1] 

 

設計讀寫練習題 

以上以課文中的句子當例句，挖空並未設計每一題之相對應誘選詞彙選

項，這裡只是要呈現一個句子是可以設計成很多練習用之練習題，每一

個詞彙都可以被設計做為評量使用，即使不設計成選擇題，若平常課程

練習改為填充題也行，也是可以評量學習者的讀寫能力。自學者，可以

請朋友幫忙在一個句子中挖空一個詞，看看自己能否填入正確的詞彙，

也是一種培養讀寫實力的方式之一。 

每一個詞的意思及功能若能掌握清楚，認證測驗時一定可以反映出平常

族語學習的實力，所以閱讀的能力需要扎實的累積詞彙。 

中高級寫作測驗 

中高級寫作測驗有兩個題型，聽寫題(5 題)及問答題(5 題)。以下簡要說

明中高級寫作測驗中兩種題型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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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題型說明 

 

 中高級寫作測驗-聽寫題 

聽寫題需要動用較多的能力，要聽、要寫、要讀。聽到一句族語後，若

能聽懂族語句子，就能夠將所聽到的族語轉寫成句子，因此聽寫題是一

項有高難度的測驗，但族語能力程度好的，這一種題型只要多加練習，

正式測驗會較輕鬆。若族語聽力能力還沒達到聽懂的程度，聽寫出的句

子可能會不完整(可能會有缺漏詞彙等情形)，聽寫能力平常就需要多練

習，而且聽寫是一種增強族語能力的一種練習方式之一。由於族語認證

是紙筆測驗，平常一定要拿起筆聽寫族語，雖然說可以在電腦前以電腦

打字聽打，但因為認證測驗需要以黑色原子筆於答案卷上作答，所以在

練習時就要仿造正式認證測驗，以原子筆練習書寫聽到的族語句子。這

樣子正式測驗時才會順利。 

教育部及原民會所發行之教材都附有音檔，只要在電腦前按下播放句子

的按鈕，練習時播放次數自己決定，在自己的筆記本上開始聽寫練習。

因為是練習，就必須專注的聽族語，聽完後以公告之書寫符號系統寫下

所聽到之族語，寫完後在自己比對教材中的內容是否與所聽寫之族語相

符，不符合之處在自行修改，多聽幾次，這樣練習一定可以增進族語的

聽寫能力。 

 中高級寫作測驗-問答題 

這部份的練習與口說測驗的問答題很類似，只是寫作測驗是要認證者在

測驗當下寫出相對應之族語句子。一定要看懂題目，依題作答，千萬不

可答非所問。這一部份的練習只能多閱讀現有公部門所發行的教材讀本，



167 
 

可參閱問答對話式之課文(如生活會話篇之教材)，若是在教室中學習族

語，還有族語老師可以詢問所寫之句子是否正確，自學者只能仿造對話

式課文，自行做寫作替換練習了。 

參加族語認證就是在檢測自己的族語聽說讀寫能力水平在那個程度範

圍，族語認證是一個測驗族語能力的測驗工具，自己能讀懂多少族語文

字，測驗完就會知道結果了，重要的還是族語學習的過程及學會族語。

在此先預祝有報名認證者能順利通過族語認證，族語還有很多內容是我

們需要學習的，我們一起努力學習。Ⓓ 

語發中心研究員 dawa 撰 

[註 1]：以教材中的課文做評量例句，是要讓族語老師能了解，現有的教材都可以自

由運用句子中的所有詞彙，maulah, i, lafii, a, masadak, ko, takura 這七個詞彙也還可以

加其他詞彙重新組合成其他的句子，自行設計課程中之練習題。若是要測驗 maulah

這個詞，就可以設計類似的句子例如：Maulah i nanonanoman a midangoy ko maymay.

或Maulah i lafii a minengneng to fo‘is ato folad kami.等等句子，作為課程練習使用。 

※ 題型說明以正式測驗為準，詳

細請詳閱 「 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專區」之資訊。 

參考資料 

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專區

https://exam.sce.ntnu.edu.tw/abst/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高級題

型範例 http://lokahsu.org.tw/type/midhigh.php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2017)。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原住民

族語-馬蘭阿美語學習手冊第 7 階(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刷)。臺北：教

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xam.sce.ntnu.edu.tw%2Fabst%2F%3Ffbclid%3DIwAR25SVYR5oXjKsnU5qeOrbDnwdcQyWDx7fAZJaBt-t7daM5ZQO6SnxAp91c&h=AT2brWuW3ywknw1LbsfQHSYymXSoTdObI8vuN8Hx3BjzLCBKO9XSyolHXFlfeans6hpfg13UvhpYFJJ9NtbFmYXPhebOVV3AUTGjmhdnpoEVz6z22LjV3J5SYxDUuQVp1Ok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type%2Fmidhigh.php%3Ffbclid%3DIwAR00jlCW2DXQ4Pzc0DfEHC2bWBHoLJ1s4zTLBTSElmnALth697ajBW4j_nU&h=AT0yMRv93XKmA5Px8vbMRm_hP1M4kgEOXzujGWlA9ClCLyLSIhZTXLnCBfRpxf44urvzlBbeGWbcGVj5wOiP7tH39ms89ySqMpxRn-I0av1Z9YEDBpDd0I1ptlbW3mzcQd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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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u!輕鬆看—從郡群布農語的例子思考我們的族語 

【我們屬於什麼？】 

你知道郡群布農語 ismamaz kata 的字面解釋「我們屬於什麼?」是甚麼意思嗎?嗯....

是指我們是什麼關係嗎?還是問我們是屬於什麼屬性?難道是要回答「我們是人」!!!

當然不是囉~ 

ismamaz(屬於什麼)kata(我們)字面意思「我們是什麼?」指的就是詢問對方「你叫

什麼名字」。 

—— 

實際與族人溝通時，發現，詢問姓名時的說法「ismamaz kata?」，跟族語教材「Tukun 

su ngan？」教的不一樣。(你的族語也有這樣的現象嗎?) 

透過這個例子，我們一起來思考教材編輯與教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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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實際溝通問姓名的方式與教材教的不一樣?—對族語以及其族群社會文化

的掌握度有關 

●若從教材教的「Tukun su ngan?」分析其詞彙，tukun 華語語義為「什麼」，su

意思為「你」，ngan 為「名字」，從詞面上看「什麼你名字」為從華語「你的名字

是什麼」翻譯為布農語。 

●而 Ismamaz kata?(我們屬於什麼)則與族群社會文化的背景脈絡有關，布農族是以

氏族為主要的社會組織型態，透過氏族名的確認，使彼此知道是否為同一祖先、同

一家人。 

●還有一個有趣的點值得注意，華語「你叫什麼名字?」對人的主體使用代稱為「你」，

布農語問對方姓名的主體代稱為「kata(我們-包含)」，意即，在問對方姓名時是把

詢問者與聽話者視為一起。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思考，使用「kata」背後的社會文化

含義喔。� 

◎教材編輯與教學時可以怎麼呈現呢？ 

從族群社會文化脈絡為主，但是仍會告訴學習者可能會聽見哪些說法，並說明哪一

種說法是其族群主要的說法（實際溝通、具其族群主體語言特性），並以其為主要

的教學。 

※你的族群詢問姓名的方式是什麼呢 

特別感謝 Hamul 老師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Sadu!輕鬆看 

【族語好好玩-從族語特色培養對族語的敏銳度】 

這次透過用簡單、輕鬆的方式，介紹族語的基本特色。 

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思考自己的語言特色，並且思考怎麼樣從自己的語言

特色中安排設計有趣的課程。 

另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族語課程，使學習者能培養能帶著走的語言技能與能力，也

培養學習者對族語的敏銳度喔。⚠�📚 

👉這些只是某一小部分的說明，我們會在之後慢慢的加入更深入的說明，及如何學

習族語的觀念(理解自己語言的方法)，透過這些觀念與方法思考自己的族語，用理

解的方式習得族語~~~ 

💪還是要多提升自己的詞彙量喔~ 

這就像炒菜一樣，你認識與了解越多食材，就能幫助你煮出更多豐盛且不同樣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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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喔。(當然，認識再多食材但是不會烹煮的方法，仍然無法煮出美味的料理。) 

不過剛開始學做菜，都是先從認識食材、採買開始.....�🍍🍇🍓� 

👍透過用詞根找相關衍生詞的方式幫助自己增加詞彙量，因為是從同一個概念衍生

出去的詞彙，這樣的方法很容易就把詞彙牢牢記住喔~~~ 

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Sadu!輕鬆看─【千詞表公告了什麼?】 

2018.06.08 原民會公告了千詞表，你是不是有疑惑，究竟千詞表改了什麼呢? 

 �首先你要知道的事： 

1.原民會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告修正「原住民族語言認證辦法」，增列「中高級」

級別，自 2018 年起實施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五級測驗。 

並於 2018 年 2 月 5 日公布「原住民族語認證中高級題型範例及測驗資訊」。 

2.原民會邀集專家學者與族人，共同研擬千詞表「中高級」詞彙範圍，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告。 

--------------------------------------------------- 

族人：那之前我們提了很多針對詞彙要修改，以及增加例句....等的建議究竟有沒有

修啊?�❓ 

您的疑惑小精靈聽到了～讓他來回答你�  � 

語發中心從 2016 年開始接手前人們辛苦建置之千詞表：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hotos/pcb.1901452963479525/1901444093480412/?type=3&__tn__=HH-R&eid=ARApWGFNVSPfF0oXrvYwe84bxjJo2ZFixctXo0QC-aF26VcZcUDGTBV8ZHWSpbuAR1pfL4QZlSPoQuJa&__xts__%5B0%5D=68.ARBEk_jLf7W3V2-MzCViaUrSRZ2uZt70MeUsX--9plcuU2IKNzGzCePewcgrq4cNIEgyrWmGshqWkgjxCfYM0F38i4NYksj5azw9QxN6g8MbdTIQuXqRHQlWbLBnnZ9EcOX0K33Gw3yZFtxRYyd_15y1lCk0CQf2-_aEUOFMXmwwFKJx5fl1-x2ALY7TsmkDoxqQ3yiqJaAKsAeXL237rG7XPY_KeMnMU1xz3FR2XpI4fMknzSyjTfPymU7K3nANwuRgeb1IclJPEFliHYdflg1k66odxgHNB-i7NRNBiWncyhzaXiAMbNy-AkMIn7bIdY80tWMp2YVPDzl96hEjnnAn6Ecv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hotos/pcb.1901452963479525/1901444093480412/?type=3&__tn__=HH-R&eid=ARApWGFNVSPfF0oXrvYwe84bxjJo2ZFixctXo0QC-aF26VcZcUDGTBV8ZHWSpbuAR1pfL4QZlSPoQuJa&__xts__%5B0%5D=68.ARBEk_jLf7W3V2-MzCViaUrSRZ2uZt70MeUsX--9plcuU2IKNzGzCePewcgrq4cNIEgyrWmGshqWkgjxCfYM0F38i4NYksj5azw9QxN6g8MbdTIQuXqRHQlWbLBnnZ9EcOX0K33Gw3yZFtxRYyd_15y1lCk0CQf2-_aEUOFMXmwwFKJx5fl1-x2ALY7TsmkDoxqQ3yiqJaAKsAeXL237rG7XPY_KeMnMU1xz3FR2XpI4fMknzSyjTfPymU7K3nANwuRgeb1IclJPEFliHYdflg1k66odxgHNB-i7NRNBiWncyhzaXiAMbNy-AkMIn7bIdY80tWMp2YVPDzl96hEjnnAn6E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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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16 年 

蒐羅大家的意見並且整理成建置建議。 

2� ⃣ 2017 年 

根據 2016 年之建議修訂與新增例句(共 42,000 筆)。 

3� ⃣ 2018 年 

校對與修改所有詞彙、例句與級別，並新增詞彙與 例句。另外，為確立千詞表的目

的以及結合族語教材與學習，從今年開始，千詞表工作業務名稱改為「#學習詞表」

喔! 

回應族人的疑惑：目前詞表工作仍再進行校對與修改喔! 

#以後詞表的詞彙都有一則例句喔❗� 

👍在此特別感謝從開始到現在所有建置千詞表的專家學者與族人們，謝謝你們付出

的心力。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原住民族語認證中高級題型範例及測驗資訊

http://t.cn/RdVjNst 

#詞表下載區 

原民會：http://t.cn/RdVjNst 

語發中心：http://ilrdc.tw/research/athousand/area16.php 

族語 e 樂園網站：http://web.klokah.tw/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http://lokahsu.org.tw/ 

---------------------------------------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Sadu!輕鬆看 

【在你的語言中「火車」怎麼說?-創詞可以怎麼想】 

🚇你知道，現在漢語所說的「火車」，維基百科的解釋為： 

「鐵路列車，簡稱列車，或稱火車，是指在鐵路軌道上行駛的車輛，通常由多節車

廂所組成，可以載運乘客或是貨物。」 

在 #布農語 至少有六種說法嗎?� 

什麼!!就一個「火車」怎麼會有這麼多說法呢?那這樣不是要知道很多詞彙嗎?大家這

樣可以溝通嗎?......為什麼「火車」有至少六種的說法呢? 

 �原來是這樣： 

布農語目前總共有 5 種方言，各方言主要散居在花蓮、台東、高雄、南投，而南投

是現今五個方言皆有的縣市。 

從蒐集到的語料觀察，發現，「火車」會有這麼多說法其實綜合來說有三個很重要

的原因：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D%B8%E7%BF%92%E8%A9%9E%E8%A1%A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S6eLGeAqBRNOKgAM_CMB6Jy7O2dF1tX7Y9ZL-xay2j-1i6-i-Q6jHrmAvxYXIOUIuGgcbypkO3fJURQhHlbrlFdUoVw4pjwMl4Go_Bmyj3750SJ7PPVJPJYRBChA8H8j8gFQdMHdJ2dPOkLgpBG_GQisERdJkcgdVX_xIhdZjQWe8mPiYHdH7k43JxS71gGRWf0zeJE5FgAw2DMdkQBQQfQeFI_h3saXAtm4iE9arF3aa8zLgmrherSxM1BnsohCTRfaESug0-RtQaYbB9CbJTZupWqyWTxkvD8GXegL4JH5GV2jgXsPzvYkWD3JqNDlOo8LkfSMGlPaD1wmhrrjxVRit&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B%A5%E5%BE%8C%E8%A9%9E%E8%A1%A8%E7%9A%84%E8%A9%9E%E5%BD%99%E9%83%BD%E6%9C%89%E4%B8%80%E5%89%87%E4%BE%8B%E5%8F%A5%E5%96%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S6eLGeAqBRNOKgAM_CMB6Jy7O2dF1tX7Y9ZL-xay2j-1i6-i-Q6jHrmAvxYXIOUIuGgcbypkO3fJURQhHlbrlFdUoVw4pjwMl4Go_Bmyj3750SJ7PPVJPJYRBChA8H8j8gFQdMHdJ2dPOkLgpBG_GQisERdJkcgdVX_xIhdZjQWe8mPiYHdH7k43JxS71gGRWf0zeJE5FgAw2DMdkQBQQfQeFI_h3saXAtm4iE9arF3aa8zLgmrherSxM1BnsohCTRfaESug0-RtQaYbB9CbJTZupWqyWTxkvD8GXegL4JH5GV2jgXsPzvYkWD3JqNDlOo8LkfSMGlPaD1wmhrrjxVRit&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A7%94%E5%93%A1%E6%9C%83%E5%85%AC%E5%B8%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4%B8%AD%E9%AB%98%E7%B4%9A%E9%A1%8C%E5%9E%8B%E7%AF%84%E4%BE%8B%E5%8F%8A%E6%B8%AC%E9%A9%97%E8%B3%87%E8%A8%8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S6eLGeAqBRNOKgAM_CMB6Jy7O2dF1tX7Y9ZL-xay2j-1i6-i-Q6jHrmAvxYXIOUIuGgcbypkO3fJURQhHlbrlFdUoVw4pjwMl4Go_Bmyj3750SJ7PPVJPJYRBChA8H8j8gFQdMHdJ2dPOkLgpBG_GQisERdJkcgdVX_xIhdZjQWe8mPiYHdH7k43JxS71gGRWf0zeJE5FgAw2DMdkQBQQfQeFI_h3saXAtm4iE9arF3aa8zLgmrherSxM1BnsohCTRfaESug0-RtQaYbB9CbJTZupWqyWTxkvD8GXegL4JH5GV2jgXsPzvYkWD3JqNDlOo8LkfSMGlPaD1wmhrrjxVRit&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A7%94%E5%93%A1%E6%9C%83%E5%85%AC%E5%B8%8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8%AA%8D%E8%AD%89%E4%B8%AD%E9%AB%98%E7%B4%9A%E9%A1%8C%E5%9E%8B%E7%AF%84%E4%BE%8B%E5%8F%8A%E6%B8%AC%E9%A9%97%E8%B3%87%E8%A8%8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S6eLGeAqBRNOKgAM_CMB6Jy7O2dF1tX7Y9ZL-xay2j-1i6-i-Q6jHrmAvxYXIOUIuGgcbypkO3fJURQhHlbrlFdUoVw4pjwMl4Go_Bmyj3750SJ7PPVJPJYRBChA8H8j8gFQdMHdJ2dPOkLgpBG_GQisERdJkcgdVX_xIhdZjQWe8mPiYHdH7k43JxS71gGRWf0zeJE5FgAw2DMdkQBQQfQeFI_h3saXAtm4iE9arF3aa8zLgmrherSxM1BnsohCTRfaESug0-RtQaYbB9CbJTZupWqyWTxkvD8GXegL4JH5GV2jgXsPzvYkWD3JqNDlOo8LkfSMGlPaD1wmhrrjxVRit&__tn__=%2ANK-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cn%2FRdVjNst%3Ffbclid%3DIwAR0K1cYaBFR8M98JfPrd3sxaaGSUOPO1UfrKZFe8gINYihksE8-z2GvpmmM&h=AT3UlWzhjhe4wqYzsxpsirLYhM7BXoJ6-UfCzq-_f5pvyIl6IhHFmjXfQZJVYsFsyy46VT0eu9jBjmNCwQR6oUHmXGpPzo-w1a8FvwxmdHqHTG0bKNL_ZkhlaQLmQO0j8j-swJgYWrCCwRCL380NHx5THZYi9KW8Sj2KLCFkzBngQ0hGkyu8A-BVD-ncsqqlnWNsFKQUnPTO9cit92rDtozqc6kuc9r9qHXfqxAJky_r9MDowbk1CKLkH4tYTsD7mXUXjEeAtx3IObA5yqvNrNh4bt2XNkJqEyCX54s-QyYhQ0tgHk4WyYVv030xAzHjZ6f4OKyPeLqPM7gHtqGNlJn46qGs27p9Yqd5z6KU6K8h4GDhvbfbv0i0P0UT7PhlJW-DSAHx4nncjDdY49o_96-wVsoJDbAFl1JgiqMnmYkORwyXzHYvUGnzE4VGTiUJoWfWwp_sKU4AUcDSECs1CxtjL74DulDmXj47bnpA1YvLhA5HaXUGFLkty7F6hrSxXG5Jb9NHdgc742-QvfFM7_7FfgNY_GYjG7r_0EasxekBhqfBfHV0G_P8uIfGT58c2wl6fqfM_L_YkQK4LJ9LyGlOLpKIzE477WQStyaQXB92315jxZwpzciSoR4CF_ltI4NW8qc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9%9E%E8%A1%A8%E4%B8%8B%E8%BC%89%E5%8D%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S6eLGeAqBRNOKgAM_CMB6Jy7O2dF1tX7Y9ZL-xay2j-1i6-i-Q6jHrmAvxYXIOUIuGgcbypkO3fJURQhHlbrlFdUoVw4pjwMl4Go_Bmyj3750SJ7PPVJPJYRBChA8H8j8gFQdMHdJ2dPOkLgpBG_GQisERdJkcgdVX_xIhdZjQWe8mPiYHdH7k43JxS71gGRWf0zeJE5FgAw2DMdkQBQQfQeFI_h3saXAtm4iE9arF3aa8zLgmrherSxM1BnsohCTRfaESug0-RtQaYbB9CbJTZupWqyWTxkvD8GXegL4JH5GV2jgXsPzvYkWD3JqNDlOo8LkfSMGlPaD1wmhrrjxVRit&__tn__=%2ANK-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cn%2FRdVjNst%3Ffbclid%3DIwAR19OTL2uU3obuHUzSSKM1qzB0MTcgo3lNXyro43U6i7NcoeOmkO91ShQuY&h=AT1yAJDO9hqemwnAShdUgCDd_Rp8b90M6PGCPBXbbz8EM94wwDwJdrrRn2TJ1h7cmQhS70GX69TfrOQNz6sVf_UXLWes8l3afICLqIj5yatPPw_qQnp21rCPDF-mQgvFWGHTFT-jnfw3WUzsnTMToHPXNmDBsNnwZwxWrudRLIquMm37ap4wB7g5BIJYnKdKthjuggsTdtnNIF-VP7l-b1tsvmfJGfqTuceT5WFNytpCVRqP7Pm-rUBsR5-yqjUhbUCDiwxPB1RYArUs0cGl76i1D1zV7jqaoQBtk5yAz9wufMQ3CSE46p0rZzwGRRfOgkKmi_NafBOjlWf58u9APlQxiXvoFI21cEeG_g7QiEyUQphRVJFVxxdH5L81XyN90sErDjEuu9kcy_VXNGvU5VosJIVy9TfvawHEzeqDQGNTWVqeW72tA2dm5j777d0_eBDrBe-_xajbYrVVgFOa2yaC90vkncYx6sbVkjqCV-u2ukpt6NFjQGXu4V-TX3XxYQh6gpMLu4NIQmSEZYUZ0AZhrhF_UjOVGMqpJhsLO473_P4oVN7V4BIuqes0DZAj_f3jcxbFDE9eyltGwijp1MraVl7_Y8nsrkC2-mpCwHlOF2KDWwFV3KR4nE75DGWbt2A5q4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ilrdc.tw%2Fresearch%2Fathousand%2Farea16.php%3Ffbclid%3DIwAR3ZyPXZTiHTBTBEmBDlIkem1vjGJzvOlC_EhJqtS_4L197Fos7vFHQ3Kj0&h=AT1VEghUSWYs9KiWafSOe_PlxY87A7705r9uFtfVCbxAvYWmrdWTZBOmtmat6WA8eCP07B5vMODesywvUqrjdCina2ljWEvN_xPQgbowXCSmRgq-6kOHjHjEfIXX5NPHcnol6_F2vvElYSdl1J1L29xaZ6J9aW-1Vpp-DW1cV_vRytm3Y1Gnt82TX_OdIF0OIt7-6CMHTjM1LPIEmI-xv0POjEjXpclWJNXOx2-EQRrxgtC9R3MPPIQHjeDzfMR6dGdm9vtsJtctXWF64npneyeJP23u-DTEGVtvLF50p0cCcRc0A_VnaItpbtj0Eax9GL1ADU4moypZPFHIoz5nvvRAv9tZzfTltL6TDcDgeNhPb3bqOwjN_48TUc12jM2fnEg8_6k5X_1gihCu7mmvU7FQWTiiHAG43afOeCeJKHJF9gBt6HCac2Csw0HgYIjo4S2CYYCnxKqaS-OVykMFjgNEyPXlIFUZpTzgaVLrgGE7qib00_UbLQ1XFYCfTDI8DvUJBmMJUmL6NBgOZcLJ4D0bG09QIKSmzXc-wyAzbmUywCmwz8Pg5z8-XzCk1JVQM_SPgEMaWRKWZOkn9UJdVxyIssaN-cJvcj0TsJv02-MyIzR9XDho2Hc6PhahaQEJOGzIl4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3qaR1gJSecPDXB3H6fHU5a43jtSYoVJUrEEvGwZCXFgNx0gkiDhqKUVqA&h=AT2FRsflG7Elug0px3mm9o7oeOdFE30BetR0Bp9KNdVC5GhawJuMddXq9iWTQxF1VSFLFJtwWcYD0zJBq7S1hhOthL_niEfOEv2XJGIeF3Owm5IihCMBWQL5y68qGjMlLQezGm61htubuq7i_gFLg6dv4WbAZTcvfAO2uI8WX_hw4MJLlK3TPXciTwqJUVLcMnr69PgnwpXtz5vIJGm5x3AacTfzbegWshQQdBiACw6AB4JWM8O3JWT9d1N7PdfTUPBaAuH7E7iDbrJ5yHXsrH9f8M7_aprm7WH9OFTfZYHIkbXxaLwPoHrqhWnX2Yg0CnP6NYDbu77SkcklH22xyU5wuRJ9iJQ4oVW378yH5zFwZ0QdWLt6tzCuRpWhy4fzb_wtKfVFbMScHOd9rfcOF1bLqbJpYOe48OfWdrOvCJmkAHh2qjuSVOdiZvJ8aZIshzjNLC7h5s2KbvhPAV9IV3erM8Ao6J4fJZE7Nzs_ouwJJCrknm1JniEGkXxAerX6DVZYH0JYHh5TERQgcevVrYKkw_mHlBE8qAb2i27GJcq-CHgne1aTW_nGbOrWSdJdpOwi6xCjXzBicpsKTi_DfWaAQS4LTxry4hx04ZSTO-LSxHmytTEQTpC6GtNVvToKXOaPRC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2av_YuT7Fm6yqj0PU9ktRazV0nu5XadkeL_kSwHgb2WghWJkcYsOwxKLw&h=AT3W2ICi-6LSDcUPRTZmV4o6nTKeL8P9y2EbyjHRuLkTIpdrn5PUyhAdGrjf04X2B-aSESYJQGEAce8pAvIpuu_iL25BelZPWFR3D_G3lrzTOFn2POReQxCqEgNW10CXQHdtr5aotwucvwj0pdwGGAo5gXUxoOblTIx2N-Zx70sy2k997fh7TUxZCmO8F2WsJ5S3XycL1MHKBl1xLOTzdMYF_xOyyxmuD7SNrGxSoK7aBf1z0BkQu5f5EpqUTazu0pVTL8vvPeYvazxGlIfN2d34zkRz3XXesJ-dDuJqEQ4mb11aap1S1WopiXz9qHK4nkyCSEWq9diswozWkx70bB09hmCMQUkaPzT7kvqduo1JmnQbQiePSR4S_jQZHJkAvt8VG-WYkq5KjH30eUEpTDfifZjsvRY-J1qp6_0jgWw4OCEe6g07viEEuzUVtnpoOL7kU5WcaZ1VJIyL1N4PcWu5edPSsNp-i2U6a9-11pyCaWIJUHkAAqRbGmvv8tibRhxQXaMZv6zEF0mgo4vpP-O0bnLpi3X2crCt2ETyZ8d2EQkOYppjpfUOCDBbxi8kZIE5Z3MS_VD6jYumxHYjkGISu875KezidUGSP3lHFR6YaX-1a1mB7qmo4YZXI3JzH8WpO3k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8%83%E8%BE%B2%E8%AA%9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DzZd4gPFD3lvBmTcniRFhFkFab1JPtl3d0zF3jbFFyaidAU_Hnpw2iRL-88INj8Dki7FK77e7pR0j-dgyVqqigQvhfu06v1kdrt2yxWx2-ZX8vVXgUzK6awcMTwD2RwM51wAhOsqRB_3u9r5NeeiYkAUEQY9RB7PpZXtpmTA3j0o7khuEzmD6N7l8MOpudwW0Eh8aSo-o7GVqepwZxSxaJr4lSSlPNUTisuktyDKv5DRsfdblGlIllmYbp3hfTo3Cix8Ci-l33lopLB8mj5ESdYfGmZsGy9McDMXhottO2HiBk3c4l9JfnXf0BWrQndxak2ezIzel1Jz3zOJxc_WqFkcc&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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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對火車的概念「取了」什麼「認知」 

例如，火車行駛的聲音、火車行駛中冒的煙、借用其它語言的說法......等 

2� ⃣ 方言差異 

各方言對其火車的指稱，因所取的認知概念不同，對其指稱故不同。 

3� ⃣ 地方差異 

除了方言差異之外，地方差異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這也涉及取什麼認知指稱)。同

樣是巒群但是花蓮跟南投的說法就不一樣，除了不同縣市外，即使是花蓮在語料中

也有三種說法，這三種說法確實是不同部落的用法。 

意思就是說，早期在指稱「火車」其新事物時，會涉及到兩個因素： 

1� ⃣ 對其事物的認知概念 

2� ⃣ 其指稱的概念語言如何呈現(表達)，並且達到約定俗成起溝通的效用。 

--------------------------------- 

�我們該如何進一步思考現在新創詞的問題呢? 

👀或許根據火車的例子，可以提供幾個問題思考的視角： 

1� ⃣ 對新事物「取」什麼「認知概念」 

對事物取什麼認知概念，將會影響在語言中如何表達其指稱。而對其事物的認知概

念怎麼來的? 

2� ⃣ 交通、聯繫上的便利與不便利與約定俗成達到溝通之間的關係 

早期因為交通與聯繫上的不便，各方言或是地區之間的往來確實無法像現今如此便

利與快速，語言大部分的使用多為該居住區域。 

然而，現今交通便利，甚至透過網路就能打破區域之間的隔閡，不用出門也能與不

同地區的人進行溝通。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當中，我們如何達到約定俗成起溝通的效

用呢? 

3� ⃣ 如何在新創詞當中尊重各方言與地區但卻能統合 

如果對新事物的指稱，「取」什麼「認知概念」是該語言指稱的重要因素，那在創

詞中，若共同討論決議「取」什麼「認知概念」，再由各方言的語言表達對其概念

的呈現，這也是一種統合卻又尊重各方言或地區方言的做法。 

若是「取」什麼「認知概念」無法統合，仍尊重各方言的使用。即便對「火車」一

詞有不同的認知指稱，但是透過溝通解釋、放在語境脈絡之中，還是能清楚知道那

些詞彙指的是火車而不是卡車，因為這些詞彙的指稱仍是在「火車」身上的認知概

念範圍中。 

4� ⃣ 讓該族群的社會文化脈絡流淌在新創詞之中 

有些族語在指稱外來的事物時，會加上某個群體的稱呼，例如，郡群布農語 bainu 

put(花生)一詞，bainu 是指豆子，加上對漢人的指稱 put 構成的複合詞，表示花生這

個豆子是漢人帶來。 

在這個例子不僅是看到對某事物的指稱，在其詞彙中更能看見布農族人如何透過語

言標註社會接觸、事物的來源，以及該族群語言與社會文化認知脈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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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以上火車詞彙，是族人提供實際生活中對火車的指稱，並非為該方言絕對統一的

說法。 

2.我們相信在其它布農語方言或地區中，對火車的指稱仍有其它的詞彙。 

-----------------------------------------------------------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語言火車怎麼說 

感謝提供語料的族人老師們 

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Maital 繪編 

 

 

 

 

 

 

 

 

 

 

 

族語認證放榜囉~你考過了嗎?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三 

60 次閱讀 

106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在 107 年 3 月 12 日放榜，這次

測驗分為初級與中級二個級別，是最多人參加的，也是直接影響升學加

分的級別。而在 106 年以前，族語認證分為四個級別：初級、中級、高

級跟優級，107 年之後變為五級，多出一個「中高級」級別。五級試題

詳細說明與範例傳送門：http://lokahsu.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AD%A1%E8%BF%8E%E5%9C%A8%E5%BA%95%E4%B8%8B%E7%95%99%E8%A8%80%E5%88%86%E4%BA%AB%E4%BD%A0%E7%9A%84%E8%AA%9E%E8%A8%80%E7%81%AB%E8%BB%8A%E6%80%8E%E9%BA%BC%E8%AA%A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DzZd4gPFD3lvBmTcniRFhFkFab1JPtl3d0zF3jbFFyaidAU_Hnpw2iRL-88INj8Dki7FK77e7pR0j-dgyVqqigQvhfu06v1kdrt2yxWx2-ZX8vVXgUzK6awcMTwD2RwM51wAhOsqRB_3u9r5NeeiYkAUEQY9RB7PpZXtpmTA3j0o7khuEzmD6N7l8MOpudwW0Eh8aSo-o7GVqepwZxSxaJr4lSSlPNUTisuktyDKv5DRsfdblGlIllmYbp3hfTo3Cix8Ci-l33lopLB8mj5ESdYfGmZsGy9McDMXhottO2HiBk3c4l9JfnXf0BWrQndxak2ezIzel1Jz3zOJxc_WqFkcc&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hotos/pcb.1918066428484845/1918028355155319/?type=3&__tn__=HH-R&eid=ARCX56S1OCSUeIbFQ6t9nw_DACBOXaW3XCI-BSBubwW82ZKBFkI8RP3xzyS-5zfGMhmFCa0_LCBlRyxr&__xts__%5B0%5D=68.ARCDzZd4gPFD3lvBmTcniRFhFkFab1JPtl3d0zF3jbFFyaidAU_Hnpw2iRL-88INj8Dki7FK77e7pR0j-dgyVqqigQvhfu06v1kdrt2yxWx2-ZX8vVXgUzK6awcMTwD2RwM51wAhOsqRB_3u9r5NeeiYkAUEQY9RB7PpZXtpmTA3j0o7khuEzmD6N7l8MOpudwW0Eh8aSo-o7GVqepwZxSxaJr4lSSlPNUTisuktyDKv5DRsfdblGlIllmYbp3hfTo3Cix8Ci-l33lopLB8mj5ESdYfGmZsGy9McDMXhottO2HiBk3c4l9JfnXf0BWrQndxak2ezIzel1Jz3zOJxc_WqFkcc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photos/pcb.1918066428484845/1918028355155319/?type=3&__tn__=HH-R&eid=ARCX56S1OCSUeIbFQ6t9nw_DACBOXaW3XCI-BSBubwW82ZKBFkI8RP3xzyS-5zfGMhmFCa0_LCBlRyxr&__xts__%5B0%5D=68.ARCDzZd4gPFD3lvBmTcniRFhFkFab1JPtl3d0zF3jbFFyaidAU_Hnpw2iRL-88INj8Dki7FK77e7pR0j-dgyVqqigQvhfu06v1kdrt2yxWx2-ZX8vVXgUzK6awcMTwD2RwM51wAhOsqRB_3u9r5NeeiYkAUEQY9RB7PpZXtpmTA3j0o7khuEzmD6N7l8MOpudwW0Eh8aSo-o7GVqepwZxSxaJr4lSSlPNUTisuktyDKv5DRsfdblGlIllmYbp3hfTo3Cix8Ci-l33lopLB8mj5ESdYfGmZsGy9McDMXhottO2HiBk3c4l9JfnXf0BWrQndxak2ezIzel1Jz3zOJxc_WqFkcc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eGXdGeYqw1I-mtNovnzr9cRG5vlUyEfiFzJa6hrIfrN9gUCYEZm6vqyvrxEFN0OzzNenHAtjMuM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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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4%BE%E6%A6%9C%E5%9B%89%E4%BD%A0%E8%80%83%E9%81%8E%E4%BA%86%E5%97%8E/1888987071392781/
http://lokahsu.org.tw/?fbclid=IwAR2iQ6Zgo6Nxr8cwMxIZhrhzEUbFj6j08AUqJPDlpAHcVkF7zqBUv1eBe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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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級試題簡介圖。資料來源：原民會 

根據試務中心統計本次測驗應試人數共 15,888 人，初級通過 5,479 人，

中級通過 4,886 人，整體通過率為 65.24% 。 

 

資料來源：原民會 

除了升學需求的考生外，還有不少是為了測驗自己的程度的、想成為族

語老師的考生等等。更特別的是，今年還有來自法國、美國、加拿大、

比利時、日本、馬來西亞的考生，外籍人士總通過數為 267 人，為歷年

來最高，南島語言的魅力由此可見，讓許多外國人十分著迷呢! 

所以，趕快動手查查自己的成績吧! 榜單查詢傳送門：

https://goo.gl/PfV54B 

若沒有考取也不用灰心氣餒，有了去年應考經驗，在較弱的項目或題型

多多加強一下，相信今年度會更加順利喔! 原民台採訪新聞傳送門：

https://goo.gl/XsKcM8 原民會最新消息傳送門： https://goo.gl/zepEvL  

另外，族語認證新增的『中高級』，歡迎已經通過初、中級的考生繼續

往上挑戰! 若有需要考國考、公費出國留學或成為族語老師，趕快準備

族語認證~~ 快一起來學族語吧! sanoPangcahe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PfV54B%3Ffbclid%3DIwAR0m-K8UK6IsCH62bqq1SwH9trk2ddrCrVlc-yCw4pVawig8ZUTBdN5LfWo&h=AT0V6ucBW0TO9pAh2NlzJcptaVSmGk9X7aUf-Nz8ZflzbCF4AO0W_n1rUmsE4TAQt4cQplxNgafNOG9CmrJ97Zsv2j7QHxt1-UrfM9KFlYA9wmhsbDLYcXKBmplmMqteZBx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XsKcM8%3Ffbclid%3DIwAR0zp0WVh8xdOzIRRAs-S2BIeg1irqX2DUMaDAZ9roI3KYGIcJ8GqvU4D5E&h=AT3_Vm6D2r1HOxqGPr2iXOFCL4tz9Z4A3yaHReIiEWESuDlWiVHCFaVZFfxD3oClPoXghE_6akBdWPO0hi0JwiVUzOgW1wK39tngb3_-lrTncuMNKFhrwVjz68vXatPxx38uDfuZjXhj8tN6Q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zepEvL%3Ffbclid%3DIwAR2DRCqXr7v-byt7Ip0aeYh_9fsdoSPybkYt_o0-l7h1LWBDgqV9OTzV024&h=AT3DprMgrGzxA8xnXr78ZCfgdVCuh8wTFfAT59hAu5hLowHo6CGKtAQyGGOlfg6YgbqFtjWWEoi3lrnA1c1FdJ8rkZGRob_gkYhU1PnU12uGb1rA8bjw2vaolrmyH-97M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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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悄悄話： 現在開始永遠不嫌晚! 以下學習資訊供大家參考~ 族語 E

樂園：http://web.klokah.tw/ 新北市政府族語學習班、教會族語學習班、

族語聚會所：https://goo.gl/U1Xa6e 台北市政府 母語巢：

http://taipei.pqwasan.org.tw/teachers/ 臺北市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taipei.tbc.apc.gov.tw/ 新北市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s://www.buda.ntpc.gov.tw/ 新竹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hsinchu.tbc.apc.gov.tw/ 桃園市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taoyuan.tbc.apc.gov.tw/ 高雄市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www.coia.gov.tw/kat/ 台南市政府 札哈木部落大學 ：

http://tainan.tbc.apc.gov.tw/ 臺中市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taichung.tbc.apc.gov.tw/ 宜蘭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yilan.tbc.apc.gov.tw/ 南投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nantou.tbc.apc.gov.tw/ 屏東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pingtung.tbc.apc.gov.tw/ 花蓮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hualien.tbc.apc.gov.tw/ 臺東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taitung.tbc.apc.gov.tw/ 苗栗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miaoli.tbc.apc.gov.tw/ 嘉義縣政府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http://chiayi.tbc.apc.gov.tw/ 

研究助理 panay 撰 修正說明：本文中數據圖表誤植已修正，感謝

Lowking Nowbucyang 匡正。 

 

 

音樂、族語、文化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48 次閱讀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小時候在老長輩身邊入睡時，老長輩在你耳邊唱

的那些傳統歌謠 ？我想，大多數人都能記得小時候學過的歌曲和童謠

吧。小時候或許不懂意思，但是總是能哼哼唱唱地將老長輩傳承給自己

的那些旋律給歌頌出來。 

《卑南族南王傳統歌謠》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2ZoJrK2gWa5zstxrDy6w7gohks0PS0ErXFTnVIKc8CWZL6IIvcEC4bQsA&h=AT1EGLWcL_RqWCzW1CP2inXVukXbrOwBXwjVJvuPB-rH_yuGD5BGPhvoL0TneBvmAmosEXhIw_VXQEWarm4FiZFU44mLI3-57piSm4w58ke86Z8WIaXoDCQP51QwDYZdW91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U1Xa6e%3Ffbclid%3DIwAR1afA15Q4_Gdba00qSLkGbfKAmteQf1P4T_fik4yQTkm9Uz-JOizlN9m4A&h=AT1K7VuvDUYUkpjfoXaN6V8J6D9M-el_4VcFMFhOZzQmMl0Un6Yz8Gcp6XwurxNAj7TNRjyObRrKW11zuLcPFK9DG6HVvHVDeZgaMd3B8w0_x4yoNYpJ5mQEcoLpThaIsX-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ipei.pqwasan.org.tw%2Fteachers%2F%3Ffbclid%3DIwAR21y3FDHLu0v8n9NZz-P1HkM-utT6yWWq58CTEVprkfTpHSUuEsz4l9es4&h=AT1B4A8b5TGYhpTdTxsSiPhmkllKTOaFFBC2SIEHcwjZE-64xxxXqCatGFUSEybY5Iyebbp_dNdzy7gj5sJ119Bm-rL016TrcbIqsBS-LF3WZRAjbP0yw_ERUzVgHMTnnopH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ipei.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3_K3a1tWpZV7u29_eigI45PVnDJodLzNutt5To7TC9L7_pnZoK7y6vPRI&h=AT1mJcGC3aKRpdCPQt3Q4Lsw6KKmJh4X5MQtXkixg3mxwe1qlQhyD2W2Mu59tel3HGCSHExpuvvXoqfP11A4Dl7yX6fqqRZ_obwYHk-ivF0yz9wnbG79VkDFFKG5U7L4jmlD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buda.ntpc.gov.tw%2F%3Ffbclid%3DIwAR3rNVGLAk2RJkKQYUSmZlahyBgmodDgXgX4FWsfZJhZ0pQfxmzcg2l8Rgw&h=AT2WVusVCRwWxo8zmV0bzi4ysvihpIIu54SjnvercUVjOnyFiKeY0qORgz2FUGO_f5362iy-MHBMXqGNoo_F9thN-BuRAkwkbX10wF7GcPZZfojmFtZKHTqOv7zbnB8Tz1Xb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hsinchu.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39QktlnEnjNKxR_kING-nX7uuxPtP48yGgC1LK8z_imqg2pmXeJ7NEmLU&h=AT0X9wgWGGzdKiNo9Wkx33uVfSxM8pvc77PV6Feov1vJyrgEsIOgftOKJicTXRarmKuw2oqisAK1-UorAN6SRMnhGdfixzhL1LDilryA-wYwCtoiuey559U91Ifl3j5V26YA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oyuan.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3_ELBi6UAaY5pRIY9SUXPQKgJJCp3QDzsYrikYYQwhcjAeZpFudfN7ZwU&h=AT0jRNHRY4TND_k7NwA0A4XFeEIuzzxtdkmUjoHc5HjPFUohq8YBfIqUqttJbLFPBprALqq1ca3aVROLJssJFQz-a7qvGGW3I-MJBZBG3g6yVH0snJ_9FgW43YVncDTyCBF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oia.gov.tw%2Fkat%2F%3Ffbclid%3DIwAR2lwRQdRHCfZhJKN0IUqMCOOsraZU8-lcZBmx3R2d0XBhJjHsTjr7Z62JU&h=AT3GaD4RnGaU0bSGJuJ3XgcRnXK_tvXi3Ycq_NbROe-4KWMEx-g0B-C4o1mz6WcUDeI3IITuUAIjECed1dd6fJEaMcTd3NIoH697XSjynflx_ZuLw-77k3064Si3PB6sq-t7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inan.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2Y7pzjf8bZjGDJ6Kc20GZ6UnYyHEnb6NQTDU7kCs53PXQpJLvhKu0Nr6I&h=AT1d2g6dHPfChvsp5PGAHxscWkdPu6tWA-18yY_r-CC4ngW1cnLW14aYl9e6m4yxT6PjRj34nE-PwUoudG13c8ALYSSgAzoGAKXVcYcsmLwVzui5iz8zbVOM5WXYsO89CWM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ichung.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1n8v-e5afcuVs3xbcEbtNe8lVBMNau6lOTypROaMgJKn7NbrI3_Zt1uqg&h=AT3rXHF1d_gsBCpPzpjo9nS13lOSA5IlCLAHnp_3aYPsZPe-QK3nEjdm6782bsyCimBDy_XPcn_vGnYDZrXKgfVGKmoy43-LG3uWvQBmpss7wR-7wg3gbDNnJ4aRRUovk8oc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yilan.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0JXwpAXXNvZMIpkvL6OfEVWuEm5PhSqwrqisGf_OYdqgONK_FS3zonqkU&h=AT2eZ35N6zEI30xGOjhhEKd_5cFeyfcJrQ13l-vvCAaC04K4ahco2NSu_15-CeAWz391eQO6d6AzIFCWhMiGCbrZx9slV_zadkCzd_iZfYiH5T8dh26o27DyrfGCvVPUOhn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nantou.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1z1AkY-oKZUMmtiv3Qlbm7Kwk1UDEuhqFRKyEepIjRvyO8sfJr129UpzQ&h=AT1UUoaOYfEwzYquD-kZk4lShrpfSecCMmR-4gyK1thHRI3SmaN_YlqZdgV-IbaRyfPCvwVBdD43_i_YeYnKK9rVoz-2qHuaXLyS3Gwt4z-OTN3W6lqnRKeCUtr_u9lFliNn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pingtung.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3do_PtDus08UdpXQywni5wkhydbD9_-79UqggLfO6IWMsX-GdVMjEtCX8&h=AT3MSGVAM4Xht_7XZx-o_9UoWFNMDQv-6wYa53SyngC2Jk6Ke2IOHmfctbHpI9tMDkFEuzkxVMOpMnGMC7nO1Po3vNi6hi-h9fcmHTAFC_7DezeJxjU5BcMaMqFp4hCGqsO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hualien.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0w2N2ugiqiOywHOyi0uejbdFhV61CJn0FN26wfgEna-_ClTd2vejRA3XU&h=AT0aTxaG2qpNw_MzuBw6YvY-i_JllGvcuFa4lNKJDpD22JWdslJQFtv1Ov9WhtmLx1O463r2Yf7ptzfdG8vAFZLVA39laAM0dSWDvCs7H3VQfL7KtXvcJeyRrDjVGV-eUmaI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aitung.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0nvMzZMGuSxhGxPnIPVl3Y5u4i2nWEbtTKco3ngqYpNenpZRsuzxxC-Z4&h=AT1q0NmK8yRO_OUXU2TDUbTq30pwy6ThetCHh1vABPTDpEvpzZ5GD9B7ZXB_NU1Yev-DCJbL0sM0ErsUsKpLmTbgolGvMX659WncByFOGg0bkhwg9hSbBiiwlDHzv3FK5XEJ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miaoli.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1wKMZvPWaRY_cGwdPUh5vJYfAfX5DuksiKaET64zHjg8d1Iqhv3_eyAh4&h=AT3aoLe8zqOxn1AA1RzanW2ZYDJFAV4MquR5Vj1M0dsUArNdqWc_S49ZzShObyetKeGrkIQ6rjE2ZNi62WZnAPcPG6RAK2Xn2GeMkuytWmHfcwkd-__X5FpBxTed3KgL5laZ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hiayi.tbc.apc.gov.tw%2F%3Ffbclid%3DIwAR3t1PtI3McMQMd3GkabKsmqb9Rmy6UGF14bbgJ5J-vfotkABjQb6bhaLMk&h=AT2XAveULI3VRRr0JA1FB7qLkvgr7d8nXO761xWrXbfHozV8oN32ZDM_qJWikd-n1-SnmcLqQ5L3Lw4MHhVdwuK6XbNtKQSQefTUWUqr4TVE9k5TJCv8l9n3hG8IxgubY_RV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B5knWWy-A4BrlVjlBGfvTheqMoHPQrY6tHHbz97CPVByKnUgDb4VFl8v4ZavpjR7-N9wTa6xbAN2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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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B3%E6%A8%82%E6%97%8F%E8%AA%9E%E6%96%87%E5%8C%96/18893956913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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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sa ka sa gar. Bu la bu la yan ─ Hu hu hu wa hui..... （非常美好的／多麼

漂亮呀） Ka la yu la yu wa. Yi nu le bu ma na ─ Hu hu hu wa hui..... （好

喜歡啊／這一群用慢跑的姿態） Ka sa ka sa gar. Yi nu du li ka na ─ Hu 

hu hu wa hui..... （非常美好的／這一群排列的隊伍） Sa ke be se ba na. Bi 

nu a vu da na ─ Hu hu hu wa hui..... （在慢跑中，遠看婦女所戴的花圈在

飄動，真是美極了） 

 

我認為在我們學習母語和外語的過程中，音樂的作用非常重要。早在孩

提時期學會說話之前，我們就可以模仿母語的節奏和音樂結構。那些音

樂節奏以及歌曲內的重複方式，更能夠幫助我們記住單詞。特別是身為

原住民的我們，大部分從小接觸族語及國語兩個語言，在以第二語言唱

歌的過程中受益良多。即便起初我們並不熟悉歌詞，但在歌曲中進行模

仿，也有助於改善語言的發音。隨著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最終還是會慢

慢了解歌詞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音樂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

載體。文化傳承的過程也就是音樂發展的過程。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

長，世代的演變，古老的歌謠對於一些年輕人已經無法激起他們的共鳴。

尤其開始上學之後離開部落的小孩，或是到外地求學的學生，甚至到外

地工作的族人，接觸到的事物已經與自己的文化開始脫節，那誰來重新

點燃我們對於自己老鄉的那根芯？ 

「音樂人」。 

沒錯，我認為音樂人在社會中給予我們對於文化的認識起到無形中的影

響。文化傳承是音樂發展的強大動力。文化的生命在於通過傳承不斷發

展更新，從而跟上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音樂作為文化的重要內容和

載體，也需要通過文化傳承來不斷繼承和發展。不同的音樂形式和內容

以及行為方式，體現了不同的社會文化傳承的內容。  

舉個例子來說，卑南族歌手紀曉君的卑南族族語歌─南王系之歌，在當

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這樣的曲風吸引了年輕人，尤其是當時卑南族的年

輕族人，進而學習歌詞，再來了解歌詞的意思，甚至更伸入開始了解自

己的文化。但是前面提到，隨著世代的演進，那樣的曲風對於現今 2018

的年輕人或許吸引力不如當年。推算四、五年前出現的排灣族族語的新

生代雷鬼樂團─MATZKA樂團，以及阿美族另類搖滾樂團─圖騰樂團，

在那個時期掀起了一波另類的原住民族語歌曲風潮，那時候大家才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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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來族語的音樂也可以是這樣的千變萬化，又再一次的吸引了那時

期的年輕人以及族人。 

我不禁在想，那現在又是誰要帶領我們借由最新的曲風來了解自己的文

化及語言？去年很火紅的中國有嘻哈節目裡的選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是，有些饒舌歌手會以自己的方言，唱出他們要的饒舌歌詞，我覺得這

是直到現今，年輕人對於自我文化認同最棒的發聲。 

但何謂饒舌？為什麼現在時下年輕人，甚至在外國，嘻哈饒舌一直是很

大宗的音樂模式？就要追朔到 1970 年代左右，當時的黑人因為對於歷

史上或是繼續持續的那些關於黑人的壓迫及種族主義，所做的文化回應，

也是全美國黑人社區間的溝通系統，還可以幫助瞭解生活在美國孤立都

會區人們的價值﹑觀點和生活條件。所以歌詞中充滿著暴力以及色情或

是穢語，以最直接不修邊幅的方式表達訴求。雖然饒舌音樂的起源和靈

感來自黑人的文化，但這個音樂類型的聽眾，現今已明顯變得多種族﹑

多文化和跨越國界。從一開始地下的訴求發聲曲風，搖身一變成為數百

萬美元產值的產業和全球性文化現象時，我們可以從中知道，這種對於

族群認同以及為自己或是文化發聲的模式，已經被社會大眾給認同。 這

也是為什麼中國有嘻哈的歌手明明可以用標準的中文國語來唱，卻偏要

使用方言，因為這更可以激發自己民族的共識及共鳴，帶領大家回頭注

意自己的文化。我以前還在台東，去陳建年姑丈家坐客時，他就時常說，

他的歌曲很多都是以議題出發，希望獲得族人的共鳴。這不也是這些音

樂人可以帶給大家的反思？ 

那此時此刻是不是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又會以饒舌來述說關於自己文化？

是不是也可以藉由族語歌詞又再領一波風潮讓大家重新尋找自己的根？

這是值得我們開始去觀察以及探討的議題。 

直到現在每每聽到《圖騰樂團─父親的話》這首歌的歌詞及旋律，就讓

我對家鄉更加思念，我想，這也是音樂旋律及歌詞意涵所帶給我的感觸

吧！ 

研究助理 Salribukelr Kunkuwan 撰  

 

 

 

 

 

 



178 
 

 

 

 

 

 

 

 

 

 

 

 

 

 

 

 

 

 

 

 

 

 

 

 

 

聽說了嗎？？原住民族語四套

教材已有線上閱讀版了耶~~~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五 

778 次閱讀 

原民會與教育部自 2009 年起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編撰 42 方言的「四套教

材」，每套教材共有 126 位族人，辦理 126 場次的教學試驗及四區教學

觀摩座談會，希望教材能夠更加完善及適切性，而此教材共分為「原住

民族語基礎教材-字母篇、歌謠篇、圖書故事篇」、「原住民族語初級

教材-生活會話篇（上、中、下）」、「原住民族語中級教材-閱讀書寫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Kl2wnk0T6bd1Rpx1gtz_dEZTxtK8mB9SHukHIA9uusCoLrvMuiC08luClAM44OtZjtmHjoTBFX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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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BD%E8%AA%AA%E4%BA%86%E5%97%8E%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5%9B%9B%E5%A5%97%E6%95%99%E6%9D%90%E5%B7%B2%E6%9C%89%E7%B7%9A%E4%B8%8A%E9%96%B1%E8%AE%80%E7%89%88%E4%BA%86%E8%80%B6/188990248463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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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上、中、下）」、而「原住民族語高級教材-文化篇（上、中、下）」

亦於 2017 年 3 月完成了編撰，這真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呀~~  

 

 

來源：2017 年族語文字化特展 

這些教材內容到底有什麼？？ 

原住民族語基礎教材是為能向下延伸九階教材內容，提供了字母篇、歌

謠篇及圖畫故事篇，在字母篇共分為字首、字中、字尾詞彙來學習發音，

並藉由歌謠及圖畫故事篇強化幼兒及初學者基本聽、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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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初級教材-生活會話篇（上、中、下冊）提供中、小學生或

有基本聽、說的能力的初學習者，此教材依據日常生活環境分 30 個由

淺到深的主題 ，主要強化溝通能力，例如：基本的問候、表達個人的

需求、詢問方位、談論家庭、工作、病情，甚至到傳統祭典及民族等不

同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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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中級教材-閱讀書寫篇（上、中、下冊），定位給具有一定

族語能力的族人（成人或族語程度較好的學生），強化閱讀的能力，文

學的體裁分為應用文、小說、詩文、傳記與回憶…等世界文學、原住民

族文學作品，例如：請假單、回憶錄、生命禮俗等。  

 

 

而原住民族語高級教材-文化篇（上、中、下冊），則更是比前三期的

內容還要來得深，建議有一定的族語能力的族人學習或使用，內容分為

傳統文化、傳統生活、社會制度等主題，例如：法律、家庭觀念、祈雨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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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材到底要在哪裡能取得？？  

 原住民族語 e 樂園（網址：http://web.klokah.tw/） 

 Alilin 臺灣原住民族電子書城（網址：https://alilin.apc.gov.tw/tw/）  

 台灣原住民族網路學院（網址：http://e-learning.apc.gov.tw/）  

 

 

Ｗow~這麼多的教材內容，小編我也要趕快去學~  

參考文獻 林修徹等四人（2017）。《族語成蔭四套族語教材八年編纂

紀》。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教育部 。 黃季平（2017）。原民會四套

教材的特色與回顧。原教界：族語的文字化十年回顧，2017 年 2 月號第

73 期，p.22-25。 

研究助理 a‘doh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1WBTBngBdrYNqJFitqjulVpKd0C5N9IK6e6d5O7wtHISkmnRB89cyIhyg&h=AT3YI3di9DcLp4YP7XgWHPr-Fgm9YhqyqBtw83862mLGbVf0jOov6XGuE2ALJGAr44_bn_SZ4ahYzHNqTJ12Ie8x1IbCH9RffEjE6voDvmAZ2fTvO5p7jLBHA6alpWdue5U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lilin.apc.gov.tw%2Ftw%2F%3Ffbclid%3DIwAR15CKtzIN_By82Umyt-g-OZXRT9odYEaVj9QAS7m8SR-IaEP9uYNEQsYMg&h=AT1iKriENHoxAUdfAGsdhRH4Nt122z-sh_u4GeKjHTdNar79CANltAFtWB9N8bwNmj1g7bCfgmZQ9fcWZZlaC8j6hQeJVOBKJvVmovuizCrCKdSVw-Lfk-ZKkQdYiqDNfPjx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learning.apc.gov.tw%2F%3Ffbclid%3DIwAR1A1uQnVtfplbFrABJExGtNHrts154eBeM4o_1FNgYQMdCOP552DAhRRnw&h=AT2l7OvLxcBRQPsk4ETBL_CS8d3V8iZyh966uPnfj61vCGr85axMwt2BP7zP1XiC6TA9mUT4iT6PtyQUjVPlR8GiM-gbBth1DCFAON6ma-21bsfgdNOeX6iJRk0O3XgwMFkR7u4yG6BMeMRs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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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 

☞相信大家都看過住民族電視台吧，但是你聽過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嗎?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設有 15 種不同類型性的節目，其中包括綜合性、

音樂娛樂、美食烹飪、社會關懷、觀光旅遊、國際資訊、親子教育、藝術文創、運

動保健等。 

原民電台已於 2017 年 8 月 9 日開播。 

現在打開電台轉到 FM 96.3，就可以聽到滿滿 der 族語了 yo! 

☞順便推廣一下 

107 年 Mataisah 原夢計畫申請快截止囉(只到這個月底!)： 

你有出國學習的夢想嗎?現在就有機會讓你實踐夢想，原住民族委員會將提供國外學

習管道與經濟協助，歡迎族人們踴躍申請。 

申請內容看這裡 >>>https://goo.gl/VKL7tE 

☀掰掰下次見☀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VKL7tE%3Ffbclid%3DIwAR0ZBTRJm29Tv47hkKiM6B97rbPY_FMt-TDx1bMQ5ZUHQjFxM2f-TW5UkT8&h=AT1bQ11ZowGCDAu_g6q3Skk0c-ZwJhcBQ2bXuPn0joE_lXhDA-qA3hOfMQcv6ya4grq86w5yoi37XZVtpBOhdR-fKBaw8gTUIuQRUr-OIND3O15gJjaXEgoP4KsC4vuvhuRCD86DzHNtokrnb55MXpBF94EdanB2FTJPYPCZMY7P54fy_zKM7-q7qecstggfHCxLaGWCqO5cKqrrez-Mm6KhopOkxiqZTs2iBcRWDk4a2eJj1Khadw_HRKYuzAdYvr8wi0bDheCd9DimjeWhviiqcihU-4cX0-CpLPIE6Vtu_y6eKM3fXs-3joaco2lUy-hC3JnPcJjE_3Go79Kt8KcKJprxXc2nmBasEHDXHSKgQJA1FUUv79n5Ad9WToAelogsGXJV-Q-PB15JSgFGI0w9sG8kGMb7nJr0zgBt38zDZzqa6ssFvwUvBIaPy4HDqfohQ_obyDh30AeaJ9XFg700EhhKnZkVcqTYrmCBfkwuqYvh-3AiuVgTtM3sCPrCm2DBZvZsJd2-w_NrvciFqjhqyaBHwXGn0sQjtUPaGWZsoLg23ysum58rjaAw9_zEdWoCnBGa_yLZ4aZ9ZLz9JaBR6dSpOTc-kXOlJDuLvH5-_ThWB0kF3tUOhdAPkK5Eaduhy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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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月底不禁悲從中來 (?) 

#現在已經是中午了 

#小編剛睡醒 

 

 

 

 

 

 

 

 

 

 

 

 

 

 

 

 

 

 

 

 

 

 

lao’無患子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52 次閱讀 

lao' (阿美族語) 無患子又名皂莢樹，屬無患子科，俗名肥皂果，無患子

是一種在台灣中低海拔山區常見的樹種，原產地在印度，為落葉大喬木，

樹披黃褐色，平滑，樹幹直立且多分枝，有中等開展之扇狀樹冠。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C%9B%E5%88%B0%E6%9C%88%E5%BA%95%E4%B8%8D%E7%A6%81%E6%82%B2%E5%BE%9E%E4%B8%AD%E4%BE%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jaYihOwe5_-QvKjQYaIX_kZsLkLQ4dkCZFmAlvprTWWU5Z2CiaF7gnch-wQM3zphkcbsRfhNxffwT2IjmY4NCVKBl-IK55AztuT6x_JjnYKpnb63mtWSjwiUqvHIcWwEZmozCtKA-M2id-rRnQHlroMz6UodzJVl8u79AQ0I3h0GnSuJZl8L3CY_IJFFvid4ZNngoexs69f6FUrtQ7IAukSIqriVX3Vwzyy44BfNyq5t3KNNM_bTLf8Jm_vERrD89SqEXzK8ZVeH2wZTq32k7x7-Jx23PrbH7B5-DiO8E6wOY8zIsbjn2Zflwj5dFpmk8q-B4Y5isPHYzuuUr0O3svxjv&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8F%BE%E5%9C%A8%E5%B7%B2%E7%B6%93%E6%98%AF%E4%B8%AD%E5%8D%88%E4%BA%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jaYihOwe5_-QvKjQYaIX_kZsLkLQ4dkCZFmAlvprTWWU5Z2CiaF7gnch-wQM3zphkcbsRfhNxffwT2IjmY4NCVKBl-IK55AztuT6x_JjnYKpnb63mtWSjwiUqvHIcWwEZmozCtKA-M2id-rRnQHlroMz6UodzJVl8u79AQ0I3h0GnSuJZl8L3CY_IJFFvid4ZNngoexs69f6FUrtQ7IAukSIqriVX3Vwzyy44BfNyq5t3KNNM_bTLf8Jm_vERrD89SqEXzK8ZVeH2wZTq32k7x7-Jx23PrbH7B5-DiO8E6wOY8zIsbjn2Zflwj5dFpmk8q-B4Y5isPHYzuuUr0O3svxjv&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0%8F%E7%B7%A8%E5%89%9B%E7%9D%A1%E9%86%9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jaYihOwe5_-QvKjQYaIX_kZsLkLQ4dkCZFmAlvprTWWU5Z2CiaF7gnch-wQM3zphkcbsRfhNxffwT2IjmY4NCVKBl-IK55AztuT6x_JjnYKpnb63mtWSjwiUqvHIcWwEZmozCtKA-M2id-rRnQHlroMz6UodzJVl8u79AQ0I3h0GnSuJZl8L3CY_IJFFvid4ZNngoexs69f6FUrtQ7IAukSIqriVX3Vwzyy44BfNyq5t3KNNM_bTLf8Jm_vERrD89SqEXzK8ZVeH2wZTq32k7x7-Jx23PrbH7B5-DiO8E6wOY8zIsbjn2Zflwj5dFpmk8q-B4Y5isPHYzuuUr0O3svxjv&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CELgeeDigV_Gs5Ag60r-pYKld9TMXkcUK2mQC5r70myQHLsfA2Hju4oKsU7YSR1Rm5M4M4oFStr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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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E7%84%A1%E6%82%A3%E5%AD%90/191270747902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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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無患子莖葉花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在台灣到處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不僅樹葉又大又密適合乘涼，它的果

實更是十分有用! 

早年台灣還沒有普遍使用洗髮精、沐浴乳的時候，小編家的長輩們都會

使用這個植物來當作清潔身體、洗滌衣物。 

 

Misanga‘ to safon 肥皂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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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果核。(圖片來源：網路) 

“alaen ko pina a heci no lao’, na’onen ko pipera’, samanga’ayay o 

manta’ay. 取數個果實，小心的將其剖開，最好是未曾乾燥過的。  

sadaken koya kakoc 將果核取出  

cepa’en kora mitatoyan 將果皮置於掌心，沾上少許的水 sapolalilalic 

han 雙掌輕輕搓揉 tahira i kacifolangan nira i, manga’ayay to a 

sapisawan. 搓揉至起泡泡為止，即可當清潔劑。”(陳光福，2014) 

 

看到這裡，是不是喚醒了一些兒時記憶呢? 想起了阿嬤與媽媽在樹下與

溪邊的身影。 剛好這周就是母親節了呢! 身在異鄉的遊子，趕快訂張

車票回家吧!! 小編打算到後山撿幾顆 lao‘ 來跟家人好好複習+回憶一

下過往的趣味時光~  

延伸閱讀： 尋找阿祖的無患子/MATA 

TAIWAN 

你知道 lao‘ 除了能夠當清潔劑之外，在 Hla‘alua(拉阿魯哇)族中也是神

聖的法器嗎? 文章傳送門： https://goo.gl/Fd4pn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Fd4pnv%3Ffbclid%3DIwAR1JJ22WH6BkVh4wFPsoeNHtp-uUDwzO1DG2YcJkNZxRIIQH-qCWq8gWEdk&h=AT1QmvbLYsaVZQLE_JiWYCy9yldgwPPpFVJ5i9OSLE1JQxz7oB6bOfPxExHL0Gcuc9ZWTXo8rfJFE27krJB3usmGaURgHHjSZM1aKKF_Euig57H5up_UKXZmpVUcoA_-2W8Xm7q2K45_dtFd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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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陳光福，2014。基隆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古玩 DIY。基

隆：基隆市政府。 首圖橫幅照片來源： 李權裕/攝 (CC BY-NC-ND 2.0) 

https://goo.gl/UPw9Vg 圖 1 來源： (CC PDM) https://goo.gl/QkN6zR 圖

2 來源： (CC BY-SA 3.0) https://goo.gl/JeGZLN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panay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UPw9Vg%3Ffbclid%3DIwAR34Jzs_eF821e1neio9TGL2n7JIwew-x0OaESdS6apNqDMbt9Vw9SzCvAY&h=AT26oX--JQZZJESMke9AYoF9qvtf60eRk5NNoBpJBlbxxPRkTB3WJvpvJCyjmtyidUaj1RB0C7O6knpHoCmZpUv1uN48g6-Xs-fcKA1AM0KSPPPaFxLlgdN88VVmlln79kN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QkN6zR%3Ffbclid%3DIwAR0JU-ofvZ6H_qIT7dbrhLKiu5JUISNlF7X4AVKMUSKVCkBNwkmRVwGwxOY&h=AT136u4J983zcYmmo3M7nx6b0hwex51w6JWUnvUPjTPavuOPKC6ehGjAYxfZmnHvtIqzuhjM1H2l5kynAM8Ryo4D4WpjNYbfgBS0i5ckZv4AeRU-MRx0sm4CzAxvfyeljJVH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JeGZLN%3Ffbclid%3DIwAR3sR2gPBnrslrXY-etCSQhKhRR-SEP820e0BjAV9c6XCv1S0QnVNgTwar4&h=AT1EaBf0M5dbxqJey_uIC0_NbpWdNRpD19RFXcTS7ng0L09MWQB2ycS5K3G1MNWDzzFr6Mhxl_42y0YKe4HQFaurXzRU8zCfDwJMzyp005c0bBbak4mQLaAaYow1FfI6t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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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繪本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60 次閱讀 

從小到大，繪本故事一直都深受大家的喜愛，淺顯生動易懂的繪畫加上

家喻戶曉的巨作故事，讓人總是一讀再一讀。所以小編今天就帶大家來

淺談繪本。  

關於繪本， 常常被人以插圖為主的故事書搞混，簡單來說，只要把整

本書的文字全部拿掉，讀者光靠整本書的圖還可以知道整本書的故事內

容在說什麼，才可以被稱做為繪本。相反的， 整本書若以文字為主，

就算每一頁都有插圖，將整本書的文字拿掉後，若讀者光看圖看不出整

個故事的來龍去脈，那就是故事書。  

而一本繪本的文字和圖畫全部可能是由一位作者完成，也有可能是由作

家撰寫文字、繪圖師設計插畫合力完成。不過目前也有許多著名的繪本

作家本身不具文學與藝術背景。一本繪本的完成需經由作者歷經故事腳

本發想、草圖打稿、色彩粗稿、精稿描繪等階段，交由出版社印刷成書

出版，再加上系列的行銷手法包裝，可以成為通行於市面的精緻書籍。

可見一本繪本真的是經過大家層層工作而產出的結晶。 

不過目前市面上的繪本都是以中文或是英文來做發行。但是若是部落的

小孩想讀，或是想要念以族語當語言的故事繪本給小孩的家長，市面上

在這部分的發行真的少之又少。所以語發中心從 2014 年至今，開始每

年著手製作族語繪本故事，例如法國經典故事《小王子》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0YzD6M3ULjoPc3B98McAlMD9SjGNe0r8Ai_Pu-1FRaK2f14f7_WANMfGmZvXoIr_lcsKDS6H1AH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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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AA%E6%9C%AC/191315216230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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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曾當選為 20 世紀法國最佳圖書。它是世界最暢銷的圖書之一，被翻譯成

250 多種語言和方言，全世界迄今已售出兩億多冊，年銷售一百多萬冊。 

亦或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戲劇作品之一《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 Juliette 《羅密歐與茱麗葉》是改編在劇場、銀屏、音樂劇中最多上演的作

品之一，並被世人譽為"世紀最淒美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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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發中心會繼續將各個著名的故事陸續翻成各族語並製作繪本，期待你

我有天都能看到族語版的世界著名繪本故事。 

小編在這邊先偷偷透露，今年又有新的繪本故事要產出了，內容是關於

希臘神話所載，而故事的起因竟是源自一個金蘋果。大家不妨來猜猜，

是甚麼繪本故事將要問世了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發中心繪本網址連結:http://ebook.ilrdc.tw/ 

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Salribukelr Kunkuwan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ebook.ilrdc.tw%2F%3Ffbclid%3DIwAR054QSm9MQDftXiY_knSeFqAQWfOyVXOWswW8nRtQSpm7XN5mEzKIz7gKk&h=AT0Zk7JQVXS7L_yCPN5w3luDT5drqQMnN3L6s-3Mr2cC-8jii9_dqCgRAXx9xRlhYrVzL7eBaU-0jT2fKsEJFQH_yL6ovUOwa6WAGIIL7dGbqgq9pSl0zfaZaY7v8TYcPf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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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新創意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42 次閱讀 

前一陣子無意間的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新聞，是關於一個很會畫圖卻不太

會說族語的布農女孩 umav，因為自己身上流著的原住民血液，希望能

擅用自己電腦所長，補足自己的短處，試圖彌補族語學習上的疏失，因

此經營出當下流行的粉絲專頁「每天來點布農語啊！mapasnava Bunun 

saikin」和 line 貼圖。也因此因為這樣的經營，她必須不斷地向長輩學

習族語，除了開始學習自己的族語，也讓其他想學習或是了解布農語簡

單詞彙的人，借由她的 LINE 及臉書，淺顯易懂的學習詞彙，Umav 雖

然年輕，生命卻充滿了精采的故事。 

 

● 相關連結： 每天來點布農語啊！mapasnavaBununsaikin 

https://www.facebook.com/malasbununeveryday/ 

 

● 參考資料： 新聞來源：原住民族電視台 

http://titv.ipcf.org.tw/news-37001 

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Salribukelr Kunkuwan 撰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RvdMEzVBor0h-kZ0PbN3czSqyxAQLNLefbvLOAuW3AeqZ49ubfLCITl52Hky6JISnJc4GeL3C-2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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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4%8F/1926903727601115/
https://www.facebook.com/malasbununeveryday/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itv.ipcf.org.tw%2Fnews-37001%3Ffbclid%3DIwAR0FalnDYC_ph3YKs4fLkb6quyo84g4M53SNNXdgFFrviSHTFpKJ0HWiJa0&h=AT3OM6z5Iq9UfRc-xGtLtLpf0_Np_y4yIFKZA6DaUHfEw_GVcUI5Mrn9OiSyIZ3wl-Q4hk0kt8FredNt_j1LrxsMI66Vmgg5hY6OL2b5VzMQtqKbudwC5axuCNQra4U9a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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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原住民族

語「千詞表」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五 

51 次閱讀 

原住民族委員（以下簡稱民會）表示，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將於

今年首次實施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五級測驗。因此，本次

公告之千詞表，除了原有的初級、中級與高級詞彙範圍之外，亦增設中

高級詞彙範圍，使考生更於了解考試命題範圍。歡迎有意報考測驗之族

人請加緊熟讀千詞表以及相關族語學習教材，並至族語 E 樂園下載學習

資源，可大幅提升族語學習的效率及族語使用頻率。  

 

 

千詞表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AkpOfdGivCXFL-_1zSI90oUCD1jmOPr3ND2_l8_fhCYjoermMUsVsrSerkunAkEB8V4sBJfcwilY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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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9F%E4%BD%8F%E6%B0%91%E6%97%8F%E5%A7%94%E5%93%A1%E6%9C%83%E5%85%AC%E5%91%8A-%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8%AA%9E%E5%8D%83%E8%A9%9E%E8%A1%A8/1927439474214207/


193 
 

千詞表已公告於以下網站，歡迎有

意報考測驗之族人逕向以下網站

下載：  

 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64B9BFAAA44B32A

&DID=2D9680BFECBE80B6A56480A7D260152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http://lokahsu.org.tw/ 

 族語 e 樂園網站：http://web.klokah.tw/ 

想了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相

關資訊嗎？歡迎大家一同關注 

 誰需要族語認證測驗的語言證明？ https://bit.ly/2JgpuZo 

 族語認證放榜囉~你考過了嗎? https://bit.ly/2xRdqZn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分五級 https://bit.ly/2sLtF5t 

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adoh moco‘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apc.gov.tw%2Fportal%2FdocDetail.html%3FCID%3D964B9BFAAA44B32A%26DID%3D2D9680BFECBE80B6A56480A7D2601528%26fbclid%3DIwAR2OsqaM9IoHHu1xfwm-V0ojex3wdv005qK57dv7waU-_KXqHRF8lvlE76c&h=AT124cSKLjAQmgIEcEkCSY8eLTrOOvVyYIkk1tmxmbThFUZpKNd2WIR6UoSj3Me4rlUz-Q6jQtC7op1NnJM3IvKO69PKeZFIOt-xeVTdypOLtaBCKfZBL5-CQveLT_WtDc5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apc.gov.tw%2Fportal%2FdocDetail.html%3FCID%3D964B9BFAAA44B32A%26DID%3D2D9680BFECBE80B6A56480A7D2601528%26fbclid%3DIwAR2OsqaM9IoHHu1xfwm-V0ojex3wdv005qK57dv7waU-_KXqHRF8lvlE76c&h=AT124cSKLjAQmgIEcEkCSY8eLTrOOvVyYIkk1tmxmbThFUZpKNd2WIR6UoSj3Me4rlUz-Q6jQtC7op1NnJM3IvKO69PKeZFIOt-xeVTdypOLtaBCKfZBL5-CQveLT_WtDc5V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lokahsu.org.tw%2F%3Ffbclid%3DIwAR3qEeT-n-89bRGmGL_-jfDxjICOwfUcJ_RfGV_c4whjBFisOngItleXUnY&h=AT0MaC8cMFgo_xNOnmiikvRy4gkO5ALogaAcciPHK3XJg_bkdWPUQ4qJ45vig_3RUpPfMZ5XKyjpyLeAACTktavM0J8rlAWzjk26XaNy2jUII7pEvXP1m9vB3C7vf6TkxPf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eb.klokah.tw%2F%3Ffbclid%3DIwAR12RiewetsHvtECFK_uFS-o6aK6OhV2dJBDGAHXzw-5CLmdl5FKUD_csG8&h=AT3tXNHOOK1_KSCYaI23oiQUvzfYKXzEjfkjfvtnSjO77DOWvuVNKcK1162ntkQHius0qEdY2fCiIqqNzxbXrKvnrQ86xqJbo5dcM6G9OxaM65BiKk2s6g4krfqWdY7OsQ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bit.ly%2F2JgpuZo%3Ffbclid%3DIwAR3EYcQmL9OBv6P4Tw41gsSUzOkAEna5ssieQ1ZCDFC4Hu2jxCGW08k175U&h=AT2pri5cEU1_W_LuReYBA9JbXlg_i-9elpfxkigQC3zoT58TtePkA0IQ7do0gWEC-1hSHvk6wvBq5M8Bj0_1dJZ4ZLjYp9tRqjjV_ZuJukuom92Hlnwdin--UdeZbfYW8D6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bit.ly%2F2xRdqZn%3Ffbclid%3DIwAR00tlRoXT2AGIxZf2uKTA2dKlKGbaqrRftxRY1kFD7BMNIjD438u30sJo4&h=AT2bZhRCUzOe7ycoIjLVYpKbLSY7uQ_i9_oEbyBPt__Okf48TVV9o9D5TX3cuHBc7b4ERIwlGUkezQyEoi-NSy3HwYcOQImqyvw2RtC34nMsvSvFDXNbziD3124NJIrNMTO-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bit.ly%2F2sLtF5t%3Ffbclid%3DIwAR0CX_9FD3XQeWJEwPizzkS6oODj1yLWTRg20C1JyVS2pMVL2NBt_rculko&h=AT03AH4zfjLzRobPq4aAq3yvhZ4DLT_js_XDswwjQawl3QuJEqXUXbkkuNjKY2iwaINxvAQYXJy-f111O1iDt207XD1l_IJCU9o078aynLj558vnVw7JMhsUVthLijKWsO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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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ui！輕鬆講》!!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2018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47 次閱讀 

原住民族電視台近期推出了一系列好節目，其中《ui！輕鬆講》 邀請

了族人網紅、藝人、老師等，主持人阿爆(排灣族)以及布萊克薛薛(排灣

族)用輕鬆幽默的方式討論各種議題、生活現況以及族語等話題，這個

節目裡最近增加了「生活族語教室」有有趣的方式讓族人學習族語。 

像是今天要介紹的這集《網紅來當家 族語報新聞》第 134 集，就與族

語有關，主播 Laway 以阿美族馬蘭方言的「舞龍」作為播報內容，還搭

配身體語言，讓小編邊看邊笑就邊學會了呢!! 

 

《ui！輕鬆講》族語網紅主播 Laway(資料來源：原民臺) 

這麼有趣的學族語方式，不能只有我知道!!請大家記得打開原視一起學

族語喔~~ 

2017 年 06 月 05 日起每週一至週三 晚間 20：00 至 21：00 跟小編一起

鎖定《ui！輕鬆講》  

https://www.facebook.com/ilrdc.tw/?eid=ARDV2l79hEWzBoMOWUvzT-xwptJy8etlc_gCfdzNOSPXj3OmiG_aVI-n4YcZNlZ4e2H0wS-EwYl04y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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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8D%E5%BE%97%E4%B8%8D%E7%9C%8Bui%E8%BC%95%E9%AC%86%E8%AC%9B/197935886568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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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部分影片傳送門： https://goo.gl/ni2y5w 完整版影片傳送門： 

https://goo.gl/41k8qp  

影片、圖片來源：原住民族電視台  

 

語發中心研究助理 panay 撰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ni2y5w%3Ffbclid%3DIwAR0xWE6A9g1B_M8fxmRRJVDdjpy6HOvtILslq679QUic0iRAuRACnhSgD50&h=AT2yBE6oWdoFXjcm8tPXsHkl85cykqa-VgjzUPhle0qKlGolp2Oy6zqhbUN4cIGLPNovI_3M3cX056XB03oC1CGjeR7WJYeof_XLxX68TpFSXqRE9gAPtrP-u2FBwD6RO2s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41k8qp%3Ffbclid%3DIwAR2dZ8CaBnVYUgTygxRM96OR1Un_GcnbB4nRDIZpGA6O4KO1ut80z2gx990&h=AT1kSCJB69lfv0H3v62cIlWEbglldgB8U3SckDEdCf11q697hIForljNR4yEEPrvBXxch_4WtmHLHoCet1xiZ1FATkpXjeaqbLNxTIGiRqvkSUym5wrWps7jQ4VwPtuqOz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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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 用夏威夷語言的基模傳播傳統智慧[Spreading Traditional Wisdom 

Through Memes in the Hawai'i Language.] 1893 年推翻夏威夷王國後，新的美國政

府試圖禁止夏威夷語教育來削弱夏威夷 語言。通常，父母一代的人沒有被教

導’ōlelo（說夏威夷語），兒童說夏威夷語也 遭到毆打。因此，在將近 100 年後，

似乎削弱夏威夷語言的政策獲得了成功。 

  

然而，隨著民權運動的成長，許多夏威夷人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提倡自己的文 

化和語言。隨著如 mele（詩歌和歌曲），hula（舞蹈）和 lua（夏威夷武術）等

文 化活動的復興，所有這些活動都倖存了下來。 由於夏威夷語是 kaona（隱含

的意義和詩歌）的語言，mānaleo（母語人士）被發 現不僅幫助恢復語言，還幫

助恢復詞語背後的想法。 1978 年，州憲法進行了修訂，使夏威夷語成為該州兩

種官方語言之一(還有英語)。 然而，禁止以夏威夷語言教學的法律直到 1986 年

才被廢除。 值得慶幸的是，仍有 kūpuna（長老）和 kumu（資料來源或教師）

繼續指導我們 並提倡我們的語言和文化。他們有助於創建網路資源，如 

ulukau.org（夏威夷參 考資料庫）和 wehewehe.org（夏威夷／英語字典）。 鼓

勵每個講本族語言的人都用自己的語言發表言論，並在網路線上和隨時使用該 

語言。 來源：Spreading Traditional Wisdom Through Memes in the Hawai'i Languag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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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西島] 用 Guernésiais 語言創造基模加入“友善的小家族語言” [Creating 

Memes in the Guernésiais Language to Join the “Big Friendly Family of Tiny 

Languages”.] 

 

根西島是英吉利海峽的一個島嶼。儘管在法國諾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地理位置更接 

近，但這是英國皇室的依賴（但不屬於英國）。自中世紀以來，法國和英國之間 漫

長而動蕩的歷史塑造了格恩內西伊斯(Guernésiais)語言，這是諾曼底法語的一 種

變體，受到舊北歐和英語的強烈影響。 Josephine Dowding 替根西島語言委員會

工作，該委員會目前是根西島博物館的 一部分。儘管沒有全職員工致力於恢復

格恩內西伊斯(Guernésiais)語言，但她還 是在博物館工作，並在語言委員會推文

@languagegg 上工作。她為 2018 年母語 基模挑戰賽創作了幾個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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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母語基模挑戰賽，為的是可以讓你知道有很多少數語言，再回頭看自己的語 

言時並不會感到孤單，而是世界各地小型語言的友好家庭的一部分。 (待續) 來

源：Creating Memes in the Guernésiais Language to Join the “Big Friendly Family of 

Tiny Language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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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在墨西哥以動畫故事復振原住民語言 [Series of Animated Stories 

Revitalise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Mexico.] “你不能不愛你所不知道的東西”，這是

一個在保存和分享墨西哥有 68 種原住 民語言的動畫。這部動畫用這些語言和

以西班牙語字幕的副標題，來表達對墨西 哥原住民語言的自豪感和尊重。  

 

本文中提供了三支影片： 一個是以墨西哥索諾拉州的一種原住民語言 Yaqui 敘

述。是 Yaqui (雅基人)的傳 統故事。講述 Yaqui 人如何在兇猛的怪物的襲擊下

倖存下來，這要歸功於一棵神 聖的樹和設法擊敗野獸的巫師。 第二支影片是用 

Nahuatl (納瓦特爾語)講述的故事：[當舌頭死亡]。這個故事表達 的是世界上所

有的人都會關上一扇門或一扇窗戶，從不同的角度看見地球上的生 命和我們的

存在。 第三支影片是瑪雅作家伊薩克·艾索·卡里洛的故事“Laúltimadanza”*最後一

支 舞]。這個故事關注的是一位女性的故事，她回憶起與父親的談話，她告訴這

個 世界與她的母親團聚。她的父親告別了她，向她保證，她已經播下了“舞蹈的

偉 大種子”，她不得不出去並在全世界傳播這些舞蹈。 這一系列作品，成功地

讓原住民詩人、藝術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創作出了一 些流行傳統故事的選

集。 在這個系列中，透過七位作家和七位圖形插畫家的設想，描繪了這 68 個

世界觀 中的七個：Huastec，瑪雅，Mixtec，Nahuatl(納瓦特爾)，托托納坎，Yaqui(雅

基) 和薩波特克。 這是當代作家、翻譯人員和原住民語言翻譯人員，還有插畫

師、動畫師、音樂設 計師以及研究和改編團隊合作的產物。強調了分享他們的

原住民傳統故事與社區 參與的重要性。 有些動畫也可以在 YouTube 頻道上用

英文字幕觀看。 來源：Series of Animated Stories Revitalise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Mexico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加拿大] 里賈納大學街道有了新的原住民名稱 [University of Regina streets to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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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digenous names.] 在校園裡面的一些建築物已經有標記原住民的名稱，但

實際上只有少數校園道路 上有標記，這樣的做法是基於一個尊重傳統的必要步

驟。Vianne Timmons 說我們 是一個擁有多種文化校園，從 2014 年開始，我們

已開始加強在校園內的本土化 而努力。

 新的校園標誌將出現 Cree、Michif、Nakoda、Saulteaux 等原住民語言以及法語 

和英語，並且每個都代表一個傳統上對原住民族人非常重要的植物。Timmons 說

這是對傳統土地的尊重以及對原住民的尊重。 這些新街道上的建築物將被賦予

新的名稱： Buffaloberry Way（英語）[發音：Buffalo-berry] Nakoda Road（Nakoda 

語）[發音：Na-ko-da] Sureau Loop（法語）[發音：Sur-o] Winkaskon Loop（Saulteaux 

語）[發音：Wing-wash] Sagittaire Lane（法語）[發音：Sah-je-tayre] Lee Gren Avenue

（Michif 語）[發音：Lee-gren] Goldenrod Loop（英語）[發音：Golden-rod] Cistemaw 

Court（Cree 語）[發音：Cheese-tea-maaw] 國立第一大學 Cree 語言研究學院副

教授 Solomon Ratt 說，他很高興看到這些變 化，他接著發現他所說的 Cree 名

稱中提供的“煙草”錯誤，例如使用大寫字母 “C”，缺少對“e”和“a”的正確讀音，

應該尊重我們在大學推廣的拼寫。儘 管如此，他認為這樣做是一個好主意。 來

源：University of Regina streets to get new Indigenous names.(2017.8.31) ◆ 本則外

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加拿大] 原住民語言教師為政府即將實施的語言法律提供建議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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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eachers advising government on coming language law.] Rose Pacquette 

從小從父母親習得德語語言，認為這些話傳達了一種世界觀，強 調了每個人的

獨特優勢及給社會帶來的價值，以及對祖先的尊重。 她說，現在人們之間的和

諧程度似乎越來越低，競爭越來越激烈，導致家庭之間 更加孤立，不願意接受

別人來糾正他們的孩子。也說，長者知道他們的孩子需要 學習白人社會的語言，

但是科技進步和語言的流通，漸漸地英語已將傳統語言推 向邊緣。 帕奎特

(Pacquette)是一位退休教師，她在職業生涯早期創建並教授了一個沉浸式 幼兒

園，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無法說出祖父母的語言。“我們有一種我們應該引 以為

榮的文化。我們的語言告訴我們，我們是誰，我們的人是誰，我們來自哪裡。

 Ari Virani 說，加拿大 60 至 90 個原住民語言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正在消失。

Virani 諮詢原住民語言教師，告知加拿大第一部保護原住民語言的聯邦立法，該

草案將 於 2018 年推出。 渥太華每年提供提倡原住民語言 500 萬美元的支持，

並承諾在三年內撥款 9000 萬美元。這包括 2000 萬美元用於保存口述歷史和數

字化檔案，以便將來傳播。 Virani 說，“一旦你有了正式的立法，支持它的錢就

會很重要”。會說一口流利 語言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我們不希望這些語言使用

者在我們能夠保留這些語言 之前就死掉。拯救原住民語言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來源：Indigenous language teachers advising government on coming language law.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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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耶魯致力於保護文化遺產 [Yale leads effort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當今世界文化遺產(耶魯大學校長 Peter Salovey 稱之為“人類的基本紀錄”)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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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受到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盜竊、大眾旅遊和戰爭等威脅攻擊。歷史建築、

紀念 碑、風景、藝術品、文物、民間傳說與傳統，甚至原住民語言正在快速消

失。

耶魯正領導組建一個新組織，該組織將成為大學和博物館致力於保護文化遺產的 

總召集。全球文化遺產保護聯盟（GCPCH）在義大利米蘭的啟動儀式上，聚集 了

教授專家和國際大學官員，包括耶魯大學瑪麗米勒(Mary Miller)、藝術史史特 林

(Sterling)教授、耶魯大學西校區文化遺產保存研究所（IPCH）和全球文化遺 產

提倡組織主任斯特凡西蒙(Stefan Simon)。2016 年在耶魯召開的第八屆聯合國 全

球大學校長座談會上提出了 GCPCH 的組建方案。該聯盟發布的紐黑文(New 

Haven)宣言概述了該聯盟的使命和戰略。

 GCPCH 為期兩天的首次會議由來自世界各地的 36 位國際大學官員和教師專

家 參加，並由博科尼(Bocconi)大學承辦。GCPCH 的主要重點必須是促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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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和宣傳保護文化遺產，是聚合和分享知識，促進各方尋求保護全球各種形

式文 化遺產的關係。更具體地說，GCPCH 將創建學位授予和非學位教育計劃、

實習 和實際經驗、研究項目和資金來源的藍圖。 更多訊息：To learn more about 

recent work at Yale, visit the website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來源：Yale leads effort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207 
 



208 
 

 

 

 

 

 

 

 

 

 

 

 

 

 

 

 

 



209 
 

[厄瓜多] 是的，非洲人不僅是音樂舞蹈文化，同時也是知識的創造者[Yes, the Afro 

people are music, dance, culture, but they are also are a creator of knowledge.] 

Jaqueline Gallegos 是 Afro Comunicaciones 的成員，該組織在 Quito（基多，厄

瓜 多共和國首都），在 Muisne、Carchi-Imbabura 地區工作(位於厄瓜多北部)，

創建 關於非裔厄瓜多人的知識的書面和視聽產品。

 以下是這支影片的文字記錄。影片：https://youtu.be/nnTNYkKBkR8 我選擇了“雲”

這個詞來表達“afrodescendant”。我對這個詞為何感到驚訝呢？ “afrodescendant”

一詞與文化、表現形式相關，底層可以看到知識、教育和發展。 是的，黑人是

音樂、舞蹈、文化，同時他們也是偉大科學知識的提供者，他們是 知識的創造

者，但沒有看到“雲”這個詞的底層意義。 在非洲裔人群的詞彙“雲”中應該出現

什麼相關詞彙？ “鬥爭”，“成就”，“女性”，“孩子”等詞語都應該出現。關於我們

的祖母、男人、 運動，還有“調查科學”的言論，不僅是對於厄瓜多，也是對整

個世界的歷史的貢 獻。 來源：Yes, the Afro people are music, dance, culture, but 

they are also are a creator of knowledg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新墨西哥] 關於印地安原住民與社區與互聯網之會議[The Community Repor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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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genous Connectivity Summit.] 2017 年 11 月 8~9 日在新墨西哥州聖達菲

舉行第一次將互聯網與北美原住民社區 連接起來的互聯網協會會議。它吸引了

超過 200 名參與者親自在線進行為期兩天 的系列小組討論，演講和公開討論，

研究北美和國外的社區網絡，包括其對各種 社區的影響。高峰會議之前舉行了

為期兩天的培訓會議，為當前開展社區網絡的 原住民和計劃部署社區網絡的原

住民舉辦培訓班。

 該活動啟動了關於連接原住民社區的重要對話，以及如何確保阿拉斯加原住民、 

美洲印第安人、Inuit(因紐特人)與社會經濟效益之間的重要關聯，包括自決與自 

治、文化與語言保存、經濟發展、健康、教育與就業。人們普遍認為，社區網絡 

是原住民社區增強自身能力，以及推動自己的連通性解決方案的理想途徑。 該

活動提出了促進農村和偏遠原住民社區，可持續連通性的重要建議。包括需 要： 

1.專注於可持續性的創新連接解決方案。 2.支持性政策，資助機會和公共教育的

有利環境。 3.社區內的能力建設和教育。 4.更容易獲得原住民社區的頻譜。 5.

基於未來技術的協作程式解決方案。 6.研究北美洲本土連通性的狀況。 來源：

The Community Report for the Indigenous Connectivity Summit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澳大利亞] “Angkety 地圖”數位資源突顯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語言復興[Angk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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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Highlights Digital Resources for Australia's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數位資源如何被用來保護和振興澳大利亞的原住民語言？為減輕社區使用這些 

數位資源的風險而採取的一些挑戰和策略是什麼？這些是在一份名為“Angkety 

Map”的新報告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它是 Anmatyerr 語言中的一個詞，意思是“許 

多故事”。 

 澳大利亞第一語言組織是一個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語言的保護和振興， 

語言推動者使用數位技術的經驗，為社區提供了學習和復興的機會。 研究員 Ben 

Foley 與澳大利亞第一語言組織團隊密切合作，對語言推動者進行調 查和採訪，

例如在墨爾本舉辦的 Puliima 國家語言和技術會議，以及在昆士蘭州 凱恩斯舉

行的語言研討會 Ngirrma Puwal Pukang。並進行線上調查，以建立更廣 泛的網

絡來收集未參加這些活動的個人信息。 當地社區創建的資源和內容，例如： 

應用程式用於語言文件的記錄、註釋和存檔。 平板電腦的應用（包括詞彙表，

詞典，音樂遊戲，學習遊戲，學習環境）。 互動式白板資源。 多媒體 

CD-ROM 或 DVD。 網站和網絡應用程序（例如：YouTube、字典網站、線上

學習網站）。 互動詞典、單詞或聲音列表、短語書及閃卡。 電子書。 

電腦遊戲。 廣播節目和頻道播客 這些皆為使用技術進行語言學習和振興的

創新方法的研究案例。 澳大利亞第一語言組織： 

http://www.firstlanguages.org.au/ 

 

 

 

 

 

 

 

[孟加拉] 網路上積極保存 Chakma 語言 [Online Activism To Save Chakma 

http://www.firstlanguage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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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孟加拉主要原住民語言之一是 Chakma 語言，這是印度語的一支。

孟加拉東南部 有 31 萬人，印度東部大部分地區有 30 萬人。它是使用 Chakma 

語手寫稿，因為 許多 Chakmas 沒有機會在學校學習他們的語言。

 當局正試圖在受到政治因素阻礙的情況下，在學校中引入 Chakma 語言，並且

有 越來越多關於手稿和字體標準化的爭論。但 Chakma 人正在使用社交媒體和

網絡 技術來提高意識並傳播他們的語言。這個交互式網站，包括討論論壇、

Chakma 手稿和語言教程、電子書、頻道等，以傳播語言使用的方式。原住民社

區在博客、 Facebook、Open 字典以及網路線上新聞等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許多網民正在使用 YouTube 等工具發布 Chakma 語言教程： 相關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8Q2D0fAS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EuJUEWbs8&feature=youtu.be 雖然 

Chakmas 他們的語言在任何收音機或電視頻道被禁止，但是 Chakma 語言歌 曲

定期在 YouTube 上發布。 在這裡可能會提到，在孟加拉超過 30 種原住民語言

中，有兩種已經死亡，另外 十種正在面臨滅絕。 來源： Online Activism To Save 

Chakma Language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農民讓納瓦特爾語重回新生 [Farmers in El Salvador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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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huatl language to freshmen] 

薩爾瓦多的納瓦特爾語（Náhuat）族群哀悼赫納洛‧拉米瑞茲（Genaro Ramírez） 

的離世。赫納洛是薩爾瓦多人，他冀望納瓦特爾語能流傳下去。他是首位納瓦特 

爾語教師，所幸他後繼有人，因為他的努力，為這古老語言的振興留下重要資產。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僅有兩百名薩爾瓦多人會說原住民皮 皮

爾的納瓦特爾語（Náhuat Pipil），他們大多住在名為古斯曼德聖多明哥的小村 落

（納瓦特爾語為 Witzapan）。那也是赫納洛的家鄉，四十多年來他不遺餘力讓 納

瓦特爾語再次茁壯。他每週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免費授課。赫納洛有個任 務，

他說： *…+長久以來我知道我的胸口有塊缺口。所以我決定拋下鋤頭，留在玉米

田，因 為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對自己說：就算餓死，我也要教納瓦特

爾語。 在赫納洛之前，薩爾瓦多沒有納瓦特爾語教師。薩爾瓦多原住民從 1932 

年開始 就沉寂已久。1932 年薩國食物短缺，人民起義反抗，軍政府處決了三萬

多人， 大多是納瓦特爾比比爾原住民。當時也是農民起義，這重大事件（當時

軍政府稱 為「大屠殺」（La Matanza)），至今還有諸多的爭論。 全球之聲曾採訪 

Tzunhejekat Collective 團體成員偉納‧赫南德茲（Werner Hernández），他們希望透

過不同的方式推廣納瓦特爾語，也喚起母語人士的意 識。偉納是赫納洛的學生

也是好友，對於薩爾瓦多原住民的情況他表示： [原住民]過去受到波及，他們

必須隱藏自己的身分。他們改名、改變穿著方式… 甚至改變語言。就算首位納

瓦特爾語教師赫納洛出聲時，每個人還是不敢大聲說 [納瓦特爾語]。赫納洛知

道這是他的使命。 偉納也說，赫納洛身為首位納瓦特爾語教師，不僅成功讓比

比爾族人重拾身分、 文化和語言的優越感，也打破了他們跟其他族群之間的那

道牆。赫納洛搭起的橋 梁讓偉納跟其他薩爾瓦多人能夠在自我身分裡，發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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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那一塊： 這就像開了一道門，讓我有這機會像薩爾瓦多人一樣，找到自

我連結。就像我們 [Tzunhejekat] collective 所說的：說納瓦特爾語的薩爾瓦多人

是從第三視角看薩 爾瓦多，因為我們能了解真實的情形，而這用語言難以表達。 

偉納也提到納瓦特爾語也是通往廣大文化宇宙的大門：「唯有會說納瓦特爾語， 

才能懂其中的細微差別跟色彩。看現場的芭蕾舞表演跟讀觀後心得完全不同，就 

好比是讀經過翻譯的詩。」這樣的反思也讓薩爾瓦多討論需要為這古老語言投入 

更多資源。偉納補充說：「價值跟[經濟]代價不能劃上等號。」 赫納洛鼓舞了新

一代納瓦特爾語教師，他鼓勵要為納瓦特爾語留下紀錄、打破禁 忌、讓薩國所

有的政治階層都知道納瓦特爾語。

 今日，因為這股熱忱，現在有許多數位化的方式推廣納瓦特爾語，也同時保護

了 比比爾族的文化，像是有許多團體如 Tzunhejekat 與 Náhuat Carriers Initiative；

語 言網站 Tushik 與臉書社團；納瓦特爾語部落格 Chachalaka；YouTube 也有許

多相 關影片： 影片：https://youtu.be/bBBNawggBiE 來源：Farmers in El Salvador 

return the Nahuatl language to freshmen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西非-尼日利亞] BBC 在尼日利亞推出伊博語及約魯巴語服務[BBC launches Igbo, 

Yoruba language services in Nigeria] LAGOS (城市，拉格斯)報導- BBC 本週在 

Nigeria(尼日利亞)推出新的 Igbo(伊博) 和 Yoruba(約魯巴)服務，主要在更深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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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世界各國的當地語言。這是在英國政 府撥款 2.91 億英鎊（47 億英鎊）的幫

助下，在全球建立的 12 種新語言的服務。

 負責發布社論的 Peter Okwoche(彼得奧克沃奇)描述 Igbo(伊博語)和 Yoruba(約

魯 巴語)是“西非新服務的兩個最終齒輪”，並表示他們非常需要。他在接受法新

社 採訪時告訴法新社說：“我們覺得以當地語言撰寫的原創新聞比英語更

好。”(我 們非常重視非洲的敘述，Nigeria(尼日利亞)的敘述。現在是人們試圖講

述他們自 己的故事的時候了。) 年輕的 Nigeria(尼日利亞)人日益生活在網上，

社交媒體在該國非常流行，其近 1.9 億人口中約有 1.5 億手機訂閱。而近三分

之二（62％）的人口年齡在 24 歲以 下，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之一。



216 
 

 由於傳言和社交媒體上的錯誤信息，以及 Nigeria(尼日利亞)人強烈的民族認同

感， 使得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難以報導的地方。 英國廣播公司已經向 

Nigeria(尼日利亞)北部播出了 60 年的 Hausa-language(豪薩 語)服務，這已經成

為該公司最成功的一個。 來源： BBC launches Igbo, Yoruba language services in 

Nigeria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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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原住民”這個詞，就像是一個強調詞[The word ‘indigenous,’ is rather like an 

imposed word…] 

 Martín Quintana Elgueta 是智利奧索爾諾 Los Lagos 大學教育系的西班牙語教授

和 學術研究員。以下是有關 Martín 對術語“indígena”(原住民)分析的視頻記錄。 

視頻網址：https://ppt.cc/fATxHx 大意： 「“原住民”這個詞的無菌化在這裡引起

了我們對於我們也研究過的其他一些詞 的注意，例如“mapuche”這個詞(編者：

意旨“大地的子民”。 是一群生活在智利 中南部和阿根廷南部的原住民。他們是

一個分布廣泛的種族，由各種各樣的族群 們組成，但是這些族群們有著共同的

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以及共同的宗教與語 言)。

 在這裡，“原住民”這個詞似乎與體制概念有著根本的聯繫，概念與參與，民主

和 一些政府結構有關。似乎像是無人看管似的不那麼顯眼，因此，“原住民”這

個詞 就像是一個強調詞，一個被認為是外在的，也沒有其他語言中出現的緊張、

危機 和暴力的跡象，例如“mapuche”。我認為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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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 觀和世界觀中“原住民”這個詞的外在含義，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給它留

下了學術 制度的印記。」 這項研究一直持續著(待續) 來源：The word ‘indigenous,’ 

is rather like an imposed word…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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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用技術保存原住民語言 [Preserving Aboriginal language with technology ] 

當一種語言消亡時，一大堆文化習俗和觀念也會消亡。在澳大利亞，人們正在使 

用技術來保護語言和文化。 語言和文化齊頭並進。一些語言學家認為我們所說

的語言甚至可能影響我們看待 現實的方式。因此，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告訴我

們世界上將近三分之一的語言面 臨滅絕的危險時，他們不只是在談論文字。另

一方面，當我們開始對另一個人的 話感興趣時，我們可以找到一種方式來與他

們的文化和他們的世界觀聯繫起來。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技術的進步正在提供新的平台，以促進瀕危語言，並建

立 一個更加和平和包容的未來。 澳大利亞是一個富有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地區。

當歐洲定居者第一次到達時，有 超過 250 種不同的語言和更多的地方方言。但

是許多這些語言和方言都無法生 存。 Tyson Mowarin 是來自西澳皮爾巴拉地區。

他的願景是通過他的跨平台媒體公司 Weerianna Street Media（WSM）向所有澳

大利亞人傳授原住民語言和文化。他說 他特別受 1993 年電影“流亡與王國”的

啟發，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電 影製片人把老人帶到了國家，並記錄了他

們的故事”。 而當 iPhone 於 2007 年推出並且第一批應用程序正在開發中時，

Tyson 看到了開 發人們可以透過手持設備，可以輕鬆地運用媒體資源。這促使

他創建了 WSM， 並於 2011 年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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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M 是 iCampfire TV 背後的公司，iCampfire TV 是一個原住民電影資料庫，

其 中還包含有關文化、語言和國家的教育內容。 Tyson 還製作了一款名為 

Welcome to Country 的 iPhone 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使 用 GPS 信息向您顯示

您所在的土地，一些有關土地和文化的信息，簡短的頻道 由當地原住民講當地

語言。他創建的應用程序是一個適用於所有澳大利亞的教育 應用程序，而不僅

僅是原住民。他希望所有澳大利亞人都對他們所在地的原住民 文化有基本的了

解和尊重。 Tyson 並不是唯一一個通過技術尋求語言和文化保護的人。澳大利

亞有很多簡單 的線上資源，如 AUSTLANG(澳洲原住民語資料庫)和數位化的 

Noongar(原住民 語)字典。然後是大量高畫質的原住民語言電影，以及數位故事

學習網站的文化 和語言應用。數位遊戲是向年輕一代傳播原住民語言和知識的

另一種有效方式， 教授西部沙漠中 Nganyatjarra 語言的文字和故事。 影片提

供：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6&v=GwMnd8p-Tfc 來源：

Preserving Aboriginal language with technolog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澳洲] 澳洲最大的原住民語言家族 Pama-Nyungan 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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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a-Nyungan, Australia's largest family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澳洲原住民的大

約 400 種語言可以分為 27 個不同的家族，而最大的語言家族是 

Pama-Nyungan。在 1788 年之前，它覆蓋了全國 90％的面積，包括大約 300 種

語 言。建造堪培拉（Ngunnawal）、珀斯（Noongar）、悉尼（Daruk，Iyora）、布

里 斯班（Turubal）和墨爾本（Woiwurrung）的地區曾經都是 Pama-Nyungan 語

言的 所有者。從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到班伯里(Bunbury)，從皮爾巴拉(Pilbara)

到 格蘭屏(Grampians)的所有語言都源於一種遍布整個大陸的語言，除了金伯利 

(Kimberley)和高端(Top End)之外的所有語言。

 這種語言的來源，它的年齡，以及它如何傳播，都是一個研究難題。在“自然生 

態學與進化論”（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上的這項研究表明，這個家族 在

不到 6000 年前就已經出現在現在的昆士蘭州 Burketown(伯克敦鎮)。這項研究 

結果表明，隨著人們為應對氣候變化而遷移，這個語言家族遍布幾乎整個澳洲。 

澳洲的原住民經常被描述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生活文化”，公眾討論經常錯誤地 

認為這意味著不變。我們的研究為 1788 年之前的澳洲增添了進一步的證據，這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人們搬遷並適應不斷變化的土地。 追踪 Pama-Nyungan 

家族 這項研究使用來自 Pama-Nyungan 家族的不同語言的數百個單詞的變化

數據來構 建語言樹。估計了單詞改變所需的時間，以及 Pama-Nyungan 語言中

的單詞如何 相互關聯，可以使用這些變化來估計單詞的年齡。 而研究發現明顯

支持 Pama-Nyungan 的起源不到 6000 年前，現在昆士蘭州的 Burketown(伯克

敦鎮)周圍地區，並沒有發現 Pama-Nyungan 早期傳播的理論的支 持。然而，發

現一群人在海岸和主要水道附近移動得更慢，在沙漠中更快。這意 味著在食物

和水充足的地方種群數量增加，然後在資源難以獲得時擴散和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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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語言告訴我們很多關於我們的過去。由於語言會定期更改，因此我們可

以 使用其中的信息來確定過去哪些群組正在與誰交談？他們住在哪裡？他們與

誰 有關？以及他們搬到了哪裡？即使沒有書面記錄和考古材料，我們也能做到

這一 點。

 對於像澳洲這樣的地方，語言記錄雖然不完整，但在整個非洲大陸的覆蓋範圍

比 考古記錄更均勻，在歐洲人定居點，大約有 300 種 Pama-Nyungan 語言，

因為至 少有一些大多數記錄，我們能夠使用這些記錄來揭示這些複雜的變化模

式。 今天大約有 145 種原住民語言，包括來自 Pama-Nyungan 家庭以外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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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中 許多語言，例如 Dieri，Ngalia 和 Mangala，只有少數人使用，其中許

多人是老人。 然而，其他語言在他們的社區中被積極使用，並且被幼兒學習為

第一語言，其中 包括澳洲中部的 Arnhem Land 和 Arrernte 的 Yolŋu 語言。然

而其他人（例如阿德 萊德附近的 Kaurna）正在經歷復興，在社區中獲得發言權。 

如果沒有所有這些語言的記錄，並且沒有持續的工作來支持發言者和社區，研究 

者就無法進行這樣的研究，澳洲失去了與其歷史的重要聯繫。 來源：The origins 

of Pama-Nyungan, Australia's largest family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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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有共同的起源[Australian indigenous languages have 

common source: study] 澳大利亞的所有原住民語言都源於一種共同的語言，這項

研究結果為該國的文化 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 1788 年英國殖民時，有超過 

250 種語言被發現，經過研究調查它們的起源， 研究證明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理

論，即它們都源於所謂的原始澳大利亞人。“共同 母語”的存在進一步強調了這

樣一種觀點，即所有原住民澳大利亞人都是從至少 65,000 年前來到該大陸上的

一個群體，並且在接下來的千年中蔓延開來，在種族 和語言上變得截然不同。

 該項目使用歷史語言學中的標準方法，來確定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是否歸因於來

自 共同的祖先，而不是透過人類接觸從一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言的研究角度。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西悉尼大學)首席研究員 Robert Mailhammer(羅伯特·

梅 勒默)說，調查結果反覆揭示了沒有聯繫的語言之間的相似之處。他發現，在

比 較的單詞上，聲音顯示了一系列語言中反復出現的系統差異和相似之處，這

不太 可能是語言接觸的結果。這引發了更多關於語言如何傳播，以及語言學發

現如何 與遺傳接觸的問題。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紐卡斯爾大學)歷史語言學

家馬克哈維說，澳大利亞的語 言多樣化程度遠遠超過歐洲，因為還沒有證據表

明所有澳大利亞語言都源於同一 血統，所以這是所有澳大利亞語言都屬於同一

語系的第一次發表。他並說，這種 語言很可能從該國北部的一個小地區蔓延到

澳大利亞，該地區最初是數千年前人 口稠密的地區。而透過進一步的跨學科研

究，這種新的語言學證據可能會讓我們 從目前已知的東西中，更精確地重建澳

大利亞史前史。 今天在 250 個語言中，大約只有 120 個語言仍被使用，許多

語言因為耆老的凋零 而漸漸隨之死亡。 來源：Australian indigenous languages 

have common source: stud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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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亞馬遜波拉人模仿他們語言的節奏，使用鼓進行遠距離通信

[Amazonian Bora people mimic the rhythm of their language for communication over 

large distances using drums] 一個國際研究團隊，對西北亞馬遜波拉(Boras)原住民

的「鼓語」系統進行研究， 他們發現 Boras 不僅清楚單詞和句子的旋律，而且

還表現了他們的節奏，這表現 出語言節奏在語言處理中是有作用的。 

 Boras 大約 1,500 人，居住在哥倫比亞和秘魯亞馬遜雨林的小社區。Boras 製

作用 成對的“木製裂縫鼓”，傳統上用 2 米長的原木雕刻燃燒，每個鼓可以產生

兩個音 高，每個節拍對應於口語 Bora 語的相應短語的音節，平均包含 15 個

單詞和 60 個鼓節奏，在節拍之間的暫停長度中有四個節奏單位，這些單位對應

於元音與元 音間隔，輔音和元音長度不同，鼓聲語音中表示的兩種音韻只編碼

幾個詞彙對比。 人類的聲音可以產生豐富多樣的聲音信號來傳輸信息，而通常

這種傳輸只有大約 200 米的範圍，但可以透過鼓聲將 Bora 短語傳送範圍擴大 

100 倍的距離。因此 節奏似乎對詞的理解至關重要。 Boras 進行兩種傳送模式：

一種是“音樂模式”，用於執行記憶的鼓序列，作為儀 式和節日的一部分。另一

種是“談話模式”，用於傳輸非正式的消息和公告，例如 要求某人帶來某些東西

或來做某事。 研究人員認為，這些韻律結構涉及語音中嵌入的聲學特徵的冗餘

和獨特性。 來源：Max Planck Society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紐西蘭] 兒童圖書如何破壞現有的語言層次結構[How children's picturebooks can 



226 
 

disrupt existing language hierarchies] 有許多因素決定了我們對不同語言的價值。

有些語言聽起來容易學習或聽起來很 合乎邏輯。這些看法通常受到我們對語言

使用者的態度，以及語言使用的不同情 況的影響。 語言差異狀態的一種反映來

自雙語兒童圖書。(作者)以毛利語為利，認為語言在 雙語圖書中的顯示方式可能

會破壞現狀。對於社會語言學家，對雙語圖書中的語 言表達感興趣。這不僅反

映了對語言的現有態度，而且在塑造未來的社會態度方 面也具有強大的作用。

 除了講故事或提供信息外，圖書中少數民族語言的存在有相當的作用力。在雙

語 兒童書籍中呈現語言的方式可能會鼓勵讀者重視語言，或者更頻繁地使用這

種語 言，從而積極地影響其活力。 為了展示少數原住民族在兒童圖書中的不同

表現方式，(作者)研究破壞語言等級 現狀的毛利語--英語圖書的語言景觀，語言

景觀是用於描述公共空間中不同語言 （通常是視覺）存在的術語，在使用圖書

的工作中，使用這個術語來描述書中語 言佔用的空間。 (作者)使用這些概念來

檢查三個領域中不同語言的比較表現：首先呈現哪種語言？ 哪種語言使用更大

的字體？哪種語言呈現更多信息？認為這三個因素是雙語圖 書中語言相對狀態

的反映，它們巧妙地向讀者表明哪種語言更重要。 [顛覆現有的層次結構] 在 

Aotearoa /新西蘭，毛利語（tereoMāori）具有官方語言地位，但少數人口（佔 總

人口的 3.73％和毛利人口的 21.3％）使用該語言。然而，一些雙語圖書選擇在 訂

單和字體大小方面為 tereoMāori 分配主要狀態。 兒童圖書往往被低估，但一

些雙語圖書破壞了現狀並促進了另類語言層次結構。 例如，Kākahu-Getting 

Dressed（Brown＆Parkinson，2015）是 ReoPēpi 有目的地 自行出版的系列叢書，

旨在鼓勵幼兒使用毛利語。在封面上，標題（Kākahu） 中的毛利語單詞比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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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Dressed）大得多。在這本書的正文中，毛利人 在幾個方面享有特權。

首先在頁面上給出毛利語，下面是英語；毛利語的字體大 小比英語大；和毛利

語用粗體字表示，而英語用普通字體表示。 “Te Wairua o Waitangi”這本書（以及 

Te Reo Singalong 系列中的其他書籍）僅在 毛利毛利語中有鮮豔的標題。它比封

面上的任何其他文字（英文）更大更大膽。 故事正文前的前幾頁包括出版信息，

歌詞翻譯和英語教師教學筆記。然而，在本 書的正文中，只使用了 te reo 毛利

語。在書的後面，歌曲的歌詞只在毛利語中用 吉他和弦給出。該圖書包括該歌

曲的 CD 錄製，其中還有毛利語而不是英語的標 題。 [圖書的力量] 影響語言

狀態的許多不同因素通常是相互關聯的，但如果語言沒有被重視，這可 能導致

人們在更少的情況下使用它，甚至最終消亡。 (作者)討論過的兩本圖書，說明了

一種經常被低估的兒童文學形式，如何被用來 支持少數的原住民語言。閱讀和

聆聽這些書籍的兒童和成年人，雖然會在潛意識 中看到哪種語言被賦予了更高

的地位，通過這種方式，正在形成新的語言態度， 這可能導致現有語言層次結

構的調整。 來源： The Conversation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印度] 土地權利運動[Bhoomi Adhikar Andolan (Movement for Land Rights)] 

Bhoomi Adhikar Andolan 是一個由不同群體聚集在一起擬議的土地徵用法修正

案。 該修正案即設法將農民被剝奪的土地施行權力，與此相關的是貧民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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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驅逐 的問題，即城市的高格化與原住民對其生活方式，與生活在森林中的生

計權利。 該運動於 2015 年 2 月 24 日開始，並成功阻止了兩屆議會的法律修

正 

案。  

這項運動目標是為保持 2013 年提出的土地徵用和恢復法律，阻止政府提出的修 

正案。 運動成果，即該法律未在議會中通過兩屆會議，很可能會再次提出，但

到目前為 止，這次大規模運動的主要成就是阻止了擬議的修正案。 涉及的組織

包括：全國人民運動聯盟、全印度 Kisan Sabha（農民運動）、Sarvahara Jan Andolan

（全民權利運動）、社交媒體運動。 來源： Bhoomi Adhikar Andolan (Movement 

for Land Right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澳洲] 研究表明大多數澳洲原住民語言來自同一個地方 一項新的研究稱，澳洲

大多數原住民語言可能起源於昆士蘭州 (Queensland) 北部 的一個偏遠地

區—“Burketown”，然後緩慢地蔓延到全國各地。Pama-Nyungan 為 主要語言，

Pama-Nyungan 語系系包含了該大陸約 90％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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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urketown 附近的阿爾伯特河在 Carpentaria 海灣。根據一項研究，伯克敦

(Burketown)是澳洲 90％的原住民語言的起源點。) 來自耶魯大學和奧克蘭大學

的研究人員測試了幾種理論來解釋語言在時間和空 間上的傳播--“從托雷斯海峽

(Torres Strait，澳洲北端)到班伯里(Bunbury，澳洲西 部)的所有語言，從皮爾巴拉

(Pilbara，澳洲西部)到格蘭屏(Grampians，澳洲東南 部)，都是從一種遍布整個大

陸的語言傳播到除金伯利(Kimberley，澳洲西北方) 和高端(Top End，澳洲中部)

之外的所有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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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使用最初設計用於映射病毒傳播的改編計算機模型，並構建了一個“同 

源”的家譜，跨多種語言的相同或相似的詞。Pama-Nyungan 是 28 個原住民居民 

或託雷斯海峽島民家族之一。結果將 Pama-Nyungan 追溯到 Carpentaria 海灣南

部 的一個地點，並表明它出現在 4,000 至 6，000 年前，並迅速取代現有的語

言。 這一傳播也反映了該團隊的其他調查結果，即人們的流動是透過獲取資源

而形成 的，群體在沿海或河道地區的移動速度較慢，而穿越沙漠的速度最快。 究

竟發生什麼事情讓這個群體，從最初是一種語言，後來傳播到澳洲的 90％並 取

代其他所有人？研究中告訴我們這個語言群體的歷史是澳洲大多數語言多樣 性

的“來源”，也告訴我們更多關於狩獵、採集者以及他們如何互動的信息，以及 狩

獵、採集競爭的動態。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原住民不僅是狩獵採集者，而且

還從事農業和水產養殖。 而群體獲取食物的重要變化，確實有助於解釋 

Pama-Nyungan 擴張的巨大規模。 現在存在的 250 多種原住民語言中，不到一

半仍然在使用，許多被認為是瀕危。 來源：Most Australian Indigenous languages 

came from just one place, research claims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美國] Facebook 增加了阿拉斯加的 Inupiaq 語翻譯 Inupiaq 語言在阿拉斯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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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西沃德半島(Seward Peninsula)使用。據阿拉斯加 費爾班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表示，約有 13,500 個 Inupiat 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州，大約

有 3000 人會講這種語言。 Britt'Nee Brower 在巴羅(Utqiagvik)社區學校的兒童

語言課程中了解到一小部分 Inupiaq 語。Brower 去年(2017)甚至出版了一本 

Inupiaq 彩色圖書，上面印有該地 區常見動物的名字。不過，她希望有一天能夠

在日常環境中學習族語並流利地說 話。

 據 Facebook 發言人 Arielle Argyres 表示，除了 Inupiaq 語選項外，其他原住

民語 言如切諾基語(Cherokee)和加拿大的 Inuktut 語都還在翻譯過程中。Brower 

為此 新增了 Inupiaq 語選項，並正在逐漸新增。 在科策布市(Kotzebue)的 

Inupiat 社區長大的 Myles Creed 是 Inupiaq 語的推動者之 一。在研究了可能將

外部翻譯應用程序與 Facebook 鏈接的方法之後，他聯繫了 一位在舊金山擔任

軟件工程師的同鄉 Grant Magdanz 一同計畫開設。終於 Facebook 於 2017 年 

3 月開設了該語言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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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 Facebook 選項只是阻止阿拉斯加的母語走向滅絕的一小步，它必須成 

為每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最初依靠志願者翻譯速度不夠快，(2018)年 

初，在阿拉斯加人文論壇獲得了 2000 美元的小額補助金，便聘請了兩位流利的 

Inupiat 語翻譯者進行翻譯工作。 現在 Inupiat 語在 Facebook 的翻譯實現了。 

來源：Facebook adds Alaska's Inupiaq as language option ◆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