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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論文應用的概念包括語言和民族認同、語言選擇、語言態度、語言規劃、

雙言結構以及國內外母語教育案例研究，以下逐一描述說明。 
 

2.1 語言和民族認同 
 語言與民族息息相關，一個語言不僅是一群人用來溝通的工具，常常它更被

視為是其使用者的一種族群認同的象徵。然而，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呈現的關係

隨著不同地區而異，以下先對民族認同的定義做一回顧，再探討語言與民族關係

的理論。 
2.1.1 民族認同 
「民族認同」（ethnicity）這個名詞包含的範圍相當複雜，Paulston（1932）

認為民族認同強調根源，必須有生物上共有的過去和共同的祖先，不論是事實上

的或是構擬的，至於個人的認同則是以文化為基礎而自我歸屬的，這些共有的文

化價值和信念，都是一種不自覺習得的行為，民族認同也是理所當然的，有著共

同民族認同的這一群人，他們對自己的過去和未來都感到自在，亦不會有反對或

暴力的聲音出現。Barth (1969) 將之視為”維持有共同生態範疇的一群人團結的一
種方式”，他認為民族認同基於自我歸屬，而非文化本質。Royce (1982) 則指出
民族 (ethnic group) 是享有共同歷史、外在特徵及價值觀的一群人，而且這群人

也認同這個共同的歷史，因此，民族認同便是一群人對這些辨識他們為一個族群

的價值觀、象徵、以及共同歷史的共同情感。Fishman (1985) 給民族認同一個綜
合的定義，她認為民族認同是對共同文化認同的情感及表達，包括共同歷史及共

同祖源，因此，一個人必須同時接受其民族認同所帶來的權利與義務。  
2.1.2 語言與民族認同 
 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依不同地區而異，關於語言與民族認同有兩種不

同的理論，一種理論相信此兩者之間有相互關係，而另一種理論則認為民族認同

不一定隨著語言改變。 
 Pool (1979) 以兩個例子說明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是關係緊密的，在加拿大

魁北克地區，大部份受訪者的民族認同隨著其使用的語言而轉變；在英國威爾斯

地區，父母會說威爾斯語的受訪者較傾向於認同威爾斯人，而父母不會威爾斯語

的受訪者則反之。總言之，Pool認為一個人的民族認同會隨著其使用的語言而轉
變。 
 然而，Eastman 與 Reese (1981) 則認為民族認同不一定與語言相符，他們

認為此兩者之間只是一種”關聯” (association)。Eastman (1984) 提出一個語言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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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行為之間的模式，說明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沒有一對一的關係，她認為語言由

能力(competence)及實際使用(use)共同組成，而文化也包括原生的 (primordial) 
(信仰層次) 及行為的 (behavioral) (社會層次) 兩方面；Eastman進一步指出即使
實際的語言使用有轉變，語言能力不一定會跟著轉變，同樣地，文化行為的改變

也不一定表示原生的民族認同會隨之轉變。總言之，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並沒有

一對一的關係。Edwards (1977) 也持此看法，認為語言有”溝通” (communicative) 
和”象徵” (symbolic) 兩種意義，當溝通的功能消失時，象徵功能依然可以存在。
然而，當語言和民族認同之間的黏著性在一個族群中開始脫落，而逐漸轉移向另

一個語言的使用時，其民族認同會維持多久，值得商榷。 
 為探討原住民中語言和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本論文調查布農族人的實際語

言行為與其對民族情感的態度，進而檢視其語言和民族認同之間是否仍存在一對

一的對應關係，如兩者之間的黏著關係開始崩散時，布農族人的語言保存是否仍

可維持抑或面臨更危急的狀況。 
 
2.2 語言選擇 
本論文擬調查布農族人的語言選擇，相關理論概念包含語言接觸、語言選

擇、語言維持或轉移、以及語言再生四部份，以下逐一討論。 
2.2.1語言接觸 
 語言的多樣化來自於語言接觸（Lieberson, Dalto, 和 Johnson，1975；
Schermerhorn，1970），不同語言之間的接觸通常造成三個結果：語言維持、雙

語現象、或語言轉移。語言接觸的因素相當多，其中，自願性移民造成最快速的

語言轉移，整個族群的侵佔或殖民造成的轉移情形較為緩慢，被侵佔的族群仍會

維持其社會組織、家庭親屬、宗教等的完整。Lieberson 等人（1975）認為族群
之間的關係影響著語言轉移的情形，他們考慮到的有四種群體：（1）處於較高地
位的原住民，（2）處於較高地位的移民，（3）處於較低地位的原住民，和（4）
處於較低地位的移民。他們發現前兩群人的母語比較不容易流失，只要他們同時

享有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導權，他們的語言地位就可以維持。在語言接觸過程中，

也許也會有雙語使用者出現，這情形不同於母語的轉移。例如在芬蘭的瑞典話即

因為瑞典人處於較優勢的地位，即使地理和政治人口都下降，仍使用其母語維持

族群之間的界線（R. G. Paulston，1977）。處於劣勢地位的族群，不管是被殖民

者（如美國印地安人）或是被侵佔者（如美國的墨西哥後裔），如果是原本就居

住在該地，則比較不容易發生迅速的語言轉移現象。但是，如果是處於劣勢地位

的移民，則很容易發生母語快速流失的現象，轉向當地的主流語言，例如美國的

移民。 
 根據 Ehlich（1994）對語言接觸簡單的方類，分為十大類。一開始，兩個語

言 A和 B的鄰近，彼此在沒有接觸時，稱為「無接觸狀態」（contactlessness）。
第二類情形為這兩種地理位置相近的語言地區開始在邊緣區域出現交易行為

時，會產生兩種現象，一為個人的雙語現象出現（individual bilingualism），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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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的交易行為要求而產生不同變化的個人雙語現象；第二種為整個地區的接

觸，產生的是混合語言（mixed language），包含了兩個地區語言的特徵。另外四

種接觸類型為從語言 A開始的語言接觸，呈現「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的
現象。第三類為偶發性接觸（sporadic contact），例如當貿易行為出現時，從 A
地區來的貿易商會開始用較淺的語言進入 B 地區執行經濟上的交易，最後再回

到 A 地區，這一個循環會使這位貿易商必須留在這兩個語言地區，因此他就必

須學習 B地區的語言，在這種類型下的偶發性接觸會引起洋涇濱語（pidgin）的
出現。第四類型與第三類的不同在於它不具有「偶發性」，它是大量的移動，稱

為「侵入」（intrusion），分為兩種情形，第一種為垂直的雙語現象，例如基督教

在第 5到第 12世紀在西方和歐洲北部的擴張，使得這些德國語系的語言累積了

不少的拉丁語言；第二種情形為移民現象，A地區的人們長期或永久地移民到 B
地區，產生了雙語現象或是失去原來的單語現象。第五類稱為「襲奪」

（aggression），指當兩個地區有軍事上的接觸時，戰勝的一方強迫將語言傳至戰

敗的一方，並減少戰敗地區語言的使用，另外一種結果是兩種語言的混合，但戰

勝方的語言為優勢。第六類的語言接觸稱為「建入」（ingression），最明顯的例

子即為殖民，殖民地區開始在被殖民地區建立政治和經濟機構，並將其語言拓展

到被殖民地，這種接觸也可能導致克里奧語言（creole）的出現。 
 另外三個語言接觸的類型則是由 B 地區引起的，呈現的是「語言納入」
（language intake）的現象。第七類為 imprehension，意指一個語言吸收另一個語
言少部分的字彙，例如十七八世紀時法國宮廷對歐洲其他宮廷的吸引力，不僅是

在建築、流行、習俗，也發生在語言上，因此他們也將部分法語納入他們自己的

語言，這類接觸也會產生和第四類相同的垂直雙語現象。第八類為「輸入」

（implantation），當整群從 A地區的人移民到 B地區時， B地區的人們志願去
學習 A 語言，例如進入普魯士的荷蘭海軍。第九類語言接觸稱為「隸屬」

（subordination），基於某些理由，B語言地區將自己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從屬於 A
語言地區，也接受 B語言為其語言，例如 19世紀中的日本，Mori Arinori於 1873
年提出全面取消日語的使用，並引進英語替代之。 
 最後一個類型稱為 intection，為一種同時逾越 A地區和 B地區的語言接觸，
例如現在的歐洲聯盟過程，發展出多語言和多文化現象，未來的選擇或許會是第

四類的入侵，或是第九類的從屬。（最可能是英語，可能將凌越所有歐洲語言，

成為統一的歐語） 
 語言接觸之後產生語言選擇的情形，以下回顧語言選擇的主要理論。本論文

調查布農族人的母語與國語在接觸之後的語言選用情形。檢視其是否維持雙語現

象抑或產生母語的轉移。 
2.2.2 語言選擇  
根據 Fasold（1984）語言選擇理論的整理，分別以社會學、社會心理學及人

類學角度探討之。在社會學部分，Joshua Fishman (1964, 1965, 及 1968) 提出範
疇理論 (domain theory)，包含三個重要因素：地點 (location)、主題 (topics)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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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participants)。一個範疇包括在某個地點某些參與者談論某話題之間的互

動，通常被語言學家用來檢驗人們的語言使用情形。在一個有高低雙語現象的地

區，低語言 (low language) 通常用在非正式範疇 (如家庭範疇)，而高語言 (high 
language) 則被用在較正式的範疇裡 (如教育範疇)。另，Parasher (1980) 在他印
度的研究裡採用七個範疇：家庭、友情、鄰居、交易、教育、政府及工作。雖然

他的範疇和 Fishman的類似，但實際上他的範疇是由很多相似的情境 (situations) 
所組成，而非人、地點和主題。例如，友情範疇由五個情境所組成，如與朋友及

熟人之間的聊天、在酒館及社會聚會中的談話等。 
社會心理學方法注重個人的心理過程，而非社會結構，如 Giles (1977) 的調

適理論 (accommodation theory)，其主要概念為：說話者會針對他的談話者調整

其語言行為，有兩種形式：趨同 (convergence) 和分離 (divergence)。說話者會

選擇可以跟他的談話者接近的語言或語言變體來達到趨同作用，另一方面，說話

者也會選擇與其談話者不同的語言或語言變體來達到分離作用。然而，要預測說

話者何時會選擇趨同、非趨同及分離是不容易的，根據 Giles等人（1977）的研
究，如果一個主流群體認為附屬群體的社會地位沒有改變的可能性時，他們就不

會使用附屬群體的語言或方言來進行趨同，而附屬群體則會改變他們的語言行為

去適應主流群體，以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反地，如果附屬群體有改變其社會

地位的可能性且主流群體也贊同此可能性的話，主流群體可能會”向下”趨同於附
屬群體，而附屬群體則會選擇他們自己的語言來表現他們的不同，達到分離作

用。但如果主流群體不贊同這種改變，主流群體就會藉著強調他們自己的語言，

來與附屬群體達到分離作用。 
Cooper 和 Carpenter（1976）在研究衣索比亞的市場語言使用狀況時，假設

賣者會根據不同的顧客調整他們的語言使用。Afredras（1978）在馬來西亞的市

場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結論，攤販會傾向使用顧客喜歡的語言；在不同族群之間，

顧客們也有一些偏好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例如英文或馬來語。M. E. Van 
Den Berg（1986）在台灣的市場語言調查亦顯示不同族群的顧客都會傾向使用閩

南語當作通用語，因此當賣者不知道顧客的偏好使用語言時，他們會偏向使用閩

南語。 
另外，對話者的語言調適意願會根據其潛在可得的獎勵和成本決定，這些獎

勵或成本又隨著兩者之間的地位和權利而變化。例如，當一方處於較高的社會地

位（如老闆）時，另外一方（被雇者）就會傾向去調整自己的語言去向對方趨同。

除此之外，語言調適行為也受個人的語言能力、個性、環境因素影響。例如在本

人（2001）的研究中顯示，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在面對非本族人時，有些人因為

其國語能力過低（會聽不會說），而無法調適自己的語言行為以便跟對方溝通，

因此仍然維持選擇他所熟悉的布農語。 
另一方面，Fasold（1984）提到人類學家對語言選擇的研究。他們重視可以

反映出人類價值觀的自然行為，因此他們發展出一個研究方法—參與觀察。如

Gal (1979) 就在奧地利東部的 Oberwart地區與一家人住了一年，研究他們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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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選擇及語言轉移情形。社區結構也是他們相當重視的，Blom與 Gumperz(1972)
在研究挪威的一個小村子時，就提出了兩個名詞--情境夾碼 (situational switching) 
和隱喻夾碼 (metaphorical switching) 來解釋社區結構的改變，情境夾碼意指人們
根據不同的情境而轉換其語言行為，而隱喻夾碼則指語言變成一個象徵或隱喻。

這樣的區分在 Gal (1979) 的 Oberwart研究裡更為清楚，她依據談話者的族群身

份作了一個語言選擇的蘊涵選擇階級 (implicational scale)，Gal發現這個語言選
擇模式，清楚且順序地呈現 Oberwart的女人如何根據談話者的身份而選擇不同

的語言，透過這個模式的分析，Gal找到這個區域不同年齡層在不同語境下的區

域結構。除了 Gal (1977) 階層性的語言選擇模式，人類學學家也試圖找出可以

預測語言選擇的方法和解釋，例如，Rubin (1968) 在巴拉圭的研究中就提出了一

個決定語言選擇的流程(decision tree)來預測語言選擇。Sankoff (1980) 也在新幾
內亞的研究中提出類似的模式，這兩位學者都提出一些可以決定語言選擇的重要

因素，如場合、情境、談話主題及參與者等等，然而，Gal (1979) 的語言選擇預
測卻只根據 ”參與者” 這項要素，她認為參與者的身份即足夠決定一個人的語言

使用 (1979:119)。 
國內關於原住民語言使用現狀調查的研究，有不少為本族人親自參與，例如

汪明輝、浦忠勇的（1995）調查鄒語使用現況及賴阿忠（1995）探討魯凱語的現

況。另外，非本族所做之論文有盧慧真（1997）調查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的母語
流失情形，以及陳慧萍（1998）對達悟族的第二語言社會語言學研究。但是這些
研究主要為語言使用的調查，並未依語言規畫的觀點提出問題探討與建議。 
本論文在語言選擇調查主要應用 Fishman（1964）的範疇理論，調查布農族

人在不同談話對象、談話主題與談話場合的語言使用情形。 
2.2.3 語言維持或轉移 
語言維持與轉移是語言選擇長期下來的結果。依據 Fasold（1984）的定義，

語言轉移表示一群人放棄原有的語言而去選擇一個新的語言，語言維持則指一群

人集體決定使用原來一直使用的語言。另，語言擴散（language spread）（Cooper，
1982 ） 和 語 言 死 亡 （ language death ）（ Dorian ， 1981 ； Dressler 和 
Wodak-Leodolter，1977；Hindley，1990）則為語言維持或轉移下的結果。Cooper 
將語言擴散定義為「一種隨著時間增加其語言使用人口和網路的溝通功能」。大

部分的語言擴散可能發生在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情形，例如英語。但是語

言的擴散如果是發生在國家的層次上，例如國語的推行，那通常這樣的語言擴散

就很容易導致其他語言的轉移情形，當語言轉移發生在沒有自己領土的一群人身

上時，就很容易產生語言死亡，語言死亡指一群人再也不使用原有的語言，而完

全轉到另一個語言。 
 Fishman (1964, 1972) 提出語言維持和轉移的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隨著
媒體、語言本身、正式程度和不同範疇而變化的語言使用，第二要素跟社會文化

及態度要素有關，第三要素則與語言規畫相關。Fishman 認為第一類裡範疇

（domain）的概念對語言維持或轉移的影響最大，其定義為： 



 16

 
”一種從不同溝通主題與溝通者之間關係及其互動、社會機構、與文化活動底下 

的地點抽出的社會文化結構，在這結構裡面，可以區辨出彼此的個人的行為 

和社會的模式，而且這彼此之間是相互關連的。”（Fishman, 1972:82） 

 

Fishman（1972）引用 Schmidt-Rohr（1936）區分出九個語言的範疇：家庭、
運動場和街上、學校（分為教學用語言、當作科目的語言、休息娛樂時的語言）、

教會、文學、press、法庭和政府。在 Frey（1945）的研究裡，只剩下三個主要

範疇：家庭、學校、教會。在這些被提出的各種範疇裡，「家庭」是被認為最重

要的一環；Mackey（1962）將家庭範疇裡的語言使用以父親、母親、孩子、僕

人、主人等分析。Gross（1951）則將家庭範疇細分為成對的一組：祖父對祖母、
父親對母親、祖母對孩子等。研究家庭範疇的語言使用通常都會顯示語言隨著世

代交替轉移。在美國，非英語使用者的移民或是他們的後代都必須學習英語當作

第二語言；另外，雙語的父母也都將英語當作母語地傳給下一代（Fishman，
1972）。在劉秋雲（2001）對桃源村布農族人的研究裡，也顯示了其族母語的使

用頻率隨著世代更替而降低，但是國語的使頻率則遞增。因此，本論文在針對家

庭範疇的語言使用裡，也再度調查了不同世代的布農語和國語使用情形，以印證

母語使用在家庭範疇的轉移情形。 
另外，Paulstone（1988）指出，異族通婚（exogamy）也會造成語言轉移，

當母親為非本族人時，這個家庭的語言通常會轉成第三種共通語言，或是持續使

用父母某一方的母語，因此在本論文中，也調查了受試者母親和配偶的族群背

景，以配合判斷其語言使用的情形。其他如族群間的關係、經濟合併、文化同化、

接觸第二語言機會的多寡、學校教育、軍事力量等因素，也都影響語言是否轉移。

其中，本論文著重在討論學校教育對母語教育的影響。 
另外，在語言維持的要素上，Paulstone (1988) 提出三個：(一)自我設置的界

線達(self-imposed boundary maintenance)（Barth, 1969），最常發生在宗教場合中，
規定使用某語言來達到語言的維持；(二) 外部設置的界線 (externally imposed 
boundary)，通常是以拒絕外部貨品及服務的方式來達到拒絕外部的語言入侵，

例如拒絕到外尋求工作等；(三) 形成高低雙言結構的狀況  (a diglossic-like 
situation)（Ferguson, 1959; 1991），兩種語言都有其功能上不同及互補的分佈，便

可達到語言維持的目的。他又提供另外一個思考的角度，如果語言可以被視為社

會資源重視，那麼語言也有維持的可能。 
Giles, Bourghis 和Taylor (1977) 及Giles 和 Johnson (1981) 提出民族語言生

命力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這個概念，可從該語言之地位 (status)、人口力量 
(demographic strength) 及機關的支持 (institutional support) 三方面來探討。生命

力 (vitality) 最基礎的指標在於地理人口的力量，人口數越多或分佈區域越統

一，生命力就越強。即使這個語言處於劣勢地位，它依然可以藉著充足的語言使

用者的力量來維持其語言的可行性。地位指在經濟、政治、社會及語言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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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領導地位；機關的支持指在大眾媒體、政府或行政機關及教育中一個民族語言

的呈現。一個語言的優勢地位和被機構上的支持程度，也反映了它被使用在更多

的功能上和更多的人數上。 
另外，社會文化因素也會影響語言維持或轉移，Weinreich（1953）相信地理

區域、原來的文化、民族成分、宗教、種族、性別、年齡、社會地位、職業、都

市/郊區的區別等種種因素都會影響著母語的存亡。Haugen（1956）更增加家庭、
社區、政策和教育等幾個因素。在本論文中，因國語政策的影響，我們主要以年

齡和教育程度為兩大主要社會變項探查布農族人母語轉移情形。  
2.2.4 語言再生（language regenesis） 
 語言社會學的學者們在討論了這麼多的語言維持和轉移的相關問題之後，關

於語言再生這個觀念，卻有不少的疑惑，缺少一致的意見。語言復興（language 
revitalization）一詞最常被使用，Fishman（1990）引入 RLS（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概念，並增加其相關的專有名詞。Paulstone（1994）以比較不同案例的方法，對

三個相關概念做一描述，分別為語言復甦（language revival）、語言振興（language 
revitalization）、以及語言逆轉（language reversal）。這三個觀念呈現不同的現象，

但是它們都在語言再生的概念底下。 
 語言復活，是指一個已經死亡的語言，不再使用之後，重新給予生命，用各

種方法讓它復活，並成為這語言社區裡的溝通工具，如西伯來語的例子。語言復

興則是指一個仍在使用但處於較劣勢地位的語言，透過其使用功能範疇的擴展，

重新得到力量和活力，如芬蘭語在瑞典的例子。語言逆轉則是使目前的語言使用

狀況轉向，分為三種情況：立法逆轉（legal reversal）、轉移情形逆轉（the reversal 
of shift）和異族語言逆轉（rebound of an exoglossic language）。立法逆轉是指透

過法律的承認，使某個語言增加其使用範疇；轉移情形的逆轉指一個即將消失的

語言，透過增加其使用功能，讓它復興或保存；異族語言的返回，是指一個民族

成分複雜的國家或地區，為了某種因素（如政治因素、溝通等），選擇一個非本

地原來的語言，例如新加坡選擇英語為其官方語言之一。這三種情況都是指改變

當前的語言使用情況，轉向另外一個語言，只是所著重的焦點不同，前二者通常

跟本質規劃同時發生，例如，語言形式（如文法、詞彙等）的標準化。本論文所

探討的原住民語言母語教育政策歸屬於第二類—語言復興，如布農語即是一個仍

在使用的語言，但因其處於較劣勢的地位，必須透過功能範疇的擴展來增加其使

用率及生命力。但亦屬於第三類轉移情形的逆轉，可透過立法或增加其使用功

能，使瀕臨嚴重轉移的語言，得以復興或保存。 
 
2.3 語言態度 
語言態度深深影響著使用者的語言選擇，而間接決定一個語言的維持或轉

移。這個部分討論語言態度的定義、評估語言態度的面向、以及測量語言態度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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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語言態度的定義 
態度一般被視為是一個人的價值觀和信念 (Cacioppo和 Petty1982)，也被認

為是對某個語言在整個語意空間上的價值面向判斷 (Osgood, Suci和
Tennenbaum, 1957)。雖然行為與態度之間並沒有直接或絕對的關係，但從一個人

的態度可以預測一個人的行為。部分學者(Ryan, Giles, 和 Sebastian 1982; 
Agheyisi 和 Fishman 1970:139; Cooper 和 Fishman 1974:7)將語言態度定義為更

廣泛的概念，是一種對不同語言及其語言使用者任何的情感方面 (affective)、認
知方面 (cognitive)、和行為方面 (conative)的價值反應。另外，Agheyisi 和 
Fishman (1970:141) 也將人們的語言態度分為三類： (一)對語言本身的態度，(二) 
對語言及其使用者的固定印象，(三) 對不同類型語言態度的履行。第一類指對

語言或語言變體本身的評價，主要被認為對語言本身”優雅/粗俗”、”豐富/貧乏”
等的評價或評斷等級，相關研究通常是對古典/標準/官方語言和現代/非標準/方
言之間的比較。第二類處理語言或語言變體的社會評價，例如對其使用者的態

度。第三類包括對不同類語言態度的實施，例如對語言選擇、語言使用、語言學

習、語言維持及語言政策等的態度。 
對於第三類的語言態度，Gardner和 Lambert（1972）的第二語言研究裡，

提出了融合性動機（integrative orientation）和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的區別，他們認為語言的學習動機會影響著第二語言的學習。當學習者越希望多

瞭解這個語言其他的文化時，他會用越開放的心去接受這個第二語言的使用者及

其所屬之族群，他就會越快學會這個語言，這部分稱為融合性動機。工具性動機

則是指當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時，可以藉著這個語言達到更多功能和任務，例如

找工作，因此，工具性動機越強，學習者也會越快學好這個語言。 
 語言本身無法真正被判斷為”好/壞”、”正確/不正確”或”合理的/不合理的” 
(Edwards, 1979)，意即，人們對語言的美感判斷不是根據這個語言與生俱來的本

質，而是這個語言社區的使用者對這些語言既定的刻板印象或地位的優劣勢。易

言之，語言態度反映的是對這些語言使用者的地位和優勢的認知。例如在 Trudgill 
和 Giles (1978) 的研究裡，受試者對於他們不熟悉或不曾接觸的語言，無法去分

辨其差異，但對這些語言都有接觸的受試者，不但可以分辨不同語言之間的差

異，還可以判斷他們喜歡的程度 (Edwards, 1982)。 
 此外，這些語言態度可以說反映這些語言的刻板印象，語言態度也可能隨著

說者與聽者之間的關係而改變 (Nisbett, Zukier, 和 Lemley 1981)。語言態度它隨

著兩個面向而被修飾或轉變：聽者本身對說話者個人特徵的瞭解，以及聽者對說

者的語言知識的瞭解。語言態度也會隨著語言之間的差距增加而改變，當聽者對

這個語言的理解力減弱時，他對這語言的價值認知就會減少。 
 本論文的問卷設計原則即依心理學家對語言態度的分類，包含知識的（語言

能力部分）、行為的（語言使用部分）及情感的（語言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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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評估語言態度的面向 
 心理學家一般都將語言態度的語意面向分成三類：價值方面 (evaluative)、
語言效能 (potency) 和活動力 (activity) (Osgood, Suci and Tannenbaum, 1957)。 
 Ryan, Giles, 和 Sebastian (1982) 提出社會地位/支配 (social status/ 
dominance) 和族群的同群性 (group solidarity) 兩個主要面向，認為它們是建立

多語言社會研究語言態度模式最適合的方法。社會地位/支配是指某一個語言的
使用者在這個語言社區中的社會地位，以及這個語言在社會中的實用性，這方面

可視為是語言的工具性面向。語言在公家機關或任何機構上的使用可以給這個語

言兩種優勢：（一）「結構」方面的優勢，係指在社會和職業上的向上流動性（社

會前進），可使此語言進入正式場合；（二）「態度」方面的優勢，從些範疇權

威性及習慣性的使用，這個語言會逐漸變成更適合這些範疇，並聽起來比較聰

明、權威、優雅、或專業。當這種配置被聽者建立起來，它就會變成合法的官方

語言，它的權威、正確性、權力和權利就會逐漸地被一般人認同。因此，社會地

位/支配和語言的標準化呈現強烈的相關。 
 同群性面向，包括情感的、情緒方面的態度，係指把整個族群凝聚在一起且

去維持一個語言的力量。當一個人的族群認同處於被威脅的情況時，這個語言的

同群性就會被強調，且它可以變成是這個族群的文化和認同象徵。 
 以台灣研究案例而言，Yang 和 Bond (1990) 指出在中文的語境中，有很多
跟美國所發現的評估面向有高度的相似處，從他們在台灣大量的態度研究裡，他

們找出五個因素 (factors)，分別為社會定位/自我中心 (social orientation/ 
self-centeredness)、有能力/無能 (competence/impotence)、外顯/保守 
(expressiveness/conservatism)、自我控制/衝動 (self-control/impulsiveness) 和樂觀

/神經質 (optimism/neurotism)。從 Yang 和 Bond (1990)提到的幾個面向裡，有一

些跟前面提到的理論部分是重疊的。例如社會傾向/自我中心這個因素跟團結力/
個人內聚力面向就很相近；能力/無能力這一個因素跟 Lambert (1967) 提的能力

(competence) 相符；外顯/保守這一點又跟 Osgood (Osgood和 Suci, 1955; Ryan和
Carranza, 1975) 提的活動力面向相同。從這些主要面向的一致性，指出這些評估

也許是世普遍性的，不因文化而有不同差異。 
 本論文在語言態度部分為對語言本身刻板印象及對語言的學習動機兩部

分，前者主要依據 Osgood等人(1955)分為價值面向、效能面向、活動力面向、

及複雜度面向。語言學習動機則依 Gardner和 Lambert（1972）分為工具性動機
和融合性動機。 
2.3.3 測量語言態度的方法 
 根據 Ryan, Giles, 和 Hewstone（1987），測量語言態度的方法主要可分為以

下三種：社會對這個語言的對待分析、用訪談或問卷的直接調取、從說話者價值

變化而取得的間接調取。第一種方法為對一個語言在這個社會的地位描述分析，

可以從一些呈現在這個語言社區中可觀察到的指標來決定，有四個主要指標：人

口指標、語言指標、語言事實上使用的情境，以及政府的語言政策。人口指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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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描繪這個語言在社區裡的人口力量和語言分佈情形。語言指標指這語言的標記

系統精緻化、語音、語法和詞彙系統的一致性，都表現了這個語言的地位，是否

呈現了標準化或正在衰退中。社會語言地位指標主要反映在不同語言所扮演的不

同社會角色裡，這些角色指出不同族群在公共場合（如政府）、學校、商業場合、

教堂、媒體以及私人場合（如家庭、鄰居）中所使用的不同語言。它們也可以被

官方的語言政策來決定，政策會影響人們語言行為。 
 第二種語言態度的測量係以訪談或問卷調查的方式直接調取，受試者必須評

估在某個情境中的個人實際語言使用、學習第二語言或雙語的嚮往、理由和對語

言政策的意見等。問卷方式有其限制，如，很多人傾向是提供自己”相信”的，而
非”全部”的態度，再者，所問的這些特徵也許會喚起一些社會所渴望的答案而壓

抑其它的 (Lambert, 1967)，因此這些答案可能不能實際上反映個人所持的態度，

而是被期望的”較適合”的回答。 
 第三種方法被視為調取人們對不同文體 (speech styles)、腔調 (accents)、方
言 (dialects) 和語言 (languages) 最普遍的方法。最常用的一種測量稱做配對測

驗（matched-guise test），由 Lambert, Hodson, Gardener, 和 Fillenbaum (1960)引
入，而後由 Lambert (1967) 修改而成。受試者必須聽一卷錄製故事的錄音帶，聽

者必須從錄音帶上的聲音來判斷這個說話者的個性，在問卷上單純根據聲音來判

斷不同特質的人格。這些聲音是挑選過的，每一個多語言的說話者都錄製每一種

語言的一篇短文，然後以隨機的順序播放。聽者不知道這樣的安排，因此這樣的

測試出來的結果是針對被使用的語言本身，而非說話者。配對測驗的方法有減少

因個人差異造成的影響之優點。Lambert, Anisfeld, 和 Yemi-Komshian (1965) 認
為這個方法比問卷更能顯示受試者對語言和其族群較私下的反應。Lambert
（1967）提出的這個基本模式主要有兩個過程，即以語言為基礎，調取受試者對

說話者族群的認同及對該族群之刻板印象。這方法最主要的長處在於它調取的態

度是即時的反應。 
 本研究採用問卷的直接測量方法調取布農族對其母語和國語的語言態度，另

外，佐以深度訪談的結果，輔助問卷調取的結果。 
劉秋雲 (2001) 曾做過小規模的布農族人語言態度研究，調查其語言能力

（認知）、語言使用（行動）和民族認同（感情），結果顯示布農族人（台東縣

延平鄉桃源村）對語言使用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黏著關係已經逐漸鬆散，其語言能

力和語言使用情形也都隨著年齡下降和教育程度增高而衰退。 
    為探求其語言態度，本論文以更大的範圍處理布農族人的態度研究，包括對

語言本身固定印象的語言態度以及關於這些語言在履行的層次上，即反映在母語

教育政策上的態度，來探討其態度轉移情形，以供日後母語規劃參考。 
 
2.4 語言規劃理論 
    本論文主要以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角度，以布農族為例，探討原住民母語轉移情況 
（包括語言能力、語言使用以及語言態度）以及母語教育政策的描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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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 
 語言規劃理論分四部分討論，分別為語言規劃的定義、語言規劃的方針、語

言規劃的類型、以及語言規劃的過程，以下逐一論述。 
2.4.1.1 語言規劃的定義 

Haugen (1959)將語言政策定義為「一種為異質語言區域的語言書寫者及語言

使用者所訂定標準拼音、文法、辭典的活動」；但隨即他就發現這些不過是語言

政策的結果，而非語言政策的全部，因此在 1969 年(1969:701)又修訂為「語言學
術單位及機關的標準化工作，所有為語言文明化的形式，及所有語言改革和標準

化的計畫。」在 Haugen之後，出現各種對語言政策的定義，如 Rubin與 Jernudd 
(1971)認為語言政策是一種刻意的語言改變，由一個特定的機構來規劃語碼系統

的改變，重點在解決語言問題，為解決問題必須做的最佳決定。而這種語言問題

的解決，通常是在國家的層次上進行（Jernudd和Das Gupta，1971）。Fishman (1974)
也持這種看法，但他的語言解決設定在國家層面上，而 Karam (1974) 亦認為語
言政策是解決問題的活動，著重在語言形式和語言使用上。Fasold（1984: 250）
則認為語言規劃是為了處理和語言問題相關的政治社會問題。 
2.4.1.2 語言規劃的方針 
談及語言規劃的方針，最普遍為 Ruiz (1984) 所提的三個方針：（一）語言是

社會問題 (language-as-problem)，（二）語言是一種權利 (language-as right)，及
（三）語言是一種資源 (language-as-resource)。語言被視為社會問題的指導方針
下，弱勢族群為融入主流社會，往往都必須放棄自己的母語，完全學習主流社會

的語言，避免這些弱勢族群的語言變成造成社會問題的導因；再者，在語言是權

力的方針下，語言被視為一種最基本的權利，免於因語言而受歧視的權利，弱勢

族群有權利保存並使用自己的母語，這部份關係到「語言權」的探討，將在本論

文 2.4.2節敘述；當在語言是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的資源時，各個弱勢族群的語言
被視為是社會及國家的資源，因此這些語言都會在這個指導方針下被重視、發

展、培養等。 
2.4.1.3 語言規劃的類型 
語言規劃的類型，最初 Haugen (1969)只涉及到語言本質規劃 (corpus 

planning)的部分，即語言結構、拼音、詞彙、書寫系統等的選擇 (selection)、系
統化 (codification)、精緻化 (elaboration)等等，後來 Kloss (1969)又多提出一個地
位規劃 (status planning)，偏重在語言的社會地位，透過國語及官方語言等權威
性的決定（如立法）來維持、拓展或限制語言使用功能的範疇，除此之外，Cooper 
(1989)又提出第三種語言規劃類型—學習規劃 (acquisition planning)，強調語言的
功能 (function)、形式 (form) 和學習 (acquisition)三方面關係緊密，以下逐一描
述討論之。 
2.4.1.3.1 地位規劃 
 地位規劃的功能分類依 Stewart（1968）對國家多語現象的討論，分為以下

幾類。第一類為官方語言的地位規劃，是一種透過立法為達政治上和文化上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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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建立一個國家層次適當的語言。官方語言分為兩類，一種是可以日常生活使

用的官方語言，另一種則為象徵功能的官方語言。第二種規劃為省語（州語），

是一個功能限在一個省或是小地區的法定語言。第三類型是通用語言的規劃，是

一種在一個國家內跨語言界線之間的主要溝通語言，跟前兩者不同的是，官方語

言或省的語言在國家或地區層次上有其他額外的功能，例如象徵國家或地區的功

能。第四種是國際語言，是一種在國際範疇得以溝通的語言，通常跟外交關係、

國外貿易、觀光等。第五種為首都語言，是一種象徵國家首都或可以在首都溝通

的一個語言規劃，這類功能在這個國家政治力量、社會優勢、經濟活動都集中在

首都時特別重要，因為這時扮演的語言角色將政治、經濟中心和周邊地區的所區

分開來。第六種為民族語言，是一種象徵一個民族或一群人的語言，在這種關係

之下的語言行為和民族認同的相關性特別強，它可以是象徵一個民族的非正式的

語言。第七類為教育語言，語言的教學功能在初級或中級教育中實施。第八類則

為學校科目語言，是指在中級或高級教育中被教授的一項科目。例如在中學裡第

二語言的學習，這也包括在低年級裡某個語言當作學校科目的教學。第九類為文

學語言，主要被使用在文學和學術的目的上。最後一類為宗教語言，主要是與某

種宗教儀式相關的語言，例如傳道、聖經文本的書寫、和公開場合的禱告等。另

外和地位規劃相關的兩個對象就是媒體和工作。當政府可以控制媒體時，他們也

會決定媒體要以何種語言傳播出去。工作亦同，例子可見於加拿大魁北克省在工

作上法語的地位規劃。雖然地位規劃在於分配語言在一個地區的功能排置，但在

那之後，語言維持就變成一個主要的目的。如果語言規劃者可以在改變社會大眾

意見前，先改變自己的價值判斷，那麼這個新的評價就會成為未來地位規劃的條

件限制。 
2.4.1.3.2本質規劃 
 在地位規劃之後隨之而來的是本質規劃，語言規劃者必須為了某些功能開始

選擇或設計一些結構，例如為了因應現代化而創新的詞彙。所設計的詞彙是要以

原來的為基礎發展或是再創造一個完全新的詞彙，這些都是本質規劃的問題。傳

統上本質規劃包括文字化、標準化和現代化、語言文字化和精緻化，以及語言功

能的重創。Ferguson（1968）認為前三種就是在語言發展過程中被比較的，第一
種文字化就是將原有語言書面化，第二種標準化就是為了某種理由將一個語言設

計發展出更好的形式，以超越其他地方話或方言。第三種現代化，即為在工業現

代社會為了可以跟其他語言轉換而發展的一種過程。文字化包括為一個語言在字

母、音位、音節種種等的發明。大部分書寫系統都是以傳統的字母符號來設計，

一方面可以是這個語言和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之間的橋樑，因為主要依賴是一般

大眾的書寫系統。標準化，則是為了所有人隨時都適用而將某一語言形式一致化

的過程，例如專有名詞、辭典等的制訂編纂等，其他如文體的規定。第三種現代

化即是一種為因應現代話題、交談將一個語言變得更適合溝通的一個過程，針對

現代社會的知識、專有名詞、生產、效益以及某些工作或機構的用法找到一個適

切的規劃。在創新字時，通常有很多考量，是要以原來語言的詞根來修改，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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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個原來就存在的字給予新的意義，抑或利用國外借字等，都是語言現代化在

形式選擇上的問題。至於語言精緻化，指的就是針對語言正確性、有效性、文體

特殊性等的問題處理（Nestupuy 1970）。最後重創，是指給予一個原有的語言形
式新的使用功能，而非完全以新的詞彙取代之。 
2.4.1.3.3 學習規劃 
 根據 Cooper（1989），學習規劃是指在學校教育中語言學習的推行。例如當

一群移民的小孩到學校，他們就被提供當地語言的課程當作第二語言。而學校又

是學習規劃裡推行語言學習最主要的途徑。根據外在語言規劃的目標和所採用的

方法，學習規劃例子主要可以分為三類，第一類為第二語言的習得，如移民到美

國的孩子；第二類為某種方言或原住民母語的重新學習，如現行的母語教學；第

三類為語言的維持，因為當一個語言在衰退時，就會剩越來越少的後代人口學習

這個語言，因此就要靠學習規劃的保護。另外，依學習的方法又分為三種，一為

主要製造或增進學習機會的設計，二為主要製造或增進學習誘因的設計，三則為

兩種都有。直接的方法為教室的指導學習，間接的方法則包括修飾學習者的母語

以讓它較為接近第二語言，以利學習者學習。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即為將這個語

言當作教學用語言，而非教學科目語言，否則不太可能控制得到教室以外的學習

或使用。對台灣地區原住民的母語來說，這也許也是最好的學習規劃方式。 
2.4.1.4 語言規劃的過程 

Neustupny（1970）認為語言問題主要有四類：語碼選擇（code selection）、
語言文字化（codification）、語言精緻化（elaboration）、和語言培植（cultivation）。
當語言問題出現時，官方政策必須面臨的是語言選擇，如果已經選定一個語言，

接下來面對的就是文字化的問題，透過辭典、文法、拼音、標點、發音等的制訂，

達到文字化的功能。接下來如果這些選擇快速地擴展出去（例如，語言的新功能

增加），就必須做精緻化的規劃，透過百科全書、專有名詞編纂等達到精緻化的

規劃。如果要將某一語言變體（variety）和另外一個做區別時，就會面臨培植的

問題，例如將文類（genre）與文體（style），依不同的目的和觀眾去規劃和補充。

Neustupny認為這四個語言問題是連續的，例如發展最慢的語言社區必須先關心

政策決定的問題（code selection），而發展較多的語言社區就可致力於語言培植

規劃的處理。 
語言規劃的過程，Haugen (1983) 提出四個步驟：語言選擇 (norm selection)、

語言文字化 (codification)、實施 (implementation)、及語言精緻化 (elaboration )。
不同於 Neustupny，他的四個步驟不必然是連續性的，它們可以是同時的或循環

的。第一點語言的選擇也稱為語言的分配（allocation of norms），指當不同的語

言形式出現衝突時，它們就必須被分配其相對的地位。這個語言的選擇也許會先

面臨一段長期的爭論，但最後會達到一個大部分人都接受的決定。Haugen認為
這是一種政策規劃的形式，給予（或剝奪）一個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雖然大部

分這樣的語言選擇都包含在政府機關中，但也有個人的語言選擇，而他們也有背

後志願支持的一群人，例如教會裡的語言、政黨的語言、一個省甚或一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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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第二步驟為語言文字化，通常是指給予一個已被選擇的語言一套明確的書

寫系統，Ferguson（1968）認為文字化（graphization）是第一步，如果這個語言
已經存在字母、音節、符號系統，那麼就可以直接採用這些作為書寫系統。接下

來的步驟就是找出及描述這個語言文法的規則，這個過程稱之為文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在文法化之下，則是詞彙選擇（lexication），根據不同的

文體和使用範圍分配不同的字彙。第三個步驟為實施，一個機構或政府對已經選

擇和文字化的語言接受並試圖將之擴散的過程。此步驟的對象是書寫語言，透過

書籍、小冊子、報紙、教科書等的出版達到傳播的功能；在學校或媒體等，也可

以透過權威的力量將之引入為主要的教學使用語言，或者至少是一個教學的科

目。第四個步驟為語言精緻化，是指為了符合現代社會，在語言形式上所做的改

進。例如一個現代文化高的語言，就需要各種知識和人文學科的專有名詞，包括

科學。與 Hauge看法相仿的是 Neustupny（1970）的語言培植（cultivation），兩

人均認為這個步驟是已開發國家的特徵。Haugen認為語言選擇和語言文字化都

是包括了語言「形式」上的選擇，稱為「政策規劃」，而實施和語言精緻化則包

含在語言「功能」上的傳播，被 Haugen 列為「語言培植」。從規劃類型來看，

語言選擇和實施屬地位規劃，而語言文字化和語言精緻化則屬本質規劃。此外，

Rubin (1971)亦提出類似的四個步驟：事實探查 (fact finding)、政策擬定 (policy 
setting)、實施 (implementation) 和評鑑 (evaluation)。雖然在語言規劃的理論上

有這麼多的理論模式被提出，然而，Haugen（1983）指出大部分的語言規劃理

論並沒有達到預測功能的地步。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以整個語言政策理論架構來探討的例如陳淑嬌（1995）

以語言規劃的理論架構來描述及分析自 1990 年（民國 79 年）推行的泰雅語母語

教學（主要以烏來國中小為研究對象），依其方針、類型、目標、過程等分析泰

雅母語運動。另外曹逢甫（1997）比較兩岸少數民族語言政策，針對兩岸的各民

族做語言能力和語言使用的普查，也比較了兩岸的語言政策並提出建議。 
其他相關研究在語言規劃上討論的以語言本質規劃方面最多，黃美金（1995）

對台灣原住民現有的母語教材作一比較，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及建議，包括語音符

號系統選擇、教材內容取材和編寫方式等等。陳茂泰（1995）也曾針對語言本質
規劃部分的「文字化」做評估，討論原住民語言文字化的理論評估。其他如李壬

癸（1995）、曾思齊（1995）及何大安（1995）等，都是針對本質規畫的問題提

出討論與建議。 
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深深影響著語言維持和轉移，它可以改變一個語言的生

命，就如光復之後，國語政策推動對其他語言帶來的衝擊與影響，北京話被法定

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得以在各種功能範疇裡維持其語言生命力，並

繼續發展，達到精緻化甚至語言培植的地步。相對地，其他語言，在大部分的使

用功能逐漸萎縮下，漸漸地流失衰退，直至這幾年，開始推動本土化，所謂的「鄉

土語言」可以進入學校正式體制內，成為語文領域裡的教學科目（language as a 
subject）。因此，將來母語政策的規劃走向如何，也決定著這些語言的維持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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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本論文即以語言規劃的理論來檢討當前教育部所頒布的母語教育政策。 
2.4.2 語言權 
    語言權是一種處理一種或多種語言權使用時的規定或保證，透過法的建

立，保障及確定某些語言的使用權力，語言權是一個新的觀念，至今發展歷史

不過一百多年（最早為 1814 年的 Vienna Final Act），歷史雖短，對當今的整個

社會的重要性卻是不容忽視的，依丘才廉（1994）對加拿大的語言權探討裡提

及，語言權依性質大致可分為三種：（一）強的意義和弱的意義（MacWillan C， 
1983）；（二）消極性和積極性的語言權；（三）個人性與集體性的語言權，強意
義的語言權是指完全以自己之語言去維持其整個生活之要求，弱意義的語言權

則僅要求維續其語言或要求其語言能被維持下去；消極性的語言權則只在平等

和不受歧視的情況下取使用自己的語言，原則上不牽涉到政府在法規之規定，

也不需政府提供公共資源來落實這種權力，積極性的語言權是指在公共的範疇

中使用其語言時，不只消極地受到承認與保證，甚至要求政府對這種語言之存

續、發揚負起積極之責任；語言權另一複雜問題是它同時具有個人性權力與集

體性權力兩者的一些本質，因此，基本上在它是一種「混和」的概念。 
    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所謂的「語言權」的宣告，因此在各公約中有關語言之
規定多是在人權條款下，享有平等或非歧視下被提及，例如在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條規定：「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
載之一切權利與自由，不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主

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但在區域性公約上，則出現
具體的語言權規範，如歐洲人權保護公約（1950），第六條第三款（a）項中規
定任何人受到逮捕時，享有某些最低權利，如必須以被告人能懂得的語言，向

被告人告知被控之性質與原因等。在其他更小的區域（如國家），語言權在政策

上牽涉到的問題就更多更為廣泛，如國家語言、官方語言、地方語言、學校語

言的法定等（丘才廉，1994）。 
    臺灣在立法的層次上完全沒有將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納入。本論文在母語

政策規畫的部份有進一步的討論及建議。 
 
2.5 雙言結構 
雙言結構（diglossia）這個概念最早是 Ferguson（1959）提出，但之後又陸

續被補充修改。Ferguson（1972）認為雙言結構是一種在一個語言社區裡兩種

語言變體（variety）同時有著不同且互補的功能分配率，他以四個案例研究（阿

拉伯、希臘、瑞士德語、海地的克里奧語）的結果列出九個規範雙言結構高低

語言的規則。在使用範疇上，高語言通常被使用在較正式的功能上，例如演講、

書寫等，低語言被使用在較低的功能上，例如一般日常會話；在優勢性上，高

語言較為優勢，低語言反之；在語言的學習上，高語言通常在正式的地方習得，

例如學校，而低語言在較非正式的地方自然地習得，例如家裡和遊戲的地方；

標準化方面，通常是針對高語言，即使低語言的非正式標準也有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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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系統方面也是高語言發展得比較大量，低語言則較少；穩定性來說，高語

言和低語言都是獨立且穩定的，且會從彼此得到一些干擾影響；詞彙方面，高

低語言都有自己所使用的詞彙，也有彼此共有的詞彙；音韻上，高語言有一套

自己的音韻結構，低語言則與高語言一起組成一套音韻系統，但低語言的通常

為基礎系統；在文法上，高語言較為複雜，低語言較簡單。這九條規則彼此之

間是相互關連的，例如詞彙、音韻、文法三者事實上都是著重在高低語言之間

的語言關係，語言學習則與使用範疇有關使用範疇又跟優勢性密切關連等等，

如果一個地方出現兩個語言變體而他們呈現這樣的功能互補狀況，那麼就符合

Ferguson所定義的雙言結構。 
Ferguson（1972）的雙言結構概念建立在同一個語言的不同變體之上。之

後，Fishman （1972）將這個概念建立在語言上。這裡的概念主要以 Fishman 
（1967, 1972）為主，雙言/多言結構可定義為在不同社會語境裡兩個（或以上）

語言的使用呈現不同的功能選擇。每一個語言的角色都呈現高度互補的現象。

在這些語言變體被使用的社會情境裡，只有一些是重疊的。不同的語言或語言

變體，因它們所呈現的角色，佔有不同程度的地位和優勢。通常以二分法分為

高語言（high language）和低語言（low language），高語言有較高的優勢地位，
例如它可能是教育系統所使用的語言；低語言則較為劣勢，相反地，它則可能

被一些公共機關所禁止使用，例如學校。 
 雙言結構的研究也引出其它名詞的出現，如三言結構（triglossia）、多言結
構（polyglossia和 multiglossia）等（如 Platt, 1977），只當一個語言社區出現不

只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語言變體時，所出現的不同功能分配率現象。Gumperz 
(1977) 在高低語言之間的語言選擇轉換找到一些相似性，例如，說高語言的人

表示他身在一個較廣大的文化和社區裡，相反地，說低語言的人表示他認同於

較小的社區。臺灣地區的高低語現象是呈現雙重重疊的（double-overlapping），
如在整個臺灣社會中，國語為被使用在較正式場合的高語言，其他語言則皆為

分佈在較非正式場合的低語言，但在布農族分佈的延平鄉，閩南語可能為當地

使用頻率和功能都較高的高語言，而布農語則為功能上處於非正式場合的低語

言，因此呈現雙重的高低語現象。在教育部推出英語教育之後，可能造成多層

雙言現象，在功能分配率皆處於較優勢的英語競爭下（如會使用英語可找到較

好的工作之工具性功能），國語有可能成為和英語相對的低語言，屆時臺灣的雙

重重疊高低語現象將更為複雜，而這些被壓在最低層的原住民語言，又將面臨

另一危機。 
 
2.6 母語教育案例 
國外的案例研究部份，有美國英語獨尊（English only）或雙語教育（English 

plus/ bilingualism）政策，新墨西哥州（1989）和羅德島州（1992）國會通過「原
住民語言法案」，正式承認政府有責任維護原住民印地安人的傳統文化與語言（施

正鋒，1997）。在紐西蘭，1970 年只有 23.3%的毛利人能說毛利語，1987 年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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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政府通過「毛利語法案」，將毛利語定為官方語言，並成立毛利語委員會執行

監督毛利語的推行，且提供相關的語言課程。1981 年，毛利事物部（The 
Department of Maori Affairs），致力於 whanau運動之領導人，一起在語言巢裡設

計復興瀕臨滅亡的毛利語，在語言巢裡，自出生到八歲，都能沈浸在家庭般情境

學母語，例如以社區家長來親自教導的毛利幼兒園（the tekohanga reo），這種完
全沈浸式計畫（total immersion program）主要目標為再介紹、復興、再依附毛利

語到社區各階層人士，在毛利幼兒園裡，毛利父母與祖父母自助地經營托兒中

心，以融入毛利語言與文化於課程教學中，1991 年前，有 700個毛利幼兒園已

成立，1994 年，29個毛利國小成立（黃麗容，1999）。 
愛爾蘭母語運動一般被視為較失敗（黃宣範，1993）。愛爾蘭 1937 年公布新

憲法，宣布愛爾蘭語（Gaelic）為首席法定語言，英語為第二法定語言，但實際
上在民間情況卻相反，一般人都以英語為日常生活用語，為了振興愛爾蘭語，一

群愛爾蘭作家在 1983 年在以愛爾蘭語專家道格拉斯海德為首組織蓋爾聯盟

（Gaeltacht），大力提倡本土的文學、音樂、戲劇等，以達到保存愛爾蘭語及研

究培植愛爾蘭文學之目標。1990 年，愛爾蘭語成為中小學的必修科目，如今，

懂得愛爾蘭語的人口雖然增加不少，而以愛爾蘭語寫作的本土文學也持續存在，

但真正蓋爾語的使用人口卻一再下降，其中因素之一的母語人口過低（蓋爾聯盟

運動開始時，已少於 25%），不足支撐維繫一個母語所需的臨界人口比例（75%），
再加上愛爾蘭語沒有英語所擁有的經濟利益等，無法把母語跟政治或經濟結合，

因而導致失敗。 
其他案例如加拿大政府在聯邦憲法中語言權立法，實施「雙語教育」（丘才

廉，1994）、馬來西亞於獨立後的馬來語為主政策、以及新加坡各語言並重政策

（葉玉賢，1990）。 
國內部份，母語教學現況調查方面有江文瑜（1994），針對台北縣 14所小學

的老師和學生共 900多人做母語教學態度問卷調查，包括閩南、客家、原住民，

結果顯示原住民部分家長不鼓勵學生在家說母語的百分比最高（15.4%）。烏來國

小宋神財老師（1994）也將自己親身參與的泰雅母語教學情況（1990～1994 年）

做施行現況研究。陳勝榮（2001）以教育學的觀點描述烏來鄉泰雅族語教學現況

以及其教學模式推展理念與實務，在現況部分，也針對烏來國中小老師、家長和

學生進行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其語言能力、語言使用、語言態度等，但皆為部

分之調查，不甚完整，例如語言使用部分只問及人的範疇，忽略另兩個相當重要

的範疇：場所和話題。訪談則針對部落耆老、教會牧師、校長及老師訪問母語保

存現狀、母語教學之意願、教材、教法、師資、未來發展、政策方面等做一訪談，

並提供教學模式的建議給家庭、學校和社區。 
有關台灣地區母語教育問題之探討部份，江文瑜（1995）探討台灣母語教育

之現狀，包括各縣市母語教育的推行方式、母語教育所教之語言、教材編纂的方

式、每週上課的時間和時數、師資來源之管道、成果展示的方式、學習成果評鑑

之方式、推行母語教學最困難的部分等八個面向討論，並再最面提出對未來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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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幾點建議。湯廷池（1995）分別從社會語言學、心理語言學的觀點檢討母語

教育，不過實際上在母語「教育」上的討論卻未深入，反而著重在相關的母語運

動案例（美國）和雙語（三語）教育的可行性，最後則討論一些母語教學遇到的

實際問題，例如詞彙的整理與比較異同、發音及書寫規範、意義分析、教材設計

與改進等等，點出了語言政策理論中「本質規劃」及教材編寫上的一些問題。謝

國平（1995）討論了雙語教育的模式以及一些要考慮的事項，淺顯易懂，但未有

系統地依語言規劃的架構討論雙語教育。楊孝榮（1998）提出其個人的一些看法，
包括教材、教學法、經費等，提及一些例子說明，但未有理論背景做基礎。吳天

泰（1998）描述了原住民語言政策三時期的變化、現行母語教學的問題、文化/
認知與語言相關性之重要，最後以日本 Ainu族多元教育的政策為例，提供參考，

吳天泰雖提出了一些觀念上的己見，但缺乏具體建議。其他，如林金泡（1995）、
陳美如（1996）、葉玉賢（1990）也都對母語教育提出個人的建議與看法。 
相關碩論亦有鄭惠美（1998）對 1945 年後後台灣政府因應國語運動及後來

本土運動在原住民政策上所改變的語言政策部份做文獻上的蒐集與整理。另，張

佳琳（1993）則概括性地對原住民在臺灣光復後的教育政策以教育學角度整理與

探討，但未特別針對語言政策部份做描述與分析。 
 針對原住民母語教育政策的討論，本論文從語言能力、語言使用、語言態度

等全面性調查布農族人之語言轉移情形及其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外，亦從語言

規劃的角度探討整個布農語實施現況，並以此為依據，提出具體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