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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族語學習計畫談族語教學方法 
Yedda Palemeq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一、從小到大的族語學習計畫 

假設一切條件具備，現在的臺灣

原住民從出生到出社會都可以學習族

語。試想一名剛出世的寶寶，有一對

將學習族語視為小孩人權的父母，政

策確實能支持這對父母親為小孩建立

持續性的族語學習環境： 

從小到大的族語學習計畫 

年齡層 族語學習環境 族語計劃來源 族語家庭 

0 到 2 歲 族語保姆 原民會。2013 年迄今。〈原住

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 

原民會。2013

年迄今。〈推

動原住民族

語言振興補

助計畫〉。 

3 到 6 歲 沉浸式族語幼兒園 原民會。2013 年迄今。〈推動

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

畫〉。 

7 到 12 歲 國小族語必修課 教育部。2001 年迄今。〈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

域〉。 

13 到 18 歲 國高中族語選修課 

19 到 22 歲 大學族語課 原民會。2014 年迄今。〈大學

校院開設原住民族語言課程

補助計畫〉。 

社會成人 部落大學族語課 原民會。2004 年迄今。〈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要點〉。 

族語教會 原民會。2012 年迄今。〈原住

民教會族語扎根計畫〉。 

師徒制學習計畫 原民會。2012-2014 年。〈搶救

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

畫〉。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Palemeq 製表） 

 

從各項計畫發展順序可以得知，

族語學習計畫是從國民中小學校開始

發展，逐漸往下扎根到嬰幼兒階段，

並往上攀升進入高等及成人教育。在

短短十五年之間，政府頒布多項計

畫，幾乎已經涵蓋各年齡層所需。因

此，在非常理想的情況下，不僅現在

的原住民可以學習族語，一名才出世

的寶寶甚至有機會在不同計劃支持

下，從小到大都和族語為伍。如此一

網打盡的族語計畫即使在同樣也有原

住民族或少數民族語言的國家中也十

分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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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及教學方法 

有各年齡層的學習者，就會產生

相對應的教材及教學法需求。以教材

而言，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原

民會）先後編纂用於教學及測驗的九

階教材、黃皮書、綠皮書、四套補充

教材、學齡前語言教材；後者亦將這

些教材悉數搬上數位平台「族語 e 樂

園」（klokah.tw），便利族語老師下載，

搭配自編教材使用。此外，教育部自

2007 年起辦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

獎」以及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語發中心）自 2014 年啟動「十六族

語讀本編譯」，已累積多篇族語文學及

翻譯作品，亦可作為大學生、成人及

族語教師自我進修之學習教材。雖然

語發中心 2016 年「線上族語教材使用

狀況問卷調查」初步結果顯示，族語

教師認為上述教材仍有拼音、文化適

切性、錄音等重新修訂的需求，輔助

教具又尚待研發，他們大致上也肯定

這些教材的多元、豐富、活潑及方便

性，支持繼續擴充及增編。 

相較之下，族語教學方法的資源

不僅鳳毛麟角，也缺乏分享及交流平

台。由於族語教師多為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雖熟稔本土語言，卻…不熟悉

教育理論、兒童心理、教材教法、多

元評量，也不清楚學校作息與行政方

式」（鄭安住，2011），緣此，師資培

訓便成為族語教學能否進展的決定性

因素。黃美金教授回顧，原民會及縣

（市）教育局處分別辦理的族語師資

培訓課程沒有強制性，時數不夠，且

相關院校系所均未開設類似學程，因

此族語師資成長有限，亟需從建置正

規師資培育、在職教師進修及非教師

體系短期集訓等三大類師培機制著力

（黃美金，2011）。 

教材教法、教學演示及觀摩實習

都是族語師培的重點課程。然而，回

顧作者參加國小、大學及部落大學排

灣族語課的經驗，儘管族語老師、學

生、教材、上課環境都不相同，教法

卻差異不大，和英語、日語等第二或

第三外語教學十分雷同。同樣的，語

發中心於 2015 年進行「搶救原住民族

瀕危語言實施計畫評估報告」，發現不

同復振策略卻用相同方法應付交差，

導致張冠李戴，成效不彰，執行信心

及興趣也大幅降低；該報告認為，「每

一項〔族語復振〕策略從發想、設計

到執行都是獨立的…每一套本身就是

一個複雜且刻意的機制…只適合某一

種語境下的瀕危語言」（語發中心，

2015）。族語教學也應仿效這種「一對

一」的核心概念。 

三、核心概念：一計畫一教學法 

加拿大《卑詩省第一民族語言政

策及規劃指南》提出不同階段的語言

流失需要不同的語言復振行動理論

（請詳閱 A Guide）。其中，沉浸式及

師徒制都是參考國外實踐經驗（紐西

蘭、美國加州），也都被援引成為臺灣

族語學習計畫的兩大面向（嬰幼兒及

成人）。以下便以結合臺灣族語學習計

畫、族語現況分級表、建議教學方法

及原則，來呈現族語教學「一計畫一

教學法」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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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一計畫一教學法對應表 

年齡層 臺灣族語學習計

畫 

適用失調分級 建議教學方法及原則 

0 到 6 歲 族語保姆 第 7 級：只剩下

過了生育年齡

的成人會說族

語。 

a、 全族語，不是雙語。 

b、 純聽說環境，不讀、不

寫、不翻譯。 

c、 利用影像、肢體、動作、

姿勢。 

d、 使用完整正確的句型，並

經常重複。 

e、 使用簡單的是非問答，增

加互動。 

f、 以示範正確說法取代糾

正，抱正面積極的態度。 

沉浸式族語幼兒

園 

社會成人 師徒制學習計畫 第 8 級：僅剩少

數老一輩會說

族語。 

a、 營造全族語沉浸式環境。 

b、 使用表情、模仿、物品，

並以有趣的方式複誦。 

c、 在活動中學習，如烹飪、

家事、開車跑腿、漁獵採

集、祭典歌唱、傳統及現

代遊戲等。 

d、 不必痛苦地學文法，透過

聽說學習，而不是閱讀書

寫；專注對話，培養口語

流利度。 

e、 不需要書本、教室、書寫

系統或經費，就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培養世代文化

傳承的感情。 

資料來源：A Guide、Language Nest Handbook、Two Models（Palemeq 製表） 

 

第 7 級及第 8 級的語言狀況十分

危急，因此復振目標設定為創造更多

會說族語的人，策略乃對小採取沉浸

式，對大採取師徒制，讓他們在純聽

說的環境下發展適合其年齡層語境的

族語程度。此時，身負重任的保姆、

教師及師傅就應比照搭配最適當的教

學方法及原則，就不會出現沉浸式族

語幼兒園、族語家庭或師徒制等都沿

用九階教材或聽說讀寫並重的教學方

法的現象，也才能提升族語學習成

效，達到族語學習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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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發中心建置「網路教學資

源區」 

為補充族語教學法參考資源，語

發中心自 2015 年起開始建置「網路教

學資源區」，提供「國外教學法介紹」、

「國內教學演示影片」、「國內教學教

案範例」三項教學影片及文案資源，

並逐年擴充內容。目前已有全肢體反

應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等兩部國外

教學演示影片；字母及詞彙拼寫教學

（針對國小生及成人）、句型教學、生

活會話教學、繪本教學等六部國內教

學演示影片；及六份搭配國內教學演

示影片的教案範例。語發中心預計於

2016 年底端出十六部書寫符號教學法

演示影片，教學對象包括成人、大學

生、小學生、嬰幼兒，演示族語則來

自官方認定的十六族語言。 

 

 

 

 

 

 

 

語發中心網路教學資源區 

（http://ilrdc.tw/research/teach/web.php） 

 

 

 

 

「網路教學資源區」和族語 e 樂

園是臺灣族語教師的好夥伴；後者提

供教材教具，前者提供教案及教學法

範例。能善用這兩大數位資源的族語

教師在課程準備上將更有方向。 

五、結語 

原民會於 2012 年至 2015 年進行

語言調查，結果發現臺灣族語分屬三

種危險階段：確實有危險、很危險及

極度危險，同時也為搶救族語，祭出

從小到大的族語學習計畫。本文希冀

透過套用「一計畫一教學法」的概念，

鼓勵族語保姆、幼兒園教師、國中小

支援教師、師徒制師傅等參考各方資

源，因計畫施教，才不枉費如此完善

的族語學習計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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