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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期刊雙月發行的形式，刊載原住民族各種文獻史料、口

述歷史、田野調查、老照片、影音、地圖、手稿、生活器物，

以及相關的研究初探、書評及譯述等。每年 12 月並將彙整

六期內容，集結出版紙本。期刊之近程目標，以刊載既有

研究成果為主，未來透過持續的積累，期能勾勒一座原住

民族文獻館的具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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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來，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日益關注殖民地教會活動對族群認同或國族意識發展造成的影響。

特別是對無文字族群而言，教會活動的介入造成其社會文化的變遷。其癥結就在宣教過程本

身。在社會層面，傳教士建立教育及醫療體系；在經濟層面，他們引進了西方的貿易及農耕

技術等等；在政治層面，構成了外來殖民建制的一個部份；在空間上，宣教據點構成聚落的

顯明地標；語言上，傳教士編寫當地語言的文法、字典，將基督教經典譯為原住民語言。為此，

他們引進了西式的字母書寫系統，普及本土語言教育，因此也涉入了語言的標準化過程。1

筆者將這些引入讀寫識字能力的活動，定義為教會語言學（Missionary linguistics）2。其他學

者並未考慮到語言哲學和原語書寫系統的建立問題，而視此為對本土語言的壓抑和殖民化 3。

無論如何，兩者均贊同教會推展的讀寫識字活動埋下了反抗運動的種子 4。可以斷言，識字能

力的引進在國族認同的形成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並非引入字母就能造就識字能力，在

和特定經濟與政治結構連結的情形下，文字傳達的觀念才發生效用。如此，語言就形成了統

治與反抗兩方的軍火庫。

十九世紀中，西方傳教士在臺灣西南部發現幾件舊文書。有數件是漢字與羅馬拼音對照，其他

則全部以羅馬拼音寫成。判讀漢字後可知其為土地租借、買賣和其他借貸方面的文書。所有文

1　 Steedley 1996，Wonderly and Nida 1963, De Francis 1977,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86.

2　 Steedley 1996: 450.

3　 Mignolo 1989, 1992, Street 1984, Said 1978.

4　 Mignolo 1992: 330, Steedley 1996: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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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都是以十七世紀的羅馬字，用墨汁書寫在黃

色紙上。其樣式不一，上有印模。在發現的同

時，原住民已不能閱讀羅馬字部份，但他們視

之為先人遺澤的一部，並妥善加以保存。

本文嘗試將這些文書置入歷史脈絡中解讀，

並重構造成這些文書的歴史前因。溯自十七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商業利益進入遠東時，

伴隨而至的歸正派教會的傳教士，在嘗試建

立一個本土教會的過程中，將早期臺灣社會

轉化為能識字的社會。為了準確的傳逹教義

和自身學習原住民語言的便利，必須將當地

語言文字化，以印刷傳教小冊子，翻譯聖經。

無意間將各地的語言羅馬字化了。換言之，

他們賦予原住民本來並不具有的書寫本身語

言之能力。透過正式（宗教）教育，學生們

學到了用羅馬字母來讀寫他們口語的能力。

本文不討論學校設施、教材丶及出席率等變

化，而想較完整的描述其歷史脈絡。不應該

忽視意欲造成成功的教育養成和讀寫能力的

這些準備工作，而應說明其造就口語書寫法

或者將口語轉化為文字的中心理念為何。本

文將闡明這整個在諸多因素和動機作用下複

雜丶艱辛丶政治敏感的歷程。在此脈絡中，

可發現引進荷語的尷尬情況。在結論中，將

嘗試再評價臺灣的荷蘭遺產。

5　 葡萄牙最先抵達遠東。一五四四年抵日本，一五五七年占澳門壟斷貿易。

6　 遲至明末清初，「臺灣」此一名稱才出現。

7　 一五九七年後，一個小型的日人社區出現在今高雄附近，稱高砂意指高起的沙地，後來的日本文獻以此指稱整個臺

由於並未遺留原住民對荷蘭統治者的記錄文

獻，基本資料多引用殖民記錄和日誌，歸正

派教會在臺的通訊和備忘錄，語言學上的成

果如字典和聖經譯本等材料。

熱蘭遮城

在十六世紀末，歐洲正處於痛苦的宗教大分

裂時期。一五八一年荷蘭掙脫了西班牙的掌

握而成為獨立國家。他們和英國的新教徒一

道結盟以對抗教敵：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

牙。海權勃興的此刻，歐洲列強企圖在中國

沿海一帶獲取勝利。在宗教狂熱競爭下，他

們有雙重的目的：貿易和教化原住民。

一五九五年荷蘭殖民爪哇。一六零二年創立的

荷蘭東印度公司，有效的剝削馬來半島和蘇丹

群島。對葡萄牙澳門商站的妒羨，使其幾度嘗

試進入中國沿岸而不果 5。一六二二年，他們

進占福摩沙西側的澎湖群島，作為開闢貿易

機會與劫掠西班牙船隻的據點。次年被明軍驅

逐，轉進帝國轄區外的「東番」島 6。

東番島是南島語族的居住區，十二世紀後漸

有漢人移居於平原地帶。主要的移居者是漢

人漁民、商人，和海盜，不時的侵擾中國沿

岸，並與日本對手交易 7。此處遍地茂林，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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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險惡的海洋中，船隻或者擱淺於沙灘，或者困於颱風中。即使登陸，也有被獵頭的危險。

不用說，在中國官方的眼中，這眞是適合紅毛番的好地方。

一六二四年八月，荷人在福摩沙本島外的一個小沙州登陸，築起一座堡壘以便先頭部隊進駐。

這城堡最後成為殖民城市的要塞，稱為熱蘭遮城或大員城 8。靠這小小的海港，經營往來荷屬

東印度丶中國及日本的貿易業務。根據前一年曾訪問中國的兩個荷蘭商人的記載，他們向新

港社的居民租借了一小塊土地 9，以向日本人社區宣示他們的來臨以及和中國政府貿易的正當

性 10。與原住民的貿易開始時限於對日本出口的鹿皮，這是給了保證能持續的和中國及日本貿

易。他們進而在臺灣實行殖民統治，根源於兩大帝國間的關係的變化。

西班牙人警覺到荷蘭人的成功，也急於占領此島。一六二六年遠征軍登陸福摩沙北部，其中有

六位聖道明我會的宣教師。但，占領期間甚短，由一六二六年持續到一六四六年。一六四一年，

馬尼拉的總督撤回臺灣的傳教活動，趁此機會，荷軍於一六四二年驅走了西班牙人 11。

傳教的開始

一六二五年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 1624-25）要求「兩到三個能讀經者來展現神的話語並

教化野蠻居民皈依基督信仰…」12。第一群歸正派教會派駐的人員並不是牧師，而是探訪傳道

（krankbesoeker, catechist）。他們隨船照顧航程中罹病或瀕死的船員，在貿易據點教導兒童

教義問答，在缺乏牧師的時候，也充任佈道會和禮拜的主持者。探訪傳道無權行使洗禮，而

要等到一六二七年六月，第一位正式的教區牧師干治士 (Georgius Candidius) 抵逹才能為信徒

洗禮 13。

灣。Liao 1951: 184。

8　 Tayouan 之語源來自西拉雅族部落 Taian 或 Taiyan 之名稱。荷人的發音強調母音 o，便訛為 Taioan，漢人譯為漢

音為「臺窩灣」。許極燉，1993: 19。

9　 今臺南縣新市鄉社內村一帶。

10　 Blussé 1980: 100。

11　 關於西班牙統治臺灣，見 Fernandez 1959。廖漢臣，1952。

12　 Ginsel 1931: 11。

13　 干治士畢業於萊登神學科。一六二五年開始在摩鹿加群島傳教。由於議論其上級 Lefebre 長官被調任大員，

一六二七到一六三一年，一六三三到一六三七年任職於臺灣。與他隨行的有探訪傳道使 Jan Janszoon van Fekk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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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干治士受命主持熱蘭遮城內的宗教事務。公司不願惹惱日本及大明帝國，因此寧願避

開傳教，表示單純只是為了商業利益而進占臺灣。干治士卻不做如此想，他利用各種機會度

過臺江內海到新港去，搭起竹屋，開始宣教，為後來的傳教士奠下了基礎。他所記載的民族誌，

描述了當地居民的宗教丶行為，和風俗 14。

他所記載的民族，顯然是與西拉雅族人。他們分佈在新港社的七個村莊 15，有相似的語言和習

慣。他們的社經發展程度尙在自給自足或「原始社會」的階段，無文字、沒有公衆市場、有

依年齡和性別而來的簡單分工。宗教和日常生活層面並未區分開來。女巫操持狹義但嚴厲的

道德規條，由傳統、巫術來調控族人生活 16。

干治士依據兩個方面的觀察論斷宣教活動可以獲得很大的成功，即無文字，沒有中央政府。

和東印度殖民地相比，西拉雅人既沒有文字也沒有一個提倡國教的中央政權。以此為出發點，

他擬定了他的傳教策略。特別是，無文字的情況給他很深刻的印象。既然原住民傳統代代以

口耳相傳，他們就不會被「邪惡」的經典書籍所污染 17；而回教徒丶印度人丶中國人，卻有經

師宿儒所窮研嫻熟的文字儀典。在歐洲文藝復興傳統強烈的影響之下，干治士相信傳授原住

民語寫能力，必會增進他們的內在虔敬及所有的美德。他催促殖民當局審慎安排傳教士任期

以便持續的學習語言 18。

一六二八年八月，他向熱蘭遮殖民當局要求能夠在固定時間教學的指令。以新港社的村莊為

文獻提及此人甚少。據 J. J. van Toorenenbergen 的看法，荷治時期服事於臺灣的探訪傳道使約有五十位（J. J. van 

Toorenenbergen）儘管他們在翻譯上有吃重的角色，卻很少有文獻紀錄他們，Van Toorenenbergen 1892: 32-33; 

Kuepers 1978: 25

14　 Discours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 以 英 文 於 Churchill’s Collection 第 一 卷 出 版， 標 題 為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Formosa，一七四四年出第三版。法文於一七二五年版 Recollections des Voyages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pp.209 ～ 263 刊行。德文版在一六二七年出版，也是第一本外國人編纂關於臺灣的文獻。

15　 這幾個村落是赤崁社，今台南市中區赤崁樓至西門圓環一帶；大窩灣社，今之安平一帶；新港社，今之新市；麻豆

社，今之麻豆；蕭隴社，今嘉里；目加溜灣社，今安定、善化；大目降社，今新化。大武隴社，今玉井，楊富森 1994a: 5。

由荷蘭文獻可知當時拼法相當歧異，尚未標準化。

16　 Burridge 1991: 30 ﹐ 105 － 112,269.

17　 Campbell 1992: 89 ﹐ 90 ﹐ 91.　Groeneboer 1993: 19，49.

18　 到後來，所謂 Formosan 即新港語（Sinkansch）或西拉雅語（Sirayan）之意，或稱 Sideisch。但荷蘭文獻中少

有 Sidesch 的用法，Campbell 1992: 305 ﹐ 307。Kuepers 提及那時 Siraya 和 Sideia 的發音相同，Kuepers 19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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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每週兩小時，他在上午教導兒童，下午

教導婦女 19。能夠背誦祈禱文，正確的回答關

於教義的問題，是他們受洗前必須具備的能

力。在灌輸基督教價值時，也使居民改變他

們原來的信仰。

在此點上，他遭遇了主要的難題。就算他的

信衆（未受洗）能正確的回答關於教義的問

題，承認說謊是可恥的，也很難阻絕他們停

止獻祭食物（豬丶魚、豪、米、酒類），停

止幻想和以鳥的鳴叫和飛行來占卜。女性墮

胎在傳教士眼中是極惡 20。原住民的風俗比傳

教士所設想的更為根深蒂固。那麼，這時候

沒有中央政權來改變風俗反而更為不利。

因此，他試圖在那裡建立荷蘭宗教和政權的

權 威， 而 回 過 頭 來 請 求 殖 民 常 局 干 涉。 他

寫信給巴逹維亞的總督科恩（Jan Pietersz. 

Coen, 1627-29），要求他允許派選一位司法

人員來懲罰那些不聽他的話的人。此要求被

否決，殖民當局採取較溫和的方式。長官努

易茲私人性的拜會新港，以干治士之名送禮

給社中長老，以嘉許他們對基督教的開放態

19　 Campbell 1992: 96.

20　 Shepherd, 1993: 66.

21　 Kuepers 認為原住民發現他與荷蘭行政當局關係密切，於是來聽他宣揚教義問答書，Kuepers ﹐ 1978: 14.

22　 由於對麻豆作戰的幾次勝利使新港社歸順荷蘭的宗教，一六三〇年聯軍大勝麻豆，使新港人從此免於世仇侵擾。

23　 他由萊登神學院畢業後，一六二九到一六四三年在臺宣教。

24　 Blussé 1995: 158.

25　 包括赤崁社、麻豆社、蕭隴社、目加溜灣社、大目降社、大武隴社。

26　 南方村落的漢人較多，他們以陶器、鐵器和鹽換取鹿皮，為此之故荷人也與此地原住民維持良好關係。

度。信衆快速增加，使得干治士必須從中選

擇優秀者當助理教員 21。一六三零年新港承認

荷蘭的權威，並集體表示願意接受基督教 22。

一六三一年干治士被暫時召回巴逹維亞，起

程的前一個月，最初的五十個原住民受洗

了。他們不只捨棄了野蠻惡習和偶像崇拜，

同時行在基督教的正道上。干治士以他們的

語言為他們洗禮。一六三三年中，他再度返

回，與第二位牧師尤羅伯（Robertus Junius, 

1629-1641/ 1641-1643）23 同住。尤羅伯在城

中住了一年半並同時熟習新港語和服事的方

式，比起干治士，尤羅伯更嚴苛而有行動力，

他強力傳教甚至發展了傳教士在福爾摩沙島

內殖民征服擴張的角色。以十字架之名，他

發動遠征，並且提供結盟者對抗敵對部落的

保證以換取對荷蘭統治者和基督教的順服。

這方面，包樂史認為，傳教士事實上「挑動

殖民當局伸張管轄權至異教村落，以擴張他

們的傳教範圍。」24

一六三六年新港社西北方的六個村落落入荷

人手中 25，緊接著是南方村落的平定 26。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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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士兵一道，牧師宣逹皈依信仰的機會丶

和平條約丶在新成立的地方集會上確認之 27。

在民族上，南部人和新港人不同。包括放索

丶（下）淡水丶瑯嶠 28、及其附近是馬卡道族

的居地 29。他們與西拉雅族有親緣，但語言

不同。依尤羅伯之請，當局派一位一等兵到

放索去學習語言。尤羅伯提供他一本最少有

三百個字彙的放索語字典 30。放索語是南部

臺灣的三種語言之一，荷蘭人稱之為南路語

（Zeydeytsch 或 Zuidsche）。

第 一 部 基 本 教 材：ABC 教
科書

武力鎮歴和教化收編合作無間打開了教育擴

張之路，尤羅伯將干治士的教育方式加以合

理化，致使一六三六年在新港開辦了第一所

學校：

見到建立學校教有正當的第一步

十分令人愉悅。（在新港）以基

督教的方式，尤羅伯在每天教導

七十個十到十三歲甚或更大的學

27　 第一屆地方集會在一六三六年二月於新港社舉行，被平定村社的特使被集合起來聆聽長官訓示。一六四〇年代之後

地方集會才每年規律的舉行。Ginsel 1934: 34 ﹐ Shepherd 1993: 62。

28　 今之高雄。鳳山，屏東，恆春。

29　 見許極燉，1993: 25.

30　 此字典並未被發現。

31　  見 Campbell ﹐ 1992：147.

32　 見 Mignolo ﹐ 1992.

生。他以新港語教學，並且以拉

丁字母將口語書寫下來。31

 

原住民社會中教會學校，不只將宗教教育制

度化，並導入西方學校的讀寫識字能力訓練。

同時，新港語被制訂為新港及其附近地區的

公用語。由於荷蘭的改革宗教會遵循路德教

派的傳統，以《聖經》為宗教教育的基本教

材，反對天主教以拉丁文作為教會共同語言，

主張以方言或日常口語來宣教。在相當的程

度上，十七世紀的傳教士所受的學問訓練，

是希臘、羅馬的傳統，強調原典才是科學。

文藝復興時期，文字是知識建立和傳遞的重

要工具。同時，他們頌讚書中的文字丶書寫，

以及知識與觀念；書本被視為與儲存丶傳遞

知識的工具無異。西方讀寫識字能力的擴張，

即基於上述的背景，強烈的信仰字母書寫的

終極優越性。在這種哲學觀的角度看來，無

文字即等於未啓蒙的狀態 32。

所以，不能只把《聖經》視為宗教聖典，而

要注意到《聖經》根植於西方視書籍為一種

有系統知識集合體的龐大意識型態系統。既

然字母書寫直接與書籍理念本質上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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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文字野蠻人造就一套書寫系統即是文明優越性的最高表徵。就像在古希臘，野蠻人是因

為其口音而被區分出來的，文藝復興哲學再度讚揚字母書寫，並將野蠻人定義為無文字的人。

由此可知，本質上，皈依者不只要能閱讀聖經，也必得學習書寫。文字化的意識型態下，拼

字是最被強調的教學內容。

尤羅伯如何教導這些從未有文字的人「字母」？他將子音和母音的字母分成兩列，寫在一張

紙上，要求學生背誦起來。在學校課表上，拼字課是緊接於宗教課程之後。為了促進學校的

教學，羅伯編了一本包括教義問答 33、主禱文丶信經、十誡丶祈禱文和詩歌的初級課本 34（ABC 

Boeck , twelck sal geleerd worden de kinderen der christenen inde dorpen van Do. Robbertus 

Junius padre qui Deos）。

尤羅伯將初級課本附上解說和教學過程送交巴城 35，他想在返國時監督課本的印刷。由於教義

問答是以新港文寫成，他預料屆時可能會有一些印刷上的問題。他還附上一本預備當傳教士

教材的新港語字典，可能是 Dialect der Saocam Vocabularium36。

除此初級課本之外，在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館尙登錄有尤羅伯的三本教義問答：（一）八十

條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問 答（Ordinair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by Do Junius op sijn vertrec 

gelaten in de dorpen Soulang, Sinckan, Mattau enz.）37；（二）八十九條的基督教教理問答

（Formulier der vraechstucken Do Roberti Junii, gelijc in sommige dorpen gevonden is）38；

（三）三百五十三條的大教義問答書（Groote Vraachstukken D Junii, by hem ‘t laatste jaar in 

33　 在 Delft 出版（Campbell 1992: 238 ﹐ Lai 1964: 66f），荷蘭文獻不否認 Hoogesteyn 對此的貢獻。

34　Campbell 1992: 238. Groeneboer 提到尤羅伯至少編纂了十三課本和教義問答書。（Groeneboer 1994: 374）H。

Cordier 提到德文版的 Soulat in A. B. C. u. s. f. Katechismus in Formosaischer Sprache d’ Robert Junius，據賴永祥

的說法已亡佚了。 

35　 巴達維亞城是公司在東方的總部。巴城宗教評議會也總理各商業據點教材和配送。（Groeneboer 1993: 41f）

36　 Saocam 是 Sakam 的另一種拼法。對此字典來源的看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見。Riess 認為是由尤羅伯和干治士兩人

編成。（Riess 1895: 87）Ginsel 則認為無法辨認此書出於干治士之手。尤羅伯無疑加入編纂的工作。（Ginsel 1931: 

87）。賴永祥則同樣對編者的身分有懷疑，但認為尤羅伯確實在一六四三年時帶此字典返國，意圖出版。（賴永祥 

1964: 66）

37　 Campbell 1992: 340 － 345.

38　 Campbell 1992: 336 － 340 這是 Hans Olhoff 在一六四〇年再度翻譯修正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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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lang allen gebruijct, tot onderwijsing van omtrent vijftich mannen, uijt alle dorpen uijtver-

koren.）39。大小教義問答數量相差極大，大教義問答書太過複雜，原住民無法理解 40。

教學上強調用教義問答，反映出他們主張道德與宗教的一致性。要求道德與宗教一致，對教會

當局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它完成了宗教與教育的需求。這種強調背誦之簡化的學習觀點，

同樣瀰漫於當時的歐洲。在十八世紀晚期之前，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宗教的，能夠背誦也被認

為擁有知識 41。學習的熱忱和專注於背誦彌補了書本短少的缺憾。學校教育能要求人們合於秩

序和心靈虔敬，以促進社會的穩定。閱讀和背誦正合於當局所需。通常先學習閱讀，進而學

習書寫。有時兩種技能分別在不同學校習得 42。母國和海外教學上的差異，在於海外教學必須

克服雙重困境。沒有字母意味著不識字，未開化。所以引進字母意味著教授兩種技能：讀和寫。

據一位在一六三八年訪問新港的商務員 Cornelius Fedder 所記載，有四十五名男孩丶五十到

六十名女孩能流暢的背誦祈禱文、信經丶十誡，誦唱主導文、詩歌。

尤羅伯一六四三年的教育報告記載，新港學校已有八十名學生，其中二十四名正在學習書寫。

大約八到十個人能整齊的書寫。目加溜灣學校中的九十名學生中有八個能寫。一六四七年新港

男子學校計有一百一十名學生。除了四十七個最小的以外，其他都能閱讀並且拼字也尙合意，

但是書寫能力甚差 43。

由以上的教育報告可知，教授書寫比起閱讀和背誦遭遇了更大的困難。一種解釋是在無文字社

會中，生活文化是經口耳相傳來接續，此傳播方式透過背誦丶吟詠、和歌唱來進行。這些是

聲韻學層面上的運作，可是一旦標準書寫法的溝通方式要求將聲韻學層次轉移到文字學及文法

學的層次，便導致了特定的學習策略和認知任務 44。這解釋了一開始令傳教士無比驚異的那種

背誦上的成功。這也部份說明了為何能流利閱讀，因為是以重複的方式來教導的。強調背誦

39　 Campbell 1992: 345 － 379.

40　 賴永祥 1964: 61.

41　 Houston 1985: 277.

42　 Furet and Ozouf 1982: 174 － 5 ﹐ Houston 1985: 191.

43　 Ginsel 1931: 95 － 6.

44　 Akinnaso 199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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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憶只能稱為狹義的識字能力（restrictive 

literacy）45，而非能夠解釋文意的通貫的識

字能力（comprehensive literacy）。

一六三五年到三六年荷蘭勢力範圍擴張之

時，西南核心地帶的所有村莊均設立了學校。

教會和教區學校可視為居民面對宗教之態度

的外顯表徵。以精神上當作最高權威的聖經

為教材來教授讀與寫，是教化原住民的第一

步。但只有當他們受洗之後，才算是眞正的

開化了。教育服務於基督教化的目標，是為

了洗禮而作準備。一六三八年，新港的所有

居民共一千零四十七位，都接受了洗禮。次

年擴及於附近村落，共兩千零一十四個人受

洗 46。

牧師如何吸引人們來受教育呢？除了制式學

校教育根本和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杆格不入

以外，孩子們更必須在田裡工作。首先，他

們奬賞學生一些小禮物，甚至也送禮給鼓勵

45　 Niezen 1992: 244.

46　 Campbell 1992: 138. H. Jessei 之小冊子提到一五六〇年，尤羅伯使五千九百個居民皈依基督教。Campbell: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five thousand nine hundred East indians in the Isle Formosa , neere China, To the profession 

of the true God. In Jesus Christ By meanes of M. Ro: Junius, a Minster lately in Delph in Holland Related by his 

good friend, M. C. Sibellius, Pastor in Daventrie there, in Latine Letter. Translated to futher the Faith and Joy of 

many here, by Jessei, 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Printed by John Hammond. 1650), Campbell 1896: 1-46.   

47　 Shepherd 1993: 66 ﹐ Hsien 1967: 144 ﹐ Ginsel 1931: 118.

48　 為政治當局服役始自征服中的政教合作狀態，統治當局由於人手缺乏，不能指派熟悉當地語言的代理人、稅收的公

務人員、行使監管的警察，結果教士便擔負了翻譯、收稅、售獵照、購入鹿皮及其他產物的政治任務。Campbell 1992: 

540.

49　 Burridge 1991: 22.

孩子來學校的父母。之後，勸誘方式轉變為

對不出席者施以罰款的懲罰。學校並教會的

耗費都由售給漢人獵照的收益、人頭稅丶罰

款，來支撐，由教士本身管理財政。罰款來

自於就學缺席丶未服事工，常以鹿皮支付 47。

為了政治理由，殖民當局鼓勵教育的擴張，

但又吝於提供財政和人力的支持。臺灣宗教

評議會一再要求派駐更多的教士和教師，此

情況不但是教士們心頭重擔也阻礙了各種事

工。結果，福爾摩沙的教會在不斷陷入危機

的財政狀況和極端人力短缺中，艱辛的維持

運行。

當教士為原住民利益而介入政治時，殖民當

局便視他們為眼中釘。教會獲得民心，也學

會他們的語言。但充當服務政治當局的通譯

者，也常造成宣教活動的挫折 48。只有在服務

於征服全島殖民化的綏靖任務時，當局始能

忍受基督教宣傳，也就是服務於穩定社會秩

序時 49。早期荷蘭傳教士面對的不僅僅是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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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敵的威脅，還有他們內部的敵人：與教會

敵對的政權，雖然也有利益一致的時候。

法包蘭（Favorlang）地區

一六四二年西班牙人退出淡水和基隆。此役

使荷人控制了北海岸並成為島上的唯一強

權。荷人並未直接計畫在此宣教，此區仍被

認為太過危險。此外，有更危急的事務：在

新近征服的西岸地區，發生漢族移民和原住

民的族群衝突。一六二三到一六四四年問，

漢人移民幾已加倍 50，主要是福建南方的赤貧

農民。他們對在惶惑中，接受了荷人的統治，

耕種土地者被迫繳稅，與原住民交易亦受荷

人節制。在荷蘭統治的後半期，控制和組織

漢族移民，確保荷人新據點的安全，成為教

士們的優先任務。

一 六 四 三 年， 范 布 練（Simon van Breen）

牧師（一六四三～一六四七）接替尤羅伯。

他首先在城中服事，專注於學習新港語。旋

即擔任新港、目加溜灣丶大目降的監管員

（supervision）。一六四四年，行政當局命

50　 Hsien 69: 144.

51　 又稱為 Tirosennian 或 Terrokesian，翁佳音稱二林語。

52　 Campbell 1992: 209.

53　 Campbell 1992: 242 － 2 ﹐ Ginsel 1931: 100 ﹐賴永祥 1964: 65。

54　 這是由於地名拼法那時也還未標準化（Campbell 1992: 542 ﹐伊能嘉矩 1904: 81 ﹐賴永祥 1970: 91f ﹐小川尚義 

1944: 85）翁佳音認為法包蘭人村落在今虎尾一帶。（翁佳音 1992: 172）及「虎尾人的土地與歷史」未刊稿。

55　 DR fol 164, VOC 1148，今雲林斗南。

他到法包蘭地區。他帶了兩名探訪傳道，選

了六名士兵，及政治命令隨行。此行有雙重

任務，除了要學習二林語（tarrokysian）以

外 51，還要確保此區荷蘭施政不致受到漢族移

民侵擾。范布練極為能幹，一六四五年十月

的信函文件，載有他成功的平定法包蘭原住

民的叛亂，西海岸直至雞籠淡水的旅行可以

無礙 52。接下來的兩年半之中，他建立了六所

學校。他在語言方面的努力承接了干治士的

傳統：字彙集和教義問答書，標題是 Favor-

langsche Vraegstucke53。

法包蘭地區的確實邊界和其語言上的分類都

有學術上的爭議點 54。荷人記下島上西北地區

的四種語言；二林語丶虎尾語（Favorlang）、

大肚語（Camatchat）、山地語（Bergsche）。

二林語是在距新港北方兩天距離的 Tarokei。

荷人通常據語言的相似性來將各村落分群，

所以新港語是指新港及其附近村落的語言。

同樣，二林語在分類上也是附近的十四丶五

村的語言。范布練的傳教中心在 Tarokei 附近

的他里霧（Dalivo）55，法包蘭的村落在更為

東北方的地方。經過一六四五年的併吞，法

包蘭地區由諸羅山（Tirossennian）北部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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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新征服的村落，包括大肚番王（Quataong）的轄區 56。之後，虎尾丶二林及一些北部的

村社成立了以虎尾語為共通語的獨立宣教區 57。

不像新港語，虎尾語並非全法包蘭地區的代表性語言。最近的語言硏究說明「法包蘭人」可被

分為平原上的五群村落。居於嘉義和臺中間平原的巴布札族（Babuza）和荷安雅族（Hoanya）

也說虎尾語，也有說二林語的。臺中北部的巴布拉族（Papora）、巴節族（Pazeh）、道卡斯

族（Taokas）的語言既非新港語也非虎尾語。而是大肚語（Camatchat 或 Quataong）。山

地語則是東方的山地區域所用。現存的法包蘭語語彙，不是源自二林語就是來自虎尾語，但

無法清楚的區辨兩者。翁佳音先生指出本質上非常相似 58。造成這種相似性的另一個原因是，

荷人記錄者簡化並混合使用兩種語言。如賴永祥先生指出范布練牧師的後繼者華雅各（Jacob 

Vertrecht 1647 ～ 51）和哈伯宜（Gilbertus Happart 1649-1652 ／ 53），將其作品整合成新的

版本 59。

在征服法包蘭地區以後，舉行了年度地方集會（Landdagen）。其中臺南市以北至今大甲溪以

南隸屬北路集會區，劃分為四個語言區，新港語區，在新港社一帶；虎尾語區，包括虎尾和

二林；大肚語區；山地語區 60。後兩者一六四六年後才派代表出席。南路集會區除荷語外，尙

使用南路語，即放索語丶排灣語丶和魯凱族下三社語（Tonghotavalse）61。大肚番王的轄區

保持半獨立狀態，其代表僅授權協商獵場事務，不及於洗禮和教育事宜。因此大肚語和山地

語都沒有遺留文獻 62。

56　 諸羅山（Tirossen）即今之嘉義，新平定的十四到十五個村社在鹿港附近。翁佳音，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原住

民史研究的一個嘗試 : 8。關於大肚番王，見中村孝志 1993: 206 － 28，翁佳音一九九二。Tackamaha 另一個拼法是

Camatchat。

57　 Ginsel 1931: 85，翁佳音，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原住民史研究的一個嘗試 : 8。

58　 翁佳音，近代初期的鹿港宗教 : 2。

59　 賴永祥 1964: 64。哈雅各的手稿包括另一種方言，Campbell 1992: 452。

60　 翁佳音，近代初期的鹿港宗教 : 2。

61　 翁佳音，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 – 原住民史研究的一個嘗試 : 13。DZII: 479 ﹐ 533。Parruan 也拼成 Parrouan、

Sarruan、Paroangh（VOC 1213 ﹐ FOL593V）。

62　 中村孝志 1933: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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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問答書的修改

法包蘭地區初步傳教的情況和新港地區大不

相同。尤羅伯的返國造成靑黃不接的情況。

派駐牧師巴約翰（Johannes Bavius,1640 ～

47） 和 哈 約 翰（Johannes Happart,1644 ～

46）的私人信函指出基督教會的退化：

過去一年來，村裡（新港丶目

加溜灣丶大目降）的居民連聽

一次講道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由

生活雜亂的教師指導，我眞擔心

若不派來大量的教士，或採取其

他應變手段，一切就會退回原點

了。沒有方正的導引，連至小

的 美 德 也 將 不 存（Non minor 

est virtus quam quaere parta 

tueri）63。

教育擴張的潛在障礙，終於漸漸浮上臺面。

由於缺乏正職牧師和神職人員，只好以候補

牧師丶探訪傳道和士兵來充任教師。在荷人

當中，識字能力也不普遍．能讀寫的人就被

擢用為學校教師。一六三六年雖然當局不讓

尤羅伯偕其最具天賦的學生回國受訓，他

仍獲准開辦教師培訓。他離去之前，培訓了

五十名學生。尤羅伯將他們書寫文字的樣本

63　  Campbell 1992：247.

64　 Campbell 1992: 211 ﹐ Ginsel 1931: 100.

和正確的拼字樣本送交巴城和阿姆斯特丹大

會以備參考。翌年當局決定削減員額到十七

位，理由是學生耽於打獵、種田，無法逹到

培訓的要求。為解決這個問題，基本薪俸被

提高到可以自足的程度。為破除語言藩籬，

長官指定五位十到十四歲的本地男孩來學習

荷語，希望能增加到十三位。同時，要求巴

城派來更多識字的士兵。

與 巴 城 的 通 信 中， 嘉 隆（François Caron, 

1644-46）長官對此也多有抱怨。他指出大部

份受洗的原住民只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 64。他

懷疑，是否有人眞的理解荷蘭的基督教理念。

一六三六年三月，臺灣宗教評議會著手改善

此 一 問 題， 但 他 們 避 重 就 輕， 只 改 變 他 們

最容易掌握的部份。范布練牧師為教義問答

（Ordinarie Vraechstucken）附上一小篇註釋

以利教師教學。此時，一場瘟疫正肆虐全島，

范布練牧師利用在城中養病（熱病）的時刻

著手編輯。他與同樣罹病的巴苗士牧師，及

隨營牧師哈約翰，三人修正尤羅伯的信仰要

項（de vraegstucken van Junii）。一六四六

年八月，加上關於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幾篇指

導文，范布練牧師以問答形式集成了修訂版。

據范布練和哈約翰的意見，註釋並不能改善

此教義問答的品質，最好的方式是全部重寫。

尤羅伯的教義書得以流行一時，最後卻遭到

全盤修訂，有著更深刻的原因。傳教士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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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尤羅伯向阿姆斯特丹的中會和十七董事會抱怨臺灣的教會狀況，臺灣宗教評議會被迫自我

辯護，使沮喪的牧師發動反擊。此一事端餘波盪漾到一六五二年 65。

尤羅伯被控過度簡化基督教教條。他以新港語宣教並依本地人的要求修改了教義內容，將他

們的日常生活納入基督教規條中，試圖傳達基本的信仰原則：

祂會說：若汝設陷機捕鹿，祭予舌丶肝丶腎？祂會說：以熟米丶酒丶豬肉事予？

祂為何要這麼說？ 66 

以上片段顯示，他將崇拜偶像、獻祭一事比附於恩慈的上帝譴責酒與食物的奉獻。相反的，

他教他們行獵前需先禱告。同樣，針對墮胎風俗，將第六誡改為「汝不當殺人和墮胎」67。在

他的教義問答書還有其他例子：

第四十七問：亞當和夏娃如何僭越了神的話語？答：他們吃了田野最中央的蘋果。

第四十八間：他們吃了田野最中央的蘋果和其他水果後是否犯了大罪？答：是，

因為上帝說，這些是我的水果，田野周圍的水果可以盡情的吃。

地獄的想像被說成眞實的地方：

第二十三問：何處是惡魔的居所？答：在地下丶洞穴中。

第一百七十問：他們將和誰住在地獄裡？答：有罪和瀆神的人和惡魔同住於地獄

裡，受蜈蚣和蛇的噬咬。

一六四九年丶尤羅伯的教義問答全部被改寫，由根據一六一九年新教 Dordt 大會欽定的海德

堡信經所寫的新教條所取代。范布練牧師寫了前兩篇，哈約翰對基督教恩典的註釋構成第三

篇，倪但理（Daniel Gravius, 1647-51）牧師，總結最後改版，他並且為便利老人記憶．編

65　 Kuepers 1978: 29 － 31.

66　  Campbell 1992：331 － 336 詩篇第五十，十五節講道。

67　 賴永祥 196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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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內含三十九個問答的節縮本 68。哈約翰增補了五篇佈道詞，和「歷史問答」（Historische 

vraegstucken）以及 Aldegonde 的 Marnix 之問答 69。牧師候補阿勒豪夫（Hans Olhoff）編寫

九篇主要關於信仰的文章。巴苗士牧師以一百問的方式寫了禮拜日宣讀用的佈道詞。

他們清楚地強調正統教義，並且遵循荷蘭的宗教習慣，而亳不顧及當地人們的傳統和心態。

除內容的改變，還有一個決定性的不同。既然尤羅伯以當地語言宣教，牧師們就斧底抽薪，

將信條全部以荷文寫成，稍後再譯為新港語。事實上對范布練牧師來說，翻譯是極為困難的。

不只是因為他派駐於法包蘭超過兩年，巴苗士給長老的信中還說他完全不擅於語言 70。倪但理

牧師也一樣。藉一些語言學家的幫助，他翻譯了祈禱文，並修訂有關洗禮及婚禮儀式經文，

結果完全走了樣。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語言學家究竟是哪些人，但最可能是流利的使用本地語

言的探訪傳道和教師 71。

次 年， 華 雅 各 牧 師 完 成 了 法 包 蘭 地 區 的 所 有 教 材。 他 的 Leerstukken Ten gebruikke der 

schoolen van ‘t Favorlang district，由十八個部份組成，前十三個部份以雙語編成 72。包括主禱

文、信仰要項（Articles of Faith）、十誡和其他祈禱文。此外，並附有荷語—法包蘭語會話、

基督教教理、對主禱文和信仰要項的問答，受洗前的指引文（instruction）、五篇詩篇，這些

都是以荷蘭文寫成。73

從語言學上來說，新的教義問答書成為學校教育標準語言的權威性版本。Kuepers 氏質疑新

教義問答書的品質。他指出，這可能是不顧日常用法而依文法規則造出來的造作文章 74。在其

他地方，例如美洲，聖經和福音書的轉譯也有相同的情況。羅馬公教教士以拉丁文文法充作

68　 賴永祥 1964: 62 － 63.

69　 Ginsel 1931: 99，Marnix 和 Allegonde 的問答自一五九九年始，用於巴達維亞城。Groeneboer 1993: 43.

70　 Campbell 1992: 247.

71　 Kuepers 1978: 33 ﹐ Campbell 1992: 220, 226, 239, 243.

72　 Leerstukken en Preeken in de Favorlangsche Taal (Eiland Formosa). Vervaardigd door Jacobus Vertrecht, 

Afgedrukt naar een handschrift uit de zeventiende eeuw, toebehoorende a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88.

73　 賴永祥 1964: 64 ﹐ Groeneboer 1993: 

74　 Kuepers 197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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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語言的文法，而犯了種族中心主義的錯

誤 75。這是正確的歸因，但對新港及法包蘭這

些從未有書寫法的語言，為建立語言的標準

文法和形式，此一程序仍然不可或缺。為整

理原住民的語言，文法的探查指出一條明路。

以羅馬字母記錄聲韻可以用來找出尙未被發

現的文法結構。對文法的強調衍生自文藝復

興時期書寫語言的哲學觀，深繫於強調論述，

句法修詞丶邏輯結構的親念 76。

對尤羅伯傳教方式的最後反動，是要求終止

他在母國訓練教士的計畫。自尤羅伯返國後，

即以新港語教育預備派駐於臺灣的人員。

牧師們聲稱新港語只是福摩沙島上的方言之

一，尤羅伯的教材顒示他沒有深入的語言學

知識，甚而指控他根本沒有盡力地學習原住

民語言 77。在教會眼中，要維持學校運行，監

督住民的道德生活丶執行聖職，這些基本職

務，並不需要具備透徹的語言知識 78。此觀點

和干治士丶尤羅伯的時代大不相同。觀點的

轉變，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學校已展開似乎

75　 Street 1984: 69.

76　 Mignolo 1992: 317 他強調浸潤文字學意識形態的（letrados）傳教士以語言為工具的殖民化壓迫美洲本土的語言、

書寫法。

77　 尤羅伯曾帶此字典返國。

78　 Ginsel 1931: 101.

79　 一六四一年由於荷蘭佔領麻六甲致使大量葡語移入巴達維亞，巴城行政當局急迫地促使荷語成為公定語言。無法導

入殖民者的語言是一個弱點，但荷人社區本身卻越來越不願使用荷語和負起存續荷語於下一代的任務。荷蘭殖民地此時

是種族的熔爐。荷語政策部分是源於喪失文化認同的危機感。Groeneboer 1993: 50.

80　 Ginsel 1931: 103.

極有前途的荷語教育。教會擴張主義者無意

中促成了語言和權力的連結。

荷蘭語教育的推展

在島上推展荷語教育，是荷東印度公司在各

殖民地普遍推行的政策。雖然迄於一六四零

年代並未做任何當試，但與其他殖民地比較，

此地的荷語政策仍較為成功。比之於麻六甲、

巴城和錫蘭，福摩沙島上沒有像葡語或馬來

語這樣的共通語言的威脅。將荷語引入本島

的決策，和巴城方面當時對語言事務的想法

一致 79。

一六四三年五月九日，安東尼總督（Antonio 

van Diemen, 1636-45）指示馬利長官（Max-

imiliaen Lemaire, 1643-44）：「考慮引進荷

語。」80 馬利在十月十五日回覆道同意仿照葡

萄牙人在殖民地施行的政策。他註明福摩沙

沒有共通語言，況且，天主教士長久以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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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母國的語言 81。大員城日誌記載了北方兩

村落的情況：

金 包 里 社（Kimaurij） 來 的 那

些，無論長幼，都懂卡斯提爾

語， 三 貂 角（St。Jago） 來 的

那些，只慬一點點，因為他們的

傳教士會說他們的語言 82。

但繼任長官嘉隆認為此一計畫窒礙難行，提

案以將本地方言統合為兩到三種為目標 83。所

以，荷語的教育延至 Pieter Antonisz. Overt-

water 長官 (1646-49) 任內才發動。華雅各牧

師使用荷語學校基本教材（duijtsche school-

boekjens）， 推 動 了 荷 語 教 育 的 巨 輪 84。

一六四八年，荷語正式由官方引入臺灣。學

校的課程，與荷蘭內地習慣一樣，由早晨直

至中午，下午由兩點到四點鐘。強調荷式的

時間規制和紀律訓練，同時呈現了殖民當局

81　 葡人在摩鹿加群島的殖民使用馬來文作為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回教徒的圈子裡的歐洲商人，也說馬來語。

Groeneboer 1993: 

82　  DRII10/05/1644，Fol 305. 西班牙教會語言學的成果有：Jacinto Esquivel 編纂的《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 又譯有《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h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賴永祥 1990 I：144.

83　 Campbell 1992: 207.

84　 甘為霖提到，迄於一六五〇年，華雅各已在東印度服事了十七年。他在一六三二年八月抵達巴城，指派到蘇拉特、

安汶、班達群島。由於在其他殖民地荷語推展較成功，所以他較有經驗。Campbell 1992: 258 ﹐ Ginsel 1931: 61f.

85　 Campbell 1992: 236.

86　 Campbell 1992: 232.

87　 一六四七年尤羅伯獲准印刷他的 ABC 課本。Ginsel 指出，一六四七年五月，van der Lijn 總督送出兩箱印刷好的課

本到大員。一六四八年第二批船貨運到，且承諾運來更多的書。Ginsel 1931: 104 ﹐賴永祥 1964: 68。一六四八年，四

月’t Hoff van Seelandt 號抵達，帶一箱 ABC 課本，及其他教會和學校用書。一六五〇年十二月，De Overschied 號抵

將海外領土視同於國家財產的帝國主義心

態。我們得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教會和殖

民當局對引入荷語方面持續不斷的摩擦。

同年，臺灣宗教評議會致函要求阿姆斯特丹

中會提供三千本祈禱書、兩千本教義問答、

一千份約瑟的故事丶一千本詩歌集丶一千本

福音書丶五百本靑年之鏡丶五十本聖經史，

五十本虔誠的實踐。同信中，亦提及新港和

法包蘭地區荷語教育的成功 85。國內的十七董

事會，對寄送書籍到臺灣並不反對。從國內

輸出教科書丶教義問答等小冊子，提供了理

解荷語意義的門徑。荷語的引進，被解釋成

是作為意圖籠絡原住民歸順荷蘭的「政令媒

介語言」。Overtwater 長官在一封呈巴城當

局的信函中，讚揚原住民荷化的熱枕，他們

勤學荷語，改用荷文姓名、改穿荷式衣著 86。

一六五零年，陸續送到臺灣宗教評議會的教

科書，足供兩年之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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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把臺灣「荷蘭化」的過程，以近代觀念來說，就是同化政策。同化是「在同一地區，來

源各自分歧而繼承不同文化者，造就一種可獲致國族統一的最低底線文化相容性的過程。」88

同化（assimilation）常和涵化（acculturation）相混淆，涵化意指接受他群體的生活方式和

風俗，但並不包括認同他群體 89。兩種過程中，說寫語言由輸出者（荷蘭）到接受者（原住民）

的傳遞，是工具性的。無論同化或涵化，都在統治者的操弄之下。由傳教士的觀點出發，荷語

教育與政治控制手段無關，反而是教化原住民的捷徑。他們的目標是：在本島建立土生土長

的喀爾文教會。他們歡迎荷語政策，因為其舒緩了神職人員和適任教師的不足 90。到了一六五

零年代，荷語教育的實用面顯現了效果，大大有助於兒童的皈依和教化。但，如同教育從屬

於宗教目的，宗教教育也是附屬於實行荷語政策之一。在這個層面上，傳教士對語言的觀點，

和那些以共通語言杯葛殖民當局的殖民地並無二致。

聖經與字典

在教義問答書改編後的幾年間，教士在文字作品上豐富多產。被荷語教育的開展所鼓舞，教

士們奠下本土教會的基礎。由於聖經對歸正派教會的重要意義，教士們渴求讓學生以他們的

語言來瞭解聖經。

筆者定義為教士編其的語言文獻的「教會語言學」，在新港西北方發展的最為充分。在那裡傳

教士經歷了熟習語言、編纂教義問答書和字典的階段。接下來，是聖經的翻譯。三位牧師協

同探訪傳道投入了翻譯工作。哈約翰以馬太福音起頭，倪但理繼之成之，並附加聖約翰福音。

返國後出版一小冊子「Het Heylige Evangelium Matthei en Johannis ofte Hagnau Ka d’Ilig Ma-

tiktik, ka na sasoulat to Matth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zet in de Formosaan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 Sinkan, Bacloan, Tavokang en Tevorang.」現藏本僅存馬

太福音，以黑體字的荷文和拉丁字體的福摩沙文兩欄對照，存於萊登圖書館 91。一六五零年代

臺，運交兩箱教會、學校用書。Ginsel 1931: 104。據 Mac Leod，一六五〇年為初學者的需要，再要求供應五到六千本書。

賴永祥 1964: 68。

88　 Herskovitz 1958: 13.

89　 Shepherd 1993: 63.

90　 Campbell 1992: 242.

91　Het Heylige Evangelium Matthei en Johannis ofte Hagnau Ka d'Ilig 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o Mattheus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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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堡（Antonius Hambroeck, 1648-1661） 牧

師重譯了新版，但此版本下落不明 92。

巴 城 的 牧 師 Abraham Rogerius 主 張 編 纂 一

版荷屬殖民地內四種語言相對照的字典，他

的立論基礎是要統一新港語丶葡語丶馬來語

丶 荷 語 的 宗 教 教 育。 一 六 四 四 年， 巴 城 宗

教評議會和總督 Van Diemen 准許了他的提

案。計劃先自赤崁字典起，逐步擴編入馬來

語、葡語丶荷語丶新港語 93。一八四二年，

C. J. van der Vlis 以 Formosaansche Woor-

denlijst 為名出版存於烏特勒支大學的稿本。

在 Zamenspraken in het Formosaansch en 

Nederduitsch 的標題下內容包括一千個新荷

對照的字彙 94。

Johannes appa, Overgezet in de Formosaan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 Sinkan, Bacloan, 

Tavokang en Tevorang.（Amsterdam, Michiel Hartogh, 1661）175pp. 倪 但 理 譯 馬 太 福 音， 荷 人 H.Kern 在 萊 登 大

學圖書館發現，甘為霖牧師一八八八年重刊英譯本 The Gospel of St.Matthew in Formosa（Sincan dialect）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ch edited from Gravius’ edition of 1661（London,Trubner,1888）

92　 Ginsel 1931: 104.

93　 Groeneboer 1993: 

94　 Riess 認為此「Vocabularium Formosanum」即干治士和尤羅伯編的。

95　 Campbell 1992: 208, 212, 241, 244, 290, 295. 與新港的面積相比，法包蘭的地區大了一倍。加上疫病和人手短缺，

到一六五三年此地仍未有皈依者。

96　 Vervaardigd door Jac. Vertrecht, Afgedrukt naar een handschrift uit de zeventiende eeuw, toebehoorende 

a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42（124P）。 據

Van der Vlis 其在一八四二年巴達維亞出版的《巴達維亞學會學報》十八卷（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18de Deel） 以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nsche taal volgens een Handschrift in de Bibiliotheek der 

Utrecht Academie 為標題。

97　 W. R. Van Hoevell 在巴城的宗教評議會檔案庫發現之。賴永祥 1964: 64.

98　 Translated from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atavian Literary society. By W. H. Medhurst,Batavia, Printed at 

Parattan, 1840, 383 p.small 8 vo.

法包蘭地區的進展與新港不同，宣教活動的

進展和新語言政策的推行同時並行，重點從

推行荷語教育開始。當地住民的好亂性格，

導致有更進一步推展教育的必要 95。相對於

新港的教會語言學，沒有發現法包蘭語的聖

經 片 段， 卻 有 完 整 的 字 典， 繼 任 華 雅 各 的

哈 吉 伯 牧 師（Gilbertus Happart, 1649-53）

續 完 成 這 本 字 典 的 編 輯， 名 為《 虎 尾 語 字

典 》Woodenboek der Favorlangsche Taal, 

waarin het Favorlang’s voor het Duits achter 

gestalt is96。一八三九年，巴城的牧師發現此

一稿本 97，一八四零年，麥士嘉（W. H. Med-

hurst）牧師譯成英文後刊行於世，是為 Dic-

tionary of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 

Language98。一八九六年，甘為霖牧師又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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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編輯出版 99。在前言中甘牧師指出，字典所收的字彙，在很多方面與華雅各牧師的用法有差

異。這可能是由於華牧師駐於虎尾社，哈牧師駐於二林社（Takkais）所致 100。但也有另一種

可能，即哈吉伯也合併了范布練牧師所編的字典，後者與二林語（Tarrokayse）略有不同。由

字彙排列的順序來看，可判定新港語字典和虎尾語字典，都是為教士學習方便而設。包括雙

語會話在內的教義問答書，是用荷語傳授的，學校課程並不傳授學生如何使用字典。

三個語言區中，南部最不發逹。此地因不良天候和瘴厲流行而惡名遠播，荷人不喜居此。在

一六四五年到一六五一年間，熱衷於服事的阿肋豪夫，監管不下於七十個村落的南部地區。

之後，監管由司法官員和學校教師接手。一六五四年的蝗災造成嚴重飢荒，南部自此被棄置，

學校和教會經常在停擺狀態。

然而，南部地區的語言卻最為歧異。南路地方集會時有三種代表語言，即：Tapouliangse、

Parruanse、Tonghotavalse。Tapoliangse 也被稱為放索語，Parruanse 和 Tonghotavalse 各被

認為是排灣族和魯凱族的語言。除了尤羅伯編纂的放索語小字典外，尙末發現有其他南部語

的文獻 101。臺灣宗教評議會警覺的此情況，但只在荷蘭統治的尾聲才開始南部地區教會語言學

的努力。有人懷疑是否有以南部語譯成的教義問答書 102。

印刷機

一六五零年十月，荷蘭的十七董事會准許臺灣宗教評議會經阿姆斯特丹中會轉呈印刷新的教義

問答書（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之提案。依教士的希望，問答書應分為兩種版本，一

為純荷文本，一為新荷雙語對照本。教士們捲入了爭取印刷機的爭端，在說明他們的要求時，

他們為主流的教育方式感到難過，並觸及了本地語傳教重要性。

99　 Rev. WM Campbell, London: Kegan Paul, 1896.

100　 華雅各在一六五一年離職後，沒有人繼任於法包蘭地區。駐 Takkais 的哈吉伯牧師即接掌此兩地區的監管任務。

Campbell 1992: 271。

101　 Hans Olhoff 把尤羅伯的教義問答書譯成新港文，而非南部語。即 Fourmulier der vraegstuken D. Roberti Junii, 

gelijk in sommige dorrpen gevonden is .Vertaald in het Formosaasch door D.Hans Olhoff. Campbell 1992: 336 －

340.

102　 Kuepers 197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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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印刷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這是為了擺脫口頭教育的不穩定性，用以建立土生土長的

教會。口授的方式事倍功半。經常，一周的學校訓練要伴隨兩到三週的自習。等到下次學生

回來的時候，已忘得一乾二淨，以至於教師要從頭開始教起。相關的問題在於，每個教師實

行自己一套教法而從不考慮前任教師教學的方式。印刷品的功用在定置文字於紙上，並能大

量增進本地語的宗教教育內容的流暢度。此外，學校教師的數量可以減半。而如果必要，傳

教士可建議原住民以合理價格購入書本 103。

這個要求的另一個理由來自新教的本質。不像羅馬公教，新教極著重個人的閱讀和文字上的激

發。既然宗教教育限於背誦教義問答書，以本地語提供更實在精神食糧的需求自然就會產生。

傳教士對於學生一離開學校就迅速遺忘讀寫技能的情況，也感到非常惋惜 104。

同時，教士們也藉機表達他們對在母國付印新教義問答書的懷疑：

就算我們送回了我們在此所整理和預備的手稿，依然，當我們考慮到母國人民不

僅對福摩沙的語言相當不熟悉，而且多種方言當中相互間並沒有親緣關係，我們

不能期望任何離開此地返回本國的教士提供任何協助 105。

印刷機從未抵逹臺灣，這個要求太急進了。如果要在殖民地中安置印刷機，巴達維雅城應當優

先。文獻中，並清楚顯示這是來自荷蘭或巴城的反對。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一日，由阿姆斯特

丹中會回覆十七董事會的一封信函中贊同此一要求 106。然而，Ginsel 在註釋中，引述 Reinierz.

總督在一六五一年寄給 Versteegen 監察員和華堡 Nicholaes Verburch 長官 (1649-53) 的信件，

指出十七董事會並未批准 107。巴城影響此一決策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在提請要求同時，倪但理

牧師和 Verburch 長官捲入了關於漢人人頭稅執照的衝突事件 108。此處不擬詳談細節，但此事

件導致教士擺脫為官方服務的義務的關鍵性結果。倪但理牧師的聲名昭雪，長官則被嚴厲申

103　 Campbell 1992: 260

104　 Campbell 1992: 259

105　  Campbell 1992：261 可能指尤羅伯。既然他們全盤改寫了尤羅伯的教義書，他們當然擔心他干涉付印事宜。

106　 Campbell 1992: 269.

107　 Ginsel 1992: 107，因為日期不一致，所以有再調查的必要。

108　 Kuepers 197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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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又造成他引退。但自此之後，臺灣與巴

城方面對宗教事務的問題衝突不斷 109。筆者

認為，此中的原因，或許可以解釋成：殖民

當局警覺到福摩沙是唯一能夠成功殖入荷語

並發展為共同語言的貿易據點；印刷機會促

使其發展成脫離巴城的半獨立狀態，又可能

危及殖民式的荷語政策。

福爾摩沙語或荷蘭語？

歸正派教會在臺灣的最後十年，在教會事務

和是否推行統一荷語政策問題上，都是處於

與 巴 城 爭 執 的 狀 態 中。 一 六 五 二 年 起， 巴

城方面已不再信任臺灣宗教評議會 110。Ver-

burgh 長官的引退沒有改善兩者的關係，由

於他具備一六五四年視察全島經驗，對巴城

當局有相當的影響力 111。在他的慫恿下，巴

城方面不僅干預臺灣的教育方式，而且不採

用教士基於語言區的宣教計畫。在教會的教

109　 繼任的兩位長官對教士都較友善，但仍不能免除前長官華保在巴城所施加的影響力。

110　 一六五一年大員宗教評議會不經巴城宗教評議會允許，逕自任命牧師。Ginsel 1931: 75。大員宗教評議會隸屬於

巴城宗教評議會及阿姆斯特丹大會。Campbell 1992: 510.

111　 Cort Vertooch ende relaas over Formosa door Nicolaes Verburch ﹐ gewezen gouverneur ﹐ Batavia ﹐

10/03/1654 Campbell 1992: 292 － 97.

112　  倪但理和華亞各牧師在和華保的爭論中離職，瘟疫奪走了數條人命包括哈吉伯，所以一六五三年，全島剩下范堡

一名牧師。到一六五五年全島牧師達到八人此一最高數量。加上探訪傳道使及學校教師，神職人員首度達到合理的數目。

此紛爭捲入四位牧師，北部的烈奧拿 Leonadis 和安雅各 Ampringh，南部的克利夫 Cruyff 和新港的范堡 Hambroek。

Campbell 1992：301 ﹐ Ginsel 1931：104。除了新港的溫先 Wimsenius 牧師以外，其他都先經尤羅伯訓練過，馬修

士 Masius 牧師駐在西班牙統治的更北方地帶。甘比字 Campius 牧師，在西北的 Takkais 社，牟斯 Mus 牧師在諸羅山

（Tirosen）附近傳教 Campbell 1992：299.

113　 Kuepers 1978: 34.

理與儀式上，島內也分成以口語宣教的一派，

和堅持以荷語洗禮的一派。

一六五六年，傳教士在針對用何種語言教育

年長者的問題上發生分裂。福摩沙議會致函

於東印度總督與議員，謂：

我們知道許多教士並不全然同意

應當將基督教信條殖入臺灣基督

徒或原住民的心中的方式，有些

渴求以荷語，其他的則以福摩沙

語，完成此一任務。112 

接替倪但理、華雅各和哈吉柏的新一代牧

師，為宣教工作開啓了另一種標準。不像前

人，他們未先於城中受語言訓練而直接分發

駐地。對本地語的不熟悉，促使其偏好以荷

語教學。強調與荷蘭國內的習慣、正統信條

一致，更加強了這種傾向 113。為了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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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們被要求寫下他們對如何獲致同時能推

動荷語又能宣揚基督教信仰此解決之道的意

見。他們決定對年幼者施以荷語教育，年長

者施以本地語教育 114。

此一內部分裂，事實上是巴城當權者操縱的，

然後他們又一致回絕上述結論。巴城方面認

為教士們提出的雙語教學只不過是天方夜

譚 115。荷語還是沒有成為共通語言，但 Joan 

Maetsuycker (1653-78) 總督卻認定巴城當局

有干預神職事務上的權力。殖民當局偏好荷

語政策的壓力以另一個形式顯現出來：教學

方式的審査。迄於此時，宗教教育和培訓本

土教師都是一起進行的。巴城當局要將兩者

分開，要求臺灣宗教評議會啓用兩本在巴達

維亞城通行的短篇教義問答書，並籌畫在蕭

隴社設立神學校以培訓原住民 116。教士們認

為改用巴城版本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既然

在內容和篇幅上都差不多，何必要這麼做？

改變既有的教材會激起學生的不滿，重頭來

過，並不能改進教育品質。他們也不同意設

神學校於蕭隴，認為就使用新港語的密集度

114　 Campbell 1992: 301 ﹐ 305.

115　 Campbell 1992: 306.

116　 Cort begrijp der voornaemste hoofstucken der Christelijcker Religie ghestelt ; Vraghe ende antwoordischer 

wijse tot nut ened voordeel ter teere aencomende joinckheyt ende stichtinghe vragen en antwoorden , tot 

onderwijsinge dergeener , die hear eest willen begeven tot het gebruyck van der Heeren H, Avondmaal（1642）

Groeneboer 1993: 註 43。

117　 Campbell 1992: 311.

118　 Campbell 1992: 308.

119　 Groeneboer 1993: 375.

來說，設在麻豆更為適合。因烏要使學校順

利運行，使用新港語是不可或缺的 117。

臺灣教士在回應時指出，當局應該對固執的

推行荷語化政策所引發的事端負責。為平息

在殖民地的爭端，教士制訂了教育備忘錄

（Minute of Education），精確的規定宗教

教育的內容，和強調荷語的學校教育課程。

學生上午受新港語教育，下午受荷語教育。

之後，教義問答書也將以荷語教授。校規規

定，每日排定兩名學生提報那些在校學習時

不講荷語的學生 118。荷語教材是 Johannes 

Amos Comenius（1592 ～ 1670）編纂的《語

學 入 門 》Duerre off Portaal der Taalen。 不

幸，含有會話、習題、和生字的臺灣版已亡

佚了 119。

在孤兒和貧寒子弟中擇取流利背誦教義問

答 丶 善 於 書 寫、 記 憶 力 強 的 三 十 個 孩 子，

一六五九年仍在蕭隴開辦了神學校。在地點

之爭中，麻豆地處河流環抱中而被視為防止

逃學的天險。兩者顯示教士們要隔絕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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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灌輸純正基督教價值的意圖。這和同時期的天教教育有相似之處。

一六五九年的視察報告反映了島上中部和南部的教育實況 120。和一六四七年相比，讀寫教育推

廣及女孩丶成年男女。人數從一六四三年的八十人、一六四七年的三百二十二人，遞增到一干

零五十六人 121。教育對象除原有男性丶女性和兒童，擴張到年長者丶已婚和未婚成人。若不深

入質問其意義，大多數學生均能應對教義問答和背誦基督教信條 122。讀寫能力進展各校不同，

平均而言，讀的能力較寫的能力為廣泛，兒童較成人為佳 123。

審査報告沒有提及的教義書，是這兩冊：較大的一冊含有六十九條問答，用以教育年輕人；

較小的一冊以三十九條問答教育成人。一六五七年備忘錄明訂其為學校教材。事實上尤羅伯

的舊版教義問答書與 ABC 初級教材，有時仍繼續使用 124。一六五八年，范堡（Hambroek）牧

師以荷語註釋的大教義問答被送到巴城並急迫的要求以雙語付梓。出版范堡重譯的馬太和約翰

福音之請求被否決 125。直到一六六一年，在荷蘭出版了第一版雙語的 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ukipapatar-en-ata tmaeu’ug tou Sou Ka MAKKA-SIDEA,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Formosansche Tale126。次年，倪

但理牧師出版了馬太和約翰福音，可惜為時已晚，再也無法送達居民手中。

最後這幾年對語言和教育問題的關注，使巴城當局形成了更為具體的教育政策。首先，在宗

教教材上有更為劃一的傾向，引入巴城通行的教義問答書可為例證。其次，神學校的開辦符

120　 此報告書前篇是包括三個村落的法包蘭地區，由烈奧拿牧師監管，後篇是范堡、牟士、溫先所管理的新港語七村落，

沒有包括南部地區。村上 1972: 380。

121　 Ginsel 1931: 81，一六五八年，大目降社的人口和新港社融合了，可以解釋為何學生數目增加。

122　 Ginsel 1931: 102，包括主禱文、信經、十誡、日用祈禱文，據一六六四的決議 Resolution，教育並不重視對內容

的理解。

123　 賴永祥 1970: 102。

124　 村上 1972。

125　 Ginsel 1931: 106 Maetsuycker 總督較喜歡此版本，但十七人會否決了。

126　 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ukipapatar-en-ata tmaeu'ug tou Sou Ka MAKKA-SIDEA,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Formosansche Tale. 於一九三九年出

版 Gravius Formulary of Christanity in the Siraya language of Formosa edited by Erin Asai（Memoirs of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d,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4, No.1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記要第四卷第一號昭和十四年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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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局中斷北方及偏遠南方宗教活動，集中發展新港教會事務的方針。接著將多種本地語化

約為單一的新港語，並且加重荷語教育。此舉必致教士的強烈反彈。宣教策略立基於三種語

言區的劃分：新港語、虎尾語，及南部的放索語。宣教駐地的集中，意指將撤廢遠地駐站並

由其人員塡補新港空缺的員額 127，無異於將多年努力付之一炬，還潑了遠地教士一頭冷水。

關於南部的傳教策略，當局教會爭執最烈。巴城殖民行政當局認為南方學校校長應由司法官

員指派，單純施以公民教育，以協助荷蘭貿易為目標 128。福摩沙教會拒不放手，不但護住既有

地位，巴城當局與議會還同意南部的司法官員和教師要協助教士熟習南方語言 129。而在北部

的法包蘭地區，臺灣行政當局還不能保證巴城命令的貫徹。最後一位派駐臺灣的牧師閔得烈

（Gulielmus Vinderius, 1657-59）在任內逝世，由駐於虎尾的列奧拿（Joannes de Leonardis, 

1656-1662）牧師接替他 130。

漢人

討論至此，一直未提到的是另一個重要的移民族群：漢人。宣教工作為「教化」原住民所鼓舞，

因此並不汲汲於向漢人傳揚福音。干治士一六二八年記載道：

現在說到第三個種族，所謂漢人。我們的人迄今還未關注任何他們的精神福祉；

但我眞的認為，如果我人眞的關注到他們身上，恐怕也很難收效。131 

由於漢人並未攜家帶眷來臺，傳教起來相當麻煩。在荷蘭統治的時期，漢人社群數度變遷。

荷人初抵時，多是商人、漁民丶和海盜。一六三零年代以來，南方各省如廣東福建的移民漸增，

這些漢人是兩三年後即返鄉的契約勞工。和本地女性基督徒同居的漢人，通常是商人，也必

須要表現足夠的虔信。如果他們有孩子，他就必須負擔老婆孩子的生活 132。由於貿易、行政與

127　 Ginsel 1931: 105.

128　 Kuepers 1978: 41.

129　 Campbell 1992: 313.

130　 Campbell 1992: 317.

131　  Campbell 1992：91.

132　 Campbell 199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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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得教士和漢人產生接觸。例如教士

以信用貸款的方式出售獵照給漢人，雇用漢

人來耕種稻田與蔗田 133。比起原住民，漢人

是更有技巧的農民丶更勤勉的工人。但當原

住民完全順從荷人統治時，漢人卻發現荷人

的管理和他們的傳統方式不相合。對抽稅和

勞力剝削怨聲載道。比起原住民的待遇，漢

人被視為廉價勞動力和稅基。一六四零年後，

當局以免除女性和家人稅款，鼓勵漢人永久

定居。然而，積恨終於導致一六五二年的叛

亂。「靠著兩千名福摩沙基督徒的支持」，

荷人平定了這次叛亂，維持了支配地位 134。

靠著社商和通譯，漢人和荷蘭人相互溝通。

中文文獻記載大員地區有操數種本地語的漢

族商人 135。他們的語言能力對荷人與原住民

的談判很有助益。因此，公司雇用漢人當通

譯。另外，在通譯傳逹訊息給村落頭人時，

社商則被視為「諮詢者」予以協助。但通譯

則直接向荷方回報。常用遠東商務通行的馬

來語丶葡語來溝通 136，也不排除使用日語的

133　 Shepherd 1993: 88 除耕田、打獵、原漢貿易和漁業外，漢人也在赤崁和大員市場做零售商或泥水匠。

134　 Campbell 1992: 289.

135　 Blussé 1984: 70, 72, 77.

136　 Thompson 1964: 176 － 177 ﹐ Boxer 1941: 415.

137　 一六三〇年代，François Caron 曾在日本從商，在被任命為長官前還在幾個場合中擔任通譯。（DRI fol 440: 25）

由於中日間海盜貿易猖獗，日語也被當作另一種通行語言。

138　 Campbell 1992: 282.

139　 Campbell 1992: 274 F99.

140　 Shepherd 1993: 82 為增加公司收益，一六四四年引入鹿皮專賣系統。中國商人可標買屬於公司的一社或多社的

鹿皮一年份收購權，期滿付費給公司。他們肆無忌憚的剝削引發原住民積怨在心。

可能性 137。

一六四四年成立了以三名漢人、四名荷人組

成的委員會，處理涉及雙方事宜。涉及漢人

社群的文件和記錄，都譯成雙語的文書 138。

例如：在倪但理牧師和長官華堡的長官糾紛

中，長官以雙語的佈告指控牧師非法收受人

頭稅。

殖民行政當局也為原住民的利益保障其免受

漢人侵耕土地。由於增加稅目，漢人便把他

們的痛苦轉嫁到原住民身上。一六五一年，

為了使原住民免於被漢人欺騙，允許他們獲

得樸社權得在本社外出售鹿皮 139。Shepherd

認為，面對急速擴增的漢人社群，荷人警覺

到拉攏原住民的必要性 140。

荷方行政官員對本地語和漢語一無所知，使

漢人通譯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們不但處理本

地漢人社群的事務，也和海峽對面的帝國官

員協商。最精於此道即是斌官（何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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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治最後十年，他周旋於荷人和大陸沿岸商

人之間。這些商人同時也是強勢的海盜，壟

斷沿岸貿易，還握有的官方武力。公司一開

始就不得不認可他們的實際勢力。

受雇於公司的同時，斌官也效命於國姓爺。

當長官發現他侵吞公款後，他被訓誡，然後

投奔國姓爺。明清之際政治板蕩，一六六一

年國姓爺由廈門襲臺，攻占臺灣。一六六二

年二月荷人投降，揆一長官和國姓互換雙語

的條約 141。

國姓爺對荷蘭教士丶教師丶和臺灣的原住民

基督徒非常嚴苛。在武裝完備和壓倒性的兵

力下，臺灣本土的抵抗並未持久，原住民的

頭人就像接受荷人的禮物一樣接受了鄭方的

禮物。所有的教士都被驅離，而至少有四位

死於嚴刑拷打。為何國姓爺如此強烈的壓

制基督徒？ Philips 認為是由於其父一官是

受洗的天主教徒之故，所以鄭氏與廈門西班

牙多明我會關係良好 142。以致有些研究論斷

鄭氏惡待荷人，是因為荷蘭人屬於歸正派教

會 143。

141　 荷方交給鄭方的版本有十八條，鄭方交給荷方則有十六條。兩個版本均用荷文寫成。一九〇三年官方版以十八條

英文版刊行，隨後一九五五年出版漢文版。十六條的那個版本直到江樹生一九九〇年在海牙發現。 

142　 Phillips 1885，引自賴 I 1990: 150 國姓爺邀請 Riccio 神父訪問臺灣。多明我會的人發現原住民任有信仰基督教者。

有兩名傳教士在一六七三和一六九四準備來臺但均未成行。

143　 Tong 1970: 20 ﹐ Raber 1978: 23.

144　 此報告的日期是一七一五及一七二〇年。

145　 廖 1951a: 152 ﹐ Hsien 1967: 145。

國姓爺數月後逝世，子鄭經繼位。除了十八

世紀早期幾位天主教教士來訪外，漢族的統

治者不讓外國傳教士進入此島。據法蘭西耶

穌會教士 de Mailla 神父和 Du Halde 分別在

一七一五年，一七二零年訪問臺灣的記載，

都提到他們遇到一些還能說丶能讀荷文的原

住民，甚至保有荷文聖經的片段 144。這事實

被不適當的詮釋為基督教對臺灣深入影響的

證據 145。在結論我會嘗試說明此一影響的歷

史價值是更為實質性的。這些訪客的發現僅

是荷蘭統治時期更深層轉型過程的象徵記號

（symbolic Markers）。

遺產：原住民的讀寫能力

鄭氏統治的時期（1662 ～ 1683），漢人傳統

被移植到臺灣。鄭氏設置民政機關，指派一

府二縣首長。由荷人手中繼承的稅務體系，

調整為漢人的方式。在原住民中造就御用精

英有利於統治，鄭氏當局開設學校並以傳授

中國經典推動文化變遷。為鼓勵學習，學生

可以免除勞役。還有另一個理由可說明急於

推展對原住民教育的原因。紅毛字引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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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關心。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刊行高拱乾修《臺灣府志》卷之七風土志．土番風俗

記載：

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

左字右，非直行也，今向化者，設孰師，令番子弟從學，漸沐於詩書禮樂之教

云。146

之後的文獻還記載了原住民能夠計算稅款丶糧穀數目，編纂記錄文書。漢人對荷蘭文具甚感

驚訝：

紅毛字不用筆，削鵝毛管為鴉嘴，銳其末，揭之如撬，注墨瀋於筒，湛而書之。147

乾隆六年（1741），劉良壁《重修臺灣府志》之六，風俗：

從前各社中，有習紅毛字者，以鵝毛管，醮墨橫書，自左至右，為之教冊，社中

出入籍簿，皆經其手，今則簿籍，皆用漢字。148

可見清政府教化原住民，也是為了以中國文字取代所謂紅毛的文字。

乙未割臺後，日本總督府對原住民的歷史與語言進行了豐富的考察。日本學者和西方傳教士合

作收集所謂「番字契」，逐步判讀其內容 149。現存的番字契最早可溯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之一件麻豆文書，最晚為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番字契是原住民關於土地租借、買

賣丶金錢方面的記錄文書。語言型式上，有純羅馬字體的單語文書，也有番漢對照的雙語文

書，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在一九三三年匯編了《新港文書》150，所載文書皆以新港語寫成。迄

今尙未發現使用法包蘭語的文書，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法包蘭地區以獵場為主，因此少有開

146　  宋文薰 1951：23。

147　 宋文薰 1951：23 ﹐村上直次郎 1933：。

148　  宋文薰 1951：23 ﹐ Shepherd 1993：369。

149　 翁佳音 1990: 143。

150　 村上直次郎 1933: 新港文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記要第二卷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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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土地方面的契約文書。根據考證，最早的文書並非出現於荷蘭時期，因而無法論斷那時是

否有此類文書的使用。但由前述開放璞社權於原住民的事件或許可以推論，文書的使用在那

時就已開始了。

這些文書表逹了兩種現象：首先，筆者同意這是聚落交替假說（displacement scenario）的反

證，亦即並非十、七八世紀漢族移民潮，瓦解了部落生活並將殘餘原住民趕入山中 151。其次，

文書突顯了書寫可以作為行使權力手段的重要性。不過，這一點不宜過於強調。書寫能力確

保了原住民先於漢人的權利 152，保持了他們的社會地位。Shepherd 認為依據清政府採取孟子

的立場看來，「衣食而後知榮辱」，要維持安定、廣佈文明、保證順服，就要保障生計。因

此對於原住民地權的保障是中央政府維持邊疆穩定的策略，而非由認同原住民的權利而來。

筆者要再加以補充，這些原住民識字者雖然只占很小的比例，且大部份是土生的教師，仍然

能迫使中國當局將原住民的意向納入考慮，應當在這樣的脈絡中來評價教會語言學的成就。

在此，讀寫識字能力發揮了政治作用，增強了歸正派教會催生的本土認同，而在荷人撤走後，

扮演著對抗漢族擴張的角色。可以這麼說：原住民寫下自己語言的同時，荷人也部份的為他

們族群意識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直到十九世紀初，原住民仍以羅馬字書寫土地方面的契約，說明了他們與漢族對手相異的自

我認同。甚至，可以認為荷人將西方有系統的讀寫識字能力，成功的傳遞到原住民的文化中，

以致於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外來」的產物。當然，由於荷人的生活範圍集中於西南部，荷蘭

文化在西南方的核心地區最為強勢。那裡的原住民長期處於荷蘭的統治下，荷式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的影響力。獵頭習俗絕跡，家庭生活的模式也被改變 153。

然而，面對漢化教育的強大壓力，本土語言無法擴展到較大的規模。許多原住民蓄起了辮子，

開始學習漢語。儘管仍有一七六三年採錄的《下淡水社寄語》，原住民的書寫能力，已經一

151　 Shepherd 1993: 2，第九章 .

152　 Shepherd 1993: 306.

153　 Shepherd 1993: 81 透過農業技術的改進，荷人嘗試擴張由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所提供的男性勞動力，設置父權

制的家庭。原住民的性別分工是由老人和女人負責農務，年輕男人負責狩獵和戰爭，不符合喀爾文教的性別角色觀念。

男性可擔任教師又是一新的性別角色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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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如一代，漸漸退化到只能寫簡單用語的

地步 154。這也許說明了「番仔契、新港文書」

只流傳到十九世紀初，以及雙語部份番漢語

內容常不一致的原因。

比起其它荷蘭文化的象徵記號，羅馬字拼音

書寫法流傳的時間最久。自十八世紀以來，

荷蘭風俗的影響漸漸模糊了，繼起的中國風

物享有更高的威望 155。換言之，與支配文化

的互動，使原住民再度重新劃定他們的文化

疆界，刻劃在文化變遷的過程中。所以新港

文書不只是荷蘭早先引入識字能力展示，也

是原住民對抗漢人尋求自我定位時具對照性

意義的區別性象徵記號。

結論

荷治時期與後來的臺灣歷史之間的關係，一

時還難以定位。傳教士與殖民行政官員、商

人，共同組成將無文字之臺灣社會轉型的第

一批人馬。由於他們的熱忱與辛勞，奠定了

臺灣本土基督教會的基礎。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他們編纂字典，將新教的信條譯成本地

語言，並進而影響了原住民的生活。在他們

的努力下，原住民方言的分類、文法之結構

得以建立。以教義問答為主的宗教教育，促

154　 村上直次郎 1933: ii-iii。

155　 Shepherd 1993: 379，例如黑色的喪服，以荷蘭錢幣來化妝，替代珠寶裝飾，以羅馬字體紋身。臺灣中部的一些

部落以荷蘭人肖像裝飾房屋的門。

成原住民尊重秩序與權威。在新教傳統裡，

學校教育強調以本地母語來訓練讀寫能力，

但荷蘭治台的後半期，卻企圖引進荷語當共

同語。隨著殖民擴張，政教間的利害衝突浮

現檯面，往往以犧牲宣教事工為收場。宣教

事工雖由東印度公司幫助而順利發展，有時

卻也受到它的阻礙。荷蘭人在臺灣並未開創

出荷語人口的喀爾文教會，卻提供原住民用

鵝毛筆和紙張來寫自己的想法。就歷史意義

來說，這種能力的彰顯，遠比其是否還殘存

到今日，更為重要。

※ 本 文 轉 載 自《 臺 北 文 獻 》 第 125 期， 頁 81-

120，199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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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蕃語講習」制度。理蕃警察是日本時代固有的警

察，是「理蕃政策」的執行者。理蕃政策是指臺灣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對特別行政區「蕃地」1

之「蕃人」（臺灣原住民）2 所研擬與實施的特別法規與政策的總稱。

日本從一八九五年起統治臺灣，無論漢語系語言或原住民的南島語系語言，皆與日本琉球語

系語言（Japanese-Ryukyuan languages）不同。一方面，於口說上，日方因為缺乏精通臺灣

各種語言的人才，3 以致從日本派來的殖民官僚必須透過口譯者進行雙重囗譯才能與臺居民進

行言語上的溝通；另一方面，因為兩地的書寫均有漢文字之故，日方與臺灣的漢人居民還可

以以「漢文」：中文的古文溝通，但原住民居民則由於其無文字的傳統，只有透過通嘵雙語（以

上）語言者的囗譯一途。滿清時代的臺灣，在官衙和番社之間負責囗譯的人是「通事」，但

臺灣總督府認為通事過於支持蕃社且對總督府不夠忠實，因此改採取策略為：一、在警察等

負責理蕃政策的官員中培養通曉蕃語者；二、試圖將通事撤換成日本「內地人」的通譯 4；三、

培養通曉日語的當地人官員。也就是說，臺灣總督府試圖藉由控制翻譯者來加強其統治能力。

其中第一個制度為「通譯兼掌」制度，它是讓官員（含警察）兼任口譯，發放「手當」（加薪）

的制度。

有關在臺日本官員學習當地語言的相關研究，針對「福建話」（閩南語／ Holo 語）方面，有

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教育〉（1992）5、篠原正巳《日本人と臺灣語》（1999）6、冨田

哲〈統治者が被統治者の言語を學ぶということ——日本統治初期臺灣での臺語學習——〉

1　 「蕃地」的範圍是在清國時代未納入統治，清國一八九五年依馬關條約將臺灣及澎湖的統治權讓日本之後，由日本

所設的臺灣總督府掌管之地域，其主要的部分是臺灣山區及蘭嶼等地。

2　 臺灣原住民是指從臺灣荷藺時代以前居住於臺灣的南島語系各民之總稱，在清國時代之前中文文獻中稱之「番」，

日本時代則改為「蕃」字。雖然「蕃」或「番」具有歧視之意味，但是本論文在述歷事實時，基本上延用歷史文獻的用語，

是為了免造成時代的交錯混淆及用語的混亂，也有反映當時對臺灣原住民的政策的目的。

3　 包含「holo 語」（或閔南語／臺語，當時稱呼係「福建語」），「客語」（或客家話，當時稱呼係「廣東語」。依

及臺灣原住民各語言。本論文在敘述歷文獻時為免用語之混淆，使用用文獻上的用語。

4　 本論文所述的「內地人」指戰後的日本領土（含沖繩縣）出身者，他們具有「內地籍」，與「臺灣籍」所有者有別。

5　 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教育〉，《臺灣風物》第 42 卷第 3 期 (1992 年 9 月 )，頁 49-84。

6　 篠原正巳：《日本人と臺灣語》（東京市：海風書店，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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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7、黄文雄〈拓殖大學臺灣語教師考〉（2001）8、〈臺灣總督府の「種族」・言語認

識——日本統治初期の人口センサス・戶口調查・通譯兼掌手當〉（2007）9 等研究。但在原

住民語言的部分，目前研究很少，僅有三尾祐子〈「蕃語編纂方針」から見た日本統治初期

における臺灣原住民語調查〉（2009）10、石丸雅邦〈理蕃警察蕃語教材的研究〉（2011）11、

〈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警察通譯兼掌制度〉（2011）12。三尾祐子（2009）主要

探討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的撫墾署依「蕃語編纂方針」所編輯的蕃語集。石丸雅邦〈從「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警察通譯兼掌制度〉探討總督府今理蕃警察兼任臺灣原住民語言和

日語口譯的制度，石丸雅邦〈理蕃警察蕃語教材的研究〉探討理蕃警察為學習臺灣原住民語

言所使用的課本。

本論文主要探討「蕃語講習」，「講習」指研習或研習營的意思，因此「蕃語講習」是針對

理蕃職員的臺灣原住民語言研習，是「蕃語」訓練。臺灣總督府向其官吏實施語言訓練，鼓

勵警察學習常地語言，透過考試來檢定其語言能力・這種檢定有助於其未來升等。

本論文首先將定位日本時代在臺灣被施行的警察「講習」制度中的蕃語訓練，其次探討蕃語

講習制度，尤其關注於理蕃警察職員上「蕃語」講習的教育設備「蕃語講習所」。

在史料運用上，使用臺灣總督府出版的理蕃公文記錄—《理蕃誌稿》 ；總督府為理蕃警察發

行的雜誌——《理蕃の友》；日治時期警察史的記錄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臺

灣の警察》 等刊物；井上伊之助等「理蕃警察職員」所留下的日記《臺灣山地傳道記》（1960）

7　 冨田哲：〈統治者が被統治者の言語を學ぶということ——日本統治初期臺灣での臺灣語學習——〉《殖民地教育

史研究年報》第 3 期（2000 年 11 月），頁 6-21。

8　 黄文雄：〈拓殖大學臺灣語教師考〉，《拓殖大學百年史研究》第 7 期（2001 年 6 月），頁 35-45。

9　 冨田哲：〈臺灣總督府の「種族」・言語認識——日本統治初期の人口センサス・戶口調査・通譯兼掌手當〉，收

於崔吉城、原田環編：《植民地の朝鮮と臺灣：歴史．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束京市：第一書房，2007 年），頁 115-

148。

10　 三尾祐子：〈「蕃語編纂方針」から見た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臺灣原住民語調査〉，《日本臺灣學會報》第 11

期（2009 年 5 月），頁 115-175。

11　 石丸雅邦：〈理蕃警察語教材的研究〉，《臺灣語文研究》第 6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1-49。

12　 石丸雅邦：〈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察通譯兼掌制度〉，收於國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市：國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 年），頁 26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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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記錄。其中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 一書，由「生蕃記」「蕃社之黎明」「雜記」「臺

灣相關來信」等四部構成，除了井上伊之助日記之外，還有他與內村鑑三等人來往的信函等。

井上伊之助日記記載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該書不包含《理蕃誌稿》等史料未記載的豐富資料，他所赴任的新竹州本身在蕃語講習方面

有相當突出表現，如新竹州完成泰雅語辭典，發行泰雅語週報，在角板山及十八兒（シバジイ）

等地設有蕃語講習所。 人物方面除了井上伊之助之外，還有身為泰雅族人擔任講師的「ヤュ

ッ・べリヤ」（Yayutsu Beriya），以及精通泰雅語的警察緒方正基等人物，因此特別關注此地，

本論文則舉他們兩位作為蕃語講所講師之例子。

一、在警察訓練制度中的「蕃語講習」

（一）警察講習制度之種類

1、初次任職訓練

關於臺灣警察的訓練，若是巡查以上階級，理蕃警察與平地工作的警察之間沒有差異，僅在

蕃地在巡查之下有「警手」，他和巡查以上階級的訓練有些不同。13

警察訓練被分為兩種，一是剛被錄取時接受的「初任教養」（初次任職訓練），二為在職者

接受的「補充教養」（補充訓練）。初次任職訓練是巡查以上的警察在專門機關接受訓練。

臺灣總督府給針對警察實施初任訓練的機關有兩種，一個是屬於臺灣總督府的「臺灣總督府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簡稱為「練習所」），另外一種是屬於各州廳的「巡查教習所」（簡

稱為「教習所」）。在練習所受訓者叫「練習生」，在教習所受訓者叫「教習生」。14

13　 警手勢原有的隘勇制度一九二０年起全面改為警手制度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地 5 卷，

頁 348。警手原本工作內容是如當巡查助手角色：勤務兵、汲水、收集柴火、寄送交通物品等，但漸漸地與巡查一樣工

作內容了。鷲巢敦哉：＜甲乙種巡查採用試驗の實際と受驗の要訣＞，收於中島利郎、吉原丈司編：《鷲巢敦哉著作集》（東

京市：綠蔭書房，2000 年）別冊，頁 62-63。關於警察階級及訓練制度，筆者在博士論文等論文探討過。請參照：石丸雅邦：

「臺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從理蕃警察組成探討蕃人警察

地位＞，收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三集（新北市：稻香出版社，2010 年），

頁 129-182。

1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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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所是臺北縣警部長的田中坤六和臺中縣警部長有川貞壽於一八九六年八月發案成立，15 其

組織如表一所示：

表一：練習所職員配置定員表（一九三一年）
資料出處：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2、115。筆者製表。

練習所所長由警務局長兼任。此外並邀請法院法官（判官）、檢察官、學校教授、府技師等

擔任講師。16 課程分為甲乙兩科。

練習所甲科是培訓警部或警部補等幹部，選拔條件如下：

（1）在臺灣從事警察實務一年以上。

（2）身心強健，素行善良。

（3）選拔考試及格：中學校學科程度及臺灣本島語。

練習所受訓時間是一年。甲科練習生完成甲科課程後，依照文官任用令能獲得中學校程度學

校畢業資格。這是擔任判任文官所需要的資格，經獲得此資格的甲科練習生可在地方政府擔

任幹部。17

練習所乙科是培訓甲種巡查。其科目有：教育（訓育）、法學通論、警察法、經濟及思想、刑法、

15　 ＜臺灣警察四０年＞，《臺灣警察時報》，引用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臺灣と沖繩》（沖繩縣：沖繩あき書房，

1990 年），頁 139。

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2、115。

17　 同前註，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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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犯罪偵查、臺灣情況、蕃地警察、高等警察、傳染病及法醫學、公文作成法、辦公

用論（執務要論）、保甲制度，衛生警察、本島語、獸畜衛生、指紋法、急救療法、檢查禮儀、

操練、武藝、施繩法等，受訓時間是二十週。

在臺灣每月舉辦一次從志願者選拔練習生的考試。另外每年練習所教師被派到內地各府縣進

行招生兩三次。經濟不景氣導致一九三一年時志願者人數暴增。18

乙種巡查在巡查教習所受訓。教習所在各州廳皆有，所長由警務課長擔任，教官則為警視、

警部或警部補。訓練對象是準乙種巡查，內容是職務上需要的學術科。教習期間兩個月以上。

日治後期（1931 年左右）後，教習所的授課委託給練習所執行。19

在各所受訓期間可被視為正常上班，一九一〇年起，就讀「練習所」的練習生得領通譯兼掌

津貼。20 因為甲科生是現職者請假來上課，故可以領本薪。乙科生部分，擔任乙科生等同被任

命為總督府巡查因此可領初次任職的薪金。另外，內地人的乙科生每月可領加薪十六圓。教

習生也同樣情形，領初次任職的薪金。21 其情形是如表二所示：

表 2：受訓中的工資
資料出處：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16。

警手則並無初次任職訓練，如沖繩八重山群島竹富島出身，在霧社、高雄州旗山郡蚊子只

（magatsun）等地工作的西盛佳美，他當初在臺中州能高郡被錄取為警手，並無受初次任訓

18　 同前註，頁 116。

19　 同前註，頁 116。

2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926。

2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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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直接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被派到ス—ク（suuku）駐在所開始工作。22

2、補充訓練

關於補充訓練，「州廳察官吏教養規程」規定現任警察訓綀，其內容分為「一般教養」（一

般訓練）及「特殊教養」（特殊訓練）。一般訓綀是巡查每天必須接受的「講習」（授課），

其內容為：一小時以上的學科或術科。在警察官署所在地上班者（所謂的「內勤」），每天

早上檢查訓授之後接受一小時講習，另外下午下班前一小時做「武藝」（武術）。在村落上

班者（所謂的「外勤」）則採自修方式。一小時的講習被算入上班時間，為了實施講習，警

察得比一般官吏早一小時上班。23 理蕃警察則屬於後者，故他們補充訓練均自修。

特殊教養又被分類為「新任教養」（新任訓練）和「特科教養」（特科訓練）兩種。新任訓

練是針對完成練習所或教習所課程的新任巡查實施實務訓練，其期間在一個月以上。

特科訓練是針對警察官吏關於一般或特定事項實施。州廳、練習所、警務局等單位各自規劃各

種教養計畫。一九三一年有教養主任講習、本島語及蕃語講習、衛生講習、保安講習、刑事警

察講習、刑事鑑別講習、高等警察講習、巡查部長講習、蕃地醫務講習、蕃童教育擔任者講習、

授產講習、速記講習等。此外，每年少數現任巡查並接受去練習所或教習所進修。24

為了提高施政品質，當局常舉辦講習會。因為理蕃警察角色多元，其工作內容多樣，因此講

習會種類也很多種，如蕃地指導農園擔任者講習會（1937 年 2 月日至 3 月 26 日）25、教育研

究會等。教育研究會次數很多，「視學」（當時的教育長官）也常參加。教育研究會之舉行

是自願性的，依《理蕃之友》內容，理蕃當局並未要求提出關於教育研究會之報告。26

22　 西盛佳美：《私の步んだ道》（沖繩縣：西盛佳美，1988 年），頁 50-59。關於西盛佳美，筆者已經探討過，請參照：

石丸雅邦：「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國

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會議廳，2010 年 8 月 27 日）。

2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20。

24　 同前註，頁 120-121。

25　 理蕃の友：＜蕃地指導農園擔任者講習會＞，《理蕃の友》第 6 卷第 3 期（1935 年 3 月），頁 12。

26　 橫尾生：＜教育研究會に付て＞，《理蕃の友》第 6 卷第 3 期（1935 年 3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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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幹部仍有特別的訓練，每年選拔優秀的警部補二十名組成團體，大約一個月到內地各府

縣及朝鮮等地進行事務視察。另外總督府每年透過考試選拔八名派遣到內務省警察講習所接

受高級訓練。27 警部及警部補以入所為由的休假日數特別多，可能是此一制度所造成。此種視

察其實除了訓練意義之外，還有給業績優秀者獎勵的用意。

（二）警察語言講習制度的變遷

針對巡查的講習，領臺初期並沒有由總督府設法條加以實施。相對的地方縣廳比較早，其中有

領臺第二年即一八九七年時月臺南縣發布的「巡查講習概則」，講習內容是「操銃」、「擊劍」、

「臺灣語」三科。28「臺灣語」演習時間是每堂一小時以上，一個月十次以上，29 每年兩次對講

習會員實施考試，依其結果製作每個考生的「試驗成績考科表」，將它交給縣廳警部長，30 警

部長則依試驗成績考科表判別該考生的等級，其等級是從一級到五級。31

一八九九年九月臺中縣發布「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32 它規定講習是工作的一部分，講習

對象是警部、土語通譯兼掌者、以及三十歲以上之的志願巡查。33 講習場所是辯務署及警察官

吏派出所，34 講習係（教官）是由辯務署長從職員中任命，依情形本島人擔任補助（助教）。35

講習科目是（一）會話、（二）翻譯及作文、（三）工作上需要的「熟語」（idiom）。36 講

習時間每天兩小時，37 講習期間是一年。38 講習生每兩個月接受考試一次，講習結束時考修業試

2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121。

28　 依「巡查講習概則第 3 條」。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714。

29　 依「巡查講習概則第 5 條」。同前註。

30　 依「巡查講習概則第 3 條」。同前註。

31　 依「巡查講習概則第 3 條」。同前註。

32　 依訓令第 90 號。同前註，頁 916。

33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1 條。同前註，頁 916。

34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2 條。同前註。

35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3 條。同前註，頁 917。

36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4 條。同前註。

37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5 條。同前註。

38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7 條。同前註。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與自我】 － 47

驗。39 講習費用是講習生自己負擔。40

總督府實施臺灣當地語言講習比地方政府晚許多，遲至一九〇四年十一月才發布「警察官吏

學術講習規定」，41 制定該規定的理由是：

「尤其土語及國語的講習是最緊急的，實際上在有些地方廳設置規定，但至今並

未所有的廳實施該規定，因此通過各廳設置該遵守的規定，厲行之，是在警察事

務的發展上不可缺少的」42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講習內容是土語（即臺灣本島語言）或國語（日語）、法

令及例規、武術及施繩法、外國語其他在職務上必要事項等。43 講習是由警務課及支廳的講師、

助教或助手來負責，講師由判任官以上的官員擔任，助教由巡查擔任，助手則由巡查捕擔任，

均由廳長任命。44

講習時間每天一小時以上，一小時以內的話仍可以算在工作時間。45 在廳或支廳所在地之外的

地方工作者（則「外勤」）是為「點檢」或「訓授」，召集於廳或支廳所在地時進行講習，

之外的時間各自進行講習。46 47 巡查及巡查補每年六月和十二月兩次受試驗（考試），被作為「考

查」（考績）的參考資料。48 一九〇六年八月四日民政長官發布通達，命令學術講習試驗的結

39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8 條。同前註。

40　 依臺灣官吏土語講習規程第 15 條。同前註。

4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714-715。

42　 原文為：「….. 殊に土語及囯語の講習に就ては最も急要とする処に有之現に地方庁に於ては之が規定を設け之を

励行するは警察事務の発達上缺くべからざる…..」。同前註。

43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1 條。同前註。

44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2 條。同前註。

45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3 條。同前註。

46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4 條。同前註。

47　 外勤者在各地派出所、駐在所、及警察官署工作。相對地，在廳或支廳所在地的警察本署工作者稱為內勤，主要內

容是庶務：記錄、會計、統計等，後者是治安等，其他：刑事、防止犯罪、高等特務、翻譯、武術教師、指紋、攝影、速記、

法庭、車站管制等。因為統治不同民族的緣故，臺灣警察服務內容與內地警察之間有差異，臺灣警察仍有警備、巡邏（警

邏）、戶口實際狀態調查、保甲監督、臨檢、視察等。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の警察》，頁 98-99。

48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5 條。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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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須下月十號前向警察本署提出，其成績備分為甲、乙、丙。49 因為外勤者是自行進行講習，

並非跟從專門的講師學習，所以其效果是可疑的。這些講習的效果影響到考績，所以對外勤

者而言升等相當不利。

「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的施行規定是由各廳自己制定，它比「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

還詳細，如在一九〇五年臺中廳所制定的「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施行細則」中，

規定在廳警務課支廳具備講習日誌、「出席簿」（出席記錄表）、相關講習的「書類編」（文

件）50，在講習日誌中必須記載講習日期、講習科目、缺席講習者的姓名及其理由。51

一九一六年發布「地方警察配置及勤務規定」時，學術講習規定於第三十五條中，施行細則

就以同規定第四十六條規定委任州知事或廳長，而廢止「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52 如此

改革也是田健治郎改革的一部分。

關於蕃語講習教材部分，官方出版了各語課本。「泰雅族」的語言部分，有：飯島幹太郎《黥

蕃語集》（1905）53、馬場藤兵衞《タイャル語典》（1931）54、二宮力編《セータツカ蕃語

集》（1932）55、臺灣總督府編《アタヤル語集》等。56 布農語部分，有：臺總督府蕃務本署《ぶ

ぬん蕃語集》（1910）57、二宮力編《巒蕃ブヌン語集》（1932）等書。58 排灣語部分，有：

警察本署蕃務課《パイワン蕃語集》（1909）：59 臺灣總督府編《パイワン語集》（1930）等。60

49　 同前註。

50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11 條。同前註，頁 716。

51　 依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定第 12 條。同前註。

52　 根據訓令第 177 號。同前註，頁 717。

53　 飯島幹太郎：《黥蕃語集》（臺北市：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1906 年）。

54　 馬場藤兵衞：《タイャル語典》（新竹州警察文庫，1931 年）。

55　 二宮力編：《セータツカ蕃語集》（臺中市：台中州警務部，1932 年），序頁 2。

56　 臺灣總督府編：《アタヤル語集》（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0 年）。依據凡例，實際上的作者是小川尚義。日本

時代的「泰雅族」除了泰雅族之外，仍包含賽德克族及太魯閣族。

57　 臺總督府蕃務本署編：《ぶぬん蕃語集》（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1910 年）。

58　 《巒蕃ブヌン語集》的調查者是金須文彌和片倉哲雄。二宮力編輯，《巒蕃ブヌン語集》

59　 它是從森丑之助所調查的《臺灣蕃語集》中摘錄重要語種及語法例子，是為了提供練習蕃語方便。臺灣總督府警務

本署編：《理蕃誌稿》，頁 676。

60　 臺灣總督府編：《パイワン蕃語集》（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0 年）。依據凡例，實際上的作者是小川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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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還有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アミ蕃語集》（1910）、61 臺灣總督府編《アミ語集》（1933）62

等。另外一九三二年花蓮港廳出版的《花蓮港蕃語集》收錄太魯閣語、布農語、阿美語。63

相對地，人數較少的鄒語、魯凱語、雅美語、卑南語等語言僅有語言學者的學術研究著作而

已，如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伝說集》（1935）、安倍明義《蕃語研

究》（1930）64 等。雖然鄒語仍有由俄羅斯語言學者聶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的《鄒語方言資料》（1935），但它以俄語出版，對理蕃警察職員學鄒語的幫助

相當有限。65 還有未出版的蕃語集，如：由撫墾署署員進行調查、編川的「蕃語編纂方針」蕃

語集，66 以及丸井圭治郎編「タイヤル蕃語集」（泰雅蕃語集），67 但畢竟這些書均未出版，其

蕃語訓練上的影響力可能有限。

「泰雅語」、布農語等語言的課本被出版這麼多的原因，也證明這些語言的研習比少人口語言

被總督府重視。出版年代均集中在一九一〇年前後及一九三〇年初。一九一〇年則由佐久間

左馬太推動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的時候。在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中，主要討伐對象是「北蕃」：

泰雅、賽德克、太魯閣、乙級賽夏各族。從此可知，官方出版蕃語集的取向與理蕃政策相當

有關。

除了官方出版的各種課本之外，還有各單位自編的教材。其他在臺北州一個月發行兩次的「學

術講習用蕃語資料」，在臺中州也有發行課本的計畫。臺北州所編的蕃語資料中，對於傳統

部落社會不存在的新事物依照族語的邏輯創新詞彙，如：yanmiri（ャンミリ）＝日式短布襪（足

袋）、makkawasangassaru（マッコワサンガッサ？）＝學校、makkowasangubiyan（マッ

61　 它是與《パイワン蕃語集》一樣森丑之助調查為基礎。

62　 臺灣總督府編：《アミ語集》（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3 年）。依據凡例，實際上的作者是小川尚義。

63　 江口貞吉等著；花蓮港廳警察文庫編：《花蓮港蕃語集》（花蓮港廳警察文庫，1932 年）。

64　 安倍明義編：《蕃語研究》（臺北市：蕃語研究會，1930 年）。

65　 聶甫斯基《鄒語方言資料》的中文翻譯本為：聶甫斯基著，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譯：《臺灣鄒族語典》（臺北市：

臺原出版社，1993 年）。

66　 關菸「蕃語編纂方針」下的蕃語集編輯與出版情形，在三尾祐子〈「蕃語編纂方針」から見た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

る臺灣原住民語調查〉（2009 年）中已有相當詳細的描述，請參考它。三尾祐子〈「蕃語編纂方針 」から見た日本統治

初期における臺灣原住民語調查〉，頁 115-175。

67　 丸井圭治郎編：「タイヤル蕃語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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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ワサング？ヤン）＝夜學、simityattokawasukani（シミャット　カワス　カニ）＝新年等。68

（三）從井上伊之助日記看蕃語「一般教養」

井上伊之助是基督徒，他父親因衛理事件被殺，69 他為「報仇」而決心對臺原住民傳教。井上

伊之助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二十日，接到擔任蕃地事務囑託並派至樹杞林支廳蕃

地「加拉歹蕃人療養所」的命令。70 他主要活動於現在新竹尖石鄉泰雅族地區，因此其記述多

半都是有關泰雅的事。井上伊之助積極學習泰雅語，並一直向當局遊說取得蕃地傳教的允許，

但卻無法如願。直到第二次大戰戰敗，井上伊之助一直以醫生的身分為臺灣蕃地教化事業盡

力。71

井上伊之助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日記寫道，上午走山路到「加拉歹」社（カラパイ：

klapai）出診，中午回來吃午餐之後，下午的時間都花在讀書和蕃語研究。72 從這裡記載可知，

除非有病人去治療，井上伊之助有時間可以學蕃語。例如，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與井上伊之

助很熟的本田巡查被馘首了，此日因為下雨的緣故，井上伊之助沒有出門，他在家裡讀書和

泰雅語研究。73 一九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井上伊之助要到「西拉克」社（シラツク：Sirak）看

頭目 yagui kôyô（ヤグイ コーヨー）的病，但因為受到線外蕃經過附近的消息，緒方警部建

議等到下午或明天才去出診，因此井上伊之助回去做「蕃語研究」，到三點確認安全再出發。74

68　 理蕃の友：〈蕃語研究熱の勃興と希望〉，頁 10。

69　 衛理 ( ウイリ一：wirii ) 事件是一九 O 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二十五名內地人被衛理社人獵殺的事件，受害者中有除了

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警部和一名巡查之外，其他都是替賀田組製腦所工作的人：六名賀田組員、其他木匠、泥瓦匠、

工人、雜務等十名工人、十名腦丁。生存者僅有一名巡查、太魯閣公學校的一名雇、一名腦丁。臺灣總督府警務本署編：

《理蕃誌稿》第 1 卷，頁 750-751。

70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22。

71　 關於井上伊之助和他日記，筆者已在論文探討過，請參照：石丸雅邦：「理蕃職員日記一一－以井上伊之助日記為

例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興大學歷史系合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綜

合教學大樓 13 樓國際會議廳，2010 年 8 月 20 日）。

72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46。

73　 同前註。此本田巡查全名為本田廣，明治二十年出生的熊本縣平民，於四月十五日在新竹廳「 ヤバカン」 (yabakan: 

野馬敢）溪輸送（運送）路時遇「蕃人」狙擊而戰死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1238 。

74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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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記載，下午時，井上伊之助讀書及訓練泰雅語，並照顧小孩。

此時井上伊之助妻子到平地接受治療，此日她回到蕃地的井上伊之助身邊。75

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記記載，此日也是井上伊之助治療幾名族人、訓練泰雅語、讀書

的時間。76

從他日記可知，井上伊之助只要有時間就練習泰雅語。在補充講習中，訓練公定時間雖然是

每天一小時，但他生活中不一定全天有病人找他，有空閒時他並不受公定時間的約束，花了

一小時以上的時間練習泰雅語。井上伊之助每天學習泰雅語的訓練屬於補充訓練的一般教養。

同樣情形，例如一九二八年在花蓮港研海支廳擔任警察的梅原經五郎的資料。他剛赴任時幾

乎不會「蕃語」（即太魯閣語），因此每天學習。77

從井上伊之助日記仍可看出，蕃語一般教養的問題。一九一三年在角板山開設蕃語講習所時，

教導井上伊之助學泰雅語的緒方正基警部被任命為教官。井上伊之助說，他向支廳長請求讓他

入所，但還是沒有申請到，覺得非常可惜。井上伊之助認為，若緒方警部在他旁邊，儘管沒

有讀蕃語講習所仍可以向他請教，但緒方警部去了角板山之後，井上伊之助說「萬事休矣」。78

緒方警部離開之後，井上伊之助學習蕃語的方式是帶著書到院子裡，找當場的族人跟他們練

習泰雅語。79 相較於井上伊之助有緒方正基這位好教師，梅原經五郎僅寫道靠自己學習。80

日本「內地」人學習臺灣原住民語言時，得克服的困難不少，除了如上述教師不足的問題之外，

語法和發音方面日語和臺原住民各語之間的差異很大。如井上伊之助在日記記錄跟族人學習

泰雅語的情形，他赴任蕃地的第二天（12 月 22 日）剛好來到住所的族人問在其室內的物品用

蕃語怎麼說。如（1）「ランプ」（燈）=piirao（ピ—ラオ）、（2）「茶碗」（飯碗）piyato

（ピヤト）、（3）「着物」（衣服）=rukkushi（ルツクシ）、（4）木 =kaoneku（カオネ

75　 同前註，頁 54。

76　 同前註，頁 90。

77　 山口政治：《東臺灣開發史》（東京都：中 日 詣資訊， 1999 年），頁 132。

78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48。

79　 同前註，頁 67。

80　 山口政治：《東臺灣開發史》，頁 132。但不代表教導他的人完全不存在，也許山口政治沒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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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5）「子供」（小孩）=rakke（ラツ

ケ）等。井上伊之助感到，單詞比想像還容

易學起來，但會話不容易，尤其發音部分相

當困難。81 臺灣原住民的語言中有許多日語沒

有的發音，對日本人而言學習並不容易。再

加上依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井上伊之助工作的加拉歹社並不是在泰雅族

中人數最多的 Sǝqoleq（Squliq、賽考利克）

系統，而是 Tsǝ'ole?（C'uli、澤敖利）系統，82

而且賽考利克系統都講同一個語言賽考利克

泰雅語，澤敖利系統有澤敖利泰雅語、宜蘭

澤敖利泰雅語、汶水泰雅語、萬大泰雅語、

四季泰雅語等，內涵相當複雜，加拉歹社則

屬於澤敖利泰雅語。主流的賽考利克泰雅語

有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教授小川尚義

與 yajitsu beriya 等人寫的《アタヤル語集》

（泰雅語集），相對地澤敖利系統則缺乏教

材。從此點可知，井上伊之助學蕃語是相當

辛苦的。

另外仍有教材方面的困難。於日本時代，出

81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24。

82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统所屬の研究》（臺北市 ：南天書局，1996 年），頁 60-61，

別冊頁 81。

83　 關於蕃語集，筆者於研討會發表論文。請參照：石丸雅邦 ：〈理蕃警察蕃語教材的研究〉。

84　 依「訓令第 37 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719；臺灣總督府警務本署編 ：《理

蕃誌稿》第 2 卷，頁 362。

85　 同前註。

86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2 條。同前註。

87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7 條。同前註。

88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6 條。同前註。

版的臺灣原住民語言相當有限。如上述，官

方出版的蕃語集特別集中在「泰雅族」群的

語言。加上臺灣原住民各語內部的方言又相

當多，可推測如井上伊之助及梅原經五郎，

理蕃警察職員們邊自編教材邊訓練。83

二、蕃語講習所制度

（一）蕃語講習所制度

一九一三年三月制定「臨時蕃語講習所」制

度。84 制定該法的主導者是大津麟平蕃務本署

署長，他在地方官會議時強力主張必要對理

蕃警察及官吏蕃語講習，又發了訓示和通牒

來鼓勵學習蕃語。85 臨時蕃語講習所的職員有

所長、教官、舍監、講師。86 舍監是負責講習

生的紀律，87 教官是負責教務，講習是「補助」

（協助）教官。88 所長由講習所所在地的地方

政府「廳」的理蕃專屬機構「蕃務課」的長

官「蕃務課長」或「支廳」的行政長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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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長」來擔任，89 教官及舍監由警部、警部補或通譯，講師由巡查、巡查捕、囑託或雇員來擔

任。90 從此點可知，教官和講師的條件仍以警察為主，組織內部封閉性很高。學生，即「講習

生」，其資格是在蕃務職員中被廳長命令者。91 講習生是不會原住民語言者：主要是日本「內地」

出生者。所長經歴廳長的「許可」（允許），使操行不良者及沒有可望能畢業者退學。92「講習」

（研習）方法是「講演」（講座）和「實地講習」（現場訓練）。「實地講習」是由族人來「講習」

（訓練）。93 講習期間是六個月以內，94 一天講習時間是六小時以上。95 考試是「臨時試驗」（臨

時考試）及「卒業試驗」（畢業考試），臨時試驗是有必要的時候實施，卒業試驗是講習期

間末期實施。96 考試種類是有「筆記」（筆試）、「口述」（口試）、以及「實地」（現場實習），97

以一百分為滿分，各科目五十分以上，平均六十分以上為及格。98「卒業試驗」考試及格者能

獲得「卒業證書」，成績優等者仍獲得「褒狀」。99 講習生被發上衣、外套左腕上膊外部用的

徽章。100

一九一八年五月修改「蕃語講習所規定」，101 此修改因為廢止廳蕃務課的緣故，實施了組織調

整。主要改制為：受訓者從「蕃務職員」改為「蕃地勤務職員」；所長從「蕃務課長」改為「警

務課長」。102 從此可知，蕃語講習所制度變更受理蕃政策變遷之影響。廳蕃務課於一九〇九年

十月設立，其主管事務是蕃地之管轄，其事務內容為：（1）蕃人蕃地相關事項。（2）管制

89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3 條。同前註。當時的臺灣地方行政規劃而言，廳是總督府之下的地方行政單位，「支

廳」則是「廳」之下的地方行政單位 。

90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5 條。同前註。

91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8 條。同前註。

92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9 條。同前註。

93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0 條。同前註。

94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1 條。同前註。

95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2 條。同前註。

96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4 條。同前註。

97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5 條。同前註。

98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6 條。同前註。

99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7 條。同前註。

100　 依「臨時蕃語講習所規定」第 18 條。同前註。

101　 依「訓令第 90 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720。

10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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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製樟、樟腦油製造相關事項。103 此時在總督府也在理蕃政策上有重大組織改革，則設立蕃務

本署。104 蕃務本署是歷代臺灣總督府官制中位階最高的理蕃專職機構。當時總督府如此重視理

蕃政策的原因，是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一日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於一九一〇至

一九一四年之間推行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將理蕃政策列為其重點政策的緣故。105

一九一四年太魯閣討伐結東，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也被宣布完成了，蕃務課被認為沒有存在

的必要性，而廢掉廳蕃務課，其主管事務轉移到廳警務課。當局又發通牒，令各廳在廳警務

課下設立蕃務係，主管原來廳蕃務課的事務。106

關於蕃語講習所實際運作情形，在井上伊之助日記有如下記載。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記載，在角板山開設蕃語講習所。其時加拉歹駐在所、西拉

克駐在所、拉號（ラハオ；Rahaw；溪囗臺）駐在所的巡查各一人被命令入所，被命令三十

日前到角板山去。緒方正基則被命令為擔任教官。井上伊之助說，他向支廳長請求讓他入所，

但還是沒有申請到，覺得非常可惜。107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兩點井上伊之助接到來自樹圯林支廳的電話，傳達本廳有叫井上伊

之助者前赴角板山蕃語講習所就讀的命令，108 並在三天以內到角板山蕃語講習所報到。井上伊

103　 以勅令第 282 號改制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同月以訓令第 159 號修改「臺灣總督府廳分掌規程」。第 1 條規定

在管轄蕃地之廳設立蕃務課，第 5 條規定蕃務課主管事務。根據臺灣總督府廳分掌規程第 1 條但書，在 臺北廳沒設蕃務

課。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1 卷，頁 568。直到 1911 年 5 月以第 116 號修改「臺灣總督府

廳分掌規程」第 1 條第 2 項刪除其但書，臺北廳才設置蕃務課。同書頁 592。

104　 一九 O 四年十月發布勅令第二百七十號修改「臺灣總督府官制」，新增第 17、18 條規定設立蕃務本署。同前註，

頁 125。

105　 「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是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對蕃人實施以武力討伐，使蕃人歸順臣服的計畫。其中

討伐太魯閣蕃，實施最大的軍事行動，被視為最終目標。其詳緬內容已經由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

（臺北市：文英堂出版社，1997 年）探討，請參照它。

106　 根據 7 月發布訓令第 160 號修改的「臺灣總督府廳分掌規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 1 卷，頁 602-603。

107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66-67。

108　 在日記中寫「出向」，在現代日語中「出向」指調職，在蕃語講習所讀書算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可領薪水。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與自我】 － 55

之助又驚訝又高興，仍說「是否夢，還是現實，還是虛幻？」109 第二天，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

日井上伊之助早上十點多出發，因為路程不順，十四日下午三點多才到有講習所的角板山。

講習所的主任仍是警部的長谷川。井上伊之助在講習所受訓期間住附設宿舍。向井上伊之助

授課的教師中，已經與井上伊之助熟識的緒方正基。井上伊之助原本單獨來到角板山就讀，

但此時剛好妻子快臨月，叫她過來附近的大嵙崁住。原本還打算還叫她過來角板山，卻她在

大嵙崁生產了。井上伊之助於同年七月十三日從蕃語講習所畢業，由大嵙崁支廳長授予證書。

他讀書時間大約為五個月。110

關於蕃語講習成果，以臺灣總督府實施的「通譯兼掌銓選」結果作為檢討。「通譯兼掌銓選」

是總督府測驗官吏語言能力，為任命「通譯兼掌」（即兼任口譯）參考。通譯兼掌係指兼任

通譯，一般文官及警察官吏被命為通譯兼掌並獲得「手當」（津貼）（如表三）。111

原住民語言方面，「泰雅語」及格者最多，其次為「布農語」，第三多者是「排灣語」，之

後有「阿美語」。「鄒語」檢定及格者不存在，雅美語則僅有兩名。與臺灣原住民人口相比，

阿美族（含）雖然在臺灣原住民中人數最多，但及格者比人囗第四多的布農族還少。與「本

島語」比較時，泰雅語和布農語及格者人數多於「廣東語」，乙種排灣語及格者人數也比「廣

東語」多。

區域分布部分，西部「泰雅」及格者較多，花蓮港廳的甲種及格者不存在。花蓮港廳的所謂「泰

雅」語則是賽德克語（太魯閣語），因此可說，賽德克語及格者沒有泰雅語那麼多。布農語

分布在臺中州、高雄州、臺東廳和花蓮港廳，其中花蓮港的及格者最多，高雄州最少。排灣

語分布在高雄州和臺東廳，其中高雄州較多。112

109　原文為「夢か現か幻か」。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67。

110　同前註，頁 67-70。

111　依「巡查講習概則」第 3 條。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912。關於「通譯兼掌」

制度詳細情形，筆者已經在石丸雅邦：〈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警察通譯兼掌制度〉探討過，請參照它。

112　關於各原住民語言的語言檢定及格者人教差異的原因，筆者已經在石丸雅邦：〈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

警察通譯兼掌制度〉探討過，筆者獲得的原因有如下：（1）其語言對理蕃政策的「實用」性。「泰雅語」話者和布農族

的抗日活動或「出草」行為與「阿美語」和 「廣東語」比起非常多。而且「阿美語」和「廣東語」都住在「平地」：「普

通行政區」中，比較早接受日本同化教育，加上會「福建語」者也已經不少；（2）各族之間的教材數量有差異。「泰雅

語」的教材：「蕃語集」比較豐富，如上述，泰雅語有飯島幹太郎《黥蕃語集》、馬場藤兵衛的著作《タイャル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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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僅記錄甲乙種的區分而已，至於等級部分，根據從一九二八年在花港研海支擔任警察的

梅原經五郎，「蕃語試檢」分十等，最高者七等，老巡查九等，大部分是十等，連擔任考官、

講師的市毛警部都七等，113 可知當時的原住民語言檢定相當不好考。

表 3：「語學試驗」（語言檢定）合格證書所有者及通譯兼掌之人數（1931 年）

資料出處：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941。

丶二宮力編《セータツカ蕃語集》、臺灣總督府編《アタヤル語集》等 4 本，另外收錄太魯閣語、布農語、阿美語的花

蓮港廳《花蓮港蕃語集》。布農語則有：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ぶぬん蕃語集》、二宮力編《巒蕃ブヌン語集》等 2 本，

排灣語有 警察本署蕃務課《パイワン蕃語集》、臺灣總督府編《パイワン語集》等 2 本，阿美語有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ア

ミ蕃語集》、臺灣總督府編《アミ語集》等 2 本。鄒語、魯凱語、雅美語、卑南語等語言僅收錄於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

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伝説集》、安倍明義《蕃語研究》等綜合性的書而已。

113　 山口政治：《東臺灣開發史》，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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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中指再揭非任通譯兼掌者的人數。

2. 因澎湖廳沒有原住民語言的通兼掌者的故省略。

3.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督府將公認「蕃族」數從九族變更為七族，蕃語種也跟著減少為七種，其註名寫

「泰雅語」包含太魯閣、「稻賽」（都達）、「木瓜霧社蕃」，「排灣語」包含「Tsarisen」和卑南。臺灣督府

警務局編：《臺灣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5 卷，頁 932。「Tsarisen」包含魯凱。鄒則包含卡那卡那富語、沙阿魯阿語。

「阿美」包含撒奇萊雅語。

原住民訓練的具體成果部分，以井上伊之助來舉例。井上伊之助首次看診的一九一二年一月

二十九日，他向族人說明藥物的使用方法時，請緒方警部當翻譯，此時井上伊之助感歎地記

下日記說，到底何時才能跟族人自由地談話。114 但井上伊之助後來終於能夠非常熟練使用泰雅

語。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去東京時，他尋找被出賣到東京去的兩個泰雅女孩。他到處尋找，看到

像泰雅族的女孩時，跟她講「min kahorusu ino」（ミン、カホルス、イノ：妳故鄉在哪裡？），

那女孩驚訝著馬上反映，成為拯救兩位泰雅女孩的契機，115 可知井上伊之助泰雅語此時已經相

當進步。梅原經五郎在首次蕃語試驗時便直接考上九級。116

（二）講習所講師

在本論文舉史料比較多的兩者：緒方正基和 Yayutsu beriya（ヤジツベリヤ）作為講習所講師

之例。

1、緒方正基

井上伊之助的同事緒方正基警部是新竹廳通譯兼掌，也兼任桃園廳通譯。117 井上伊之助在其日

記中，緒方正基以布洛灣監督所的「緒方警部」之名來被記載，井上伊之助叙述緒方正基被

114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33。

115　 同前註，頁 202-203。

116　 山口政治：《東臺灣開發史》，頁 132。

117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新竹廳通譯兼新竹廳警部緒方正基兼任桃園廳通譯」（明治 44 年 1 月 1 日），《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880 號，文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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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蕃語權威，與他工作此事令井上伊之助感動，118 從此可知井上伊之助學習泰雅語過程中，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緒方正基是熊本縣大江村（現在已納入至熊本市）人，就讀「熊本語學校」，第五高等學校

時因病退學。來臺之後，不僅協助製腦事業，又從事撫育方面的理蕃政策。他與屈尺社總頭

目女兒ワサ子結婚而生兩男一女。119

依《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一九一二年時擔任新竹廳通譯兼警部，通譯的月薪三十圓。120 從《臺

灣總督府職員錄》的表記方式看來，緒方正基是以通譯為主、警部工作為副。但井上伊之助

在日記中從頭到尾稱他「緒方警部」，應是當時他周圍的人也是視他以警部工作為主。井上

伊之助指出，緒方正基的主義為獨立自給，不依靠親屬朋友。有時候辭職總督府工作而從事

開墾事業。緒方正基長子叫基繼，與井上伊之助一子同年，因其父從事開墾的緣故，而無法

就讀小學。121

從日記看緒方警部工作內容可知，身為理蕃警察的長官先擔任族人警備的比較多，如：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晚上緒方警部於蕃人道路埋伏欲斥退族人，帶兩、三個警察出發，結果

族人沒來襲。122

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四點左右和田分遣所附近製腦公司「斥候隊」（偵察兵隊）與

敵蕃衝突，雖然該去支援製腦公司，但所內警員人數太少，所以緒方警部放棄支援。123 緒

方警部常扮演守護井上伊之助的角色，如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井上伊之助首次出診，

緒方警部則在路上保護他。124 一九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井上伊之助要到西拉克社看頭目

yagui kôyô 的病時，在門囗遇到蕃婦告知緒方警部有事要跟井上伊之助說，井上伊之助

便到緒方警部家去找他。緒方警部說他得到縣外蕃經過附近的消息，要帶使丁蕃人十幾個

118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24。

119　 同前註，頁 194。

120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明治四十五年版（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 年），頁 255。

121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194。

122　 同前註，頁 29。

123　 同前註，頁 30。

124　 同前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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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搜索，叫井上伊之助等到下午或明天才出診。125

緒方正基留長髮，又精通泰雅語，井上伊之助指出，容易被誤認為族人，總是支持族人，甚

至本身成為泰雅族，族人叫緒方正基為 taimo batto（タイモ．バツト），因此能夠說服大嵙

社頭目，帶他至交換所。126

因為緒方正基的泰雅語相當好，井上伊之助在學習泰雅語方面非常依賴他。一九一三年一月

二十七日的日記記載，在角板山開設蕃語講習所，緒方警部被命令為擔任教官，必須離開加拉

歹駐在所。井上伊之助認為，若緒方警部在他旁邊，儘管沒有讀蕃語講習所仍可以向他請教，

但緒方警部去了角板山而不在，井上伊之助說「萬事休矣」。不過井上伊之助又認為，多數

人有機會學到蕃語而成為「蕃通」，127 從撫育工作的發展面言，是件好事。128

緒方正基因長期受折磨又有哮喘的慢性病，於一九二三年過世，井上伊之助讚揚他為「過了

（泰雅族傳說的）彩虹橋至 utux（祖靈，也是上帝）之地」。129 井上伊之助的言外之意是，緒

方正基在總督府和泰雅族中間扮演橋樑角色，非常辛苦。

2、Yayutsu Beriya

在 蕃 語 講 習 所 任 教 的 講 師 中， 突 出 的 是 ー 名 泰 雅 族 女 性「 ヤ ジ ツ・ べ リ ヤ 」（Yayutsu 

Beriya）130，她於一八八五年出生於新竹州角板山附近的竹頭角社（kala：卡拉社）頭目家庭，

是泰雅族醫生宇都木一朗的伯母。一九〇〇年她十六歲時，日本人藥師中野忠藏為了採集藥

用植物進入到山裡而被囚禁，將要被殺的時候，Yayutsu Beriya 因喜歡這位青年藥師中野而救

125　 同前註，頁 48。

126　 同前註，頁 195。

127　 當時被稱為「蕃通」者是通曉「蕃情」（原住民情形），能原住民語言者，如霧社事件出名的下山冶平、佐塚愛佑、

小島源冶、近藤儀三郎等，警察之外的森丑之助及近藤勝三郎也被稱為蕃通。甚至其中下山冶平、佐塚愛佑、近藤勝三郎、

儀三郎兄弟娶原住民女性。

128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66。

129　 同前註，頁 195。

130　 在井上伊之助及竹澤誠一郎稱呼她為「ヤユ（ッ）ツ．ベリヤ」（yayu ( t ) tsu beriya）、野島本泰、《警察職員錄》

等稱呼她為「ヤジツ．ベリヤ」yajitsu beriya。在本論文以 yayutsu beriya 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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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相攜一起到平地，取得中野忠藏父母的允許而正式結婚。從一九〇四年四月起在臺北

艋岬公學校就讀，一九〇九年仍未畢業中野忠藏便病故。因為泰雅族規定嫁出去平地者不能

回社，此後繼續住在「平地」（普通行政區）。一九一〇年學校畢業後，開始在蕃務本署工

作。從一九一一年起入「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日後的第三女學校），一九一四年畢業，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轉任於新竹州「樹坦林支廳」，擔任「內橫屏蕃語講習所」講師。後

來該講習所移到竹東郡「シバジー」（shipajii：十八兒），Yayutsu Beriya 也繼續擔任講師，

被日本人稱為 Yayutsu 桑、或「Yayutsu 先生（老師）」受到尊敬。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過世，

享年四十八歲。警務局職員竹澤誠一郎衷心哀悼她。131

Yayutsu Beriya 不僅教導泰雅語，還介紹泰雅族各種文化，如井上伊之助寫到，她在警察聚會

講述泰雅族的婚禮、喪禮等習俗。132

至於她的個性，井上伊之助形容：她於二十多歲其丈夫過世後仍然維持單身生活，卻寄錢給

在東京的公婆家人，被稱讚為「貞女」，又她是「進步主義者」，又穿洋裝又穿洋鞋又穿和服，

日語也很流利。但其臉上又有泰雅族傳統紋面。133

Yayutsu Beriya 和中野忠藏之間沒有小孩，收養泰雅族小孩竹原勉，她過世時，小孩才就讀「竹

東小學校」六年級。134

野島元泰推測 Yayutsu Beriya 大概從一九一四年開始常常訪問小川尚義，她於一九三〇至三一

年左右病死之前，持續跟小川尚義的家族如親屬般地往來，擔任其重要受訪者。野島元泰指

出，雖然泰雅語是難以研究的語言，但由於得到了 Yayutsu Beriya 這樣好的合作者的關係，小

川尚義的研究似乎大有進展。135 可說他對小川尚義泰雅語研究貢獻相當大。

131　 生平主要依據：竹澤誠一郎：〈ヤユツさん憶ふ〉，《理蕃の友》1 卷 4 期（1932 年 4 月），頁 7；井上伊之助：《臺

灣山地傳道記》，頁 131-2；野島本泰：〈小川尚義の研究〉，收於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

日本からの視點》（東京都：風響社，2001 年），頁 51。

132　 井上伊之助：《臺灣山地傳道記》，頁 131。

133　 同前註。

134　 竹澤誠一郎：〈ヤユツさん憶ふ〉，頁 7。

135　 野島本泰：〈小川尚義の研究〉，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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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井上伊之助記錄，Yayutsu Beriya 兼任學校教師和泰雅語講習所的講師。

關於 Yayutsu Beriya 在警察體系中的身分，她開始在蕃務本署工作時，其職位是擔任約聘員

工「雇」，一九一五年起擔任「內橫屏蕃語講習所」講師時，其職位仍是「雇」136，「雇」

是約聘人員身分之一種，在政府機關中擔任助手。在理蕃相關人士中，比較出名者是瀨川

孝吉（Segawa，Kôkichi），因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為了進行蕃地調查於一九三一年

雇用他。137 瀨川孝吉的著作有〈高砂族の生業〉（1954）138、與稲葉百通合寫的《紅頭嶼》

（1931）139 及與鹿野忠雄共著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Vol.1 

The Yami”，140《瀬川孝吉臺湾先住民写真誌：ツオウ編》（2000）等。141 瀨川孝吉與宮本延

人、馬淵東一等著名的民族人類學者皆有良好的互動關係。142 在《警察職員錄》來看，「雇」

大部分是男性，但也有女性雇員，如一九三二年時有新竹州大溪郡的河野 sumi（スミ：月薪

二十七圓）143、本野 moto（モト；無給）144，以及竹南郡的山口 sae（サ工：無給）及城戶秀

子（無給）等人 145。後來 Yayutsu Beriya 1932 年時屬於竹東郡，其等級為約聘員工「囑託」，

其月薪六十五圓，遠高過一般警察，以當時情形而言可說是非常難得。「囑託」也是約聘人員。

其他有史料的講師的例子，有《セーダッカ蕃語集》（賽德克蕃語集）事實上的著者赤間富三

郎。赤間富三郎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被任命為臺中州蕃語講習所講師，他自一九〇七

年以來研究霧社語（賽德克語德固達雅話：seediq Tgdaya），他編《セーダッカ蕃語集》時

的地位是警部補。146 與他同時的高井九平警部也被任命為臺中州蕃語講習所講師。147

136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五年版（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 年），頁 218。

137　 宮本延人、瀬川孝吉、馬淵東一：《臺灣の民族と文化》（東京市：六興出版，1987 年），頁 21、101、245。

138　 瀬川孝吉：〈高砂族の生業〉，（民族學研究）18 卷 12 期（1954 年 3 月），頁 49-66。

139　 稲葉直通、瀬川孝吉：〈紅頭嶼〉（東京市：生き物趣味の会，1931 年）。

140　 野林厚志：〈鹿野忠雄の研究〉：收於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點 》（東

京市 ：風響社，2001 年），頁 58。

141　 瀬川孝吉攝影，湯浅浩史著：《瀨川孝吉臺湾先住民写真誌：ツオウ編》（東京都：守谷商　，2000 年）。

142　 請參照宮本延人、瀬川孝吉、馬淵東一：《臺灣の民族と文化》。

143　 河野 sumi 的本籍是新竹，不知是改名者，或所謂「灣生」（臺灣出生的內地人），還是跟新竹出身者結婚的關係。

144　 依據篠原哲次郎：《警察職員錄》昭和七年版（臺北市：臺灣警政協會，1931 年），頁 47。

145　 篠原哲次郎：《警察職員錄》昭和七年版，頁 52。

146　 二宮力編：《セータツカ蕃語集》（臺中市：臺中州警務部，1932 年），序頁 2。

147　 〈蕃語講習所講師〉，《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大正十四）7 月 22 日，日刊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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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探討臺灣日治時期的「蕃語講習」制度。「蕃語講習」制度是在臺灣蕃警察講習制度之

一部分，巡查以上階級的警察訓練有在「練習所」及「教習所」等正式機關受訓（初次任職

訓練），它具備有臺灣當地語言的訓練課程，理蕃警察最基層的警手卻並無此訓練。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也練習蕃語（一般訓練），理蕃警察、職員們在日常生活中練習蕃語時，不僅

跟當地居民學習，也跟精通蕃語的職員學習，教材部分出版的語言課本有限，許多人邊自編

教材邊學習。另外在專門訓練蕃語的機關：蕃語講習所接受訓練（特科訓練），其講師除了

有緒方正基等通曉蕃語的「內地人」之外，仍有「蕃人」（臺灣原住民族），如「ヤユツベア」

（Yayutsu Beriya），其薪水高過一般的警察。148

※ 本文轉載自《時空流轉：文學景觀、文化翻譯與語言接觸（第八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58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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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台 灣 泰 雅 族 的
宜 蘭 克 里 奧 爾 1

壹、前言

日語隨殖民統治進入台灣至今長達 100 年以上，與本地語言長期接觸後產生了許多有趣的語

言現象，根據筆者的研究結果可將其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

〈類型 1〉台灣本地語言與日語的雙語使用者產生（現今老一輩的日語）

〈類型 2〉台灣本地語言引入日語外來語現象發生（以名詞為主的借詞）

〈類型 3〉台灣本地語言與日語間的新語言形成（克里奧爾）

此三類型乃兩種語言接觸時可觀察到的三個面向。〈類型 1〉的雙語使用者產生乃個人語言學

習的結果，而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接觸時，這些語言會相互影響引發〈類型 2〉外來語的借

用現象。當接觸的密度強烈時，其影響的程度便不僅止於詞彙借用，而是深入語言體系結構

1　 本研究乃 2006 年度～ 2008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専題研究「研究課題：台灣殘存日語之調査研

究──以宜蘭縣為例（Ⅰ）（Ⅱ）（Ⅲ）」以及國立國語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補 助 現 正 進 行 中 之 共 同 研 究 計 畫「 日 本 語 変 種 と ク レ オ ー ル の 形 成 過 程（Formation Processes of 

Japanese Language Varieties and Creoles）」的部分研究成果。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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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此時則有可能觀察到〈類型 3〉的新語言誕生現象。〈類型 1〉和〈類型 2〉可見於

台灣各地各族群，但〈類型 3〉僅見於宜蘭地區。

宜蘭縣的泰雅部落裡 2，存在一種泰雅語和日語接觸後所形成的語言， 其使用者涵蓋高齡層、

中年層以及青年層等各年齡層。從該語言的形成歷史背景、功能以及語言結構特色，本研究

判斷其為「克里奧爾」（creole）的一種，並命名為「宜蘭克里奧爾（Yilan Creole）」。

台灣同時期與日語接觸者眾，為何僅宜蘭縣可見「克里奧爾」產生？為何宜蘭縣境內只有大同

鄉以及南澳鄉的部份村落使用「宜蘭克里奧爾」？其語言結構為何？有何特色？無論從語言接

觸、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變化或台灣語言生活史等觀點來看，此皆為重要且有趣的研究課題，

但長久以來卻未見相關學術研究，直到最近才有以此現象為主題的論述（真田信治、簡月真，

2007、2008a、2008b、2009；土田滋，2008；安部清哉等，2008；Chien & Sanada, 2010）。

2　 嚴格而言，應該是「泰雅與賽德克部落」，但由於宜蘭克里奧爾使用地區的賽德克族大多登記為泰雅族，一般多視

為泰雅族部落。

簡月真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大阪大學博士。曾任國立國語研究所共同研究員、東京大學外

國人特別研究員、南台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專任助理教授，研

究領域為接觸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日本語學等。

真田信治（Shinji SANADA）

奈良大學文學部教授

大阪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大阪大學教

授等，現任奈良大學教授、（台湾）東吳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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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紀要即依據筆者自 2006 年開始進行的文獻調查與田野調查結果，針對宜蘭克里奧爾進

行概要介紹。以下本文首先說明宜蘭克里奧爾的使用現況（詳見貳、宜蘭克里奧爾的現況），

之後自歷史背景探討宜蘭克里奧爾形成要因（詳見參、宜蘭克里奧爾之形成因素），並根據

語料簡要介紹宜蘭克里奧爾的音韻、詞彙、語法等語言結構特色（詳見肆、宜蘭克里奧爾之

語言特色──以東岳村為例）。

貳、宜蘭克里奧爾的現況

宜蘭克里奧爾的地理分布、人口數及語言使用可簡述如下（真田信治、簡月真，2008b；

Chien & Sanada, 2010）。

一、宜蘭克里奧爾的分布、人口

宜蘭克里奧爾主要分布於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的東岳村、金洋村以及澳花村等 4 村

落（圖 1）。本研究所謂的「宜蘭克里奧爾」，在此 4 村落各有不同的名稱。例如寒溪村內有

nihongo、kangke no hanasi、kangke no ke 以及寒溪泰雅語 3，東岳村有 nihongo、tang-ow 

no hanasi、tang-ow no ke、地方語言等，金洋村有 kinus no hanasi、博愛路的話，澳花村有

nihongo、zibun no hanasi 以及日本土話等數種稱法。

關於宜蘭克里奧爾的使用人口，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的東岳村、金洋村以及澳花村的人口

共計 3,387 人（宜蘭縣政府民政局，無日期），不過有些村落內部存在不使用宜蘭克里奧爾的

區域（例如金洋村的金洋路），因此我們粗估宜蘭克里奧爾的使用者約 3,000 人。

 

3　為振興原住民族語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2007 年起舉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

試」，通過考試者於高中、大學等入學考試總分可加 35％。但該考試最初預定的語言類別未將宜蘭克里奧爾納入，由於

影響年輕學子就學甚鉅，大同鄉寒溪村村民遂起而抗議，要求當局正視其「語言權」，終獲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為「寒

溪泰雅語」，視為泰雅語方言之一（娃丹、部拉路揚，2006）。然而，根據日前報導，2011 年起將取消寒溪泰雅語（陳

威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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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宜蘭克里奧爾之分布區域

二、宜蘭克里奧爾的使用──以東岳村為例

寒溪村、東岳村、金洋村以及澳花村的宜蘭克里奧爾使用存在明顯差異，在此僅以東岳村為

例進行論述 4。東岳村的語言使用現況可簡單整理如表 1。

表 1：東岳村的語言使用現況

出生年份

1930 年代 -1940 年 1940 年代 -1950 年 195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之後
（泰雅語／賽德克語）

（日語）
宜蘭克里奧爾

宜蘭克里奧爾
（華語）

宜蘭克里奧爾
華語

（宜蘭克里奧爾）
華語

說明：（  ）表該語言使用頻率或使用能力較其他語言低。

自表 1 可看出，日常生活中宜蘭克里奧爾使用頻率較高者為 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出生的高

齡層與中年層，雖然宜蘭克里奧爾也傳承至年輕一輩，但已漸為華語所取代。

4　四個村落的語言使用之對照比較，將另撰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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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高齡層，我們依其是否受日本教育區分為 2 組：1930 年代～ 1940 年出生者與 1940 年代～

1950 年出生者。1940 年以前出生者許多曾受日本教育並能說日語，這個世代亦使用流利的宜

蘭克里奧爾，但有些人已無法使用族語（泰雅語或賽德克語）。例如，1936 年次男性（東岳村）

表示其從小和父母使用「日語」，至於泰雅語則幾乎不會講，而所謂的「日語」和學校裡學

的日語不同，摻雜了泰雅語成份。

筆者推測此 1936 年次男性的雙親世代（推估 1910 年代～ 1920 年出生）所使用的「日語」

可能是現今宜蘭克里奧爾形成前之階段的接觸語言（contact language）（也許可稱其為

pidgin）。如下一節「參、宜蘭克里奧爾之形成因素」所述，泰雅人和賽德克人自其原社遷移

至現今東岳村的時期始於 1913 年。2 年後，即 1915 年「教育所」成立（宜蘭廳，1918），族

人開始接受日本教育、學習日語。本研究推測，當時泰雅人和賽德克人由於語言不同，為了溝

通所需便以自「教育所」或和日本人接觸後習得的日語為共通語（lingua franca），不過初期

日語未普及，當時使用的日語同時亦加入大量的泰雅語或賽德克語成份。換言之，泰雅語、賽

德克語以及日語接觸後產生「接觸語言」的時間，推測源於 1930 年代前後出生者的父母輩時代，

而新生一代（生於 1930 年左右的世代）以該接觸語言為第一語言，遂發展成為克里奧爾。

1940 年代～ 1950 年與 1950 年代～ 1970 年代出生者大多表示自幼便使用宜蘭克里奧爾。例如，

東岳村土生土長的 1947 年出生的女性從小便與其雙親（1924 年生、1925 年生）使用宜蘭克

里奧爾交談，另一方面，她的下一代（生於 1960 年代～ 1970 年代）亦皆能說宜蘭克里奧爾。

而 1980 年代之後出生的世代則大多不會使用宜蘭克里奧爾，其主要使用語言漸轉為華語。如

同許多原住民族語言漸趨式微，宜蘭克里奧爾使用人口亦逐漸減少，其研究調查刻不容緩。

參、宜蘭克里奧爾之形成因素

本研究認為宜蘭克里奧爾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乃泰雅語使用者與賽德克語使用者同住一村落，

為了溝通需要所致，本節將針對此點根據文獻資料進行論述。

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東岳村、金洋村以及澳花村居民同屬「南澳群」（李亦園等，1963）。

根據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記載，所謂「南澳群」乃「行政上或地域性的

名稱，主要由居住在台北州蘇澳郡蕃地內的諸多份子所構成，從家族系譜的觀點來看是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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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有意義的名稱 5」；1931 年「南澳群」人口為 633 戶 1,692 人，人口比率為賽考利克：

44.4％，澤敖利：41.3％，Tausa：14.3％ 6；推估其兩百多年前起陸續遷入南澳地區，而遷居

後有些部落由泰雅人（賽考利克、澤敖利）和賽德克人（Tausa）混居而成。

日本殖民時期，南澳地區自 1910 年代開始實施「集團移住」，許多部落被迫分散另組新部落，

此舉亦造成泰雅人和賽德克人混居現象產生（詳見下述表 2）。

本研究推論，泰雅語和賽德克語在南澳地區長期地接觸後發生的變化有兩種：一為賽德克語

被泰雅語取代（language shift），另一便是共通語（lingua franca）「宜蘭克里奧爾」產生

（language creation）。

關於賽德克語被泰雅語取代之現象，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曾留下珍貴的記

載。「利有亨社的 Tausa 雖然佔該社人口之多數，但深受 Məbəala 影響，日常生活不使用固有

語言而使用 Mǝbǝala 語 7」（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41）。Mǝbǝala 語乃屬

泰雅語澤敖利方言群，從該敘述我們可推測：利有亨社曾發生賽德克語 Tausa 方言被泰雅語澤

敖利方言取代的 language shift 現象。其他「社」是否也曾發生類似的現象尚待進一步的探討。

不過，很明顯地 1910 年代後形成的部落──現今的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東岳村、金洋村以及

澳花村等 4 村落發生了不同類型的語言變化，亦即宜蘭克里奧爾的形成（language creation）。

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東岳村、金洋村與澳花村的部落變遷可簡單整理如表 2。表中分列寒溪

村、東岳村、金洋村以及澳花村 4 村落日治時期社名、原社名、原社所使用的語言以及居民

自原社遷到「日治時期社名」的時間。

5　 此句為筆者翻譯。原文為：「『南澳蕃』と云ふのは行政上の，また，地域的の名稱であって，大體臺北州蘇澳郡

の蕃地に住む種々雑多の分子より成り，系統の點から云へば全く意味のない名稱であ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1935：31）。

6　 原 文 之 詳 細 記 載 為 Məbəala：220 戶（34.9 ％）、Kəna-Xaqul：280 戶（44.4 ％）、Tausa：90 戶（14.3 ％）、

Mənebo：40 戶（6.3％）（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32）。其中，Məbəala 與 Mənebo 同屬泰雅族澤

敖利方言群，Kəna-Xaqul 為泰雅族賽考利克方言群，而 Tausa 則屬賽德克族。

7　 此句為筆者翻譯。原文為：「リヨヘン社の Tausa はこの蕃社の大多數を占むるに拘らず，著しく Məbəala の影

響を蒙り，日常語には固有語を使用せず Məbəala 語を用ひてゐる状態であ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19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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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 我們可以看出 4 村落人口結構雖然不同，但自「原社語言」可得知其皆呈現泰雅人（賽

考利克、澤敖利）和賽德克人（Tausa）混居的狀態。

李壬癸（1996：45）指出：「泰雅語群，從語言和文化特質來看，都應分為兩個亞族：泰雅

（Atayal）和賽德克（Sediq，含太魯閣方言），後者的地理分布是從南投縣仁愛鄉延伸到東

部花蓮縣秀林鄉。這兩個亞族的差異相當大，可說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分化的時代相當早，

大約在 1600 年前」。換言之，泰雅語和賽德克語雖同屬泰雅語群，但因分化久遠，彼此間差

異大如同兩種語言。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在泰雅人和賽德克人共同組成的大同鄉寒溪村、南澳鄉東岳村、金洋村以

及澳花村等 4 村落，由於泰雅人和賽德克人需要一個共通語（lingua franca）作為雙方溝通的

工具，因此促成了泰雅語、賽德克語以及日語間的「接觸語言」（也許可稱其為 pidgin）產生。

而新生世代（推估為 1930 年代左右出生者）以該「接觸語言」為第一語言，native speaker

的出現促使其發展為克里奧爾。

總言之，泰雅人和賽德克人的混居是形成宜蘭克里奧爾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 2：宜蘭克里奧爾使用地區之部落變遷

現今

村名

日治時期社名

（遷移後之社名）

原社名

（遷移前之社名）
原社語言 遷移時間

寒溪村

寒渓社

トベラ社

ハガパリシ社

キンヤン社

賽考利克＋澤敖利

賽考利克＋澤敖利

賽考利克

1912 年

1915 年、1963 年

1963 年

四方林社
トベラ社

リョヘン社

賽考利克＋澤敖利

Tausa ＋澤敖利

1912 年

1912 年

小南社 ハガパリシ社 賽考利克＋澤敖利 1913 年

大元社

クルゲーフ社

ピヤハウ社

キンヤン社

キガヤン社

賽考利克＋澤敖利

澤敖利

賽考利克

賽考利克

1912-1914 年

1914-1919 年

1916-1917 年

19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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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ロ社

ハガパリシ社

クルゲーフ社

リョヘン社

賽考利克＋澤敖利

賽考利克＋澤敖利

Tausa ＋澤敖利

1915 年

1915 年

1915 年

東岳村

上東澳社
ゴーゴツ社

キンノス社

澤敖利＋ Tausa

澤敖利＋ Tausa

1913 年

1913 年

下東澳社
タピヤハン社

ブター社

澤敖利

澤敖利

1913 年、1923-24 年

1913 年

金洋村 センダン社

キンノス社

ゴーゴツ社

バホーカイカイ社

キンヤン社

澤敖利＋ Tausa 

澤敖利＋ Tausa 

Tausa

賽考利克

1915 年

1927 年

1957 年

1963 年

澳花村 大濁水社

クモヤウ社

バホーカイカイ社

クバボー社

キルモアン社

リョヘン社

花蓮

Tausa 

Tausa

賽考利克

賽考利克

Tausa ＋澤敖利

太魯閣

1922 年

1924 年

1930 年

1930 年

1953 年

1956 年

資料來源：本表乃筆者參照廖守臣（1984）、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8）、蕃人所要地調查第一 班（1932?）、蕃人所要地調查第二班（1931?）、鍾郁芬（1995）等所製成。

肆、宜蘭克里奧爾之語言特色──以東岳村為例

雖然宜蘭克里奧爾含大量的泰雅語和日語成分，但無論泰雅語 native speaker 或日語 native 

speaker 皆無法聽懂該語言，因為其乃泰雅語和日語成分經過重構（restructuring）後所形成

的具獨立系統的語言。

本節將針對語音系統、詞彙以及語法簡要介紹宜蘭克里奧爾的結構特色。寒溪村、東岳村、

金洋村和澳花村等 4 村所使用的宜蘭克里奧爾雖然基本上結構類似，但村落之間存在變異

（variation），且各村落內部本身亦存在顯著的世代間變異。本文以東岳村為例，在所蒐集到

各年齡層的語料中針對較年輕的世代進行分析。以下分析資料的資料提供人為 1974 年出生女

性，自幼便使用宜蘭克里奧爾，目前過著宜蘭克里奧爾和華語的雙語言生活。由於其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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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因此可避免語料中日語和宜蘭克里奧爾混淆現象發生。

一、語音系統

資料提供人的宜蘭克里奧爾的語音系統中，子音有 /p/, /t/, /d/, /k/, /’/[ʔ],/c/[ts], /b/[ß], /s/, 

/z/, /x/, /g/[ɣ], /h/, /m/, /n/, /ng/[ŋ], /l/, /r/, /w/, /y/ 等 19 個，而母音則有 /i, e, a, o, u/ 5 個音。

子音部份基本上和澤敖利泰雅語相同，沒有小舌塞音 [q]，但多了一個舌尖塞音（濁）[d]。/d/

出現於 denki‘電燈’（日語：denki）、denwa‘電話’（日語：denwa）等源自日語的詞彙，

因此我們判斷 /d/ 的使用乃受日語影響所致。

母音則與泰雅語一樣有 /i, e, a, o, u/ 5 個音。日語亦有 /i, e, a, o, u/，不過標準日語的 /u/ 乃非

圓唇音 [ɯ]，但宜蘭克里奧爾和泰雅語皆為圓唇音。

至於重音則固定落在最後音節，這很明顯是受到泰雅語的影響（賽德克語的重音固定落在倒

數第二音節（張永利，2000：48），而日語的重音則具辨義作用）。

整體而言，資料提供人所使用的宜蘭克里奧爾的語言系統、重音和澤敖利泰雅語相似，幾乎

不見賽德克語的影響，這也許是因為賽德克人口少，處於弱勢所致（參照參、宜蘭克里奧爾

之形成因素）。

二、詞彙

根據基本詞彙（basic vocabulary）調查結果（簡月真、真田信治，2010）顯示，資料提供人

的宜蘭克里奧爾基本詞彙中源自日語的詞彙約占 70％、源自泰雅語的詞彙約 30％。

源自日語詞彙的一大特色為日本西部地區方言的使用，例如、taru（足夠之意）、oru（在）等。

依據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7）『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表』所示，日本統治期

間居住於台灣的日本人中約 70％ 來自日本西部地區，宜蘭克里奧爾中的方言詞彙反映了此歷

史事實。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與自我】 － 73

源自日語的詞彙，有不少雖然形式來自日語，但語意上則大不相同。例如宜蘭克里奧爾的

amerika 指「外國人」，不過日語僅指「美國人」；宜蘭克里奧奧爾的 hakama 為「裙子」之

意，但日語乃指男性傳統服的一種。

另外，亦可觀察源自日語語詞和源自泰雅語語詞併存的現象。例如，單純數數時使用源自日

語的 ici, ni, san，而含量詞時則使用源自泰雅語的 utox, saying, tugan，例如一個人、兩個人、

三個人為 utox ninggen, saying ninggen, tugan ninggen。

三、語法

在此將針對「否定句」進行簡要介紹，首先請參照以下例句（＊表不符合文法）。

（1）wasi kino tayhoku ikanay / ＊ ikang.（我昨天沒去台北。）

（2）are kino tayhoku ikanay / ＊ ikang.（他昨天沒去台北。）

（3）nta kino tayhoku ikanay / ＊ ikang ga.（你昨天沒去台北嗎？）

（4）wasi kino gohang tabenay / ＊ tabeng.（我昨天沒吃飯。）

（5）kino walaxsinay / ＊ walaxsang.（昨天沒下雨。）

（6）kino samuysinay / ＊ samuysang.（昨天不冷。）

（7）kino kiluxsinay / ＊ kiluxsang.（昨天不熱。）

（8）ima walaxsinay / ＊ walaxsang.（現在沒有下雨。）

（9）kyo kiluxsinay / ＊ kiluxsang. samuy.（今天不熱。很涼爽。）

（10）wasi asta tayhoku ＊ ikanay / ikang.（我明天不去台北。）

（11）are asta tayhoku ＊ ikanay / ikang.（他明天不去台北。）

（12）wasi asta ＊ tabenay / tabeng.（我明天不吃。）

（13）asta ＊ samuysinay / samuysang.（明天不會冷。）

（14）tenki mo ＊ kiluxsinay / kiluxsang.（天氣不會再變熱。）

（15）kyo ＊ walaxsinay / walaxsang.（今天應該不會下雨。）

（16）wasi kyo hontoni ＊ tamasinay / tamasang hayya.（我今天絕對不要搭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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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6）可看出否定詞（negative）有 nay 和 ng 兩種，「過去式」（1）～（7）、

「進行貌」（8）以及「現在式」（9）僅能使用 nay，而「未來式」（10）～（16）則僅能使

用 ng。自此我們可將 nay 和 ng 用法的規律性整理如下：

              nay：ng ＝「過去・現在」：「未來」 

然而，日語的否定詞 nai 和 n 的用法可簡單歸納如下表：

表 3：日語的否定詞

過去式 現在式 未來式

動詞 － nakatta － teinai
－ nai

（－ n ＝方言形式）

形容詞 － nakatta － nai － nai

如表 3 所示，日語否定詞的使用隨動詞和形容詞而有所不同，且日語 nai 和 n 的用法亦有異於宜蘭克里奧爾。

宜蘭克里奧爾的 nay 和 ng 的用法，無法以日語等語言的時制（tense）或貌（aspect）等概念

解釋，但是以泰雅語的「實現」（realis）、「非實現」（irrealis）概念來看則可發現 nay 用於「實

現」、而 ng 用於「非實現」。換言之，nay 和 ng 形式上和日語相似，但其用法乃承自泰雅語。

由此我們可看出，宜蘭克里奧爾巧妙地將日語和泰雅語重構（restructuring）後創造了其獨自

的語言系統。

伍、結語

以上，本研究紀要介紹一個使用於台灣原住民族部落的新語言──宜蘭克里奧爾。從歷史背景

探討，我們推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集團移住」造成寒溪村、東岳村、金洋村及澳花村等 4

村落泰雅人和賽德克人混居狀態產生，語言、文化相異的兩個族群為了溝通便採用泰雅語、

賽德克語以及日語接觸後形成的「接觸語言」，其不僅兼具共通語功能，更成為該地區泰雅

人和賽德克人的第一語言，遂發展為現今的宜蘭克里奧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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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克里奧爾的語音系統、重音等基本上和泰雅語相同。基本詞彙含大量源自日語和泰雅語

的詞彙，但語意和構詞上有其獨自系統。語法方面，就否定詞而言，我們發現宜蘭克里奧爾

形式上採用日語的否定詞形式，但實際上則深受泰雅語用法的影響。

自其歷史背景、功能和結構特色，我們可以說宜蘭克里奧爾乃以泰雅語為基層（substratum）、

日語為上層（superstratum），經過重構等語言變化後所形成具獨特系統的語言。

礙於字數限制，本研究紀要僅簡述宜蘭克里奧爾的現況、歷史背景以及語言特色。今後筆者

將針對宜蘭克里奧爾的語法系統，包括音韻、詞彙、句法等進行詳細描述，並解析寒溪村、

東岳村、金洋村和澳花村等 4 村落的異同，探討宜蘭克里奧爾與世界各地克里奧爾的相似點及

相異點。

※本文轉載自《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3 期，頁 75-89，2010 年／秋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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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台元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現職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民族語言

政策專題研究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的

書 面 化 及 語 言 活 力

專 題

前言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已成為國家語言，而各族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是原住民族

語言本身是否能獲得永續生存與發展。當代原住民族語言的發展奠基在各族

語言的文字化，近年來，國家透過族語詞典的編寫、族語教材的研發、族語

文學創作的獎勵等努力，試圖提升原住民族語言的活力，讓瀕臨危機的語言

獲得維護。本文透過上述各類族語文獻，探討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及其反

映的語言活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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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族語的文字化

原住民族語言所採用的文字系統，依其發展

歷程可歸納為 3 套：（1）假名字系統；（2）

注音字系統；（3）羅馬字系統。目前以羅馬

字系統最為流通。各族語言採用的羅馬字系

統，可能產生許多不同版本。1 當代的族語羅

馬字，除了各族聖經譯本使用的教會版及各

式民間版之外，具有規範作用者計有 3 個版

本，依擬定時間序為（1）1992 年的「教育

部版」；（2）2001 年的「認證版」；（3）

2005 年的「公告版」。

族語羅馬字過去版本眾多，由於系統化與標

準化的需求，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於 1990

年 委 託 中 央 研 究 院 李 壬 癸 教 授， 研 擬「 台

灣 南 島 語 言 的 語 音 符 號 系 統 」（ 李 壬 癸，

1992），一般稱為「教育部版」，計有 15 種

語言。惟「教育部版」在公布後，未有推動

配套措施。從 1992 到 2001 年，是教育部版、

教會版、各種民間版的共存兼用時期。

2001 年，原民會委託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政大原民中心）舉辦首屆族語能

力認證考試。當時，為了因應族語認證考試

筆試科目的需求。命題人員的討論重點，即

是究竟應採取哪一種羅馬字做為認證考試的

規範文字。各族經過研商，整合了教育部版、

1　 例如，台語（Hôló 語）的羅馬字包括許多版本或方案：教會羅馬字版本、TLPA 版本、教育部 2006 年公告的台灣閩

南語羅馬字版本。

2　 詳參《族語成蔭：四套族語教材八年編纂紀》（台北：政大原民中心，2017）。

教會版、民間版等系統，產生了「認證版」

文字，是為族語書寫版本的第一次標準化

2002 年起，由於語言學界的建議，原民會將

族語書寫符號加以規範，歷經 4 年十餘次的

研討會及公聽會，終在 2005 年達成共識，完

成官方規範的書寫符號制訂工作，由原民會

與教育部共同頒布（2005 年 12 月 15 日），

這套文字即簡稱「公告版」。

「2005 公告版」的討論基礎，來自「2001 認

證版」的基本共識，前者僅是在後者的根基

之上，完成細部的調整工作，兩者之間的差

距並不大。

原民會自 2010 年起委託政大原民中心進行

「四套教材」的編纂，於 2017 年完成《字母

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

化篇》等 16 族 42 語教材計 1,008 冊 2，均係

依循公告版的原則來進行編寫。

族語歷經假名字、注音字、羅馬字等 3 種文

字系統的採用變革。現今廣泛流通的羅馬字，

運用在族語聖經翻譯、族語能力認證、族語

教材、族語詞書等範疇。

族語文字的標準化，從 2001 年首屆族語認證

的研討及共識開始，也逐步獲致實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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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本族人士三方均產生推動的力量，促

使族語文字在本族流通的基礎之上，朝向規

範化及標準化的方向進展。

二、從書面化到文學化的
         族語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可從 4 個角度來觀

察：（一）族語詞典的編纂；（二）族語聖

經的翻譯；（三）族語教材的研發；（四）

族語書面文學的開創。從 2001 年的族語認證

考試開始，政府的族語振興工作開始啟動，

迄今持續 15 年，政府政策的主導、學校的配

合推行、族人的努力維持，成為重要的支撐

力量。民間長期以來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本身

的保存，從早期的詞典編輯、聖經翻譯，一

直到晚近的族語創作，亦不遺餘力。

（一）族語詞典的編纂

族語詞典的編纂起於日本時代，隨著國家政

策與民族教育的發展，可分為 4 個階段：（1）

日本時代（1895-1945）：大部分為官方的調

查結果，編纂目的主要在於提供警察和官員

學習之用；（2）同化政策時期（1946-1989）：

編纂者以歐美的宣教師和語言學者為主，詞

典的編纂目的在於傳教與學術研究之需；（3）

鄉土教育時期（1990-1999）：本族人士開始

重視詞典的重要性，編纂目的在於保存和記

錄族語；（4）族語復振時期（2000 迄今）：

除了本族人的獨力耕耘，由官方帶動本族詞

典家與語言學者合作的編寫模式逐漸開展，

編纂目的在於族語教育和族語研究之需求。

歷經半個世紀以上的奮鬥，族語詞典從過去的

各自編寫，到後來政府的整體資助，各族各教

派的神職人員，以及外國學者、本國學者、本

族人士的長期努力，發展出不少詞典。這些詞

典由於不同的時代背景與需求，具備多樣化的

特色，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本身，提供了相當重

要的協助。族語詞典的編纂可說是近 20 年來

的族語保存運動，不僅與族語文字標準化的過

程同步進展，亦與族語教育的脈動緊密連結。

近年來，族語詞典數量大幅增長，本族專家

陸續出現。例如：阿美族的星 ‧ 歐拉姆、陳

約翰、蔡新明；布農族的阿諾 ‧ 伊斯巴利達

夫、張玉發、余榮德；卑南族的曾建次；排

灣族的拉夫琅斯．卡拉雲漾；雅美族的董瑪

女等，均是極具實力的族語人才。他們的職

業包括牧師、神父、教師、研究人員。多數

本族人士更獨力蒐集語料並完成艱辛的詞典

編輯工作（李台元，2011：14）。

原民會自 1999 年起，對於族語詞典的發展，

也投注相當的經費，將族語詞典以研究計畫的

方式，委託本族人士以及語言學者編纂。詞典

編纂的規畫與執行可分為兩個時期，分別依據

「原住民文化振興六年計畫 1999-2004」、「原

住民語言振興六年計畫 2008-2013」。前期完

成的詞典成果報告，共計有阿美語、卑南語、

泰雅語、雅美語、卡那卡那富語、拉阿魯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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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後期計畫的子計畫為「原住民族語言字詞典編纂計畫」，從 2007 年起分三階段進行，目標

為完成 16 族的族語詞典。這個時期的特色是，詞典的編寫通常是由語言學者與本族人共同合作。

原民會目前已完成 16 族的族語線上詞典建置，數位檢索功能十分便利，亦有利於族語學習。

（二）族語聖經的翻譯

族語聖經的翻譯與修訂，從戰後延續至今。目前 16 族當中，已有 8 族出版族語聖經（新約或

新舊約），另有 3 族已出現試譯本或正在翻譯當中 3。目前較為通行的聖經譯本，多是由台灣

聖經公會 4 出版及推廣的版本。透過目前台灣聖經公會的 8 項「聖經翻譯計畫」5，可整理出各

族族語聖經翻譯的起始年代與出版情況。詳見表 1。

表 1：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族語聖經譯本 （資料來源：台灣聖經公會，本文修訂）

翻譯計畫項目 起始年 出版年 說明

1 布農語聖經 1947 2000

1. 短舊約和新約。

2. 2013-2017 年修訂。

3. 預計 2018 年出版。
2 雅美語聖經 1953 1994 新約。
3 泰雅語聖經 1956 2003 短舊約和新約。
4 太魯閣語聖經 1956 2005 新舊約全書。

5 阿美語聖經 1 1957 1997

1. 新舊約全書。

2. 2013-2017 年修訂。

3. 預計 2018 年出版。

6 排灣語聖經 1959 1993 
1. 短舊約和新約。

2. 於 2010-2018 進行翻譯與修訂。

3　 試讀本為卑南語《馬可福音（試讀本）》（2005）及噶瑪蘭語《馬可福音（試讀本）》（2013）。賽德克語則正在翻譯中，

台灣聖經公會於 2013 年 12 月 7 日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賽德克族群區會完成簽約儀式，翻譯賽德克族德克達雅語聖經。

4　 台灣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會（UBS）的成員，前身為香港聖經公會台灣辦事處，設立於 1956 年，賴炳烔牧師為首

任主任。1960 年成立「台灣聖經公會」，1970 年改名為「中華民國聖經公會」，2003 年正名為「台灣聖經公會」。該

會的主要工作為基督教聖經的翻譯、出版與推廣。

5　 根據台灣聖經公會的資料（2011 年 12 月 29 日）。感謝台灣聖經公會前總幹事蔡鈴真牧師與現任副總幹事徐淑貞協

助提供各族族語翻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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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魯凱語聖經 1987 2001

1. 2001 年出版新約全書。

2. 2011 年開始翻譯舊約並修訂新約。

3. 2017 年出版新舊約全書。
8 鄒語聖經 2002 2014 2014 年 4 月 20 日出版新約全書。

                                             

透過族語聖經翻譯，各族努力將過去尚未有書面語的語言，改造為現代書面語的工具，同時擴

大族語的使用範圍，使得族語可用以書寫及創作，逐漸展現族語的精煉。另一方面，聖經翻譯

長期面對民族共通性和地方特殊性的取捨與挑戰，族語譯經群透過集體討論，促使不同語別得

以整合（例如阿美語、排灣語），逐漸朝向共通的「民族書面語」發展。因此，各族的譯經成果，

在語言發展的意義上，相當程度地整合族內共通的民族語，成為形塑書面語的重要力量。

（三）族語教材的研發

在族語認證及族語文字化的基礎上，教育部與原民會聯合委託政大原民中心於 2002-2006 年以

4 年時間編輯全國的原住民族語課本，完成九階 40 語教材，總計 360 冊，這種大規模的教材編

輯案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工程。這套課本提供國內各級學校修課學生使用，也成為族語能力認證

考試的依據。延續工作「原住民族語四套教材編輯計畫」（2009-2017）亦依此模式完成研發。

政大版九階族語教材共區分為 40 個編寫組，近 300 人，各編寫組以 6 人為原則，廣邀該族精

熟族語人士或具教材編輯經驗的人員，同時顧及編輯人員的地域與職業的均衡性，在原住民

族歷史上是難得的龐大編輯群。雖然未必網羅原住民族所有專精族語的人士，但過半數以上

均為族語能力認證合格者，或為族語復振工作的菁英，有些小族的編寫人員，甚至是該族仍

能使用流利族語的僅存人士。這些編輯群努力編寫而成的族語教材，充分呈現當今原住民族

語的水準。

過去自由編纂的舊教材，過於強調不變的傳統，未能考慮社會的改變，因而在教材教法及語

言結構上，較難與實際生活銜接；現代化的新教材，必須適應社會的變革，強調實證的精神，

尊重說話人的主體性，研發現代化、生活化、趣味化的族語教材，方能因應實際環境的挑戰，

利於族語的多元發展。

因此，透過現代化的課程大綱與教材細目，掌握 40 話教材的課文主題與難易度，各編寫組可

按照該族語的實際語法特性及生活背景發揮創意，進行改寫。這種編寫模式不但考量傳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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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延續與適應，也顧及現代社會的實

際溝通功能。政大原民中心的統籌運作固然

不易，編寫組也費盡苦心反覆商榷，但比諸

以往的族語教材一族一語的編寫模式，以及

難易度不均、不重視溝通功能的課程安排，

編輯人員大多同意政大版九階族語教材的編

寫模式大有改善，240 位編寫人員針對族語

的語言結構也進行了大規模的討論，使得課

程內容與品質獲得有效提升。

族語教材的編寫配合現代社會生活發展，在

研編課程內容的同時，族語教材開始面對族

語的現代化。基於系統性和規範化的編寫方

針，集結當前的族語人才，編纂實用性的族

語課文，在族語教學範疇具體展現族語活力。

（四）族語書面文學的開創

台灣原住民族缺乏書寫的傳統，因而被認為

是「非文學民族」，原因是一般認知的文學

是「書面文學（written literature）」，即「作

家文學」；而自古以來便存在的「口傳文學

（oral literature）」，即「民間文學」，往

往受到忽略（黃季平，1999）。

原住民作家文學可依據「語言」分為兩大類

別：「漢語文學」和「族語文學」，其中以「漢

語文學」數量最多，經常被視為「原住民作

6　 1987 年及 1989 年間，吳錦發編輯兩本選集《台灣山地小說選》及《台灣山地散文選》，兩書同時收入平地人與原

住民描寫與山地相關的作品，並提出「山地文學」來界定此一特出的文類。1989 年 7 月 21 日，調整為目前通用的「原

住民文學」一詞。（吳錦發，1989 年 7 月 21-26 日）。

家文學」的代表。

原住民漢語文學的大量產生，是 20 世紀後期

的事，大批原住民作家的出現則在 1980 年

代。1987 年，吳錦發主編的《悲情的山林—

台灣山地小說選》6，集結了原住民和平地人

兩類作家有關原住民的漢語書面創作，11 篇

短篇小說裡，有 3 篇為原住民作家所寫（田

雅各［拓拔斯．塔馬匹瑪］2 篇和陳英雄 1

篇），為原住民文學作品集的出版開了先河。

具有深刻民族意識的作家透過主流社會的語

言來寫作，目的在於反抗主體民族的文學，

形成「原住民的漢語文學」。

日本時代，大量的民族誌調查，促成原住民

各族的語料和民間故事的書面記錄，然而，

產生的作品是由外族採集與記錄，缺乏自我

書寫的主體性。日本時代晚期，少數本族人

已能運用統治者的語言（日本語）來進行書

寫及創作，例如，泰雅族的 Losin Watan（渡

井三郎／林瑞昌）、卑南族的 balriwakes（森

寶一郎／陸森寶）、鄒族的 Uyongu Yata’uy-

ongana（矢多一生／高一生）。作品雖然相

當珍貴，但較為零星，尚未成形（巴蘇亞．

博伊哲努，2009；劉秀美，2010）。

戰後，隨著基督宗教信仰人口大幅增加，產

生了本族語言聖經翻譯的需求。聖經的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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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從早期的部分新約到後來的新舊約全

書，翻譯的篇章漸趨完整。這些聖經篇章，

是「翻譯文學」的先河。從這個角度而言，「族

語書面文學」的開端，最早可追溯到 1950 年

代。若將「族語歌謠的創作」納入廣義的族

語文學創作，也可以追溯到戰後。例如鄒族

的高一生，自 1946 年起譜寫〈登上玉山〉，

其後陸續寫出〈塔山之歌〉、〈打獵歌〉、〈杜

鵑山〉、〈春之佐保姬〉等 10 餘首族語歌謠

（巴蘇亞．博伊哲努，2006：114-125）。

若從狹義的現代文學創作來看，則以泰雅族

Walis Naqang（娃利斯．羅干）的短篇小說

《泰雅腳蹤》（1991，晨星出版社）為最早

的作品，全書係以泰雅語寫成，並有漢語翻

譯，共計收錄 7 篇小說。其後，有泰雅族游

霸士．撓給赫（田敏忠）、布農族卜袞．伊

斯瑪哈單．伊斯立端等幾位作家的耕耘。同

時，族語翻譯文學也在持續進行，例如：阿

美族的星．歐拉姆、鄒族的溫英傑等人，均

致力於伊索寓言的族語翻譯。

2007 年以後，族語書面文學的作品方有逐漸

增加，族語文學創作獎的鼓勵具有相當正面

的助益。教育部舉辦的「族語文學創作獎」，

目的在於各族族語文字的推廣，因應 2005 年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的頒布，自 2007

年起，迄今一共舉辦 5 屆，總計有近 200 篇

作品入選，包含新詩、散文、短篇小說、翻

譯文學等文類，是為當代族語文學的代表。

過去，口傳文學的語言記錄通常由學者或外

族人進行，原住民族大量生產口語語料供人

採錄與研究；1990 年代以後，由於原住民族

意識和原住民族地位的提升，族語創作得以

發端；2001 年以後，由於族語教育的體制化

和族語能力認證的舉辦，族語文字的應用產

生進展，族語文章逐漸增加，一直到 10 年前

教育部族語文學創作獎的推動，提供族語書

面文學的創作園地，進而強化了族語活力。

族語的文學化對於口語及書面語具有相輔相

成的功效。族語文學的創作基礎，即在於族

語的口語使用，若缺乏口語能力，則書面語

的寫作便窒礙難行。另一方面，口語大量進

入書面文學當中，也促使書面語與口語交互

影響。在族語教育上，書面語詞彙也隨著族

語教材進入口語當中，利於提高口語的修辭。

三、從語言瀕危到
         語言活力提升

族語能力認證自 2001 年實施以來，取得相當

的成效，許多族人通過認證，對於自身的族

語產生了自信，也提高了族語的聲望，但是，

某些族語使用人口較少的民族，族語活力和

族語意識仍顯不足。為了解決族語面臨的危

機，原民會在 2011 年啟動了「搶救原住民族

瀕危語言實施計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9 年公布了一份「瀕

危 語 言 列 表（list of endangered langu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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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計有 2,697 種語言在列，其中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占 24 種，占 0.9%。當時原民會以專

案計畫方式推動了「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即是根據這樣的語言危機而產生的重

要政策。該計畫內容提到「台灣原住民族的瀕危語言計有 9 種」，完整的說法應為：台灣共

有 24 種登上瀕危語言列表，其中 9 種屬於「脆弱」等級、1 種屬於「嚴重瀕危」等級、6 種

屬於「極度瀕危」等級、8 種則為「消失」。詳見表 2。

表 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列表裡的台灣語言（共 24 種。資料出處：李台元，2012）

語言名 語言 ISO 代碼 語言瀕危等級

Amis（'Amis) 阿美語 ami vulnerable 脆弱

Bunun 布農語 bnn vulnerable 脆弱

Paiwan（Payuan) 排灣語 pwn vulnerable 脆弱

Rukai（Drekay) 魯凱語 dru vulnerable 脆弱

Taroko（Truku) 太魯閣語 trv vulnerable 脆弱

Tayal 泰雅語 tay vulnerable 脆弱

Tsou（Cou) 鄒語 tsy vulnerable 脆弱

Yami 雅美語 tao vulnerable 脆弱

Pyuma（Pinumayan) 卑南語 pyu vulnerable 脆弱

Saisiyat（SaiSiyat) 賽夏語 xsy severely endangered 嚴重瀕危

Nataoran（Sakizaya) 撒奇萊雅語 ais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Saaroa（Hla'alua) 拉阿魯哇語 sxr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Thao（Thau) 邵語 ssf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Kanakanabu 卡那卡那富語 xnb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Kavalan（Kebalan) 噶瑪蘭語 ckv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Pazeh（Pazih) 巴宰語 uun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度瀕危

Babuza 貓霧捒語 bzg extinct 消失

Basay 巴賽語 byq extinct 消失

Hoanya 和雅語 ppu extinct 消失

Kulun 龜崙語 uun extinct 消失

Papora 拍瀑拉語 ppu extinct 消失

Taokas 道卡斯語 bzg extinct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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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angalan 凱達格蘭語 kae extinct 消失

Siraya 西拉雅語 fos extinct 消失

原民會將「極度瀕危」的撒奇萊雅語、噶瑪蘭語、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等 5 種，

以及「嚴重瀕危」的賽夏語 1 種，再加上魯凱語內部的 3 種——茂林語、萬山語、多納語，共

計 9 語，列入積極搶救的名單。由於卑南語的瀕危情形近年愈趨嚴重，因而加上卑南語當前

也被列入亟待復育的語言名單中。

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評估方面，迄今尚未整體研究。陳誼誠《阿美族語的語言活力》（2017）是

第一篇針對阿美族語言進行系統性評估的博士論文，也是第一篇由本族人撰寫的族語活力研究。

本論文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依憑的 9 項評估指標（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LVA），對阿

美族語的當前發展，逐一進行檢視與評估，可做為國家擬訂原住民族語言政策的參考。

大規模的原住民族語言狀況的調查，應屬 2012-2014 年由原民會委託台師大執行的「推動原

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此計畫係按發包單位提出需求而完成的大型調查工作，除

了小族近乎普查之外，大族則採抽查方式，並區分原鄉及一般地區兩類進行。因訪員專業、

受訪者態度及資料準確等因素，造成調查之信度與效度未必理想，且受託單位僅是統計團隊，

恐難以掌握族語調查操作的訣竅，在統計數據上能否反映真切的族語使用狀況，尚待進一步

探究。（陳誼誠，2016）

近 3 年來，教育部委託政大原民中心設計活化族語的方案，建置原住民族 16 語維基百科語言

孵育場及專屬平台，做為將族語推向「維基百科」的前置運動。16 族語言孵育已有 3 種語言（泰

雅語、撒奇萊雅語、阿美語）進入維基孵育場活躍名單，可望於 2 年內（2019 年）將有台灣

原住民族語言正式躋身全球維基百科的語言列表當中。此舉不僅有益於提升族語活力，讓族

語化危機為轉機，也可彰顯族語的認同感，從國際化反向帶動族人對族語的熱愛，為民族語

言書寫發展挹注新能量，帶動更多人願意學習族語及閱讀族語，達成族語活化與族語知識傳

承的目的。

族語的文學化與書面語的累積，是族語維基百科最有力的支持。與族語文學創作不同的是，

族語維基百科的條目更具科學性，透過修改協作的機制，可以產出許多有助於提升族語質量

的族語文章，但仍須努力強化族語書寫的行動力，方有利於活化民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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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皆屬瀕危語言，唯有重

視族語本身的發展，才能讓民族獲得永續。

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不僅反映在口語上，也

可以反映在書面語的建構上，相對地，族語

的書面化歷程便是探討族語發展的重要途徑。

原住民族語言是原住民族教育推動的重心，

例如族語能力認證的規劃與執行、族語教材

的編寫與研發、族語師資的培訓與任用等。

以民族語言突顯民族的主體性，使本族人得

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是當前原住民族發展

的 新 趨 勢。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的 推 動 關 鍵， 現

階段仍在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是否能夠得到落

實。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目

的在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免試入學、減少壓

力、社區高中取代明星高中、發展特色學校

等。然而，對原住民族而言，面對教改的創

新還需要面對包括其教育主體性的建構、教

育資源分配、原住民族內部多元知識體系建

構、教育模式發展、學習模式發展等問題（王

雅萍，2016：15）。未來原住民族語文教育

的課程落實與教學創新，是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法通過之後，值得關注與持續探究的關鍵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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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評 介

1 7 世 紀 荷 蘭 宣 教 師 所 編 撰
的 華 武 壠 語 （ F a v o r l a n g ）

文 獻

林昌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為 17 世紀荷蘭歸正宗教會史料、19 世紀的

基督長老教會史料、馬偕研究。譯著《黃金時代：一

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編著《李登輝的家族相

簿》，翻譯全 12 冊《馬偕日記原稿》等。

華武壠史料的出現與出版

華武壠辭典的出現是意外的收穫，19 世紀初荷蘭東印度牧師 W. R. van Hoëvel 在「巴達維亞改

革宗小會檔案館」（Kerkenraad van Hervormde Gemeente te Batavia）當中找尋希伯來文和

馬來文對照的辭典時，無意間找到這件 Favorlang 的辭典手稿。他對於辭典所列舉的地名極為

陌生，後來透過法連丹《新舊東印度誌》的資料，才瞭解原來這份文件和台灣的宣教有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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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於是將這件手稿抄寫整理，並同時由 W. H. Medhurst 翻譯成為英文，兩個版本同時在

1840 年出版 1；2 年之後的 1842 年，荷蘭學者 C. J. van der Vlis 在烏特烈支大學圖書館找到台

灣語字彙集手稿（Formosaansche Woordenlijst volgens een Utrecht Handschrift）2，短短時

間內，華武壠語和西拉雅語的辭典先後出現，引起語言學者極大的興趣。台灣的語言和馬來語

的關係為何？這一直是語言學者極有興趣的一個主題。但是這兩份字彙集出現以前，除了倪但

理（D. Daniel Gravius）分別於 1661 和 1662 年所翻譯出版的《馬太和約翰福音書》和《基督

教信仰要項》以外，沒有其他可以參考的資料。所以這兩件台灣原住民的辭典出現，正可為這

個長時間以來的難題提供部分的解答。3 以華武壠語編撰的史料除了辭典外，另外一件也是非

常重要的史料是華武壠語的《台灣島華武壠語教理問答與講道篇》（Leerstukken en Preeken 

in de Favorlangsche Taal（Eyland Formosa））。這份史料是由 1637-1651 年服務於華武壠地

區教會的花德烈牧師（Rev. Jacobus Vertrecht）所編寫。而《華武壠語辭典》（Woord-boek 

der Favolangsche Taal）則是由哈伯宜牧師（Rev. Gilbertus Harpartius）所蒐集編撰。筆者認

為，除了語言學上的重要意義之外，華武壠語辭典的編寫也有特定的目的，哈伯宜牧師，除

了將華武壠語翻譯成為荷蘭文外，也盡可能的在文字當中介紹當地原住民的風俗習慣，也是

因為他的努力，才使得藉由他的辭典加上花德烈牧師的教理問答所討論的華武壠宗教信仰，

兩份史料的配合使得建構華武壠族民族誌的嘗試成為可能。

1　 這個字典收錄的字母有 A156 字、B162 字、Ch146 字、D73 字、E9 字、G25 字、H5 字、J3 字、I32 字、J3 字、

K135 字、L51 字、M670 字、N21 字、O44 字、P467 字、Q1 字、R130 字、S152 字、T309 字、U32 字 W1 字、Z40 字。

共有 2664 個字，甘為霖所編的字典則有 2727 字，兩個字典差別 63 個字，應該是甘牧師將他所認為可以獨立出來的字，

單獨列成一個字條的關係。

2　 這份手稿共有兩個部分，亦即字彙集與 4 段簡短的對話錄，出版後的字彙集有 31 頁，編撰者以主題分類而非以字母

順序來編寫，字彙集的 16 個主題包括：上帝與自然；城市、房舍與家具；時間；人類和其行動；身體部位；身體的病痛；

服裝與武器；船隻器具；貴金屬、香料與植物；野獸；禽類；魚類；數目；副詞、連接詞、介系詞；形容詞；動詞。村

上直次郎編撰的《新港文書》第 VII 篇的〈福爾摩沙語字彙〉打破原先的編排方式，而將這 1069 個單字以字母順序，加

上英文翻譯。而對話錄共有 4 段，內容是討論學校教育的問題。甘為霖牧師將這 4 段對話收錄於《台灣佈教之成功》（On 

account of the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第 1 冊當中。

3　 相 關 的 討 論， 請 參 考，Henning Klöter, Fact and Fantasy about Favorlang: Early 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aiwan’s Languages, 2nd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Ruhr Universität, 

Bochum, 1-2,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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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武 壠 相 關 文 獻 的 編 撰 者： 花 德 烈 牧 師（Jacobus 
Vertrecht）與哈伯宜牧師（Gijsbertus Happart）

雖然首先受派在華武壠地區服務的神職人員是西門范布練牧師（Rev. Simon van Breen），但

是真正鑽研華武壠語編撰教材的人是花德烈與哈伯宜兩位牧師。他們的生平如下：

花德烈牧師

花 德 烈 牧 師 又 名 為 Vertregt 或 Vertrechtius ， 於 1606 年 生 於 荷 蘭 來 登（Leyden）， 他 在

1625 年進入來登大學的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就讀，在 1632 年由密德堡港

（Middelburg）搭乘愛密利亞號帆船（Emilia）到達巴達維亞。隔年他與一位英國軍官的女兒

結婚，同月的最後一天搭乘船隊前往蘇拉特（Suratte）服務擔任牧師職務。稍後改派到安汶

島（Amboina），1636 年 10 月 10 日改派班達島服務，隔年的 7 月 11 日改派來台。受派服務

於華武壠語地區。在那裡服務直到 1651 年，除了被捲入與菲爾伯長官（Governeur Nicolaez 

Verburg）的衝突以外，同時也是因為他的妻子因病過世，於是離開台灣返在隔年 1 月到達巴

達維亞。根據學者研究指出花德烈牧師是一位熱心研究又對語言有天份一位牧師。所以他能

在極短的時間當中使用華武壠語服務教會，也能夠編撰了數篇華武壠語的信仰教材 4，讓後來

的學者能夠對華武壠族群相當程度的認識。

哈伯宜牧師

哈伯宜牧師生於荷蘭城市 Goes，父親為服務於該城的牧師亞伯拉罕．哈伯宜（Rev. Abraham 

Happart）， 出 生 時 間 不 詳， 只 知 道 他 在 1643 年 進 入 烏 特 烈 支 高 等 學 院（Utrechtsche 

Hoogeschool） 研 讀 神 學。 畢 業 之 後 以 牧 師 候 選 人 身 份（proponant） 受 到 鹿 特 丹 中 會

（Rotterdam Classis）差派前往東印度地區服務。他在 1648 年到達巴達維亞（Batavia 現今雅

加達），並在 1649 年 3 月 22 日受派前來台灣服務。在台灣期間原先服務於新港、大目降、

目佳溜灣教會擔任聖職。然而，由於無法學會西拉雅語，加上來台之後水土不服不斷生病，

4　 Troonstenburg de Bruijn,. Biographisch Woordeb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nkanten, Nijmegen: P.J.Milborn, 

1893. P.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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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都一直留在熱蘭遮城當中的荷蘭人教會中服事。然而因為被捲入長官與牧師的爭議，所

以在 1652 年 12 月 26 日被遣送回到巴達維亞。在那裡他請求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Gouv. en 

Raden van Indiee）的審理，在得到平反後於隔年的 4 月 7 日回到台灣，此次受派前往華武壠

地區服事，也就是在服務期間編撰了《華武壠語辭典》。根據資料顯示，他在華武壠服務的

時間並不長，後來在當地過世 5。

華武壠人與荷蘭人的接觸

華武壠族位於台灣中南部，所在位置大約在現今的雲林、彰化一帶。可能是土地肥沃的關係，

所以部落的規模相當大，根據文獻顯示華武壠社的居民可達 4000 人之譜。為了維持這種規模

人口部落的生存，就必須在資源上做相當程度的控制，為了維持糧食的自給自足。避免外族

入侵傳統領域就成為華武壠部落的重要活動。因此在荷蘭文獻當中可見華武壠族與西拉雅人

或唐人的衝突。儘管如此，華武壠地區並不是 1635 至 1636 年荷蘭的麻豆社征伐所攻擊的地區。

荷蘭在統治地域擴充之後，發現這裡所生產的梅花鹿產量遠比已經逐漸枯竭的南部地區來得

豐富。所以荷蘭人的目光逐漸轉移到這個物產豐富的地區。

荷蘭與華武壠的接觸，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大員的荷蘭完成首度統治區

域擴張之後，荷蘭人所統治的區域和華武壠地區比鄰，當時荷蘭人允許唐人在統治區域內從

事農耕與狩獵，此事讓華武壠族傳統的狩獵領地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因此，在華武壠社當

中就出現主戰派與主和派兩種聲音。由於荷蘭勢力進逼的態勢極為明顯，因此初期是由主戰

派勢力佔上風。所以華武壠的戰士多次前往魍港，攻擊在當地活動的唐人。而這個舉動剛好

給覬覦華武壠土地的荷蘭人一個出兵的藉口。因此荷蘭長官范德堡三度率領荷蘭軍隊和原住

民盟軍，進行懲罰性的攻擊。

在這裡必須要瞭解魍港的所在地，根據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的地名解釋，魍港所在地是嘉義

縣布袋鎮的好美里（現在的八掌溪出海口北岸），這個地方距離華武壠社所在地的虎尾地區

相當遙遠的距離，為什麼華武壠人千里迢迢到布袋去攻擊當地的唐人？筆者認為有兩個可能，

5　 Troonstenburg de Bruijn,. Biographisch Woordeb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nkanten, Nijmegen: P.J.Milborn, 

1893. Pp.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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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魍港附近的區域也還算是華武壠社的狩獵區域範圍，所以他們才會對出現在當地的唐

人感到芒刺在背。再者，雖然荷蘭人曾經警告華武壠人不可攻擊唐人，但是正如先前所說的，

早期是以主戰派居上風，所以在他們認為戰士人數和士氣都占上風的情況下，就在完全不計

算後果的情況之下發動攻擊。6

第三次征伐之後，族群士氣受到重大打擊的華武壠人投降，並且簽訂 8 個項目的〈和平條約〉，

荷蘭和華武壠人的關係進入第 2 個階段。華武壠人成為荷蘭人的順民，也派員參加地方集會，

完全接受荷蘭人的統治。而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派遣首位神職人員兼行政官員的西門 ‧ 范布鍊

牧師（D. Simon van Breen, 1843-1647）進入華武壠地區。這是台灣改革宗教會首度擴充到

這個地區。除了西門 ‧ 范布鍊牧師以外，在這個時期台灣改革宗教會還派了兩位宣教師駐在

華武壠地區，這兩位牧師為華武壠族留下重要的歷史文獻。他們是花德烈牧師（D. Jacobus 

Vertrecht, 1647-1651）以及哈伯宜牧師（D. Gijsbert Happartus, 1649-1652）。這三位牧師總

共只服事了 9 年，當中還要扣除他們初到台灣，留在大員城內學習語言的時間。由於華武壠語

和西拉雅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所以這些宣教師實際在華武壠服事的時間還要再縮短。儘

管時間短暫，但是花德烈和哈伯宜牧師留下華武壠最重要的和本色化的教理問答與辭典。然而

後來花德烈牧師與台灣長官的衝突在 1651 年被迫離台，加上哈伯宜牧師病故。華武壠的傳教

事業陷入停滯的狀況，這個階段持續到 1654 年。後來由於缺乏牧師監督，加上駐在華武壠的

學校教師對待當地人的惡行讓荷蘭行政官員極度憂心，深怕這種舉動會導致華武壠人的叛變。

1656 年起派遣列奧拿牧師駐在當地，由於列奧拿牧師並沒有留下什麼紀錄，所以他在當地服

務的成果如何目前不明。哈伯宜牧師編撰的《華武壠語辭典》（Woord-boek der Favorlang 

Taal），和花德烈牧師編撰了華武壠本色化的教理問答，內容除了表達基督教信仰與原住民宗

教的對應關係以外，也提供學者瞭解華武壠宗教與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兩份資料可以

互相印證，顯示出 17 世紀華武壠族的部分面貌。

6　 華武壠人對魍港地區的唐人發動兩次攻擊，第一次是在 1636 年 6 月 27 至 28 日的熱蘭遮城日誌，收錄來自高等商

務員（Opperkopman）van Sanan 的書信，內容當中記載，華武壠人於數日前殺害 3 名在魍港捕魚的唐人，也傷害一

些人，還有一批人被割掉頭髮。第 2 次發生在同年的 8 月底，唐人的領袖跑到魍港向荷蘭商務員表示，有 180 到 190 名

華武壠人前往石灰島，只要有機會，就計畫攻擊或燒毀荷蘭人所興建的木柵。請參考，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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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花德烈牧師書信手稿／作者提供。 圖 2：華武壠語辭典／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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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Favorlang catechism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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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掌 故

越 過 「 土 牛 」 ：
1 8 世 紀 岸 裡 社 在 番 界
邊 區 的 「 族 群 互 動 」

鄭螢憶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長期關心台灣

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變遷、熱衷田野調查。博士階

段選擇以清帝國的人群身分類屬為議題，討論熟番

身分如何延續成為「平埔」族群的歷史過程，並以

岸裡地域為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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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岸裡大社文書》／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檔號 AH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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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典藏在台灣博物館關於平埔族群岸

裡社的地圖，所繪製的地區，約在今日台中

市石岡區、新社區、東勢區等地。圖中在東

邊山旁繪有荒埔與十九個圈圈表示土牛的符

號，以及界內道路旁的望樓、石碑，頗引人

注意。

圖中沿著大甲溪南岸的岸裡地域，除繪製土

地廟、魚池與房厝外，有一標示「社寮」的

建築，格局與規制都不同於圖內其他房厝。

然而，為何在平埔族岸裡地域中，會出現土

牛與社寮呢？這兩個建築究竟與族群活動有

何關係？在說明這些問題前，讓我們先談談

什麼是「岸裡社群」。

岸裡社群

清代岸裡社群，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巴宰族」

的平埔族人。他們原居在后里臺地，建立麻

薯舊社，後來以以社域擴散方式，形成包含

岸東、岸西、岸南、葫蘆墩、西勢尾、麻里

蘭……. 等九社血緣部落。雍正 10 年大甲西

事件後，台中地區大部分的平埔族參與反清

運動，唯獨岸裡社在漢通事張達京、土官敦

仔的倡議下，選擇另一條道路：「助官平亂」。

事件結束後，土官敦仔因平亂有功，獲得清

廷的賞賜與信任，並把反叛的樸子籬社、阿

1　 在清代官方的番人身分類屬中，熟番與生番大致可略分為今日的平埔族與高山族。本文論述仍依循史料的脈絡，利

用清代文獻中所載的生、熟番詞彙，以描述當時所指稱的人群。

里史社，以行政託管的方式撥給岸裡社。後

來加上烏牛欄社、掃束社，形成以「岸裡大

社」為主的「岸裡行政社群」。長期活動於

石岡、新社地區，除岸裡社人（以下簡稱岸

社）外，還有生活領域主要在此處的樸子籬

社人（以下簡稱樸社）。

土牛

原居於此的樸社人，長期以來與界外「生番」

（今日高山原住民）有一定程度的族群往來。1

在大甲西社事件時，從官員奏摺的描述可知，

正當樸子籬社數百名番人下山攻擊官兵時，

隊伍中竟然出現「紅衣番」，我們不難推斷

紅衣番應是居住深山的獅頭等社，即今日泰

雅族北勢群。只是這樣熱絡的族群互動，不

久就因為官方的番地封禁政策，而有所限制。

從乾隆年間開始，清廷決心強化康熙朝以來

的封禁政策，一面加強漢民越界的禁例，並

清釐邊土地，企圖在沿山邊緣設立實體番界。

圖中的十九座「土牛」即是配合番界所設立，

是一種在邊界上挖壕溝、堆置土堆的阻隔工

事。今日這十九座土牛堆大部分早已消逝，

僅留著遷移至土牛國小的石碑與部分土堆，

彷彿訴說著乾隆年間官方封禁界內移墾活動

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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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寮

想來，高聳的土牛堆雖然某程度限制原本自

有往來的族群活動，但並不能有效遏阻漢人

與岸社人的私自越界。不過，為了能夠「合

法」與山區的「生番」，取得岸裡社需求的

鹿皮、苧麻等物資。岸裡社漢通事張達京，

仍決定在雍正 12 年（1734）利用招攬番親沙

里社生番歸化的契機，讓官方允許合法與山

區生番交易。2 在當時，只有勸誘界外「生番」

歸化，漢通事們才能與界外族群進行山產交

易，並以交易的利潤，作為代替「生番」繳

納給清廷的賦稅。

果然，在「生番」歸化後，岸裡社頭人們順

利在番界邊區，即在今日石岡區社寮一帶，

建立圖中所繪製社寮。這是一座在清代台灣

番界邊上常見的建築，它用於表示清廷允許

「生番」攜帶貨物至社寮，從事「合法」的

交易活動。3　

後來在乾隆 31 年（1766）繼任張達京的總通

事敦仔，又再次招來屋鏊社生番歸化（今日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雍正朝硃批奏摺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300 種，1972），頁 256-

257。

3　 乾隆 44 年樸子籬社副通事潘習正稟文指出：樸子籬社寮在昔漢通事張達京滋傳原有生番來換鹿皮鹿葺觔等項，

屢年照辦無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為乞究漢奸以除地方弊害事〉，編號：cca110001-od-

al00955_189_01-u.txt。

4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岸 裡 大 社 文 書 》〈 為 嚴 飭 加 謹 巡 查 邊 界 以 免 玩 誤 事 〉， 編 號：cca110001-od-

al00952_056_01-u.txt。

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著通事敦仔購買鹿皮〉，編號：cca110001-od-al00952_019_01-u.txt。

泰雅族南勢群），兩者的山產交易於社寮進

行。可惜岸裡社文書並無留存交易的詳細資

料。但從仍可窺見社寮交易的運作，是在官

方監督下進行。每次交易的進行，都需向官

方呈報，歸化生番多少名出山、交易日期、

兌換食物，甚至在何處承接。4　更重要在界

外能夠入內交易的只有「歸化生番」，而為

歸化者，則不在允許之列。 

山產交易

社寮的存在，對於位於番界兩側的番人族

群，顯得十分重要。歸化的屋鏊社番倚靠著

岸裡社群對外交換所需物資，岸裡社群也利

用屋鏊社提供所需的山產資源。從乾隆 34 年

（1769）至 45 年（1780）文武衙門簿可得知

岸裡社因為公務贈禮緣故，對於鹿製品的需

求甚大，有時也需替官方購賣鹿皮，例如乾

隆 27 年（1762）猫霧捒巡檢曾以 10 元代價

要求通事潘敦代買嫩鹿胎皮三十張、大鹿皮

七件。5 隨著漢人對於界外平埔的開發，鹿隻

的資源逐漸減少，岸裡社人更常需仰賴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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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番社交易，以獲得鹿隻。6 

交易的內容，屋鏊社所提供交易物包含鹿製

品、豹皮等獵產與苧麻等採集物。7 社寮所提

供給生番之物應包含鹽、糖、酒、煙、布匹、

火石子等生活必需品。8

對於屋鏊社而言，除了鹽、布等生活物資外，

對於鐵器、火藥、槍枝等違禁品的渴求，可

能更甚前者。雖然有些通事們會在邊界私自

走私違禁品，但只透過「正規」的社寮交易，

屋鏊社仍是很難取得這些物資。因此，與邊

界走私的漢人交易，成為另一重要的交易管

道。這些漢人常被稱為「番割」，他們違背

清廷的律法，遊走在番界內外。不同於岸裡

社人，這些番割追求山產之利的渴望，遠大

過於與界外番人交易所帶來的風險。

為了穩固與「生番」的往來，邊區的漢人番

割往往藉由通婚「生番」女子，建立與界外

番社的貿易網絡。例如，居住在橋頭庄的楊

大極，仰仗能通番語，常與生番交易鐵器等

違禁物，甚至購買生番幼女莊葡，以利其在

山區交易活動的進行。

6　 乾隆 30 年通事敦仔就常因購買不到優質的鹿皮，而退還價銀給猫霧捒巡檢。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

〈為繳還原價乞恩驗收事〉，編號：cca110001-od-al00951_048_02-u.txt。

7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岸 裡 大 社 文 書 》〈 為 乞 究 漢 奸 以 除 地 方 弊 害 事 〉， 編 號：cca110001-od-

al00955_189_01-u.txt；〈為奪苧淚變不迅叩究難免貽害事〉，編號：cca110001-od- al00957_016_01-u.txt。

8　 以乾隆 31 年《憲奉協辦後壠社出入費用簿》岸裡社代替官方賞賜給屋鏊社的物品清單來看，大致可推敲社寮所

提供的交易物，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憲奉協辦後壠社出入費用簿〉，編號：cca110001-od-

al00980_061_01-u.txt。

在官方眼中這類與牽娶生番女子的漢人，時

常是跨越文化、政治的邊界，他們可能放棄

政治認同象徵的髮辮，也會紋上屬於「生番」

標籤的「黥面」。對於這群游移番界的漢人

而言，作為清帝國的「子民」或具有優越文

化的「漢人」，既不真實也不重要。

邊區衝突

隨著走私漢人加入山產交易的網絡，卻時常

與界外番社部落發生衝突。有時會鬧出人命，

甚至引來官府的注意，這讓被官方賦予維持

邊界事務的岸裡社頭人們，感到十分慌恐。

乾隆 47 年（1782）2 月 4 日居住在番界邊上

九房屋的漢人張士碧、陳細妹，就扭送四名

出山換貨的生番至岸社通事潘明慈。他們大

聲咆嘯的說北邊內山生番同伊擾賣，被番動

氣，所以扭送至此。

這件事很快傳回山上部落，引起內山番人集

體不滿，他們決定越過番界，群聚向張士碧

索討被擒之人。此舉動引來岸社通事潘明慈

的緊張，緊急加派隘番巡守樸子籬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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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慈之所以緊張，主因是因岸裡社不通生

番語，無法確定被抓番人是歸化生番或生番。

因為若是生番出山貿易，甚至引發番害，守

邊的岸裡大社將受到官方嚴厲的處分。幸好

後來經查證，這四人皆是屋鏊社化番，番名

分別為眉己、拜曰士、旦由干肉、旦歪，並

非是生番出山作歹。

後來經官府的查證，張士碧的說詞，顯然是

謊話一場。事情的真相，原是這些九房屋的

漢人，長期以來習慣通番換易柴物。有一日，

其中一位名叫張阿北，率人人以酒引誘番人，

希望「生番」能夠攜帶苧麻百餘斤、鹿茸四

對、并鹿筋等項，後因換貨不成，遂將番毆

傷扭送，番貨則交給軍工匠的匠頭。這裡的

軍工匠人，則是當時官方為了修理戰船，而

特許軍工匠人合法的越過番界開採木料。而

這些軍工匠人轄下的漢人們，不只開採林木，

更多的以走私交易的型態，在番界邊區攫取

利益。這也時常影響岸裡社透過社寮交易，

所獲取的利潤。

張士碧的案子，隱約透露了軍工匠人與岸裡

社因山產之利，所引發的矛盾。後來，岸裡

社通事知道事情原委後，自知理虧，只能將

9　 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為遵諭查明擒番確由並現在防禦情形稟覆察奪事〉，編號 cca110001-od-

al00955_243_01；〈具信領回二番日後毋致滋事〉，編號 cca110001-od-al00955_246_01-u.txt；〈且收管得毆傷肉旦

由干、肉旦歪二番〉，編號 cca110001-od-al00955_246_02-u.txt。

10　 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為急稟電察事〉，編號 cca110001-od-al00955_161_01-u.txt。

受傷的化番治癒後，送還內山。9 如同這樣的

糾紛，在《岸裡大社文書》中屢見不鮮。

甚至有時在邊區「番害」事件，也時有所聞。

這類事件時常發生在越界開採樟木料的軍工

匠人身上。受害的漢人軍工匠，為了尋求補

償，常以抬屍圖賴的手段，向岸裡社通事控

訴，邊界隘丁「護匠不利」，以此勒索金錢。

因此，雙方也時常因為「生番」馘首問題，

產生諸多不滿與衝突。

在乾隆 43 年（1778）有三個軍工小匠，名為

吳老三、賴邦海、邱禮千。他們越過番界，

前往東勢角匠寮（今臺中市東勢區中寧里匠

寮巷） 挖 取 地 瓜， 適 逢 界 外 番 人 出 沒， 將

吳老三、賴邦海頭顱割去、邱禮千負傷而

回。曾擔任軍工匠首麾下的寮長李秀，趁

機唆使邱禮千胞兄邱禮萬率眾 30 餘人，執

械至樸子籬社寮，破壞門屋，搶奪衣物、

豬、雞，毆傷社丁張文英，將吳老三等人

屍體留置社內，欲加勒索。10

面對李秀的圖賴，岸裡通事潘輝光、樸仔籬

社副通事潘習正不斷稟文向理番同知控訴李

秀在山區的非法作為。李秀也不甘示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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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岸裡社等人勾引奸民越界私墾。於是，雙

方陷入長時間的訴訟之中。11 最終，理番同

知的判決是李秀保回免其責，匠首張奠興將

吳老三屍棺領回埋葬。12　從族群的角度來

看，這事件正是 18 世紀以來番界邊區多族群

競爭的縮影。

最後，我們將視野帶回這張 18 世紀的岸裡

社地圖。在十九座土牛的東側，繪製了「群

山」，並寫下「荒埔」的字樣。這彷彿呈現

清廷在封禁政策架構下，對於番界邊區呈現

「靜態」的期待。可是，實際上番界邊區的

11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岸 裡 大 社 文 書 》〈 為 縱 懇 貽 累 橫 押 酷 索 急 呼 究 追 事 〉， 編 號 cca110001-od- 

al00955_160_01-u。

12　 臺灣大學圖書館，《岸裡大社文書》〈為生番戕害事〉，編號 cca110001-od-al00955_168_01-u.txt。

族群流動與競逐，遠比想像複雜。社寮交易

網絡的建立，滿足「生、熟」番之間的物資

需求。不過，就在走私漢人介入原本掌握在

岸裡社通事手中的山產交易活動後，開始利

用與生番通婚或抱養等模式，建立與山區生

番往來的管道。因而，番界邊區漢人與熟番，

分別以「走私」與「正規」形式，與居於界

外的番人部落產生聯繫。而熟番與漢人群體，

彼此之間也因覬覦界外的自然資源與山產物

資，所以存在複雜的競逐關係。致使 18 世紀

以來番界邊區「生、熟、漢」族群間的衝突

事件，仍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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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照 片 講 古

宜 蘭 噶 瑪 蘭 族 剪 影
─ ─ 流 流 社

陳文立

宜蘭縣史館約聘人員

喜歡故事、喜歡博物館。覺得蒐

集過去的、現在的故事，分享給

現在和未來都共同住在這塊土地

上的人們，是再美好不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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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0 年前的民族誌紀錄片

1930 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前身）師生移川子之藏、淺

井惠倫、宮本延人等人曾在宜蘭記錄噶瑪蘭族人影像、聲音，現典藏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該系典藏有關噶瑪蘭族影像，共有 29 幀照片，還有 1 部以「熟番流流社」為題名的 16 厘米

民族誌紀錄片，格外地珍貴、引人注意。1

 圖 1、2：「熟番流流社」16 厘米影片片段。（臺大人類學系藏＃ A207）

依據網站「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典藏紀錄資料，16 厘

米影片（臺大人類學系藏＃ A07）是宮本延人於 1939（昭和 14）年拍攝。2 片中不僅能看見

老婦人摟著小孩、親密互動之外，還有兩位老婦人比肩牽手、或持拿樹葉擺動舞蹈的畫面，

圍在鏡頭四周的族人表情、衣著細節也都相當清晰。近 80 年前的噶瑪蘭族人身影，無聲地走

動、舞蹈著，宛如穿越時空一般。

1　 胡家瑜，〈收藏的平埔記憶──博物館文物中的噶瑪蘭身影〉，《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2015 年 2 月（19）期，

閱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網址：http://ihc.apc.gov.tw/old/index.php。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臺灣大學數位典藏

研究發展中心，「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藏品資料查詢系統」，閱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1 日，網址：http://ntuacis.

digital.ntu.edu.tw。

2　 此處指網站「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之「藏品資料」中開放觀覽的典藏編號

A07 影片（網上試閱片長 1 分鐘），原始片長有 2 分 16 秒。詳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

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閱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網址：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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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番流流社」是？

此處提到的流流社，原稱留留仔，是位於舊冬山河河畔一座高突土丘上的噶瑪蘭族聚落，西

側隔著冬山河與遠近馳名的冬山河親水公園相望；行政區域屬於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

根據日本時代的調查，流流社名唸作「ヘムリウリウ」（hemuriuriu），是取自一位祖先的名

字，另有指社名為「島」、或「水沖」之意。和鄰近的加禮宛社、婆羅辛仔宛社、利澤簡社同族，

約於清乾隆晚年至嘉慶年間才從婆羅辛仔宛社分出、獨立成為一社。3 

流流社最早的漢文紀錄，應該是清臺灣鎮總兵武隆阿在設置噶瑪蘭廳時為了譯正各番社社名

而記下「留留仔」，當時屬東勢（即蘭陽溪以南）的利澤簡堡，但它卻是噶瑪蘭廳 37 個番社

中唯一並未改譯社名的。4 同樣的資料還記錄了西勢（即溪北）民壯圍堡另有一社「撈撈，即

（譯正）流流」；也就是說 1812（嘉慶 17）年前後，宜蘭的溪北有個「撈撈」，溪南則有「留

留仔」。

留下、離開，都不容易

不曉得何故，噶瑪蘭廳通判姚瑩在 1821（道光元）年記錄〈西勢社番〉、〈東勢社番〉的土目、

人口時，直接將二社都一致寫作「流流」。5 然而，不管寫作撈撈、流流或是留留仔，噶瑪蘭

各社遭遇的「荒埔將墾唐人爭」、6 官府胥差「無事不圖噬番，無番不受朘削」的不公平對待，7 

3　 波越重之、松室謙太郎編；莊振榮、莊芳玲翻譯，《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第壹冊（宜蘭：宜蘭縣史館，

2014；1923、1924 年原刊），頁 68。李壬癸，〈從語言資料看早期蘭陽平原的族群〉，收於李素月、許美智編，《探

溯淇武蘭──「宜蘭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史館，2012），頁 18。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

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2012），頁 220。

4　 《噶瑪蘭廳志》〈番社〉中記「留留仔莊，此社無譯，別於西勢之流流」，另附考則指出「惟留留仔一社未及詳耳」。

陳淑均總纂，《噶瑪蘭廳志》（臺北：文建會，臺灣史料集成清代方志彙刊第 24 冊，2006；1852 年原刊），頁 106、

107。

5　 姚瑩，《東槎紀略》，卷三，道光 12 年序刊本。

6　 「荒埔將墾唐人爭」出自柯培元〈熟番歌〉；陳淑均總纂，《噶瑪蘭廳志》，頁 453。

7　 「無事不圖噬番，無番不受朘削」為 1833（道光 13）年「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內容；詳陳進傳編著，《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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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族群傳統文化、社會組織崩解的危機，可說是大同小異。

終於，噶瑪蘭人在 1830 至 1840（道光 10 至 20）年間開始遷徙，往今天頭城、蘇澳、南方澳、

三星及花蓮移動。8 較為人所知的是加禮宛社與其他數社族人前往花蓮平原另闢天地、建立加

禮宛六社；9 鄰近的流流社不曉得是否也有一部分族人在移居的行列之中，原本 1821（道光元）

年姚瑩紀錄流流社有番丁男婦 98 口，10 但是到了 1896（明治 29）年伊能嘉矩來到宜蘭調查

時則剩 63 人。

令人意外的，在多數噶瑪蘭舊社人口數均呈現下降的 1909、1910（明治 42、43）年間全臺灣

平埔族群戶口調查資料中，位於溪南的「清水庄土名流流」卻有族人 22 戶，人口較 1896 年

增加至 92 人；11 與之相比，溪北「流流」所屬的七張庄在此次調查資料中，則並未顯示有戶

口數。人口數的波動變化或許意味著，噶瑪蘭各社自清末至日本時代初期，仍因著種種的推、

拉力，12 持續在村社間移動、尋找留住何處的可能。

流流社的瞬間

前述提到，伊能嘉矩曾於 1896（明治 29）年到宜蘭進行調查，該次行程先後訪問大里簡、橋

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左羊出版社，1989），頁 123-125。

8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90 年）〉，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8 年，頁 163-186。

9　 加禮宛社人數於 1821（道光元）年有 453 人，至 1896（明治 29）年伊能嘉矩調查時大幅減少 9 成，僅剩 45 人。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頁 216、217。

10　 並有土目一人，名「武歹奪」。姚瑩，《東槎紀略》，卷三。

11　 人口數比起 1896 年也增加的還有加禮宛（45 增至 114 人）、武暖（95 增至 121）。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

蕃務本署編；翁佳音、陳怡宏譯，《平埔蕃調查書》（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 117-119。

12　 如開山撫番，使得高山原住民族群取代平埔原住民族群成為官方主要的施政對象；改土目為頭目、通事為董事等一

系列將平埔族群村社歸屬普通行政管理的調整，也使舊有漢莊、番社的族群界線越趨模糊；加之三星、花蓮、臺東等新

居地的拉力，都促使噶瑪蘭人。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90 年）〉，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18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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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湖、打馬煙、辛仔罕、擺里、猴猴社、貓里霧罕等地，還受贈了有雕刻的舊屋牆板；13 不曉

得當他經過利澤簡、前往貓里霧罕的途中，有無注意到不遠處的流流社。30 餘年之後，獲得

伊能嘉矩所遺大量標本的土俗人種學教室師生，也來到宜蘭，在一間流流社家屋前拍攝了照

片 3 幀；14 其中 1 幀（人類學系藏＃ A232），甚至還能依稀見到小孩身後一塊斜靠屋牆的木

板有著細緻雕紋。

流流社照片（人類學系藏＃ A232、＃ A233）中族人的服飾、面容，屋牆結構、半埋入地圍繞

屋側的石板、散置的器具，以及屋旁棚架、圍籬都相當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另張照片（人

類學系藏＃ A226）的老婦人及小孩們也出現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 16 厘米影片（人類學系藏

＃ A07）影片中。一相比對，照片中摟抱小孩的老婦人以及小孩的面孔頓時清晰了起來。15

13　 在拜訪辛仔罕、擺里社時，都有受贈上有雕刻的舊屋牆板，其中辛仔罕該件為臺大人類學系藏品＃ 360。伊能嘉矩

原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頁 172-199。

14　 臺灣大學，「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查詢系統」，閱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1 日，網址：http://www.darc.ntu.

edu.tw。

15　 另臺大人類學系藏＃ A232、＃ A233 照片中左起第三位男子，也有出現在影片中。但是，根據「臺灣大學典藏數位

化計畫查詢系統」中的藏品紀錄，16 厘米影片（＃ A07）是宮本延人於 1939 年拍攝，3 張流流社照片（＃ A226、＃ A232、

＃ A233）卻記錄拍攝於 1932 年。

圖 3：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眾人。
（臺大人類學系藏＃ A232）

圖 4：照片局部，依稀可見有雕刻的木板。
（臺大人類學系藏＃ A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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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
眾人。（臺大人類學系藏＃ A233）

圖 6：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
的老婦人及小孩。（臺大人類學系
藏＃ A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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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尋根

或許是流流社位在沙丘上，周圍的河道與低窪地形，以及外人若任意入社

興工、挖地便會發熱、生病的傳說，使得它相對獨立、少受干擾。根據林

阿粉女士所述，流流社到了 1940 年代還有住戶 20、30 戶，但多數人向

外移動或北上工作，到了 1991、1996 年，就只剩下陳、林、潘、偕、李、

賴等六姓共約 7、8 戶。16

然而，族群的韌性卻不可小覷。在 1987 年噶瑪蘭族復名運動背景下，

1990 年代花蓮、臺東噶瑪蘭族人對返鄉尋根的系列活動參與熱絡，17 作為

活動據點之一的流流社，彷彿成了流離百餘年的族人終於回到故鄉找到一

方堪以落腳的土地那般，成為族人尋根的象徵之地。回顧史料中紀錄著的

社名變化、人口數多寡，又或著口耳相傳馬偕手植的大葉山欖，都如同曾

在留下或向外流移間抉擇的先人一樣，方式不同，卻相同地延續了族群的

星火，等待著再次茁壯。

16　 白長川，〈為冬山河噶瑪蘭人田野尋根〉，《高市文獻》4：3/4（1992.05），頁 45-

80。陳國強、高志彬、白長川，〈噶瑪蘭留留社的姓氏調查〉，《臺灣源流》3（1996.9），

頁 115-129。

17　 宜蘭縣先後於 1991、1996 年辦理「後山噶瑪蘭人返鄉尋根」、「莿桐花開」等系列文化

活動，流流社都是活動重要據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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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書 視 窗

永 遠 無 法 撕 除 的 標 籤 ？  
讀 《 界 而 治 之 ： 原 住 民 作
為 政 治 身 份 》

賴奕諭

中研院民族所助理

臺大人類所碩士，現為中研院民族

所助理、自由撰稿人。關注菲律賓

左派政治、社會文化、原住民族與

世界南島語族等相關議題，並致力

於國際交流事務、文化推廣與人類

學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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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

《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

本書是當代非洲重要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對於現代非洲（殖民）

政體的理論性總結。

全書分三章，第一章討論間接統治模式的發軔階段。

這種統治模式之出現，既是帝國最具原創性思想家之一梅因爵士對帝國

在 19 世紀中期所面臨危機的知識性反思的結果，同時也是旨在在英國印

度、馬來半島殖民地以及荷屬東印度緩和這種危機的系列殖民統治改革

的結果。

第二章思考非洲各殖民地國家的「間接統治」；最後一章轉向這一過程

的反面：脫殖民化運動，包括它的精神的以及政治的維度。

馬姆達尼在本書中通過對歷史脈絡的認真梳理和后殖民統治現實的冷靜

分析，深刻而尖銳地揭示出在后殖民時代，歷史和政治思想及法律如何

匯集於殖民想象之中而創造出了「界而治之」這樣一套制軛東南亞、印

度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統治技術。

他展示出過去的殖民歷史如何在當下仍然活着，而如何打破殖民史的過

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構造，如何拆解殖民史觀，如何打破間接統治的

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機構乃是非洲大陸漫長的努力方向。

作者：（烏干達）馬哈茂德．馬姆達尼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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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所指的「原住民（native）」一詞，與台灣自 1980 年代後開始正式

使用的「原住民（indigenous）」一詞有所不同，前者強調的是非洲後殖民國家中的「原居」者、本地人，後

者則除了強調「原居」之外，更凸顯南島語族的文化特性、以及一種與生俱來、固有和內在的權利內涵；不過，

兩者皆經歷的殖民／後殖民過程，仍有許多經驗得以相互借鏡。

「一個移住民何時才會變成一個原住民？」

1998 年，《界而治之》的作者馬哈茂德・馬

姆達尼（Mahmood Mamdani）於南非開普

敦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提出這個問題。他也

隨即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他說：「一個移住

民永遠都不會變成一個原住民。對於移住民

和原住民唯一可能的解放在於，兩者都停止

作為政治身份的存在。」

為什麼馬姆達尼認為移住民與原住民的政治

身份是必須得根除的問題呢？從該政治身份

的緣起來看，在《界而治之》一書中，他主

張這些政治身份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

在面對殖民地一連串危機的情況下，透過新

政治計畫「間接統治」的施行而促成的產物。

有別於過去直接統治策略，間接統治的使命

由文明化改成保存傳統，從同化政策轉向為

明確界定原住民身份。乍看之下，這似乎是

在保障原住民土地、傳統治理與爭端解決的

機制，實際上卻是透過區辨並形塑差異，發

展出更為精細的管控體系。

進一步來說，這套新型態治理技術強調的並

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區別，而是被殖民者

內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差異，這便涉及兩種

不同的社會控制模式。首先，殖民者假定原

住民皆擁有一個原初、純潔且不變的傳統，

殖民者得採取保護的措施才能夠不讓他們受

外來力量影響而衰敗。再者，馬姆達尼透過

二十世紀非洲的殖民經驗指出，殖民者將逐

漸向南擴張的淺膚色閃米特人視為促使非洲

進入到複雜社會的表徵，揭露殖民者認為非

洲終將因為外來影響而進步的立場。

根據這樣的邏輯，移住民自然不可能成為原

住民，被殖民者甚至因為殖民政府的人口調

查、習俗法的成文規範等而有明顯的分化傾

向。這不僅引起移住民與原住民的對立，也

往往造成許多非洲後殖民國家今日衝突的源

頭。正是因為如此，馬姆達尼才會在《界而

治之》主張要原住民放棄其政治身份，企圖

藉由超越移住民與原住民的分類真正擺脫殖

民主義的陰影。

有鑑於此，馬姆達尼在書裡舉出兩種實踐的

可能途徑：一是透過歷史書寫重構後殖民

的非洲編史，二是以政治實踐打造具包容

性 政 治 共 同 體 的 公 民 權 形 式。 針 對 前 者，

他以奈及利亞歷史學家烏斯曼（Yusuf Bala 

Usman，1945-2005）為例，烏斯曼批判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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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往往將北方與南方、基督徒與穆斯林

以及個族裔民族之間的競爭與對抗關係視為

理所當然的現象。然而這些界線劃定的工程

實際上都是人為且政治的結果，其對於傳統

的認知更是預設了非洲社會是停滯的，而它

的所有改變只能夠是外部影響而來的產物。

馬姆達尼強調，我們不應該把多樣性視為是

人群文化偏離傳統的證據，文化變遷不僅是

雙向且相互適應的過程，許多對立、衝突往

往是基於殖民影響而來的概念，而非實際的

經驗觀察結果。

政治實踐更是馬姆達尼認為積極克服殖民統

治遺產的舉措，他舉出坦尚尼亞國父尼雷爾

（Mwalimu Julius Nyerere，1922-1999） 的

例子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尼雷爾很早便意識

到種族的政治身份會是個問題，他拒絕一切

集體權概念，認為群體權利與殖民時期的種

族政策相關。於是他在建國並實際掌握政治

權力後，首先廢除該國民法中所有基於種族

的區別，接著則取消原住民習俗法與其權力

機構。即便無法兼顧民主與社會正義，尼雷

爾強調這樣的政治計畫是要掙脫殖民國家的

枷鎖，真正建立一個有主權的中央集權化民

族國家。

以此為延伸，這樣的立論不只侷限於非洲的

例子，關於原住民政治身份的討論同時也是

人類學界重要的論戰議題之一。雖然沒有馬

姆達尼如此具體的政治主張，Adam Kuper 於

2003 年發表〈土著的回歸〉一文便對原住民

的政治身份有類似的批評。在他看來，近代

的原住民族運動彷彿又讓原始社會的神話重

新再現，原住民族概念縱使保障集體權及自

然資源的優先使用權，卻也同時易於淪為種

族標籤的委婉說法。

Kuper 的說法引起學界後續激烈的爭論與評

價，有些學者也因為原住民族概念受到世

界各地許多地方社群的歡迎而感到焦慮。對

此，有些人認為原住民認同應該要放在與非

原住民相對的關係來看，那將會是一種有利

的政治與法律工具（Kenrick and Lewis 2004; 

Ramos 2003; Saugestad 2004; Tsing 2007）。

Michael Dove 則在一篇回顧原住民族與環境

政治研究的文章指出，不少學者在面對國際

原運日益蓬勃的趨勢下，認為重點應該是要

放回到選擇接受原住民身份的地方社群，研

究關懷逐漸轉向地方社群究竟如何看待其身

份認同與意義（2006,194-195）。

然而，將原住民概念放回到地方社群的自我

認知與實踐，就真的能夠解決 Kuper 當初提

出的疑慮嗎？ Lucas Bessire 以「超邊緣性」

（hypermarginality）概念與 Kuper 的擔憂相

呼應，認為原住民集體權縱使得以翻轉特定

人群團體的歷史邊緣性，這種加速文化差異

的機制反而又會再形塑出另一個具排除性的

政權（2014, 276-277）。換言之，國家或跨

國原住民網絡能以文化復振、原住民族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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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控管這些人應當要是如何，原住民的慾望、有意義的文化變遷與具負面意義的內在都將

被排除在外（2014, 284-285），這對不夠「文化」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結構性暴力。《界而治

之》提及的原住民主義（nativism）也正是超邊緣性之所以可能的基礎：當原住民及其習俗文

化被視為是前現代、天生且固定不變的存在時，我們一方面希冀原住民保持其「原始狀態」，

另一方面卻限制了原住民發展樣貌的各種可能性。

必須留心的是，這種對原住民概念的認知不只限縮其發展的可能性，更將影響其與非原住民，

乃至於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1990 年代非洲獨立的法語區國家掀起一股排擠移住民，

並主張「土地之子」（autochthony）才真正擁有權利的熱潮，這與法國殖民非洲時期採以

夷制夷策略、僅將政治權力授與於少數族裔的歷史脈絡相關（Ceuppens and Geschiere 2005, 

388）。然而，在聯合國於 2006 年起草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時候，該草案對原住民的定義讓

許多自 90 年代遭排擠的非洲移住民卻反過來被聯合國承認為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對此，納米比亞、波札那與奈及利亞三個國家要求國際社會慎重討論原住民族定義。非洲各

國因而提出 aide memoire 草案，主張權利宣言對原住民族模糊的定義將造成各國內部族群對

立加劇、主權國家政權不穩定等問題（African Group 2006）。

經過非洲聯盟的非洲人權委員會（ACHPR）積極奔走之下，各國最終還是妥協，並於 2007 年

簽署了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然而，「土地之子」概念所強調的權利與先來後到次序的關係依

舊是爭議不斷的問題（Pelican 2009, 55-56）。顯然當代跨國原住民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原住

民」概念，放在非洲反而顯得促狹，這便是為什麼馬姆達尼會試圖提出原住民應當放棄其政

治身份這樣的解方。

如此看來，《界而治之》這本書除了是馬姆達尼闡述其政治理念的重要著作之外，我們更可

以將其定位於 Kuper 所開展出來的學術論戰系譜之中。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是不是一種必要

之惡？這樣的標籤不論繼續存在著，或是終將有被撕去的一天，這本書所揭櫫的討論顯然將

還是會持續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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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書 視 窗

《 後 認 同 的 污 名 的 喜 淚 時 代 》

與「悲喜交織」的原住民族運動

Tunkan Tansikian 
陳張培倫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政治

哲學、應用倫理學、原住民族人權及發展

議題，曾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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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

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
臺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 1987-2017

本書延續《認同的污名》一書原貌精神，採取最大宏觀研究視角，分成

前篇、中篇、及後篇。前篇敘述 1987 至 2017 的三個十年，大體上鋪陳

一個原民三十年輪廓。

中 篇 與 後 篇 的 最 主 要 理 論 架 構， 是 以 觀 光 人 類 學（anthropology of 

tourism）前臺（front stage）與後臺（back stage）等二個相對的分析概

念為基石。前臺指公開展現於外的樣態，那是群策群力的眾人活動。當

然，既稱前後臺，就有類似表演的舞臺，也應有可界定為觀眾者，而在

原住民的眾人展演場域上，觀眾對象一方面就是國家大社會政府和漢裔

臺灣人，另一方面則是廣泛的原民同胞。

過去二十多年間，作者觀察出原住民世界中，至少有七大社會運動的建置

與維繫，而此等不需動員的類全民運動，正是族群是否具有優質前景的

條件。而臺灣原住民在世紀交替前後，充分展現了社會文化活力，因此，

當下尤其值得對這些現象進行脈絡性分析，以獲得更深入的瞭解。

作者：謝世忠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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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交織」是一位原民正名運動勇士對

三十多年以來原住民族運動的註腳，不知道

會不會也是此一飽受歷史傷害的族群，下一

個三十年的命運？

從《認同的污名》到《後認
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

源自於 1980 年代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謝世

忠老師的《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

變遷》（1987）一書，幾乎是伴隨共生之作。

一方面，就如同該書 1987 版序所言，在作者

對族群關係相關課題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出現，促使其提出相關

研究計畫，對之進行理論層次的研究（1987：

1）。另一方面，2017 版重新出版序則指出，

該書幾個觀點成了族人共識結語，「於是乎

力量快速匯集，原運領袖們都說，憑藉著閱

後心得，大家忽然間取得了自我行動的顯著

學理支持基礎。」（2017a：3）

事實的確是如此，論及臺灣原運時，很難跳

過該書。主人地位的變遷、污名認同的成因、

原住民（族）一詞的出現以及原運的源起、

成因、組織及意識形態，成為原運世代朗朗

上口的語言，也成為一般大眾認識原運的知

識起點。於是，「漸露頭角的原民知識領

袖在推薦好書時…必有《認同的污名》…

（2017a：4）」其影響力之深遠，作者甚

至獲行政院長頒授「行政院原住民正名運

動勇士獎」。（2017b：16）

就在該書絕版斷市多年，於 2017 年重新出

版之際，作者更以近三十年原運的發展與擴

散為對象，對其間主要的族群行動過程、七

大社會運動所展現的社會文化活力及其幕後

隱憂，匯集多年觀察分析，出版《後認同的

污名的喜淚時代：臺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

1987-2017》。

理念勝出、實踐膠著、前景
不明

不同於《認同的污名》成為原運的理論加油

站，《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一書，或

者會成為原民知識分子的龍門客棧（眾友華

山論劍的林森南路小館），或者將成為原民

社會的傷心酒店。

簡而言之，作者在其一貫詼諧卻又寫實的風

格下，不經意地（或者是有意地）勾勒出了

原運三十年來的三部曲：理念勝出、實踐膠

著、前景不明。也就是說，大社會勉強接受

了原運的核心理念，甚至還改變了若干國家

上層結構。但在實踐理念的過程中，雖不能

說亳無進展，但卻也荊棘滿地，未來會如何

發展，恐怕未必能如族人所期待那般。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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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歷程，作者在書名上用了「喜淚時代」，

內文中則用了「悲喜交織」作為評語。

原運的當前困境：文化尊重
一點點、主人地位不可及

原運初起之際，除了正名、還我土地與自治

等大家身熟能詳的權利訴求之外，原運成員

如何為其主張尋求正當性基礎，亦是重點論

述戰場。

原運各項權利訴求的論述理念基礎，可由原

權會 1987 年通過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前言首兩段觀之，亦即「台灣原住民族

不是炎黃的子孫」以及「台灣原住民族是台

灣島的主人」這兩句開場白，所揭示的差異

文化論及歷史主權論兩個理念。簡言之，原

住民族明顯為與漢族有別的南島語系族群，

卻被強迫同化。在外來勢力未來到之前，本

為這塊土地的主人，然其主人地位卻逐漸遭

侵蝕。同化政策以及侵奪主人地位，終使原

住民族瀕臨滅族危機。原住民族所提出的各

項權利訴求，無非就要求國家社會尊重其差

異文化與某種程度地恢復其主人地位，以示

種族或族群平等。

搭著著政黨競爭以及本土化潮流便車，這一

套論述很神奇地在 1990 年代的憲政改革過程

中，成為憲法增修條文基本國策的一部分（第

10 條第 11、12 項），不但規定國家應肯定

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之，更規

定所有保障扶助與發展原住民族各項事務之

政策，應「依民族意願」為之。1996 年更成

立中央級的原住民族事務專責部會，成為推

動前述憲政承諾的主要發動機。2005 年通過

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更是綱舉目張地羅

列出國家對原住民族的各項權利承諾，無論

民族自治權、土地自然資源權、文化權、語

言權、教育權、經濟發展權等，均在其列。

作者如此評斷前述原住民族權利進展的狂飆

之旅：「很快地，理論與形式上，臺灣成為

世界上擁有先進原住民政策的國家之一，尤

其它的改變幅度至為巨大，而且是一極其難

能可貴由下所建構之力道，促使上方統治機

器調換關鍵零件的過程。」（2017b：28）

看似正面的評語，卻在「理論與形式」一詞

上透露出，原運理念在實踐上的實則荊棘之

路，作者也舉出了相當多的例子證實此一窘

境。

以原住民族習慣法為例，長久以來，原住民

族依其傳統慣習所為之行為，「受到漢人文

化習慣包裝而成之現代國家真理性化的法

律，永不休止地懲處」（2017b：208），尤

其在山林法、野生動物法、槍砲法、水土保

持法等法律之下，淪為國家罪犯。原運要求

尊重文化差異之論點，在後績推動原住民族

權利法制化的過程中，也正影響著法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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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原住民族習慣法開始被研究、司法人員訓練也開始列入相關課程、原民專庭專股也

陸續設置，「漢人習慣法包裝的國家法律和原住民習慣法同時被考量，然而，此時已經是幾

個世代不斷受罰及至喪失民族自信心之後的遲來善意了。」（2017b：209）

就在前景看似美好，偶有對原民有利的判決出爐而族人奔相走告檢院「包青天」之際，作者也

很冷靜地指出，「已經固化了的在職司法公務員，縱使有久久一次的講座，有邊陲電視臺的有

限收視率節目討論，有彌足珍貴的個位數字原住民籍學者可供諮詢，以及有幾年才一次的『包

青天』前例可以參考，卻也總是步履蹣跚，多數還處在觀望中。」（2017b：210）

作者有關原住民族遭受司法待遇的前述敘述，一方面顯現出差異文化開始受到了尊重，這是

原運進步理念被接受的開始。然而，在司法實踐上，雖不能說亳無進展，實則離完整受到平

等尊重，距離仍相當遙遠。

再以最能展現原住民族歷史主權或主人地位的民族自治及土地政策為例，在《原住民族基本

法》中，分別承諾相關權利，亦即第 4-6 條的自治權以及第 20-22 條的土地自然資源權。作者

指出，「這是全球首創的極先進原民政策理念和理想。問題是沒人敢真的試看看。」（2017b：

213）

雖然自治此一名詞已成為族人隨時脫口而出的權利語言，但作者很殘酷的指出，「…原運領

袖而今擔任中央或地方官員或各級議員者知道自治嗎？當然知道，而且也曾積極表述過。只

是經過幾年時間淬鍊與經驗，如今，那似乎變成僅是一種理想，而非訴求…但是，如一直都

以理想高位待之，在缺乏即刻性訴求力道推動下，自治恐怕不得不再度轉換成更遙遠的屬性，

理想於是成了空想。」（2017b：213）

與自治緊密關聯的土地權議題也面對相同的難題。作者特別舉近來的傳領劃設爭議為例，原

本看來誠意十足的劃設辦法，因為不符合新基進原運人士「全部恢復」的高標準，遭到強烈

反對（2017b：212）。此一實踐原民自主性的政策，為何會如此舉步維艱？作者指出，「真

正的緣由就是臺灣的面積實在太小，以北美洲或澳洲廣大疆域為想像對象的理念或想像，一

回到小島國家，馬上就驚嚇過度而全部退縮。」（2017b：213）

此一理念與實踐的落差，不僅在國家與原住民族間出現信任危機，更在族群內部製造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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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運領袖執政後，面對「必須理性處理的公共行政，很快就自我否決前時間對大社會和漢人

國家的控訴與要求。因為根本做不到…在基進眼神檢視之下，被發現不是最高頂級的版本，

換來的絕對是滿頭包，而且族人間開始相互高度傷害，無從解決。」（2017b：213-214）

沒有錯，自治與土地自然資源權利，不但成為法律語言，甚至還出現在歷任政府重大政策清

單之列。但國家上層結構的理念承諾，卻也明顯在實踐上寸步難行、七折八扣，難題無從解決。

族人的想望，似乎只剩下原運狂飆時期的理想語言，現實上，主人地位遙不可及。作者新書

充分揭露此一境況。

如何脫離喜淚時代的悲喜交織困境？

其實，閱讀新作時，在作者引用的許多議題中，沉悶壓力感很明顯，畢竟，講了那麼多年的

理念語言，結果換來的只是文化尊重一點點、主人地位不可及。不過，作者似乎最後還是不

想讓我們絕望，鼓勵大家，臺灣原運的世界級成就，依然是一件喜事，雖然淚之事，二代甚

至三代仍在承擔。不過，「她（他）們是原住民，永遠喜淚交替」數語，似乎也在提醒族人，

這是我們的宿命，永遠要有頂著砲火前進的心理準備。（2017b：242）

如何可能喜再多加一點點、淚再少流一些些？作者似乎也透露出尋求折衷妥協的重要性。譬

如在提及傳領劃定、傳統習慣法實施、原基法子法、自治法等四大難題時，作者預測未來這

些難題「當會繼續被折扣式地陸續現身，它們引來的陣陣風暴，隨時等著衝擊傷人。」面對

這些難題，作者建議大家「實體性地重新認識人口二千三百萬，且面積僅僅四萬平方公里不

到的臺灣，二者加總，找個合宜均數，應該有其必要。」（2017b：214）

回到歷史的原點，或許不可能，淚總不能白流，但流過就算了，創造更有尊嚴的新歷史階段，

或許是下一個三十年，大家要一起感同身受、身體力行的漫漫長路！

參考書目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

謝世忠（2017a），《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玉山社。

謝世忠（2017b），《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臺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 1987-2017》，台北：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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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事 快 遞

回 家 跳 舞
— 小 林 ． 大 武 壠 族
史 料 文 物 展

編 輯 室

展覽地點：嘉南文化藝術館（該校圖書資訊館九樓）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下午 5:00

參觀方式：免費參觀。

專人導覽：1. 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
　　　　　2. 現場機動導覽：解說員視參觀人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

洽詢電話：（06）266-2517、266-9760 陳如萍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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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由文化藝術館與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大滿舞團共同合辦，展期自 106 年 10 月 19 日

至 107 年 1 月 19 日，陳述在莫拉克風災之後，小林村民重建家園並重尋大武壠族文化之心路

歷程，內容展示大武壠族的史料文物，以及部落這幾年復振的大武壠繡品與網袋技藝。

2009 年 8 月 8 日 莫拉克風災，造成小林地區嚴重災情，以大武壠族人居多的村落，被迫再一

次遷徙，生活與文化的保存更面臨眾多挑戰。風災後，族人們分別落腳在三個地區生活，形

成了原鄉小林、杉林區「日光小林」與「小愛小林」。然而環境的改變使得生活不易，也容

易更失去方向，族人於是開始發展相關產業、振興文化。

2011 年，族人自組「小林大滿舞團」，除藉表演傳達感恩之意，也希望過藝術療癒族人心靈。

之後舞團更肩負起文化復振的重責大任，努力在文獻與耆老的口述歷史中，逐漸尋回、梳理

大武壠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

小林村民多是來自臺南玉井盆地的大武壠族，是當前臺灣第二大尚未正名的原住民族，早在

西元 17 世紀的荷蘭文獻便記載有大武壠頭社。族人自古以來自稱「Taivoan」（大滿），也讓

許多學者認為是「臺灣」、「大員」一詞的由來。

舞團表示，他們希望透過大武壠族古調復振，加強族群認同感，也藉由古調更加認識自己的

語言與過往生活方式，例如邀請耆老指導古調，藉由每年的小林夜祭與大武壠歌舞文化節演

出與推廣，希望更多族人學習古調，認識與傳承 Taivoan 文化。也要感謝感謝各界一路來的陪

伴與關懷，族人們相信愛永遠存在，並要將這份感謝與愛傳達出去。

小林大滿舞團藉著巡迴各部落、臺灣各級學校與表演場所以及在媒體上的曝光演出，讓更多

不熟悉平埔大武壠族文化的朋友們，可以更加認識其文化與部落。曾經在 2014 年主動到日本

演出，撫慰 311 震災的受難心靈，更於 2017 年 8 月首度受到國際組織邀約，獲「亞洲土著人

民公約（AIPP）組織」邀請前往馬來西亞「雪蘭莪國際土著藝術節」演出，團員吟唱大武壠

族古謠，傳達復振小林文化的純粹原味。當時正是八八風災 8 周年前夕，大滿舞團首度踏上

國際性舞台為臺灣發聲，倍覺意義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