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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人口為3億1,560萬人（2013年3月

統計），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

三。

以民族結構而言，根據2010年統計，美

國的白人占 8 0 %，包含拉丁系美國人

（Hispanic and Latino Americans）；非洲系美

國人（African Americans，黑人）占13%；亞

洲系美國人（Asian Americans）占4.43%；美

國原住民族（不計夏威夷族）有293萬2,248

人，占全國人口的0.9%；夏威夷族和其他太

平洋島嶼原住民族則占0.18%。

美國的原住民族通常被稱為「美國印第

安人（American Indians）」，不過近年來也

有稱「美國原住民族（Native Americans；

A m e r i c a n  N a t i v e s； I n d i g e n o u s 

A m e r i c a n s）」。儘管使用「印第安

（Indian）」一詞指涉美國原住民族不太受到

歡迎，但適切的用詞一直存在某些爭議，因

而尚未有一致的專名。例如，美國內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有「印第安事務

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BIA）」，而美

國國會於1990年通過的「原住民族語言法」

則稱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

除了行政機構或法律名詞之外，無論是

American Indians或是Native Americans，以下

均以「美國原住民族」稱之。此一稱謂含括

阿拉斯加原住民族（但不含南島語系的夏威

夷族）。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50個州，州名源自

原住民族語言的有28個，超過半數。而全美

10大都市之中，也有1個都市的名稱來自原住

民族語言，即芝加哥（Chicago），意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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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angs_N.Amer.png

蒜」。美國的河川名，也有許多沿用原住民

族的傳統稱謂，例如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Mississippi意為「大河」。

語言的多樣性

美國原住民族的語言彼此間差異相當大，

若以「語系（language family）」來劃分，可以

分為25個語系，另有16種語言屬於孤立語

北美原住民諸語系分布圖 

原教界49-print.indd   77 2013/4/19   下午9:15



78 原教界2013年2月號49期

全球視野看民族 Global Scope for Ethnos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を見る

Unami 烏納米語

Arapaho 阿拉帕荷語
Gros Ventre 格羅範特語  

Blackfoot 黑腳語
Cheyenne 夏延語
Menominee 梅諾米尼語
Miami 邁阿密語
Shawnee 蕭尼語

Nanticoke 南蒂科克語
Piscataway 皮斯卡塔威語

Kickapoo 奇克布語
Meskwaki 美斯夸基語

Chippewa 吉布瓦語
Potawatomi 波塔瓦托米語

Wiyot 維約特語
Yurok 尤羅克語

Mohegan-Pequot 莫希甘-佩果語
Narragansett 納拉甘西特語
Powhatan 波瓦坦語

Abenaki, Eastern 東阿布納基語

Lumbee 拉姆畢語

Algonquian
阿爾貢金語支

Algonquian
阿爾貢金語支

Arapaho
阿拉帕荷語群

Arapaho
阿拉帕荷語群

Fox
福克斯語群

Fox
福克斯語群

Ojibwa-Potawatomi
吉布瓦-波塔瓦托米語群
Ojibwa-Potawatomi
吉布瓦-波塔瓦托米語群

Unclassified
未定語群

Unclassified
未定語群

Abenaki
阿布納基語

Abenaki
阿布納基語

Delaware
德拉瓦語

Delaware
德拉瓦語

Nanticoke-Conoy
南蒂科克-科諾伊語
Nanticoke-Conoy
南蒂科克-科諾伊語

Eastern Algonquian
東阿爾貢金語群

Eastern Algonquian
東阿爾貢金語群

Ritwan
立瓦語支

Ritwan
立瓦語支

阿
爾
吉
克
語
系

A
lgic

（language isolate）。各語系的語言數統計，詳

見表一。

語言呈現高度多樣性，某些語系分布廣

袤，例如阿爾吉克語系（A l g i c l a n g u a g e 

family），從美國東岸到西岸都有；某些語系

語言分布密集，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加州）的

原住民族，就有18個語系，涵蓋74種語言。

原住民各族語言的共同構詞型態特徵是

「多式綜合（polysynthetic）」，亦即單詞非常

長，包含的意義也相當複雜。

語系 語言數

1 Eyak-Athabaskan 伊亞克-阿塔巴斯卡語系 26

2 Algic 阿爾吉克語系 21

3 Salish 薩利什語系 16

4 Uto-Aztecan 猶他-阿茲提克語系 14

5 Siouan-Catawban 蘇-卡道巴語系 12

6 Miwok-Costanoan 米沃克-科斯塔諾語系 8

7 Pomoan 波莫語系 7

8 Chumashan 楚馬士語系 6

9 Eskimo-Aleut 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 6

10 Muskogean 穆斯科吉語系 6

11 Caddoan 卡多語系 5

12 Kiowa-Tanoan 基奧瓦-塔諾語系 5

13 Sahaptian 薩哈普丁語系 5

14 Cochimí-Yuman 科基米-尤瑪語系 4

15 Iroquoian 易洛魁語系 4

16 Maiduan 邁杜語系 4

17 Wintuan 溫圖語系 3

18 Chinookan 奇努克語系 2

19 Keresan 克雷斯語系 2

20 Palaihnihan 帕萊尼語系 2

21 Yukian 尤基語系 2

22 Chimakuan 奇馬庫語系 1

23 Coosan 庫斯語系 1

24 Takelman 塔克瑪語系 1

25 Yokutsan 約庫特語系 1

26 Language Isolate 孤立語 16

美國原住民族各語系語言數量統計 阿爾吉克語系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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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進行美洲原住民族語言分類研究的語

言學家是鮑威爾（ John Wesley POWELL），他

於1879年建立了「史密森尼學會民族學局

（B u r e a u  o f  E t h n o l o g y,  S m i t h s o n i a n 

Institution）」，專門從事美洲原住民族語言的

研究。他是促使美洲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正規化

的第一位學者，卻也因當時盛行「語言進化

論」，而試圖以「科學」的角度去論證原住民

族語言的落後，美洲原住民諸族語言因為具有

「多式綜合語」的特徵，而被其劃分為「野蠻

時代的語言」，這個觀點是受到其好友民族學

家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的「社會進

化論」的影響。

在文字方面，北美大部分的原住民族語言

是以口語形式傳承，在15世紀歐洲人進入以

前，僅有少數的圖畫文字或象形文字。到了17

世紀，英國傳教士由於宣教的需要，根據羅馬

字為某些族語創制文字，並且翻譯聖經。直到

19世紀初，才出現音節文字，最著名的是切洛

基文字（Cherokee syllabary），1819年這套文字

制訂之後，上萬名切洛基族人大多數在1年內

學會，並用以讀寫。另一種文字有別於羅馬字

的是克里文字（Cree syllabics），是一種與字母

文字相似的字符文字，由英國傳教士所創。

原住民族的數量

根據Ethnologue（2013年第17版）統計，

現今美國原住民族語言的數量，共計180語，原

住民族的數量，若能對應於語言，推估應有180

族。

民族可能經歷消失或整合，北美原住民族

在歷史上泛稱500族（500 Nations）。西元1500

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原住民族約有150萬人，原

住民各族的構成，無論從遺傳、語言、社會等

方面來看，都存在相當差異，在格蘭德河（Rio 

Grande；Río Bravo del Norte）以北，至少存在

著400種互不關聯且各具特色的民族集團。

然而，大多數的美國原住民族語言沒有文

字記錄，且隨著殖民統治與社會變遷而產生語

言流失，許多原住民族因而衰亡。現存的180種

語言，大多數處於瀕危狀態，例如，加州的卡

道巴族（Catawba），在1960年代最後一位會講

族語者死亡之後，現今人口雖逾300人，但均不

會講族語（全部轉用英語）。

民族和部落不同，但美國的原住民各族經

常被一般人認知為「部落（tribe）」。tribe指

的是任何現存的或歷史上的原住民族部落、村

落（band）或社區（community），但tribe也可

以指稱民族，而 t r i b e通常和以保留區

（reservation）形式存在的領域有關。

美國原住民族概況——語系．民族．人口．分布

奧克拉荷馬州基奧瓦部落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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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內政部印第安事務局2012年統

計，聯邦認定的部落（federally recognized 

tribes）共計有566個。這些tribes，有些相當於1

個民族，有些相當於1個保留區。例如，基奧

瓦 族 （ K i o w a ） 本 來 住 在 蒙 大 拿 州

（M o n t a n a），1867年搬到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的保留區，獲聯邦認定為奧克拉

荷馬州基奧瓦部落（K i o w a  T r i b e  o f 

Oklahoma），人口在2011年有12,000人，基奧

瓦族剛好只有1個部落（tribe），居住在1個保

留區（reservation）。而恰克圖族（Choctaw）

則有3個部落，分布在奧克拉荷馬州者稱為

Choctaw Nation of Oklahoma，另外2個部落位於

路易斯安那州（Jena Band of Choctaw Indians, 

Louisian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 Band of 

Choctaw Indians），3者均屬於聯邦認定的部

落。也有幾個民族共同居住在一個聯合部落

（保留區）的情況，例如奧勒岡州有

Confederated Tribes of the Grand Ronde 

Community of Oregon，計有27個民族居住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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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保留區裡。除此之外，還有州政府

認定的部落（state recognized tribes）。  

目前，各州均有不少尚未獲得認定的部

落，宣稱在歷史、遺傳及文化上與原住民族有

所連結，希望受到官方的承認。

原住民族人口及分布

歐洲殖民者於15世紀末初次來到北美時，

原住民族曾慷慨援助，但殖民者站穩之後，開

始奪取原住民族土地，並採取滅族政策。美國

獨立後，掠奪原住民族土地的情況更為

嚴重，僅在19世紀，美國政府對各族便

發動了200多次戰爭，屠殺許多原住

民，將其驅趕到西部的沙漠地帶和某些

州的保留區內，造成原住民族人口銳

減。到了1865年，原住民族人口只剩下

38萬（不含阿拉斯加州）。

據1980年人口統計，美國原住民族

有136萬人，居住在26個州的200多處保

留區上。近20年來，已有20多萬名原住

民離開保留區，移居到大都市謀生。

現今，美國約有310個原住民族保

留區，亦即有些部落有1個以上的保留

區，有些部落是共同住在1個保留區，

有些部落則沒有保留區。其中，有500

多個部落的人口不足1萬人，只有4個部

落的人口超過1萬人，人數最多的2個部

落是納瓦荷（N a v a j o）與切洛基

（Cherokee）。

就原住民族的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密西

西比河以西的地區，25%集中在西北。美國加

州是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州，其次是奧克拉荷

馬州、亞利桑那州（Arizona）、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原住民族保留區的面積總計5,570萬英畝，

占美國國土總面積的2.3%。在310個保留區

中，既有聯邦保留區，也有州保留區，其中州

保留區主要集中在東部，以紐約州最多；而聯

邦保留區主要分布在西部。

Meskwaki民族學校興建時期
的紀念照片。攝於Meskwaki 
Settlement School。

美國原住民族概況——語系．民族．人口．分布

近代Meskwaki族的小女孩。攝於Meskwaki民族博
物館。

原教界49-print.indd   81 2013/4/19   下午9:15



82 原教界2013年2月號49期

全球視野看民族 Global Scope for Ethnos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を見る

各個保留區在面積上相差

甚遠，其中面積最大的保留區

為亞利桑那州的納瓦荷族保留

區，面積為15.4萬英畝；最小

的保留區面積僅100英畝。而

且保留區內相當多的土地是由

非原住民族所有，甚至許多保

留區裡的原住民完全被非原住

民包圍。

長期以來，保留區原住民

的生活水準遠落後於遷入都市

的原住民。儘管在20世紀以

後，美國原住民的平均壽命明

顯提高，然而由於缺乏醫療設

施、生活水準低落，以及酗酒和吸毒等現象

氾濫，保留區原住民的平均壽命只有美國白

人平均壽命的三分之二。

從經濟狀況來看，隨著原住民族保留區的

土地和資源逐漸減少，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直

到最近幾十年，原住民族才開始透過法律管

道，爭取到更多的自治權和土地權。為了改善

自身的經濟環境，原住民族部落開設了賭場。

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印第安人博彩

業調控法（Indian Gaming Regulatory Act）》以

改善原住民族的生活。根據1990年統計，原住

民族保留區的賭場年收入為5.7億美元，到了

1998年，年收入增為70億美元，截至2001年，

全美28州290家原住民族賭場的年收入逾127億

美元，其盈利超過50億美元。目前，約有188萬

名原住民（220個部落）加入博彩的行業，而大

部分的盈利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然而，博彩

業也對原住民族部落的經濟帶來某些正面的影

響，例如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而且

為部落發展提供了幫助，賭場由部落自行管

理，收益可以用於學校、教育、醫療保健、社

區基礎建設等各個層面。

美國各州的原住民族部落分布位置及原住

民族文化歷史相關資源，可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native-languages.org/states.htm。

結語

早期原住民族（印第安人）既不是美國公

民，也不是外國公民，而是「國內依附民

族」，直接接受聯邦政府的監護和管理。美國

國會直到1920年代才通過法律，給予原住民族

美國公民的地位。

美國原住民族與美國政府之間存在相當獨

特的關係，因為許多原住民族享有不同層級的

主權與自治地位。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美

國原住民族受到廣泛的承認，而許多民族已有

美國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歷經屠殺與滅族政

策，人口消亡殆盡。

納瓦荷族（Navajo）人口最多，民族誌研究
文獻也頗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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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報紙和媒體、民族學校、民族博物館、

民族語言廣電節目，此外，不少大學、博物館

和政府機關正在進行美國原住民族研究計畫。

原住民族作家的作品越來越多，各行各業的原

住民族人才也逐漸嶄露頭角。許多民族正在為

民族語言的保存和教育而努力。

本刊本年度各期將以美國原住民族的民族

誌為核心，針對語言發展、民族史、民族發

展、民族地位、民族宗教、民族社會，逐一提

供介紹與解析。

印第安事務局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BIA)

印第安事務局是美國聯

邦政府的機構之一，隸屬於

內政部。該局成立於1824

年，負責管理美國本土原住

民各族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族以信託方式持有的

5,570萬英畝（22.5萬平方公里）土地，服務對

象為566個聯邦認定的原住民族部落。

該局之下分4個部門，原住民族服務辦公

室、司法服務辦公室、信託服務辦公室、土地

管理辦公室。

該局的平行機構印第安教育局（Bureau of 

Indian Education, BIE），為48,000名原住民學

生提供教育服務。

美國民族學局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隸屬於史密森尼學會，建立於1879年，原

稱「史密森尼學會民族學局（B u re a u o f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

1897年改名為「美國民族學局（BAE）」。對

美國民族學和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的發展具有關

鍵影響。首任局長是鮑威爾。

該局贊助許多跨年度的研究計畫，開啟民

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領域的研究，出版系列

刊物（年報及專刊），促進剛開始萌芽的民族

學人類學學科。此外，該局也協助官方進行原

住民族的地質勘測與領域調查，蒐集匯整許多

的手稿、地圖和照片集。

1965年，該局與史密森尼學會人類學部門

合併，改組為美國國家博物館的人類學辦公室

（現為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部門，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68年，史密森尼學會

人類學部門的檔案遂成為國家人類學典藏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美國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紋樣相當多元。攝於Meskwaki民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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