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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阿美語傳道
台湾キリスト長老教会におけるアミ語の伝道
PCT Preaches in the ’Amis Language
採訪•圖︱編輯部

長老教會阿美

基督教

優於族語的教友）不斷增加的

線逐漸退守。行政院原民會於

族教會分為西

事實，早已調整教會禮拜及主

2012年補助推動教會族語紮根

美中會、阿美中會及東美中

日學的族語使用頻率；而原鄉

計畫，對於原本就希望能在教

會，在阿美族花蓮及台東原鄉

同樣也難敵華語的影響，為了

會營造族語友善空間的牧者來

部落中林立的長老教會，分別

讓年輕的華語教友，能夠理解

說，起了一次激勵的作用。參

屬於阿美中會及東美中會。西

傳教的道理，全族語禮拜的防

與的教會得以更加積極的落實

美中會則是由於自1950年代
起，都會阿美族人口增加，而
陸續設立，截至目前，西美中
會於台灣西部地區業已有29間
教會。

全族語禮拜的防線逐漸退守
對於族語的推廣與復振，
基督長老教會始終保持積極的
態度。不過，在族語傳承不敵
華語強勢影響，族語流失現象
日趨嚴重的情勢下，原本族語
環境即不理想的都會阿美族教
會，面臨華語教友（係指華語

星期日的族語講道。

42 原教界2013 年6 月號51期

原教界51-print.indd 42

2013/12/11 下午10:2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阿美語傳道

由於族語人口老齡化及華語教友已成長至 歲
左右的中壯年齡層，為了讓年輕的教友能夠理
解傳教的道理，全族語禮拜的防線逐漸退守。
行政院原民會於
年補助推動教會族語
紮根計畫，適可檢視各教
會推動族語的態度及難
處，而族語講道是否讓華
語教友因而出走的問題便
於此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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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都市公寓中的玉成教會
。

族語禮拜，也讓主日學的教學

實也經由訪談後得知，許多牧

會雖目前大多使用雙語進行主

多增加了族語讀經與唱誦詩歌

者除了憂心族語人口老齡化及

日學，惟仍依不同地區學生族

的內容。

華語教友已成長至40歲左右的

語能力，族語使用比率各有不

而藉由一次計畫的推動，

中壯年齡層，更為了族語講道

同，都會的西美中會以雙語進

適正也可檢視各教會在族語推

是否讓華語教友因而走出教會

行講授，其中華語則是用來為

動工作上的態度以及問題，確

而困擾。基督長老教會參加

解說時所採用的語言，在東美

2012年族語紮根計畫的阿美族

中會及阿美中會有部分教會主

教會名單及人數如

日學以族語為主，東美中會除

左表。

區分有的教會採族語進行教學

◎都會區安排阿美語彌撒天主堂一覽表
總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教會（人數）

小計

西美中會：玉成教會（25）、樹光教
會（20）、中正教會（20）、美港教
會（46）、重光教會（20），計5間教
會共131人。

17間教會
共339人

東美中會：泰源教會（18）、三仙教
會（17）、博愛教會（25）、興昌教
會（14）、長光教會（14）、三民教
會（11），計6間教會共99人。
阿美中會：馬太鞍教會（35）、巴扶
以善教會（12）、太巴塱教會
（35）、宜昌教會（6）、達蘭埠教會
（11）、豐富教會（10），計5間教會
共109人。

而部分採雙語進行，卻也特別

族語與華語合併 雙

註明泰源教會及三民教會的族

語漸成主流

語使用達85%以上。阿美中會

在經由各中會
訪視主日學族語使
用狀況時發現，教

轄屬教會的主日學教學則是3間
採族語，另3間採雙語進行。
由此可知，族語與華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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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的山美教會分為雙語堂（阿美語為主，
華語為輔）及華語堂進行。雙語堂的人數約
人，華語堂則是為因應非原住民教友
有
的加入而設置，人數約為 人。雙語堂掌握
了阿美語優勢，穿插華語
及投影字幕輔助，讓阿美
語能力不佳的教友也可參
加。
1
1
0

30

主日教學一景。

併進行的雙語，是教會主日學

拜時的族語使用情形，以都會

課程主流的上課語言使用模

的阿美族教會狀況為例，囿於

新北市樹光長老教會的林

式。阿美中會的希僕文總幹事

在都市中的族語使用環境不

春治牧師即表示：「母語堂的

對於主日學教學使用族語狀況

多，且多限縮至家庭，因此，

教友年齡約在40歲以上，華語

時說道：「其實教會在平日多

以同族人為主的教會聚會，是

堂則以年輕人較多，其中還包

有在推行族語，例如利用週

都市阿美族人得以族語進行交

括非原住民教友以及非阿美族

報、詩歌等，早期的教會禮拜

流、敬拜及藉由基督信仰獲得

教友，不過，即使阿美族青年

多是使用母語進行，不過在主

心靈滿足的機會。然而，都會

的族語能力不佳，但仍會鼓勵

日學時，由於國語政策的關

阿美族教會的族語使用狀況也

青年參加母語堂禮拜，在教會

係，而且參加的以國中小學生

為因應教友的族語能力由原本

中也有安排母語課程。」其也

為主，所以已經開始用華語進

的族語傳道改為雙語進行，而

表示在分為2堂進行之後，華語

行。」

部分教會則為了照顧族語能力

堂的人數明顯成長且以年輕人

較弱的阿美族教友、非阿美族

居多，對於族語的未來其同樣

老年人在母語堂 年輕人在華語

教友以及新加入的新移民與非

表示憂心。

堂

原教友，特別另開1堂華語禮
若再進一步觀察教會在禮

拜。

新北市樟樹教會自2010年
起開始也分族語及華語2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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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字幕輔助，讓教友能充分了
解牧師講道時所欲傳達的道
理。教會於每2個月也會聚集所
有教友進行禮拜，讓族語不佳
的教友藉由唱頌族語聖詩及聖
歌的機會來間接學會族語。
據西美中會張斯博總幹事
針對西美中會轄屬教會的族語
使用狀況表示：「雖然，教友
在原鄉都是用族語禮拜，但是
到了都會地區之後，老人家也
都在學華語，慢慢的就把族語
流失掉了，早在10-15年前，部
分教會就開始採用華語進行講
道，現在則也有年輕牧師已不
用族語講道。」
若再將視角移至原鄉，東
美中會給賴•琶義子總幹事表
示：「除了在成功鎮的和平教
拜，其中族語堂的人數約45-55

外，在族語禮拜的過程中，也

會因為傳道人較年輕，而且有

人，年齡在55-65歲之間，而華

會用投影螢幕打上中文，讓族

較年輕的教友共同參加禮拜，

語堂有60-75人，教友中還有非

語聽力不熟悉的教友理解講道

所以並非全程採用阿美語進行

原住民或非阿美族（排灣

的內容。

傳道，其餘的東美中會屬下教

族）。教會的劉阿春牧師表

基隆的山美教會分為2堂

會，都是採阿美語進行，參加

示：「阿美族的年輕教友除了

進行，不過是分為雙語堂（阿

禮拜的教友年齡約為30歲以

不習慣阿美語講道，還有另一

美語為主，華語為輔）及華語

上。不過，在禮拜時間，年輕

個原因是爬不起來。」同樣

堂。雙語堂的人數約有110人，

教友則是參加團契聚會，兒童

的，樟樹教會在分成兩堂之

華語堂則是為因應非原住民教

則是參加主日學課程。」

後，明顯看出來老年人在母語

友的加入而設置，人數約為30

阿美中會的希僕文總幹事

堂，年輕人在華語堂。雖然，

人。與前述樹光及樟樹兩教會

對於教會禮拜以及主日學教學

有一些耆老希望用1堂的方式，

不同處，是其因採取以阿美語

使用族語狀況，則說道：「在

並讓年輕人一起禮拜，不過也

優勢的雙語堂，華語僅輔助而

阿美中會的63間教會中，只有

擔心堅持用族語傳道，會有教

穿插使用，讓阿美語能力雖不

31位傳道人，因此，沒有傳道

友人數遞減的危機。除此之

佳的教友也可參加，且也用投

人的教會，總幹事就必須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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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住民教會普遍面臨中
青壯年教友流失的問題，而
其中語言障礙或許是造成流
失的主因。即便基督長老教
會似乎已面臨講道語言使用
抉擇的兩難課題，但亦有看法認為族語並非教友
流失的主要因素，因為教會還有其他的聚會與活
動可以吸引年輕教友參加。
文。
阿美語速成讀本課

講道，參與禮拜的教友中若有

不過，另一思考的問題是，長

認為：「在教會中若有人不熟

從台北回來的教友或是高中

老教會使用母語傳教的政策，

悉族語，牧師就會為了要讓教

生，是不太懂族語的，在禮拜

是否造成傳道人才培育有困

友理解道理，會採取雙語進行

時就會採用雙語，在比較大間

難，長老會方面認為母語政策

傳道。使用雙語對於牧師而言

的教會會分兩堂進行禮拜，一

並非宣教上負面因素。牧者傳

並不容易，因為在不同語言間

堂為母語堂、一堂為華語

教使用的語言是具有彈性的，

轉換，有時候會遺漏掉該翻譯

堂。」

長老會對語言並未強制要求使

的內容，或是用某一種語言順

用母語，大多教會也因應現況

口了，會忘了要翻譯。」

改採雙語，母語和華語兩種語

目前原住民教會普遍面臨

以上得知，即使在花蓮、

言可以一起使用講道，母語要

中青壯年教友流失的問題，遑

台東的原鄉教會都使用阿美

求不是主因，有教會第二代信

論在原鄉或是都市教會皆然，

語，但是年輕教友參與禮拜的

徒只使用華語禮拜。

而其中語言障礙或許是造成流

講道語言與教友去留的難題

狀況並不踴躍；即使參與禮

然而實際上，雙語講道是

失的主要原因。即便基督長老

拜，講道過程中亦須考量其族

否即可降低牧師使用族語的壓

教會似乎已面臨講道語言使用

語聽力程度來調整使用語言。

力，阿美中會的希僕文總幹事

抉擇的兩難課題。但東美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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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禮拜中的族語獻詩。

的給賴•琶義子總幹事反而認

期傳教模式，原鄉教會之神職

族語的態度上，或因應著族語

為族語並非教友流失的主要因

人員於聚會禮拜或彌撒時，面

弱化的現實而有不同的作法，

素，因為教會還有其他的聚會與

對的教友幾乎為族語掌握能力

不過，基督長老教會在族語推

活動可以吸引年輕教友參加。不

佳或是僅諳華語的長者，因

動上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

過，阿美中會希僕文總幹事卻也

此，傳教者均須習得族語方得

從母語推動委員會的成立、相

反應花蓮的狀況：「確實因為族

以在部落的教會中宣揚教義並

關的族語出版品出爐，以及陸

語使用的關係，讓教會流失年輕

讓教友理解道理。然而在歷經

續推展的族語相關事工即可得

教友，例如在花蓮市的浸信會，

了國語運動以及優勢語言（華

知。或許就有如詩篇中所說的

因為是用華語進行禮拜，所以吸

語及Holo語）藉由大眾傳媒、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引了許多原本是長老會的年輕教

國民教育及社交往來的侵襲

我們同樣也希望，在教會的持

友。」。

後，加速了原住民青壯人口族

續投入與堅持之下，阿美族語

語能力的下降，即便是需仰賴

言以及所有的原住民族語言都

宗教的信仰而走入教會，也可

能夠在教會這一個傳承的基地

能因語言的因素而步出教會。

裡，得到新的生命與活力。

流淚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
由以上現象的討論，我們
可以說，長老教會因承襲自早

雖然，目前的教會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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