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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都市與原鄉學生在情境式演說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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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多年推動族語的

辦理「本土語文

果後，發現到一個有趣的現

我，自己聽到這幾段話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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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筆者反觀，這幾年來觀察了解到普遍參賽者皆以背誦方式為
手段來取得成績，確實極少參賽者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族語，
勉勵與建議族語老師除了學生的族語習得外，應讓學生了解學
族語不只是單單學習語言，而是
要學習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使
用，因為生活就是我們文化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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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他們的分布地區皆以

提升以及各校正視本土語言

都卯足全力地在展現自己，

政府每年都會積極推動與辦

外，應讓學生了解學族語不

都市及原鄉各半，面對這個

的重要性都值得讚賞。

但情境式演說非同語文（朗

理族語語文相關的活動競

只是單單學習語言，而是要

狀況，親友及同樣身為族語

但在我自己的認知裡

讀）以看稿的方式進行，而

賽，例如語文朗讀競賽、單

學習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使

師資的朋友們也很好奇地拿

面，「語言」其實不應該用

分，加上外來文化及流行文

是待參賽者在抽取的一張四

詞競賽或族語戲劇競賽活動

用，因為生活就是我們文化

出來討論。

「競賽」來當作標籤及肯

化的滾動，學生在求學過程

格排序的圖示後，能一一用

等，以冀希族語面臨瀕危的

命脈的一部分，而語言正是

「怎麼競賽的成績結

定。我們針對問題來說，

中對於所使用的語言已有太

族語表達且敘述清楚圖示中

命運得以扭轉進而復振。但

構成文化的重要一環。因

果，都市和原鄉都平分秋色

「為何都市與原鄉學生的族

多的選擇性，而學校及家庭

的內容。據觀察發現，這的

筆者反觀，這幾年來觀察了

此，我肯定並認為「情境式

呢？」

語能力已經不存在差異？」

是否有正視語言的流失及文

確對於參賽者而言是件具有

解到普遍參賽者皆以背誦方

演說」更能復振及彰顯「族

「咦？難道說，現在都

在我認為，問題不在於「都

化的斷層？這些都是影響學

挑戰的活動，且難度頗高。

式為手段來取得成績，確實

語生活化」的成效，且有助

市的原住民族學生族語程度

市」及「原鄉」上，而是在

生是否有充分的學習環境來

極少參賽者會在日常生活中

於現今的語文教學，是最好

已經可以媲美部落的學生了

於「學習」這部分，以現在

充實自己的族語能力。就以

使用族語，勉勵與建議族語

的教學模式。

嗎？」

的教育及社會上，我們已經

筆者自己的家庭來說，我從

將華語作為語言溝通的一部

小到大的生活環境就是以族

生活即文化 端賴語言構成
以致所以這幾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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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分享復振語言經歷，「家庭是學習語言
最重要的根基」，最近這一兩年開始，我的
小孩開始摸索族
語與文化，也積
極地和家中長者
詢問族語的使用
方式和相關的文
化歷 史 。

動。

傳統文化食物的教學活

學校推動每週一日布農語，「我愛我的語言」

引導我的小孩學習文化、學習

都會生活，以及他們可能會擔

族語。

心被都會族群忽略掉，又族語

復振語言的經歷

能力會跟不上原鄉的族人，學

社區化的問題；其三，則是教

以致學生的學習效果被大大地

這個問題滿有趣的，因為在一

習族語權益因而損失。因此筆

師專業知能以及老師教學態

降低。

般教育體制中，很多人會認為

或許每間學校有不同的規

都市學校的教育資源相對比原

劃及安排，但這些問題的確影

鄉來的多元及豐富，所以往往

綜觀以上三個問題，使筆

響了學生學習的興趣及意願，

很多雙親會將小孩送往都市去

市」學生的學習資源較多元，

者認為當環境還在認同自己的

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看看，我們

就學，以讓小孩獲得更多的學

也積極地和家中長者詢問族語

而「原鄉」學生則沒有，更值

語言及文化時，不管是不是在

是真的認為「都市」學生有比

習跟教育機會，相反的，若提

能力的表現上，卻沒有想像中

的使用方式和相關的文化歷

得探討的是，本屆辦理的語文

都市或是原鄉，甚至人在他鄉

較好學習到族語嗎？還是說，

到族語學習，很多人就會認為

的扎實，因為他們小時候沒有

史，當然我平常就會刻意營造

情境式演說競賽，為何都市與

都有機會可以充分的學習到自

族語這件事情根本無關「都

原鄉學校學習族語的資源會比

被要求學習族語，高中時也離

機會讓孩子多接觸、多聽與多

原鄉學生的表現沒有看出明顯

己的語言及文化，這件事情是

市」環境及「原鄉」環境呢？

都市學校多，是因為耆老多，

開原鄉進入較遠的都市就讀，

提問文化故事，等待時機到

差異？當然影響學生表現的因

無法阻擋的，另外學校及師資

這真的值得我們來思考看看。

且是屬於高度使用族語的環

在這樣的時空因素下，布農族

了，孩子自然就會應用於生活

素有很多，其一，本屆辦理情

的投入是否熱誠？因目前教育

語已經變成他們「非必要」的

中表現，對族語的學習也會更

境式演說競賽給予學校及學生

部編列學校在進行族語學習的

選擇，近幾年這個問題一直困

有興趣，當孩子與家人的關係

的準備時間不夠充足；其二，

時間只有安排一節課，其餘時

曾經有人問過我，「你擔

擾著我，畢竟身為研究族語的

更為親密，復振語言及文化傳

就是學生在學得語言的外在因

間就變成學生以自學方式進

任過族語老師那麼長一段時

我，自己小孩的族語能力相較

承也就相對會更有效。

素影響，如環境（家庭、學校

行，甚至也發現到很多國高中

間，也參與過很多族語研習，

就像前面所提的，學生如

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從讀小

筆者分享復振語言經歷，

者觀察發現，反倒是生活在都

度，與是否願意投入族語教育

學一直到大學結束，甚至是出

「家庭是學習語言最重要的根

會者會主動去積極學習，但這

等問題。

社會，布農族語還是我選擇與

基」，最近這一兩年開始，我

現象的發生，並非是因為「都

家人溝通的唯一語言，但諷刺

的小孩開始摸索族語與文化，

的是，筆者自己的小孩在族語

境，最符合族語共學的條件，

都市及原鄉學生培育過程

但真是如此嗎？

環境影響學生學習

於其他人卻沒有比較好，甚至

反觀目前生活在都會的族

及社區）、文化認同、學校支

考量升學因素，而將族語課程

那麼你對培育原鄉及都市學校

何學習有一部分是取決於「環

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有能力

人，是由於各種因素才搬遷至

持與否，以及是否有建立學校

安排在早自習或是午休時間，

學生的過程有什麼差異嗎？」

境」，原鄉學校的確有很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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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族語教學並沒有特殊的教法，就跟學習英文、
中文及其他語言一樣，主要是「常用」及「活用」
這兩種方式，如果你學會了一種語言也了解它的文
法，但是卻不常使用
或是不敢說，時間一
久，這個語言也會從
你的 生 命 中 消 失 。
語資源，甚至整個部落就是一
部行走的活辭典，但一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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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文競賽。
筆者積極指導學生參加各項原住民

化活動。

積極參與地方推動的各項傳統文

要」轉換成「需求」的一種方
式而已。

是否能吸引到學生學習就是很
大的問題，今天一個家庭若是

小朋友從學齡前就開始全程以

的方式進行教學，讓學生們感

有要求全族語學習或是學校族

族語對話，去營造一個族語生

覺到學習語言並非那麼沉悶，

語教學方式以「活」的方式教

活的環境，讓小朋友知道族語

而是一來一往互相分享及學習

學，想必學生在學習族語上就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

的環境，久而久之，學生學習

會有一定的成效，但這一切都

然，這些小朋友在使用族語的

的速度也遠遠超過我所能想像

沒有要求或是態度消極地去培

程度已經遠遠超過於其他未使

的。

育、教育學生，學生回饋的成

用此教學方式的學生。另外，

所以我們在都市及原鄉的

效相對是較低的。

我自己也有教導過大學生，但

培育過程中，並非存在差異，

以筆者經驗來說，我曾與

這些大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而所謂的「差異」只在於環境

部落族人合作進行族語保母

或許有些人因為對族語陌生而

是否有給予相當的肯定及要

（沉浸式族語教學），並且讓

產生些許排斥，但我採取共學

求，是否有讓學生從「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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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族語教學時該使用哪些

法，我們可以多方嘗試不同的

教材呢？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

方式，再從這些教學方式與教

標準答案，有些人會搭配影

材配合中找出最適合學生學習

其實族語教學並沒有特殊

像、音樂或歌詞來吸引學生學

的方式，讓族語學習可以真正

的教法，就跟學習英文、中文

習族語，也有些人會直接進行

情境化，並落實到日常生活的

及其他語言一樣，主要是「常

族語校外教學，用走進部落聽

實踐上。

用」及「活用」這兩種方式，

耆老們說故事的方式來做為活

如果你學會了一種語言也了解

教材。教學方式沒有一個既定

使用教材有何異同？
語言是家人感情間最有溫度場域
，筆者與姐姐及姊夫合影。

的模式，也不會只存在一種方

是會出現的現象。

它的文法，但是卻不常使用或
是不敢說，時間一久，這個語
言也會從你的生命中消失，更
不用說語言是會與時俱進，還
會不斷更新的，當你回想到會
使用這個語言時，可能就會出
現另一種語言斷層，這不管是

伍阿好
布農族，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人。國立清華大學
南島研究所碩士。從事族語教育工作多年，擔任布
農族語郡群教材1-12階編輯委員，及教育部全國語
文競賽情境式原住民族編撰委員、布農語單詞及戲
劇複賽評審委員等，現任南投縣立東埔國民小學教
師。

在都市及原鄉學生的身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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