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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辦「情境式演說」與原民會

能夠說明什麼？我過去親自頒獎給台語演講

辦「族語夏令營」，同時開

比賽的得獎者，順便用台語問一句『你叫什

始於2019年，也同樣是近年比較令人滿意的

麼名？』竟然聽不懂。本土語言的推動，就

兩項本土語言的實施項目。兩樣措施出自同

是要會聽、會說，語言不能在生活使用是學

源，就是2019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

不會的，我的孫女學多少年阿美語，只會唱

會第11次委員會議。在會議上，聽完兩個相

阿美語生日快樂歌，這樣的學習是難以成功

關重要部會（原民會與教育部）的報告後，

的…」這時，前面所有報告的數字化為飛

蘇貞昌院長不滿意說：「你們給我一堆數字

灰，飄上挑高大廳的空中，氣氛變得凝重。

族語需要搶救
當時政大原民中心正在執行
原民會瀕危語言搶救案，我們把
語言搶救當作醫院的緊急搶救，
把委託化為使命，正在如火如荼
之際，突然接到原民會必須辦理
10個族語夏令營的通知，將計畫
打亂重新調整。這樣的族語夏令
營真的會有效嗎？至少可以使兒
童（包括部落與都市）對於族語
首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登場，會議以「邁向國家語言新時代」為主題，就國家語言尊榮感、生
活化、學習力及應用力四大議題進行討論。

「有快樂接觸」的感覺。

本土語文

情境式演說
ローカル言語のイラストスピーキングコンテスト
Situational Speech Contest of Native Languages
文•圖︱林修澈（政大名譽教授、本刊總編輯）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繪圖︱王嘉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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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競賽與本國語文推
動會的諮詢委員，不久也
參與情境式演說的設計工
作，為可以看圖說故事而
編出四幅連環圖案，一群
人長時間不斷修改反覆推
敲的稿件，成為2020年試
辦的材料，陸續的新稿件
也支持著2021年的第一次
正式比賽。
我這些片段而間接的
認識，在前天（2021年10月

朗讀、演講、筆試，其實所有的考試或競
賽的本意，都是用來做「檢驗」的工具。
但是，工具
經常轉變為
目的，最後
變成技巧的
訓練。

我同時也是教育部全

嚴格檢驗的，連比賽場裡有筆掉到

這一段話寫實到入木三分，原住民族語

地上、演講完畢的「謝謝」兩字夾

以及其他本土語言的前途，現在就可以看到

在鈴聲之中，都在抗議申訴的振振

路的盡頭。

有辭之下。
如此大費周章、悉心維護，至

鍾榮富說：
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的競賽語別分為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
族語三類。

背稿式的參賽者大都長得眉目清秀，舉

少達成語文競賽的公平，可謂沒有

手投足之際，落落大方，或為相關學科成績

疑義。但是實質的效益呢？參賽者

優良者，或是膽量大、定力夠，能在大庭廣

群要的是榮譽與成績，承辦者群要

眾下流利背稿者，固然這些並非是全國一致

的是順利與圓滿，舉辦者要的呢，

的定規，卻是歷年來各選手很相似的模式。

一大半是執行業務，一小半是反覆

細而言之，參賽者不一定有足夠的口說能

反省「藥效如何」。

力，卻因為其他學科的底氣足，參與競賽的
機會多，家長又願意配合練習，學生本身積

競賽是檢驗的工具

極爭取獎牌的意願高，即使不善於本土語言

9日）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的

朗讀、演講、筆試，其實所

開幕典禮上得到溫習與確

有的考試或競賽的本意，都是用

後，語音精準、咬字清晰，配以抑揚頓挫的

認，蘇院長又侃侃暢談一次他前述的話，不過

來做「檢驗」的工具。但是，工具經常轉變

語調，該重則重，該輕則輕，舒緩有致。而

更加詳細而生動。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也明確表

為目的，最後變成技巧的訓練。演講的本意

且，手勢多、動作繁、表情豐富，儼然一派

示，「情境式演說」係根據院長的指示而設計

是看一個人的說話本事、表達技巧，但是為

方家，絲毫不露破綻。這些表現無一不契合

出來。李毓娟司長的評論文章有更詳細而有力

了比賽可以使一個不懂該語言的素人，在反

比賽標準，因為這些都是經過教師特別訂

的說明，清楚交代「情境式演說」的來龍去

覆演練之下達到字正腔圓，還帶有感情，甚

做，刻意訓練的成果。評審人員根本無法掌

脈。

至表演到令人感動不已。冷靜之後，應該意

握參賽者的底細，僅能根據現場的表現，依

識到：當生活的語言脫離生活而轉成表演的

規定的標準細則給分。因此，如此塑造如此

龐大動員的語文競賽
全國語文競賽，是教育部每年的重要大
事。花費上千萬，動員部裡大批員工，尤其每

競賽時先讓選手進行抽題，題目以四格漫畫的方式呈現。

語言，大概可以預知語言活力正在逐步喪
失。本專輯的所有文章可以說都是從各種不

的口語，卻願意逐字正音、逐字背稿。上台

訓練出來的參賽者，極可能贏得第一。
選手會依據所抽到的四格漫畫用族語進行演說。

同角度來印證這一點扭曲以及濃濃的憂慮。

這段話直指比賽的背後是社會階級的展
現，如果對台北市族語演講比賽略有用心的

年使一個縣市動員全縣市大部分的中小學校長

胡永寶說：

人，應該會發現到，得獎者往往是平地人而

與老師，如臨大敵、戰戰兢兢，必須負責大量

話說去年受邀擔任全國語文競賽族語評

不是原住民，原住民家長發出的哀嚎是，

試務人員的交通、飲食住宿，有時甚至窮一縣

委時，一位長年擔任族語評委的耆老到我桌

「我們沒有時間練習，也沒有漂亮的民族服

之地仍騰不出可招待的旅館。試務更是重點，

前拍了一下，說：「校長，請問一下我們本

裝可以上台！」

務使競賽順利，更要讓全國各地的比賽者團隊

土語言教學推動了幾年？竟然推動到現在連

曹天瑞的評審感言：

與啦啦隊（家長）在緊張萬分與斤斤計較之中

一個完整的句子說不出來，更何況是要請他

這次試辦競賽，不少競賽員在 30 分的預

無懈可挑。這個「懈」是用放大鏡放在無菌室

們看圖說故事！」

備時間內，真的不知所措，上台後就一直站
演說結束時，評判委員會就其表述內容進行提問，並列入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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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評判委員他抽的是幾號圖
稿，但所演說的內容，並非當
場所抽到的圖稿題目，反正就
依原來準備好的一份內容，從
頭講到完畢。之後評判委員詢
問競賽員，「你剛在說什
麼？」卻無法回答。
這段現場的直擊，反映
「少部分」以外的「不少」競
賽員的實況，在他們不適應的
地方，看到我們要努力的著力
點。

得獎者背後的故事

相對於目前表演技巧成熟的演講與朗讀，我們
認為情境式演說是拯救本土語言的一種方法。
事先不知題目，
只有平日會說，
方能應付過關，
所以目前元氣淋
漓。

到時間結束下台，或是上台後

原住民」的兩個參賽者，一

會拼寫噶瑪蘭語，然後獲得朗

個是高中組的演說達人，另

讀比賽，再進一步參加情境式

一個是國中組的從容自在得

演說。語言之外，因為母親在

獎人。前者的母親是師徒制

香蕉絲工作坊上班，母女都成

兼職教師，亦即每晚要師徒

為手藝精巧的人，融在文化

共學（請參看第85期《原教

裡，更能領悟其語言。

界》師徒制專輯），使得他

洪采薇，是平地人，在撒

有耳濡目染的環境；後者的

奇萊雅語師徒制辦公室上班，

父親是退休警察，因熱愛卑

管理行政也學族語，已經可以

南古調，進而組織部落年輕

用族語作報告（就是滔滔不絕

人來定期練習吟唱，使得後

市面上已經出現考題外洩，出版商印贈流通的狀況，令人擔憂。

者得以一同練唱練說，林朱
珮的結論是「族語的起點是
家」。
彭秀妹報導三位參賽

的演講）。她報導花蓮市學
生，出身民族運動家庭，從小

彭秀妹詢問滔滔不絕獎得主的老師，她

出入族語競賽場合，2020年得情境式演說高

的訓練策略是什麼？這是值得讚賞與推廣的

中組特優。她又報導桃園市兩兄弟，是因為

訓練策略。

族語老師主動探問，逼得學生母親說「老師
已經站在家門了，不學不行啊」。

者，兩位是演說達人獎，一

老師先寫一些文稿讓學生練習，後來發

位是滔滔不絕獎，其中兩位

現可能會落入背稿的情形而失去演說的精

在這次的成績中，得獎的阿美、布農、

出身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小學，在學校除了每

神，於是立刻調整策略，帶著學生上族語E樂

魯凱、泰雅、撒奇萊雅、拉阿魯哇的原住民

週1堂的族語教學，更增加每週8堂的文化課

園找圖片，而且自己再參酌九階教材，出一

相對於目前表演技巧成熟的演講與朗

學生，他們的分布地區皆以都市及原鄉各

程，在這些課程中也運用沉浸式教學，學生

些跟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老師要求學生仔

讀，我們認為情境式演說是拯救本土語言的

半，面對這個狀況，親友及同樣身為族語師

不但學會自己的文化，更熟悉並且運用自己

細觀察圖片，把圖中的素材聯想族語的語

一種方法。事先不知題目，只有平日會說，

資的朋友們也很好奇地拿出來討論。

的族語。其中一位每逢週末參加青少年聚

詞，最後再發揮創意把4張圖故事化。最後在

方能應付過關，所以目前元氣淋漓。但是已

「怎麼競賽的成績結果，都市和原鄉都

會，主日禮拜，全教會都使用族語。另一位

衝刺的一週，賴老師再提醒學生，故事化的

經出現考題外洩，出版商印贈流通的狀況。

平分秋色呢？」「咦？難道說，現在都市的

是一個對族語懷著高度興趣的孩子，打從還

演說可以加些小小的動作。果然，比賽當天

我們擔心情境式演說僵化為表演藝術的速度

原住民族學生族語程度已經可以媲美部落的

是小學中年級時，常常關心每一年出戰族語

抽到的是種蔬菜，生活經驗有，文化課程也

過快，希望在尚有強壯生命的當下，大家能

學生了嗎？」「還是都市學校族語師資投入

朗讀競賽的學長、學姐們。從他渴慕、專注

全校種過，於是能滔滔不絕的又演又說。

夠好好審視參賽者成功的原因與遭遇的困

的資源有差呢？」

的眼神，老師確定他是可造之材，所以，問

林玉妃報導自己的學生，唯一的創意無

難，作為我們維護與改進的依據。透過一群

作為表演，質樸的鄉下難敵熟悉遊戲規則

他願不願意接受挑戰，他欣然答應而且常常

限獎的得主。學生祖父母都是噶瑪蘭族，住

深諳其中各種奧秘的專家，從各種案例、各

的都市，但是在說族語的領域裡，原鄉真的衰

利用自己下課時間，主動問老師族語相關的

在噶瑪蘭族最聚居的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

種角度來剖析來呈現，推出「本土語文情境

敗到必須將都市視為對手的瀕危狀態嗎？

問題，老師也往往利用假日時間，帶到自己

但是母親是越南新住民。爸爸平常都在外打

式演說」專輯。

的家加強練習。學生家中阿媽更是推動其族

零工，每當回家課業遇到問題時，母女倆只

語說話能力的推手。

能抱著一起哭。她是在族語家庭的計畫裡學

伍阿好注意到都市與原鄉
的平分秋色的現象：

卑南族的原鄉就是都市，原聚落隸屬於
台東市，林朱珮報導這種「原鄉部落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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