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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因移墾社會歷程及政權更迭影響，讓台灣同時存有多元族群以及過往殖

民遺緒的樣貌。前者多元族群意謂多族群語言並立，呈現台灣擁有豐富且寶貴的

語言資產；但後者政權的語言政策，不僅影響台灣語言發展，也讓台灣的族群語

言逐漸流失。民主轉型後，台灣藉由多元文化政策與法案推動，希望能讓台灣各

族群能相互尊重理解與包容差異。但台灣的醫事溝通語言仍以華語為主，除凸顯

台灣的族群語言不平等，亦反映族群語言不受到尊重。 

是以，本文將從語言平等概念出發，彙整與主題相關概念，並思索語言平等

之意義；章節安排上，首要整理與探討過去政權實施的語言政策對台灣本土語言

產生哪些不平等、其次說明台灣目前政策上及行政措施如何實踐語言平等，而個

案探討則針對南桃園地區四所醫療機構進行醫事客語服務調查，希望能藉區域性

醫療院所語言實施現況，讓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瞭解醫療系統中的客語使用情形，

並藉此反映台灣當前族群語言平等現況。 

 

關鍵字：族群語言權、語言平等、權利發展、族群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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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thnic Language Equity in Taiwan: 

Examples of Using the Hakka Language in Medical Communication  

in Southern Taoyuan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gress of settlers’ society and the alternation of 

regimes, Taiwan exhibits features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past colonial legacies.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denotes abundant and valuable 

language assets in Taiwan; language policy of the altered regime in the past before 

Taiwa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however,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in Taiwan but also drain away Taiwan’s ethnic languages gradually. After 

Taiwa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Taiwanese have hoped to have each ethnic 

group understand and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lerate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 policy. Nonetheless, the language mainly used in 

medical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has still been Mandarin. This fact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inequity of ethnic languages in Taiwan and reflects the lack of 

respect for other ethnic languages.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equity. The author of the thesis 

organized the concepts relevant to the theme of the thesis and pondered upon the 

meanings of language equity. In terms of arrangements of chapters and sections, 

different sorts of inequities in local languages in Taiwan resulted from the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altered regime in the past are firstly discussed. And then, 

how Taiwan’s current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put language equity into 

practice is explained. Regarding case analysis, surveys of Hakka dialect servi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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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mmunication were conducted in four medical institutes in southern 

Taoyua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situations of language implementation 

in the regional medical institutes, the author hopes to help researchers in relevant 

fields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use of the Hakka dialect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to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equity of ethnic languages in 

Taiwan. 

 

Keywords: ethnic language rights, language equity, development of rights, ethnic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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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語言的角色，無所不在。……語言是體現他們的社會、歷史整體面

貌的寫照。……語言是傳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大遷徙、戰爭、…的媒介；

語言是體現他們儀禮的主要機制，……將他們對精神世界的信仰，傳予後

世子孫的工具；語言是表達他們對社會關係網路的載體，語言也持續不斷

將他們和山川物象的互動，記下注腳」。是故，學習自己的母語是人與生

俱有、他人所不能剝奪的權利，…(周蔚譯，2001:8) 

 

在族群語言保障議題上，語言帶來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群體對於生活、記憶、

認同、文化的重要依據，也是社群彼此流通的重要工具。那麼對於這些人而言，

也就是一項基本人權，一旦無人使用、或無法在各種場域中被使用，即代表這項

語言就此消失。 

1987 年 7 月 14 日，蔣經國總統正式宣布：「台灣地區自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

除戒嚴」1，隨後在 1988 年，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為總統；同

樣地，自 1988 年開始，除政治上開放，長期因政府戒嚴統治而遭受壓抑的台灣

社會，其能量也反映在街頭運動中，要求國家正視人權的相關保障，如爭取更好

的工作待遇與就業保障，如台灣鐵路管理局司機員罷工事件2、520 台灣農民運動

                                                      
1 詳見〈【解嚴 30 年專題】從解嚴到民主 那些走過的路〉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714/1158146/。 

2詳見 看台鐵秋節罷駛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9130642/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ug/1

6/today-o4.htm。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714/115814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9130642/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ug/16/today-o4.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9130642/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ug/16/today-o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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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或向政府爭取平等參政權及充分的自由權，如廢除萬年國會、修正刑法 100

條等。而在 1988 年，台灣各族群亦相繼發起母語運動，除向政府要求重視其母

語流失與文化保存問題，亦要求政府提出更多保障與措施促使族群語言獲得平等；

尤以客家族群而言，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創刊、隨後於 1988 年發起「1228

還我母語」4運動，該運動不僅是一項語言平等訴求，更是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

抬頭。然而，在 2018 年客家運動屆滿 30 周年，客家族群語言仍面臨到挫折與困

境。根據客委會於 2017 年 2 月公布「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結果，台灣的客家人口數超過 453 萬人，佔台灣的總人口數 19.3% ，

在台灣客家話的使用人口，聽得懂客家話的比例佔 64.3%、能說流利的客家話佔

46.8%，換句話說，在客家人口中，289 萬 9 千多人聽得懂客家話，有 212 萬人

左右能夠流利地使用客家話，將近 78 萬人左右無法流利地使用、應用。高齡九

十幾歲的客家大老鍾肇政曾經當著蔡英文總統的面哽咽地表示，客家話已經快要

消失了，客家話一旦消失，客家人就消失了。 事實上，學者比較原住民、客家

與福老等三個年齡層之母語能力和國語能力後發現，母語能力喪失最多的其實客

家人，其次是原住民，最少的是福老人(張學謙，2009b：3)。可見客語保存實為

族群之重大議題。 

但在法律保障下，真能喚起尊重多元文化及台灣族群權利的實踐? 其次，在

台灣，語言實踐反映了移墾與殖民的歷史，語言政策作為過往外來政權的統治工

具，也在台灣充分發揮作用，進而影響目前語言權利現況，尤其日治時期及國民

                                                      
3 數千位農民上街要求政府落實全面辦理農民農眷保險、肥料自由買賣、增加稻米保證價格與收

購面積、廢止農會總幹事遴選、廢止農田水利會會長遴選、成立農業部與農地自由買賣等七項

訴求。詳見 【520 農運 30 年】當年農民的七大訴求，農委會達成多少？ 

https://www.agriharvest.tw/theme_data.php?theme=article&sub_theme=article&id=1849 

4 1988 年 12 月 28 日上萬客家人在社會運動者的支持與鼓勵下走上街頭，向中華民國政府表達

其母語遭到政府打壓，甚至是舉出孫中山先生戴上口罩的立牌來表達台灣客家人不法說自己母

語的困境。此舉不僅更加凝聚客家族群意識，也讓「還我母語」運動達到高潮，也喚起台灣各

族群的「還我母語」意識，從而著手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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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治初期的語言政策，如何影響台灣語言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以及 1980 年代海外留學的學生將

外國的知識、理論、概念與學說帶回台灣，再加上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民主制度

9後，長年處於冰山下的族群議題，直至 1993 年擔任第二屆立法委員林濁水先生

與葉菊蘭女士共同提出「四大族群」說，讓台灣社會醞釀已久的族群議題浮現到

檯面上，成為公眾討論的議題之一，每逢總統、立法委員選舉，除見到族群議題

經常成為各候選陣營焦點、候選人亦以此話題相繼提出政見、爭取選民支持。 

2000 年，民主進步黨黨主席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不僅推行多元文

化政策、公事語言、訂定族群紀念日外、甚至提出《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

作為國家認同與族群平等議題的指導方針，在客家族群議題的回應上，則於其任

內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將客家族群相關政見兌現；2008 年政黨更迭，國

民黨黨主席馬英九執政後，立法院亦相繼通過《客家基本法》、客委會積極推行

「客庄十二大節慶」(施正鋒，2006)，為族群語言提供法律保障與文化保存。不

僅彰顯歷任總統相繼關注到客家族群議題，陸續將客家族群的保障納入法律體系

中，提升客家族群的能見度；而台灣客家族群也獲得充分的保障與發聲管道，如

客家族群代表機關、電視台、相關的研究中心與學院系所，藉法律的保障以及預

算支持得以維護客家族群的語言、文化保存與推廣。 

但這些政策是否有即時回應到各族群之需求，以客家族群而言，成立客家事

務委員會、或是在公共場所播放客家話等等，顯見國家對於弱勢族群有積極性的

措施，當予以肯定，但是這些措施是否符合或是對於客家族群之日常生活有所貼

切，則發現仍有不足之處，比方以「公」為例，客家人常去的地方不只是公共場

合，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場域是否也是公事語言為延伸之處?以健康來說，對

                                                      
9 1990 年代經由國民大會選舉投票通過，國民黨籍的李登輝、李元簇正式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八

屆總統、副總統，而三月的百合花學生運動，中華民國在台灣啟動並實施民主化、中央資深民

代退職、國大代表與立委全面改選、開放總統、民意代表直選，詳見〈戰後台灣民主化的歷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yan-jiang-gao/zhanhoutaiwanminzhuhuadeliche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yan-jiang-gao/zhanhoutaiwanminzhuhuadel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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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影響佔有相當程度比例，而為了維護或保護健康，除了個人須保持良好生活

習慣外，其次就屬醫療了，舉例來說，客家族群所在之區域，除了基層診所、衛

生局外，尚有地區醫院、區域醫院、甚至是更高階的-如醫學中心，皆是當地尋

求醫療協助的選項之一，換言之，病人以及家屬、甚至是看護，在尋求醫療服務

時，都會前往醫療機構尋求協助，亦就有機會與醫療人員互動，能否在互動中獲

得完整幫助，關鍵仍在於醫療機構能否提供客家族群語言使用需求。 

羅肇錦教授亦在〈客家話的自保自救〉一文中，也提到爭取客家話平等權就

是爭取人權的平等、要客家人受尊重，先要使客家話受尊重(羅肇錦，1991)。筆

者在碩士班修習相關課程，對於客家族群的背景、文化與社會有極大興趣，希望

結合所學，提供客家與台灣各族群未曾注意過的面向，進而改善客家族群面臨的

困境。幾年前筆者參加一場客家語言學研習會，與會貴賓得知學生從事族群及客

語研究後，主動分享經驗，告知有人以家屬身分陪同看診之經驗，由於病人不諳

華語，就診過程與醫生溝通不良，產生誤會，因而大動肝火，不再去該醫療院所

尋求醫療協助。就筆者觀察，這個誤會反映出台灣弱勢語言的共通困境，即語言

人權不受重視的問題。 

再者，個人因為生病住院之關係，曾在南桃園之醫院待過一段時間，有天，

隔壁病床來了一位客籍的中老年人，因為肋骨受傷須開刀治療，每天值班的護理

師依其專業為其進行體溫、血壓量測，但在病人與護理師的對話中，溝通仍較常

使用華語，而負責其病況診療的主治醫師前來與之談論病況時，客籍中老年人在

對話上用極其不流利的華語來回答醫生的詢問與個人感受，甚至幾度因為無法流

利使用華語而在醫師互動上出現溝通不良的情形，但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對

話仍持續進行，此種醫療語言不平等的情況對一旁觀察的我產生衝擊，遂想進一

步進行調查。 

上述現象呈現出族群語言議題在醫療領域應用上有其重要性，蔡美慧,曹逢

甫(2014)指出當醫師無法以病人的母語溝通，除了有礙於醫師收集第一手病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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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診斷與處置等訊息無法有效傳遞給病人，進而影響互信醫病關係的建立；再

者，醫療人員以病人使用的母語提供服務，除了代表基於職場需求，亦是專業素

養的展現，更是尊重基本人權與追求公平正義的表現，然則客家話在各領域使用

狀況在研究資料上付之闕如，包含醫療院所使用情況，雖無法得知或掌握到實際

概況，便開始思考，既無法知悉客家族群語言使用情況，不如反過來探究醫療院

所如何回應客家族群之需要，亦就好奇客委會所列出客家重點發展區中，這些地

區的醫療院所如何回應客家族群之語言使用需求?尤其桃園市為全台灣 22 縣市

中客家人口比例位居第 3 的直轄市，其中南桃園為客家族群比例較高的區域，便

將研究焦點聚焦於當地醫療院所如何提供客語服務。 

而本文之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第一、藉由檢視日本統治及國府推行國語政策之歷史，解釋為何產生不平等；以

及解嚴後現況，思索政府頒布的相關政策對語言平等的關注度是否足夠，

申言之，台灣屬於多族群社會，為促進台灣本土族群語言發展，政府有哪

些因應與作為，尤其是語言平等，做了哪些改善?仍需強化哪些地方? 

第二、社會在語言平等的因應上在過往的研究中不被注意、甚至是忽略，譬如在

客庄地區醫療院所的規劃上，尤其南桃園地區之醫療院所提供哪些資源或

服務來協助客家族群，目前現況如何?因此本文試圖藉南桃園醫事客語調

查進行了解。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語言平等視角來檢視過往的相關研究，以及回顧過往台

灣的語言政策，當前的醫療院所體系對醫事客語的重視情形，並實地走訪南桃園

地區醫療院所進行調查，提供相關單位推動客語政策議題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而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文獻分析與訪談法進行研究，先行介紹文獻分析與

訪談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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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Document Analysis）: 

即根據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資料，進而全面、精準地掌握研究問題的

一種方法並將蒐集後的資料進行分析、歸納、統整，在分析其意義。而分析步驟

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

（Classfying）與詮釋（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2000）。 

採取此研究方法之緣由在於，閱讀與本文相關文獻並進行內容分析，並應用

於蒐集人權、語言人權等相關資料，進行內容之補充與說明，資料來源如學者著

作、期刊、碩博士論文、報章雜誌、新聞/文字報導、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此外，此研究方法也會應用於台灣語言發展脈絡上，藉由期刊、報章雜誌、

專書，政府發表的宣講或紀錄進行彙整、分類，將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的語

言政策做一爬梳。再者，則是彙整台灣目前頒布之相關語言政策與措施、還有醫

療院所提供的資訊或產學活動作為補充。 

二、訪談法 (Interview Survey): 

即以研究主題設定一種社會情境，並藉著一套結構、半結構或無結構的訪談

大綱，在訪問的過程中，針對特定主題與欲了解之問題進行詢問，藉由訪談者與

受訪者彼此協同合作、創造，共同建構其交談內容，研究者針對內容進行紀錄、

引導，藉此將內容緊扣於研究題目範疇內；亦能藉由訪談上的互動，瞭解受訪者

個人談話風格以及在談話中進一步刺激研究者針對研究主題與問題進行思考、反

思(陳向明，2002)。 

上述研究方法會應用於醫事客語資料蒐集、並藉電話訪問方式詢問南桃園地

區之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療中心等機構，並進行紀錄、彙整。亦將逐一整理

該區域之醫療院所如何因應或反映客語需求，並建構醫事客語程度，作為醫療院

所設計客語服務之參考。 

三、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觀察法並非日常生活中自然地觀看與傾聽，後者在應用上是消極、鬆散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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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馨，2010:251)，換言之，參與觀察法作為一種研究工具，他除了有主動性的

觀察與聆聽外，資料蒐集方式也不僅限於視覺觀察，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獲取，

如觸覺、聽覺、嗅覺來進行，而其資料也可描述研究者在自然環境中觀察到的現

象(林育如譯，2012:252；林淑馨，2010:157)。 

而參與觀察對於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除了能在固定場所中運用並降低人為因

素干預研究過程外(林育如譯，2012:253；林淑馨，2010:159)，亦能幫助人類對

於行為與社會現象得以進一步瞭解、溝通、甚至是預測或進行控制；而在研究過

程上則能補充其他研究方法之缺點，另外，在實際運用上，參與觀察也可利用各

項工具或器材來進行紀錄，以獲得正確資訊(林淑馨，2010:159-160)。 

而在本文研究過程中，則是藉由參與觀察法的運用，觀察在醫事機構中，前

來看診的民眾在甚麼情況下使用語言，另外，對於有族群語言使用需求之看診民

眾，在表達其需求時，醫事機構如何回應，而在訪談的過程中亦觀察受訪者在訪

談問題上如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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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 

如圖 1 所述，首先，本文從基本人權、族群關係等概念進行文獻檢閱與整理，

並輔以國外語言平等案例，其次則討論過去日本統治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播遷來台

後的國民黨政權在推行國語政策中，對台灣語言發展造成哪些不平等、同時呈現

台灣自 1988 年後，因語言平等意識喚起，國內如何因應，如政府現行之措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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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最後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用情形為例，走訪南桃園之地區醫院、區域

醫院與醫學中心，考察其語言措施有哪些?是否充足?並蒐集與整理南桃園醫療院

所如何回應或處理客家族群語言需求。 

本文之目的在於先行瞭解語言不平等之來由-藉由整理、爬梳台灣語言政策

發展脈絡並檢視日本總督府統治、國府統治初期之國語政策如何造成語言不平等，

而在民主轉型後，語言平等議題逐漸形成焦點，台灣如何處理語言不平等以及推

動那些措施或法案。倘若未來要朝語言平等方向，除了國家的介入外，社會性的

支持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藉由本文醫事客語調查，檢視南桃園地區醫療機構如

何處理語言平等議題，並進行彙整、陳述這些機構提供哪些服務或採取哪些做法

回應需求。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台灣客家人口分布情況 

根據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於 2016 年進行的「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

語言調查研究報告」報告，呈現台灣各族群人口分布情況，以單一自我認同為例，

則四大族群之自我認同比例與人口如下圖 2，如自我認定為福老人者人口數為

1620.1 萬人(佔 69%)，自我認定為客家人者人口數為 381.5 萬人(佔 16.2%)，自我

認同為大陸各省市者為 129.6 萬人(佔 5.5%)以及自我認同為原住民者人口數 63.5

萬人(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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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單一自我認定下臺灣各大族群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 客委會「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 

再者，若以單一認定作為軸線，以 2014 年「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

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則可觀察到各族群主要群聚之縣市，如福老人人口

數集中於雲林縣(81.5%)、嘉義縣(79.5%)、宜蘭縣(79.3%)、金門縣 (78.8%)、

彰化縣(78.2%)、澎湖縣(76.7%)、臺南市(76.6%)、嘉義市(76.5%)、南投縣(75.4%)

及高雄市(71.7%)；客家人人口數集中於新竹縣(61.3%)、苗栗縣(54.3%)、桃園

縣(32.5%)、花蓮縣(24.6%)及新竹市(22.4%)，而大陸各省市人口則集中於臺北

市(13.5%)、連江縣(11.7%)、基隆市(9.7%)、新北市(8.9%)及桃園縣(8.2%)；原

住民人口數集中於臺東縣(21.8%)、花蓮縣(19.0%)及屏東縣(5.5%)(客委會，

2014:52)。另外，客委會出版之《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報告，也進一步以人口集中程度做分類，將各群族群人口集中區做成版圖，

可得知四大族群集中區分布情況，如下圖 3 中所示，顯示其四大族群各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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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情形，以客家人為例，則可以發現到客家人仍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

高雄、屏東以及東部部分地區。 

 

圖 3 臺灣四大族群分布圖 

資料來源: 客委會「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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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桃園地區 

而在桃園地區，族群人口居住分布上，尤其南桃園地區主要為客家族群人口

居住之區域，下圖 4 為客家族群之分布圖，可看出南桃園客家族群主要概

況。 

 

圖 4 南桃園區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網站-客家重點發展區介紹10 

1.客家族群分布情況與人口數 

我們可以從前一部分全國客家人口分佈情形，來進一步討論桃園地區的客家

人口情形，陳雪玉（2003）指出，桃園地區經過日治、國府改制後，桃園共有

13 鄉鎮市，除復興區改為山地原住民區11後，其他 12 鄉鎮可分為南北兩區。北

                                                      
10 詳見 https://hakka.mdp.net.tw/service-2999.php 

11 桃園縣已在民國 103 年(2014)年 12 月 25 日升格為直轄市，並經由問卷調查之結果，稱為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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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又稱北桃園12(陳雪玉，2003），以福老籍居多數，又稱福老區；南區又稱南桃

園，包含中壢市(現為中壢區)、平鎮市(現為平鎮區)、楊梅鎮(現為楊梅區)、龍潭

鄉(現為龍潭區)、新屋鄉(現為新屋區)以及觀音鄉(現為觀音區)，以中壢區為中心，

以客家籍佔較多數，又稱客家區。之後客委會於 2016 年發布《105 年度全國客

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並將客家人口數較多的縣市與區域劃設為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其中桃園市之客家人口數佔該區 40.5%，尤其南桃園地區為客

家族群人口數最多的地區，按比例來算，中壢區約 22 萬 8 千人，平鎮區約 12

萬 5800 人、楊梅區約 10 萬 8800 人、龍潭區約 7 萬又 800 人，新屋區約 3 萬 7

千 240 人，觀音區約 3 萬 1 千 20 人，大園區約 2 萬 2 千 250 人。 

綜合上述訊息，可得知因為南桃園的族群分布及發展，讓此區域能遇見客家

人的比例較高，連帶尋找可能的受訪對象也會提高。再者，選擇南桃園地區的原

因，除了本人在桃園地區長期居住，對於南桃園的路線較為熟悉，且南桃園交通

運輸面較為方便及進步，無論使用何種交通工具都相當方便，在此進行訪談，往

返上也不需擔心花費太多時間，造成體力與時間的浪費。 

2.醫療機構 

在桃園族群概況中，已提到南桃園作為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區域，則本文便藉

由衛生福利部之健保醫事特約調查資料，彙整出南桃園醫療機構之數量，南桃園

地區共有 6 家衛生所，0 間醫學中心，3 家區域醫院，以及 18 家地區醫院，共計

27 家，如下表 3，本論文將挑選其中 4 家醫療機構作為本文進行醫事客語調查對

象。 

另外，醫事客語研究調查進行的方式是將這些醫院分成有提供客語無障礙環

境及無提供客語無障礙環境兩類，並相互作為對照。 

                                                                                                                                                        
市，現行的 13 鄉鎮市為桃園區、八德區、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大溪區、中壢區、平鎮

區、楊梅區、龍潭區。 

12 包含桃園市(現為桃園區)、八德市(現為八德區)、龜山鄉(現為龜山區)、大溪鎮(現為大溪區)、

蘆竹鄉(現為蘆竹區)以及大園鄉(現為大園區)，以桃園市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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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桃園地區醫療院所13 

地區 衛生所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合計 

中壢區 1 0 1 10 12 

平鎮區 1 0 1 4 6 

楊梅區 1 0 0 2 3 

龍潭區 1 0 1 1 3 

新屋區 1 0 0 1 2 

觀音區 1 0 0 0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衛服部健保特約醫事機構查詢網頁整理 

二、研究限制 

一、訪談地點與人數無法完全涵蓋到所有客家居住地區，僅可針對南桃園部

分醫療院所進行訪談。 

二、目前在客家研究上對於醫事客語的關注不多，資料蒐集上較為有限 

三、醫療機構不僅包含地區診所、衛生所，尚有地區醫院、區域醫院與醫學

中心等層級，本文之醫療實地調查與收集傾向以衛生福利部歸類的地區

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以及衛生所為主。 

四、因為不易尋找受訪者，再加上受訪者意願不高或是仍有重要業務，故採

採取隨機訪談及利用參與觀察蒐集資料。 

第五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繪製研究流程，說明本文在進行研究時，意欲採取之

研究方法，並解釋其方法為何能適用於該研究主題，並陳述在回答研究問題或進

行醫事客語調查時，客觀上面臨的條件與限制有哪些。而第二章文獻回顧與名詞

釋義則在回顧學界對語言平等議題相關概念，如人權、族群關係等，第三章則是

                                                      
13 詳見 衛生福利部醫療機構查詢，檢索日期至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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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政策發展脈絡，希望透過日本、中華民國政府之案例，彙整其政權

在台之各時期之語言政策，試圖整理過往政權的語言政策對台灣語言發展產生的

影響。第四章則為南桃園醫事客語使用情況調查，藉由走訪南桃園地區在醫療院

所內部服務人員，如聯新國際醫院、新國民醫院、懷寧醫院與長慎醫院，彙整訪

談並呈現這些醫療機構如何規劃醫事客語服務來滿足客家族群語言使用需求。 

最後在彙整上述資料後，將針對政府語言平等政策及醫事客語提供建議可能

的改善方向，以及本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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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名詞釋義 

第一節 人權 

一、人權發展與演進 

學者 Karel Vasak 將人權的發展分成三代，第一代為公民自由與政治權、第

二代為社會、經濟與文化權以及第三代之民族、人民與人類集體權 (轉引自施正

鋒，2007:2) ，本文將對這三代人權之演進意義進行說明。 

第一代公民與政治權重點在於確立人民基本權利，國家角色趨於消極。張國

聖(2003)指出，該時期受到啟蒙運動影響，除孕育「天賦人權」之政治哲學思想，

更為現代人權思想提供理論基礎。而這場運動不僅打破「君權神授」迷思，更確

立人們具有不可剝奪、不可轉讓之生命、自由與財產權。尤其 1776 年的「美國

獨立宣言」以及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打破封建身分與階級體制，追求「所

有的人」、「任何人」都能普遍享有人權，不分階級與身分，甚至包含過去壓制人

權的人士亦同樣受到人權保障(許慶雄，2015a:7)。換句話說，此時期的人權概念

指涉的範疇為免於國家干預之「自由」，並對抗國家權力對人之侵害。又稱為「防

禦權」或「基本自由權」，主要內涵則希望能從專制國家的管制與權力下獲得自

由權、平等權與財產權，並賦予人民基本權利，如平等參政權、程序保障、表意

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與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不受任意

拘押及通信自由等權利(吳全峰、黃文鴻，2007:140；柴松林，2005:5)。綜合學

者對第一代人權之看法，其特色在於藉國家藉消極、棄權行為，對人民的基本權

利家以保障，即「最小政府」-國家干涉人民的權力越小，人民越能得到越大範

圍的自由。 

第二代之社會、經濟文化權重點放在重視群體、階級的保障上，國家試圖藉

由干預行為，減少資本主義對社會與個人影響。其出現緣由，乃 19 世紀後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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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與自由經濟發展，造成社會出現財富與資源分配不均。尤其資本主義產生

許多社會問題，除凸顯出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等重要議題亟待解決，也因為高科

技技術影響，不僅使人感到不自由，也因為高科技帶來的科學與形式主義，使人

暴露在恐怖主義威脅中，環境更因此產生破壞，甚至有侵害個人隱私的疑慮(洪

鎌德，2001:49，轉引自呂炳寬、楊智傑，2005:5)，促使公民要呼籲並求國家介

入私領域，故原先在第一代人權的國家從消極干預轉向積極的角色，成為服務提

供者，再加上社會主義思潮之代表人物如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與馬克斯，皆聚

焦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存在的剝削問題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現象，並批判資本

主義社會的不公不義，這些代表人物亦呼籲勞工團結，希望透過組織工會、勞工

運動，向政府或資方爭取較好的雇傭與勞動條件，連帶促使國家建立社會安全與

福利制度(張國聖，2003:8；呂炳寬、楊智傑，2005:6)。綜上所述，第二代人權

之特色集中在社會、經濟與文化等權利的伸張，採取積極干預、促進權利實現；

另外，其人權觀念的內涵從個人權利追求與保障，發展到以群體、階級為基礎(柴

松林，2005:5；張國聖，2003:9)及保障人類福祉為主，如健康權、工作權、休息

權、受教權、社會保險權、宣揚與傳播文化的權利、語言權等權利(轉引自呂炳

寬、楊智傑，2005:6)。 

至於第三代的人權則為民族、人民及人類的集體權利，提供受壓迫的少數民

族能獲得國家保障、被殖民國可在國際政經中維持其發展、生存以及公共資源則

得以永續。產生緣由乃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陸續解體，歐

美等戰勝國想趁帝國解體之機順勢獲得新領土。在此國際情勢下，美國威爾遜

(T.W. Wlison) 總統提出的 14 點原則，除解決此一難題外，尤其民族自決之提倡

不僅避免戰勝國藉對戰敗國之清算再次爭奪領土，而且受這提倡影響下，殖民地

亦能藉由這個機會，透過自決權的宣示建立自己的國家14。然則在新興國家陸續

                                                      
14 詳見 2009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48 期〈人民自決權、聯合國與台灣〉 專題演講，陳雪琴整理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48/48-15.pdf。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48/48-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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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民族國家間長久以來的糾葛並未因戰爭而終結，主要體現在兩個面向，

一個是國家內部的民族紛爭，另一個是國家面臨的外部壓迫。前者來自各國境內

的少數民族，受到種族、宗教、語文的不平等待遇或面臨政治/經濟地位的歧視

與迫害發起抗爭，後者則是抵抗外來的壓迫與侵略，希望能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

(張國聖，2003:10)。 

隨著民族主義浪潮及冷戰後，歷經蘇聯解體，新的區域組織陸續出現，尤其

聯合國成立後，在第七屆大會中通過〈關於人民與民族自決的決議〉將民族自決

權從一項原則確立為人權內涵，從原先的個人、階級群體走向民族，甚至超越民

族國家的範疇，走向「集體人權」的範疇(張國聖，2003:11)。 另外，1968 年在

德黑蘭舉行的「國際人權會議」，會中通過的「德黑蘭宣言」開始重視第三世界

的人權與生態，之後的聯合國會議亦陸續將環境權、發展權與和平權放入宣言中

(陳秀容，1997:120-121)。另外，特殊群體亦在這一代人權中加以保障15，如婦

女、兒童、老人、少數民族、…等，這類群體之特色在於具有某些共同特質，如

在社會中經常處於弱勢、或是需要政府提供特殊保障才能維持人性尊嚴(張國聖，

2003:15)。故第三代人權特點，綜合學者看法，與第一代、第二代人權相較，前

兩代注重在個人權利，尤其著重集體權利保障，如民族、社會或國家；再者，部

分人權需要國家與國際合作才能達成以及部分條款僅能體現在條約或宣言中，如

環境保護；另外亦重視特殊群體與受壓迫國家的保護及需求。 

這三代人權之特色在於因應環境條件及不同時期對人權內涵的挑戰，使得人

權內涵有所修正、增加或擴充，亦發現國家角色轉變，例如國家的扮演的角色從

消極轉向積極，從不干預人民權利到提供服務或藉社會制度使人民免於環境的不

利。新興國家則在民族主義浪潮與不公平的經貿下，要求國際政治貿易上應採取

公平的待遇與發展；注重環境的保障與弱勢群體的聲音。 

                                                      
15 詳見 https://spa.ndhu.edu.tw/files/90-1045-10.php，檢索日期: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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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權利 

族群作為一種文化共同體，無論其組成動力基於原生論，如血緣、語言、膚

色；抑或源於情境論，甚至是被建構而成，如葉菊蘭女士提出之四大族群說…等

等16。而本文所稱的族群權利，應稱之為「集體權利」(collective rights)17，研究

人權的學者將之歸類於第三代人權。 

而集體權之內涵，則可借鑑原住民集體權類型，施正鋒(1998)將之分為認同

權、自決權、文化權、財產權與補償權，分述如下: 

一、認同權:即原住民有權利保有並發展獨特的集體認同。 

二、自決權:主張原住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定位，並追求自己在經濟、社會、

文化發展。 

三、文化權:人們不論在思考、語言、行動或他人互動上，都能反映其文化

特色。 

四、財產權:主張原住民應該擁有其土地與資源的權利。 

五、補償權:即政府須積極而正面的提出公共政策，彌補過去歧視造成的損

害。 

Patrick Thornberry 則認為少數民族的集體權利包含集體生存權、身分權、禁

止種族、宗教及語言之歧視以及原住民權。(轉引自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8:23)。

另外，自由主義學者 Will Kymlicka(2009)亦指出，自由主義亦有保障少數族群的

權利，並以族群代表機關、自治權與語言權作為族群保障。 

在國家層次上，加拿大人權委員會原住民人權報告則說明加拿大原住民享有

之權利，如固有之自我管理權、漁獵即採集權、集體土地權、維護傳統語言、文

                                                      
16 影響一個族群的生成尚有想像的共同體或是集體記憶，因篇幅主要聚焦於群體權利，故不詳

細闡述。 

17 但集體權利的英文並非僅有 collective rights，尚有 group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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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習俗權。(轉引自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8:23) 

三、族群語言權利 

語言與族群的關係，學者 Joshua Fishman(1973)寫下這段敘述表達其關聯性: 

 

“.. the essence of a nationality is its spirit, its individuality, its soul. This soulis not only 

reflected and protected by the mother tongue but, in a sense, the mother tongue is 

itself an aspect of the soul, a part of the soul, if not the soulmade manifest.” 

一個種族的精髓在於其精神、其獨特性、其靈魂。這個靈魂不僅是由母語所保護所

反映，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母語本身就是這個靈魂的一個面向，是這個靈魂的一部

分，甚至是這個靈魂的清楚顯現。(轉引自何萬順，2009:405) 

 

學界對於族群認同的定義上有諸多學說，尤其原生論，其學說主張該族群之

組成可能來自血緣、相同的語言與擁有共同文化等因素而形成，對語言所扮演的

角色，有些學者認為語言僅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但本文則認為，語言對

於族群而言不僅是把認識文明、理解先人智慧與經驗的鑰匙，更是作為族群成員

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管道。一旦母語失去，就如同失去部分靈魂，不只影響文化

傳承，亦喪失其自尊和自信(何萬順，2009:405)。 

因此，母語對族群而言，並非僅具溝通傳達的工具性價值，同時也承載語言

群體對於自身文化的累積與先人的經驗，得以讓後續群體成員得以傳承與延續，

更重要的是母語可以構成「一個相互了解的世界」，這世界能以族群的語言進行

命名、描述，而成員的子代亦可藉由母語了解這世界的過去與未來、呈現個人身

分認同、編織與紀錄族群的故事及理解先人之智慧與經驗(鄧伯宸譯，2009)。 

而族群語言作為一項人權，其產生背景來自於「少數群體權利」，本文將少

數群體定義為「受到國家單語政策影響下的本土族群」。過去國家基於某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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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構單一民族之需要、鞏固政權與治理邊界、或延續國家生存、維繫民族情感

等，均進行單語政策來促成國家內部統合，如日本總督府的國語政策、國府的國

語運動等。這些少數族群也因為國家的單一語言政策，致使族群語言受到壓迫、

壓制而逐漸噤聲。除造成族群語言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對待，也使少數族群語

言如客家、福老與原住民語最終走向流失或死亡，葉菊蘭曾提到台灣的族群語言

生存情況:「原住民語正在加護病房，客語也在急診，河洛語則在掛病號」18。也

因為語言不平等以及族群語言面臨生存危機，再加上國際對於少數群體權利的關

注，本土族群決定藉社會運動號召群眾支持，並向政府提出訴求，要求國家正視

過往推行單語政策下產生的遺緒與問題，如獨尊某種語言後產生的語言不平等；

以及訴求族群語言應受到保障與平等對待(蘇子喬譯，2009:154)。 

再者，語言權屬於第二代人權，所謂人權，即代表人都能享有的權利，而這

一代的人權強調平等觀念，是個人和集體行動的權利(張學謙，2013:53)；而語言

權的意義，按日本學者鈴木敏和的定義，則指自己或自己從屬的語言團體，使用

自己或語言團體所希望的語言，從事社會活動，不受他人妨礙的權利，簡單來說

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使用自己傳承的語言(轉引自王保鍵，2013；52)。 

在語言權層次上，張學謙(2013)、王保鍵(2013)等學者指出，可從個人與集

體層次進行定義，個人層次上，不論母語的使用人口佔社會人數的比例是多少，

是多數抑或少數語言，皆能積極認同自己的母語、並在正式場合中享有使用自己

的母語權，他人皆須尊重其母語之認同與使用；至於個人則擁有學習母語權，包

含以母語作為初等教育之教學語言權等。除上述母語之認同、使用及學習權，個

人居住的國家中，個人亦享有學習一種以上之官方語言學習權。團體層次上，語

言權則指涉少數群體存續權，即享有與主流社會不同的權利。少數/弱勢群體享

有發展權，如得以發展其語言、建立與維持其少數群體語言使用的學校、訓練和

                                                      
18 詳見 挽救母語危機 家庭教育立根基 http://web.pts.org.tw/hakka/news/detail.php?id=34133，

檢索日期: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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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關、擁有規劃課程及使用少數群體語言進行教學的權利；在國家層次上，

除了能參與國家政治事務以及擁有團體內部自治權，尤其在文化、教育、宗教、

資訊與社會事務，國家應提供稅金或補助協助少數族群。若國家或他人對於集體

語言權或個人語言權加以限制，則可視為對基本語言人權之侵害。  

另外，族群語言權除了在個人與集體層次上有所差異外，施正鋒(2007)也提

到，國家在規劃少數族群語言政策上，亦應重視語言權之工具性及固有價值。工

具性價值面，尤其少數族群在多元族群/多元語言的社會中，往往因為學習其他

語言而付出很大的轉移成本，尤其是溝通方面，往往由少數族群負擔。再加上政

府可以藉操作語言的工具性，逼迫少數群體學習支配族群的語言，不僅刻意降低

少數群體的語言價值，甚至是將少數群體的母語加以醜化。而固有價值上，語言

彰顯族群的參與以及集體創作，代表著族群身分的認同、文化/傳統的承載以及

生活方式。 

因此，在國家語言政策上，這兩項語言價值的意義在於，承認其語言的固有

價值，除了使族群語言不再被視為一項負債，在公共使用亦上不會被矮化；再者，

基於國家對語言固有價值的尊重，國家不能將語言停留在功利性的考量上，應支

持所有族群語言的工具性價值，至少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必須使用少數族群

語言，或者在憲法中將少數族群語言列入保障、抑或是將少數族群語言列為官方

語言的地位。 

第二節 族群關係 

一、族群 

關於族群，目前較具有共識的定義如下:「一群擁有共同來源，或是共同祖

先、文化、語言，並藉由自行認為或被他者認為所構成的獨特社群」(王甫昌，

2003:10)。而張茂桂(1999:243-244)也指出其特徵，首先，族群的產生一旦與「起

源」說法產生關連，便與其他的社會團體(如階級、職業、性別)產生區隔。再者，

因「起源」作為其認知、意識的一環，並不需要藉科學來驗證其說法之真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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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這群團體會將此說「信以為真」，甚至對此無任何懷疑，並與所屬團體共同

享有這樣的意識或歷史歷程。另外，在文化特質上(如語言、宗教)，這些要素目

的僅作為自我界定之需要而被選用，乃人為主觀上之結果。 

至於其促成的動力，族群主要透過幾個方式進行:原生論、建構論以及情境

論，原生論又稱為本質論，即原生紐帶的連結，更進步來說，為某人的祖先所繼

承而來，帶有一種歸屬上或經由分配而得到的身分；再者，原生紐帶具有族群劃

界的功能，區分誰是我群或他群的意義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原生紐帶惠共享成員

內部所擁有的一切，如共同享有價值觀或文化(王甫昌，2003；顧駿，1991)。 

而建構論之說法，則是主張族群作為一種身分建構，申言之，即強調社會建

構族群的標籤，而這樣的邊界是可任意移動，形成一種動態過程。最後則是情境

論，情境論則將族群建構視為一種競爭過程，主要目的為我族獲取之最大利益，

固對其族群的產生有著存在的價值及生存意涵(王甫昌，2003；顧駿，1991)。。 

二、 台灣族群關係 

而在回顧三種族群產生的主要理論後，則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客家族群如何界

定自己的存在及認同的形成來源，至於形成的脈絡，不少學者亦對此提供一些可

能性，例如王甫昌認為客家族群的存在來自於歷史上遷移的經驗及「義民」身分，

還有台灣在 1980 年代鼓吹「本土化」造就客家文化運動興起，產生台灣客家族

群的集體想像(王甫昌，2003:125-145)。柯朝欽(2015)則是進一步基於王甫昌之論

點，衍申出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三種類型，即基於多元文化主義，並從優勢/弱

勢之軸線而形成族群，此外，第二種是基於對於語言-文化生存危機而形成族群，

最後則是在族群代表機關成立後，運用法律與權利作為槓桿而形成的族群想像。 

然則在這些族群想像的背後，台灣的客家族群面臨隱形化的現象，尤其是族

群語言的隱形化，丘昌泰(2006)在桃竹苗進行客家族群隱形化現象後發現，族群

的隱形化越高，其子代的母語能力越受到影響。申言之，族群語言的存續攸關客

家族群隱形化現象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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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人權發展過程、並逐漸聚焦於族群權利及族群語言權的意涵，促使本研

究旨探索台灣語言平等議題及台灣現在如何落實語言平等。前者指涉台灣如何保

障少數族群語言19使用，並促成語言平等；後者則指涉台灣採取哪些措施協助少

數族群語言權。過去的單語化政策，除了使本土語言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也使這

些社群成員造成傷害，比方說語言不受到尊重、語言傳承發生問題、語言流失及

使用範疇被限縮在私人場域等。故在民主轉型後，這些社群成員藉由街頭運動、

媒體管道發聲、組成協會，希望能喚起國家注意，動員的成果不僅促成台灣在國

家定位上的改變，轉向肯認台灣多元文化20(許育典，2003)，政策上亦因少數族

群的訴求，逐步反省過去國府採取之單語政策作法。此外，在考量與評估國語運

動對本土族群語言造成的影響、衝擊後，政府逐步推動相關法案、會議及委員會

的建制，如《國家語言發展法》21、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本土語言頻道、研究單

位與系所設置，凸顯台灣積極落實語言平等。 

除了國內對語言平等的關注，亦要關注國際宣言及國外案例，尤其是語言權

的發展，在國際規範中，語言權被認為是一項重要權利。1948 年《世界人權宣

言》除對基本權利作廣義定義外，亦將語言納為人類基本權利，相繼其他公約如

197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85 年《國外僑胞人權宣言》、1989 年《兒

童權利公約》在語言保障上則對社會成員作細部規定。 

而 1948 年《世界語言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22除了將語言權利獨立出來專門討論，亦對語言這項基本權利進行細部規範，作

                                                      
19 即台灣本土族群語言-福老語、客家話與原住民語。 

20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亦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該條文亦彰顯台灣為

多元文化國之依據。 

21 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後，除推動轉型正義，亦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

除了彰顯台灣本土語言(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地位一律平等、以及政府對本土語言之重視、

也表示國家將投入資源扭轉國府政策造成的語言不平等。 

22 又稱《巴塞隆納宣言》， 1996 年 6 月 9 日國際筆會及上百個專注語言權利的政府及非政府組

織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聚集，召開「世界語言權利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 Rights），



 

26 

 

為國際共同遵守的原則，該宣言除了源於《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共識基礎，亦在內文中提及幾個重要事實:如國內單語主義23，

使得大多數國家追求語言單一化，該趨勢將削減差異性並對多元文化和語言採取

反對的態度。跨國主義以自由為名，確認解除對講求進步與競爭之個體主義的限

制，同時衍生出嚴重且持續增加中之經濟、社會、文化和語言不平等的經濟學成

長模式。24語言社群目前處於因缺乏自治政府、人口稀少或是部分或全體族人遭

到驅散、經濟力量微薄、語言無法化成具體文字、或文化模式與統治者相衝突的

壓力之下，除非能受到政府重視，否則將有許多語言將無法再繼續存在，瀕臨消

失、滅絕25，希望各國除重視內部語言社群之語言權利、促進國內語言多樣性，

更希望國內能藉各項措施與政策促成語言平等。 

再者，國外實踐上，諸多國家也將語言平等之精神規範在官方語言制定上，

例如瑞士(Switzerland)於憲法第 116 條將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及拉丁羅馬語訂

為該國的國家語言26；新加坡則在憲法第二條第 2 項第 5 款之規定要求國會參議

員須有足夠能力參與會議並發言，除了眼盲或其他生理因素外，至少讀寫以下一

種語言，即英語，馬來語，普通話和泰米爾語27；加拿大 1876 年憲法第 133 條

規定加拿大國會與魁北克議會進行議事時得使用英語、法語，該兩語亦應用於國

會議事紀錄，此外在答辯或訴訟過程均得使用英語與法語，而法律公告上也須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除派員參加，也協助籌組因應產生的專家委員會。詳見

http://ilrdc.tw/news/foreign.php?nid=186，檢索日期:2019.05.30 

23詳見《世界語言權宣言》摘錄 【中文版／全羅台文版對照】。 

24詳見《世界語言權宣言》摘錄 【中文版／全羅台文版對照】。 

25詳見《世界語言權宣言》摘錄 【中文版／全羅台文版對照】。 

26 詳見 語言公平網站-各國憲法-瑞士 詳見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檢索日

期:2019.05.30。 

27 詳見 語言公平網站-各國憲法-新加坡 詳見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檢索日

期:2019.05.30。 

http://ilrdc.tw/news/foreign.php?nid=186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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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文公告28。 

第三節 國外的語言平等權發展及語言政策實施概況 

為何要介紹芬蘭與新加坡，主要原因是這兩個國家都是多族群社會，在語言

平等的實踐上能給予本文諸多經驗與啟示，二則是芬蘭瑞典語及新加坡皆有前人

提供初步的討論及介紹，但因年代較為久遠，因此本文意欲繼續往下探討。 

一、芬蘭的語言平等權與語言政策實施-以芬蘭瑞典語為例 

(一)  概述 

芬蘭位於瑞典及俄羅斯間，其領土北部與挪威接壤，總面積為 338,000 平方

公里，芬蘭的總人口部分，根據芬蘭政府的統計報告，截至 2017 年年底，總數

為 550 多萬人，而該國之語言使用人口，芬蘭語之人口約 450 萬人，芬蘭瑞典語

人口則約 29 萬 6 千人使用，薩米語人口有 1 萬人，卡雷利阿語人口約 5000 人，

以及少數的芬蘭羅馬尼語、芬蘭及芬蘭瑞典手語使用。 

(二)  芬蘭瑞典語發展過程 

芬蘭過去的歷史及語言變化，除了影響芬蘭語言平等政策形成，也形塑芬蘭

國內多元、平等且多族群的社會環境。按學者對芬蘭歷史的陳述，其在 12 世紀，

瑞典國王征服芬蘭，也順勢將拉丁語及瑞典語引入，也因此促成芬蘭語書寫的契

機(張學謙，2009:93)。另外，瑞典語部分也在 14、15 世紀開始，便有了以該語

言書寫而成的文件(如法令語與宗教)，17 世紀則產生瑞典語的學術、文學等出版

物，18 世紀則以瑞典語作為學術語言，並作為成為標準語及書面語，甚至成為

教育機構使用、貴族的主要語言；反之，芬蘭語則為當地低社會階層人士所使用

(張學謙:2009:94)。 

在 19 世紀時，路易拿破崙與俄羅斯亞歷山大一世達成協議，並由亞歷山大

                                                      
28 詳見 語言公平網站-各國憲法-加拿大 詳見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檢索日

期:2019.04.30。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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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負責說服瑞典加入法國陣營，並偕同法國一起阻擋英國軍隊。然而這項提議

瑞典予以拒絕，俄羅斯於是佔領瑞典所統治的芬蘭區域，1809 年瑞俄戰爭結束

後，瑞典戰敗，雙方簽訂《弗里德里克斯哈姆條約》，至此俄國兼併芬蘭(李俊毅，

2014:43；周雪舫，2003:87)。 

而在俄國統治期間，芬蘭享有自治權，如行政、法律以及宗教方面的制度，

但社會主要使用的語言仍為芬蘭語，但瑞典語依舊是行政、教育及菁英文化的語

言(轉引自張學謙，2009:94)，直到芬蘭民族主義意識興起，陸陸續續建立以芬蘭

語為主的學校，還有說瑞典語的中上階層逐漸使用芬蘭語，芬蘭語才開始作為主

要使用的語言，延續到 1917 年芬蘭建國，但瑞典語則成了弱勢語言(張學謙，

2009:94；謝國斌，2009:72)。 

(三)  芬蘭的語言平等政策 

前面提到，芬蘭語、瑞典語兩種語系在當地的使用人數上差異頗大，且在歷

史發展中，受到政權更迭以及芬蘭民族主義影響，但瑞典語能夠跟芬蘭語平起平

坐並維持和諧(謝國斌，2009:1)，也就好奇芬蘭政府如何推行並維護語言平等權。 

在實踐語言平等的意願及措施上，芬蘭也是值得我國借鏡學習的，張學謙

(2009:92)指出，芬蘭在 1917 年獨立後，便貫徹官方雙語政策，在憲法上將芬蘭

語和瑞典語(Swedish)規定為該國的國家語言。尤其在芬蘭憲法中第 14 條指出: 

 

芬蘭語和瑞典語均為共和國的國語。芬蘭公民在法院及行政機關面前使用母

語（芬蘭語或瑞典語）以及從上述機關獲得以母語書寫的文件的權利，以法律予

以保障；同時，對於本國使用芬蘭語人民的一切權利和使用瑞典語人民的一切權

利，應按同一原則予以保障。 

國家按同一原則規定芬蘭語人民和瑞典語人民的文化經濟需要。 

 

上述條文中一再表示芬蘭瑞典語得以在公共場所，如法院、行政機構使用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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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且使用此種語言者同樣享有憲法之待遇與權利保障。而除了賦予芬蘭瑞典語

在憲法上的保障外，芬蘭在 1922 年頒布的《語言法》則更進一步對法院、公共

服務、軍隊、教會及市鎮行政進行規範。 

一、新加坡的語言平等權與語言政策實施 

(一)  概述 

新加坡為一城市國家，於 1965 年建國，其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除了與馬

來西亞、印尼等國共扼麻六甲海峽與南海，也在印度洋與西南太平洋之交通要道

上，為歐、亞、澳三洲之海上樞紐；而國土總面積約 697.1 平方公里，新加坡本

島由東邊到西邊距離 42 公里，由南到北約 23 公里(陳鴻瑜，2017:2)，全國總人

口數約 563 萬 8 千多人(新加坡統計局，2018)。 

而新加坡族群多元，大致上可分為華人、馬來人、印尼人與其他族群(包含

混血)，按新加坡統計局截至 2018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華人人口數為 296 萬 9 千

2 百多人，馬來人人口數為 53 萬 5 千 8 百多人，印尼人人口數為 36 萬 5 百多人，

其他族群人口數則為 12 萬 8 千 6 百多人。至於語言發展上，由於新加坡的種族

多元，除了上述華人、馬來人、印尼人與其他族群外，這些類屬上尚包含其內部

各種方言族群，共約 25 個左右(葉玉賢，2002:81)。 

(二)  新加坡語言平等政策 

新加坡因為馬來西亞之政治考量，在 1965 年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並獨

立成為新加坡共和國，在語言政策上仍維持獨立前既有的雙語政策，作為促進國

內族群語言平等方針，馬來語仍為該國之唯一的國家語言，至於華語、英語及淡

米爾語則並列為官方語言，但主要的溝通語言則不再是以馬來語作為溝通工具

(葉玉賢，2002:87)。 

至於新加坡政府實行之族群語言平等方案裡，為何會使用英語而不以國內

某族群語言作為主要的溝通工具，李光耀(2000:180)在其著作中說明使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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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內共同語的考量: 

 

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種族避免了因語言問題引起的衝突。

掌握英語也使我們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因為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商業、外交

和科技的語言。沒有他，新加坡今天不會有全國多家大型跨國公司和 200

多家數一數二的國際銀行在這裡營業，國人也不會那麼輕而易舉地接受電腦

和互聯網。 

 

換言之，採用英語的緣由，一來是避免採用某種族群語言，造成國內種族

糾紛與衝突，而英語的中立，也可減少爭議；二是新加坡面臨建國初期艱難的

局面，必須為新加坡找到生存的契機，三則為李光耀個人對於新加坡社會的觀

察，說明如下: 

 

各族之間務必要有一種共同語言，這一點在新加坡武裝部隊中尤其明顯。

軍隊裡的方言和語種多的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戰場，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種官

方語言溝通。許多國民服役人員只會講方言，軍隊裡不得不特別為他們成立福

建話兵團。在家裡，華人說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種華族方言當中的一種，在學校

裡學習的華語和英語都不是在家使用的語言。(李光耀，2000:169)。 

 

此外，新加坡促進族群語言平等的方案-即雙語制度，也是經歷一番冗長的

過程，李光耀初期先從教育上先行處理，自英語源流學校引入三大族群母語教

學，也從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等族群語言學校引入英文教學，讓兩邊進行

平衡(李光耀，2000:169)，並在重要的場合上戮力強調政府維護國內族群語言

平等的立場，也在南大的教育危機中則是柔性地實踐其雙語政策方案。 

除了李光耀個人對於維護族群語言平等方案提供緣由外，政府政策實踐上，



 

31 

 

新國教育部長王邦文在 1965 年之宣告中，除了秉持 1965 年華文教育委員會報

告書之精神，平等對待國內四大族群語言源流學校；也為排除四大族群團結所

面臨的語言障礙及維護新加坡作為多元種族國家基礎(轉引自葉玉賢，2002:87)。

1966 年開始，政府所補助的語言源流學校都須將第二語言列為必修科目，換

句話說，自 1966 年始，政府推行的雙語政策中，英語成為第一語言，而並列

之官方語言(即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則被視為新國三大種族之第二語言或

母語，馬來語則僅具象徵意義(葉玉賢，2002:87)。實踐上，新加坡政府則從小

學著手進行，例如在英語源流學校中，盡量讓學生有接觸、聽講自己母語的機

會；至於以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等族群母語作為教學語言之非英語學校，

則將英文作為其第二語言(洪鎌德，1996:221)。 

另外，政府也在 1969 年始針對所有國家考試之學生加考第二語言(轉引自

葉玉賢，2002:87)，1979 年則在大學入學上加入先決條件，要求學生通過第二

語言的檢定考試(洪鎌德，1996:221)。 

然則政府實施的族群語言平等方案到 1970 年代，為兼顧英語及母語兩語

並重、及減少教育耗損率等目標，遂實施小學改制，除了延長小學一年來協助

適應能力較弱之學生，語言課程規劃也有了改變，如 1972 年在小學教程上制

定「語言接觸時間」(LET)方案，增加第二語言學習，促使學生在第二語言上

的接觸增加(葉玉賢，2002:88)。但也因此發現諸多問題，如非英語之其他語言

學校面臨入學學生人數萎縮，再加上諸多家長認為進入英語學校能為子女帶來

更好的就業機會，英語學校就學比例增加(葉玉賢，2002:92，李光耀:2000:170)。 

上述發展，也就促使政府對此進行考察，由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Goh Keng 

Swee)率領研究小組對此進行研究，並出版了「1978 年教育報告書」(又稱吳慶

瑞教育報告書或吳式報告書)，報告內容指陳，語言學習面向，僅有 13%學生

能閱讀華語及英語報紙，除凸顯政府在雙語政策上無產生實質效果，識字率低

下，無法符合識字上最低要求，致使學生之學習成效不佳，更因語言退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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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英語能力逐漸下降。故在建議上，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應側重語言學習，並

按兒童之語言能力及發展進行分流，中學上應有中等教育之教育基礎，亦建議

按中學生之程度進行分流(轉引自楊承謙、陳嘉彌，2001:1；葉玉賢:2002:89-90)，

上述的研究發現與建議，新加坡政府除了在 1979 年著手在學制上進行改革，

亦一併檢討雙語教育政策及語言政策。 

改革而成的學制上，李懿芳(1998:59)指出，初等教育部分，小學三年級前

的課程設計，著重於語言學習，至於三年級後則藉分流考試成績、雙語能力進

行分流。在中等教育則依照小學離校考試成績進行分流，被排入「特別」及「快

捷」的學生則可學習兩種語言。待四年級結束，學生參加 GCE”O” level 考試，

若通過者可以進入大學預備學校先行學習；反之，中等教育中能力較差者，則

需在四年級結束前參加 GCE ”N” level 考試，通過者則可在隔年參加 GCE “O” 

level 考試，未通過者即進行職前訓練及就業。 

至於語言政策，洪鎌德(1997:39)指出，當時華人不論是在家中、抑或是公

共場所，仍喜歡以方言溝通，新加坡政府決定在 1979 年開始提倡 Speak 

Mandarin Campaign(推廣華語運動)，除了李光耀總理不再以福建話發表講演，

政府也取消了電視台和電台所有的方言節目(李光耀，2000:178)，目的除了報

保留東方文化價值觀，也希望透過華語推行，改善並促進新加坡華人語言統一

(葉玉賢，2002:93；李怡樺、王浚斌，2011:155)。 

在獲得成效後，1994 年政府將講華語運動之宣傳對象轉鼓勵新加坡華人能

在家庭及公共場合使用華語。 

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出版《樂學善用:2010 母語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目的

是希望能確保雙語政策能保持成效，與時俱進，也希望學生能將母語作為其生

活用語，並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使用與溝通功能(新加坡教育部，2011:2、4)。 

生活上，政府也積極落實族群語言平等政策，除了訂定種族和諧日外，亦要

求占多數的華人必須顧及少數族群感受，有非華人在場時，華人要盡量講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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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其他人有被排斥在外的感受(宋宗樺，2014:48)。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客家族群 

客家族群之定義，根據中華民國《客家基本法》中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係

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且此群體組成條件有二，需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

以及自我認同為客家人，才會被視為是客家族群之一。 

(二) 語言權利 

1996 年 6 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巴賽隆納召開一百五十屆世界

語言權利會議，其巴賽隆納宣言中，第三條說明語言權利在個人及集體層次上的

保障29: 

「本宣言認為以下權利是可以在任何場合行使的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 

i. 做為某一語言社群成員受到承認的權利； 

ii. 在私下公開場合講自己語言的權利； 

iii. 使用自己名字的權利； 

iv. 與其原有的語言社區的其他成員聯繫和結社的權利； 

v. 保留和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利；以及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這兩個公約

涉及的與語言有關的所有其他權利。 

本宣言認為，除了上一條所涉及的權利並根據第 2 條\第 2 段之規定，語言

群體的集體權利可包括： 

i. 每個群體有權教授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ii. 每個群體有權擁有文化機構； 

                                                      
29 詳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百五十屆世界語言權利會議 巴塞隆納宣言中譯、英文版本，詳

見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04267_chi。檢索日期:201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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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每個群體有權在傳播媒介中公平地使用自己的語言和介紹自己的文

化； 

iv. 有關群體的每一個成員有權在與當局的聯繫和社會經濟聯繫中得到已

自己語言所做的答覆。 

因此，語言權利可分成個人層次與集體層次。對個人而言，首先，即能在他

人面前使用自己的母語並獲得尊重，也可以在私人互動中以自己的母語暢所欲言，

並能與母語相同的社群成員相互聯繫、在情感與現實上獲得連結，並在討論過程

以自己的母語介紹自己；而在群體上，除了群體內部得以藉母語教授知識、傳遞

經驗與文化外、對外互動上則可藉由法律程序申請組成自己的組織或單位來與外

界互動，或是藉由傳播媒體工具進行宣傳、分享群體內部生活、特色、歷史…等，

並在尋求政府機關單位申請資料、協助或是因生活所需的行為中能獲得有效的回

覆(施正鋒、張學謙，2003；王保鍵，2013)。 

(三) 醫事客語權 

尋求醫療協助的個人、或群體作為權利承擔者，族群語言除了作為日常實踐，

其也為表達醫療協助之重要媒介外，亦代表其個人、群體可對權利責任者(如在

醫事機構服務之專業、非專業人員)主張其在醫療面上使用族群語言請求協助，

醫事機構服務成員需對族群語言使用者之請求給予適當之服務或協助，而其醫療

院所也在收到其主張後，協助維護其在醫療場域上得以使用自己的族群語言。 

(四) 官方語言 

係指一國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所使用的工作語言，類型上則可分成法令形

式、象徵形式及工作用途三種。首先，法令式官方語言，主要是在制度上獲得國

家支持，如國家相關部門給予經費挹注及專門計畫推行，或是在法令授權下舉辦

相關會議，針對族群語言提供建議與修正方向；至於象徵式官方語言，僅有名義

上意義而無實權，但會在憲法條文中提供相關權利的保障；最後一項則是工作用

途的官方語言，行政部門以此作為公民尋求行政機構協助或服務的因應措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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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2002:184；施正鋒、張學謙，2003:59)。 

至於官方語言設置，則可以分為國家、地方政府/族群專門機構兩種設計。

首先，國家將文化上弱勢族群語言列為官方語言，意義上乃希望能藉此矯正過去

政府對少數語言的歧視，另一項則是地方政府/族群專門機關(我國主要是族群專

門機關負責)，藉由劃定領土或區域，將當地族群語言列為官方語言(施正鋒、張

學謙，2003:59、89；王保鍵，2013:60)。 

(五) 國家語言 

何萬順教授在 2018 年撰文指出，國家語言之意義在於承認國家各固有族群

之母語，除受國家保護外，亦應給予平等地位；國家亦必須對族群語言、族群文

化傳承與發展提供支持30。按我國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之《國家語言發展法》，

其內容除承認台灣各族群語言及台灣手語外，國家亦在該法中設置專責單位、提

供經費挹注與支援協助族群語言文化發展、族群語言人才培訓及開設族群語言相

關會議，亦將該法作為相關機構適用之規範並比照辦理。 

 

  

                                                      
30 詳見，何萬順教授之文章〈笨蛋，台灣有第一官方語嗎？〉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632，檢索日期:2019.04.30。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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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語言政策發展脈絡 

第一節「國語」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裡，「國語」一詞不僅影響台灣社會發展，也形成一種資

源分配。申言之，目前的台灣社會，就日常生活的語言選擇，國語反映其在台灣，

不僅擁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也在本土族群語言地位上擁有優先性，逐漸影響台

灣本土族群(福老、客家、原住民)的語言使用。原因來自於於台灣當前體制下，

「外來政權」、「後殖民」的背景與運作，因此本文也將在此章節中先行交代台灣

的「國語」政策的發展，並逐一介紹日本統治、中華民國時期在台如何實施國語

政策，及對台灣本土族群語言發展產生哪些影響。另外，台灣在轉型為民主制度

後，目前語言發展則走到哪個階段，亦會在本章節中一併敘述。 

先行介紹「國語」的意涵，其原先的意思並非指涉日本語，按安田敏朗(2012)

之說明，其來由源自明治初期知識分子西周其編譯之《百學連環》，該書將英文

中”language”譯作「國語」，但僅有「語言」一意。日本在西元 1900 年以前，並

未有「國語」這類的概念31
(陳培豐，2006:45)，當時日本國內語言相當多元，書

面用語與口語則呈現分離樣態、不僅「言文一致」，更無所謂的「國語」(轉引自

陳培豐，2006)。 

隨著民族國家概念的建立，如何創建一套「在統治上能有效運作並收編人民

的技術」，也讓甫經明治維新，並成功地轉型為現代化國家的日本感到頭疼，如

何「將全體國民合而為一並加以統一」即成為日本最重要的目標，也就促使日本

國內知識分子對使用何種語言可以有效統一日本人民進行討論，而在討論的過程

中，亦建構出「國語」之意涵及書寫系統，形成「日本語」現代的樣貌(呂美親

                                                      
31 應該說，在文字部分，日本江戶時代即已出現「國語」一詞，而明治初期的國語、國字論戰

中，該詞彙也是使用地相當頻繁，但這時的「國語」只是一種階段性用語，用途著重在思考、

主張與議論方面，且定義相當不穩定，也與「國語」政策中的「國語」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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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2012)。而這個時期，中國政府亦派人赴日考察，發現日本有一個共同語言

的討論，回國後亦仿造日本統一語言的作法，也在中國社會裡興起與建構屬於中

國的共同語言的方案，國府作為中國政權之一，在歷經接管與遷台後，亦在台灣

推行國語運動，試圖將華語作為全台人民之「共同語言」。 

因此，本文試圖整理台灣總督府、國民黨政權來台的語言政策推行方式，以

及對台之影響，並兼論台灣在民主轉型後目前語言現況。 

第二節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語言政策 

1895 年，甲午戰爭一役中，清國戰敗，與戰勝國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條約

中除了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賠款兩億兩、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

等地區外，更在此條約中將台灣全島、澎湖割讓與日本，對台灣而言，不僅成為

東亞中第一個在國際關係、國際法條約架構下被割讓的島嶼，也是日本殖民主義

浪潮中第一個殖民地。 

至於如何統治台灣，對於殖民母國-日本而言，恐怕是比較棘手的事情，李

熊揮(2004)指出，其實日本在統治台灣以前，未曾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故在統

治台灣初期，便遵循「無方針主義」以及生物學原則，遵守台胞原有之風俗習慣

以及社會組織。至於語言政策，1895-1936 年主要體現在推廣日語普及，族群語

言仍有使用空間，官方並未多加以箝制。直到 1937 年因為戰爭發生，日本內部

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總督府亦受其影響，藉著調整教育政策、箝制大眾媒體、

優惠性獎勵等作法，促使台灣語言朝向單語型態(即日語為主)發展；另外，將國

語(日本語)定為一尊的目的及措施，亦影響台灣本土族群語言使用，使用上除可

發現本土族群語言發展過程有被日語影響外，在使用空間上，從初期學校以外的

公共空間能被使用，至皇民化運動時期總督府採取較以往嚴格的本土族群語言政

策後，逐漸影響到非公共領域。以下則說明日本總督府在台的語言政策發展，由

於各時期日本總督府對台統治政策有所改變，故分成三個時期，分別為安撫時期、

同化時期以及皇民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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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95-1918 安撫期 

隨著甲午戰爭結束及該年 5 月 8 日馬關條約締結32(陳維新，2015；廖隆盛，

1975)，樺山資紀除受日本政府拔擢，升任為海軍大將，亦受日本政府派任，來

台灣擔任第一任總督33(王育德，2002)；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在 1895 年於台灣

總督府下設置民政局，並於隔年 4 月建立學務部，伊澤修二認為台灣或許是實踐

個人教育理想的機會，向樺山資紀自薦後，獲得總督之認同，5 月 21 日被聘為

首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部長。在 1895 年 6 月 2 日，待樺山資紀進入臺北城後，

於 6 月 17 日於總督府進行始政儀式，建立統治台灣的作業。因此，在安撫期內，

總督府推行的語言政策，則有以下方式: 

(一) 總督府開設課程，鼓勵統治者學習台灣語言(即土語)，解決語言

不通問題 

總督府對於土語的態度，則是開設統治者相關課程理解土語，如 1895 年 12

月設置土語講習課程，對象為文武職員，要求其在公務之餘學習台語，1896 年

則於各地設置土語講習所，對全島日本憲兵、警察講習台語(轉引自李熊揮，

2004:3)。1898 年則於國語學校附設土語專修科，修業兩年，課程內容包含台語

與漢文，對象則為在台從事公私業務之日人，直至 1903 年廢止(轉引自李熊揮，

2004:4)。 

(二) 日語普及之初步設計，先以芝山巖學堂進行授課與人員訓練，意

在解決初期語言不通，1896 年後則藉調整教育法規，因應台灣

統治方針與減少阻礙。 

日語初期推行上，伊藤於 1895 年 6 月 17 日抵達後，7 月於芝山巖設置學堂，

                                                      
32 又稱中日講和條約、日本政府則稱下關條約、日清媾和合約，詳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B3%E6%9D%A1%E7%BA%A6#cite_note-1。  

檢索日期 2020.01.18 

33 關於第一任總督之個人介紹，詳見台灣大百科全書對於此人之說明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913，而歷代總督部分，詳見王育德著作。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913


 

40 

 

並召募一些鄉紳弟子並教授日語，而這些願意讓其子弟入學之地方有力人士，伊

澤則以「順民」稱之，並加以禮遇，直到該年 9 月，學生人數增加至 21 名；至

於從事教授日語的學務部人員，除相繼從事台灣話研究及教科書編撰，亦在 8

月出版日本語教科書，將 1000 冊分配至地方廳中。另外，第一批畢業生，亦以

臨時雇的身分擔任台灣話的教師及助手、翻譯等(潘淑慧譯，1996:71；林正芳譯，

1999)。直到 1986 年 1 月初發生芝山巖事件34後，則將學堂地點移至到總督府民

政局內並暫停授課，直到 2 月才恢復課程(潘淑慧譯，1996:72；林正芳譯，1999)。 

1896 年 3 月 31 日，總督府頒布〈台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宣布設置國

語學校、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附設附屬學校，5 月 21 日於臺北設置台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校本部35(吳密察, 許佩賢, 林詩庭譯，2017:44)；在八芝林(即士林)、

艋舺以及大稻埕36成立附屬學校及分別在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臺中

37 (位於彰化)、鹿港、苗栗、雲林38、台南、嘉義、鳳山、恆春、澎湖島(位於媽

宮城)等 14 處設置國語傳習所39(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2017:44；許錫慶

譯註，2010)。9 月 25 日總督府則再頒布〈國語學校規則〉，在國語學校設置師範

部、語學部，並增設附屬學校。師範部主要為培養國語傳習所及師範學校教員、

小學校長或教員，以及研究臺灣普通教學方法，學生必須為日人，年齡介於 17

歲至 29 歲間，學歷要求為中學校 4 年級以上(包含 4 年級)；而語學部則負責教

授國語、土語，兼對從事公私業務人士施行必要教育，年齡介於 14 歲至 24 歲間

                                                      
34 即簡大獅等六人將總督府學務部六名成員殺害，伊藤與山田耕造則逃過一劫。 

35 國語學校分為語學部與師範部，前者以培養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通譯等官吏，後者則向日本國

內募集，培養為國語傳習所之師資。 

36 其更名為國語學校附屬芝山巖學堂。 

37 後因 1895 年開始人數漸增，6 月 16 日台灣總督府將地點變更至臺灣(即臺中)。 

38 於 1896 年改至北港。 

39 國語傳習所則是分成甲、乙二科，前者招收 15 歲以上成年人，主要為快速養成通譯等行政人

員，後者則是以 15 歲青少年為主，實施以日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初等教育。詳見駒込武著，吳

密察, 許佩賢, 林詩庭譯，2017:44。此外，國語傳習所芝開設時間則是 7 月 1 日才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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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人或臺人，學歷上則要求須附屬學校或國語傳習所畢業。附屬學校部分則招

收日本當地學齡兒童、臺灣幼年與青年，展示本島普通教育，並提供師範部學生

進行實地教學，國語傳習所目的除傳授臺人國語外，亦教授日常生活上之基本教

育及培養母國精神(許錫慶譯註，2010)。 

至於總督府設置這些教育機構以及訓練這些傳習員的目的為何，則是希望能

藉由此培養台灣人會說日語(周婉窈，1995:116)，但在 1989 年 7 月 28 日後，則

因〈臺灣公學校令〉、〈臺灣公學校官制〉及 8 月 16 日〈公學校規則〉陸續公布

與實施，除了臺東、 恆春兩地國語傳習所暫時無法落實外，其他地區的國語傳

習所(包含分教場)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皆一併轉入初等教育下之公學校系統中

(許錫慶譯註，2010)。 

但臺灣人對於總督府實施的國語政策，則興趣缺乏，例如國語傳習所不僅入

學率低，出席率也相當低，更因入學人數不足，曾有總督府視察期間，有傳習所

暫時借用書房來湊齊修課人數。周婉窈(1995)指出，為何日語推行導致效益不彰，

原因如下，首先，日本統治初期，台灣社會不甚穩定，反抗政府的事件頻仍，使

得總督府為此實施軍事統治，進行鎮壓，平定各地發起的抵抗40；其次，則認為

若學習日語後，前途發展的意願不高，台灣人既不願為新政權服務、亦不希望後

代子孫如此，尤其台灣士紳不願面對這項事實，仍然期許能否回歸清國的懷抱；

再者，則是台灣社會既有的中國傳統學校制度對於日語推行有所影響，如各種私

塾、官辦的州縣學、以及高等教育的書院，日本人將之為「書房」，陳培豐(2006)

亦指出，總督府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其課程安排幾乎以日語為主，沒有漢文科，

使得台灣兒童的家長產生畏懼與不安，擔心入學後，對居民日常生活有所影響，

                                                      
40 待 11 月將台灣完全控制後終止，隔年 3 月 31 日正式頒佈《臺灣總督府條例》，改制為民政制，

並規劃行政庶務、制定法規、設置警察機關，為日後統治奠定基礎。詳見台灣大百科全書對於

此之說明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913除上述外，張麗芬、張靜宜(2009)亦指出，

日本自一八九五年開始，便對台灣進行各項調查，如台灣舊慣調查、原住民調查、學術研究性

質的研究調查、產業經濟調查等。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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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地居民進入新式教育機構的意願不高。 

故原先於 1898 年 7 月 28 日頒布的〈臺灣公學校令〉，該規定命令地方政府

需以其經費設置 6 年制的公學校，藉此取代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招

生對象則以臺人為主，由於「書房」-即中國傳統學校制度與設施仍存，促使台

灣總督府為此調整日語政策(周婉窈，1995:118)。在 1898 年 11 月 10 日，總督府

發布〈書房義塾相關規程〉，將書房納為公學校輔助機關，並在規定中逐漸增加

書房課程，如日語、算術科目，民政局也就此規程發布同時，根據其中規則，通

知書房、義塾需報告國語、算數及必修科目進度(許錫慶譯註，2010)。1909 年 7

月 16 日則通知各廳獎勵當地書房義塾採用總督府編撰的漢文讀本作為書房義塾

的指定教科書，1911 年 7 月 1 日則針對非各支廳核可使用的圖書、或圖書內容

與書名不符等項目進行取締，甚至加入有部分支廳加入罰則。而總督府採取的作

法，除使書房數量在總督府統治下逐年遞減，亦因書房無法與公學校競爭，使公

學校得以取代書房的位置，成為日語推行主要機構(周婉窈，1995:118)。 

總結總督府初期推行日語方式，肇因統治者不黯台灣語言情況，故統治者在

語言政策上，除了讓統治者及行政體系人員學習土語外、亦藉短期訓練培養台灣

通譯人才處理日語推行作業。待總督府陸續頒布教育法規後，則交由教育系統來

協助總督府推行普及日語任務，雖然安撫期間推行期間仍面臨書房的威脅，但在

總督府強制介入書房教育，並要求書房增加課程內容，以及官方下令進行教科書

審查下，日語推行阻礙因而減少。 

二、1919-1939 同化時期41 

(一) 將日語普及政策向下延伸至新設學制中 

「以日語作為主要語言」之教育政策持續進行，1919 年 1 月 4 日頒佈〈臺

灣教育令〉，主要目的則是希望能將臺灣培養成忠良國民，但在教育系統上，則

                                                      
41 有兩年日本總督府面臨統治政策轉換，故與皇民化時期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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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人採行歧視政策，藉由學校系統對臺人進行區別42(許錫慶譯注，2010；159)。

但 1922 年 2 月 6 日頒布的〈臺灣教育令〉中，內容則大幅度修正，僅限初等教

育須實施日本/臺人差別教育，除此之外其他學校系統則比照日本的教育制度，

將之作為臺灣升學的依據。原因除認為臺灣現狀無實施差別教育必要，再加上總

督府為避免因既有的差別教育政策，致使臺人產生疑慮，導致殖民統治產生不良

結果(許錫慶譯注，2010；吳文星，1992)。 

申言之，尤其入學方式、學制以及相關法令上，與 1919 年 1 月 4 日之法規

相較，除了以常用國語/不常用國語者進行初等教育分流，入學資格也自 7 歲以

上調降為 6 歲以上就能符合入學要求。學制部分則有升格與調整，如台灣既有的

學制，如小學校、公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子學校、實業學校、簡易實業學校及

師範學校，則依日台共學調整成小學校、公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

校與師範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實業學校及專門學校。再者，原先教育設計皆由

總督府發布的命令為基準，相繼由日本法規取代，如高等普通教育依中學校令、

高等女學校令及高等學校令為基準，實業學校則依實業教育令，專門教育則根據

專門學校令，至於大學教育及預備教育則依照大學令進行。故學制設計上，除初

等教育外仍有差異外，其餘則比照日本當地教育制度，不再自教育機構區分日本

人、臺灣人就學差異-即實施日臺共學，藉此強化與加深臺灣的日語普及(許錫慶

譯注，2010)。 

(二) 設置日語相關組織並鼓勵臺灣各界知名領袖參與或舉辦國語推

行活動 

自 1911 年開始，地方上陸續成立社教團體，如婦人會、同風會等，主要受

到日本帶來的現代化成果影響，再加上親日仕紳發起這些組織意在改正傳統陋習、

破除迷信，並跟上現代化腳步。而這些組織成立時即以日本生活及文化作為範本，

這樣的仿效不僅能強化臺人對此的認同、政權統治更加穩定，地方政府也就藉這

                                                      
42 不過在發生臺日混血兒童入學案例後，日臺人差別教育之設計便因此案例而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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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風氣，對這些社教團體訂定相關辦法或是乾脆直接介入並主導這些組織，使

其成為文化殖民的跳板，教授國語也就成為組織活動的一部份(許錫慶譯注，

2010)。 

1928 年總督府與各州陸續設置社會教育科， 1931 年總督府除針對國語練習

會、國語普及會等民間設施提供補助，亦在該年頒布〈台灣於特殊教育施設規則〉，

設置國語普及組織，並予以修訂，希望能達成「國語」普及目標，如針對 12 歲

以上 25 歲以下之青年，設置國語講習所，並進行 100 天以上的國民教育，由當

地教師擔任；至於農閒期間，則在公學校或部落集會設置簡易國語講習所推廣國

語 (近藤正己著，林詩婷譯，2014:163；孟祥瀚 2005:292)。另外，這時期普及日

語部分，亦藉大眾傳播工具普及日語，如 1935 年 6 月開始，即設置放送局，並

在各地設置收音機設備，藉廣播方式推動國語普及。 

三、1937-1945 皇民化運動時期 

黃昭堂(1994:171)指出該時期之背景，過去總督府頒布的同化政策，除了

實施不夠徹底，效果亦未見明顯，加上總督府依舊認為「臺灣人基調上仍反對

日本統治臺灣」，尤其見證到臺灣民間陸續發起各種請願運動，民族運動韌性

相當強、再加上此時期適逢日本對外進行戰爭，臺人動向也使得總督府有著危

機感，為了促使臺人能協助日本對抗中國，故採取較以往更加嚴格的政策，希

望能實踐小林總督在地方官會議的講演目標-「謀求皇國精神徹底化，振興普

通教育，糾正言語風俗，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素質」(蕭李居，2006)。 

亦因為日本國內近衛文麿首相於 1937 年 8 月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

實施要綱」，9 月對各機關發表內閣告諭說明國民精神總動員原因-即「凡打開

僵局，圖求國運興隆之方法，在於依據我尊嚴國體，以振奮盡忠報國的精神，

將此實現於國民日常的業務生活之間」，故日本於 9 月 11 日進行國民總動員活

動(蕭李居，2006:107)。而臺灣也受日本影響，加速了皇民化運動推行。至於

皇民化運動的意義為何，王學新(2009:72)指出該時期意涵與相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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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為 1936-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著重於「確立對時局之

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即通過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消彌臺人「祖國」觀，

並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其次則是 1941-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

要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臺人為日本帝國盡忠。運動

之作用在於國家認同的建構與深化(皇民化)、私有財產官有化觀念的灌輸與改

造(奉公)，故皇民化為奉公之因、奉公為皇民化之果。欲得其果，必先宿植其

因。由於有前朝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的教化灌輸，後期皇民奉公才有巨大成

效。 

 

故總督府於 1937 年起陸續藉廢止報紙漢文欄及廢除偶像、寺廟，強制參

拜神社，還有廢除舊曆證月儀式等措施促使臺人變日本人，其次則輔以國語常

用運動及實施精神改造政策。總的來看，總督府對臺之語言政策，也較過往趨

向嚴格，彙整如下: 

(一) 推行國語全面化 

首先，學校教育部分，因應戰時體制，逐漸增加日本語教學時數。1941 年 3

月修正〈台灣教育令〉，在初等普通教育則改依〈國民學校令〉，廢除公學校、

小學校名稱，一律稱之為國民學校。另外，亦在臺灣各地增加「國語講習所」(許

錫慶譯注，2010)。 

再者，針對傳播媒體頒布強硬措施，1937 年起，日人發行的「臺灣日日新

報」、「臺灣新聞」、「台南新報」同時廢除漢文版。而臺人發行的「臺灣新民報」

亦於 6 月 1 日廢止。除上述外，散見於各類雜誌的漢文作品也被禁止刊登，之

後逐漸擴及文學、戲劇。並強迫使用日本語文，內容也須經過當局嚴格審查才

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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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禁止使用族群語言 

實行嚴格同化措施，如學校43、官廳皆禁止使用臺灣話，並嚴格執行「國語

常用家庭」運動，即藉由「國語家庭」的認證、表揚及附加的優惠待遇，希望能

讓臺人此時能完全接受日語以及日本國民身分。 

總的來說，總督府 50 年來的語言政策，首先，日語部分，初期藉由簡略的

課程設計，先行訓練一批能夠使用日語的人才，以解決語言不通的困境。中後期

便著手於教育學制延伸、日語機構以及推行日語組織等方式，促使臺人能將日語

視為一般共通語使用，後期則因應戰時體制，採取激烈的日語普及措施，並輔以

優先入學、較多的資源配給、表揚等優惠性待遇，讓語言普及率較以往提升。 

至於族群語言使用，就官方立場，初期因入台關係，不黯臺灣當地族群語言，

故針對總督府行政人員進行相關訓練，起碼對族群語言採取尊重態度，統治中期

部分，就資料記載，並未見到比國府時期較強烈的禁止族群語言使用措施，例如

總督府並未在公文或法規中要求校方、行政機關，甚至是公共領域使用國語，以

及祭出懲罰措施。對於族群語言仍是尊重且容忍，反而採取比較寬容的做法，如

李熊揮(2004)指出，1920 年代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組成的臺灣文化協會，在台

進行為期 10 年的臺灣啟蒙運動，地點從都市到鄉鎮，藉由演講會的方式向呈現，

並使用台語宣講理念，而總督府在對於公共場合使用族群語言，並未有箝制手段，

僅要求在該會進行宣傳演講會上，應派精通台語的警察到場監視，防止講演中有

妨害治安的可能，如勸止無效，則施以違警例處理。除了考量到這個講演為憲法

保障的合法運動，再加上與會者為社會中有聲望的知識分子，不可隨便過度壓迫 

(戴月芳，2008:29)。而皇民化時期，總督府的確採取壓抑族群語言方式，在臺進

行完全的國語化，但在族群語言上之箝制，則效果似乎未見成效，例如僅有公共

場所局部禁止台語(張靜宜，2006:24)，而《再現台灣》亦提到吳濁流小說《先生

嬤》內容亦陳述，有位阿嬤因家族被總督府列為「國語常用」家庭，但阿嬤對於

                                                      
43 內容亦須加強「忠君愛國」、「盡忠報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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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使用日語則感到不適(林呈蓉，2007:23)。 

若以語言平等角度看待，初期因族群語言不甚了解，故採取許多方式理解當

地族群語言，可以視為尊重當地族群語言的一項行動，但總督府為在台灣完成日

語普及目標-即本土族群間能以日語作為日常生活媒介與使用工具，自殖民初期

便逐漸干預了台灣族群語言使用習慣，也可解釋成限制族群語言使用者的意願，

直到皇民化時期則在公共場所採取了禁止措施-即在公共場所使用中不得使用族

群語言，此舉不僅不尊重族群語言，也形成一種積極的語言歧視。 

第三節 中華民國到台灣後的語言發展及語言政策 

一、中華民國「國語」概念發展 

在中國歷史更迭中，曾有「國語」、「國書」這些稱謂，暗示為曾統治中國的

外來民族語言 (蔡明賢，2009:20)，而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國語」44一詞遂指稱

公用的標準語言，並在中華民國境內使用。 

而中華民國的「國語」，其概念與發起制訂國語之來由，是 1902 年京師大學

堂總教習在赴日考察後，發現日本強盛之因在於其國民使用以片假名為主的國語

(即日語)，並以此作為普通教育之基礎(王照，1958)。因此回國後，為了達成中

國境內國民在語言上達到互通有無、溝通無礙之目標，因而研擬各種方案進行。 

而在語言政策發展中，則可發現幾個現象，在歷史事實中，中華民國史其實

斷了好幾次，但代表各政權的政府仍沿用國語名稱，並持續推行國語運動，僅就

1940 年代國府來台前後如何在台推動國語(即華語)作為介紹，並分為幾個時期: 

(一)  1945-1949 初期政府國語推行 

1943 年後，開羅宣言中聲明戰勝國勝利，日本須放棄侵占的中國領土，台、

澎回歸中國僅是時間上的問題，故國民政府於 1944 年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由

                                                      
44 該詞來自於日本，係為「和製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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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負責委員會運作，該委員會於 1945 年 4 月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綱要中

針對台灣語文政策提出兩項建議:第一項為國語普及計畫，此計畫除了逐步實施

外，中小學課程將國語列為必修，軍公教人員應先遵用國語，至於日本總督設置

之日語講習所，改名為國語講習所，並訓練國語師資。第二項則對日文提出處理

方式，接管台灣後，其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至於日本在佔有台灣期間，

發行之書刊、電影等，內容若涉及詆毀國府或是扭曲歷史等事項則進行銷毀。此

外。則在台專門設置編譯機關，負責編輯教科書(李西勳，1995:176-177)。 

至於儲備人員訓練上，國府則在重慶舉辦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並委託國語

推行委員參與其運作及負責研究指導的工作，討論臺灣語文教育問題，然則國民

政府缺乏台灣之具體實證，僅能在工作原則上進行研究，故根據全國國語運動綱

領，對台灣現況做出五項假定:福老語能通行於全台各階層，足以取代日語並應

付一切生活需要；臺胞在光復後，對日語痛心疾首，在無法講國語的情況下，能

自覺並恢復福老語及客家語使用；赴臺之工作人員，能深度理解並珍惜光榮時代

之機遇，重國語以尊國禮，在臺造就優勢國語環境，並接續重慶時期的戰鬥姿態，

給予臺胞精神上之鼓舞安慰，並對日語進行打擊、消除；需要在台灣成立一工作

機構；台灣印刷業比重慶發達，且能應付印刷各種教材之需求等(李西勳，

1995:177)。 

國府基於國語推行委員會依據全國國語運動綱領提出的五項對台實況之假

定後，作出五項推論，第一、臺灣將是一項大有可為的環境，若臺灣能接近第一

項假定，則國語推行不須像日本總督府的日語政策一樣，耗費幾十年的時間，但

國語傳習上，臺灣需要一套新方法，有賴於赴臺工作人員創造。第二、臺灣人若

能接近第二項假定，則赴臺之工作人員不須要借重日語；另外，臺灣人對國語之

要求相當嚴格，故赴臺之工作人員遴選條件上若能通曉福老語是最佳方案。第三、

推動國語運動之人員應有基本共識-”推行國語即宣揚祖國文化、其人員之行為皆

對臺人有模範作用”。第四、需儘快邀聘大批工作人員赴臺進行國語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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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則是不須將推行國語之印刷設備全數運至臺灣(李西勳，1995:177)。基於上

述之假定、推論，形成國府對臺推行國語之工作原則，除將部份教材、國府頒布

之法令及書籍帶至臺灣，另一項就是赴臺協助國語推行之工作人員、師資之邀

聘。 

國府自 1945 年於重慶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陳儀赴台擔任臺灣行

政長官，並洽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派吳敬恆等七人來台協助國語推行45(蔡盛

琦，2011:69)，之後 1947 年將國語推行委員會改組臺灣省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

待 1949 年 12 月國府正式遷台前，初期之國語推行方式與措施，整理如下: 

1.設置國語推行所、頒布相關辦法與設置工作單位 

世界華語文教育會出版的《國語運動百年史略》內容提到: 

 

1946 年 3月，因應臺灣民眾學習國語需求，故分別在臺中縣、台東縣、

新竹縣、高雄縣、花蓮縣、彰化縣、嘉義市與屏東市設置國語推行所，推行

華語在基層的工作。嗣後陸續在臺南縣、臺南市、新竹市、臺中市、基隆市

及彰化市設置，每所派駐 1-5 位國語推行員。臺北市教育局設置的國語推行

所則在臺北下設 10處分所，展開國語傳習作業；此外，各鄉鎮市亦設置講

習所、工作站。(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165)。 

 

至於國語傳推行員主要的任務，則有傳習標準國語、解答國語疑問、協助各

縣市設置國語推行所、發布國語委員會相關宣導書刊及對各縣、市之方言及流行

歌謠故事進行調查(張炎憲、陳美容、黎光中等人編，1996)。 

2.華語、方言並用政策 

受到日本 50 年殖民統治影響，再加上台灣光復後，發現臺人之使用習慣一

                                                      
45 共派八人前來協助，其中三人如魏建功、何容、王炬由教育部調派，其餘人士則是辭掉原先

職務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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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法改回，《國語運動百年史略》一書中則陳述當時臺人的語言使用情況: 

 

光復時期僅有少數老年人口懂漢文，並能說福老語或客家話；中年人

口雖能勉強說福老語或客家話，但只會寫日文；青少年讀書後，僅會說寫

日語、日文。年輕臺胞日常生活使用福老話、客家話及原住民語，則需夾

雜日語才可對話。(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43) 

 

是故，魏建功在主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語推行會後，於 1946 年 5 月 21

日在《新生報．國語副刊」中發表「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並將此綱領作為台

灣地區推行國語方針，這 6 條綱領中，第 1 條即揭示「實施臺語復原，從方言比

較學習國語」，即先恢復台灣民眾母語，再自方音中比較學習國語(世界華語文教

育會編，2012:243-244)。嗣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語推行會中設置「調查研

究組」，從事本省方言之調查研究整理工作。而該組織為了嘗試「自方言學習國

語」方法，故於 1946 年於北投設立「示範國語推行所」(由王潔宇、朱兆祥及三

位推行員組成)，該機構運作至 1947 年 8 月實驗結束。而實驗中，則嘗試利用國

語注音符號學習國語，方言部分則由朱兆祥設計的「臺語注音符號」，嘗試利用

其設計學習台灣話。實驗後發現無論是學習方言或國語，注音符號都有使用助益

且便於推廣，待工作結束後，相繼出版 15 種書籍(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45)。

而上述方式也達成魏建功「恢復母語與推行國語」的目標。 

3.藉大眾傳播工具推行華語，並利用族群語言協助國語推行 

1946 年頒布《教育處國語讀音示範廣播辦法》，由國語推行委員會統籌辦理

讀音示範廣播工作，並要求台灣省各中小學國語教師、民眾、教育人員、國語推

行員應收聽此廣播，教材方面則依對象，如國民學校、中等學校及民眾有所不同

(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48)。方式則為先行以國語宣讀，第 3 天後則開始

復習前 1 日課文。實施日期自 1946 年 5 月 5 日起共 6 周，除星期日外，每日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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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一次，每次 20 分鐘。7 月 8 日又因台灣廣播電台設置的「國語示範播講」節

目，現場雖有轉送國語講本可進行對照，但因收聽過程中不易瞭解內容，失去原

先播送作用，故要求各社教機關、縣市國語推行所將國語示範播講課本逐日抄錄

公布，並加註注音符號，供民眾抄閱、對照內容，希望能獲得宏寬效益。8 月 30

日則又通知各縣市國語推行所及縣市政府從原先每日下午 1 點至 1 點 30 分，自

9 月 1 日開始調整至每日上午 7 點 40 分至 8 點 40 分，並按時收聽，直至 1959

年6月在台灣省國語與推行會併入台灣省教育廳後停播。(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

2012:249) 

4.開設課程解決初期國語推行不便的問題 

初期台灣國語運動，學習國語一事相當熱門，雖無資料呈現當時數量多寡語

名稱，但有較正式的國語班，則有國民學校教員國語講習班、省訓團中等師資班、

新進教師國語講習班及大學開設的國語課程等 (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50)。

至於在教育體系下正式的編制，則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下設的「語文補習學校」，

經費由國語推行委員會負擔。而在 1947 年 5 月教育部視察團指示下，改為「省

立台北補習學校」，作為一般補習學校，而專設的「語文補習學校」便走入歷史47
(世

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51)。 

綜上所述，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主要著重於對本土族群語言恢復、對於族

群語言的態度上，採取較為寬容的作法，主要的目標仍希望臺人能用族群語言學

習祖國的語言。 

(二) 1949-1987 省政府時期 

因國共內戰緣故，國府於 1949 年 12 月 7 日決定遷至台灣，這期間除了強化

國語普及外，也對臺灣族群語言使用做出更多的箝制，直到民主轉型後，才開始

對族群語言有大幅度地轉變，故將這期間政府對國語政策、台灣族群語言之措施

                                                      
47 1950 年 1 月則隨著第一期省立台北補習學校畢業生，復又開辦類似的國語講習班。5 月開始

「語文補習學校」又重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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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彙整: 

1.頒布嚴格方言政策，全面性地國語普及 

首先，教育方面，1955 年，台灣省教育廳修正「台灣省中等學校講懲辦法」，

並規定「不講國語者，應記缺點或警告」。1956 年開始，則推行國語運動，規定

各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並提出「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

等口號(世界華語文教語會編，2012)。1963 年更訂定「台灣省公私立中小學校加

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當中除要求各中小學教職員在校期間一律使用國語外，需

針對推動國語情形定期檢討，再者則是播音器中禁止播放方言節目及日語節目；

再者，若教職員參與學生家長會或母姊會，當事人必須使用國語，若與會者確定

有多數不黯國語，在使用方言翻譯，目的在於不懂國語者有聽國語之機會，也向

學生家長肯切說明學習國語之重要。至於中小學師生與校外人士交談，只要對方

能略懂國語，就須一律使用國語，必要時可以國語、族群語言並用(世界華語文

教語會編，2012:172-173)。1964 年省政府則通令全台各機關學校「辦公時間，

必須一律使用國語」，之後 1975 年則又通知各縣市政府、梨山建設管理局、省政

府各廳局部會及省立各級學校，要求公共集會及公共場所與公務洽談應使用國

語。 

影視媒體部分，1953 年為推行國語，則禁止電影院設置「台語辯士」48及禁

止瑞城書局出版福老語唱本 92 首，1963 年教育部即頒定《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

節目輔導準則》，第 3 條更規定「廣播電視台對於國內的播音語言，以國語為主，

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 50。」，之後更變本加厲，1972 年教育部函令各電視台「福

老語節目每台不得播 1 個小時」，1976 年則通過《廣電法》，於第 20 條規定「電

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占比率應由新聞局

是實際需要定之」；而傳教部分，1984 年教育部更致函內政部，對於山地鄉及偏

                                                      
48 詳見 國民黨要消滅的是台語，不是方言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5-08-16/63507。檢

索日期 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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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區之傳教士或傳教行為，應以國語進行。 

2.頒布普及國語法規與工作單位 

對各機關學校、統一規定普及國語教育方式，如「國語推行辦法」，亦針對

各縣市的國語推行組織、國語推行員、各地實施方法及各地主要負責機關頒布相

關規定，如「臺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所組織規程」、「臺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員任

用及待遇辦法」、「臺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臺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委

員會組織章程」。隨後因上述的法令規章陸續頒布，則有這些工作單位產生，如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與推行委員會及臺灣省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各縣市

國語推行所」、「各鄉鎮區國語講習所」、「各縣市國語推行學校」，以及「國語實

驗小學」、「國語補習學校」等(世界華語教育會編，2012:169)。 

 

第四節 當前台灣的語言平等政策實施概況 

隨著台灣民主制度建立後，族群議題也在這波浪潮中成為台灣社會關心的議

題，1980 年代相關文化團體、組織先後發起許多街頭遊行，要求中華民國政府

嚴肅看待台灣族群語言議題，並尊重各族群語言及視各族群語言一律平等，例如

1983 年 12 月「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於台北馬偕醫院成立，於 1984 年發表

「台灣原住民宣言」，要求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群語言權；1988 年 12 月 28 日「客

家權益促進會」於台北國父紀念館發起「還我母語」遊行，抗議國府推行的語言

政策及對族群語言之箝制，並爭取客家族群語言權利。 

是故，台灣在喚起語言平等意識後，政府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 5、7、168、

169 條之精神，於 1992 年 5 月 8 日公布《就業服務法》，該條例中即有保障語言

平等概念，若探求《就業服務法》內部思維以及核心概念，王保鍵(2013)指出，

其法律內涵則朝向「非歧視」原則進行構築。至 1997 年第 4 次修憲時，則在《中

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則可見到國家原先採行「非歧視」原則保障台灣族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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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受侵害，朝向肯認文化多樣性、並對語言平等作出扶助、保存措施等行動(王

保鍵，2013；54)。 

也因為憲法價值轉變，2000 年政黨輪替後，政府也在法律上陸續頒布與落實

語言平等相關法令，希望能藉法律制度，促成台灣多元文化發展及台灣族群語言

平等目標。首先，則針對大眾運輸工具、原住民與客家族群訂定語言平等保障法

案，2004 年 4 月 19 日頒布的《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要求提供

不特定人或多數人運輸服務之舟、車、航空器以及停泊、等候區，其播放語言之

語系，除國語外，應有福老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之播音，至於從事國際交通運

輸之大眾運輸工具，播音服務至少要使用一種台灣族群慣用語言；至於原住民語

與客家語，前者在《原住民基本法》第 30 條保障原住民族群語言使用，後者則

在《客家基本法》第 3、4、12、13、14、17 條保障客家族群語言使用。 

另一部分，則是政府嘗試為語言平等作出相關立法，2003 年 2 月教育部國語

推行委員會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語言平等法草案》(世界華語文

教語會編，2012:218)，該條例中說明，「為維護並保障國內各族群在日常生活及

參與政治、經濟、宗教、教育及文化等公共事務，有使用本族語言之權利，以保

障國內各族群使用語言之自由，不應該限制少數各族群語言的進一步保障」，保

障內容頗多，彙整以下 9 項49: 

1.保障台灣語言50及文字 

2.保障國民語言使用、命名及傳播 

3.禁止國家公權力對任何語言文字提出禁止或限制 

4.承認多元文化 

                                                      
49 詳見 教育部擬具「語言平等法」草案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aspx?NID=13316.00，檢索日期:2019.04.20。 

50 國內使用中之各原住民族語 (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布農族語、噶瑪蘭族語、卑南

族語、魯凱族語、鄒族語、賽夏族語、雅美族語、邵族語等) 、客家話、Ho-lo 話 (台語) 、

華語。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aspx?NID=13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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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對公開及私人場域之語言歧視 

6.國家須在教育、人才培育、會議場域提供課程、機會、資源與

服務，並設置專門語言、電視頻道 

7.建置資料庫、預算編列、進行保護 

8.賦予地方政府依據當地之考量，進行各種命名、標示 

9.語言平等之專責機關 

然則《語言平等法草案》並未通過，且因該法案涉及文化保存與傳承，經行

政院協調後，2003 年 3 月以台語字第 0920042644 號函將其研議、制定事項移

由行政院文建會51負責(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19)。2003 年文建會則從文

化保存觀點出發，並以國家語言發展、保存為主軸，並參酌教育部、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等部會建議，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嗣後

經邀請專家學者、相關機關召開 7 次會議並彙整、修訂，共研訂出 12 條條文，

內容涵蓋國家語言之定義、主管機關、權利、保護及發展，並強調尊重各語言之

多元性、平等發展及傳承延續等(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2012:219)。之後於 2007

年 1 月 17 日再次陳報至行政院，經 2007 年 5 月 16 日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後，

2007 年 5 月 25 日由行政院以院臺教字第 0960086179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然則

該案並未於第六屆會期審議完成，而第七屆行政院於 2008 年 2 月 1 日以院臺文

字第 0970003868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因法案屆期不連續，並未經立法院審議通

過。 

是故 2018 年 4 月 12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8 次全體

委員會議上，則再次提案並要求文化部鄭麗君部長針對其「國家語言發展草案」

進行專題報告，並於此會議中就文化部提出的版本以及委員、黨團自行擬具的版

本一併進行討論。再加上 5 月 2 日，民進黨吳思瑤、張宏陸、周春米等 3 位提案

人及 28 位立委連署亦共同草擬「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版本，共有 7 項版本同

                                                      
51 2012 年 5 月 20 日後改組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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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併案審查，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會議中三讀通過，並

在 2019 年 1 月 9 日經由總統公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 

按下方《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總說明內容，可以得知政府推行語言平等

立法上，除參酌國際人權、國際組織外，亦考量到台灣族群語言發展情況，希望

能藉由正式立法，協助台灣族群語言獲得平等保障及語言地位: 

 

鑑於國際人權理念推動語言文化權之保障，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我國母語

列為瀕臨消失地區之情況，語言文化之傳承與保存成為備受關注之議題。國民使用

國家語言時，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而為尊重語言多樣性及多元文化性，應承認臺

灣各固有族群所使用之自然語言均為國家語言，其範疇應包含澎湖、金門、馬祖、

綠島、蘭嶼等離島之固有族群。而且因語言為文化傳承之重要載體，為促進語言永

續發展，豐富國家之文化內涵，政府應規劃及推動國家語言之傳承及研究，並建立

復振、發展機制，以活化及普及國家語言；為具體落實及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之

權利，政府應提供國家語言之終身學習機會，並於國民利用公共資源時，提供國家

語言溝通必要之服務。 

 

另外，政府亦於 2001 年開始，將各族群語言列入「九年一貫」教育系統中，

並規定其時數與預算，亦是一項促進臺灣語言平等之作法。 

第五節 小結 

日語-日本殖民統治、華語-中華民國的後殖民效果，皆在台灣建構出一種在

地化版本，並持續藉由台灣社會下的個體逐漸生產、演化，而這個意象對台灣社

會的影響除了逐漸加深外、更以此脈絡形成一套資源分配模式。以語言為例，在

日治時期學會日語，可以獲得總督府的獎勵及特別優待；而在國府時期，學習華

語，則影響個人的社經地位。而這兩個政權的語言政策，也逐漸形成利出一孔的

模式，影響台灣本土語言發展，直到台灣轉型至民主制度，語言政策才逐漸從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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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一語轉向到尊重語言平等，甚至是朝語言多元發展。 

而在回顧日本、國府兩個政權的語言政策以及台灣在民主轉型語言發展過程，

本研究歸納出幾項造成語言不平等的因素: 

一、統治者的考量影響語言的工具角色與目的 

不管是日本總督府治理時期，亦或是國民政府治理，皆以母國當地語言進行

推廣教育，以達成殖民地本身在語言上與母國無二致，但其身分以及職業導向，

則採以利出一孔方式維持其統治，比方在李雄揮(2009)提到國府時期以國語做為

留任、升遷條件，導致在 1951 年台東縣不會講國語的國民學校校長，一律被解

除校長職務，形成社會排除。 

日語、華語的情況不僅是一種文化霸權，亦蘊含「優越/低等」的價值標準，

以歌曲為例，上小巨蛋的歌曲類型，是以華語居多?還是以族群語言居多?此外，

對於金曲獎來說，華語的相關獎項雖不分族群語、身分，但此獎項會不會被視作

所有獎項中的最高殊榮；而在工作上，假設 A 會華語，B 會族群語言，持有哪

種語系較容易找到發展機會，哪一種語系會被這套系統排除? 

二、 國語的宣傳方式與管道逐漸多元且有擴大之趨勢 

日本總督府時期，主要的方式係藉由教育傳播方式進行日語推廣，之後隨著

新科技的引進及相關組織的設置，推廣上逐漸多元，日語隨著統治時間逐漸普及。

國府則藉由教育、傳播、報紙等工具強化國語在台之影響，使得華語普及率達到

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三、「國語」地位 

不論是日本政權的「國語」政策、或是在台的中華民國政府推行的「國語」

運動與措施，皆對台灣的發展有著重大、深遠之影響；前者雖已在二戰中離去，

但目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因國共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韓戰的協助，穩

固地在台灣生存並繼續發展至今，並推動民主制度、本土人治理本土人的轉型。

然在族群語言議題上，較常見到本土族群語言及資源上的競爭，但對「國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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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發展與地位則不多見。舉例來說，在〈語言與國族認同〉一文中，蔡芬芳

(2008:111)除了藉由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解釋語言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聯何在，

並以德國當地族裔-索勃人之語言與認同為例進行介紹，亦從中解析自由時報讀

者之投書內容，並對台灣的語言問題提出建議，認為台灣各族群應面對、接納與

尊重彼此的差異。但在該文中卻也見到讀者投書中，一方認為鶴老語應對客家語

持以尊重與認同的態度，甚至認為對方應用華語傳遞理念、對於台灣的國家正常

化發展有所助益，反倒凸顯華語巧妙地扮演一種中立角色，甚至儼然成為習慣與

自然，卻未對這樣自然地「國語」進行討論與反思，便是一例。 

四、語言政策影響族群語言的地位 

本文借用王保鍵(2013)學者彙整的語言政策態樣，針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

及國府在解嚴前期進行分類。在日本統治安撫期與國府在來台初期所推行的語言

政策，採用差別待遇/容忍式之語言政策，主要是在政府機關、教育機構上使用

國語，容忍台灣語言在家庭、民間日常等私領域使用，即透過「積極鼓勵使用官

方語言、消極容忍使用少數族群語言」，讓少數族群語言使用人口、使用場域逐

漸減少，使少數族群語言逐漸趨向死亡。 

是故，將這些概念對照台灣各時期措施，則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以及國府在

正式來台至解嚴前，則為同化式單語政策，嘗試藉語言的單一化(homogenization)

達成民族與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目標。故官方語言使用被視作是否效忠國

家之依據，至於學校教育系統、大眾傳播工具僅能使用官方語言。至於少數族群

語言則是被政府壓抑或有程度的允許，對於使用少數族群語言者而言，則會因為

政府對其語言採取高壓手段，除在心理上產生語言歧視感，也會因為政府長期的

壓抑下，埋下語言衝突的可能。 

五、語言歧視 

Skutnabb-kangas(1988)將語言歧視定義為一套不公平分配的意識形態與社會

結構，以語言作為劃分基礎，並在族群之權利與資源進行分配上的合理化、實踐



 

59 

 

與複製(轉引自張學謙，2013:53)。而 Skutnabb-kangas 與 Robert Phillipson 學者則

進一步指出語言在文化、社會、教育與生活有一定關聯，若個人或集體之語言權

被剝奪，將導致集體或個人無法進一步享有政治、法律、教育、資訊、言論自由

與保護文化傳統等權利(轉引自張學謙，2013:54)。 

李筱峰(2019)在〈誰讓講台語變得不美麗？〉一文中，除闡述臺灣族群語言

遭到國府時期之箝制語壓制，使得台灣之族群語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母語

瀕絕區，而族群語言也在臺灣社會中面臨被歧視的命運。尤其國府在 1950、1960

年代對於說母語者祭出懲罰、污辱及當眾羞辱方式，讓臺灣族群逐漸認為說自己

的族群語言是卑賤的，導致族群語言無法傳承下去。而 2018 年 11 月 8 日韓國瑜

參選高雄市長候選人，其在影片中亦對族群語言發表歧視看法，認為「台灣本地

的母語不該在學校學，只能在家裡自己學」。另外，李登輝總統亦於自由時報撰

文寫下語言歧視的經驗 

 

我七十來歲，從日據時代、光復到現代，在不同政權下，我深刻體會到做一個台

灣人的悲哀。日據時代講台語，要在太陽下罰跪。光復也一樣，我的兒子憲文、媳婦

月雲在學校說台灣話，也曾被處罰脖子掛牌子。(轉引自張學謙，2013:58)。 

 

李登輝總統的案例也可被視為在日治及國府時期，進行單語政策下之影響-即對

族群語言予以歧視；在國外也有類似的語言歧視案例，使用非該國語言亦被認為

是不禮貌的行為，李修慧(2019)提到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學

系助理教授暨生物統計所主任 Megan Neely 寄信給兩位在公共場所使用中文之

碩士班學生，並在信件中則回覆「這些(使用中文)學生沒有抓緊機會增進他們的

英語能力，反而使用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語言，這非常不禮貌。」，並呼籲國

際學生若在公共場所使用中文，則後果自負。之後該封信件被學生公開，並在社

群媒體中引發輿論，之後學校也對此事件展開調查，Megan Neely 也因為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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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去杜克大學生物統計所主任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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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桃園醫事客語使用調查 

在前一章中我們討論到各國的族群語言平等之實踐，說明著各國對於當地語

言不平等的情況皆予以正視，亦提供一些公共政策或措施協助導向族群語言平等

之路，然則上述的族群語言平等之路，除了政府政策推行上行之有年外，也因為

國家之社會氛圍、公民對此議題之態度以及領導者之認知，而在現今呈現一些差

異及多元樣貌，值得我國借鏡．對照我國目前對於族群語言平等的措施與公共政

策，在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才受到注意，相關具體政策的推進及落實也是近年

來逐漸轉趨積極．本文認為，族群語言平等作為一項權利，任何領域都該予以注

意並給予族群語言同樣的對待．但在台灣現行的做法上，施行對象除了公共部門、

族群代表機關或是族群單位，尚缺漏醫療這塊場域．是以本文以南桃園地區之醫

事客語調查為例，探求南桃園之族群代表機關、病人、家屬、醫事機構對於族群

語言平等之說法，畢竟南桃園為一客庄地區，亦希望能從中瞭解政府單位如何推

動族群語言平等、病人及家屬對於提供族群語言服務之意願，及醫事機構對此採

取了哪些作法、措施。 

 

第一節 中央及地方政府目前推動醫事客語服務之概述 

在論及南桃園醫事客語調查情形前，涉及此事項在中央政府之相關單位共有

三處，分別是衛生福利部、客家委員會以及教育部，前者不只是作為中央層級之

醫療單位，更是我國在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之最高行政機關，此兩領域亦為其負

責業務；此外，衛福部亦對各層級之單位，如地方衛生單位、社會福利組織負有

業務指導、監督及協調責任。另一方面，客委會為客家族群事務專責機關，主要

負責範疇為振興國內客家語言文化，並積極拓展客家文化相關研究及海外交流等

業務。 

2019 年 1 月 29 日，客委會偕同衛生福利部以及各縣市設置 35 處提供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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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環境之「伯公照護站」，內容除了協助照護客庄地區之老年人，亦針對醫療

資源貧乏、有長照需求及高齡化區域提供資源，然則更重要的事項在於客語推動

之建置，尤其在計畫書中可以見得，例如客家文化環境打造提供了客家文化意象

以及語言環境建置，在人力編制上，如「伯公照護站場地」、輔助「行動醫療」

事項則編列客語服務志工費用，換言之，中央政府對於族群語言已進行初步的客

語服務配置。 

最後則是教育部，教育部作為主管教育之最高機關，除在 2006 年推動台灣

母語日相關要點及辦法，以及陸續建置族群語言之教材、學習資源，並跨部會整

合各縣市語言教學資源。族群語言部分，教育部原先之族群語言課程設計上，將

初等教育課程列為必修課程，中等教育課程列為選修課程，高等教育則無此項設

計，但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法規中要求教育部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

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訂課程。故促使教育部須在 2022 年將這項規定納入新課綱

中，正是因為如此，反而凸顯過往教授族群語言相關課程師資問題，以客語薪傳

師為例，除需通過客語中高級能力測驗並取得證明，以及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教

育之主管機關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考試、取得合格證書，才有國中小教學支

援聘用資格，但無法成為正式師資，但也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教育部

開始研擬族群語言師資培育及相關法案，立法院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三讀通過

《師資培育法》修正案，增訂第 8 條之 1 條文及第 14 條，而第 8 條之 1 條文「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政策需要，經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招收具特定條件之大學畢業生修習，而修畢課程且符合

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之資格條件者，得依規定經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半年教育

實習」，主要在修畢課程且符合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之資格條件對象，得依規定

經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半年教育實習；至於第 14 條「師資培育大學培育國家

語言公費生，亦需開設相對應之國家語言及其相關文化課程，以增進公費生本土

語言知能及本土文化之傳承」主要是培育國家語言公費生以及負責培育機構需增



 

63 

 

開關課程。52 

然則上述研擬之法案或措施雖未直接闡明教育部在醫事客語之布局，現行採

取的作法主要還是透過經費補助之管道，提供間接的醫事客語人員訓練，如新生

醫專受教育部經費挹注而開設的「108 學年度客語背景照服員」專班即是一例；

但若從教育部因《國家語言發展法》而採取之因應措施，如教育課綱上列為部定

課程、研擬各族群語言之師資培育、聘任等草案中可間接得知，部分培育醫事機

構人員之專門技術學校會陸續增加客語師資的可能，進而培育醫事客語之相關人

才或訓練。 

在介紹完中央相關部會如何進行醫事客語服務方式及措施後，回到本文的核

心關懷，即南桃園地區之政府如何推動醫事客語，當地病患與家屬的日常看診經

驗實踐以及藉當地醫事機構服務人員之口述呈現其主要服務之醫事機構在推動

醫事客語之觀察。本文將受訪者分成三個類型，分別是政府官員(A)、地方醫事

機構人員(B)以及病患與家屬(C)三類，整理如下表: 

類型 代號 職稱或稱謂 訪談日期 

政府官員(A) 
A01 科長 2019.07.29 

A02 承辦人員 2019.07.29 

地方醫事機構人員

(B) 

B01 地區醫院之物理治

療師，並在懷寧醫

院兼職 

2019.07.26 

B02 地區醫院之物理治

療師，並在懷寧醫

院兼職 

2019.07.26 

                                                      
52 詳見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資訊，〈師資培育新里程碑，多元培育國家語言師資〉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5907640AC6591007 檢索日

期:2020.01.15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5907640AC65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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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聯新國際醫院之小

兒科主任暨院內客

家研究會主委 

2019.11.07 

B04 地區醫院之行政人

員 

2019.07.03 

病人與家屬(C) 

C01 隨機受訪者(客家婦

女) 

2019.07.04 

C02 隨機受訪者(福老婦

女) 

2019.07 

C03 隨機受訪者(客家婦

女) 

2019.07.04 

C04 林先生(客家男

性)，已退休 

2019.09.26 

 

首先．桃園負責推動客語政策之專責機關-客家事務局，目前在推動客語發

展上，主要提供數種方式，首要是提供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設籍桃園市市民在通

過初級、中級與中高級認證後，會頒發不同程度的獎勵金作為鼓勵考取認證之用，

再者則是以團體報名方式採取補助措施，如年紀在 19 歲以下之考生免收報名費，

10 人以上團報則提供報名費、餐費補助，15 人以上子則在報名費、餐費補助上，

額外補助車資、保險費及工作費，另外在團報獎勵上，則採取依各組報名人數比

例還有通過認證合格並達標給予獎勵，上述對象則是不限身分、年齡之採取之客

語政策。至於醫事機構方面，客家事務局如何推動醫事客語平等政策，採取之方

式除了與桃園醫事機構之主管機關協同合作，亦將客語服務列入年度視察醫事機

構之額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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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部份就找了衛生局，衛生局的話，我們當時，衛生局在 106 年的時候，

就把提供客語服務放到桃園市醫療機構服務品質督導的考核項目，然後那時候

的考核裏頭，就是其實我們目前還是持續在進行，那目前還在持續當中，就去

年(107 年)開始執行，…，其實我們考核的項目有幾大項，就是醫院有沒有提供

客語櫃檯或客語志工，這個客語志工有沒有明顯標示，讓民眾、客家鄉親知道

說，…，譬如說電梯有沒有提供客語服務，以及民眾有沒有，那外部民眾撥電

話有沒有這個接聽的項目，當然他們，他們在醫院有沒有開設客語班，讓第一

線醫護人員或櫃檯，他們有沒有一個想要學習客語的學習管道，課程裡面醫院

的醫護人員有沒有上客語課程或報考客語能力認證，再來就是，在一般病人就

醫等候區，譬如說閱覽區有沒有放刊物或閱覽區及刊物，或活動宣傳，大概就

是這幾個面向。（A01）。 

 

而受到考核的醫事機構，主要是以南桃園地區為主，因為南桃園除為一客庄

地區，且被政府列為客家文化發展區，代表著其使用族群語言（客語）的人口也

是最多之區域。 

 

有受衛生局考核的醫療院所，都會受到考核，普遍都是以南桃園比較多（A01）。 

 

而地方政府與衛生局之合作，除了針對醫事機構做客語服務之視察外，其手段看

似較為彈性，但實質上這樣的措施對於醫事機構有著長久影響。 

 

我們只是一起去看醫院有沒有符合這件事情（A02）。 

他有另外一份是額外項目，就像大學聯考，你如果有具備甚麼能力，然後客家

語言是其中一項，菸害防制或是安寧病房的推廣…，所以只是一個誘因而已。

（A02）。 

我們去看他們有沒有做這件事情，如果有就可以獲得加分，我們就是評審老師

的角度（A02）。 

 

再者，政府亦提供諸多的經費與支持協助醫事機構建立客語服務系統。 

 

…，除非你們有需要開班授課，可以跟我們申請，我們有一個申請要點（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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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前者視作推動族群語言平等保障之棒子，而對於經費支持及支援列為

推動族群語言平等之胡蘿蔔．棒子部分對於醫院而言，雖然被列為額外加分項目，

但對醫院每一年的醫院評鑑，則關乎到他能否維繫晉升等級，對於醫院本身仍有

不少壓力。 

 

第二節 南桃園醫療院所醫事客語使用調查 

藉由在醫院之參與觀察以及進一步深度訪談，來瞭解醫事機構內部之醫事客

語規劃及設計。而在醫院提供客語服務方面，則可觀察到各醫事機構在提供客語

服務有所不同，像部分的醫事機構，僅能以個體的方式提供客語服務，例如有些

醫院是安排客語志工來回應客語使用者之請求，但有些時段無法配合，「因為我

們的志工阿姨都是早上才在，通常是到 8 到 11 點(B04)。」；再者，院內有部分

醫事人員可以提供客語服務，並提出他個人就使用客語來回應請求對象之經驗，

如「除非我知道他是(講)客語，然後我刻意講客語，才會用客語對應(B04)。」且

又提到「除非說阿嬤他完全不會國語，那他就會找我們說他要我們請一個專門會

客語的人來跟他溝通，除非是這樣的情形，才會是專門用客語，譬如我會客語，

我們的櫃台人員或是我們...他們就會跟他說他需要客語這個專門的服務這樣子

(B04)」，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到類似的案例，如「通常是國語比較多，除非是遇

到年紀比較大的，像比較多講客家語的老人家，可能．．．就是盡量都會用客家

話對話(B01)。」。 

甚至也有在不斷試探後，才有可能聯想到或許用族群語言做嘗試才有溝通的

契機。 

那除非他一直接就跟你講客家話，然後可是你跟他講什麼台語、國語可能沒有

反應或是不會聽的話，我就只有．．(B01) 

筆者：用客家話？ 

用客家話講這樣子．(B01) 

筆者：所以客家話的使用方式，就是等對方對於這兩個沒有反應的時候 

對(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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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提到醫院中有本身具備客語能力的醫師，但在言談中

並未進一步建立起語言平等意識，仍企望客語使用者能說一點醫療溝通主要語言。

「因為有時候我們醫生，有家屬陪同或是醫生他自己也會一點點，然後阿嬤也會

聽得懂一點點國語，就可以溝通(B04)。」；而受訪者也提到客語使用者人數在

語言權利請求上相當稀少的情形。 

 

大概頂多不超過五個，如果阿嬤不會國語的狀況，如他在領藥、他要繳費，他

完全不會，哪種情況之下的話我們就會全程陪同(B04)。 

筆者:你說的那五個是指說在您的經驗，就是你的服務經驗? 

對(B04)。 

筆著:也就是說在您三年的服務經驗中，有五位客家女性就是...。 

受訪者:對，他就是完全不會，他沒有家屬陪同，然後他不會講國語，也不會其

他語言(B04)。 

 

亦有受訪者提到，個人在進行看診時的經驗中，看診裡講華語的人數不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小兒科醫師，所以小朋友幾乎都不會講客家話，然後小朋友

的病人很特別，大部分不會說自己的症狀，因為大部分是小學跟幼兒園的小朋

友比較會生病，所以他們都是由呃…家長帶來，所以變成說他主要的症狀還是

由家長來描述，那現在的家長基本上都講國語，都會講國語，即便是祖母祖母

帶來講國語，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國語溝通，只有一種情況就是說，他的家長，

就祖父祖母這一輩，他知道我會講客家話，就會就願意用客家話講比較親切，

我念的是小兒科嘛，我內科那邊我就會，像我媽媽已經 70 歲了，但她都會講國

語，他有念到小學畢業，所以已經很少那種像我祖父輩沒受教育，真的只會講

客家話，國語完全不會講，這種人已經很少、很少，所以基本上，溝通上是沒

甚麼問題，所以…是否曾遇到客家話使用需求的人，應該說，以我這一個專業

來講，我很少遇到，很少遇到，因為幾乎都用國語溝通還比較簡單(B03) 

 

而且在診間中，聽的到客語的次數也相當稀少。 

 

所以比例有多高阿，其實..其實我的比例不高，哦，我的比例不高 

那請問就是說，在..假設以 10 次來講，有幾次遇的到 

幾乎等於 0 (B03) 

筆者:幾乎等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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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來看診的主要的群體上，也以年輕人居多。 

 

我們的病人的父母親都很年輕阿，對啊!，可能大你沒幾歲而已啊(B03)。 

筆者:是啊! 

他們不需要講客家話，因為這個就是…其實用國語是最好溝通，因為專有名詞

全部都是(B03)。 

筆者:國語? 

恩對阿，到後面都是外來詞，因為客家話很多沒有阿，像肺結核，客家話怎講? 

(B03)。 

筆者:咦!好像很少聽到。 

有啦(B03)。 

筆者:也是有。 

叫作 he-lo(B03)。 

筆者:肺癆的癆。 

好像是這樣子講，我也是去查才知道，因為我們很少用阿(B03)。 

 

另一位受訪者也在訪談過程中提到他服務 20 幾年的經驗中，使用客語對話的

對象約 50-80 歲以上，而 30 至 40 歲以下則是講華語居多，且在服務初期，首訪

者說常聽到長輩在臨床上進行客語對話，但這近 5 年服務經驗裡則是講華語的長

輩越來越多的現象。 

 

第三節 聯新國際醫院之醫事客語服務設計與規劃 

在醫事客語服務與規劃上，南桃園之醫事機構除了部分醫院採取個別醫事人

員提供客語服務以及安排客語志工外，在受訪者的口述中，則提及當地區域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內組織安排及部分醫事客語服務方式，此外，該醫院在醫事客語

服務上相較於訪談之醫療院所呈現上，其服務較為完備，故在此介紹聯新國際醫

院之醫事客語服務內容。 

 

那在桃園有一個很特別，像聯新醫院，他本身他們的院長是客家人，他也覺得

他要做這件事情，然後…聯新醫院他…聯新醫院的院長本身是我們客家事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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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團的委員之一，然後他在院內就有成立一個那個客家委員會還是客語委員會，

實際的名稱要問醫療院還是會比較清楚(A01)。 

然後..他成立這個會之後，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它們有做一個配合天穿日的時

間，做了一個客家文化週，然後那裏面也有醫生，也有醫生是你們的學長吧，

我不知道是您現在是研究所…(我知道應該是隔壁所的)，都是客家學院，應該是

畢業了，所以他那時也做了一個醫護客語教材，然後也在醫院推客家文化，然

後那…接著像他們今年八月要辦一個夏令營活動，他也把客語放在他們醫療機

構就是他們做的夏令營，比方教小朋友營養知識、營養概念的時候，他的營養

是用客語教學(A01)。 

 

此外，也提到這家醫院的高層對於推動醫事客語服務的意志及決心。 

 

他們院長本身就是客家人，他就覺得他對這個就有肩負這樣的使命感，所以院

裡面就成立一個客家委員會，然後這委員會裡面的運作，因為醫療院所其實還

是需要一些藝文相關活動，然後他就把這些藝文相關活動融入客家元素(A01)。 

 

而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亦分享個人在聯新國際醫院之住院經歷與定時播

音之觀察時，受訪者則另外提到這個醫院與眾不同之處。 

 

奧!他們還有客家門診(A01)。 

筆者:客家門診?! 

就是那個醫生是客家人的阿，他們有…就會有把他列為客家門診，看他的門診

時間表上應該看的出來，這個是今年可能 3 月還是 4 月的時候開始推行的，就

是客家文化週之後有做這塊，就是把..因為他們裡面還是有很多客籍醫生，然後

會講客家話，然後…他既然都看診，醫生有客語能力，他就說會在診間標註說

他們有客語門診 (A01) 。 

 

申言之，聯新國際醫院作為南桃園地區之區域醫院，除了受訪者在口述中建

立該醫事機構特色外，本文在進行醫事客語調查的過程時程裡，在訪談了不同家

醫事機構人員的口述內容後，相比之下便注意到該院在南桃園醫院中，醫事客語

服務建置相當完善。故本文將進一步介紹聯新國際醫院的醫事客語規劃與設計內

容。 

因為…基本上來講，我們這裡的鄉親以客裔為主啦，我們的中壢、平鎮、楊梅

基本上都是講客家話，那院長、副院長也都是客家人，包括我也是客家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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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就有一些使命感，想說…這邊要有，還是希望說我們可以照顧在地的鄉親，

那…所以我們也想說，而且希望醫院有個特色，醫院冷冰冰的，加一點文化的

氣息在裡面，就想說那我們就加了一點客家元素，那就想了一些辦法(B03)。 

 

聯新國際醫院會開始進行客語服務之動機，主要是為了照顧在地的客家族

群語言使用者，除了改變醫事機構給外人的印象，亦希望在環境上帶給人一些

溫暖的氣息，讓前來看診的民眾或陪同的家屬可以安心。 

 

這是去年..欸今年(2019)，今年我看看，包含環境上面，因為我們不可能把舊的

東西打掉，譬如說有重新裝潢，像等一下我帶你去 12 樓看，就會看到我們改建

裝潢，就慢慢把一些客家元素放進去，他是點綴(B03)。 

 

我們當初的規劃是這樣，慢慢慢慢，因為一個空間、環境就要考量成本，那像

我們現在目前作的，就是特意漆上去的，就是那個牆面就是樓梯間的牆面，還

有指示啊!就是要換新的時候我們就把他放上一些客家元素上去，那我們 12 樓餐

廳正在改建，等一下我可以帶你去那邊有放一些客家元素，包含我們的棉被，

那個病房的枕頭套，我們現在換新的時候也會換一些花的元素上去是這樣，這

是環境的部份(B03)。 

 

首先，客語環境的打造上，從受訪者的口述中，反映著聯新國際醫院在環境中

透過在環境上增加客家元素以及針對院內病床的寢具作更換、換新，讓醫院的客

語環境慢慢建構出來，下圖為醫事客語環境面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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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聯新醫院外牆 

再者，聯新國際醫院在廣播、電梯等設施中增加客語播音，「我們只有在一些

公共空間，一些比較…大原則性的啦，比方說幾點門診開始，那或者說門診已經結束、

已經晚上了，大家要注意保管自己的財物，類似之類的(B03)。」，除營造客語環境，

亦採購具有族群語言語系之量測設備，如血壓機與身高體重等，這些儀器皆包含

客語播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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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聯新國際醫院採購之族群語言服務設備 A-身高體重量測 

 

圖 7 聯新國際醫院採購之族群語言服務設備 B-血壓量測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語言，所以我們就在推廣，就希望大家去參加認證，那我們

自己也編了教材，最近在複印第二部份了，第一部分是去年，我們每一年都會

複印一份(B03)。 

然後我們也辦些活動，包括天穿日，配合天穿日，都會有一個禮拜的活動，還

有一個客語認證，就是院內客語認證，還有就是請客委會來，大概就是這些(B03) 

但我們說比較特別的是說，我們有一個醫護客語的教材，醫護客語教材不是我

們最早作，最早做是那個新生醫專，那個何石松還有劉醇鑫老師他們有作，但

作的主要是教他們的學生，然後一般人也可以用，一些譬如症狀的描述，例如

阿我肚子痛 duˋsiiˋtung (客)，類似那種的，但是我們的教材是教那個醫護人

員講，因為醫護人員很多他們客家話也不是講的很好，我們是針對，例如你今

天是個檢驗師，你今天遇到病人，他講客家話你要怎麼講? 

筆者:怎麼回應?或是怎麼去…?? 

對!你今天是藥師、你今天是門診護理師，你要怎麼講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就

我們編的教材(B03)。 

筆者:就編一份教材給醫護人員這樣。 

我們一直往下編，我們今年是編到第二本了(B03)。 

 

再者，其院內也規劃並實踐一系列的醫事客語服務方案，如初階客語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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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安排初階客語授課教室，聘請師資方面，則與客委會協同合作，藉由專業

師資教學，供醫院內部各類專業/非專業人員修習，並在修習課程當日視為公假，

讓醫事機構人員在上班之虞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學習，院方更為此設計了一套醫事

客語教材，供在醫事機構服務人員學習，例如下圖為聯新國際醫院醫事客語的教

材內容，而在修習課程後，也鼓勵醫事機構人員考取醫事客語認證，通過者給予

獎勵，如禮券等等，而在 2020 年開始，則是鼓勵院內同仁考取客語能力認證，

醫事客語認證則還在研擬、討論中。除此之外，專業術語培訓上，對於醫事專業

人員部分則提供專業客語課程進行修習。 

 

圖 8 聯新國際醫院開設之客語初級班 

 

圖 9 聯新國際醫院之院內醫事客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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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論及到醫事客語服務面的安排，院內則是有一組負責的人馬針對這

樣的服務內容與設計進行討論與通知。 

 

我們有一個 13 人的群組，我們活動都是就是我們是一組人(B03) 

 

而在門診表設計上，該院也提供客語友善門診實現醫療語言平權的意義。 

 

目前是我們的門診時間表，時刻表，裡面打愛心，要嘛就是醫師會講客家話，

要嘛就是護理師會講客家話，就是客語友善門診，我們會別那個(B03) 

筆者:“捱講客”的標誌? 

 

在臨床與一般服務上，醫院也提供”捱講客”的胸章，讓會講客家話的醫事人

員/非醫事人員可以別在身上，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協助。 

 

圖 10 別上”𠊎講客”胸章之聯新國際醫院小兒科醫師 

至於定期的衛教宣導也方面，會穿插客語、台語回應民眾的提問，在網站上

亦有提供客語版的衛教宣導短片，並研擬日後在院內張貼之衛教宣傳品設計中加

上 QR code，讓民眾可以用電子產品掃瞄宣傳品中的 QR code 來聆聽醫院提供的

客語版衛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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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聯新國際醫院網頁之客語衛教專區 

 

那個主要是教…因為現在大學部的，有些同學要來實習嘛，他來就教一些外籍

的移工，他叫照服員，以前叫看護工啦，那我們現在比較給他正名了，另外叫

照顧服務的意思，照服員，教他們講客家話，因為他們基本上會比較接觸到一

些老人，所以就是那個照服員，那也是我們計畫的一部分。但就是同學要來之

前，我們就先去開了一門課，就一個工作坊，他們在醫院裡面可能會用到一些

常用的一些話 (B03)。 

 

再者，醫院志工培訓上，也會專門開設工作坊，以中央大學客家系學生實習

為例，該院會因而開設一門醫護客語工作坊，提供已具備一定客語能力且要在醫

院進行實習的大學生們學習醫事客語，來協助醫院中照服員在居家照護病人或協

助看診有良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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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聯新國際醫院與中央大學合作之醫護客語工作坊 

而在院內若是對於客語詞彙有疑問時，院內也有提供客語字典與相關書籍供

院內各單位在使用客語服務或是正在學習客語的同仁有資源可以找尋。 

 

圖 13 聯新國際醫院客語書櫃 

而在進行聯新國際醫院在醫事客語規劃與設計訪談中，也有受訪者提供另一

種不同於修習客語及實踐客語的方式，即以服務的單位作為場域，向病人請請教

與學習用客語表達其醫事人員常使用的行為，讓醫事客語能在傳達語意上更加準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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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桃園地區病人、家屬看診經驗與反思 

 

在政府方之作法外，本文亦藉病人、家屬之訪談，就病人、家屬之過往看診

經驗，以及是否願意以族群語言進行看診等問題提供醫事機構就提供客語服務一

些看法或反思。 

 

我看他們都是福老人（C01） 

聽他們講話就知道了!都是福老人（C01） 

筆者:你會鼓勵或贊成醫院去做這樣的服務嗎? 

希望是這樣（C01） 

 

在進行訪談經驗中，對方在論及這個議題時，顯示為一種失望的語氣，反映

出在醫療場域中落實族群語言平等，醫事機構人員能否回應這樣的語言請求是至

關重要的，不在於對方是否為福老人，而是提醒醫事人員不會說客語，無法協助

回應本人之需求是整個受訪議題之癥結。 

另一方面，同樣的問題也在呈現在母語非客語人士之情況，皆說明未充分提

供族群語言服務之醫事機構在面對族群語言之需求時，除了無法回應族群語言使

用者外，也讓族群語言請求成為障礙，反映出醫事機構能否提供充分的族群語言

服務措施是必要的！而個人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亦有發現醫事機構若無族群語

言平等的意識，容易讓前來看診的病患或家屬無法完成醫院要求之儀式化作業。 

 

說著台語的婦女，推著一位病人來到檢驗科進行檢驗，但婦人無法知道獲取檢

驗的流程，焦急之虞向裡面鑑驗科的服務人員詢問，並用台語請求醫事人員協

助，對方卻用國語進行引導．爾後這位婦人到叫號機台上，又因不熟悉操作方

式，在無法獲得醫事人員適時地幫助，剛好幾台上有前一位使用者剛完成取號

碼牌流程，故婦人用台語請求對方協助，才完成了幫病人領取號碼牌、叫號並

等待檢驗的儀式。 

 

也有受訪者提到自己在看診或求診經驗上，語言的選擇與使用有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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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如果是不認識的醫生，我都用華語交談，不認識的我都用華語，如

果像我認識的醫生，知道他是客家人，我一定用客語跟他交談，這個重點，我

一定全程用客語跟他交談（C04）。 

 

而在使用客家話上，受訪者指出，並非僅限定醫生，其他醫事人員也會用到客家

話進行互動。 

 

像醫生是（使用）客家語，我就全程使用客家語，他的護理人員我也會跟他講，

護理人員：⌈喔，這樣好嗎？⌋ ⌈恩在忙喔！稍等喔⌋，就互動，這個有跟他互動

（C04）。 

 

至於如何知悉對方為客語醫生，則基於他個人出身或是跟自己有特殊關係（如熟

識、曾為師生關係等）作為判斷依據。 

 

因為他譬如．．這個我原來就知道他是哪裡的人，譬如他是我們家鄉的人，我

們客家語，我就全程用客家語跟他講話，知道嗎？像你屏東家鄉那邊的張某某

在那邊當醫生，如果是你就全程使用客家語，我認識的醫生，像現在我認識的

醫生，那也是等於我的學生輩啦．我的學生輩，他現在當醫生，我去看（診）

的話，我就全程用客與跟他交談，他還用客語跟我交談（C04）。 

喔！所以變成是這個醫生本來就跟你熟識或是他本來就是教過的？（筆者） 

嘿是熟識的，對對對！我全程用客語跟我交談，他還用客語跟我交談，這個特

殊的（A08）。 

特殊的師生關係、故鄉關係，．．．，我就是這樣（C04）。 

 

此外，受訪者也提到鮮少有客語醫師願意主動提供客語服務，大部份仍需要病人

或家屬使用族群語言才有機會。 

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本文也進一步詢問病人或家屬會鼓勵或贊成醫院提供族

群語言服務，有些受訪者則是回答「希望是這樣(C03)」，代表著對於醫院提供

的族群語言服務是持鼓勵的看法，希望醫院能提供，但也有受訪者表示「不會特

地要求(C02)」，而本文則進一步詢問其不會要求的原因，則是認為因為台灣已

是一個族群融合的社會，所以甚麼樣的族群語言都可以使用，「只要會講、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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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C02)」、「不要講我聽不懂的就好了(C02)」。但對於醫院的態度則又回

到不要求醫事機構能提供。 

 

筆者:那變成說不要求以外，那你會覺得對於台語這種的族群語言平等保障，你

覺得重不重要? 

是還好啦，盡量說就是把自己的小孩，下一代教會講(C02)。 

筆著:就是會教到。 

對!就是教到她會講台語，但就是盡量說不要失傳，自己要自己教育小孩，因為

要求別人不太容易(C02)。 

 

而這樣的回答，也代表身負寶貴資產的族群語言使用者轉向改為自身要求要

做好下一代傳承的工作，與日前韓國瑜陣營數度在公開場合提倡母語在家學就好

相當類似，除了對台灣落實語言平等保障造成傷害，也使各族群語言從私領域往

公領域發展上造成阻礙，亦為台灣往族群語言平等目標提供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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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回顧整個台灣語言平等的歷程，台灣之族群語言發展上，無論是日本或是我

國之國民政府，皆以單一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其目的最主要仍是達成一境之國民

能使用共同語言，達成方便溝通的目的，並減少誤解的可能。然則這些措施卻也

使得台灣原本是族群語言多元並立之樣貌，逐漸走向單一語言，既有的族群語言

遂轉為弱勢語言，從公領域使用逐漸退卻甚至走向私領域，在這樣的處境下，族

群語言使用者紛紛走出家庭，上街頭向政府抗議過往的語言不平等帶來的影響，

並訴求政府應落實語言平等保障，政府也回應民間落實語言平等聲浪而擬定相關

政策，從運用個別的族群語言專法來落實，一直到現階段完整的語言平等立法保

障來回應對於公民的訴求。 

再者，各國的語言平等措施值得我國在語言平等議題上提供借鏡，本文選擇

新加坡以及芬蘭瑞典語兩例作為對照，兩國作為多族群語言國家，他們如何落實

國家內部對於語言平等這項命題，新加坡在建國後，隨著總理以及政府陸續採取

將族群語言融入教育政策，落實新加坡語言平等精神．而芬蘭瑞典語也在因為政

黨以及社會氛圍促成族群語言平等保障，甚至在醫事相關法案落款要求醫院提供

族群語言服務，保障芬蘭國內語言平等。 

也因為新加坡與芬蘭各自的實踐，台灣政府學習與採納兩國之語言平等面向，

除了將族群語言納入初等教育課程綱要中，也為台灣族群語言就公領域方面立下

國家語言發展法，落實台灣語言平等．但也僅在政府及教育上，尚未在其他領域

發展，本文即以南桃園醫事客語為例，研究南桃園地區之地方政府、病人家屬及

醫事機構人員對醫院客語服務的回應進行調查。 

第二節 研究發現 

先前本文在緒論中提出兩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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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藉由檢視日本統治及國府推行國語政策之歷史，解釋為何產生不平

等；以及解嚴後現況，思索政府頒布的相關政策對語言平等的關注

度是否足夠，申言之，台灣屬於多族群社會，為促進台灣本土族群

語言發展，政府有哪些因應與作為，尤其是語言平等，做了哪些改

善?仍需強化哪些地方? 

回應第一個研究問題，我們藉由過去政權實施的語言政策，可以注意統治者

的考量、宣傳的管道、國語地位，還有對於族群語言的態度，皆塑造台灣族群語

言地位的不平等；其次在解嚴後、民主制度建立下，政府逐步進行語言平等措施，

從個別族群專法保障族群語言平等，到頒布全面的立法，如國家語言發展法，並

利用各種行政措施逐步改善過去的族群語言不平等，例如提供經費或是補助間接

落實族群語言平等保障，但仍要強化族群語言使用跟政府宣傳，因為本文在進行

醫事客語調查後發現幾個現象。 

(一) 訪談中呈現語言使用的世代差異 

在進行南桃園醫事客語研究過程中，在醫事機構受訪者部分，則在他們服務

的生涯中見證到台灣在 1949 年 2000 年這期間，國家採取獨尊華語政策產生的影

響，本文以客委會在 2016 年進行的《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

告》調查報告中觀察其世代受獨尊華語之影響。 



 

83 

 

 

圖 14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客家民眾客語聽的能力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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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歷年比較 

在醫事機構受訪者服務經驗中可以發現，若對照台灣語言政策的歷程，60

歲以上的客語使用者正好是尚未受到獨尊華語的年齡層，所以可以使用客家話跟

醫事人員進行溝通；但是在 50 歲以下的年齡層中，則是受到獨尊華語的影響，

影響到客語的使用，而慢慢走向以國語作為醫療上主要溝通語言。 

(二) 政府在宣傳與實施上有待加強。 

國家從個別的族群語言保障專法，到 2019 年通過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在

在戮力促進族群語言平等，雖然目前主要落實的領域僅有部分，如公部門、教育、

大眾交通工具等，尚缺醫事機構，但在尚未立法納入前，除了鼓勵醫事機構增加

外，更要為醫事機構提供更多的資源與管道來協助，但是在宣傳上與實施力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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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不足。 

第二、 社會在語言平等的因應上在過往的研究中不被注意、甚至是忽略，

譬如在客庄地區醫療院所的規劃上，尤其南桃園地區之醫療院所提

供哪些資源或服務來協助客家族群，目前現況如何?  

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在南桃園醫事機構調查中，新國民、懷寧、長慎醫院

則是提供一些客語志工、或是有黯客語之醫事人員來協助客家族群，但在聯新國

際醫院則是除了客語志工外，則提供完善的醫事客語服務，例如院內有負責的組

織規劃與執行，旗下提供專門客語班修習及考試認證、對病人或家屬方則提供客

語友善門診，並在環境建置、基礎測量儀器有提供族群語言播音導引等，但在調

查過程中亦發現幾個現象，分述如下: 

(一) 族群語言作為一種權利請求，但在進行的過程當中由受訪者的關

係網絡所決定。 

在進行南桃園醫事客語調查期間，從訪談者的口述裏可以觀察到，作為一項

權利請求，理論上會是請求-義務這樣的進行過程，但是訪談過程則發現必須按

著受訪者的關係網絡遠近來決定是否使用族群語言權的情況，比方病人需要跟醫

事人員有一定程度熟識、或是醫事人員在病人固定回診接受醫療協助，長期下來

才有機會在互動中瞭解對方常使用的族群語言。 

(二) 作為回應族群語言權利請求之醫事機構，在客語服務建置上需要

多一點規劃。 

在受訪的醫院中，除了提到聯新國際醫院有較為完備的規劃外，南桃園地區

部分醫院，如長慎、新國民、懷寧醫院雖有提供客語志工，或是有能提供醫事客

語服務的醫事人員，但在規劃與設計上，則較不完整，因為在研究調查中皆有發

現醫院方在醫事客語設計有所不足，例如醫院並未對院內機構人員提供相關資源，

如醫事客語訓練相關課程，單就個人之成長經驗學習仍是有限、在環境與基本設

備上更沒有明顯之客語標示，亟待更多的建置與規劃。另外，族群語言平等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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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也為企業所接受，陸續設計在醫療設備上更呈現符合台灣族群語言平等之市場

導向之產品或儀器。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政府方： 

1. 地方政府之客家族群業務機關及中央層級之族群代表機關應主動協助

客庄醫院建置基本、進階醫事客語服務之規模，甚至在進行年度評鑑、

視察時提供醫院一些設計客語服務之方向或參考，並對此提供資源協助

醫院建置。 

2. 建議跨單位合作建置醫事機構人員客語培訓措施。 

3. 協助有意欲推動客語認證之醫院做特殊性考場安排，減少醫事人員往返

考取認證的時間成本。 

4. 對於如何申請政府資源，建議地方政府或族群代表機關做好傳達工作。 

5. 建議客委會、衛福部共同籌措經費，並向各地區診所以上之醫事機構協

同合作，建立客家話習得程度與薪資獎勵之基準（如按初級、中級班修

習過程提供津貼補助修習同仁，另外每通過一個客語程度考試後，則提

供通過學員不同程度之獎勵金）。 

6. 針對非客語醫事人員，應就語言習得期間補助最低金額。 

二、醫院方： 

1. 成立專責組織推動院內醫事客語服務軟硬體建置，或許可以發揮有效成

果。 

2. 可以盤點院內預算及資源進行初階醫事客語規劃，逐年推動、進行。 

3. 可以在院內開闢一處修習客語及辦理認證考試的空間，提供院內人員安

靜的學習環境。 

4. 對於已能流利溝通之醫事人員能轉為院內師資協助客語推行或是提供

更好待遇來帶領醫院同仁學習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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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有溝通不良情形可提供預備方案供院內同仁解決問題。 

6. 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提供客語服務的管道應更易讓民眾知悉、取得。 

三、民眾方： 

1. 可以配戴”𠊎講客”之胸章，凸顯個人之語言平等權之請求，若有特殊

情況也不需要擔心，院方會協助處理這樣的情況。 

2. 若在看診上有發現醫事機構中提供之客語標示或貼著標籤之醫事人員，

請多說客語! 

而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除了發現到過往政權為了完成統一語言的作業，紛紛採

取了諸多措施進行語言同化，也在 1980 年代的還我母語運動中看見要求政府正

視族群語言平等之訴求，對照著芬蘭、新加坡的弱勢語言平措施，雖然台灣的族

群語言平等才剛開始，但也可見得政府在族群語言平權保障，相關的措施與配套

也有陸續推出! 

但在台灣倡議族群語言平等保障的範疇中，則可以發現到醫療領域尚未被重

視，故在南桃園進行醫事客語調查，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受訪者不易搜尋，而醫

院內服務之專業/非專業人員、病人與家屬仍得靠關係網絡才可進行；此外，在

寫信後等待受訪機會與時間也相當漫長，故調查的過程無法控制的因素與阻礙影

響研究進行，但是在獲得難得的受訪機會中，除了發現部分醫療院所配置不周外，

病人與家屬這端在受訪後發現使用族群語言的機會還得透過關係網絡才可進行，

若非如此仍會選擇以較常使用的華語與醫事人員互動。 

若未來有研究者想進一步討論這樣的主題，建議最好有醫事人員這類的人脈，

在熟識之後較易有邀請訪談機會，或者是先從病人或家屬找起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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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女士、先生你好: 

 我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目前在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石慧瑩教授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研究主題為「台灣族群

語言平等研究-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用情形為例」。 

南桃園地區最多客家人居住之區域，隨著桃園醫療院所數量逐漸增加，再加

上台灣對客家族群語言日漸重視，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相繼實施及推動相關的語

言政策，尤其是希望能在醫療服務面幫助客家人獲得更好的醫療品質。很希望您

能分享您對醫事客語政策-即南桃園地區醫療院所提供之客家族群語言服務之看

法，幫助我們對南桃園醫事客語服務情形有更多了解。 

 本次訪談時間約為 1-2 小時，請依您的方便來選擇訪談時間，我將會到

您家中或是另外尋覓適當地點進行訪談，在訪談過程中，為了能將訪談內容完整

記錄下來，我會進行錄音，若您有不希望錄音的部分，您可隨時告知，我會立刻

中止錄音。 

訪談內容將採匿名方式，因此您的資料並不會對外公開，您所談的內容，也

僅供學術研究上使用。若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請您在受訪同意書上簽名，非常

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潘佳慶敬上 

1.經過研究者介紹研究主題及訪談原則後，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2.本人口述或所提供的資料如涉及隱私，研究者基於研究倫理必須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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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若對訪談有問題可隨時提出質疑或退出訪談。 

                  受訪者簽名: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101 

 

 

附錄二:訪談大綱 

醫事客語友善環境訪談(地方政府)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聯絡方式:                                        

族群身分:                                  性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族群語言平等研究-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用

情形為例，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以符合本研究標的之個案進行訪

談。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研究將採匿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

將全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一切資料僅作碩士論文之用，感謝您

的協助!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潘佳慶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包括年齡、年資、教育程度、工作單位及職稱

等）。 

二、 客家事務局推動公事客語政策之變革、發展及目的 

1. 過去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實施的目的為何? 

2. 該計畫主要對象是誰?如何實施?實施多久?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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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現在會推動客語友善環境計畫?希望達成的目的為何? 

4. 為何從「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轉向「客語友善環境」計畫?能否請您說明

轉向的原因? 

三、 桃園地區客語友善環境地方政府推動面 

1. 目前客家事務局如何推動公事客語友善環境計畫? 該計畫實施多久了? 

2. 請問桃園地區有哪些醫院或診所目前有申請或推動公事客語友善環境?分布

在那些地區?申請程序為何?這些醫院如何推動客語友善服務? 

3. 在您承辦的經驗中，在該計畫的核准上，桃園客家事務局有哪些考量或要求

呢? 目前成效如何?是否滿意? 

4. 而在推動上，你們採取哪些誘因或措施鼓勵客家重點發展區之醫院、診所來

申請此補助? 

5. 目前桃園市有多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未來是否會逐漸朝向全面施行的方

式實施? 

6. 您是否認同「族群語言平等」？您認為台灣應推行什麼樣的語言政策? 

四、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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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大綱  (非客語友善環境醫院的醫事人員)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聯絡方式:                                        族群身分: 

性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族群語言平等之研究-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

用為例，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以符合本研究標的之個案進行訪談。

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研究將採匿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

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一切資料僅作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協

助!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潘佳慶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包括性別、年齡、年資、教育程度、工作 單位

及職稱等）。 

二、 客語病人或家屬之接觸經驗與反應 

1. 請問您常用哪一種語言來看診呢? 

2. 您曾有過以客家語來跟病人溝通的經驗嗎? 

3. 當時病人或家屬對於您對於您使用客家話與之對話的反應為何?若病人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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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對方仍以非客語外的之語言與您進行對話， 

4. 您當下感受如何，以及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5. 依您的經驗估計，客屬病患約佔來看診的病人比例有多少?而完全不會使用

華語的有多少? 

 

三、 非客語友善環境意願之詢問 

1. 請問您知道政府有在進行客語環境友善的認證嗎? 

2. 請問您是否願意提供客語無障礙服務?為什麼?考量的因素是? 

3. 如果有這項客語無障礙認證，是否能讓您在提供醫療服務方面更加順利?? 

4. 您對於”台灣各族群語言應予以平等對待”這句之看法為何?為什麼?您是否

認同「族群語言平等」？您認為台灣應推行什麼樣的語言政策? 

四、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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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大綱  (客語友善環境醫院之醫事人員)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聯絡方式:                                        族群身分: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族群語言平等之研究-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

用為例，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以符合本研究標的之個案進行訪談。

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研究將採匿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

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一切資料僅作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協

助!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潘佳慶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包括性別、年齡、年資、教育程度、工作單位

及職稱等）。 

二、 客語病人或家屬之接觸經驗與反應 

1. 在提供醫療服務、協助處理病人或家屬進行後續流程或辦理臨櫃業務之經驗

上，是否曾遇過有客家話使用需求的病人或家屬?比例有多高？其中有多少

完全不會使用華語? 

2. 當時醫院有提供相關的資源來協助您回應他們的需求嗎?實際的成效是否明

顯?推動之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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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院方提供客語友善環境之感受 

1. 醫院提供族群語言的服務是否重要? 

2. 貴院推動客語友善環境後，提供哪些有效資源來協助您? 

3. 院方在提供客語服務後，無論是提供醫療服務、協助處理病人或家屬進行後

續流程或辦理臨櫃業務上，溝通是否變好、並有效提升醫療服務、流程或業

務上之成效? 

4. 執行上，您覺得這樣的服務內容是否充足?為什麼?那在執行上，您認為有些

地方是不夠或待改善的?在院方的服務上您覺得要增加那些?政府協助上的

部分? 

5. 提供醫療客語協助是否增加成本?為什麼?這一點會不會影響推動醫療客語

的決策? 

6. 您對於”台灣各族群語言應予以平等對待”這句之看法為何?為什麼?提供

這樣的客語服務是否能促進國家族群語言平等的功能? 

四、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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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大綱  (病人與家屬)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聯絡方式:                                        族群身分: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族群語言平等之研究-以南桃園醫事客語使

用為例，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以符合本研究標的之個案進行訪談。

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研究將採匿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

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一切資料僅作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協

助!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潘佳慶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包括性別、年齡、年資、教育程度）。 

二、 客語病人或家屬之接觸經驗與反應 

1. 您常用哪一種語言來求診呢? 

2. 您是否有以客家語來跟醫生、護理人員溝通的經驗嗎? 

3. 當時醫生對於您使用客家話的反應為何?您當下的感受如何?會想再進一步

使用客家話進行對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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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客語進行醫療解說有讓你感到更加安心嗎? 

三、 非客語友善環境之詢問 

7. 請問您知道政府有在進行客語友善環境的認證嗎?  

8. 請問您是否會選擇客語友善環境醫院?為什麼?考量的因素是? 

9. 如果院方有提供客語無障礙這項認證，是否能幫助到您在求診上更加順利、

方便?甚至是更願意來這間醫院求診? 

10. 往後在其他醫療院所求診上，會更願意使用客家話跟醫生、護理人員溝通嗎?

為什麼? 

11. 您是否認同「族群語言平等」？您認為台灣應推行什麼樣的語言政策? 

四、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嗎? 

 

附錄三:伯公照護站 

客家委員會 

108 年度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 為落實蔡總統「建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讓客庄不再有醫療

偏鄉」及「推動夥房銀髮照顧中心，在地安養與就業，活化客

庄新夥房」之客家政策，故配合衛生福利部長照十年計畫 2.0

政策，於客庄地區推動「伯公照護站」計畫。 

(二) 以健康或亞健康之客庄銀髮族為主體，針對高齡化嚴重、長期

照顧及醫療資源貧乏之客庄，結合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資源，

善用客庄換工及伯公信仰文化的特殊性，以期在全國一致性的

長期照顧服務下，兼顧客家地區之差異性，使資源不足之客庄，

得以獲得政府因地制宜之照顧服務。 

二、 實施地點：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所轄之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亦歡迎其他地區有辦理意願者加入）(附件 1)。 

三、 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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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四、 提案受理時間： 

(一)107年 12月 31日前。 

(二)至遲於 108年 1月 31日前。 

五、 推動單位： 

(一) 中央政府：本會、衛生福利部。 

(二) 地方政府(提案單位)： 

1、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含桃園市、

臺中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

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等 11縣市。 

2、 各地方政府由客家事務單位擔任統一窗口，並負責整合(協

調)相關衛生、社會、民政、文化等單位，共同推動。 

(三) 照顧服務體系(執行單位)： 

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已納入衛生福利部長照十

年計畫 2.0政策，且有意願加入本「伯公照護站」之各照顧

服務單位。 

六、 期程規劃： 

工

作項目 

作業期

程 
概述說明 

辦理

單位 

說

明會 

107 年

12 月 15 日

前 

1. 由本會邀請衛福部(列席長照政策說

明)共同說明。 

2. 參加對象為地方政府(含客家事務單

位、衛生局、社會處等)。 

本會、 

衛生

福利部 

整

合與 

受

理提案 

(一)107 年

12 月

31 日

前。 

(二)至遲於

108 年

1月 31

日前。 

1. 由縣市政府整合與提案，俾使客庄地區

長照站加值成為「伯公照護站」。 

 

2. 本計畫執行期間得視各縣市政府年度

長照單位核定狀況及客庄地區實際需

要，另案受理。 

本會、 

地方

政府 

審

查 

(一)108年 1

月 31
由本會進行審查並核定分攤經費。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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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核定 

日前 

(二)至遲於

108 年

2月 20

日前。 

經

費撥款 

、 

核

銷結案 

108年 4

月 30日前 

、 

108 年

12 月 20 日

前 

1. 由地方政府依照相關主計規定就地辦

理核銷。 

2. 地方政府應於各提案核定分攤經費

後，於 108年 4月 30日前檢具收據辦理

撥款。 

3. 地方政府應於 12 月 20 日前提交年度

成果報告、核定 108 年度分攤金額總經

費支出明細表及支出機關分攤表，向本

會辦理核銷結案事宜。 

本會、 

地方

政府 

督

導 

、 

考核 

108年 1

月至 11月 

1. 由地方政府依既有長照體系及本提案

計畫內容，實施督導、考核。 

2. 本會不定時現地檢核。 

本會、 

地方

政府 

 

七、 服務項目與分攤上限： 

(一) 文化加值部分(申請單位為各伯公照護站，由各縣市政府彙整

向本會提案)： 

   1、地方政府整合客庄地區欲加值成為「伯公照護站」之據點，

統一向本會提案，本會依核定之據點數撥付經費予地方政府，

進行各點之客家文化元素導入，以營造溫馨具在地客家特色

之「伯公照護站」環境。 

   2、「伯公照護站」依每週開辧天數及本會預算額度核定金額。 

3、文化加值項目區分 5項，標準如下： 

   (1)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提供「伯公照護站」相關客家文化

意象及語言環境布置所需費用(「伯公照護站」標示牌由

本會製作)。 

   (2)客語志工費：酌予支應客語志工之誤餐費、交通費及保險

費(半天以新臺幣 200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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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客家文化活動費：辦理客家文化相關之健康促進活動，酌

予支應講師鐘點費、材料費、場租費及成果發表費等。 

(4)交通接駁費：無配給交通接駁車之伯公照護站，對於行動

不便之學員所提供之交通接駁服務費用。 

(5)營養津貼：對於伯公照護站供餐經費不足部分，酌予補貼

營養膳食之食材費用。 

以上項目在核定經費額度內可依實際執行狀況互相流用支應，

且申請經費以不與其他公務機關重複為原則。 

(二) 服務加值部分(提案單位為各地方政府)： 

1、 針對客庄醫療及藥局資源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整合轄內(或

跨區)醫療機構、公會、藥局等合作單位，規劃統籌辦理「伯

公照護站」有關「送藥到點」、「行動醫療」、「遠距照護」等

加值服務後，向本會提案。 

2、 服務加值項目區分 3項，標準如下： 

(1) 輔助「送藥到點」之相關事務性費用:  辦理「送藥到點」

服務時應併同執行「藥師諮詢」服務，本項費用支應標準

為每據點以 1藥師業務執行 1次以新臺幣 800元計算。 

(2) 輔助「行動醫療」(巡迴車、據點等) 之相關事務性費用:

本項費用係支應至「伯公照護站」提供行動醫療服務之誤

餐費、租車、場地設施(如：桌、椅、帳篷租用)、雜支(標

示牌、看板、紅布條等)及客語服務志工等費用。 

(3) 輔助「遠距照護」之相關事務性費用:本項費用係補貼醫

療機構受理「伯公照護站」遠距照護服務個案之相關月租

費、線材費、雜支(標示牌、看板、紅布條等)及客語服務

志工等費用。    

八、 經費分攤支用原則與撥付方式： 

(一) 本案以經費分攤方式，由本會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地方政

府至少應分攤新臺幣 2,000元為原則。 

(二) 地方政府應於本會核定經費後(至遲於108年 4月底前)檢具收

據向本會申領分攤款項，並於 108年 12月 20日前提交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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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果報告、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及支出機關分攤表，向本會辦

理核銷結案事宜。 

(三) 上開本會分攤經費之支出憑證確無法分割，支出憑證請各地方

政府依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等相關

規定，加強內部審核並妥為保管，備供查核；本案本會分攤經

費應專款專用覈實核銷，不得變更用途，執行結果倘有因難撤

點、服務次數不足致本會分攤款項有賸餘情形，其賸餘經費於

試辦計畫結束時，應照數或按本會分攤項目之比例繳回。 

九、 配合協調事項： 

(一) 「伯公照護站」係以各地方政府審核通過之 C級長照站據點

掛牌成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秉持長照政策，統合轄下

衛生局(處)、衛生所、社會局(處)及客家事務單位等資源，

設立單一窗口(權責局處)，積極申請提案，達成廣設「伯公

照護站」之共同目標。 

(二) 各 提案內容請依附件 2-1及 2-2填列，並送請本會核定分攤

經費。基於資源不重疊原則，分攤項目經費應避免與衛生福利

部或其他公務機關有重複之情事。 

(三) 「老有所用」:請善用伯公照護站內具專長之長者，可由其擔

任授課講師;或協助至學校、社區傳授其經驗或專長。 

(四) 「老幼共學」:請各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協助活化利用學校、

農會、老人或幼兒活動中心等各類低度運用空間，佈建社會福

利服務據點，創造「老幼共學」的場域及互動課程。 

十、 本計畫自公布日起實施，本會得依執行結果適時檢討修訂，以

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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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小

計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觀

音區 

大園區、大溪區 

8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

豐鄉 

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 

11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2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市、卓蘭鎮、大湖鄉、公

館鄉 

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造

橋鄉 

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通霄鎮、苑裡鎮、後

龍鎮 

18 

臺中市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 5 

南投縣 國姓鄉、水里鄉 2 

雲林縣 崙背鄉 1 

高雄市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 4 

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

田鄉 

新埤鄉、佳冬鄉 

8 

花蓮縣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壽

豐鄉 

花蓮市、光復鄉 

8 

臺東縣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 3 

合計 
11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70個鄉（鎮、市、區）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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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08 年度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申請

表 

附件 2-1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8年度○○○政府 

申請客家委員會經費分攤辦理「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總表 一、 伯公照護站核定數量：       個。 

二、 自行選擇增加執行本會經費分攤辦理之伯公照護站：         個。 

三、 申請本會經費分攤金額：                                 元。 

四、 ○○○政府分攤金額:2,000元 

文化加值(申請單位為各伯公照護站，由各縣市政府彙整向本會提案) 

辦理項目 伯公照護站之數量 經費分攤金額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 (個)                        (元) 

客語志工費 (個) (元) 

客家文化活動費 (個)                (元)            

交通接駁費 (個) (元) 

營養津貼 (個) (元) 

總計 （不重複照護站名單之方式計算） (元) 

服務加值(由各地方政府評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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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標準： 

 

1.文化加值: 

(1)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提供「伯公照護站」相關客家文化意象

及語言環境布置所需費用(「伯公照護站」標示牌由本會製作)。 

   (2)客語志工費：參加者 50人以下者，支應 1名客語志工費;50人

辦理項目 伯公照護站之數量 經費分攤金額 

輔助送藥到點之相關事務性

費用 
(個) (元) 

輔助行動醫療之相關事務性

費用 
(個) (元) 

輔助遠距照護之相關事務性

費用 
(個) (元) 

總計   

核章欄位 

承辦單位

人員 

承辦單位 

主管人員 

會計單位

人員 

主辦會計人

員或其授權代簽

人 

機關長官

或其授權代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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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得支應 2名。可酌予支應客語志工之誤餐費、交通

費及保險費(半天以新臺幣 200元為上限)。 

   (3)客家文化活動費：辦理客家文化相關之健康促進活動，酌予支

應講師鐘點費、材料費、場租費及成果發表費等。 

(4)交通接駁費：無配給交通接駁車之伯公照護站，對於行動不便

之學員所提供之交通接駁服務費用。 

(5)營養津貼：對於伯公照護站 供餐經費不足部分，酌予補貼營養

膳食之食材費用。 

2.服務加值: 由各地方政府評估提案並統籌辦理「伯公照護站」之「送

藥到點」、「行動醫療」、「遠距照護」等加值服務。 

  (1)輔助「送藥到點」之相關事務性費用： 辦理「送藥到點」服

務時應併同執行「藥師諮詢」服務，本項費用支應標準為每據

點以 1藥師業務執行 1次以新臺幣 800元計算。 

  (2)輔助「行動醫療」(巡迴車、據點等) 之相關事務性費用:本項

費用係支應至「伯公照護站」提供行動醫療服務之誤餐費、租

車、場地設施(如：桌、椅、帳篷租用) 、雜支(標示牌、看板、

紅布條等)及客語服務志工等費用。 

(3)輔助「遠距照護」之相關事務性費用:本項費用係補貼醫療機構

受理「伯公照護站」遠距照護服務個案之相關月租費、線材費、

雜支(標示牌、看板、紅布條等)及客語服務志工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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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政府 

申請客家委員會經費分攤辦理「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明細表 

編號  
照顧服務單

位 
 

營運地址  

負

責人 

職

稱 
 

姓

名 
 

承

辦人 
 

電

話 
 

申請服務

項目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 （元） 

□客語志工費 （元） 

□客家文化活動費 
                                           

(元)   

□交通接駁費 （元） 

□營養津貼 （元） 

編號  
照顧服務單

位 
 

營運地址  

負

責人 

職

稱 
 

姓

名 
 

承

辦人 
 

電

話 
 

申請服務

項目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 （元） 

□客語志工費 （元） 

□客家文化活動費 
                                           

(元)   

□交通接駁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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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調增欄位。 

□營養津貼 （元） 

編號  
照顧服務單

位 
 

營運地址  

負

責人 

職

稱 
 

姓

名 
 

承

辦人 
 

電

話 
 

申請服務

項目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 （元） 

□客語志工費 （元） 

□客家文化活動費 
                                           

(元)   

□交通接駁費 （元） 

□營養津貼 （元） 

編號  
照顧服務單

位 
 

營運地址  

負

責人 

職

稱 
 

姓

名 
 

承

辦人 
 

電

話 
 

申請服務

項目 

□客家文化環境布置費 （元） 

□客語志工費 （元） 

□客家文化活動費 
                                           

(元)   

□交通接駁費 （元） 

□營養津貼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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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承辦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108 年度

客語背景照顧服務員專班招生簡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