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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治時期（1624-1662）臺灣的語言政策演變與影響 

周美香* 

摘 要 

本文嘗試以殖民語言學角度觀察，回顧臺灣信史的第一階段—荷治時期 38年間臺

灣的語言政策演變與影響。筆者將從荷治時期行政當局與教會牧師兩方面，來論述其

語言政策之發展與脈絡；也將觀察語言政策發展中的轉變，並探究其原因，進而分析

政策推動的困境與衝突。最後整理歸納其影響，試從 1.語言文字 2.語文教育 3.荷蘭

的臺灣經驗三方面，明確指出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與政策下形成的語文環境與教育，

以及保存下來可貴的語料與教材。「語文」在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用什麼語言作為教

學語言，其實也是語言政策中最先要面對的問題，殖民者透過語言政策和教育的手段

改變語言生態，甚至當權者得以實現或保障其統治的優越地位。期待透過本文的梳理

探究，能夠從歷史的經驗中找到我們現今相關議題的討論與政策形成的建設性參考訊

息或借鏡之處。 

關鍵詞：荷治時期、東印度公司 VOC、語言政策、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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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向來，多數人習慣以大中國（漢民族）的角度與視野，將臺灣置於邊陲或支流的

位置看待，未將臺灣設置為主體思維。其實無論是地理位置或歷史的發展，臺灣都具

備個別與獨特性。歷來的政權更迭使得臺灣的歷史與定位顯得錯綜複雜，諸多時候會

令人迷失在歷史洪流而看不到本身的主體性。若能以本土觀其發展脈絡與演變，想必

可以更正確對焦，更清楚看待。 

臺灣因地理位置的獨特，有史以來便成為多國競逐之地，根據史料最早在臺灣出

現的統治政權是從西方航海而來的歐洲人，之後是一水之隔的中原(唐山)漢人，也是

時間最久、人數最多、影響最深的。再來是從東方過來的日本大和民族，因為馬關條

約，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不同的國家政權，不一樣的民族文化，在接觸時「語言」

成為了最重要的溝通工具，所以有了本土語言與殖民者語言的必然交會。「多語」也就

成了臺灣歷史社會明顯且重要的特徵，臺灣歷史的長河一路崎嶇坎坷流過，潺潺水聲，

聲聲不同。 

語言是人類溝通、文化接觸的首要工具；文字是信史的開端，語文是教育的基礎，

更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指標。回顧臺灣 400 年來的歷史，「語言」是政治角力中最重要的

勢力，「語言」在臺灣的歷史發展與政權更迭中一直具有關鍵地位。政治權力可以操控

語言政策，包括了語言選擇、語言規畫……等語言政策的內涵。在此「語言」不再只

是溝通工具，由於統治者在語言政策方面的干預或規畫，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與教

育。「語言」在教育中更是具有核心地位，用什麼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就是語言政策中最

先要面對的問題，或者透過語言政策改變語言生態，當權者得以實現或保障其統治或

控制。 

本文嘗試以殖民語言學1角度觀察，回顧梳理臺灣信史的第一階段―荷治時期 38

年間，臺灣的語言政策發展演變及其影響，試圖從歷史經驗中溯源探本，尋找臺灣在

                                                     
1 研究殖民時代殖民地語言的殖民語言學（Colonial Linguistics），著重歐洲殖民政權藉由傳教或非

傳教管道記錄、書寫下來的殖民地語言語語音現象，探討土著語音和語言的文本化對當地社會

產生的種種影響，如社會階序、文化差異、宗教與族群認同等。轉引自邱馨慧，〈從近代初期季

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 1 期

（2013 年），頁 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IssueID=20130423001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IssueID=2013042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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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語文相承的脈絡軌跡、發現本土音聲相應的韻律節奏。期待歷史的經驗能夠提供我

們現今相關議題的討論與政策形成的建設性參考與借鏡。 

二、文獻探討 

（一）史料檔案資料 

原以為三、四百年前的歷史探源不易，且當時尚無文字。沒想到，因為荷治時期

的統治層級架構的特殊，讓我們得以從統治者的層層回報中，看到完整的訊息，多重

史料的呈現，如熱蘭遮城日記、巴達維亞日記和長官牧師間的通信。再加上教會系統

的史料，讓原本無文字紀錄的臺灣，得以保留了當時珍貴的史料。但史料多為荷文，

筆者有能力未逮之處，所幸透過先行者的努力及其成果，讓吾人的探究有所依藉。主

要有甘為霖著《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巴達維亞日記》、《熱蘭遮城日誌》、程紹剛翻譯

《東印度事務報告》而成的《荷蘭人在福爾摩莎》，中村孝志的研究論著；基督教史料

的翻譯則有林偉盛在 1997 年在《臺灣文獻》發表〈荷蘭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後

有翁佳音也翻譯興瑟的博士論文，在《臺灣文獻》上連載〈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

教育事功〉、賴永祥
2
長老、林昌華牧師也有許多相關譯作以及最近江玉玲編著《荷治

時期臺灣基督教史料-荷蘭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這些前輩的耕耘成果，隨著

科技的進步與便利，讓研究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從事更深入的探索，獲得更充分的

資訊線索。 

（二）有關「臺灣的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是一個新興的社會語言學論題，近 20 年語言政策的研究成果越來

越多。這裡的「語言政策」指的是經由正式制定和規劃活動，雖然在人類歷史而言相

對較晚，但作為一種非正式活動，語言政策的歷史跟語言一樣悠久。 

最早有關臺灣語言政策研究的是謝國平，他在 1980 年完成博士論文《語言規劃

與臺灣中等學校英語文教育》（1986 年臺北文鶴出版社有出版，為英文版），1982 年也

                                                     
2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http://www.laijohn.com/PCD-M/PCD-M%20Contents.htm），2015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http://www.laijohn.com/PCD-M/PCD-M%20Contents.htm），2015年12月19
http://www.laijohn.com/PCD-M/PCD-M%20Contents.htm），2015年12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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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發表《臺灣的語言政策》。
3
論述 1911-1949 年中

華民國的語言政策。另一位，也是第一個從事臺灣語言社會語言學田野調查的學人―

范登堡（M.E.Van den Berg），他是荷蘭人，在萊頓大學完成博士論文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4
。這兩位前輩都是帶動臺灣宏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拓荒者。 

近年來臺灣在語言政策議題的論述也越來越多，通論性的論著有 1995 年黃宣範

著《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探索臺灣語言社會學的語言與

政治生態、語言與經濟活動的描述。還有 1996 年由臺灣教授協會企劃的「語言政治與

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出版，即施正鋒編的《語言政治與政策》，這是臺灣開始廣泛

熱烈討論語言政策的時期。 

另外，海峽對岸或許基於政治上統戰目的，也出現不少關於臺灣語文政策的著

作，有 2011 年許長安著《臺灣語文政策概述》，從目錄標題就嗅出濃濃的大中國意識，

第一部分標題為中華語文在臺灣的傳承，內容是明、清兩個時期以漢文教育為主的語

文政策，還有荷、日時期殖民化的語文政策，全書內容實以 1945 年之後的所謂「臺灣

地區的語文政策」為重。隔年又有戴紅亮著《臺灣語言文字政策》，書中雖說是寫臺灣

語言文字政策沿革，但卻只從 1945 年國民黨時期開始論述。  

另外有關「臺灣的語言政策」的學位論文有謝麗君碩論《戰後臺灣語言政策之政

治分析》、蔡明賢碩論《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 1945-2008》。中國方面則有熊南京的博

論《二戰後臺灣語言政策研究 1945-2006》。 

以上討論臺灣語言政策的文獻資料幾乎都是集中在戰後臺灣，特別是解嚴後臺灣

本土語言的復甦，少數論及日治時期的語言政策或做前後期的比較，至於有關荷治時

期語言政策的論著還是很少。 

（三）關於「荷治時期的臺灣語言政策」 

荷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是屬於非正式制定的語言政策，只能透過當時相關的措

施或作為來逆推出其語言政策取向。也因為如此，有關荷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的文

獻資料非常稀少。最早有比利時學人賀安娟 1998 年寫的〈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

                                                     
3 Tse, Kwock-Ping John,“Language Poli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I, Vol. 1(1982), pp. 33 - 47.  
4 本書在 1986 年臺北文鶴出版公司出版，為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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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一文，成為後學者重要的參考資料。

李雄揮寫過臺灣各時期語言政策中，有一小部份述及荷治時期，文中做出「荷據時代

可說是臺灣史上最重視語言人權的時期」的結論。以及 2005 年黃季仍的〈荷據時代臺

灣原住民語言政策及教育〉，其內容將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和教育，分為前期「原住民

語言文字化」及後期「荷語教育」。 

中國方面則有 2010 年熊南京/李芳蘭/李雪強〈荷蘭殖民統治者對臺灣原住民的語

言政策及其對語言生態的影響〉一文，以及 2013 年袁辰霞著《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政策

與語言教育研究》一書，此書針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政策作歷時研究，比起單薄的

期刊文章較為深入，書中將 1895 年之前的臺灣語言政策描述為「無明確政策指導」，

對於荷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做出了「殖民者強行介入臺灣原住民的語言生活，扶植

了幾種族語作為社會共同語，改變了語言生態環境」這樣的論點。 

推測缺乏荷治時期語言政策文獻的原因有二：1.認為荷治時代久遠，第一手資料

取得不易以及缺乏閱讀與理解荷蘭文的能力 2.認為「語言政策」乃是 20 世紀開始出現

之名詞，荷治時期未有法制化的語言政策資料，所以認為荷治時期是沒有語言政策的。

但是就像李勤岸引述 Eastman 的話：「沒有一個社會是沒有語言政策的，雖然有很多政

策的存在並不清楚，而且欠缺計畫」。
5
因此，本文試從語言政策相關措施，如宗教的

語文教育或行政作為，來逆推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取向，所以搜尋的資料必須延伸到

荷治時期原住民的教育，基督教的傳教歷史……等。也因此找到了幾本相關且重要的

學位論文，有 1931 年興瑟（Ginsel）的博士論文《改革宗教會在臺灣：一個東印度公

司之下商業教會的命運 1627-1662》
6
（荷蘭萊頓大學），此論文對臺灣教會史及相關檔

案史料有系統的敘述，翁佳音、林偉盛都有翻譯。還有 2003 年張耀宗的博論《臺灣原

住民教育史研究---從外來者的殖民教化談起》，以及 2012 年查忻的博論《荷蘭改革宗

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這些研究提供了許多資料與論點，成為本文重要的參考

資料。 

                                                     
5 李勤岸，《語言政策和語言政治》（臺南：真平企業，2003 年），頁 32。出自Eastman﹐Carl M.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Sharp Publishers﹐INC.一書。 
6 Ginsel, Willy Abraham 1931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P. J. M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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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荷蘭的殖民地語言政策」 

1624 年臺灣成為荷蘭的殖民地，至於荷蘭在其他殖民地所實行的語言政策，當然

也是探究臺灣語言政策的重要線索。從邱馨慧〈從近代初期季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

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一文，找到荷蘭當時海外殖民地區的語言相

關措施，更從其引用資料中得知：近年來，前荷蘭殖民地語言政策已成為備受關注的

議題。1994 年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所召開的「荷蘭殖民語言政策（The Dutch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會議，研討荷蘭殖民東西印度時期推行的荷語和土著語言政策。後

來 1998年研究成員之一Kees Groeneboer出版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1600-1950：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通往西方之路》）一書，

對東印度公司所在地區的荷語政策有整體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讓我們得以能從外圍

更開闊的視野來審視荷治時期的臺灣語言政策概況，也透過與其他地區的比較，得以

更清楚了解臺灣當時的語言政策變化，讓吾人之探究論述得以更深入。 

三、十七世紀的時空背景 

從哥倫布發現美洲的 1492 年之後 2 世紀間，大航海時代開啟，歐洲進入了海權

時代。新興的海權國家，紛紛往東方發展。歐洲當時是「重商主義」以及「世界傳道」

的時代。在歷史的鏡頭下，這時的世界是在「商業利益」和「宗教熱情」兩大動力的

推動下，轉動著時代的巨輪。 

（一）荷西到臺灣 

荷蘭於 1581 年脫離西班牙獨立，開始海外擴張，1595 年取得第一個殖民地---爪

哇。1602 年設立東印度公司。1619 年在巴達維亞（今印尼的雅加達）建立總部。1624

年佔領臺灣，並在大員（今臺南）築城，將臺灣作為亞洲貿易的重要集散據點，建熱

蘭遮城作為軍事據點，設立大員商館作為政經中心，有效管轄治理臺灣。 

荷西兩國先後在臺灣角逐，1626 年西班牙人則佔領北臺，於今基隆地區建立薩爾

瓦多城，淡水築有聖多明哥城，也設立臺灣長官官署，行使西班牙王國主權。1642 年

西班牙被荷蘭人逐出。荷西兩國以荷蘭統治臺灣時間較為長久，影響也較為深遠，所

以本文的討論以荷治為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81%94%E7%B6%AD%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A%A0%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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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概況 

臺灣這個海島的地理位置，臨世界最大的太平洋，多高山、川流湍急、面積不大。

但從世界的角度來看，臺灣具有亞洲樞紐的重要地位，因此有機會成為國際許多國家

比文比武的舞臺。從信史一開始就已經躍上國際的規格出場亮相。 

1.土地與人民 

臺灣以南島系的原住民為主，當時的臺灣島上還有中國漢人、日本人、葡萄牙人、

荷蘭人、西班牙人。荷治臺灣之後中國移民（漢人）才逐漸增多。
7
所以說臺灣文化之

「異質性（heterogeneity）」顯著，「研究臺灣的歷史文化，範圍及內容絕不會狹隘到只

以臺灣為已足，需擴及到歐洲、美國、日本中國及南洋各地，以此種世界宏觀的角度

來探討臺灣歷史文化才是研究者應有的抱負。」
8
地理位置特殊、社會族群多元，塑造

了臺灣的國際性與民族性，這也是臺灣歷史的重要特徵。 

2.殖民統治政權 

17 世紀的臺灣是部落社會（tribal society），以部落為群居型態，部落與部落，偶

有聯盟，但從未有統一政權的存在。直到荷蘭和西班牙兩國分別建立了統治政權，但

西班牙統治時間較短，範圍也較小，所以本文不列入討論。 

荷蘭成立的東印度公司（荷語 Verenigde Oost-Indische-Compagnie，簡稱 VOC，

The Dutch East India-Company）是同時兼具商業貿易與行使國家統治權之特性，可視

為一準政府組織。公司獲得政府授權，以維持商館或據點的營運，有外交上的締約權

和內政上的司法權，得在東印度各地組織殖民政府。9 

荷蘭在臺灣的勢力範圍從最初的大員一帶，經過多次的軍事擴張，到 1650 年已

統治了 315 個原住民村落，分為四個地方集會區：北部(大員以北)、南部(大員以南)、

卑南(臺東地區)、淡水（臺北地區）。每一個地方集會區即為一個行政區域，下轄數十

個村莊。已對區域內人民課稅，並引進大批漢人從事農業開墾。實施漢人、原住民分

                                                     
7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161。大致在 1640 年漢人未達

萬人；1647 年約 13000 人；1660 年後達 35000 人。 
8 林玉体，《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2003 年），頁 2。 
9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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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地方會議（或稱為地方集會）制

度，
10
已具備完整國家統治意涵。行政當

局有荷蘭的 17 人董事會（最高決策單

位）、巴城的評議會（設有總督）臺灣的

評議會（設有長官）三個層級；教會系

統也是分三級：荷蘭的宗教大會和阿姆

斯特丹教區議會，巴城宗教議會，臺灣

的大員、蕭壠、虎尾壠等宗教議會。層

級及職責都很清楚。
11
 

「傳教」是當時歐洲人征服殖民地

的重要動機，當局通常會任命傳教士為

統治的行政官，設立教堂與學校，由傳

教士擔任老師，教原住民信仰基督教（或

天主教）12，實施宗教教育，教授禮儀

與教義。臺灣長官為當時最高的行政長

官，也是最高的教育主管，教會則掌握

了教育實權。 

3.社會語文概況 

臺灣的原住民是南島民族(Austranesians)，與東南亞民族同屬南島語系，沒有文

字，自然也無歷史記載。語言雖都屬南島語，但各部落不同，屬多語的社會，缺乏共

通語。  

語言多樣且不統一的狀況顯然與部落未發展出統一的統治領導中心有必然的關

係。參考康培德依南、北路地方會議使用的原住民語，及派駐其他原住民地區的語言

資料繪製而成的「荷蘭時代原住民語言地理分布圖」。
13
由北而南有：馬賽語、淡水語、

                                                     
10 1641 年起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目的是傳達公司命令及報告統治狀況，也進行戶口、人口

的調查。  
11 甘為霖著，李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臺北：前衛初版社，2003 年），頁 568。 
12 荷西兩國在臺灣傳的教是各有所宗，荷蘭傳的是新教－基督教；西班牙則是傳舊教-天主教。 
13 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13/120,圖 8.1。 

圖一：荷蘭時代原住民語 

言地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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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語、虎尾壠語、山地語、新港語、大木連語，往東有魯凱語、排灣語、布農語、

卑南語跟阿美語。當時是根據「語言」來規畫地方集會區域： 

北部集會區用新港語、Favorlang 語、Camachat 語；南部集會用大木蓮語

〔Tapouliangh、Maka-tau〕、Parrowan〔排灣 Paiwan?〕語、Tongotwal 語〔不詳〕；

東部〔卑南〕集會可能是使用卑南 Puyma 語、淡水集會使用廣義的凱達嘉南

Kelagalan 語。14（現譯為凱達格蘭） 

行政當局於召開會議時，通常由荷方長官用荷語發言，再由懂新港語的牧師或教

師翻譯成新港語，然後再翻譯成其他地方的語言，常見的有 Favorlang 語、Camachat

語、其他山地語。傳達必要事項，以其徹底周知。
15
漢語也出現在聲明會

16
或地方集會

上，也在文告上出現中文
17
。 

透過華人中介，原住民不僅聽聞閩南語口語，也明白漢字具有的溝通功能，……

閩南語也因此成為荷蘭時代的臺灣多元語言現象的重要語言，在各地發揮著力

度不等的區域性通用語的功能。
18
 

翁佳音在《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一書中也提到，透過史料推定，荷治

時期北臺灣族群的多樣性，且原住民富有語言能力。當時各族群的交際語（lingua 

franca）除馬賽語外，尚有漢語
19
、西班牙語等。馬賽語（又巴賽語 Basay），是西班牙

統治區域（北臺灣）內原住民族的共通語。
20
 

四、荷治時期（1624-1662）臺灣的語言政策 

所謂「政策」泛指某一團體組織為達到設定目標所採取的方法、策略。語言政策

                                                     
14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頁 43。 
15 同前註，頁 93。 
16 同註 11，頁 177。尤羅伯致東印度公司商務委員會董事 1636 年 9 月 5 日：（和麻豆人的和平聲

明會）……以荷語、漢語、新港話宣讀條款。 
17 同註 11，倪但理擅發人頭稅證件一事，長官發布的文告除了荷文之外，也被譯成中文。 
18 邱馨慧，〈從近代初期季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臺灣

史研究》第 20 卷 1 期（2013 年），頁 27。 
19 經請教原引文作者，此處漢語指的是以閩南語為主，但也可能有其他漢語（如客語和潮州話）。 
20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頁 5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IssueID=2013042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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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型態與語言規畫或語言管理。
21
語言政策必須透過具體的、

明確的執行步驟，即所謂的語言規畫得以實現；詳細規畫的內容有地位規畫、語型規

畫和學習規畫，最後還有語言實踐。嚴格來講，語言政策屬於公共政策的一種，現代

化的國家通常公共政策應該要法治化（訂定法律）。但是廣義來說，在現代國家形成前

的早期人類尚未建立法治化的現代制度前，其實只要是人類聚集處就會有所謂的政策

形成，從個人的語言學習到國家政府的干預或計畫，其實都具備了語言政策的實質內

涵。 

在探究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之前，我們先觀察荷蘭在東印度地區的殖民經驗，然

後再把鏡頭對焦到臺灣，探討當時的語言政策發展及其演變。 

（一）東印度地區語言政策的觀察 

荷蘭的殖民經驗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荷蘭之前屬於西班牙。歐洲這時期的

殖民，都是以「商業」與「傳教」為主要目的。然而引進母國語言是各時代各國殖民

政策裡普遍的原則，所以「推展荷語教育」一直是荷蘭在各殖民地普遍推行的政策。

語言政策是殖民建構裡重要的一環。 

宗教和語文的結合乃是歐洲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也是後來荷語等西方語文進

行海外擴張時最基本的模式，成為殖民建構（colonial formation）重要的一

環。……語文也是向殖民地人群發號施令、施展威權的工具。
22

 

但是以商業為重的東印度公司，對於傳教與殖民同化的措施，顯得不夠積極。從

1602 年的東印度公司憲章23規定的內容當中可以發現，有商業貿易特權、行政管理、

                                                     
21 以．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1 年），頁 7。 
22 同註 18，頁 7。 
23 林昌華，〈17 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營運中心「巴達維亞」－該城在歐亞基督教聯絡關係

中的角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9 年），頁 5，註 21。1602

年 3 月 20 日荷蘭共和國頒佈〈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憲章〉特許狀（octrooi）共有 46 條，明定

下列事項：1、允許公司擁有自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間的貿易專斷權。2、公司有權對敵意的政

府或地區宣戰。3、在憲章所允許的範圍內組織武力。4、公司可以在商館的所在地興建堡壘或

武裝其船隻。5、公司可以佔領任何它認為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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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與司法權等等，卻沒有關於東印度地區的傳教規定。東印度公司初期也沒有專職

的神職人員，後來確實需要有神職人員提供宗教上的關懷與照顧，17 人董事會才決議

要尋找願意到東印度的牧師，並決議有宣教含意的文句：「導正東印度當地人的迷信阻

擋回教的誘惑以及教導無神論者」，但到了 1617 年在〈頒給前往東印度牧師和疾病慰

問使服務的命令書〉當中，卻絕口不提宣教之事。這表示公司不希望過於侵略性的傳

教活動，影響了貿易活動。24一直到了 1624 年才召開一場由東印度總督、評議會、改

革宗教會巴達維亞的小會組成的政治與宗教組聯席會議，會議決議了教會命令 46 

條，這是東印度地區傳教者所必須遵行的命令；這次會議的制訂在回應了東印度公司

必需將傳教的事業當成公司的目標之一，包含有：教會的使命，教會組織的集會，關

於教材……等。命令中規定了原住民學習荷蘭文的要求，在學校教師的命令第 4 條如

此寫道： 

「馬來人的孩童必須先學習荷蘭文的閱讀與書寫，之後允許以馬來語學習基督

教的要理以及祈禱詞，再來他就必須要以荷蘭文來進行教育，至於荷蘭人的孩

童則是以荷蘭文來教育而無須學習馬來語，因為他們與馬來的孩童講話時，已

經學習足夠的馬來語了。」
25

 

這是荷蘭統治層級在殖民地統治中有關語言(文)的政令。但由於與殖民地及貿易

區域接觸時間長短不一，還有和殖民的力度有別；加上各地區（安汶、摩鹿加群島、

班達）有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歷史，包括分歧的語言現象，使荷語在各

地的發展與影響都不一樣。在東印度地區因為有葡語和馬來語作為共通語的緣故，推

行荷語政策的成效不佳。最後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措施對當地產生的深遠影響，反

倒是促成做為通用語的馬來語更為流行，也導致數種土著語言逐漸消失。
26
 

                                                     
24 同註 23，頁 5。 
25 轉引自林昌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Marcus Masius 牧

師（1655-1662）的淡水與雞籠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臺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與圖像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頁 8。註 31 J.R. 

Callenbach《Justus Heurnius:een bijdrage tot de geschendnis des Christendoms in Nederlands Oost 

Indie》Nijkerk: C.C.Callenbach.1897.p.317 
26 同註 18，頁 10。轉引自 Kees Groeneboer﹐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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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語未能盛行的根本原因是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執行的實用主義政策，出於

賺錢和傳教兩個目的，他們必須使用外國語，而不能使用母語，對貿易而言，

現有什麼語言就用什麼語言，馬來語是當時荷蘭商人在東印度群島可以現學現

用、暢通無阻的語言。
27
 

雖然荷蘭在摩鹿加地區的安汶、德那地和班達都曾設立學校進行荷語教學，但是

最後在 1665 年巴城當局放棄該地的荷語教育
28
，因為有共通語可用（實用），減弱了學

習荷語的動力，以及經費利益（現實）考量，荷語未能在東印度殖民與貿易區推展成

功。「實用主義」是東印度公司的一貫原則，卻也導致了「荷語未盛」的結果。 

（二）臺灣的語言政策發展 

荷治臺灣時期雖然沒有語言政策法治化的紀錄，也就是說沒有頒布顯性的語言政

策，但語言政策的精神依然存在，要探知當時語言政策的本質，可從語言實踐或語文

計畫著手。整體的語言計畫，係將文字創造與文字改革問題合而觀之，進而包括政府

處理語言文字的結構以及語言文字在轄區內產生實際功能性的作法之計畫。
29
 

因為東印度公司是一個商業貿易組織，雖然荷蘭政府授權公司，使之具有相當的

行政管轄權，但其一切行政作為仍以「商業利益」為重，所以語言政策的執行與實施

主要是落在「傳教」勢力上，宗教教化主要由教會系統運作，這種殖民宗教教育深深

影響、甚至主導了當時語言政策的形成與實施的內容。以下就從行政與教會這兩方面

來了解荷治初期「政教不同調」的語言政策發展狀況。 

1.行政當局消極的統治 

荷蘭人入臺原本的目標便不在征服臺灣本島人民，東印度公司最初統治臺灣的態

度是相當消極的。1626 年 2 月 3 日，巴城總督在致 17 人董事會的信函中，曾說明他

對臺灣住民的態度。卡本特總督（Governor- General De Carpentier）說： 

我們與當地居民保持友好往來，不是為日後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利益，只為避

                                                     
27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著，章璐等譯，維舟校，《語言帝國－世界語言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364-365。 
28 同註 18，頁 10。 
29 蔡芬芳，《比利時語言政策》（臺北：前衛出版，2002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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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他們與我們為敵，因為這些人無組織、野蠻、兇惡、懶惰又利欲薰心，我們

只能希望日久天長，新舊交替，會有些好的改變。
30
 

荷蘭來臺最初十年間，東印度公司一切以商業至上，是公司總部的基本方針，對

臺採取不干涉主義。31「經濟第一，傳教第二」的心態，連帶形塑了行政當局消極的

殖民同化的語言政策。 

行政當局消極的統治使得具體的語言政策及語言計畫都是由教會系統操作，主要

是由宣教師（或教師）執行，以「傳教」為目的的語言文字學習與規畫。而公司依舊

秉持商業利益為重的最高原則，對於宣教師積極提出的建議或政策推動，總是從經費

利益考慮而呈現消極的行政支援。干治士與尤羅伯都曾建議送新港人到荷蘭留學然後

回來傳教，最終因為經費考量，公司並未同意。尤羅伯更積極的發表一篇意見書說明

在荷蘭培訓臺灣人的必要性
32
，甚至連經費都想好解決方法，但最終還是被巴城以花費

風險太高而否決。1636 年巴城總督回給臺灣長官的信：「干治士的努力值得稱許。但

各方面都必須稍微緩和節制一下。工作的進行必須不能增加公司的負擔。」33 

行政當局以商業為重的統治方針，使得語言（荷語）同化的政策顯得消極，所以

荷治時期並未出現由統治政權所強勢主導的殖民同化語言政策。 

2.教會牧師積極的佈教 

相較於行政當局的消極，荷治初期有兩位重要的牧師-干治士和尤羅伯，他們積極

的傳教策略與成果讓他們的傳教事工都交出亮麗的成績單，他們的宗教教化工作對當

時的臺灣都是一種新經驗，其中語言文字化和設立學校，以及引進西方讀寫能力的教

學與訓練，都具備語言政策中學習規畫的實質內容，這兩位牧師開啟臺灣基督教宣教

的序幕，也主導了早期傳教政策，連帶執行了語言政策下語文學習規畫的具體作為。

以下略述這兩位主導當時語言政策的靈魂人物，及其有關語言政策（主要在語文規畫）

方面的措施作為。 

（1）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627-31；1633-37 在臺 8 年） 

干治士是巴達維亞小會派來臺灣的第一任正式牧師，當時還附帶決議要他不可大

                                                     
30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0 年），頁 55。 
31 同註 20，頁 9-10。 
32 同註 11，頁 204-208。 
33 同註 11，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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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宣揚福音或是太過張揚，以免冒犯中國和日本的皇帝。
34
但是他個人的態度非常不同

於行政當局，他積極學當地語言(新港語)，用臺灣當地語言傳教和教學；他深入觀察

當地民情風俗文化，還記錄了西拉雅族的社會生活
35
。  

干治士在給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長官的備忘錄
36
中，規畫了適合本島的傳

教策略，其中與語文規畫相關的建議有： 

a.牧師要學當地語言（至少 10 年才能表達思想，發音正確），熟悉當地生活，最好能

娶當地女子為妻，有長期定居的意願。 

b.我們可以教他們讀和寫，再把精確的宗教觀教給他們。 

c.教學必要有某些固定的規則，安排如下：新港村可以分成 14 個教區，如果命令他們

每兩區的婦女輪流下午來上課，全部小孩上午 9 點到 12 點上課。則全村人每星期都

上過課，而我們所寄望的小孩則天天上課。
37
 

干牧師的這些傳教策略融入了本土語言文字的推動，其具體的作法有： 

d.以新港語翻譯《聖經》重要章節與祈禱文重要信條，編寫《新港語彙》。 

e.以羅馬字母拼寫新港語並教學。 

f.以新港語巡迴講道與演說。 

g.培養若干成績良好的學生成為助教，來協助日漸增多的學生。（本土師資） 

（2）尤羅伯（Robertus Junius 1629-41 在臺 14 年） 

尤羅伯牧師是位行動力強且認真的神職人員，也是待在臺灣最久的牧師。在他傳

教的事工當中，最重要的是將宗教教育制度化，導入西方的讀寫識字能力訓練，主張

以母語來傳教。因傳教而推動的語文學習具體作法有： 

a.1636 成立新港學校（有獨立教室）。之後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大目降社等地也陸

                                                     
34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2012 年博士論文），

頁 49。 
35 干牧師在 1628 年寫成一份關於西拉雅社會的紀錄，現有葉春榮譯註，〈荷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

族〉（臺灣風物 44 卷 3 期），頁 228。 
36 同註 11，頁 122-127。 

37 同註 11，頁 131。干治士給總督庫恩的信（1628.8.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C2%B7%E5%A5%B4%E6%98%93%E8%8C%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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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建立學校。38 

b.用新港語自編教材（教義書/祈禱文/十誡/信經……等），所編的教材為了適應當地的

情況，以及使用易懂的語言，而有所更動。39 

c.據云他編有新港語彙及放索語彙兩種（均失傳）。40 

d.1643 年尤牧師回到荷蘭國內，仍為即將到臺灣的傳教士開班教授新港語。 

教會牧師其實是語言政策最主要的執行者也是規畫者，初期這兩位牧師的積極熱

情，使得傳教事工有較鮮明的主張與作為，後期的傳教士熱誠未能如初期這兩位，大

多消極。
41
 整體而言，傳教士的個人態度、傳教熱誠關係著傳教事業的成效，連帶的

也影響了語言政策的執行成效。 

荷治初期的語言政策就在行政與教會兩方不同調的狀況下發展，這時期牧師們本

土化的語文規畫與實踐，有研究者稱之為本土化時期
42
。雖然行政的消極使得牧師們的

積極熱情打了折扣，但牧師為傳教而致力於教材與教學的規畫與推動，不僅對當時的

臺灣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其留下的珍貴史料更是臺灣史非常重要的一頁。 

（三）語言政策的轉變 

所謂「政策的轉變」，是指荷治初期（約 1624-1640）原以「本土語文」（母語）

為主的傳教和語文學習轉變為「引進荷語」，統治後期行政當局出現了推行荷語的聲

音，教會方面也因為人員的不同與教義之爭，在傳教方式與語文教學都朝向「荷蘭化」。

但其實這當中一貫不變的是殖民同化的目的―「基督教化」。也就是說「本土化」或「荷

蘭化」只是手段，是階段性策略的選擇結果。 

                                                     
38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臺北文

獻》直字 125 期（1998 年），頁 88。1635-36 年荷蘭勢力範圍擴張的西南核心地帶的所有村莊

都設立了學校。 
39 興瑟（W.Ginsel）著，翁佳音譯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教育事工〉（臺灣文獻 第 51 卷

第 4 期），頁 39。這在後來教義之爭中成了教會牧師之間的相互攻訐的關鍵點。 
40 賴永祥，〈明末荷蘭宣教師編纂之蕃語文獻〉，《臺灣風物》第 15 卷第 3 期（1965 年），頁 61。 
41 查 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

頁 299-300。除了干尤兩位牧師具有強烈的主動性外，大部分的牧師其實都不具備宣教的積極

性。 
42 稱本土化的研究者有：張耀宗在〈本土化 VS.荷蘭化―荷蘭時期臺灣教會的語言使用〉一文，

以及李正隆在《臺灣基督教史》一書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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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進荷語 

推展荷語一直是荷蘭在各殖民地普遍推行的政策（雖然成敗不一）。但治臺初期

消極的統治原則，造成臺灣迄於 1640 年並未有任何推動荷語的嘗試。
43
較為明確出現

引進荷語政策是在統治中後期出現，行政當局開始有引進荷語的想法出現，以及實施

的相關記錄與成果如下：    

  1643 年 5 月 9 日，安東尼總督（Anthony van Diemen，1636-45）指示馬利長官

（Maximilian Ie Maire，1643-44）：「此後實施荷蘭語應為妥當事」。
44
馬利回覆：同意總

督想法，福島（臺灣）未有相同的語言，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他們自己的土語，所以很

值得教土著們荷語，和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的做法一樣。
45
 

嘉隆長官（Caron 1644-46）認為荷語推行不易，建議先選當地語 2-3 種推行全島
46
，

此舉延後了荷語教育的推動。 

1648 年荷語正式在歐沃德長官（Overt-water，1646-50）任內引進臺灣，議事會

呈阿姆斯特丹中會函中：「2 月開始實施荷語基本原理教學，……臺灣人很優秀，毫無

困難地熟練地發出荷蘭音，也很想學我們的語言」。 4711 月議長致總督：荷語繼續很

熱心地教學，小本的荷語教科書很有效。……我們不得不推論，（臺灣人）很滿意於我

們的統治，特別是採用我們的語言、衣飾和名字。
48
 

1648 年荷蘭化可望成果豐碩，新港人欲廢棄自己姓名改採吾人姓氏，自發相約

主日崇拜時穿荷蘭式服飾，若有違犯規定以 2STUIVER 罰款。青少年歡欣學著

吾人之語。
49

 

（臺灣）宗教議會很明顯的要讓阿姆斯特丹議會知道：（臺灣）兒童學習荷語的

成功情形。還說這個嘗試一開始就這麼成功。50但事實上推行荷語是有困難的。花德

                                                     
43 同註 38，頁 95。 
44 同註 39，頁 46。 
45 同註 11，頁 284-285。 
46 同註 11，頁 300。 
47 同註 11，頁 355。 
48 同註 11，頁 340。 
49 同註 39，頁 46。 
50 同註 11，頁 35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nthony_van_Diemen&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90%E6%B2%83%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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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牧師（Jacobus Vertrecht，1647-51）遵照實施荷語之議，開始在虎尾地區教育當地青

少年。但半年後 學生學習荷蘭文已沒什麼進展，因為它們常缺席，常生病。51還有成

年或老年人是否需教授荷語的問題，在牧師間意見紛歧，後來有分年齡的荷語實施策

略。52年幼的學荷語，成人則教土語（方言/母語）。但都未獲巴城的同意。1656 年長

官致總督函： 

許多教士完全不同意目前將基督教教義植入土著內心的方法，在使用的語言上，

有些牧師很希望用荷語，有些則喜歡用土著方言。……我們要求教士給我們書面

意見，看他們認為哪一種方法最好、最有效。我們蒐集意見後請你們（巴城）決

定哪個意見較佳，並告訴我們如何做。……一直到現在，教學都用方言。
53

 

1656 年由長官及其評議會提出的荷語教學的建議，被巴城評議會全體一致地否決

了，此地（臺灣）的宗教議會也已全體一致地決定完全接受總督的意見，不再提出任

何反對意見。
54

 

「引進荷語」雖然曾經是巴城總督支持，也在臺灣行政當局與教會人員充分配合

下於 1648 年開始荷語教學，但到了 1657 年即出現窒礙難行，最後只剩下安排在蕭壠

神學院的雙語教學的課程中 。   

2.政策轉變的原因 

（1）行政當局的變與不變 

對照於初期的消極態度，1643 年之後荷蘭的行政當局（從巴城到臺灣）對荷語的

推展呈現稍微積極的腳步。探究其原因： 

1641 年荷蘭佔領麻六甲，致使大量葡語移民移入巴達維亞，行政當局急迫促使

荷語成為公定語言。無法導入殖民者的語言是一個弱點，但荷人社區本身卻越

來越不願使用荷語和負起存續荷語於下一代的任務。荷蘭殖民地此時是種族的

                                                     
51 同註 11，頁 338。推行荷語的時間僅 2-10 月。 
52 同註 38，頁 100-101。 
53 同註 11，頁 442。 
54 同註 11，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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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爐。這時的荷語政策是源於喪失文化認同的危機感。
55
 

將荷語引入本島（臺灣）的決策，和巴城方面當時對語言事務的想法一致。這種

把臺灣「荷蘭化」的過程，就是殖民同化政策，這也是一個殖民政權在統治較為安定

後，必然採取的殖民同化步驟與進程。 

另外，「經濟利益」一直都是行政當局的首要考量，因為設立的學校越來越多，

師資需求變大，公司派來臺灣的牧師，駐臺時間短且學習當地語言的能力都不像前期

的理想，加上本地語言種類多又缺乏共通語，如果能改用荷語教學一定可以省錢又可

以提升教育效果。
56
「利益」考量是行政當局自始至終不變的原則，只是因應時勢的改

變而修正了方向而已。其實也是行政當局的變與不變。 

就巴城的行政當局來看，整個東印度地區的語言政策雖然有荷語推展與教學的規

畫作為，但因為實用原則，在有共通語的地方，荷語的推展顯得有氣無力；對於沒有

共通語的臺灣，也擔心影響傳教的效果，荷語的推動始終不積極。荷蘭在殖民統治的

語言同化上的作為，表現得並不強勢，這應該也是李雄揮會認為比起臺灣其他殖民時

代，「荷據時代可說是臺灣史上最重視語言人權的時期」。但是筆者認為，雖然荷治時

期的語言政策有階段性的先（重）本土，但那是接觸之初必然的措施；後來荷語的推

動力道不足，自有前述的現實利益原因所造成，顯然並非所謂的「重視語言人權」這

樣自由民主的理念為前提。 

（2）傳教方式的轉變 

教會系統在語言政策的推行實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傳教教化幾乎跟語文規畫(學

習)重疊併行。荷治後期臺灣教會受教義之爭的影響，傳教方式由初期的本土化（母語）

轉變為荷蘭化（荷語）。 

荷蘭本國受歐洲宗教改革的影響，在 17 世紀仍有許多基督教義之爭：其中亞米

紐斯主義及加爾文主義的爭論深深影響福爾摩沙傳教的事工。57造成牧師宣教語言選

擇以及語文教材的歧異，影響了傳教與語文學習。李正隆《臺灣基督教史》： 

                                                     
55 同註 38，頁 113。註 79 Genoeboer 1993:50。 
56 張耀宗，《臺灣原住民教育史研究―從外來者的殖民教化談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03 年博士論文），見摘要。 
57 張孝慧，〈基督新教與西拉雅族的第一次接觸：論荷蘭亞米紐斯主義者在福爾摩莎的傳教事

（1627-1643）〉《文化研究》第 13 期摘要（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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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在臺宣教，可分為兩個時期：1643 年前以干治士牧師為主的本土化宣教

時期，以及 1643 年以後哈伯宜（Joannes Happartius 1649-52）以及倪但理

（Rev.Daniel Gravius1647-51）牧師為主的宣教時期。這種分野源自荷蘭本土改

革宗之亞米紐斯主義及加爾文正統派的紛爭。 

……思想不同宣教方式也不同，受亞米紐斯主義影響的干治士牧師和尤羅伯牧

師，以人道方式，走入原住民社會，先學習當地語言，編教材建學校適度修改

十誡內容，此時期宣教成果非常輝煌。…後期屬於加爾文正統教派，反對人主

體的行為及遷就本土習俗的宣教方式。批評過去的宣教，攻擊教材。
58

 

干、尤牧師都認為傳教要用當地語言，並且要針對原住民的生活實況來調整或修

改教理的內容，其理念是想融入本土當地，希望培養在地的教師與傳教士甚至設立本

土教會（有原住民參與管理）。1643 年之後的宣教師們則改採加爾文主義與傳教方式，

反對使用當地語言傳教，要求原住民學習荷語，以習得「正統」教義。 

傳教方式改變的另外一個現實原因是「人手不足、能力不夠」。教區擴張後，教

會神職人員和適任教師不足，再加上氣候環境不適應而有許多牧師生病或死亡，而新

進人員沒有能力以當地語言傳教，只能以荷語傳教與教學。 

雖然行政當局與教會的荷語政策，在後期的發展看似取得共識，但卻沒有看到雙

方步調一致而使得荷語順利推展，其原因主要是陷於語言選擇的困境與人事的衝突，

這也使得殖民的語言同化成效未臻理想。 

（四）語言政策推動的困境與衝突 

1.「語言選擇」的困境 

臺灣當地的南島語本身多樣又缺乏共通語，雖然曾以為這是推行荷語的有利條

件，但執行後發現困難重重。於是規畫先化約當地語言，朝著共通語的步驟進行，安

東尼總督和嘉隆長官都曾有過這樣的指示。但是語言過多而難以選擇定調，這也是荷

治時期語言政策推展最大的困境。本來語言政策形成前的「語言的選擇」就是一項令

人頭痛的事。
59
 

                                                     
58 李正隆，《臺灣基督教史》（臺北：天恩出版，2009 年增訂版），頁 25-30。原文中兩位牧師的翻

譯名字為：赫巴迪和葛拉比。 

59 同註 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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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在語文學習的過程，被荷蘭統治者要求學習母語以外不只

一種的語言，痛苦的承受著殖民統治的語言文化霸權。李正隆《臺灣基督教史》提到： 

荷蘭人在臺灣的教化工作，亦患一個盲點，即以新港語做為教材，忽略各地區

平埔族語言不同，……南部地區語言不通，只好強迫他們先學新港語，後來又

改變學習荷蘭語，因此緣故，南部各社雖說被荷蘭統治 25 年，在語言隔閡下，

教化成效不彰，且從初期歡迎設立學校，到後來演變為怨恨殖民下的學習。
60
 

臺灣的本土語言過於複雜多元，統治與溝通都產生問題，選擇一種共通語是必要

的。而這個共通語到底是要直接選定荷語或者先從本土語中選一種作為共通語，再過

渡到最後荷語一種，面對語言政策中語言計畫首先面對的「語言選擇」問題，荷蘭行

政當局採取的是---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的類型，
61
但是在行政、教會與教育三方面產生

意見的分歧，影響了政策的實施與成效，最終還不及看到整合成功，荷蘭統治時代就

結束了。 

2.政教的對立衝突 

行政當局與教會牧師自始即處於一種互相利用但卻又矛盾的微妙關係之中。殖民

（行政）當局鼓勵教育的擴張，但又吝於提供財政和人力的支持。
62
初期消極的行政當

局，跟積極的教會牧師不同調，弱化了由教會積極規畫運作的語言政策，特別是語言

學習的諸多業務。因為缺乏行政當局支持的語言政策很少能夠成功的。 

後期行政當局與教會如前述在政策上的轉變，雙方好像已磨合出了明確的引進荷

語政策，理當可以同步前進。事實不然，教會跟行政當局（特別是巴城方面）的衝突

一波又一波。1656 年荷語推動的建議遭到巴城全體否決，其他具體的衝突事件還有教

材的選用
63
、神學校地點

64
和印刷機的請求

65
……等。 

                                                     
60 李正隆，《臺灣基督教史》（臺北：天恩出版，2009 年增訂版），頁 28。 
61 施正鋒，《語言政治與政策》（臺北：前衛出版，1996 年 8 月），頁 60。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是

杜意齊(Karl W.Dwutsch)歸納的語言政策第一類型。 
62 同註 38，頁 89。 
63 同註 39，頁 49。總督馬賽克於 1657 年欲在臺灣引入仿照巴城當地人使用的《簡明基督教教理》。

臺灣宗教議會不同意使用，決議使用 1646 年的臺灣版教理。 
64 同註 11，頁 458。行政當局主張設神學校於蕭壠，宗教議會認為麻豆比較適合。 
65 同註 11，頁 370。1650 年福島評議會致總督及議員希望能有一臺印刷機，但未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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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正派教會在臺灣的最後十年，在教會事務和是否推行統一荷語政策問題上，

都是處於與巴城爭執的狀態中。1652 年起巴城方面已不再信任臺灣宗教評議

會。……巴城不僅干預臺灣的教育方式，而且不採用教士基於語言區的宣教計

畫。
66

 

巴城干預臺灣的教育方式一事，主要源自花碧和（Nicolas Verburg）長官離開臺

灣後在巴城擔任東印度評議會議員，他提出許多改革教育的意見影響了巴城。另外馬

采可（Maetzuyker﹐J.）堅持直接干預教會內事物。1656 年 4 月 12 日的十七董事會信

件中，67指其中有言總督有權影響教會事務。政教雙方對立癥結在於權力分配或消長，

伴隨著各自利益或目的而起伏糾葛。 

3.教會的紛爭擾嚷 

教義之爭影響傳教方式，更引發牧師之間的衝突與紛爭。最嚴重的是 1648 年尤

羅伯和范布鍊（ Simon van Breen 1643-47）的衝突，雙方為自己的傳教教育成果辯護。

尤向公司和教會當局抱怨他離開臺灣後的宣教落後退步，臺灣的教會感到不平而抗

辯，也嚴厲批評了尤在「教材、方式與成效」缺失。尤牧師因應本土習俗而編寫的 353

條「教理問答」被廢止使用，改以「海德堡教理問答」替代。范對尤的宣教事工有一

連串的批評，指責尤惡意扭曲他們的努力與奉獻，他們也毫不猶疑的貶低尤的功勞，

他們請求中止培訓臺灣人成為牧師的計畫，甚至認為尤罕得提出有用的教材，因為他

自己不精通新港語的基本語法，而且新港語也不適用於全臺灣。他們認為全心全力學

習語言是不需要的，牧師未具備當地語言知識，也能推展完成學校、教會禮拜之事。
68
 

牧師們衝突的戰火甚至延燒到荷蘭本土，消耗很多精力，耽擱傳教事業的進行；

也成了語言政策執行的絆腳石。而其中教材教法的變動，直接影響了語文學習，臺灣

人可說首次嘗到殖民霸權的語言壓迫。 

                                                     
66 同註 38，頁 100-101。 
67 此信於檔案中未得見，亦登錄於公牛號快船上之*「信函目錄」第 10 號：十七董事關於【總督】

教會暨其附帶權限函摘要，署期 1656-4-12。又，第 12 號有以巴達維亞教理問答為準之「兩冊

基督徒教育用小教理問答」，VOC 881, fol. 332. 
68 同註 3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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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響 

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其本質還是屬於殖民統治的「強迫同化」類型，只不過主

要不是透過國家機器的操作，而是透過教會傳教的方式，強迫改變原住民的宗教信仰、

生活習慣和語言等文化層面有形的族群特徵。69其中語言規畫與實踐在策略與手段方

面有其階段性差異，先本土後荷化，最終因為統治時間不長，特別是後期的荷語教育

成效不彰。但若從荷蘭的殖民角度來看，比起同期其他地區，臺灣的荷語推動成果算

是相對比較好的，這個「臺灣經驗」也在荷蘭後來的殖民統治時再被複製實施
70
。以下

就三方面條列出臺灣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語言政策所產生的影響。 

（一）文字語言的影響 

1.文字化 

歐洲國家靠著武力進行海外擴張殖民，更以本身的文明優越意識，透過傳教的方

式，想要改變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語言或文字），建立文化霸權。當時臺灣的原住民沒

有文字，被視為未啟蒙的野蠻人。因為傳教教學的需要，荷蘭人開始引進西方的羅馬

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這樣的語言文字觀，有其傳教教化與殖民同化之主要目的，但

也確實創立文字書寫，開啟臺灣文明的扉頁。荷蘭人離臺後，所傳授的羅馬拼音文字

仍流傳於麻豆以南淡水社一代，影響非常深遠。 

四大社乃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係已由荷蘭人施予教化諸「番」社中

較重要者。曾受教化之諸「番」社，於荷人去臺後，仍將其使用羅馬字拼「番」

語之知識傳授其後代，而頗有依此而稱便者，故清初，仍特予認定，視為熟「番」

中之一智識階級，名之為教冊。
71

 

                                                     
69 施正鋒，《語言政治與政策》（臺北：前衛出版，1996 年），頁 60。 
70 Kees Groeneboer﹐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600-1950：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通往西方之路》），p.73-77。1690 年東印度公司仿照臺灣在殖民地

錫蘭北部成立荷語和當地語言進行雙語教學的神學校。1696 年在可倫坡另設一所雙語神學校。 

71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 328。所謂

「教冊」者乃相當平埔番語之讀書人之謂 Sumaketsia-Vero 及基於「學字者」之義。按 Sumaket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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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識字的人在清代漢番土地租贌、買賣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角色。
72
後來的

「新港文書」
73
即原住民用羅馬字母拼寫新港語與漢人簽訂契約。這是臺灣第一次出現

羅馬字書寫系統；
74
也是臺灣最早出現有系統的文字。荷治時期用羅馬字拼寫原住民語

(新港語、虎尾語)，從最早的史料即 1645 年尤羅伯的宣教教材到 1818 年最晚的新港

文書為止，羅馬字在臺灣使用超過了 160 年。 

2.留下珍貴的語料 

1806 年由語言學家阿德隆（Johann Shristoff 

Adelung 1732-1806）出版的《語言學大全》收集了

500 種世界各地「主禱文」，其中福爾摩沙語的部分

收錄在第一冊，內容包括虎尾語及新港語的「主禱

文」
75
。1889 年甘為霖〈臺灣佈教之成功〉書中記

載了荷治時期曾有 5 種本土語版本的主禱文 。76   

另外牧師傳教講道用的手稿、語文教學的教

材，編有詞彙、語典，雖大多失佚，留存至今還可

看到的珍貴史料有
77
： 

（1）字彙語典方面： 

a.西拉雅語系統蕃語字彙，著者年代不明，所收錄的詞彙顯示 17 世紀西拉雅

                                                                                                                                                

之本義為學習，再轉用為施教之意。Vero 亦原出於表示織物之條紋或樹木之木紋等花樣，而後

應用於表文字之觀念者，似就此成語中，抽出 Ketsia 以其近音之「教冊」，以充之。 
72 同註 20，頁 12。 
73 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7 期（2008 年），頁 18。「新港文

書」是村上直次郎命名，新港是荷治時期西拉雅的一個社名，村上將這類凡是以羅馬字所寫的

契約文書命名爲新港文書，內容分爲買賣、典當、租佃三種類型。文件形式有三：1.新港語 2.

新港語和漢文 3.漢文。 
74 後來還有 18 世紀英國人來臺傳教，引進教會使用的白話字，是臺灣第二次出現羅馬字母。 
75 江玉玲，《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香港：道聲出版社，2010

年），頁 106。 
76 同註 75，頁 100-101。除了第 5 種可能是偽書不討論外，依序是 1.1645 年尤羅伯在臺夫特出版

的教理問答（第 3 項，新港語）2.1651 年花德烈牧師編輯的手稿主禱文（第 4 項，虎尾語）3.1661

年倪但理出版的《西拉雅語馬太福音》（第 1 項，新港語）(Leiden 大學)4.1662 年倪但理以哈約

翰與范布鍊修訂 69 條教理問答為本，出版的教理問答集（第 2 項，新港語）。 
77 同註 40 頁 61-70。 

圖二：西拉雅語系統蕃語字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A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周美香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六期 

140 

族人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荷蘭 Utrecht 大學圖書館網站可查詢手稿影像

檔。78  

b.1650 年哈伯宜（Joannes Happartius 1649-52）編的《虎尾 Favorlang 語彙》，

1839 為巴城宣教師 W.R. van Hoevell 發現，英譯刊行。（甘為霖 1896 年英

譯本出版） 

（2）宣教教材 

a.尤羅伯編譯新港語的信仰要項、祈禱文、講道等稿件仍存於教會阿姆斯特丹

大會檔案館 （Archiefder Classis Amsterdam）。 

b.1661 年倪但理（Rev.Daniel Gravius1647-51）出版的雙語---荷語和新港語的

信仰要項、《馬太福音》（原刊本存在荷蘭 Leiden 大學，有淺井惠倫氏複刻

本，臺北帝國大學文政部曾刊行影印本。） 

c.花德烈（Jacobus Vertrecht，1647-51）編有虎尾 Favorlang 語教義講道教材，

存於巴達維亞學會。 

臺灣語言被有形的文字保留下來成為珍貴的史料，這些語料提供南島語研究豐富

的內容79。這些雙語的詞彙集或字典中包含了豐富的文化與族群生活內涵，是後人研究

的寶庫。然而因為荷治後的臺灣即進入漢語為主的時代，羅馬字書寫系統逐漸消失，

這些宗教語文教材的內容與形式雖看不出對臺灣後來的語文教育有直接或實質的影

響，但就目前臺灣推動本土語言的發展，荷治時期相關的語料與雙語教學與教材卻有

許多值得今人參考之處。 

這些珍貴史料也成為最近西拉雅語復振80尋根之路的起點燈光。另外還有無形的

語音、詞彙沉澱在我們文化的深層，雖然少之又少或者考證不易，但對現在才開始探

源的臺灣人而言，這是多麼可貴的文化火花。 

3.影響語言生態 

臺灣社會一直都是「多語」的，從最早原住民多樣的南島語到漢人社會以閩南語、

                                                     
78 荷蘭 Utrecht 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dspace.library.uu.nl/handle/1874/40014）2016 年 1 月 10 日

下載。1933 年村上直次郎編《新港文書》有翻譯成荷文、英文（臺北：捷幼出版社重印，1995

年）。臺灣大學有原稿攝影本。 

79 以新港語和虎尾語為主，後來日人歐人都有研究，甚至有博士論文的研究。 
80 萬益嘉夫婦成立西拉雅文化協會，從事西拉雅語的復育並出版了《西拉雅詞彙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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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華語為主的漢語系統，人們自然地使用著多樣的語言，但隨著不同的政權而

有不同的語言政策與作為，深深影響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荷治時期新港社因為最先歸順的關係，西拉雅語方言---新港語幾乎成為當時的共

通語，可說是南島語中最強勢的本土語言，行政當局召開地方會議或學校教學用語教

材都以新港語出現最多。把語言環境比喻為一種語言生態，西拉雅語對當時其他南島

語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臺南一帶的西拉雅（Siraya）語當初是一種通用語（lingua franca），加上荷蘭

傳教士以 Siraya 語翻譯聖經，南島民族也以羅馬字拼寫這種語言，文化水平較

高，勢力所及，不止影響鄰近的平埔族，也影響了南部高山族，這些語言似乎

都向西拉雅借了不少的字，尤其外來文化。
81

  

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到一個受到行政當局支持或扶植的語言，是較為容易成功取

得共通語或強勢語言的地位，這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還有類似的情形產生，值得筆

者再進一步去探究或比較其異同。 

4.殖民霸權的語言壓迫 

羅蘭•巴特（R. Barthes）說：「在人類長存的歷史中，權勢於其中寄寓的東西就是

語言，……語言是一種立法，語言結構是一種法規，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普遍化的支

配力量……在語言結構中奴役和權勢必然是混合在一起」。
82
 

荷人治台是以商業為重以及傳教為先的兩大方向，語文的措施是以溝通實用為

主，所以並未出現強勢的語文壓迫作為，但因為台灣本身語言過於多樣，勢必找出共

通語方便治理，新港語曾經是教學語言且較多數地區通用，荷語的推行也是在想省錢

的目標下實施，但最終都因統治時間過短而未見具體成效。而在選擇或使用共通語（新

港語或荷語）時，勢必排擠其他語言。雖然荷語（殖民者的語言）未被積極推動，讓

臺灣的本土語言在荷治時期未被消滅，但殖民同化的過程中，臺灣人被要求學習母語

以外的語言或殖民者的語言，面對教材不斷更改，造成學習上的痛苦，可說是臺灣史

上第一次殖民霸權的語言壓迫。 

                                                     
81 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83。 
82 羅蘭．巴特著，李幼蒸譯，《寫作的零度》（臺北：桂冠出版，1991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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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蕭壠神學院的課程規畫中明訂有訓練法，在規定時間內不得說荷語以外的語

言，顯然指的是母語。還「每日任命兩位糾察生，登記在學校內不講荷蘭語的學生，

報告給副院長。」，翁佳音將此稱為「臺灣母語壓迫史」的濫觴。
83
我們可以想像在當

時造成的學習壓力。但筆者認為這只是在教學過程中，一個語言教學的強勢作為而已，

是在學習母語以外的第二語言時常會出現的手段策略，應該不至於說是壓迫，因為這

樣的措施只在蕭壠神學院，並非全面實施。 

（二）語文教育的發端 

語言政策是語言計畫的指導原則；語言計畫是語言政策的具體步驟；語言教育是

語言計畫最明白的體現。
84
 

「語文」廣泛指語言與文字，包括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教育」意指教

導培育，一種有關培植人才，訓練技能，以支應於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事業。語文

教育的發端是從文字的產生開始的，而語文教育最初的基本內容就是學習和使用文

字。在語言規劃下的學習規劃，主要的具體作為是學校的教與學。 

荷治時期的臺灣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荷蘭人第一步從文字化開始，以羅馬字母來

拼讀當地的語言，然後設立學校，傳教工作跟學校學習幾乎是重疊，所以稱呼教堂和

學校是同一個詞彙。
85
教會是執行教化實務的教育行政機構。甘牧師開始教堂即教室的

語文學習，尤牧師設立第一所（有獨立教室）學校。按學習者年齡、性別、屬性不同

來規劃課程與教學。隱微的課程目標和單一的課程主題、核心課程都是「基督教化」。

學習領域涵蓋語文、宗教、音樂。呈現完整的語文教育的規模，制定與課程相關的政

策，開啟臺灣語文教育的首頁，可謂「臺灣系統化教育措施的嚆始」。
86
 

1.讀寫能力的初體驗 

1624 年，東印度公司與巴達維亞小會聯席會議當中對於學校教師的職責規定如

下：「他必須教導孩童閱讀，書寫以及對他們評分，教導他們唱詩篇，教導對上帝的敬

                                                     
83 翁佳音，《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初版），頁 107。 
84 同註 5，頁 33。 
85 同註 18，頁 18。Happart 牧師記錄虎尾壠人使用同一個詞 atillaijas 稱呼教堂和學校。 
86 高新建、邱緗伶，〈荷治時期 1624-1662 課程相關政策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 55 輯第 1 期

（2009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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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以及良好的道德，當這一切都完成之後，教導他們基督教的主要教理以及一般的禱

告詞。」
87
閱讀和書寫是教導認識基督教的前行工作。 

早期牧師開始藉著系統化讀與寫教育原住民認識上帝的話語。有系統有步驟的教

授讀寫方法，從字母教學，有子音、母音的初級 ABC 課本開始。從 1659 年視察中南

部各地之教會學校的報告，可以看到非常精密的統計數字呈現學習學力的增進，有讀

書、寫字、禱告、教理問答與理解等項目，記載了讀寫能力的學習與成效。
88
 

2.雙語教學的濫觴 

荷治初期之教材是由下而上的發展，採母語教

學、教材自編，主要是本土語的文字化教學，很可

惜這樣的教材都已佚失，無法看到了。後期雖然是

以荷蘭化為主，但即使是主張荷蘭教育的牧師們，

也無法只用荷語來傳教或編教材，所以後期的教材

大多以雙語編成，有新港語、虎尾語與荷語對譯的

宣教教材出現與運用，再從蕭壠神學院的課程規畫

來看，上午用福島語（本土語）教授教義，下午教

荷蘭語。89可視為臺灣最早的雙語教學與教材。右

圖為荷語/新港語對照的《馬太福音》。（前段提到的

倪但理的宣教教材） 

（三）荷蘭的「臺灣經驗」 

誠如干治士牧師所言，語言的學習不是三年四年，至少要十年，雖然荷治 38 年，

但真正強力推行荷語的時間太短，語言政策執行者---牧師們在臺任期年限大多未超過

                                                     
87 轉引自林昌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Marcus Masius 牧

師（1655-1662）的淡水與雞籠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頁 8。註 22 J.R.Callenbach《Justus 

Heurnius:een bijdrage tot de geschendnis des Christendoms in Nederlands Oost Indie 》

Nijkerk:C.C.Callenbach.1897.p.317 
88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王瑞徵譯，〈荷蘭人對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1659 年中南部視察報告為

中心而述〉，《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頁 111-131。 

89 同註 11，頁 451。 

圖三：古荷語/新港語（右） 

對照的《馬太福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8E%E5%B0%BE%E5%A3%9F%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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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管是主張當地語言或荷語教學，雙方顯然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學好一種語言。

如果以殖民同化的角度來看，推動荷語在臺灣實施的成效是失敗的。但如果是跟荷蘭

其他同時期的海外殖民地比起來，臺灣算是具有較佳的推動條件(缺乏共通語)，所以

荷蘭殖民下的臺灣也是荷語政策推行成效較佳的地方。
90
這也讓荷蘭東印度公司 1690

年在殖民地錫蘭仿照臺灣，成立荷語和當地語言進行雙語教學的神學院91，複製這個

「臺灣經驗」。 

六、結語 

荷蘭人來自西方，人種外表都不同於亞洲的中國與日本，語言文字使用羅馬字母

系統，非漢語系統。雖然從地理上而言，中、日都有地利之便取得統治臺灣的先機，

但是卻是由荷（西）打開了臺灣歷史的序幕。這段歷史讓後來以漢人為主的臺灣社會

總是以外族、異邦的角度來看待荷蘭的統治，如果以臺灣原住民的角度來看，荷蘭、

明鄭到清朝一樣都是外來的政權。統治最久，族群人數最多的漢民族形塑了臺灣成為

一個以漢文化為主的社會。但是不能忽視的是臺灣社會呈現的多元特性，其中多語是

臺灣社會最重要的特徵。 

對任何的殖民者而言，語言同化絕對是殖民政策裡最重要的手段。荷蘭在殖民地

的荷語推動未顯強勢，各地成效不一。荷治臺灣時期以「基督教化」為最高目標，行

政當局消極的殖民統治對比教會牧師積極的傳教熱誠，呈現初期政教不同調的語言政

策發展，教會因為傳教而具體推動了語文學習，從立文字、設學校、規畫課程、教材

編輯、雙語的教學、培養在地師資，呈現完整的語文教育內容。隨著殖民統治穩定後，

行政當局與教會開始有「推動荷語」的殖民同化政策出現。但是面對臺灣多語的現實，

始終陷於「語言選擇」的困境，以及政教對立、教會紛爭的人力耗損當中，讓殖民同

化的語言政策成效不彰。 

經過本文分析梳理，讓我們清楚看到 300 多年前的臺灣社會，首次體驗了文字與

書寫，最早的（非漢系統）語文教育起點，但也初嘗到殖民霸權的語言壓迫，所幸當

局的推動力道不強，並未消滅臺灣的本土語言。也看到宗教教化與語文教育的推動措

                                                     
90 同註 38，頁 95。 
91 同註 18，頁 12。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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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透過牧師們的努力耕耘，留下許多珍貴史料，讓臺灣信史首部曲是如此的精采豐

富。短短 38 年的荷蘭統治，這個「臺灣經驗」值得後人繼續深究，因為歷史的最大功

用就是鑑往知來，相信本文探究的「荷治時期的語言政策」論題，可以提供給一直都

是多元多語的臺灣社會，在面對語言（政策）相關議題時的參考或者是借鏡。 

  



 

 

 

 

 周美香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六期 

146 

參考書目 

近代論著 

以‧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 年）。 

英‧蘇‧賴特著，陳新仁譯，《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從民族主義到全球化》（北京：商

務印書館，2012 年）。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著，章璐等譯，維舟校，《語言帝國-世界語言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  

甘為霖著，李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臺北：前衛初版社，2003 年）。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臺北：臺灣書房，2011 年）。 

李正隆，《臺灣基督教史》（臺北：天恩出版，2009 年）。 

李勤岸，《語言政策和語言政治》（臺南：真平企業，2003 年）。 

林玉体，《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2003 年）。 

施正鋒，《語言政治與政策》（臺北：前衛出版，1996 年）。 

翁佳音，《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新北市：稻鄉初版社，2008 年）。 

袁辰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2000 年）。 

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0 年）。 

楊亮功，《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商務出版，1978 年）。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 

蔡芬芳，《比利時語言政策》（臺北：前衛出版，2002 年）。 



 

 

 

 
荷治時期（1624-1662）臺灣的語言政策演變與影響 

 

147 

期刊論文 

賴永祥，〈明末荷蘭宣教師編纂之蕃語文獻〉，《臺灣風物》第 15 卷第 3 期（1965 年），

頁 61-70。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

進〉，《臺北文獻》直字 125 期（1998 年），頁 81-119。 

興瑟（W.Ginsel），翁佳音譯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教育事工〉，《臺灣文獻》

第 51 卷第 4 期（2000 年），頁 33-57。 

張耀宗，〈本土化 VS.荷蘭化―荷蘭時期臺灣教會的語言使用〉，《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2005 年），頁 83-99。 

黃秀仍，〈荷據時代臺灣原住民語言政策及教育〉，《遠東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5

年），頁 49-55。 

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7 期（2008 年），頁 1-35。 

高新建、邱緗伶，〈荷治時期 1624-1662 課程相關政策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 55

輯第 1 期（2009 年），頁 1-23。 

熊南京、李芳蘭、李雪强，〈荷蘭殖民统治者對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政策及其對語言生態

的影響〉，《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2 卷 1 期（2010 年），頁 76-81 。 

張孝慧，〈基督新教與西拉雅族的第一次接觸：論荷蘭亞米紐斯主義者在福爾摩莎的傳

教事工（1627-1643）〉，《文化研究》第 13 期（2011 年），頁 129-162。 

邱馨慧，〈從近代初期季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

緒〉，《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 1 期（2013 年），頁 1-46。 

張耀宗，《臺灣原住民教育史研究―從外來者的殖民教化談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 

熊南京，《二戰後臺灣語言政策研究 1945-2006》（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語言文學系博

士論文，2007 年）。 

周子揚，《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與平埔族聚落關係之研究―以馬賽人村社為例》（臺北：

政治大學大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查 忻，《荷蘭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年博

士論文，2012 年）。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P20090918025?IssueID=20100518002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r.ntcu.edu.tw:8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2805?IssueID=201304230013


 

 

 

 

 周美香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六期 

148 

李雄揮，〈臺灣歷史各時期語言政策之分析比較〉，《語言人權語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東：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2004 年）。 

林昌華，〈殖民背影下的宣教一一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師與西拉雅族〉《平

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334-364。 

- - -.〈17 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營運中心「巴達維亞」-該城在歐亞基督教聯絡關

係中的角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9 年）。 

- - -.〈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Marcus Masius 牧

師（1655-1662）的淡水與雞籠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臺北：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籌備處，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與圖像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03 年）。 

網路資料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http://www.ianthro.tw/p/89 )，2015.12.19 檢索。 

文教臺灣，(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3937 )，2015.12.19 檢索。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 )，2015.12.19

檢索。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http://www.laijohn.com/PCD-M/PCD-M%20Contents.htm)，

2015.12.19 檢索。 

荷蘭 Utrecht 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dspace.library.uu.nl/handle/1874/40014 )，2016.01.10 

檢索。 

  

 

 

 

 

http://www.ianthro.tw/p/89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3937
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2014.07.27
http://www.laijohn.com/PCD-M/PCD-M%20Contents.htm
http://dspace.library.uu.nl/handle/1874/40014


 

 

 

 
荷治時期（1624-1662）臺灣的語言政策演變與影響 

 

149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aiwan’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1624-1662) 

Mei-hsiang Chou*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call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aiwan from the first stage, 38 years of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by analyzing 

from the emerging social linguistics perspectives and also observing colonial linguistic 

angles.  By observing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movement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language policies will be conducted; the reasons underneath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onflicts will also be analyzed.  From these, one will be able to 

summarize the impacts of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ation.  By analyzing the three areas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aiwanese-Dutch colonial experience, one 

can clearly state that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polic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have formed and preserved valuable language and teaching materials.

“Language”has a central position in education, and  which language is used as a 

teaching language, in fact, is the first problem encountered in language policy.  The 

colonists us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olicie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language ecology. 

Even those in power achieve or safeguard their ruling superior position by using the same 

mean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we expect to find references from 

our experience of history, which can be used for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on policy 

formation in related issues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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