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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分析 

 
 
本章為調查結果分析，檢驗布農族人在語言能力、語言使用、語言態度及對

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以量化的問卷結果探求普遍性的分佈情形，並佐以訪談結

果探討其背後的理由。 
本論文分析根據問卷設計的兩個社會變項分三小部份討論，依序為整體結

果、依年齡層、以及依教育層。並根據對四類對象的訪談，包括學校行政人員、

母語教師、家長和學生，對問卷結果作分析探討。 
 
4.1 語言能力 
 本節分三部分討論受試者之國語與布農語的語言能力結果，依序為整體結

果、依年齡層以及依教育層。 
4.1.1 整體 
這一小節討論整體受試者的語言能力。因過去五十多年來國語政策的成功推

行，造成國語之外其它語言的衰退，因此本論文假設布農語的語言能力在衰退

中，布農族人的國語能力高於布農語能力。表 4.1顯示整體受試者的布農語和國
語能力。 

 
表 4.1：整體受試者的語言能力 

語言 
受試者 

布農語 國語 T-test 

整體受試者 4.53 4.56 .559 
  
表 4.1顯示，整體受試者的布農語能力和國語能力沒有顯著差異（P=.559），

意即整體布農族人在布農語和國語的能力上呈現並行的狀態。根據訪談，多數受

訪者均表示，老一輩的布農族人多具有流利的母語能力，但由於在光復前尚未推

行國語教育，因此 60歲以上的布農族人不一定有流利的國語能力；40歲以下的
年輕人則反之，他們擁有流利的國語能力，但不一定有流利的布農語能力；介於

之間的中生代則大多持有流利的雙語能力。因此，以整體受試者來看，其布農語

和國語的能力並無顯著差異，顯示布農語與國語處於並行的狀態。 
4.1.2 依年齡層 
受到國語政策的影響，接受國語教育的低年齡層布農族人因在學校規定必須

使用國語，一般都具有流利的國語能力，但相對地因減少其母語的使用，而間接

影響到他們母語能力的流利度。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因從小接觸的母語環境使他



 38

們一般都擁有流利的母語能力，而部分的高年齡層族人則因不曾接受國語教育，

所以不一定有流利的國語能力。因此本論文假設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的布農語能

力優於其國語能力，而低年齡層則相反，國語能力高於布農語能力。另外，在布

農語能力方面，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高於低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反之，國語能力

則是低年齡層高於高年齡層。表 4.2結果描述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之國語與母語

的能力。 
 

表 4.2：不同年齡層受試者的語言能力（”*”表示 P<.05） 
          語言 
年齡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4.87 4.31 .000* 
低年齡 4.22 4.79 .000* 
Anova .000* .000*  

 
從上表顯示，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其布農語能力顯著高於國語能力

（P=.000）；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呈現相反的結果，其國語能力顯著高於其布農

語能力（P=.000）。另外，從語言的角度來看，在布農語方面，高年齡層的受試

者能力高於低年齡層受試者；反之，在國語方面，低年齡層受試者的能力高於高

年齡層受試者。 
 依據訪談的結果得知，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大部分因未受學校教育，因此

不一定擁有流利的國語能力。在母語能力方面，因從小接觸的母語環境使他們一

般都擁有流利的母語能力。而低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則大多都在國語教育下成

長，因此國語能力都相當地流利。至於其母語能力，因受國語環境的影響，呈現

衰退的趨向，因此呈現出國語能力高於母語能力的情形。 
4.1.3 依教育層 
 國語政策的推行，學校為實施最徹底的地方，學校教育時間的長短，影響其

接觸國語的時間，進而影響其國語能力的高低以及母語能力的衰退與否。因此本

研究在教育層這個社會變項的假設為：高教育層受試者的國語能力高於布農語能

力；低教育層則相反。在語言方面，以布農語而言，低教育層會高於高教育層，

而國語能力，則是高教育層高於低教育層。表 4.3顯示兩個不同教育階層之受試

者的國語與母語能力。 
 

表 4.3：不同教育層受試者的語言能力（”*”表示 P<.05） 
語言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4.34 4.87 .000* 
低教育 4.74 4.23 .000* 
Anova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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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4.3，高教育層的布農族人其國語能力方面顯著高於其布農語能力

（P=.000）；低教育層的受試者則相反，其布農語能力顯著優於國語能力

（P=.000）。以語言方面而言，調查結果符合研究假設，在布農語能力上，高教

育層的受試者不如低教育層；國語能力則反之，高教育程度的國語能力較高。 
 根據訪談，多數受訪者表示，教育程度的高低確實影響著國語能力的提升與

母語能力的衰退。在學校裡，國語為唯一可以使用的語言，其它的語言則完全被

禁止，因此教育接受越多的人擁有越高的國語能力。相反地，由於母語的禁止使

用，教育程度越高的人母語能力也較容易下降。因此以布農語而言，高教育層高

於低教育層，國語情況則相反。同樣地，因國語教育的影響，在高教育層度的受

試者部分，呈現的結果為國語能力高於布農語能力，而低教育程度的母語能力則

優於國語能力。 
 
4.2 語言使用 
 此部分討論受試者在面對不同談話對象、談話主題、以及談話場合三個範疇

時對布農語和國語的語言使用情形。 
4.2.1 談話對象 
在談話對象部分，依親密性 (intimacy) 和同群性 (solidarity)分為兩大部

份，以測驗受訪者在面對不同親密性 (如家人、工作伙伴及陌生人等) 的談話對
象時的語言選擇。除此之外，受試者對同族人之間的同群性也是維持一個母語相

當重要的一個要素，因此，本研究也檢驗受試者在面對同族人、非族人以及當本

族人和非本族人同時在場時的語言選擇，以探討他們對母語及其族群的同群性。 
4.2.1.1 親密性 
 這一部份測驗談話對象的親密性是否影響受試者的語言選擇。問卷設計中將

受試者與談話對象之間的親密性依親疏程度分為四類，包括家人、朋友、工作/
學校伙伴和陌生人。在家人部分，又依世代的不同分為四代，分別為祖父母、父

母、兄弟姊妹及配偶以及孩子，以檢驗在家人這個範疇中布農族人跨代的語言選

用變化狀況。 
4.2.1.1.1 家人 
家人為親密性最高的一類談話對象，然而在面對家人時，隨著時間的變遷，

在面對不同世代的家人時，也會呈現不同的語言選擇情形。本論文假設受試者在

面對祖父母及父母時，因對方可能只有母語的能力，傾向選擇母語多於國語。而

面對同輩的親人，即兄弟姊妹和配偶，兄弟姊妹因皆為具有母語能力的同族人，

加上如果配偶亦為同族人，語言選擇的情形也會與面對長輩的相同，即布農語多

於國語。在面對孩子時的語言選用，因孩子的母語能力有限，則會轉向國語的使

用。單從布農語來看，其使用頻率在家人之間會隨著世代不同，從第一代（祖父

母）到第四代（孩子）逐漸下降，反之，國語使用率則隨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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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1.1 整體 
本節討論整體受訪者面對不同世代的家人時，對其母語及國語的語言選擇情

形，表 4.4呈現相關之語言使用狀況及統計結果。 
 

表 4.4：整體受試者面對不同世代家人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家人 

布農語 國語 T-test 

祖父母 2.79 1.34 .000* 
父母 2.68 1.59 .000* 
兄弟姊妹與配偶 2.44 1.94 .000* 
孩子 2.06 2.38 .001* 
Anova .000* .000*  

 
上表顯示皆與假設同，在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及配偶三代之間的語言選

擇，都是布農語使用率高於國語，並皆呈現顯著（P=.000）。在面對孩子時，則
呈現出相反的結果，國語的使用頻率高於布農語，且兩者之間亦達到顯著差異

（P=.001）。第二個假設結果也反映在表中，證實布農語的使用頻率確實從第一

代到第四代隨之下降，四者之間的平均使用率並達到顯著（P=.000），相反的情
形在國語使用率中呈現，隨著世代的下降，國語的使用頻率隨之上升，亦達到顯

著值（P=.000）。 
 在訪談的過程中，大部分受訪者均表示，在與祖父母交談時，祖父母多沒有

國語的能力，因此幾乎都偏向布農語的使用。而面對父母時，因他們母語流利度

較國語高，也多偏向使用布農語交談。在與同輩家人交談時，除非配偶為非本族

人，否則亦習慣使用母語，抑或國語母語各半。但在面對孩子時，因其學習環境

幾乎完全為國語，孩子的母語多半不流利，因此受試者在面對孩子的語言選擇也

多偏向孩子們熟悉的國語。此外，由於不同世代人有不同的語言能力，因此受試

者在面對不同母語能力的家人時，其母語使用率隨著世代變遷而呈現下降的情

形，國語的使用率則逐漸上升。 
4.2.1.1.1.2 依年齡層 
 本節討論年齡層對與不同世代的家人交談時其母語及國語的語言選擇的影

響。在年齡層方面，本論文假設在面對祖父母和父母時，高低年齡層的受試者都

一樣呈現布農語使用率高於國語的現象；但在面對兄弟姊妹/配偶和孩子時，高
年齡層的使用頻率仍是布農語多於國語，然低年齡層因大多為四十歲以下，母語

能力開始呈現下降，因此假設其語言使用頻率為國語高於布農語。兩個語言使用

頻率則隨著世代的下降呈現相反的結果，布農語的使用隨著第一代至第四代越趨

減少，而國語的使用則隨之增加。調查結果陳列於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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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不同年齡層面對不同世代家人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家人         年齡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97 1.16 .000* 
低年齡 2.62 1.51 .000* 

祖父母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92 1.29 .000* 
低年齡 2.47 1.85 .000* 

父母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69 1.65 .000* 
低年齡 2.18 2.25 .577 

兄弟姊妹 
與配偶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23 2.18 .698 
低年齡 1.86 2.62 .000* 

孩子 

Anova .001* .000*  
高年齡 2.77 1.50 .000* 
低年齡 2.32 2.01 .001* 

整體 

Anova .000* .000*  
 
從表 4.5的整體結果來看，在面對四類不同世代家人時，高年齡層的布農語

使用率皆高於低年齡層，且全部達顯著差異；相反地，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在國語

的使用上則全部高於高年齡層。兩個年齡層的受試者在面對整體家人的語言選

擇，都呈現相同的模式，即布農語使用高於國語，並均達顯著差異（高年齡層

P=.000；低年齡層 P=.001），意即在面對親密性最高的家人時，受試者不分年齡

層，布農語使用率均高於國語。此外，在面對祖父母和父母時，結果和假設同，

即兩個年齡層語言使用頻率皆為布農語大於國語。值得注意的是，低年齡層的布

農族人在面對兄弟姊妹及配偶時，兩個語言的使用頻率呈現不顯著差異

（P=.577）。另外，雖然如所預期，在與孩子交談時，低年齡層受試者的國語使

用率已經超過布農語，且達到顯著差異（P=.000），但是高年齡層受試者對兩種

語言使用率處於均衡的狀態下，未達顯著差異（P=.698）。 
 根據訪談，多數的受試者均表示，他們在面對家人時，仍習慣於布農語的使

用甚於國語，因此不分年齡層，在面對家人整體的結果，都是布農語多於國語的

使用狀況。此外，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表示，因其母語能力優於國語能力，因此

在面對家人時，都偏向選擇母語的使用，僅在面對母語能力較低的孩子時，不得

不轉向國語的使用，因此在面對孩子的語言選擇呈現母語國語並行的狀態。低年

齡層受試者則反之，部分受試者表示，除了在國語能力較低的祖父母和父母輩家

人，不得不選擇布農語之外，在面對同輩份家人時，就會開始轉向國語的使用，

而面對母語能力低落的孩子時，就只能轉移向國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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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1.3 依教育層 
 本節討論教育程度如何影響受試者對不同世代的家人交談的語言選擇情

形。在教育層上的假設，高低教育層的受試者在面對祖父母和父母時，都一樣呈

現布農語使用率高於國語的現象；但在面對兄弟姊妹/配偶和孩子時，低教育層
的布農語使用頻率仍是高於國語，而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則轉向國語的使用。兩個

語言使用頻率則隨著世代的下降呈現相反的結果，布農語的使用隨著第一代至第

四代越趨減少，而國語的使用情形則反之。表 4.6呈現量化調查的結果。 
 
表 4.6：不同教育層受試者面對不同世代家人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家人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2.72 1.50 .000* 
低教育 2.85 1.18 .000* 

祖父母 

Anova .027* .000*  
高教育 2.55 1.81 .000* 
低教育 2.82 1.36 .000* 

父母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2.22 2.27 .737 
低教育 2.65 1.66 .000* 

兄弟姊妹 
與配偶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82 2.76 .000* 
低教育 2.27 2.05 .080 

孩子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2.39 2.02 .000* 
低教育 2.68 1.50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從上表整體結果顯示，在面對四類不同世代家人時，低教育層的布農語使用

率皆高於高教育層，且全部達顯著差異；而高教育層的國語使用率全部大於低教

育層，無論面對那一個世代的家人。兩個教育層的受試者在面對整體家人的語言

選擇，都呈現相同的模式，即布農語使用頻率高於國語，並均達顯著差異

（P=.000），意即在面對親密性最高的家人時，受試者不分教育層，布農語使用

率均高於國語。此外，在面對祖父母和父母時，結果和假設同，即兩個教育層語

言使用頻率皆為布農語大於國語；僅在面對兄弟姊妹及配偶時，高教育層在兩個

語言的使用上，呈現不顯著差異（P=.737）；而在與孩子交談時，高教育層的國
語使用率已超過布農語，達到顯著程度（P=.000），然低教育層則尚維持在兩種

語言使用率平均的狀態下，不達顯著差異（P=.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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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訪談的過程中，教育程度較高的布農族人表示，因其長期在學校教育受的

國語影響，除了在面對國語能力較低的祖父母和父母輩家人時，不得不選擇布農

語之外，在面對同輩家人時，就會開始轉向國語的使用，而面對母語能力不佳的

孩子時，就更習慣轉移向國語的使用。低教育層的受訪者為國中以下，還有多數

四十歲以上的受試者未曾接受過國民教育，多為不識字或自修習得部分的國語，

因此在面對四代的家人時，因國語能力的限制，多傾向選擇使用母語。 
4.2.1.1.2 不同親密性 
 在這一部份，為測驗親密性對於受訪者的語言選擇之影響，依據受試者與談

話對象之間的親密性的親疏程度，分為四類討論：家人、朋友、工作/學校伙伴
以及陌生人。家人包括四代，工作伙伴為上司、同事及屬下員工，學校伙伴則包

含老師和同學。 
 本論文假設，不分年齡層或教育程度，受試者的布農語使用均會隨著親密性

的下降而減少，反之國語使用率則會隨著親密性下降而增加。在家人部分假設不

分年齡層或教育層，均會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在朋友這一類對象，低年齡層和

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因其語言能力的限制，會轉向國語的使用多於母語。而面對親

密性較低的後兩類對象（即工作伙伴/學校伙伴及陌生人），則不分年齡或教育程

度，國語的使用頻率均高於布農語。 
4.2.1.1.2.1 整體 
 此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在與不同親密性對象交談時的語言選擇情形。本論文

假設受試者的布農語使用均會隨著親密性的下降而減少，反之國語使用率則會隨

著親密性下降而增加。在家人部分假設會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在朋友部分則會

轉向國語的使用多於母語。而面對親密性較低的後兩類對象：工作/學校伙伴及
陌生人，會傾向選擇國語的使用，國語多於布農語。量化調查結果陳列於表 4.7。 
 
表 4.7：整體受試者對不同親密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布農語 國語 T-test 

家人 2.53 1.77 .000* 
朋友 2.24 2.30 .447 
工作/學校伙伴 1.45 2.73 .000* 
陌生人 1.32 2.74 .000* 
T-test .000* .000*  

 
表中呈現的結果與以上所提之假設符合，在家人的語言使用頻率，布農語高

於國語，且達顯著（P=.000）。在面對朋友的部分，布農語和國語的使用率相當，

其間的差異值不達顯著（P=.447）。而在與後兩類親密性較低的對象（工作/學校
伙伴和陌生人）交談時，國語使用頻率均多於布農語。此外，整體受試者的對四

種對象的布農語使用，其頻率隨著親密性下降而隨之減少，兩兩之間皆呈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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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P=.000）。國語的情況則反之，隨著談話對象的親密性下降而增加其使用

率，四類談話對象間的使用率，除了工作/學校伙伴與陌生人不顯著外（P=.055），
其餘兩兩之間差異均達顯著（P=.000）。 
根據訪談結果得知，多數受試者均表示，母語是表達他們情感最佳的溝通工

具，因此在面對最親密的家人時很自然地會使用母語。好朋友，對受試者來說，

也許是在學校或工作環境中認識的，不一定為本族人，面對非族人的朋友，他們

會選擇國語，使得在朋友這個選項中母語與國語的使用頻率幾乎是一致的。而在

學校裡，幾乎所有的人都被迫使用國語，加上國語大都被認為是較高地位的人 
(如老師、老闆等) 所使用的語言，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面對學校伙伴 (包括老師

與同學) 及工作伙伴 (包括上司與同事)，國語的使用頻率都超過布農語。而加上

國語運動在山地鄉的成功推行，國語已經變成原住民的共通語言，因此在面對親

密性最低的對象時 (如陌生人) 時，受訪者幾乎完全使用國語。國語的使用對布
農族人而言，一方面為了避免受處罰 (學校裡)17，一方面為了確保可以互相溝通 
(陌生人)。 
4.2.1.1.2.2 依年齡層 
 本論文假設，在面對所有親密性談話對象時，高年齡層受試者的母語使用均

會多於國語，而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呈現相反的使用情形。在家人部分假設高低

年齡層受試者均會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但在朋友這一類對象，高年齡層受試者

因母語能力較佳，因此仍會維持母語的使用多於國語。但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因

其母語能力有限，會轉向國語的使用多於母語。而面對親密性較低的後兩類對

象：工作/學校伙伴及陌生人，則不分年齡層，都會選擇國語的使用，國語多於

布農語。表 4.8顯示兩個年齡層的受訪者對不同親密性談話者的語言選擇情形。 
 
 
 
 
 
 
 
 
 
 
 
 
 
 
 
                                                 
17 1965 年 6月 10日臺灣省政府「國語運動加強計畫」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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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不同年齡層面對不同親密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年齡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77 1.50 .000* 
低年齡 2.32 2.01 .001* 

家人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48 2.00 .000* 
低年齡 2.02 2.56 .000* 

好朋友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1.58 2.60 .000* 
低年齡 1.34 2.81 .000* 

工作/學校 
伙伴 

Anova .003* .001*  
高年齡 1.46 2.61 .000* 
低年齡 1.20 2.87 .000* 

陌生人 

Anova .001* .000*  
高年齡 2.34 1.94 .000* 
低年齡 1.89 2.40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上表結果與基本假設同，整體結果顯示在面對所有親密性談話對象時，高年

齡層受試者的母語使用均會多於國語，而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呈現相反的使用情

形。面對家人時，不分年齡層，布農語使用均多於國語，且達顯著差異（高年齡

層 P=.000，低年齡層 P=.001）。在面對好朋友時，高年齡層尚維持在母語多於國

語，低年齡曾受試者則已經轉向國語多於母語，並達到顯著值（P=.000）。而與
親密性較低的工作/學校伙伴及陌生人交談時，則不分年齡層，完全轉向國語的

使用，皆達顯著值。以年齡層這個社會變項來看，高年齡層的布農語使用頻率無

論在面對那一類親密性談話對象時，都高於低年齡層，而低年齡層則在國語使用

的頻率上，不分對象，均大於高年齡層。兩邊在四類對象的布農語和國語使用的

差異，均達到顯著。 
根據訪談，布農語之所以轉移至國語，大部份來自於國語政策的深遠影響。

其中，母語使用的轉移在低年齡層的布農族人中最為明顯，因為國語已成為原住

民的共同溝通工具，加上低年齡層的國語能力本來就較母語能力流利，因此，他

們在面對不會說布農語的談話對象時，自然會選擇國語。而高年齡層的布農族

人，部分受試者雖然因當時環境的限制，免於國語教育的影響，幾乎都可以常常

使用母語，但在面對非布農族人的陌生人、工作伙伴等時，仍然必須學習說簡單

的國語。 
4.2.1.1.2.3 依教育層 
本節討論教育程度對布農族人在與不同親密性談話對象交談時的語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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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本論文假設，在面對所有親密性談話對象時，低教育層受試者的母語使用均

會多於國語，而高教育層受試者則呈現相反的使用情形。在家人的假設為高低教

育層受試者均會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但在朋友這一類對象，低教育層受試者因

母語能力較佳，仍會使用較多的母語甚於國語。但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則因其母語

能力有限，會轉向國語的使用多於母語。而面對親密性較低的後兩類對象：工作

伙伴/學校伙伴及陌生人，則不分教育層，都會選擇國語的使用多於布農語。表

4.9描述兩個教育層的受訪者對不同親密性之談話者的語言使用情形。 
 
表 4.9：不同教育層面對不同親密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2.39 2.02 .000* 
低教育 2.68 1.50 .000* 

家人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2.06 2.62 .000* 
低教育 2.46 1.94 .000* 

好朋友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39 2.83 .000* 
低教育 1.53 2.56 .000* 

工作/學校 
伙伴 

Anova .078 .000*  
高教育 1.25 2.91 .000* 
低教育 1.42 2.54 .000* 

陌生人 

Anova .033* .000*  
高教育 1.94 2.42 .000* 
低教育 2.28 1.93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整體結果顯示在面對所有親密性談話對象時，低教育層受試者呈現的語言使

用模式為母語多於國語，而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則相反，國語使用多於母語，並均

達顯著差異（P=.000）。從與談話者之間的親密性來看，母語和國語的使用情形

跟年齡層的相似，母語最常被使用與親密性較高的人，如家人、和好朋友；國語

則大部份被使用在與親密性較低的人身上，如工作伙伴/學校伙伴、陌生人。但
不管在面對那一種人，低教育層的母語使用頻率均比高教育層的人高，而高教育

層的人則在國語的使用率上均高於低教育層者，且皆達顯著（P=.000）。僅在面
對工作伙伴/學校伙伴談話者時，兩個教育層的受試者在布農語的使用率上呈現

不顯著差異（P=.078），使用頻率均一致性地低。 
 如同先前在討論年齡層時所提，國語政策是造成布農語衰退的主要原因，而

當時的國語運動在教育系統的推行又最為徹底，因此教育程度的影響顯而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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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受訪者均表示，過去在學校裡，國語是為一被准許使用的語言，母語完全被

禁止使用，形成高低雙語現象，國語是高語言，母語則成了低語言。因此在學校

及外面工作場合幾乎都要使用國語，在面對不具布農語能力的陌生人時，不分教

育層，也都要使用國語來溝通。教育是影響語言政策的一個重大因素。 
4.2.1.2 同群性 
 這部份討論同群性對布農族人語言選擇的影響，檢驗他們面對本族人、非本

族人、以及本族人和非本族人都在場時的語言使用情形。 
4.2.1.2.1 整體 
本節討論整體受訪者面對不同同群性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因受同群性

的影響，本研究預測布農族人在面對本族人的時候會比對非本族人使用較多的母

語，而在本族人和非本族人同時在場時，因考量非本族人的語言能力，以及為達

溝通功能，國語的使用頻率會高於布農語。表 4.10 呈現整體受訪者對不同同群

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 
 

表 4.10：整體受試者對不同同群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布農語 國語 T-test 

本族人 2.62 1.93 .000* 
本族和非本族人

同時在場時 
2.03 2.44 .000* 

非本族人 1.19 2.78 .000* 
整體 1.94 2.38 .000* 
T-test .000* .000*  

 
結果顯示呈現兩階的語言使用模式。在面對本族人時，整體受試者的布農語

使用多於國語，並達到顯著（P=.000）。而面對非本族人和當兩種對象都在場時，

國語使用頻率大於布農語，亦達到顯著差異（P=.000）。而三種對象兩兩之間的

布農語和國語使用也都呈現顯著差異（P=.000）。其中，在面對本族人時，布農
語使用頻率最高；與非本族人交談時最低；當本族人和非本族人都在場交談時，則

居中。至於國語的使用則呈現相反的情形，以面對非本族人時使用頻率最高，次

之為本族人和非本族人都在場時，最低為和本族人交談時。 
 依部分受試者表示，當面對本族人和非本族人都在場時，因必須考量對方的

語言能力，無法使用布農語溝通，因此只要面對非本族人，大多會轉向國語的使

用。然而與本族人交談時，他們就會習慣使用母語。 
4.2.1.2.2 依年齡層 

此部分討論年齡對受訪者面對不同同群性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在年齡

層上的假設為面對本族人時，布農語使用會高於國語，而面對分本族人和當本族

人和非本族人同時在場時則反之。不同的是，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因有較高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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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語能力和同群性，其布農語的使用頻率在與三種對象交談時，都會高於低年齡

層；而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會在國語使用頻率上皆高於高年齡層。量化結果陳列

如表 4.11： 
 

表 4.11：不同年齡層受試者面對不同同群性談話對象的語言選擇（”*”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年齡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82 1.62 .000* 
低年齡 2.44 2.19 .015* 

本族人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24 2.34 .357 
低年齡 1.82 2.51 .000* 

本族人和非本

族人同時在場

時 Anova .000* .036*  
高年齡 1.27 2.64 .000* 
低年齡 1.13 2.90 .000* 

非本族人 

Anova .031* 000*  
高年齡 2.11 2.20 .211 
低年齡 1.80 2.54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從表 4.11結果顯示，整體來看，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在兩個語言的使用上是

相當的，彼此之間的差異不達顯著（P=.211），而低年齡層則明顯地國語大於母

語（P=.000）。在面對本族人時，高低兩年齡層的布農語使用都高於國語的使用，

且皆達成顯著差異（高 P=.000，低 P=.015）。而面對非本族人時，兩者則都呈現

國語使用頻率高於布農語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當本族人和非本族人都

同時在場時，高年齡層受試者的兩個語言使用頻率是平均的，不達顯著差異

（P=.357），而低年齡層受試者的國語使用頻率仍顯著高於布農語的使用頻率

（P=.000）。 
根據訪談，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因受其語言能力影響，因此，當兩類對象同時

在場時，他們會跟同族人使用布農語，而與非本族人使用國語，因此他們在這一

題的使用頻率呈現相當的情形。而多數低年齡層受試者則為身，加上考量對方不

會說布農語，會導致無法溝通的困難，因此多傾向轉向國語的使用。在面對同為

本族人時，不分年齡層，都認為使用母語較為習慣，也較能拉近彼此之間的距離，

並溝通情感，而面對非本族人時，則因對方不會說布農語，沒有選擇，只能使用

國語與之溝通。 
4.2.1.2.2 依教育層 
此部分討論教育程度對受訪者面對不同同群性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形。教

育層的假設和年齡層類似，因低教育層受試者擁有較流利的布農語能力和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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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性，在布農語的使用頻率上，不分對象，都會高於高教育層受試者；而高教

育層的受試者則會在國語使用頻率上皆高於低教育層的受試者。表 4.12 呈現量

化調查的結果。 
 
表 4.12：不同教育層面對不同同群性之談話對象的語言選擇（”*”表示 P<.05） 
                     語言 
談話對象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2.51 2.25 .006* 
低教育 2.75 1.58 .000* 

本族人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83 2.67 .000* 
低教育 2.24 2.18 .577 

本族人和非本

族人同時在場

時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13 2.89 .000* 
低教育 1.27 2.56 .000* 

非本族人 

Anova .022* .000*  
高教育 1.79 2.60 .000* 
低教育 2.09 2.15 .560 

整體 

Anova .000* .000*  
 
整體來看，低教育層的兩個語言使用是相當的，彼此之間的差異不達顯著

（P=.560），而高教育層則明顯地國語大於母語（P=.000）。與年齡層的呈現結果

類似，低教育層的受試者因擁有較佳的布農語能力，因此在面對本族人和非本族

人都同時在場的情形時，其兩個語言之使用是平均的，不達顯著差異（P=.577）。
在面對本族人時，高低兩年齡層的布農語使用都高於國語的使用，且皆達成顯著

差異（前者 P=.006，後者 P=.000）。而面對非本族人時，兩者則都呈現國語使用

頻率高於布農語的情況。 
訪談結果顯示，低教育層的受訪者多為高年齡層，因此他們的看法多為一

致。面對本族人時習慣且喜歡使用母語；當兩類對象同時在場時，他們會跟同族

人使用布農語，而與非本族人使用國語，因此他們在這一題的使用頻率呈現相當

的情形。而多數高教育層則和低年齡層受試者重疊，他們一方面母語能力較國語

能力低，一方面因考量對方的語言能力，在面對非本族人和兩者對象都在場時，

會導致無法溝通的困難，因此多傾向轉用國語；但面對本族人時，則仍習慣使用

母語溝通。 
4.2.1.3 親密性和同群性的討論 
 此部分比較布農族人對不同親密性和同群性的談話者所做的語言選擇，以檢

驗親密性與同群性對布農族人的語言使用情形有何不同影響。 
 本論文假設同群性對布農族人語言選擇的影響會大於親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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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年齡層和教育層的假設則為，對高年齡層和低教育層的布農族人而言，同

群性對布農語選擇的影響較大，而低年齡層和高教育層則反之，同群性對其國語

的選擇與否較有影響力。 
 
4.2.1.3.1 整體 
 本節討論親密性和同群性對整體受訪者面對不同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情

形，表 4.13描述問卷量化的結果。 
 
表 4.13：整體受試者在親密性和同群性影響下之語言使用的比較（”*”表示 P<.05） 

語言 
因素 

布農語 國語 T-test 

親密性 2.10 2.18 .140 
同群性 1.94 2.38 .000* 
T-test .000* .000*  
  
表 4.13顯示，在親密性部分，兩個語言使用頻率相當，未達顯著差異

（P=.140）；而同群性部分，則國語使用頻率顯著高於布農語（P=.000）。以布農
語而言，面對依親密性劃分的談話對象，使用頻率大於以同群性劃分的談話對象

（P=.000）；而國語方面，則呈現相反的狀況，面對依同群性劃分的談話對象，

使用頻率大於以親密性劃分的談話對象（P=.000）。 
 結果的呈現並不能完全顯示其中的內容，以同群性而言，受訪者的語言使用

在其中兩類對象（非本族人、以及本族人與非本族人同時在場時）時，都因為對

方不會說布農語，而必須選擇國語，因此使用頻率呈現為國語高於布農語的情

形。在親密性部分，具有布農語能力的談話對象較多（如家人、同族朋友等），

因此其布農語使用大於依同群性劃分的談話對象。但單以親密性來看，兩個語言

的使用頻率未達顯著差異（P=.140），此結果顯示親密性對受試者在語言使用的
影響並不明顯。 
4.2.1.3.2 依年齡層 

本節討論不同年齡層布農族人在不同親密性和同群性影響下的語言使用情

形。 
表 4.14：不同年齡層在不同親密性和同群性影響下的語言使用（”*”表示 P<.05） 
社會因素    年齡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34 1.94 .000* 
低年齡 1.89 2.40 .000* 

親密性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11 2.20 .211 
低年齡 1.80 2.54 .000* 

同群性 

Anova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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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顯示，在面對親密性部分的談話對象，高年齡層的布農語使用仍高於國

語，達顯著（P=.000）。但面對同群性談話對象時，兩個語言使用頻率相當，不

達顯著（P=.211）。而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則在面對兩類談話對象時皆呈現國語使

用高於布農語的現象，並全部都達顯著差異（P=.000）。從語言角度來看，兩個

年齡層的受試者在面對以親密性之談話對象時，布農語使用頻率都高於在面對以

同群性劃分之對象。而國語則呈現相反的情況，國語的使用率在面對同群性談話

對象時比在面對親密性對象高。從表中看親密性和同群性的影響，對高年齡層的

布農族人而言，似乎是親密性對選擇布農語的影響較大，而同群性對選用兩個語

言的影響則不達顯著差異；而低年齡層受試者則在面對兩類對象時都顯示國語高

於布農語的情形。 
 然而從訪談得知，以同群性而言，是因受訪者的語言使用在其中兩類對象（非

本族人、本族人與非本族人同時在場時）時都因為對方不會說布農語，而必須選

擇國語，因此使用頻率呈現為國語高於布農語的情形，但在高年齡層因其習慣母

語的使用與國語的不熟悉，因此仍維持住兩個語言的平衡（P=.211）。而低年層

則不分親密性部分或同群性部分，因受限於本身母語能力的問題，皆呈現國語使

用高於布農語使用。 
4.2.1.3.3 依教育層 
此部分討論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試者面對親密性和同群性下使用布農語與國

語的頻率差異比較。表 4.15陳列量化的比較結果。 
 

表 4.15：不同教育層在不同親密性和同群性下影響的語言使用（”*”表示 P<.05） 
                   語言 
因素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1.97 2.41 .000* 
低教育 2.28 1.93 .000* 

親密性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79 2.60 .000* 
低教育 2.09 2.15 .560 

同群性 

Anova .000* .000*  
 
 上表顯示對低教育層的受試者而言，因大部分皆亦為高年齡層受試者，因此

在兩個語言的使用頻率上與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同，即在親密性部分布農語使用高

於國語，然在面對同群性談話對象時，因對方多為不具布農語能力的非本族人，

而必須選擇國語的使用，然低教育程度的受試者在這部分仍維持兩個語言的平均

使用（P=.560）。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則與低年齡層受試者使用此二語言的頻率結

果同，無論面對那一類談話對象，皆是國語多於布農語。在語言層次上，布農語

的使用則是低教育層多於高教育層，而國語的情形則完全相反，這兩者皆呈現顯



 52

著差異（P=.000）。 
 因此，同前面所述，從訪談中得知，受試者是因受限於談話對象的語言能力，

必須做國語使用的選擇，而非親密性或同群性的影響。  
4.2.2 談話主題 
 談話主題正式程度的不同，影響語言使用的選擇，這部分依正式程度由低到

高分為三類：日常生活事物、社會議題、專業知識。本論文假設談話主題正式程

度越高者，越傾向國語的使用，例如討論專業知識時。反之，正式程度越低的話

題，受試者越容易使用正式程度較低的布農語。而受於語言能力的限制，低年齡

層和高教育層的受試者使用國語的頻率皆會高於使用布農語的頻率。而高年齡層

和低教育層的受試者，在談論日常生活事物時，仍以布農語使用為主，但在討論

正式程度較高的社會議題或專業知識時，會轉向國語的使用。 
4.2.2.1 整體 
 這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對三種不同正式程度的談話主題時的語言使用情

形，量化結果如表 4.16所示。 
 
表 4.16：整體受試者對不同談話主題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主題 

布農語 國語 T-test 

日常生活 2.36 2.12 .002* 
社會議題 1.98 2.44 .000* 
專業知識 1.91 2.47 .000* 
整體 2.09 2.32 .010* 
  
表中呈現結果與假設相同，除在談論日常生活事物時，布農語使用頻率高於

國語之外（P=.002*），在討論其他兩類正式程度較高的談話主題時，皆見國語使

用頻率顯著高於使用布農語頻率的情形。三類談話主題的比較，從兩兩 T-test比
較中得知，受試者在談論社會議題和專業知識時兩個語言使用頻率均無顯著差

異。布農語使用的頻率相當（P=.379），國語的使用頻率也是均勢（P=.377）；顯
著差異僅出現在正式程度最低的日常生活事物與其他兩者之間，且呈現顯著差異

（P=.000）。 
從訪談中，依多數受試者意見得知，布農族人即使在談論不同話題時，語言

的選擇仍然以談話對象身份來決定的居多。因此，在討論日常生活事物時，因生

活周遭環境皆為布農族人，因此習於母語的使用，在討論專業知識話題，如工作、

教學等，因對象多為非本族人，因此必須選擇轉向國語的使用。社會議題亦然，

但如果討論的是為社會或新聞事件，因報導來自國語的描述，亦會偏向使用國

語。另一方面，社會議題和專業知識的部份，由於布農語詞彙不敷現代使用，如

環保、醫學專業名詞等，必須以國語取代之，因此在談論這類話題時，必須轉向

使用詞彙較多的國語。 



 53

 
4.2.2.2 依年齡層 
 這部分討論不同年齡層受試者在談論不同話題時的語言選擇狀況，調查結果

陳列於表 4.17中。 
 
表 4.17：不同年齡層受試者在談論不同話題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主題     年齡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62 1.80 .000* 
低年齡 2.12 2.35 .003* 

日常生活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33 2.12 .146 
低年齡 1.65 2.71 .000* 

社會議題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35 2.18 .456 
低年齡 1.51 2.71 .000* 

專業知識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45 2.03 .002* 
低年齡 1.77 2.59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從表中結果顯示，在談論正式程度最低的日常生活事物時，高年齡層受試者

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但在面對正式程度較高的社會議題及專業知識時，母語流

利度高的高年齡層則出現兩個語言使用相當的情形（社會議題，P=.146；專業知
識，P=.456）。低年齡層則是不論在談論那一類話題，皆為國語使用率高於布農

語。無論談論那一類話題，高年齡層受試者的布農語使用頻率均高於低年齡層受

試者，國語的使用情形則反之。 
訪談的結果亦顯示，布農族人即使在談論不同話題時，不分年齡層，主要都

是以談話對象身份來決定語言的選擇。年齡層出現差異，在於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本身母語能力的差距，因此對母語能力高的高年齡層而言，即使在討論正式程度

較高的話題（社會議題和專業知識）時，仍維持兩個語言使用的平衡，兩者之間

的差異不達顯著。但低年齡層則因其母語能力的不足，在討論三種話題時都呈現

國語使用高於布農語的情形。 
4.2.2.3 依教育層 
 此部分討論不同教育層在談論不同話題的語言選擇，調查結果陳列於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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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不同教育層受試者在談論不同話題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語言 
談話主題     教育層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2.17 2.44 .012* 
低教育 2.57 1.74 .000* 

日常生活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77 2.77 .000* 
低教育 2.20 2.07 .383 

社會議題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61 2.78 .000* 
低教育 2.24 2.12 .585 

專業知識 

Anova .001* .000*  
高教育 1.84 2.66 .000* 
低教育 2.34 1.98 .008* 

整體 

Anova .000* .000*  
 
整體結果顯示，無論談論那一類話題，低教育層的受試者母語使用頻率顯著

高於國語使用率（P=.008），反之，高教育層受試者的使用國語的頻率皆顯著高

於其母語使用頻率（P=.000）。教育層顯示結果與年齡層同，低教育層的受試者

因母語流利較國語能力高，因此在面對正式程度較高的社會議題及專業知識時，

出現兩個語言使用相當的情形（社會議題，P=.383，專業知識，P=.585），意指
國語的使用頻率已經跟布農語呈現競爭的狀態。低年齡層則是不論在談論那一類

話題，皆為國語使用率高於布農語。在談論正式程度最低的日常生活事物時，不

分教育層，皆選擇布農語多於國語。不論談話主題的正式程度，低教育層受試者

的布農語使用頻率均高於高教育層受試者，國語的使用情形則反之。 
訪談的結果亦顯示，布農族人即使在談論不同話題時，不分教育層，主要都

是以談話對象身份是否為本族人，以及受試者本身母語能力是否足夠來決定語言

的選擇。因此教育層的顯著差異皆出現在高教育層受試者，他們在討論三種話題

時都呈現國語使用高於布農語的情形，且全部達顯著差異。而母語能力較高的低

教育層，在討論正式程度最低的日常生活事物時，布農語使用高於國語，並達顯

著差異（P=.000），且即使在討論正式程度較高的話題（社會議題和專業知識）

時，仍維持兩個語言使用的平衡，兩者之間的差異不達顯著。 
4.2.3 談話場合 
這部分討論布農族人在不同談話場合時的語言使用情形，依正式程度高低分

為六類，分別為家裡、部落場合、學校場合、工作場合、公共場合以及商業場合。

部落場合包括上教會或廟宇時、部落開會時，以及部落祭典時，學校場合則又分

為學校上課與學校下課時，公共場合分公家機關與私人機關，而商業場合則包括

百貨公司與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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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假設國語的使用會隨著場合的正式程度而增加，而布農語的使用則會

隨之而下降。在家庭與部落場合兩類正式程度較低的場合中，布農語使用會多於

國語，在其他四類場合則會轉向國語的使用，國語使用率高於布農語。至於年齡

層和教育層的假設則，因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和低教育層之受試者因擁有流利之母

語能力，在前兩類（家庭、部落場合）場合中使用布農語的頻率會高於使用國語

的頻率。低年齡層和高教育層的受試者則反之。但在面對後四類正式程度較高的

場合時，則不分年齡層或教育程度，受試者都會傾向使用國語較多於布農語。 
4.2.3.1 整體 
 此部分討論整體受訪者在六類不同正式程度的場合中語言選擇的情形，量化

調查的結果陳列於表 4.19。 
 
表 4.19：整體受試者在不同場合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場合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部落場合 2.56 1.89 .000* 
家裡 2.47 2.06 .000* 
工作場合 1.70 2.58 .000* 
學校場合 1.38 2.75 .000* 
公共場合 1.38 2.72 .000* 
商業場合 1.26 2.81 .000* 
整體 1.76 2.52 .000* 
 
 從表 4.19，可以明顯地看出整體受試者僅在正式程度較低的兩個場合，即家

裡及部落場合，布農語使用頻率才高於國語，達到顯著差異（P=.000）。在其他
四個正式程度較高的場合中語言選擇的情況則完全相反，國語使用率高於布農

語，且全部達到顯著（P=.000）。但單以布農語來看，其使用頻率則分為三階，

受試者使用頻率最高的場合落在部落場合和家裡，其次為工作場合，最後為學校

場合、公共場合、及商業場合。 
 從訪談過程得知，大部分的受試者在家庭及部落場合中，因有其母語的環

境，和可以以母語交談之談話對象，因此多會傾向選擇較多的母語使用。在工作

場合中，部份受試者工作環境有較多使用母語的機會，如林班工作、部落雜貨店

等，因此受試者的母語使用頻率居中。但在正式程度較高的其他三類場合中，如

學校和公家機關，因規定必須使用國語，而較無選擇布農語使用的機會，所以會

呈現國語使用頻率高於母語的情形。 
4.2.3.2 依年齡層 
 此部分討論高低兩個年齡層在六類正式程度不同的場合中的語言選用情

形。表 4.20陳列量化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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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不同年齡層受試者在不同場合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場合         年齡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81 1.58 .000* 
低年齡 2.33 2.17 .134 

部落場合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70 1.73 .000* 
低年齡 2.28 2.34 .556 

家庭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1.95 2.36 .000* 
低年齡 1.49 2.77 .000* 

工作場合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1.48 2.64 .000* 
低年齡 1.31 2.84 .000* 

學校 

Anova .041* .003*  
高年齡 1.58 2.57 .000* 
低年齡 1.21 2.85 .000* 

公共場合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1.37 2.74 .000* 
低年齡 1.18 2.87 .000* 

商業場合 

Anova .005* .057  
高年齡 1.94 2.37 .000* 
低年齡 1.64 2.62 .000* 

整體 

Anova .000* .000*  
 
 由上表所示，高年齡層之受試者在前兩類場合中仍使用較多的母語，和國語

之間的差異達到顯著（P=.000）。然在低年齡層中，卻已經出現國語的使用與布

農語不相上下的情形，在家庭場合中，低年齡層國語使用率已經高於母語，雖未

達顯著差異（P=.556）；而在部落場合中，雖然低年齡層族人的母語使用仍多於

國語，但亦未達顯著差異（P=.134），顯示在這兩個場合中，低年齡層的母語使

用已開始呈現下降的趨勢，與國語形成競爭的狀態。在其他四個正式程度較高的

場合中，兩個年齡層皆為國語使用多於母語，且全部皆達到顯著差異。各語言分

別使用狀況，布農語的使用隨著場合的正式程度下降而減少，但部落場合的母語

使用已經多於國語；而國語的情形則反之，呈現增加的現象。另外，而高低年齡

層在兩個語言使用的差異，布農語使用率皆是高年齡層高於低年齡層，國語則是

低年齡層使用多於高年齡，除了在最後一類—商業場合。在商業場合中，兩個年

齡層的布農語和國語使用頻率皆呈現不顯著差異（布農語，P=.005，國語，
P=.057）。 
從訪談中，多數受訪者表示，談話對象的身份才是決定語言選擇的因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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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論在那一個場合中，有較多的布農語使用者交談的地方，就會傾向使用較多

的布農語，例如在家庭與部落場合中。而在其他四類正式程度較高的談話場合

中，除了工作場合之外（部份受試者工作在部落，有較多的母語使用機會），因

所見大多為不同族群的人，少有可以布農語交談的談話對象，因此必須選擇國語

作為溝通。而年齡層在不同場合的語言選擇差異則在於受試者本身語言能力的問

題。因此，即使在可接觸最多同族人的地方，如家庭和部落場合，國語使用率仍

會與布農語競爭。顯示事實上國語在各個談話場合中，已經逐漸襲奪布農語。 
4.2.3.3 依教育層 
此部分討論高低兩個年齡層在六類正式程度不同的場合中的語言選用情

形，表 4.21呈現量化結果。 
 

表 4.21：不同教育層的受試者在不同場合的語言使用情形（”*”表示 P<.05） 
場合         教育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2.44 2.10 .002* 
低教育 2.72 1.68 .000* 

部落場合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2.34 2.35 .892 
低教育 2.64 1.75 .000* 

家庭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62 2.76 .000* 
低教育 1.83 2.37 .000* 

工作場合 

Anova .032* .000*  
高教育 1.39 2.81 .000* 
低教育 1.40 2.66 .000* 

學校 

Anova .889 .010*  
高教育 1.32 2.86 .000* 
低教育 1.47 2.56 .000* 

公共場合 

Anova .052 .000*  
高教育 1.22 2.87 .000* 
低教育 1.30 2.72 .000* 

商業場合 

Anova .237 .009*  
高教育 1.70 2.62 .000* 
低教育 1.83 2.39 .000* 

整體 

Anova .014* .000*  
  
表中顯示，布農語能力高於國語能力的低教育層的受試者在前兩類場合中

（家庭、部落場合）仍使用較多的母語，和國語之間的差異達到顯著（P=.000）。
在布農語能力低於國語能力的高教育層中，僅在部落場合的布農語使用高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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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P=.002），然在家庭場合中卻已經出現國語的使用與布農語不相上下的情

形，兩者之間的使用頻率未達顯著差異（P=.892），顯示在高教育層中的母語使
用在家庭中已開始呈現下降的趨勢，與國語形成競爭的狀態。而在其他四個正式

程度較高的場合中，兩個教育層皆為國語使用多於母語，且全部皆達到顯著差

異。布農語的使用隨著場合的正式程度下降而減少，而國語的情形則反之，呈現

增加的現象。而高低教育層在兩個語言使用的差異，布農語使用率皆是高教育層

高於低教育層，國語則是低教育層使用多於高教育層。值得一提的是，在學校場

合、公共場合以及商業場合中，高低兩教育層的布農語使用頻率都是一樣地低，

呈現不顯著差異（學校，P=.889；公共場合，P=.052，商業場合，P=.237）。而
高教育層在六個場合中的國語使用率都大於低教育層，且全部達到顯著差異。 
同前面所提及，從訪談中的多數受訪者均認為，談話對象的身份才是決定語

言選擇的因素，因此無論在那一個場合中，有較多的同族對象交談的地方，例如

在家庭與部落場合中，就會傾向使用較多的布農語。在有些部落場合中，例如教

會或祭典時，有些部落強制規定使用母語，因此母語的使用頻率不論在那個教育

層都是最高的，且兩個教育層的語言選擇都是母語高於國語，並達到顯著值。而

其他四類正式程度較高的談話場合，因大多沒有可以布農語交談的談話對象，以

致未能達到溝通之目的，必須選擇國語作為溝通工具，尤其在學校場合，國語為

唯一可使用的語言，因此，不得不選擇國語的使用。而教育層在不同場合的語言

選擇差異和年齡層一樣，在於受試者本身語言能力的問題。因此，即使在可接觸

最多同族人的地方，如家庭，國語使用率仍與布農語相當。 
4.2.4 不同範疇的比較 
 本節討論布農族人在面對談話對象、談話主題、談話場合三類範疇下的語言

選擇，依據 Fishman（1964）所提之「範疇理論」（Domain theory），比較三類範

疇對布農族人在語言選擇上的影響力。Gal (1979) 曾認提出「參與者理論」

（Participant theory），認為參與者的身份就足以預測一個人大部份時候的語言選

擇，地點和談話主題只有造成些微的影響。本論文檢測此理論是否反映在布農族

人的語言選擇。 
4.2.4.1 整體 
 此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在不同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之比較，

表 4.22描述調查的量化結果。 
 
表 4.22：整體受試者在不同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比較 
（”*”表示 P<.05） 
範疇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談話對象 2.07 2.22 .005* 
談話主題 2.09 2.49 .010* 
談話場合 1.76 2.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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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範疇中，國語的使用頻率都是高於布農語使用頻率，且皆達顯著差異

（對象，P=.005；主題，P=.010；場合，P=.000），顯示布農族人無論在那一範

疇中，其語言使用正在轉移，由布農語轉向國語。三種不同談話場合的比較由兩

兩 T-test比較而來。以語言來看，布農語方面，談話場合和談話對象/談話主題
之間呈現顯著差異（P=.000），談話對象和談話主題之間的差異則不顯著

（P=.534）。國語方面，談話對象和談話主題/談話場合之間呈現顯著差異

（P=.000），談話主題和談話場合之間的差異則不達顯著程度（P=.360）。 
 根據訪談，多數布農族人均表示，他們語言使用的選擇在於對方是否為具有

母語能力的布農族人，無論在那一類談話主題或談話場合之中，因對方若為非本

族人，抑或對方為母語能力低落的本族人，他們依然無法以母語跟對方溝通，而

必須選擇國語。因此，表格中呈現的兩個語言在三種範疇成分中的差異，來自於

布農語在大部分的談話場合中都不被使用，而在多數的談話對象中，都是有母語

能力的布農族人，可以減少國語的使用。因此布農語與國語的使用頻率的差異在

談話場合和談話對象。但並不能因此說明這三個範疇成分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影響

就在這個差異之間。 
4.2.4.2 依年齡層 
 本節討論不同年齡層在不同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比較，量化

調查結果陳列於表 4.23。 
 
 
表 4.23：不同年齡層在不同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比較 
（”*”表示 P<.05） 
範疇         年齡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2.29 1.99 .000* 
低年齡 1.87 2.42 .000* 

談話對象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2.45 2.03 .002* 
低年齡 1.77 2.59 .000* 

談話主題 

Anova .000* .000*  
高年齡 1.94 2.37 .000* 
低年齡 1.64 2.62 .000* 

談話場合 

Anova .000* .000*  
 
在談話對象和談話主題兩個範疇中，高年齡層呈現的結果都是布農語使用高

於國語，且達到顯著差異值（對象，P=.000；主題：P=.002），僅在談話場合轉
成國語使用多於布農語（P=.000）。低年齡層的受試者在三個範疇中，國語的使

用頻率都是高於布農語使用頻率，且皆達到顯著差異（P=.000）。兩個語言的使

用頻率，布農語方面，無論那一個範疇，都是高年齡層高於低年齡層，全部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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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異（P=.000）；反之。國語使用的頻率，三個範疇裡都是低年齡高於高年

齡層，且差異亦達顯著（P=.000）。 
 同樣地，從訪談中得知，大部分的受試者均認為語言使用的選擇在於對方式

否為具有母語能力的布農族人。因此，無論是在那個範疇裡，若對方不是本族人，

抑或對方為母語能力低落的本族人，他們依然無法以母語跟對方溝通，而必須選

擇國語。因此，表 4.23中呈現的語言使用頻率在三種範疇成份中的差異，不能

說明此三個範疇成份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影響。 
4.2.4.3 依教育層 
本節討論不同教育層在不同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比較，表

4.24描述統計量化調查結果。 
 
表 4.24：不同教育層在談話對象、主題、場合下的語言使用比較（”*”表示 P<.05） 
範疇         教育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1.92 2.44 .000* 
低教育 2.23 1.97 .001* 

談話對象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84 2.66 .000* 
低教育 2.34 1.98 .008* 

談話主題 

Anova .000* .000*  
高教育 1.70 2.62 .000* 
低教育 1.83 2.39 .000* 

談話場合 

Anova .014* .000*  
 
 表 4.24顯示在談話對象和談話主題兩個範疇成份中，低教育層的受試者使

用布農語的頻率高於使用國語的頻率，且二者達到顯著差異（對象，P=.000；主
題，P=.008）；僅在談話場合轉成國語使用多於布農語（P=.000）。高教育層的受
試者在三個範疇成份中，國語的使用頻率都顯著高於布農語使用頻率（P=.000）。
兩個語言的使用頻率，布農語方面，無論那一個範疇，都是低教育層高於高教育

層，全部達到顯著差異（對象，P=.000；主題，P=.000，場合，P=.014）。反之，
國語的使用頻率，在三個範疇成份裡都是高教育層顯著高於低教育層（P=.000）。 
 從訪談得知，受試者均認為語言使用的選擇在於對方是否為具有母語能力的

布農族人。因此，無論是在那個範疇下，若對方為他族人，抑或對方為母語能力

低落的本族人，他們依然無法以母語跟對方溝通，而必須選擇國語。因此，表格

中呈現的使用頻率在三種範疇中的差異，並不能說明此三個範疇對布農語和國語

的影響。 
 
4.3 語言態度 
 這部分討論布農族人對其母語和國語的語言態度，分成兩大部分：對語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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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刻板印象及對這兩個語言的學習動機。 
4.3.1 刻板印象 
對語言的刻板印象包括四個面向，分別為價值面向、效能面向、活動力面向、

以及容易度面向。其中，價值面向項目有五個，分別為優雅、包容、親切、溫柔

及受過教育的。效能面向有三個：流暢、嚴謹、能表達思想的。活動力面向的內

容指的是語言速度的快慢。最後，語言容易度為語言的容易與否。本章節即以這

四個面向分別去檢測布農族人對其母語及國語兩者的刻板印象，以調取其語言態

度。 
本論文假設布農族人對自己母語的刻板印象優於對國語的印象。在價值面向

方面，他們會認為布農語在包容性、優雅度、親切感、溫柔感及受過教育的印象，

都會高於國語；在語言效能面向上，亦會偏向認為布農語的流暢性、嚴謹度及表

達能力都優於國語；活動力面向上，因布農語為其所使用的語言，理解速度較快，

因此他們會認為母語速度比國語慢；在容易度方面，會認為布農語比國語容易。 
另外，本論文假設布農族人對這兩個語言的刻板印象有顯著的年齡層差異與

教育程度的差異。其中，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對其母語的刻板印象會比低年齡層

同族人對母語的評價高，對國語的評價則相反。教育程度的假設亦同，由於低教

育層布農人的母語能力優於高教育層布農族人的國語能力，因此會呈現對布農語

刻版印象較佳、國語較差的情形。 
4.3.1.1 整體 
 這部分討論整體受訪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量化調查的結果如表

4.25顯示。 
 
表 4.25：整體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表示 P<.05） 
面向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價值面向 4.27 3.99 .000* 
效能面向 4.17 3.97 .048* 
活動力面向 3.09 3.50 .001* 
容易度面向 4.14 3.88 .031* 
整體面向 4.08 3.96 .054 
  
表 4.25結果顯示，整體平均來看，布農語和國語之間卻沒有顯著差異

（P=.054）。整體受試者對布農語的刻板印象，除在活動力方面，均高於國語，

並達顯著差異，其中價值面向達到顯著差異（P=.000）。在活動力方面，受試者

認為國語的速度聽來比布農語快，兩者之間的差異亦達顯著值（P=.001）。 
 訪談受訪者指稱，多數的布農人在活動力方面，判斷其母語和國語的速度並

非以聽懂與否來決定，而是由語言本身的系統而定。例如，部分的受訪者都曾提

及布農語五個方言之間速度和腔調的差異，他們認為郡社方言（Isbukun）聽來

非常簡短，速度較其他方言為快，而丹社方言（Takivatan）由於有拉長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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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聽來較慢。其他方言，如巒社（Tabanuaz）、卡社（Takibakha）和卓社（Takituduh）
則介於二者之間。因此在活動力這方面，他們給予布農語的速度刻板印象為中

間。至於其他三個面向，他們的評語符合假設，都是偏向給布農語較高、國語較

低的刻板印象分數。 
4.3.1.2 年齡層 
本節討論不同年齡層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量化調查結果如表 4.26

所呈現。 
 

表 4.26：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表示 P<.05） 
面向         年齡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4.41 3.96 .000* 
低年齡 4.16 4.02 .044* 

價值面向 

Anova .008* .547  
高年齡 4.33 3.95 .001* 
低年齡 4.05 4.00 .726 

效能面向 

Anova .183 .232  
高年齡 3.09 3.44 .060 
低年齡 3.10 3.54 .007* 

活動力面向 

Anova .776 .585  
高年齡 4.28 3.69 .001* 
低年齡 4.02 4.03 .965 

容易度面向 

Anova .112 .021*  
高年齡 4.20 3.93 .004* 
低年齡 3.99 3.99 .992 

整體面向 

Anova .013* .247  
 
 從表 4.26顯示，整體來看，高年齡層對布農語的刻板印象仍高於國語、且

達到顯著差異（P=.004），相反地，低年齡層的受試者的刻板印象評估沒有達顯

著差異（P=.992）。在價值面向方面，高低年齡層都給予布農語比國語高的分數，

且皆達顯著值（高年齡層，P=.000；低年齡層，P=.044）。在效能面向和容易度

面向，低年齡層對兩個語言的刻板印象分數相當，未達顯著差異（效能，P=.726；
容易度，P=.965），高年齡層則同樣都給予布農語較高的刻板印象分數（效能，

P=.001；容易度，P=.001）。在活動力方面，高低年齡層呈現相反的現象，低年

齡層認為國語速度較布農語快，其中差異達顯著值（P=.007），而對高年齡的布

農族人而言，兩個語言在活動力面向是沒有顯著差異的（P=.060）。 
 至於對布農語的整體印象，高年齡層仍是優於低年齡層的。然而對國語的整

體印象，高低兩年齡層呈現的則是不顯著差異（P=.247）。從語言來看，布農語

僅在價值面向中呈現高低兩個年齡層的差異，高年齡層對布農語的價值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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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低年齡層，並達到顯著差異值（P=.008）。在其他三個面向兩個年齡層的受

試者則全部沒有出現顯著差異（效能，P=.183；活動力，P=.776；容易度，P=.112）。
至於對國語的刻板印象來說，顯著的年齡差異也僅在容易度面向，高年齡層的受

試者比低年齡層更認為國語的困難度高（P=.021）。在其他三個面向則沒有顯著
的年齡差異（價值，P=.547；效能，P=.232；活動力，P=.585）。 
 從訪談內容得知，在活動力方面，如前所提，高年齡層的布農族人在判斷其

母語和國語的速度是由語言結構本身速度快慢而定，根據其速度和腔調的差異來

決定聽起來速度的快慢，因此在這部分，高年齡層的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

板印象出現無顯著差異。至於其他三個面向，高年齡層的刻板印象均符合假設，

都是偏向給布農語較高、國語較低的刻板印象分數。但對母語能力較低的低年齡

層布農族而言，部分年輕人表示，除了在價值面向，他們會給予布農語較國語高

的分數之外，其他如效能面向和容易度面向，因其母語能力有限，因此無法給予

布農語較高的分數，例如他們無法認為母語聽來是流暢或能表達想法的，但原因

是受限於他們本身的母語能力問題。在容易度方面原因亦同，因其對母語的操控

能力有限，因此也無法認同母語聽來很容易。以語言來看，布農語能力流利的高

年齡層受試者對其母語的刻板印象分數高於母語能力低的低年齡層者。但對於國

語，兩個年齡層的受試者均表示因為國語不是他們的母語，因此他們對國語的刻

板印象大致沒有差別，呈現既未傾向沒有正面亦未傾向負面態度。 
4.3.1.3 依教育層 
 以下討論不同教育層對布農語和國語四個面向的刻板印象。統計結果呈現在

表 4.27。 
表 4.27：不同教育層的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表示 P<.05） 
面向         教育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4.27 4.00 .000* 
低教育 4.38 3.97 .002* 

價值面向 

Anova .217 .739  
高教育 4.21 4.05 .364 
低教育 4.16 3.75 .014* 

效能面向 

Anova .801 .017*  
高教育 3.10 3.46 .026* 
低教育 3.27 3.56 .015* 

活動力面向 

Anova .373 .572  
高教育 4.05 4.13 .483 
低教育 4.28 3.53 .000* 

容易度面向 

Anova .140 .001*  
高教育 4.08 3.98 .305 
低教育 4.13 3.86 .085 

整體 

Anova .59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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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兩個教育層的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評價均不達顯著

差異。在價值面向部分，兩個教育層都給予布農語較國語高分數的刻板印象，並

都達到顯著差異值（高教育層，P=.000；低教育層，P=.002）。在效能面向和容
易度面向，則僅有母語流利度高的低教育層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評價達到

顯著差異，在此面向上布農語皆高於國語（效能，P=.014；容易度，P=.000），
至於母語能力較低的高教育層受試者，則對兩個語言的刻板印象比較中沒有顯著

差別。在活動力方面，高低兩教育層均呈現顯著差異，給予國語在速度方面的分

數高於布農語（高教育層，P=.026；低教育層，P=.015）。 
 整體而言，高低教育層在布農語和國語兩個語言中的刻板印象均無呈現顯著

差異（布農語，P=.598；國語，P=.257）。從個別語言來看，兩教育層對布農語

的刻板印象，不分那一面向，均無顯著差異。對國語的印象則在語言效能和語言

容易度兩項中呈現顯著差異，高教育層受試者均比低教育層給予國語更高的評價

（效能，P=.017；容易度，P=.001）。 
 一般而言，低育層的布農族人因其母語能力較其國語能力高，因此在語言效

能和容易度兩個面向，低教育層可以在布農語的刻板印象上比國語獲得較高的分

數，並達到顯著差異值。母語能力較低的高教育層，則在這兩項對兩個語言的刻

板印象沒有顯著的差異，例如，他們因受限於母語能力的不足，無法判斷母語的

嚴謹與否等。在價值面向，則是大部分的受試者，不分年齡或教育程度，均會偏

向給予自己的母語較高的肯定和正面的印象。在活動力方面，則如前所提及之理

由，大部分的布農族人在判斷其母語和國語的速度時，是依照語言結構本身的速

度和腔調的差異來決定聽起來的速度快慢，因此，在這部分，兩個教育層的受試

者均給予國語較高的分數，意即聽起來速度較快。以語言來看，受試者表示給予

布農語的分數不受其教育程度影響，都偏向肯定自己的母語。然在面對國語時，

受國語教育時間較久的高教育層布農族人，因其對國語的熟悉較低教育層為高，

較習慣且善於國語的操控，因此在效能面向與容易度面向給予國語的評價都高於

低教育層的布農族人給國語的評價。 
4.3.2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分為兩大類：一為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s），包含是
否能幫助找工作、吸收新知、與更多人溝通、交更多朋友等，以及是否適合宗教、

商業、科學、政治、文藝用途；另外一類為融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s），
包含的問題有：是否覺得布農語是族群象徵工具、是否覺得布農語可以拉近族人

間的距離、以及使用布農語是否會讓自己覺得是布農族的一份子。 
 由於過去國語政策的成功推行，造成國語為高語言其他語言為低語言的雙言

結構，因此在工具性功能上，布農語皆處於劣勢，而國語為絕對的優勢語言。因

此本研究假設布農族人在工具性動機上，會偏向同意國語比布農語較具有這些功

能，在融合性動機上，對布農族而言，母語的融合性功能會高於工具性功能。年

齡層和教育層的假設，在對國語的工具性動機上，國語能力較優的低年齡層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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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層，會比國語能力較低的高年齡層和低教育層給予更高的同意分數。在布農

語方面，則不分年齡層或教育層，基於現實的考量因素，均會認為布農語的融合

性動機會高於工具性動機。 
4.3.2.1 整體 
這節討論整體受訪者對語言學習使用動機的態度，統計結果如表 4.28所示。 
 

表 4.28：整體受試者對語言學習使用動機的態度（”*”表示 P<.05）18 
學習動機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工具性動機 3.65 4.10 .000* 
融合性動機 4.69 --  
T-test .000*   
  
從上表結果顯示，在工具性動機方面，整體受試者對國語的同意度確實比對

布農語的高，且達到顯著差異（P=.000）。以布農語而言，受試者則對母語的融
合性動機同意度高於工具性動機，兩者之間的差異亦達到顯著（P=.000）。 
 訪談中，多數的布農族人在被問及這工具性學習動機問題時，均表示這些工

具性功能，如幫助找工作、吸收新知、科學用途等，雖然他們亦會表達他們對自

身母語的希望與期待，但大部分的受試者仍會認為基於現實這些是無法實現的，

因此對於母語在工具性功能上，仍然偏向勾選偏中間的意見，或不同意。而母語

對他們的融合性功能，則是大家都肯定的，大部分的人都會同意母語即為他們的

族群象徵，會說母語的確可以拉近同族人之間距離，以及擁有布農語的能力會讓

他們覺得自己是身為布農族一份子。 
4.3.2.2 依年齡層 
 以下所分析討論的是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對語言學習與使用的動機，量化的

調查結果顯示於表 4.29。 
 
表 4.29：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對語言學習使用動機的態度（”*”表示 P<.05） 
學習動機     年齡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年齡 3.68 3.98 .008* 
低年齡 3.52 4.26 .000* 

工具性動機 

Anova .157 .003*  
高年齡 4.73 --  
低年齡 4.66 --  

融合性動機 

Anova .366   
  

 
                                                 
18 本論文的限制在於當初沒有設計到國語的融合性動機方面的問題，如「會說國語讓我覺得是

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等，因此這部分無數值可供陳述以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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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9結果顯示，在工具性動機方面，不分年齡層，均認為國語比布農

語較高，並且兩個年齡層均達到顯著差異（高年齡層，P=.008；低年齡層，

P=.000）。單從布農語的兩個學習動機分開來看，高低年齡層，都沒有到達顯著

差異（工具性動機，P=.157；融合性動機，P=.366）。但在布農語的兩個學習動

機之間競爭，則不分年齡層，均一致認為布農語的融合性動機大於工具性動機，

且均達到顯著差異（P=.000）。若單以國語一方面來看，則國語能力較佳的低年

齡層比高年齡層更贊同國語的工具性功能，兩年齡層之間差異達到顯著程度

（P=.003）。 
 從訪談中得知，多數的布農族人，不分年齡層，在對工具性動機的兩個語言

之間比較下，都是傾向偏於現實的考量，認為布農語在各種功能範疇中皆處於弱

勢，而身為高語言的國語則在各方面功能上，都比布農語較有實現的可能。布農

語對他們的融合性功能，超過工具性功能，亦是大家所肯定的，不分年齡。但在

國語的工具性動機上，國語能力高的低年齡層又比高年齡層更清楚國語所佔的優

勢。 
4.3.3.3. 依教育層 
 本節討論不同教育層的受試者對學習使用布農語與國語的動機，如表 4.30
陳列相關量化分析的結果。 
 
表 4.30：不同教育層的受試者對語言學習使用動機的態度（”*”表示 P<.05） 
學習動機     教育層   語言 布農語 國語 T-test 

高教育 3.53 4.30 .000* 
低教育 3.64 3.91 .012* 

工具性動機 

Anova 3.64 .000*  
高教育 4.69 --  
低教育 4.67 --  

融合性動機 

Anova .863   
 
 表 4.30所呈現的結果與年齡層同。在工具性動機方面，不分教育層，均認

為國語比布農語為高，並都達到顯著差異（高年齡層，P=.000；低年齡層，

P=.012）。而高低年齡層在布農語的工具性動機和融合性動機上，亦皆沒有到達

顯著差異（工具性動機，P=.364；融合性動機，P=.863）。但在布農語的兩個學

習動機之間競爭，則不分教育層，均認為布農語的融合性動機大於工具性動機，

且均達到顯著差異（P=.000）。另一方面，以國語來看，則是國語能力較佳的高

教育層較低教育層更同意國語的工具性功能，兩年齡層之間差異達到顯著程度

（P=.000）。 
 訪談的結果亦和對年齡層的比較同。大部分布農族人，不分教育程度，就工

具性動機而言，在布農語和國語的比較上，雖然都會表明對母語在這些功能上的

期待，但基於現實的考量，認為布農語在各種功能範疇中皆處於弱勢，因而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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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高語言的國語。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試者均認為布農語的融合性功能超過其工

具性功能。但在國語的工具性動機上，國語能力高的高教育層又比低教育層層更

清楚國語所佔的優勢，因此給予國語的工具性動機分數也比低教育層所給的分數

高，二者之間並達到顯著差異。 
 
4.4對母語教育政策的看法 
 這部分調查受試者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共有十六題，分為六大類（詳見

第三章，頁 43）。針對母語教育政策態度部分，依據問卷問題為基礎，又分別做

了四種相關對象的深度訪談，包括學校行政人員、母語老師、家長、以及學生。

共同訪談內容包含：（1）部落母語能力及其使用之現狀，（2）學生、家長及社區
母語使用頻率的現況與變化，（3）社區人士及家長的支持狀況，（4）鄉公所、縣
政府、教育部對母語政策的支持度與重視度，（5）實施後的測量評估，（6）對學
校母語教學之態度，（7）對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舉辦之族語認證考試制度之看

法，以及（8）語言態度的改變與否等。 
學校行政人員和母語教師部份尚有針對母語教學之個別問題，分為：（1）學

校母語教學實施之現況，包含實施時間、母語師資來源、教學目標、教學資源、

上課方式、母語教材、與母語相關之活動舉辦情形、教學觀摩互動情形、教學所

遇之困難等等；（2）對母語教育政策之態度，包含對教學時間、實施對象、分班

上課、母語師資、課程規劃、教材編寫、教學使用語言之比例、成效測量等；（3）
以及對未來母語教育政策之建議及看法，在內容、時間、規劃等方面該如何進行，

以達到將來母語政策之確實成效。 
家長部分則針對其孩子在學校上母語課之前後情形做一訪談，內容包括（1）

個人之語言能力及語言使用、以及對孩子之語言使用狀況；（2）對學校實施母語
教學之認識及看法，包含時數、師資、教材、教學語言使用之比例等；（3）孩子
對學習母語的態度、對母語課的反應等；（4）孩子上完母語課之後在母語能力、

使用及態度上的改變等。 
學生部份因識字程度問題無法自行進行問卷調查，因此將問卷內容以簡單描

述方式於訪談中進行調查。 
4.4.1 母語教學時間 
有關教學時間的問題有兩題，一為母語教學時間是否足夠，另一個為母語教

學實施對象應從幾年級開始。 
4.4.1.1 對現行國小母語教學時數的看法 
這部分探討整體受試者、高低兩年齡層以及高低兩教育層對現行國小母語教

學時數的看法。因布農語處於嚴重衰退狀態，而教育部規定的母語課程僅一週一

節四十分鐘，對於使用率正在下降的布農語而言，可能是一個問題。因此本論文

假設受試者對於母語課程的教學時數認為不足。衡量的程度由 5至 1分為五級：
5=非常足夠、4=足夠、3=普通、2=不夠、1=非常不夠。表.31陳列相關量化調查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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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對現行國小母語教學時數的看法 

年齡層 教育層 整體受試者 
高 低 Anova 高 低 Anova 

2.02 1.96 2.07 .372 2.08 1.95 .311 
 
 從以上表格來看，整體布農族人，不分年齡層或教育程度，均一致性地認為

現行國小母語教學一週一節課的時數明顯不足，分數均落在 1和 2之間，意即介
於非常不夠和不夠之間。在年齡層上的差異不達顯著（P=.372），不同教育層受

試者的看法亦無明顯差異（P=.311）。 
在訪談中，大部分的受訪對象均認為一週一節的母語教學課程是不足的，以

學校行政人員（如校長、主任）來說，多數的受訪者都認為母語教學時數應該越

多越好，如 A6受訪者就建議應該要每天一節，小朋友的母語學習才不會中斷，

可以固定接受母語的刺激。但部分行政人員則認為雖然時數不夠，但所撥經費不

足夠再增加母語課程時數，例如 A7受訪者。另，A8受訪者雖然覺得母語教學
時間太少，但學生課程太滿，母語課根本排不上去；還有 A11受訪者認為學生
上課節數已經夠多了，希望不要因為上母語而荒廢其他科目，但在母語課程方

面，學校會儘量在行政上給予支持。亦有一受訪者（A9）認為一週一節母語課
已經足夠，因為母語主要還是要倚賴家庭來教。 
 以母語老師而言，多數的受訪者亦認為一週一節的母語課是不夠的。例如

T4受訪者即認為一週一節的母語課，對學生而言，下了課之後他們就不會說了，

回去時間隔太久也容易忘記。T8受訪者則認為，一週才 40分鐘的母語課程，因
時間不夠，常常上不到什麼就下課了，沒有時間教學生額外的內容，例如唱母語

歌或講母語的傳說故事等，只能依照著教材教，而大多數的教材不合學生程度而

不適用，因此有很大的問題。T10受訪者也表示，一週一節的母語課程的確不夠，

她指出其他課程都是用國語教學的，國語環境太過強勢，母語課程如果只有一

節，實在抵擋不過國語的侵略。 
 以家長的角度而言，多數的家長認為母語教學時數一週一節不夠，孩子回到

家裡之後很容易忘記。如 P1受訪者認為孩子每上完一次母語課，要再隔一個禮

拜才會再上一次，很容易忘記所學內容。P4受訪者也認為大多數的孩子下了課

就忘，加上母語程度本身就不好，40分鐘的課程上不到什麼內容。 
 以學生而言，多數的小朋友表示不清楚學校母語課程一週一節是否足夠19。 
以訪談的十五所學校來看，各校母語課程的節數，因受教育部規定以及經費

所限，幾乎所有的學校母語課都是一週一節，並按照教育部之規定，歸在語文領

域中。僅有少數的學校因申請教育優先區專案而得到較多的補助，得以挪來增加

母語課程的節數。另外，有一所小學全校共一週九節，除各年級每週一節外，學

                                                 
19 學生並不能清楚地瞭解何謂「母語教學一週一節是否足夠」這個問題，可能是研究者在訪談

技巧上的限制，無法讓他們明白問題的內容，導致與學生的部分訪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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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另由彈性節數裡增加三節課，分別教授傳說故事、教唱母語歌謠，以及練習羅

馬拼音（中、高年級），但像這樣增加母語課程的學校非常少數。 
過去國語教育在學校中的實施，課程安排上至少都佔總科目時數的 1/3以

上，來達到徹底國語化的目的。如今的母語教育課程，卻只限在一週一節的時數

安排，母語的實施成效遠不如國語的情形可以預見。加上教育部又隨之推出的英

語教學，亦為每週一節的課程，對母語教學則又是另一項威脅。 
4.4.1.2 母語教學實施之對象 
現行教育部頒佈之「九年一貫課程」，規定母語教學實施對象為一、二、四

年級，採循序漸進方式進行母語教學的實施。由於母語的衰退已經在加速中，因

此本論文假設布農族人會希望在國小的母語教學越早實施越好，應該在低年級就

開始。這部分依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討論受試者對現行國小之母語教學

實施對象之態度。 
表 4.32顯示依整體受試者、年齡層、以及教育層對現行國小之母語教學實

施對象之態度的結果。 
 

表 4.32：對母語教學實施年級的看法（”*”表示 P<.05） 
       實施年級 
受試者 

低年級 中年級 高年級 Chi-square 

整體受試者 253 (92.0%) 18 (6.5%) 4 (1.5%) .000* 
高 122 (44.8%) 5 (1.8%) 1 (0.3%) .000* 年齡層 
低 131 (48.1%) 13 (4.7%) 3 (1.1%) .000* 

高 134 (49.2%) 9 (3.3%) 3 (1.1%) .000* 教育層 
低 119 (43.7%) 9 (3.3%) 1 (0.3%) .000* 

 
 由以上表格所示，整體布農族人，不分年齡層或教育層，均認為母語教學實

施對象應由低年級開始，三個選項（低年級、中年級、高年級）之間的差異值並

在三個表格之間均達顯著（P=.000）。 
 從訪談中得知，大部分的受訪者都認為母語教學實施對象應從一年級開始。

無論學校行政人員、母語老師、或家長，均表示母語教學的實施對象越小開始越

好。例如 A1受訪者就認為母語應該是從小就要學習。在母語老師部分，T6受訪
者則提出該部落的母語教學實施擬從托兒所開始教，可以在孩子學前就先接觸到

母語的環境。家長亦有人持相同的看法，例如 P8受訪者認為母語教學應從托兒
所開始，較為完整。另外，其中有個部落的幼稚園已有開始實施母語教學。 
 基本上，教育部在開始實施年級上的規劃符合大多數布農族人的看法，他們

都認為母語教學實施年級從低年級開始。部分受訪者認為實施對象應該越小越

好，甚至認為從托兒所時期即可以開始實施母語教學，。心理語言學在語言習得

的理論上的語言學習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大約落在六、七歲之間，指

在這段時期之前孩子的語言學習能力是最好的，即使面對多種語言的學習，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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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時自然地習得。因為教育部規劃的開始實施年級和大部分受訪者意見相同，

都認為在年紀越小的階段實施母語的教學，實施成效會是最佳的狀態，因此在這

部分的推行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在實施年級的貫徹性來說，實際上的母語教學實施對象，因教育部「九

年一貫」的規定，母語教學實施對象只在一、二、四年級，教育部所出版的母語

教材亦是針對一、二、四年級所設計編輯，並未自一至六年級都實行母語教學的

課程。然接受訪談的所有學校中，各校幾乎都盡量爭取到一至六年級都有一週至

少一節的母語課，維持教育部規定只上一、二、四年級的十五所學校中僅有三所，

其中一所學校的行政人員表示，其它三、五、六年級的母語，只能在當學校的布

農族老師上到他們的課時，在上課中盡量以母語穿插，讓他們也多少學到一些母

語，然學校布農族老師只有兩位，其中一位年齡約三十歲，母語能力低落，也無

法穿插母語在教授的過程中。另外一所學校的一到四年級還是另外移開一節課才

得以排出母語課程的時間，加上政府在母語師資的經費上只限於一人，母語老師

只有高年級是由社區外聘通過認證之老師，其它一到四年級則由學校兩位較年輕

的布農族老師來教。其行政人員（A3）表示如果不這樣做，其它年級的小朋友

無法上到母語課，母語程度會有落差。顯然教育部在這方面的規劃目前尚未完

整，並不能符合大部分受訪者的期待。 
4.4.2 母語師資 
師資部分有六題，包括受試者是否有母語教學經驗、是否接受過母語教學相

關訓練、是否願意參加母語教學相關訓練、是否該有一套師資培育方法、師資來

源應由那些人擔任、是否參與族語認證考試及通過與否等。 
4.4.2.1 母語教學經驗 
本節討論受試者在母語教學經驗是否有經驗，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

層三部分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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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有無母語教學經驗 
整體受試者(274) 
是 71（25.9%） 
否 203（74.1%）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母語教學經驗         年齡層 
母語教學經驗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是 44 (16.0%) 27 (9.8%) 
否 84 (30.6%) 119 (43.4%)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母語教學經驗         教育層 
母語教學經驗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是 51 (18.6%) 20 (7.2%) 
否 94 (34.3%) 109 (39.7%) 
Chi-square .000* .000* 
  
由整體受試者的表格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布農族人都沒有母語教學經驗，有

經驗和沒有經驗的數目差異達顯著值（P=.000）。在年齡層方面，母語能力較高

的高年齡層比低年齡層有更多具有母語教學經驗。而在教育層上，則反而是母語

能力較低但教育程度高的高教育層有較多具有母語教學經驗者。 
 根據訪談，具有母語教學經驗的多為母語老師本身或學校行政人員，其他人

則除了教會人士之外，很少有教母語經驗者。因此有母語教學經驗者多為高教育

程度的教師，或者高年齡層母語流利的教會人士。其他一般家長部分少有母語教

學經驗的人。除 P6是因為因為母語較為流利，在當時因該部落缺乏母語師資而

被徵選去接受暑假短期的母語師資研習，但該受訪者在培訓之後，也僅在學校教

過兩、三個月的母語課程，隨後即因學校的需求不同而中止。 
 表 4.33結果顯示高年齡和高教育層受試者有更多具有母語教學經驗者，暗

示一般布農族人期待的母語教學人員在母語流利之外，還希望是受過高等教育

的，此結果亦與訪談結果中期待的母語師資條件相符。 
4.4.2.2 是否曾經接受母語教學相關訓練、是否願意參加 
 這部分針對母語師資之培訓調查受試者是否曾經接受過母語教學相關訓

練，以及參加（或再次參加）母語教學相關訓練的意願，意願度由 5至 1分為五
級：非常高、高、普通、低、非常低。以下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三部

分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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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是否有參加母語教學相關訓練 
整體受試者(271) 
是 62（22.9%） 
否 209（77.1%）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母語教學相關訓練      年齡層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是 35 (12.9%) 27 (9.9%) 
否 90 (33.2%) 119 (43.9%)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母語教學相關訓練      教育層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是 45 (16.6%) 17 (6.2%) 
否 99 (36.5%) 110 (40.5%) 
Chi-square .000* .000* 
 
表 4.35：願意（或再次）參加母語教學的相關訓練的意願 
整體受試者 
整體 3.72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3.68 
低年齡層 3.76 
Anova .597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3.91 
低教育層 3.51 
Anova .004* 
 
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試者未接受過母語教學相關訓練，與有參加過母語相關訓

練的人數差異達顯著（P=.000）。但在參加母語教學的相關訓練的意願上，數字

則顯示在普通和高之間，整體受試者意願並非十分強烈。 
 高低兩年齡層都是顯示未接受過母語教學相關訓練的人數較多，與有參加過

母語相關訓練的人數差異值皆達顯著（P=.000），但母語較流利的高年齡層接受

過母語教學相關訓練的人數較低年齡為多。在參加母語教學的相關訓練的意願

上，數字則顯示在普通和高之間，兩個年齡層差異不達顯著差異（P=.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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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兩教育層都是未接受過母語教學相關訓練的較多，與有參加過母語相關

訓練的人數差異值皆達顯著（P=.000），但不同的是，反而是母語流利度較低但

教育程度較高的的高年齡層，在接受過母語教學相關訓練的人數較低教育層為

多。在參加母語教學的相關訓練的意願上，高教育層的受試者參加的意願也較低

教育層的高，兩個教育層在數字上達到顯著差異（P=.004）。 
 從訪談得知，在母語老師部分，因教育部有撥經費聘請母語老師，大多學校

師資來源為外聘部落人士，加上大部分規定母語老師聘用資格必須是考過族語認

證的，因此大多數也多為族語考試認證過的，參加去年第一屆族語認證考試的老

師，則大多有接受行政會原住民委員會所舉辦 36小時的「母語師資培訓」。若本

身為學校教師的，則不需再去進修師資培訓，但 A8受訪者則因為身為學校布農
族教師，因此去參加台東師院所舉辦之「布農族母語種子老師」師資研習。而

T4則身為母語認證委員，本身參與族語認證制度以及教材編輯的工作，因此不

需再去進修師資培訓。另外，還有一種母語老師，如 A9，是因為本身為資深布
農族教師（65歲），因此接下學校的母語教學課程。T8，則因一方面年長母語流

利度較高，一方面長期在教會服務，以母語講道之經驗豐富，因此不需特別去參

加師資培訓，而被學校聘用為母語教師。家長部分，僅有一位參加過母語相關師

資培訓的（P6），是因為當時該部落缺乏母語師資而徵選母語較流利的家長去接

受暑假短期的母語師資研習，但該受訪者在培訓之後，也僅在學校教過兩三個月

的母語課程，隨後因學校的需求不同而中止。 
 在參加母語教學訓練的意願上，高教育層受試者呈現比低教育層受試者顯著

高的意願，是一個好現象。因現在及將來的母語教育推動者都會落在高教育程度

的族人身上，因此母語推動者有高度的意願投入母語推行的工作，母語政策的執

行可以獲得支持，就較有成功的機會。 
4.2.2.3 是否要有一套母語師資培訓 
 這部分探討母語教學要有一套母語師資培育的方法必要性為何，必要性強度

從 5至 1分為五級：非常高、高、普通、低、非常低。以下亦分為三部分討論：

整體受試者、依年齡層、以及依教育層。 
表 4.36：母語教學要有一套師資培育方法的必要性 
整體受試者 
整體 4.26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4.32 
低年齡層 4.21 
Anova .235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4.36 
低教育層 4.16 
Anova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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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36結果顯示，整體受試者在母語教學要有一套師資培育方法的必要

性上，支持度相當強烈，介於高與非常高兩個分數之間。在年齡層對母語教學要

有一套師資培育方法的必要性這一點上，兩者支持度都一致性地高，差異沒有達

到顯著（P=.235）。在教育層的結果顯示，高教育層認為在母語教學上要有師資
培育方法的必要性高於低教育層，兩者之間的差異達到顯著（P=.026）。 
 訪談過程中，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認為母語師資培育是必要的。行政人員如

A1就認為他參加的母語師資研習是有幫助的，因為學習到如何編寫教材等；母

語老師 T4也提出師資培訓可以幫助如何編寫教材。T5受訪者舉例說明他參加的

母語師資研習，學到了如何編寫母語課程教案、課程規劃等。T7受訪者參加師

資培訓的經驗是讓她學習到如何教導小孩子的心理等。另，T9受訪者在母語師
資研習中，上到一些基本概念課程，例如如何落實母語教育等等，他表示這些都

很重要，對一個母語老師多少都有幫助。另一位母語老師 T10則提出她上的師
資研習課程安排如何不足，但上過的教材編寫、語言學課程等，對她在母語教學

上都有相當的幫助。而 A2受訪者則提出建議，認為母語政策需要制度化，例如

建立母語推行委員會等，母語師資培訓應該是一整套完整的措施，而不是短暫

的、臨時的，只為了應付一時師資短缺問題而舉辦，這樣母語政策才有成功的可

能。A8受訪者也提出自己的感想，他認為學校不會任用年紀大的長老，所以年

紀輕的族人一定要去受訓，否則沒有參加過母語師資培訓的母語老師都不知道如

何教學，對孩子而言，學到不正確的母語，或是因此減低孩子對母語學習的興趣，

對於母語的傳承是另外一種的破壞。 
多數的家長則表示不清楚師資培訓內容，但均認同這是必須的，如 P1、P2、

P3、P8受訪者認為母語老師「好像」應該要有一套師資培訓，才會知道如何教

授學生。P6家長因本身被選去參加過短期的師資培訓，因此較清楚培訓的內容，

則提出一定要有訓練背景的人才知道怎麼去教母語，否則一般人即使母語流利

的，也不一定就會教。 
這部份的結果顯示高教育層的受試者仍較一般人能體會母語師資培訓的內

容及其重要性，例如課程規劃、教學技巧、教育心理等。而將來的母語推動者亦

極可能落在這高教育程度的族人身上，因此他們對母語師資培訓的高度支持是相

當重要的。 
4.2.2.4 師資來源 
 這部分討論布農族人對母語教學之師資來源，應由學校布農族教師、教會人

士、部落長老、家長或其他人選來擔任，結果分為三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年

齡層、教育層。 
 
 
 
 



 75

表 4.37：母語教學的師資來源應由哪些人擔任 
整體受試者(272) 
答案 是 否 Chi-square 
部落長老 164 (60.3%) 108 (39.7%) .001* 
家長 151 (55.5%) 121 (44.5%) .069 
教會人士 135 (49.6%) 137 (50.4%) .093 
布農族教師 135 (49.5%) 138 (50.5%) .856 
其他 67 (24.8%) 203 (75.2%)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的師資來源應由哪些人擔任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年齡層 
 

師資來源 
是 否 Chi-square 是 否 Chi-square 

部落長老 77(28.3%) 53(19.4%) .035* 87(31.9%) 55(20.2%) .007* 
教會人士 69(25.3%) 61(22.4%) .483 66(24.2%) 76(27.9%) .401 
家長 62(22.7%) 68(25%) .599 89(32.7%) 53(19.4%) .003* 
布農族教師 59(21.6%) 71(26.1%) .293 76(27.9%) 67(24.6%) .452 
其他 43(15.8%) 87(31.9%) .000* 24(8.8%) 116(42.6%)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的師資來源應由哪些人擔任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教育層 
 

師資來源 是 否 Chi-square 是 否 Chi-square 

部落長老 85(31.2%) 59(21.6%) .030* 79(29.0%) 49(18.0%) .008* 
布農族教師 84(30.8%) 61(22.4%) .056 51(18.7%) 77(28.3%) .022* 
家長 77(28.3%) 67(24.6%) .405 74(27.2%) 54(19.8%) .077 
教會人士 69(25.3%) 75(27.5%) .617 66(24.2%) 62(22.7%) .724 
其他 38(13.9%) 104(38.2%) .000* 29(10.6%) 99(36.3%) .000* 
 
表 4.37顯示，整體受試者均認為部落長老為母語師資的第一人選，選擇的

人數與未選的人數達到顯著差異（P=.001）。第二人選為學生家長，其他如學校
教師和教會人士則又次之，選擇”其他”的人數最少。由於這選項為開放性，受試

者在這選項中對師資來源表達自己的意見。 
 如同整體受試者的結果，在高年齡層和低年齡層中，呈現的結果亦是部落長

老為母語師資來源的第一人選，選擇的人數與未選的人數達到顯著差（P=.001）。
其他如學生家長、學校教師和教會人士，選擇的人數大致相同。選擇其他的人數

最少（P=.000），但因這選項為開放性，選擇的人多在這選項中表達自己的意見，

例如只要母語流利的人皆是為母語師資來源等。 
 在低教育層中，部落長老和教師均為母語師資來源首選，兩者有選和未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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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達到顯著差異（部落長老，P=.008；教師，P=.022），其他如教會人士和家
長為次之人選。而高教育層則依然是部落長老為第一選擇（P=.030）；其他如教
師、教會人士和學生家長則次之。另，兩個教育層都在其他這一選項選擇人數最

少（P=.000*），但選項中亦大多有自己的意見表達，例如認為要受過師資培訓的

人或要考過族語認證考試的人選，才可以成為師資來源等。 
 受訪者希望的母語師資來源，大多是母語流利且有相關訓練背景的人。A1
受訪者即表示，主要母語流利，懂得羅馬拼音，且有師資訓練背景，例如部落長

老、學校教師、教會人士皆可；A8、T7受訪者也是認為母語流利且有相關訓練

背景即可。另一方面，由於上面規定母語老師要用認證考試過的人選，因此也有

很多的受訪者認為，會講母語即可，但要通過認證考試如 A2、A3、A4、A11受
訪者。還有認為只要會說即可的，例如 T6；A9受訪者也認為會說母語的就可以

教，並提出建議，表示家長和社區也要一起配合來教母語，不一定要完全依賴母

語老師。還有 T8受訪者認為，母語老師至少要懂得拼音，才能教導學生。而 A12
受訪者則表示，認證過的人選，需學校再用考試徵選一次，才能選出適當的母語

老師。 
 家長的部分，有人希望母語老師就是教師本身（如 P2），認為只有老師才知

道怎麼教孩子。但也有家長是對這方面問題不甚清楚的，例如 P3，宣稱自己不

清楚母語老師該有什麼樣的背景，但希望是母語很流利的老師。而 P4則表達”
完全不清楚”的意見。P7家長提出母語老師只要會講即可，但希望是年輕一輩的

老師，比較知道要怎麼帶小朋友進入母語的世界，讓孩子有興趣學習。 
 而學生對母語老師的要求，則多與老師個人因素較為相關，例如 C1學生就
認為母語老師只要人好、親切就好。C3學生也認為老師對他們很好就好。對於

母語師資條件要求上，則多未表示出意見。 
 然而，部落長老雖然為大部分布農族人心中母語師資的第一選擇，但要如何

應用這項資源，學校選用部落長老為母語老師的可能性多高，都是很大的問題。

例如部分布農族長老的國語能力並不流利，學校如要聘其為母語老師，可能需要

再聘用一位國語與母語皆流利的翻譯者從中協助，所需花費的成本與人力都是值

得考量的因素。因此，即使部落長老母語最流利、最標準，但仍是目前最少被各

學校運用到的一項資源。 
4.4.2.5 是否參加族語認證考試及通過與否 
 這部分針對目前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因應教育所頒訂之母語教學政策，母語

師資不足而舉辦的族語認證考試制度，調查布農族人參加母語認證考試的比例，

以及參加者是否通過的比例，以下亦分為整體受試者、不同年齡層、不同教育層

三部分討論。量化調查的結果列於表 4.38與表 4.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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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是否有參加族語認證考試 
整體受受試者(270) 
是 55（20.4%） 
否 215（79.6%）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族語認證考試         年齡層 
族語認證考試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是 31（11.4％） 24（8.8％） 
否 96（35.5％） 119（44.0％）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族語認證考試         教育層 
族語認證考試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127) 
是 38（14.0％） 17（6.2％） 
否 105（38.8％） 117（43.3％） 
Chi-square .000* .000* 
 
表 4.39：參加族語認證考試的結果 
整體受試者(49) 
通過 38（77.6%） 
未通過 11（22.4%）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族語認證考試         年齡層 
族語認證考試結果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22) 
通過 22（44.8％） 16（32.6％） 
未通過 5（10.2％） 6（12.2％） 
Chi-square .001* .033*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是否有參加族語認證考試          教育層 
族語認證考試結果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通過 27（55.1％） 11（22.4％） 
未通過 8（16.3％） 3（6.1％） 
Chi-square .00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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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8與表 4.39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試者未參加族語認證考試，與有參加

之人數差異達顯著值（P=.000）。而參加族語認證考試通過人數多於未通過人數，

兩者人數之間的差異值亦達到顯著（P=.000）。 
 兩個年齡層所表現的結果，亦和整體受試者的結果相同。大部分受試者沒有

參加族語認證考試，與有參加之人數差異達顯著值（P=.000）。而曾參加族語認

證考試者之中，通過人數多於未通過人數，高低兩年齡層之間在兩類人數之間的

差異值亦達到顯著（高年齡層，P=.001；低年齡層，P=.033）。 
 教育層所顯示的結果與年齡層同，高低兩教育層都呈現沒有去參加族語認證

考試之受試者遠多於有參加考試之人數，兩者之間的差異均達到顯著（P=.000）。
而參加族語認證考試通過人數多於未通過人數，高低兩教育層之間在兩者之間的

差異值亦均達到顯著（高教育層，P=.001；低教育層，P=.033）。 
 由訪談得知，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族語認證的有效度存著質疑的態度，加上族

語認證考試剛實施不久，尚未受到一致性的肯定，因此多數的布農族人都沒有去

參加考試。在行政人員和母語老師部分，T8認為考試沒有作用，考過的人不一

定會講，考試內容測不出考生程度。A1受訪者即認為族語認證考試不準，因為

該校的布農族教師去參加考試，雖然通過，卻不會講母語，考試前多用背的，就

可以通過。A7受訪者則表示不知道族語考試是否有作用，因為考過的人母語不

一定好，而且沒有培訓的話他們也沒有寫母語課程教案的能力，屆時若還要學校

老師幫忙寫，問題仍未解決。A8受訪者提出去參加認證考試的人有反應考試題

目竟有用國語翻成布農語的句型，這樣考過的師資來教母語，對孩子而言又會是

另一層的傷害。A12受訪者對該校任用母語老師的標準說明，認為就是不一定考

過的就是好的母語老師，因此由學校再來針對這些考過認證的族人進行徵選，他

們要有會寫教案的能力，為學生安排課程規劃。 
但也有部分受訪者（如 A3、T6）持不同的意見，他們認為族語認證對族人

有鼓勵的作用，至少是一個執照，等到學校要聘用母語老師時，母語能力不好的

人自然會再去進修，能力強的人會留下來。其他如 A4、A5、A9對認證考試的
態度則為工具性的，認為它的作用在於現在學校聘用母語教師要任用認證過的老

師，因此應該都去考試。另如，A6則認為考過認證且參加過師資培訓的老師師

資較佳，因此認證有它的作用。而 T10受訪者意見較其他人不同的是，她認為

族語認證考試很嚴格，以她所在部落來說，通過的人其母語能力應沒有問題。 
家長部分，部分家長不知道有族語認證考試，例如 P3 、P4。也有的家長如

P2，認為考過的會講但不一定會拼音，很會考的也不一定會說；P5亦認為很多
認證考過的族人也不會說，不適合來教母語，應該讓部落的老人家來教，發音和

句法也都會比較正確，一方面他認為母語認證委員的母語能力也有問題，多為互

相認識有關係的人，因此在考試的公平性上也有問題。另有 P8家長，認為族語
認證應該有其作用，因為學校聘用母語老師都是要用有考過執照的。 
族語認證考試的原意在於測驗原住民的母語能力是否達到一定程度，此為將

來母語師資選擇的第一關，其有效性與公平性就相對地更為重要，因此，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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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規劃與執行是未來母語政策中需要更多努力的一環。 
4.4.3 母語課程方式 
這部分討論布農族人對母語教學課程中的語言使用比例和選擇母語課程之

方式，亦分為三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年齡層、以及教育層。 
4.4.3.1 母語課程中母語與國語的使用比例 
這部分調取布農族人對母語教學課程中所使用的語言比例為何，答案有五個

選項，分別為：完全使用國語、母語多於國語、母語國語各半、國語多於國語、

完全使用國語。表 4.40呈現量化的調查結果。 
 

表 4.40：對母語教學中所使用的語言比例 
整體受試者(273) 
完全使用母語 84（30.8%） 
母語多於國語 63（23.1%） 
母語國語各半 91（33.3%） 
國語多於母語 34（12.5%） 
完全使用國語 1（0.4%） 
P值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中所使用的語言比例應為         年齡層 
教學語言比例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完全母語 42 (15.4%) 42 (15.4%) 
母語多於國語 30 (11%) 33 (12.1%) 
母語國語各半 42 (15.4%) 49 (17.9%) 
國語多於母語 13 (4.8%) 21 (7.7%) 
完全國語 0 (0%) 1 (0.4%) 
P值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中所使用的語言比例應為         教育層 
教學語言比例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完全母語 36 (13.2%) 48 (17.6%) 
母語多於國語 44 (16.1%) 19 (7.0%) 
母語國語各半 43 (15.8%) 48 (17.6%) 
國語多於母語 20 (7.3%) 14 (5.1%) 
完全國語 1 (0.4%) 0 (0%) 
P值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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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顯示，整體受試者在第三選項「母語國語各半」中選擇人數比例最

高（佔 33.3％），次之為完全使用母語（30％）和母語多於國語（23.1）。再次者
為國語多於母語，佔 12.5％，僅有一位選擇最後一項，完全使用國語。五個選項
之間的差異達顯著（P=.000）。 
高年齡層受試者認為母語教學使用語言比例應為完全母語和母語國語各半

（15.4％），母語多於國語這個選項則次之（11％），最後兩個選項，國語多於母

語（4.8％）又更次之，完全使用母語則沒有人選擇。在低年齡層中，第一選擇

則為母語國語各半（17.9％），次之為完全使用母語（15.4％）和母語多於國語（12.1
％）。再次者為國語多於母語，佔 12.5％，僅有一位選擇最後一項，完全使用國
語（0.4％）。兩個年齡層在五個選項之間的差異均達顯著（P=.000）。 
低教育層受試者和高年齡層的受試者意見一致，認為母語教學使用語言比例

應為完全母語和母語國語各半（17.6％），母語多於國語這個選項則次之（7.0％），
最後兩個選項，國語多於母語（5.1％）又更次之，完全使用母語則沒有人選擇。

在高教育層中，第一選擇則為母語多於國語（16.1％），次之為母語國語各半（15.8
％）和完全使用母語（13.2％）。再次者為國語多於母語，佔 7.3％，僅有一位選
擇最後一項，完全使用國語（0.4％）。兩個教育層在五個選項之間的差異均達顯

著（P=.000）。 
 在教學語言方面，多數的受訪者均傾向以母語居多的教學語言比例，但考量

到學生母語能力問題時，就出現必須配合國語的意見。以學校行政人員而言，

A1認為母語教學時母語的使用應該多於國語，讓小朋友盡量在母語的環境裡，

但有時他們真的聽不懂就還是要用國語來解釋，否則教了等於白教。A5、A6受
訪者也認為要母語多於國語，讓小朋友習慣母語的環境。但也有受訪者認為要強

迫實施全部母語環境，如 A2受訪者即認為，孩子如果不能完全瞭解母語就一直

給他們國語的解釋，那麼他們不容易學好母語。全部以母語教學，他們就會努力

去學習，以求得可以聽懂。受訪者的行政人員中，也有持相反意見的，認為一定

要有國語說明，如 A4受訪者，提出如果沒有讓學生瞭解內容，一切都是空談。

另外 A9提出母語國語各半的教學，學生比較容易進入狀況，也比較快學會。 
另外，以親自參與教學的母語老師來說，多數傾向母語國語各半的意見，

T1表示，如果沒有用國語輔助說明，小朋友沒辦法懂，無法繼續教學。T2受訪
者則表示會盡量給孩子母語的環境，因此會選擇母語使用多於國語。T4受訪者
也提出盡量母語要多一些，大概母語和國語的比例要 6：4。T8受訪者說明他上

母語課時會母語多於國語，但班上有一些程度比較不好的小朋友，還是要有國語

說明。 
 以家長角度而言，也是大部分都持母語國語要各半的建議，如 P2受訪者，
也是認為如果完全母語，孩子聽不懂內容，教了也沒用。P3家長也是認為母語
國語應該各一半，讓孩子先瞭解教學內容，對母語有興趣之後，才有學會的可能。

P7家長提出較不同的意見，認為母語課就應該要全部講母語，給孩子這個完全

母語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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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部分，有反應不喜歡全部講母語的老師，因為都聽不懂，如 C4學生。
C1學生則反應老師以母語講課的部分，如果沒有再以國語說明一遍，有的會聽

不懂。 
 基本上來說，大部分的布農族人會希望母語課程就要使用母語來教學，但限

於現代小朋友的母語能力過於低落，因此還是不得不以國語輔助教學。但這樣的

教學成果仍是相當令人質疑的。教學語言的比例也許可採階段性發展，例如在低

年級時可以全部以母語教學 (using mother tongue as language of instruction)，到了

中年級之後慢慢增加國語的比例，最後高年級才採國語母語各半，畢竟在小朋友

學齡前的階段就給予大量國語的環境，對其母語學習的傷害是相當大的，加上小

朋友在關鍵期學習之前的語言學習能力是最佳的狀況，因此真的要施以「母語教

育」，而非「母語補救教育」，就應該把握學童在低年級時，甚或托兒所階段時製

造完全的母語學習環境。避免不同年齡仍施以全校一樣程度及一樣少量的母語課

程，在國小階段就以國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對原住民的小朋朋友而言，母語的學

習即會變成第二外語。 
 
4.4.3.2 母語課程的選擇方式 
這部分調查布農族人對母語課程的選擇方式為何，以調取他們對母語的內聚

力。答案分為四類，第一個選項為只能選自己的母語，第二選項為除了自身母語

之外，可在選擇另外一個鄉土語言，第三為自由選擇，即不一定要選擇自己的母

語，最後一項則為其他。以下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三部分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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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對母語課程選擇方式的看法 
整體受試者(272) 
只能選自己的母語 165 (60.7%) 
除了自身母語之外， 
可再選擇另一個鄉土語言 

87 (32.0%) 

自由選擇一個鄉土語言 
（不一定要選擇自身的母語） 

14 (5.1%) 

其他 6 (2.2%)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課程的選擇方式應為                  年齡層 
選擇方式 高年齡層(129) 低年齡層(143) 
只能選自己的母語 89 (32.7%) 76 (27.9%) 
除了自身母語之外， 
可再選擇另一個鄉土語言 

37 (13.6%) 50 (18.4％) 

自由選擇一個鄉土語言 
（不一定要選擇自身的母語） 

0 (0%) 14 (5.1%) 

其他 3 (1.1%) 3 (1.1%)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課程的選擇方式應為                  教育層 
選擇方式 高教育層(144) 低教育層(128) 
只能選自己的母語 71 (26.1%) 94 (34.6%) 
除了自身母語之外， 
可再選擇另一個鄉土語言 

60 (22.1%) 27 (9.9%) 

自由選擇一個鄉土語言 
（不一定要選擇自身的母語） 

9 (3.3%) 5 (1.8%) 

其他 4 (1.5%) 2 (0.7%) 
Chi-square .000* .000* 
 
由表 4.41結果顯示，整體受試者大多選擇第一項，只能選擇自己的母語，

人數佔總數 60.7％，其次才為除了自身母語之外，可在選擇另外一個語言，約佔

總數之 32.0％。其他兩項則分別只佔 5.1％及 2.2％。四個選項之間的差異達到顯

著值（P=.000）。 
 在高低兩個年齡層對四種課程選擇方式的結果與整體受試者的相同，第一選

項「只能選自己的母語」在兩個年齡層中均排名第一，高年齡層的比例佔總數的

32.7％，而低年齡層則佔 27.9％。「除了自身母語之外，可在選擇另外一個鄉土

語言」則佔第二，低年齡層選擇此項的人數百分比高於高年齡層，佔 18.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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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年齡佔 13.6％。第三選項「自由選擇，不一定要選自身的母語」中，僅有低年

齡層的受試者佔總數的 5.1％，而高年齡層並沒有人選擇此項目。最後一項「其

他」則在兩個年齡層中都為最少人選擇的項目，各佔總數的 1.1％。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對母語課程的選擇方式結果大致與整體受試者和以年齡

層劃分的受試者呈現相同的態度，在兩個教育層中，第一選項「只能選自己的母

語」都是佔第一位，且母語能力較佳的低教育層這個選項在總數的百分比比高教

育層高（低教育層，34.6％；高教育層，26.1％）。而第二選項「除了自身母語之

外，可再選擇另一個鄉土語言」亦為兩個教育層的第二位選擇，但高教育層在總

數的百分比上則比低教育層多（高教育層，22.1％；低教育層，9.9％）。第三選
項和其他，分別佔兩個教育層的第三和第四位。高低兩教育層在四個選項之間的

差異都達到顯著值（P=.000）。 
 從訪談中得知，不管是那一類訪談對象，都希望學生先以選擇自己的母語為

主。對大部分的學校行政人員而言，因訪談學校為布農族小朋友為主的學校，因

此開設的母語課程也都只有布農語一項，因此小朋友並沒有其它的選擇。母語老

師皆為布農族老師，也均表示孩子自己的母語都有問題，再去學習其他族群的語

言可能效果不會很好；有的老師（如 T8受訪者）還提出學校現在同時有母語與
英語教學的課程，再加上國語課，對小朋友而言，整個語言學習負擔已經太重，

且會出現因一次要學三套拼音系統而搞混的情況。以家長而言，也大多傾向希望

自己的孩子先學好自己的母語，其他的先不用談論。學生部分，則大部分都是接

受學校給的母語課程，因此幾乎在每個學校中，都有出現非布農族小朋友一起學

母語的情形。 
 部分家長則認為，雖然希望孩子多學一些語言，但若自己的母語都沒學好，

就不足以談論其他族語言的學習，因為自己的母語是最重要的，不會說布農語的

孩子很可憐，會逐漸失去對自己民族的認同。家長 P1、P3、P6、P7即表示希望
孩子能夠繼續使用母語，不要忘記自己的文化。P8家長認為連自己母語都不會

說的孩子在學習其他事物上就少了這方面的幫助。T1受訪者也提出該部落社區

人士都相當支持學校的母語課程，因為他們都希望布農族的孩子就要會說布農

語，因為這畢竟是自己的語言，希望他們不要丟。 
 以學生而言，部分的小朋友也反應，如果他們學會說一些母語，他們會很高

興。如 C1小朋友，她就表示當她學會說某些母語時，她會很開心，可以聽懂媽

媽所說的話，也可以跟祖父母用母語交談。C5小朋友也表示如果他學會了，他

就可以很驕傲地說這個語言，而且爸爸媽媽也會很高興。 
 在教育部對各小學的母語課程選擇上，因學生組成族群的多樣性，加上經費

限制，有時並不能同時為每一個族群安排母語課程，因本論文研究採樣地點都在

部落，因此大部分學校都較單純以布農族學童為主，然在都市中的布農族孩子，

在這門「鄉土語言」課程的選擇上，就不一定能夠選到自己的母語，而不得不選

擇其它族的語言，對於其長大之後的民族認同亦可能會造成相當大的障礙。例如

某老師的孩子在台北市小學，就必須選擇阿美語課程，而使得這位布農族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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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產生困惑與衝突。各原住民語言課程的安排是否能兼顧，亦是將來母語

教育政策規劃不容忽視的重點。 
4.4.4 母語教學的必要性 
 在母語教學的必要性方面，有兩大題。首先先調取受試者對學校教母語的必

要性態度，接下來再問及若學校有必要教母語，那麼母語教學課程應為必修或選

修，選擇必修或選修的原因為何。 
4.4.4.1 學校是否有教母語之必要性 

這部分討論布農族人對學校是否有必要教母語的態度，必要性從五至一分為

五級：非常高、高、普通、低、非常低。表 4.42顯示整體受試者、年齡層和教

育層三種分類受試者之結果。 
 
表 4.42：整體受試者認為學校教母語的必要性為何 
您認為學校教母語的必要性為何 
整體受試者 4.3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4.38 
低年齡層 4.23 
Anova .149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4.27 
低教育層 4.34 
Anova .649 
 
 從以上三個表格顯示，不分年齡層和教育層，大部分的布農族人都認為學校

非常有必要教母語，評量分數皆在高和非常高之間。高低兩年齡層的受試者在這

點上的態度一致認同，並無顯著差異（P=.149）；兩個教育層的看法亦沒有顯著

差異（P=.649）。 
 對學校教母語是否必要性這一點，訪談的對象多相當同意。以學校行政人員

來說，很多受訪者均表示，現在大部分的家長都不會教孩子說母語，因此如果學

校又沒有母語課程的話，小朋友將失去大部分的母語環境。A1受訪者即表示，
該部落的家長對孩子幾乎都不管，全部交給老師。A7受訪者也有相同的看法，
認為該部落的家長大多不關心孩子的教育，孩子在學校上了什麼樣的課程也不甚

清楚，對於母語課一概不知的家長不少，因此學校若再不教母語，孩子的母語將

完全不會。A8受訪者則認為部分家長，即使本身母語流利，也習慣以國語跟孩

子溝通，在家跟孩子以母語溝通的頻率相當地低，因此學校的母語課的確是孩子

唯一會開口說母語的地方。A11受訪者也表示學生家長自從學校有實施母語教學
以來，有漸漸依賴學校的趨勢，在家裡反而比較不會主動教孩子母語了。 
但母語老師的反應，如 T2受訪者，就認為，該部落的家長非常信任學校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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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相信老師比較會教，而且在學校所扮的母語相關活動上，如母語成果展，家

長也都會前來配合，而形成良好的互動。T4受訪者則提出大部分家長由於本身
也不太會說母語，因此傾向依賴學校的母語教學給孩子學習母語的機會。T7受
訪者則表示多數的家長都不會教孩子講母語，連老一輩的長輩都會努力學國語以

便跟孫子溝通，因此母語在家庭教育是失敗的，現在只能依賴學校教育。T10受
訪者也持類似的看法，認為雖然大部分家長都會希望孩子會講母語，但在家裡又

都跟孩子講國語，似乎無法抵擋國語的方便性，因此得期待學校的母語教育為孩

子的母語保留一絲生存的空間。 
以家長而言，多數的受訪者也表示，很多人在家裡都沒有習慣說母語，抑或

家長的母語流利度不足，對孩子的母語傳承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學校的母

語教學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孩子可以在學校母語課中多多少少學習到一些母

語的使用（P4受訪者）。P1家長就表示，因為他們都在工作，沒有時間教孩子

母語，因此學校的母語有輔助的作用。P3和 P6家長則認為，在學校上的母語課
可以逼小孩子至少在課程中一定要開口講母語，否則他們平常在家以及在社區都

很少主動講母語。P7家長則提出，雖然贊同學校教母語，但應該是家庭和社區
一起配合，變成是全村的運動，大家一起動起來，給孩子母語的環境，孩子才有

學會說母語的可能。但 P2家長提出不同的看法，她指出學校上的母語課程因教

師發音不正確，甚至還有教錯的情形，以致於她聽不懂孩子在說什麼。而部落的

老人家也有相似的反應，他們發現學校所教的母語並不正確，孩子回來也無法以

在學校所學的母語跟他們溝通；因為他們認為這樣錯誤的母語教學不如不教，讓

孩子自然地在部落或家庭的環境裡接收到正確的母語發音及句子，可能比較好

些。 
從訪談得知，雖然大部分的布農族人都認為的學校母語教育是必要的，但他

們也都有母語應回歸到家庭教育的認知，畢竟母語不是第二語言，所以應該是從

小在自然的環境中習得，學校的短暫母語教育只是一個補救措施，延緩原住民語

言流失之速度的意義大過於真正的母語習得與維持。 
4.4.4.2 學校母語教學應為必修或選修及其原因 
依教育部規定的「九年一貫教育」中，母語課程在國小階段是必修課程，在

國中則是選修課程。這部分調查布農族人對學校母語教學的選擇態度，是為必修

或選修，原因為何。以下分三部分討論：整體受試者、年齡層以及教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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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母語教學課程應為必修或選修 
整體受試者(277) 
必修 261（94.2%） 
選修 16（5.8%） 
Chi-square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年齡層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必修 125（45.1％） 136（49.0％） 
選修 5（1.8％） 11（3.9％）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教育層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必修 134（48.3％） 127（45.8％） 
選修 11（3.9％） 5（1.8％） 
Chi-square .000* .000* 
 
 從表 4.43可見，大部分的受試者都認為學校的母語課程應必修，持此意見

人數佔總人數的 94.2％，而選擇選修的僅佔總人數的 5.8％。兩者之間的差異達

到顯著程度（P=.000）。 
 在兩個年齡層對母語教學課程的選擇方式上，呈現的結果和整體受試者的相

同，選擇必修的人數遠超過選擇選修的人數，在高低兩個年齡層中都達到顯著差

異（P=.000）。 
 兩個教育層的受試者對母語教學課程的選擇方式上，仍呈現相同的結果，依

然是選擇必修的人數顯著地超過選擇選修的人數（P=.000）。 
 表 4.44呈現受試者對於課程為必修的原因之量化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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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母語教學課程為必修的原因 
整體受試者(259) 
必修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母語代表族群認同 227(87.6%) 32(12.4%) .000* 
要保留文化就必須會說母語 239(92.3%) 20(7.7%) .000* 
母語可以拉近與同族人之間的距

離 
212(81.9%) 47(18.1%) .000* 

母語幫助我和更多人溝通 164(63.3%) 95(36.7%) .000* 
母語幫助我交更多的朋友 143(55.2%) 116(44.8%) .093 
母語幫助我吸收新知識 114(44%) 145(56%) .054 
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 62(23.9%) 179(76.1%) .000* 
其他 20(8.0%) 230(92.0%)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年齡層 
必修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否 是 Chi-square 
要保留文化

就必須會說

母語 

118(45.5%) 5(1.9%) .000* 121(46.7%) 15(5.7%) .000* 

母語代表族

群認同 
109(42.0%) 14(5.4%) .000* 118(45.5%) 18(6.9%) .000* 

母語可以拉

近與同族人

之間的距離 

103(39.7%) 20(7.7%) .000* 109(42%) 27(10.4%) .000* 

母語幫助我

和更多人溝

通 

85(32.8%) 38(14.6%) .000* 79(30.5%) 57(22.0%) .059 

母語幫助我

交更多的朋

友 

79(30.5%) 44(16.9%) .002* 64(24.7%) 72(27.7%) .493 

母語幫助我

吸收新知識 
56(21.6%) 67(25.8%) .321 58(22.3%) 78(30.1%) .086 

母語在幫助

找工作上非

常實用 

33(12.7%) 90(34.7%) .000* 29(11.1%) 107(41.3%) .000* 

其他 13(5%) 107(41.3
%) 

.000* 7(2.7%) 123(47.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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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教育層 

必修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是 否 Chi-square 
母語代表族

群認同 
124(47.8%) 9(3.4%) .000* 103(39.7%) 23(8.8%) .000* 

要保留文化

就必須會說

母語 

119(45.9%) 14(5.4%) .000* 120(46.3%) 6(2.3%) .000* 

母語可以拉

近與同族人

之間的距離 

109(42%) 24(9.2%) .000* 103(39.7%) 23(8.8%) .000* 

母語幫助我

和更多人溝

通 

80(30.8%) 53(20.4%) .019* 84(32.4%) 42(16.2%) .000* 

母語幫助我

交更多的朋

友 

67(25.8%) 66(25.4%) .931 76(29.3%) 50(19.3%) .021* 

母語幫助我

吸收新知識 
53(20.4%) 80(30.8%) .019* 61(23.5%) 65(25%) .722 

母語在幫助

找工作上非

常實用 

28(10.8%) 105(40.5%) .000* 34(13.1%) 92(35.5%) .000* 

其他 12(4.6%) 14(5.4%) .000* 8(3.0%) 116(44.7%) .000* 
 
在必修的原因中，「要保留母語就必須會說母語」、「母語代表我的族群認同」

以及「母語可以拉近與同族人之間的距離」三項為選必修的受試者前三項主要原

因，此三項原因皆為融合性學習動機。第四名「母語可以幫助我和更多人溝通」

為唯一達到顯著差異值的工具性學習動機。至於其他兩項工具性動機「母語幫助

我吸收新知識」和「母語幫助我交更多的朋友」選擇和沒選的人數差異則沒有達

到顯著差異。最後一項「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沒選的人數多於有選

擇的人數，且達到顯著差異（P=.000），顯示在幫助找工作這一項工具性動機上，
絕大多數的布農族人均不予認同。 
 在低年齡層的結果大致與整體受試者的結果類似，「要保留母語就必須會說

母語」、「母語代表我的族群認同」以及「母語可以拉近與同族人之間的距離」三

項依然為選必修的受試者前三項主要原因，分別佔前三名，皆為融合性學習動

機。但在工具性學習動機功能上，母語能力較低的低年齡層在「母語可以幫助我

和更多人溝通」、「母語幫助我吸收新知識」以及「母語幫助我交更多的朋友」中，

並無呈現顯著差異（溝通，P=.059；吸收新知，P=.086；交更多朋友，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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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項工具性學習動機，「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則呈現相反的情

形，沒選的人數多於有選擇的人數，且達到顯著差異（P=.000），顯示大多數的

布農族人不認為「學習布農語會幫助找工作」這一項可以是學校母語課程必修的

原因之一。 
在高年齡層的受試者，除了「母語幫助我吸收新知識」一項選擇的人數與沒

選擇的人數並無達到顯著差亦之外（P=.321），其他五項原因皆為高年齡層認為

學校母語教學是必修的原因。但在第二項「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這一

項，則是沒選的人數居多，和有選擇的人數達到顯著差異（P=.000），表示大多
數的高年齡層布農族人亦不同意這一點會是學校母語課程必修的原因之一。 
 在母語能力較高的低教育層中，除了「母語幫助我吸收新知識」有選和沒選

的人數不達顯著差異值，以及「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一項是沒選的人

數多於有選的之外，其他選項都是大部分受試者勾選學校母語課成為必修的原

因，且均達到顯著差異值。而母語能力低於國語能力的在高教育層中，除「母語

幫助我交更多的朋友」未達顯著差異值之外，其他沒選的人數多於有選的選項比

低教育層的多，例如「母語在幫助找工作上非常實用」以及「母語幫助我吸收新

知識」，且達顯著差異值（找工作，P=.000；吸收新知，P=.019）。 
 表 4.45陳列受試者對於課程為選修的原因之量化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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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受試者認為母語教學課程為選修的原因20 
整體受試者 

選修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母語不一定代表族群認同 9(64.3%) 5(35.7%) .285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我找工作 8(57.1%) 6(42.9%) .593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我吸收新知識 6(42.9%) 8(57.1%) .593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我和更多人溝通 7(50%) 7(50%) 1.000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我交更多的朋友 6(42.9%) 8(57.1%) .593 
母語不一定能可以拉近與同族人之

間的距離 
3(21.4%) 11(78.6%) .033* 

會說母語不一定能保留文化 7(50%) 7(50%) 1.000 
其他 2(14.3%) 12(85.7%)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年齡層 
選修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是 否 Chi-square 
母語不一定代表族

群認同 
1 4 .180 8 1 .020*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找工作 
4 1 .180 4 5 .739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吸收新知識 
3 2 .655 3 6 .317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和更多人溝通 
3 2 .655 4 5 .739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交更多的朋友 
3 2 .655 3 6 .317 

母語不一定能可以

拉近與同族人之間

的距離 

1 4 .180 2 7 .096 

會說母語不一定能

保留文化 
1 4 .180 6 3 .317 

其他 1 4 .180 1 8 .020* 
 
 
 
 

                                                 
20 因選擇選修人數太少，不達統計上的顯著統計值，因此這部份加入社會變項的百分比不予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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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原因 

是 否 Chi-square 是 否 Chi-square 
母語不一定代表族

群認同 
8 2 .058 1 3 .317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找工作 
5 5 1.000 3 1 .317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吸收新知識 
3 7 .206 3 1 .317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和更多人溝通 
4 6 .527 3 1 .317 

母語不一定能幫助

我交更多的朋友 
3 7 .206 3 1 .317 

母語不一定能可以

拉近與同族人之間

的距離 

2 8 .058 1 3 .317 

會說母語不一定能

保留文化 
6 4 .527 1 3 .317 

其他 1 9 .011* 1 3 .317 
 
由於選擇選修的人數僅 14位，只佔總人數的 5.8％，沒有顯著程度的檢定

值，因此無法進行統計計算。除了在「母語不一定能可以拉近與同族人之間的距

離」，這一項中，沒選的人數多於有選的人數，達到顯著差異（P=.033），顯示多
數的人都不認同這個理由為選修的原因，換句話說，即使是認為學校母語課程應

為選修的受試者，他們還是認為母語和保留文化之間的相關性相當強。 
 在高年齡層的部分沒有一個選項達到顯著差異值。但在低年齡層，第一項「母

語不一定代表族群認同」，有選擇的人數和沒選擇的人數已達到顯著差異

（P=.020），顯示在低年齡層，已經有少數的布農族人認為母語可以和族群認同

關係脫離。兩個教育層的每個選項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值。 
 從訪談中得知大部分受訪者對小學的母語課程的方式多認為要必修。以行政

人員來說，多數的受訪者均認為在小學的階段，母語必須是必修，強制性的，否

則大部分的學生將不會認真學習這個語言，即使選修，也不會認真。A1受訪者
就指出，在當地的國中母語教學即為選修，選修的學生多將之視為一種課外活

動，難得一個禮拜上一次課也不會認真學習，在上課時仍在看別的書，或是吵鬧

玩樂，完全沒有強制性。除了強制性的問題之外，A3受訪者認為，母語本來就

是自己的語言，既然將它正式放入學校教育之中，就應該全校不分年級必修，不

要讓學生有選擇的機會，才有一致的效果。另外，A10受訪者提出，現行母語課

程雖然為必修，該校的學生已經將之視為一般科目，並沒有感受到是自己母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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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如果又改為選修的話，因為其它科目的壓力，可能大多數的學生都不會

來選課。A7受訪者也認為現在的學生都將母語當作如同英語一般的第二語言來

學習，說起母語像說外國話，到了國中變成選修後，因為課業壓力大家就不上了，

他提出建議，認為既然教育部是「九年一貫」教育，就應該必修到國中階段，而

不是讓學生自由選擇，或讓學校可以有選擇開課或不開課的機會，因為大部分的

學校會為了避免多一項負擔而多選擇不開母語課，那麼九年一貫的鄉土語言課程

將名不副其實。 
 以母語老師而言，T5受訪者認為母語沒有附帶的經濟效益例如會說母語並

不能幫助找到工作，一方面國家也沒有給予原住民語言生存的環境，因此即使現

在學校母語課是必修，家長都已經不關心學校的母語課，認為沒有學的必要了，

改為選修之後，更不會有意願叫自己的孩子學習母語課。T6受訪者也提出他的
看法，認為現在國語入侵原住民部落太過嚴重，即使如他們的部落比較山上，可

以保留較多的母語，近來也因為觀光化的問題，而導致國語再度入侵，母語課程

不得採用選修的方式，否則下一代的孩子將都漸漸失去母語的能力，文化也隨之

流失。T8受訪者提出不同的看法，在小學階段，全校學生幾乎都是布農族，小

朋友在學習母語的時候不會害怕，因為大家都是一樣的，因此在這個階段就適合

用必修的方式，小朋友一起學效果會比較好，到了國中，學生組成複雜，各族都

有，學生在學習說母語的時候會有心理障礙，這個時候要再強迫必修就有它的困

難性，加上教育部經費限制，不可能為每一族的學生開設母語課，因此要把握在

小學階段的學習環境，以必修的方式讓孩子自然地學習母語。 
以家長而言，多數的家長表示若母語課程為選修，自己的孩子恐怕會因為要

多一門課，而不會去上，因此大都認為必修有它的強制性。P2家長指出，自己
的孩子因為害怕講錯而平常下了課之後幾乎都不講，當母語課程是必修時，至少

每週還有一節的時間，他會被強迫要講，如果改為選修，連這個強制孩子要講的

機會都沒了，所以她認為學校的母語課要開，就一定要必修。另，P6家長表示，
自己的孩子在學習母語的態度上就不是很積極，認為母語很困難，學了又沒有

用，如果學校不採取必修方式，孩子可能根本就不會想學。 
在整個大環境原住民的母語語言巢已經在國語政策的強制推行遭受嚴重的

破壞情況下，現今的短暫母語教學課程都僅只是一種補救措施，若再像過去（90
學年度之前）只將母語課程放在團體活動或彈性課程中，抑或是現在國中階段的

選修方式，那麼母語教育的成效將更加低落，沒有強制性的效果，也沒有足夠的

母語環境。因此，在不同階段，應該都要規劃不同程度的「必修」母語課程，讓

孩子整個沈浸在母語的環境裡，並由家庭與部落（社區）共同配合與教導。如紐

西蘭的毛利語之「語言巢」，規劃整個從學齡前以至大學都有不同階段與不同程

度的母語刺激與相關配套措施。如此，台灣原住民的母語才有保存與維持的可能。 
4.4.5 對母語教學之支持度 
 這部分調查布農族人對學校母語教學之支持度，分三類對象：社區人士及家

長、政府、以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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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社區人士及家長的支持度 
以下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三點討論受試者對於該社區人士和家長

對母語教學支持度的態度為何，表 4.46呈現相關之量化調查結果： 
 
表 4.46：該社區人士及家長對母語課程的支持度 
整體受試者 
 4.13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4.10 
低年齡層 4.15 
Anova .658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4.08 
低教育層 4.18 
Anova .392 
 
 根據表 4.46顯示，不分年齡層和教育層度，大部分的布農族人對於該社區

之人士與家長對於學校母語課程的支持度都相當地高，兩個年齡層之間的差異和

兩個教育層之間的差異均不達顯著程度（年齡層，P=.658；教育層，P=.392）。 
 不分對象類別，大部分的受訪者都認為該社區對母語教學相當支持。但以學

校行政人員來看，有三種不同的聲音。第一類受訪者認為社區人士及家長都相當

支持學校的母語課程，在實際行動上配合度也相當高，根據 A2受訪者的說明，

該社區對學校的母語課程相當關心，學校舉辦的母語相關活動，都會來親自參

與，學校也會配合社區的活動，如打耳祭，會帶小朋友一起參與比賽、活動等。

第二種聲音認為雖然家長和社區人士表面上支持學校教母語，但實際行為上根本

就不會教孩子母語。如 A1受訪者指出，有時候交代學生回去請教家長有關母語
的詞彙或句子，家長也不會教孩子，學生回來之後依然不會。第三種聲音，如

A7受訪者，就指出該部落家長多認為學習母語用處不大，沒有附帶經濟效益，

因此對於學校的母語相關活動都漠不關心。另外，A3受訪者則採取強制性的方
式要求社區配合母語教學，例如學校舉辦親子活動，家長必須來學校參加，不得

不配合。亦有相當積極的社區，如 A9受訪者所指出的，該部落本身有社區母語

教室，一週一次，以補充孩子在學校所學的不足；另在某些部落，設有社區大學，

其中亦有母語課程的安排，也讓家長一起上母語課，和小朋友一起學習。 
母語老師部分，T4受訪者指出社區支持學校母語教學的情形，例如學校辦

母語話劇比賽，就會請社區的耆老、長老來當評審，社區也相當配合學校活動。

T6則說明在該學校所在之部落，會在學校舉辦母語演講比賽時，教導自己的孩

子。T8受訪者則表示，雖然大部分的家長都會說支持，但是實際上卻不知道會

不會真的配合學校的母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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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反應也分兩種，第一類為多數，他們認為社區人士是支持學校母語課程

的，如 P3家長，他認為一般家長和部落的族人都希望下一代的孩子會說母語，

因此對於學校實行母語教學都相當支持。P6家長則指出，雖然該社區人士與家
長都支持學校之母語教學，但一方面在家裡又很少跟孩子講母語，態度與實際行

為有落差。另外，有部分的家長認為學校的母語教學有問題，例如學校所教的母

語是錯誤的（如 P2受訪者）。還有部分家長表示不清楚社區其它人的支持度為何

（如 P4家長）。 
社區對於母語教育的支持度相當重要，因為同一個部落通常多為同族人，部

落可以用各種方式營造母語的環境。例如，可透過以當地母語為地方官話的地位

規劃來強制執行使用母語的規定，例如鄉長或村長的廣播都必須完全以母語進行

等。再者，可藉著小型的語言政策增加母語學習的工具性動機，例如在部份地方

性工作（如山地鄉公所約聘人員、林班班長等）規定必須具有母語能力才予聘用

等，一旦母語所附帶的經濟效益增加，則願意學習母語的人口也就會隨之增加。 
4.4.5.2 政府重視母語教學的程度 
以下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三方面討論布農族人對於政府對母語教

學重視程度的態度為何，表 4.47呈現統計量化的結果。 
 

表 4.47：對政府重視母語教學的看法 
整體受試者 
 3.26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3.21 
低年齡層 3.32 
Anova .421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3.20 
低教育層 3.33 
Anova .303 
  
根據以表 4.47顯示，不分年齡層和教育程度，大部分的布農族人對於政府

對於學校母語教學的重視程度都傾向保守態度，介於普通之間，兩個年齡層和教

育層之間均不達顯著差異（年齡層，P=.421；教育層，P=.303）。 
 從訪談內容，多數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重視母語教學的程度都相當質疑。以學

校行政人員而言，大部分的受訪者都認為，政府雖然有在做母語教學，但是一週

一節課的上課時數明顯不足，不見其維護、挽救母語的誠意。A2受訪者表示，
歷任鄉長和縣長都不曾改革，對母語政策不支持。A3受訪者則認為政府的支持
度不高，反而是一些民間文史工作機構可以在學生的母語學習上提供經費補助，

其它政府機關則明顯經費不足，無法提供孩子足夠的母語教學課程。A7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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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出，該學校之所屬縣政府教育局，為可以趕上北部進度，也將英語課程提早

至一年級開始，於是國小一年級就有兩個語言課程—英語和母語。造成大部分的
家長都較重視英語，對母語教學來說，是另一層嚴重的隱憂。A1就覺得政府似
乎有漸漸在重視，因為開始有母語教學的實施、全省/縣/鄉的母語比賽舉辦等等，
而過去則是完全都沒有。A10受訪者則表示政府有在做，但是很少，也許是因為
母語政策是剛起步。另，A4和 A5受訪者提出因其鄉長為布農族人，又相當重
視教育，因此以往都有撥經費給各校推廣母語課程及鄉土教學活動。 
母語老師部分，T1受訪者認為政府還不夠重視母語，實施的政策不夠積極。

T2和 T3、T9則指出因為山地鄉鄉長多為布農族，因此只有鄉公所支持，會舉辦
相關活動及補助經費推廣母語，其它如縣政府、教育部都不見其重視母語的實際

行為。 
家長的部分，大多數受訪者均稱不見政府的重視度，希望政府至少在經費上

要給予母語教學相當的支持（如 P1受訪者）。也有部分家長表示不清楚政府對母

語教育是否重視（如 P2和 P4家長）。P7家長則希望可以藉由基層力量，如村長、

鄉長，將母語推成是全社區的運動，母語才有生存的環境。 
政府對原住民母語政策的重視程度，決定著原住民語言的保存或流失。現今

政府僅將母語政策放在教育層面上，沒有其他相關配套措施，（如媒體、經濟、

政治等方面的母語政策）。加上教育部所推出的所謂「鄉土語言教學」亦僅是一

種表面的補救政策，為因應當前世界正視原住民的潮流以及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意

識高漲，在其實質的執行內容上則問題層窮百出，例如母語教學時間的嚴重不

足、母語師資的不足、母語教材的不完整等等。因此，在這方面，如果政府有心

挽救原住民語言，應制訂更加完整的一套母語政策，並在各個層面上，強制或鼓

勵執行，一如當初光復之後實施國語政策，整個台灣社會幾乎都要具有國語能力

才能生存或工作，並設有各縣市鄉的國語推行委員會監督指導。對原住民的語言

而言，類似的語言政策是絕對必要的，除專責的原住民母語推行委員會的設立，

更要有相關的經濟效益及各種的語言規劃（地位、本質、學習），讓瀕臨滅絕的

原住民語言重新擴展各種工具性功能，進而復興其語言活力。 
4.4.5.3 個人對母語政策的支持度 
以下分整體受試者、年齡層、教育層三點討論受試者個人對於母語教學支持

度的態度為何，表 4.48陳列統計量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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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個人對母語政策的支持度 
整體受試者 
 4.54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高年齡層 4.56 
低年齡層 4.52 
Anova .559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高教育層 4.55 
低教育層 4.53 
Anova .773 
 
 根據以上三個表格顯示，不分年齡層和教育層度，大部分的布農族人個人對

於母語政策的支持度都相當地高，兩個年齡層和教育層之間均不達顯著差異（年

齡層，P=.559；教育層，P=.773）。 
 從訪談中得知，無論是學校行政人員、母語老師或學生家長，對於母語政策

的支持度都非常地高。A2受訪者還提出母語政策要制度化的建議，並像過去國

語政策時一樣，建立一個原住民母語推行委員會。另外，大部分的行政人員，如

A3、A4、A5、A11受訪者，則希望藉由個人在行政上的努力，給予母語政策實

質上的幫助。A6受訪者則親自到另一個部落小學服務，幫當地解決母語師資、

母語課程安排的問題，以實際的行動支持母語政策。另 A12受訪者，和 A6一樣，
在學校母語課程師資的選擇、課程的規劃上參與，提供所學所能，給予母語教學

最直接的幫助。而 A1、A8、A9受訪者，則身兼學校行政人員和母語老師一職，

直接投身母語教學的第一線工作。 
母語老師部分，由於教育部經費相當有限，因此基本上會願意到學校教授母

語的人都相當支持母語政策，希望自己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幫助孩子不至於

完全不會自己的母語，如 T8受訪者。而 T2和 T3受訪者，也是因為自己本身有
相關經驗而參與母語教學的工作。T7和 T10受訪者，則是因為自己的孩子也在
小學上學，基於同理心，希望孩子會說母語，而投入母語教學的工作。T8受訪
者則因為自己母語流利，有母語教學經驗，加上自己有意願，希望可以貢獻自己

的力量讓這一代的孩子還可以說一點母語，保存布農族的語言與文化，因此接下

這個困難的工作。 
家長部分，則大多希望孩子會講母語，但限於個人母語能力不足之因素（如

P4家長），無法給予孩子完整的母語家庭教育，而期待政府的母語政策能夠挽救
下一代的語言能力。 
大部分布農族人對於母語政策的支持度都非常之高，但在實際行為上必須配

合其積極之態度。最小規模的語言政策即落在家中，例如家長可以規定孩子使用

母語，否則不予回答等，在孩子為達到溝通或請求的目的趨向下，就自然而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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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自己去學母語。因此，固然樂見布農族人在個人態度上的高度支持，其實際語

言行為仍須真正下去付諸實行，母語政策，才不會再度淪為空談。 
4.4.6 母語教學之成效評量 
這部分討論受試者對於母語教學實施之成效，分為個五部分：學生對母語課

程的興趣、學生喜歡母語的程度、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學生的聽力進步狀況、

以及學生的口語進步狀況，前兩者為態度中「情感」的部份（affective）；第二部
分語言使用頻率相關語言實際行為部份（conative）；最後兩項涉及母語聽力及口

語能力，則為態度中的知識部份（knowledge）。選點均分為五級：5=非常高、4=
高、3=普通、2=低、1=非常低。以下分全體受試者、依年齡層、依教育層分別

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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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 
整體受試者 
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 3.73 
學生喜歡母語的程度 3.64 
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 3.10 
學生的聽力進步狀況 3.38 
學生的口語進步狀況 3.34 
整體 3.44 
Anova .000* 
不同年齡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如何      年齡層      
實施成效 高年齡層 低年齡層 Anova 
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 3.80 3.66 .194 
學生喜歡母語的程度 3.68 3.61 .539 
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 3.15 3.05 .410 
學生的聽力進步狀況 3.43 3.34 .434 
學生的口語進步狀況 3.36 3.33 .753 
整體 3.48 3.40 .392 
Chi-square .000* .000*  
不同教育層受試者 

您認為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如何      教育層      
實施成效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Anova 
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 3.78 3.67 .293 
學生喜歡母語的程度 3.68 3.60 .426 
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 3.11 3.08 .837 
學生的聽力進步狀況 3.45 3.31 .205 
學生的口語進步狀況 3.37 3.32 .645 
整體 3.48 3.39 .342 
Chi-square .000* .000*  
 
表 4.49結果顯示，整體受試者對學校母語教學之實施成效，皆在普通之間，

成效最低的為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成效最高的為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這五

項之間差異達到顯著值（P=.000）。 
不同年齡層認為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五項均不達顯著差異，因此在年齡層

上對於母語教學實施的效果看法都是一致的。同樣地，進步最低的為學生使用母

語的頻率，最高的為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高低兩個年齡層在這五點之中的差

異也都達到顯著值（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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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教育層對於母語教學實施的效果看法都是一致的，在五點均不達顯著差

異。同樣地，進步最低的為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最高的為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

趣。高低兩個教育層在這五點之中的差異也都達到顯著值（P=.000）。 
第一項與第二項「對母語課及母語的興趣」為情感的（affective），居實施成

效最高分；第四項與第五項「學生的聽說能力」為知識的（knowledge），成效居
中；第三項「學生使用母語的頻率」則為行為的（conative），成效最低。 
 依據訪談內容，大多數受訪者對於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多採保留態度，雖然

大部分都認為學生喜歡上母語課，但是其實際成效卻有待考量。以學校行政人員

而言，如 A1表示，雖然學生喜歡上母語課的理由，是因為它較其它科目輕鬆、

沒有壓力，但實際上的使用頻率增加相當地少；口語能力則大部分都只會單字和

簡單的招呼；在會話部分，連自我介紹都有很大的困難；考筆試部分，全班在五

年級考過一次，近十位學生中只有兩個人及格。這些事實讓他不知道如何面對。

A2受訪者則是聽說學生母語能力還可以，但他沒有聽過學生們說，一方面沒有

測驗評量，主要是要先給他們鼓勵。部分的受訪者（A4、A10）則指出小朋友喜
歡上母語課，因為他們習慣部落裡母語的環境，但對於他們的語言能力進步狀

況，則不能確定，多認為他們聽力較口語能力進步得多，說的方面大多無法說整

句，除非是祖父母帶的孩子，有這個學習環境。A5受訪者則指出該校的高年級

學生可以進行對話，其它則都是單字單字地說。A6則更直接認為學生之間不可

能以母語交談，除了在稱謂上可以直接稱呼（如 Cina Puni，Puni阿姨）之外，
其它都不行。A8受訪者的看法是，在部落裡的小朋友比較敢說，因此即使說錯

也不怕，有家長和部落耆老的糾正，因此該校學生跟母語布農族老師都可以以母

語問答，但較年輕的家庭則還是傾向使用較多國語，進步情形有限。A9受訪者
對學生所說的母語有意見，他認為學生說的母語會有中文式的腔調和句法，例如

布農語是動詞為首主詞在後，和國語的句法不同；但他們在使用時，會將「你去

哪裡」直接翻成 ”kasu ku isa”，而不是布農語的語法 ”ku isa kasu”，甚至連發音

也不甚標準，但他們還肯開口說布農語，因此還有糾正他的機會。A11也認為該
校位在較偏遠的山上，因此這邊的孩子很容易接觸到母語的環境，因此他們在學

習母語很快，進步也很多，句子都可以講。 
母語老師部分，T1受訪者指出學生上完母語課之後仍然很少使用母語跟他

交談，因為他們會怕說錯，但他認為學生們仍有進步，是慢慢累積起來的。T2
和認為學生們上完母語課之後的使用頻率仍然不高，一方面在學校多為非布農族

老師，另一方面小朋友之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如電視）已經習慣以國語交

談，一時很難以不熟悉的母語相互交談。T4 老師則指出學生不會用母語對老師

同學交談，只會唱歌，聽力上則有進步。T5 老師認為學生母語使用頻率沒有增

加是因為沒有這個環境，小朋友回到家裡，家長還是用國語與他溝通，學校的母

語教學成效非常地低。持不同意見的母語老師如 T6，他認為學生有進步，因為
該部落較山上，母語保存環境較佳，加上家長自己在家裡教母語的約佔 1/3，因
此孩子們的母語進步狀況都不錯，但在學校仍然很少使用，因為學校大部分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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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老師，無法以布農語跟學生交談。T9也指出該部落將近百之百人口為布農族，

因此一般來說家長和孩子之間的母語使用頻率比外面地高，在社區平常交談也都

講母語，因此小朋友在上完母語之後，都會用母語與母語老師交談，不過每班平

均都有幾位布農族孩子是外地回來的，母語比較差，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讓他們

學習。T10受訪者則認為孩子的聽力進步比較多，其他的要慢慢才會進步，畢竟

他們還是比較習慣國語的使用。 
家長部分，多數家長並不清楚孩子的進步狀況，因為很少聽到孩子說母語，

（例如 P1）。P2家長對孩子上完母語課後是否比較會聽會說也採取保留的態度，

認為還可以。P3受訪者的態度也是模糊，認為學校有在教母語，孩子的母語就

多少會有進步，但實際上他還是很少聽到孩子使用母語。P4受訪者則是直接表
示自己的孩子並沒有進步，每次母語課上完就忘了，必須再隔一週才會再上課，

根本不會有效果。另外 P8受訪者則認為她的孩子聽力、口語、使用頻率雖然都

有進步，但進步得不多。 
對學生來說，大部分的小朋友都喜歡上母語課，因為母語課輕鬆有趣，可以

唱歌，還有母語老師人很好、親切等（如 C1、C3小朋友）。除了 C4小朋友，不

喜歡上母語課的原因是因為母語老師很兇，上課很無聊。而進步情形，多是聽力

方面（如 C1、C2、C5、C6小朋友），口語方面，則僅限於單字部分較多（C3
小朋友）。 
 在母語教育的事後評鑑（evaluation）部份，教育部並未明確規定。除未規
定母語課程成果必須列入正式成績外，亦未規劃出一套完整或可參考的評量方

式，因此學童們真正的母語進步情況無法得知。但為達到母語教育實施的確實成

效，一套完整的評量方式絕對是必須的。評量方式並非一定得是紙筆測驗，可採

其他方式，例如很多學校都採取「多元評量」的方式，母語老師甚或家長都可以

藉著母語成果展、母語歌唱比賽等去瞭解孩子的母語進步情形。紙筆測驗仍有它

的強制功能，學生為了考試，會較認真去準備，如此一來，至少在讀寫方面，學

生的母語程度都會進步很多。 
 
4.5 母語教育政策之檢討與建議 
 這部份討論主要有二：（一）根據教育部 1995 年（民 84 年）訂定的母語教

學大綱檢討目前的布農語實施現況，（二）以語言規劃理論探討布農族人在教育

部頒佈之母語政策下的實施過程，並試圖提出政策上的建議。 
4.5.1 母語教育政策之檢討 
 根據教育部 1995 年（民國 84 年）出版之《國民中小學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

材大綱專案研究報告》，在整體的教學總目標上，第壹點即提到：「鄉土語言教學

係為達成學生瞭解鄉土、保存文化、傳承歷史、提升語言能力、溝通人際關係目

的」，與本論文調查布農族人認為母語教學必須為必修的原因大多符合。例如，

融合性動機方面，他們認為要保留文化必須會說母語，工具性動機方面，他們認

為會說母語可以幫助他們和更多人溝通、交更多的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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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原住民語組的教材大綱，分為「階段目標」、「時間分配」、「教材綱要」、

「實施方法」、以及「推薦音標系統」等擬定說明。以下依此五點綱要，配合訪

談所得結果，加以檢討分析。 
（一）階段目標 
在階段目標設計上，分為初階、中階、高階三大階段目標，初、中階以聽和

說為主，讀和寫為輔，高階則聽說讀寫能力並重。根據訪談結果，大多數的布農

族小學的母語教學目標趨近於教育部規定目標，主要都是以聽說能力為主，僅高

年級部分才需學習拼音符號。然而，依照年級所設定的教學目標並不一定符合學

生之母語程度。小朋友的母語流利度不與年齡（年級）成正比，部分學校表示有

低年級學生母語能力較高年級學生高的現象，因此多數的受訪者均表示，母語課

程的分班應依學生母語能力而定，而非依年級高低來分。另外，也有部分學校完

全不教學生拼音，全部著重在口語能力，例如 A8受訪者即表示低年級重在詞彙

的大量學習，中年級進入句子的表達，高年級則必須可以以母語進行會話；至於

拼音符號，可等到國中階段再開始學習。 
（二）時間分配 
 在時間的分配上，當初（1995 年）的母語課程設計為每週兩節，利用團體

活動（或聯課時間）進行，90學年度開始改成一週一節的必修課程，納入語文

領域中。從訪談的學校中得知，大部分學校的母語教學時間都按照規定為每週一

節，只有一所學校積極安排了每週一節以上的母語課程。然無論學校行政人員（如

校長、主任）、母語老師、和學生家長均表示一週一節的母語課程相當地不夠，

無法教授充分的內容；另一方面，學生上完一次課需再等一週，相隔時間過長而

導致多數的學生對於母語課程的學習容易中斷。因此在時間分配的規劃上，因目

前小學的各科繁重，也許無法再增加母語課程的教學節數。但在教學語言比例上

的配置即可彌補母語課程的不足。例如在低年級階段，為小朋友語言學習最快的

關鍵期，可完全以母語當作教學語言上課，到了中年級階段再逐漸增加國語的比

例，最後高年級為較穩定的發展期時，再給予母語國語各半的教學語言比例，採

取階段性發展。這樣一來。一方面不會耽誤其他科目的學習，一方面可以兼顧母

語環境的問題。另，國小階段雙語教學的實施，亦可是未來母語政策規劃值得考

量的重點。 
（三）教材綱要 
教材綱要分為三部分，首先為音標的教材大綱。當年（1995 年）的設計係

以母語教學實施對象由三年級開始，包含所有的聲母、韻母、語調、連音變化、

重音等，在音標辨認、書寫、發音方法、拼音方法、困難音素的加重練習、以及

標音讀物的閱讀，除最後一項標音閱讀僅放在六年級學習之外，其餘各項由三至

六年級皆須學習。然 90學年度之後的母語教育改由一年級開始，因教學目標的

改變，多數布農族小學也都著重在口語能力的訓練，拼音方面在部分學校放在高

年級學習，其它皆依賴國中階段的母語教學，但是國中階段母語課程又為選修，

因此造成多數布農族學生無法學習到拼音系統。文字化（graphization）是否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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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教學同時進行，亦為語言規劃中學習規劃和本質規劃的重要討論議題。 
第二部份為說話教材，包含聽力和口語教材，以對話和口語練習為主，兒童

歌謠為輔。在訪談的所有學校中，亦呈現出低年級學生多以母語歌謠教學開始，

先引起學生的興趣，到中年級之後，再行朗讀或會話的訓練。部份受訪者亦表示

透過歌唱進行母語教學的效果相當不錯，小朋友有興趣，就會認真學。在聽力部

份，教育部提供的教材可以適當的活動配以錄音帶或錄影帶，另外亦可提供不同

的聽力訓練體裁，如兒歌、神話、傳說、寓言故事等，訓練學生的辨音能力。口

述教材部份，則有配合課程內容加以句型練習，或利用圖片給予學生一些詞彙、

句型做提示，訓練學生看圖回答或說故事等，另外亦可提供學生情境必須的句型

和用詞等，訓練他們編寫並表演短劇，加強其口語能力。以訪談的學校而言，聽

力部份有以講述傳說故事訓練學生聽力者；口語部份，有母語老師以圖片訓練學

生回答或說故事者，有母語老師透過遊戲或比賽的過程（如文字接龍）來訓練學

生聽說能力；部份學校亦有舉辦母語戲劇表演。高雄縣部份尚有網路布農語教學

資料庫的建立21，學生可以自行透過與網路的互動，達到聽說能力的練習。教育

部在這方面提供的教學教材指導，亦為多數母語老師所採用。然而在最後一項「與

國語互譯之練習」，則遭部份的布農族母語老師質疑，例如年紀較長的母語老師

即表示，有些中文的詞彙、句型或用法原本就非布農語所有，如強迫翻譯成母語，

亦非族人會使用的形式，相反地，很多母語的詞彙中文無法翻譯，因此在兩種語

言的表達上，應依照其語言及文化特色維持其原來用法。 
在讀書教材部份，教育部提供的大綱中，閱讀教材以短文為主，對話為輔；

書寫教材則以句子為主，段落和短文為輔。母語老師應指導學生正確地朗讀閱讀

性教材，並教他們如何斷句，避免逐字朗讀。書寫教材則必須提供學生練習拼寫

單字和句子，並依學生程度提供語法的句型書寫練習，包括難度較低、變化較少

的填空、選擇和句型轉換等。從訪談過程中得知，幾乎所有的學校在母語教材部

份都是學校或母語老師自行編輯，已經出版的母語教材亦未區分閱讀教材和書寫

教材，因此，一本教材需同時扮演教授聽力、口語、閱讀和書寫練習的功能。另

外，部份教材主要以一個方言為主，亦不適用於其它方言的地區使用。至於自編

的教材大部分因為剛起步，大多只完成第一冊或編到低年級的階段，母語老師教

學時需要自行補充內容。因此，教材的不完整，在學習規劃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

題。教材的編寫應由那些人執行，亦為學習規劃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多數受訪者

傾向編寫教材的人選由母語老師擔任，因為母語老師最清楚學生程度，可依學生

程度調整內容之難易度。 
（四）實施方法 
實施方法部份，在教材編輯要旨第一點即說明，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鄉土語

言溝通能力和保存原住民語言文化為依歸。在這部份也符合多數母語老師的看

                                                 
21 此網路布農語教學資料庫由高雄縣教育局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委託桃源鄉樟山和建山國

小執行，今年則由興中國小繼續執行。然因本網站之布農語主要依郡社方言建立，因此亦不適用

於布農語其它四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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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們會在教材內容之外同時補充相關文化知識。在教學實施要點上，教學方

法第一點即提到「需建立良好的教室學習環境、培養活潑的學習氣氛，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受訪的學生均表示喜歡上母語課，因為上課氣氛輕鬆有趣。還有

母語老師會將全班帶出去戶外教學，透過對周遭事物的認識，學習如何以母語表

達的能力。教學技巧上教育部提供的大綱要點相當多樣，母語老師在進行教學時

也多能以口語問答、圖片、錄音帶等多樣教學方法來提高學習成效。 
（五）推薦音標系統 
音標系統以李壬癸教授（1992）所編訂之「台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

為主，各族群可依據自己的母語語音系統選用所需的音標。大多數訪談的小學在

拼音系統上均使用和教會系統一樣的羅馬拼音。去年（2002）由行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所委託政治大學原住民語教文中心和師範大學英語系所舉辦的族語認證

制度，即規劃各族語音符號系統的統一，根據訪談，多數學校母語老師表示目前

布農語的語音符號主要依據羅馬拼音，各地方言再依其語音差異增減符號，因此

大致上，在布農語的語音符號系統一致性在各社群已達到大多數的共識。 
（六）母語能力評量 
在母語能力評量方面，教育部所提供的教材大綱報告中並無提及。而由訪談

中得知，因多數學校均將教學目標著重在口語能力部份，因此評量方面也以口語

能力測量為主，例如以母語問答、看圖片說故事、句型測驗等。聽力測驗部份，

有以母語述說一個故事，從中問學生問題。大部分的學校都沒有實施紙筆測驗，

僅少數學校在高年級實施拼音符號教學者，會給予高年級在拼音方面的筆試。部

份學校完全沒有考試，以母語成果展、唱歌比賽、平常表現等進行多元評量，用

意在於先鼓勵學生對母語課程的興趣，有的母語老師甚至表示不能考試，一旦學

生因考試壓力變大，而失去對母語學習的興趣，往後的母語教學會更加的困難。

然紙筆測驗有其強制性功能，學生因為壓力而較認真準備，另一方面，如要同時

實行拼音字母在讀寫方面的課程學習，紙筆測驗或聽力練習都不可避免，否則僅

以口語測驗，無法得知學生是否真正可以辨認及拼寫字母。 
 

4.5.2 語言規劃理論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探討 
以語言規劃理論中的規劃方針、類型、目標和實施過程來檢視布農族母語教

學現況，以進一步探討整個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母語教育政策。以語言規劃方針而

言，原住民語言是在其母語被視為一種權利（language-as-right）的方針下進入教
育系統的規劃中。在這個方針下的規劃，保留自己的母語被視為該族群的基本權

利，該族群有使用自己語言的權利。1995 年教育部對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中

總目標即提及「達成學生瞭解鄉土、保存文化、傳承歷史…的目的」，在 2001
年（90學年度）教育部對鄉土語言課程的基本理念中又再度重申「以多元文化

精神及尊重各族群語文特性，納入正式課程實施教學」。因此對布農族人而言，

學習和使用布農語在國家的規劃方針下，僅是一種最基本的權利。 
語言規劃的類型分為三類：語言本質規劃、地位規劃、及學習規劃。以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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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為例，在本質規劃上，母語教育政策下執行的部份僅達到文字化的初步，即拼

音系統的擬定，但即使在文字化的部份，仍未完善，尚有少部份拼音系統無法統

一的問題。另外語法制訂（grammaticalization）也尚未完成，部份母語老師提到

自己在教學上的困難時，指出因個人知識有限，在教文法部份時亦產生困難，不

知該如何說明其語法結構。至於標準化，如對專有名詞和辭典等的制訂編纂、文

體的規定等，在當前的母語教育政策上並未做到，加上布農語方面有五個不同方

言的歧異性，究竟那一個語言要被選為布農語之標準語，抑或要保留每個方言的

獨立性，都是問題。詞彙現代化部份，如專有名詞和現代化詞彙的不足，在當前

的階段亦完全未觸及。地位規劃部份指透過地位的改變提升語言的功能，以布農

語而言，它在教育政策中被當作是學校的一門正式課程，至少可以透過學校的正

式教育改變母語的功能。至於學習規劃，布農族人透過學校教育和社區教育（部

份地區的部落大學），製造學習的機會，讓族人重新學習自己的母語，使布農族

語可以增加使用人口。在學校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即為將母語當作教學語言，每

一科都以母語教學，而非僅是其中一門科目，否則無法控制教室以外的學習及使

用，但對台灣地區的原住民而言，將母語當作教學語言的學習規劃受限於現實的

考量（如學校內非布農族老師仍居多數），目前沒有實現的可能。另外在部落中

存在的另一類地位規劃為宗教語言，在部份地區的基督教或天主教會裡，實行必

須使用母語的規定。 
 就語言規劃的過程，根據 Rubin（1971）的分類，有四個主要步驟：語言問

題發現、政策擬定、實施、及評估。所訪談的學校中，2/3的布農族小學在教育
部推出「鄉土語言教學活動」規定之前就已經實施一段時間的母語教學，有的學

校甚至已經實施十年以上。然當初的母語教學係由地方主導，多數部落的布農族

人在意識到母語的流失嚴重性之後，紛紛提出在小學實施母語教學的建議，課程

的安排多利用課餘活動時間或團體活動時間進行，經費部份有的由地方首長核撥

（如鄉長），有的為學校布農族老師義務教學，多數學校在母語教學實施過程中

中斷的原因多為經費的中斷，經費的中斷也造成母語教材編輯的不完整。第二階

段為政策擬定，在各地方部落實施母語教學一段時間之後，教育部終於在 2001
年（90學年度）將母語課程納入學校正式課程中，實施每週一節的母語教學。

並就母語師資、母語教材以及教學資源等提供經費支援，並配合政府機關舉辦一

年（或一學期）一次的母語演講比賽及歌謠比賽。然各校實施狀況不盡相同，積

極的學校推行一週一至兩天的「布農日」，在當天全校師生除了上課時間之外，

均需以布農語交談，抑或將文化帶入學校，舉辦「小頭目」選舉，以傳統布農族

能力取向的方式選出母語較優秀的小朋友，給予鼓勵。較消極的學校甚至沒有各

年級均實施母語教學，有的並提早結束課程。至於實施後的評鑑，教育部並未規

劃，因此母語教學的實施成效究竟為何無法得知。僅部份鄉鎮的小學之間會不定

期舉辦「母語教學觀摩」以及「母語成果展」，以達到校際間和學校與社區之間

互動研究的作用。然政策實施後的評鑑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目的在於將來政

策的修改，以擬定更有效的語言規劃。陳淑嬌（1995）提出個人對政策實施後評



 105 

鑑的看法，認為規劃過程中應做語言環境與語言使用的調查，用以評估其規劃之

結果，而唯有做到評鑑才能在重複的規劃過程中做最有效的語言規劃。 
 在對未來母語教育政策的建議，以受訪者的建議為基礎，配合教育部在母語

教育未來推動重點，以及個人的淺見，提出以下建議： 
（1） 教學時間方面，增加母語課程時數。實施年級可配合社區往下推至學齡

前，如部份社區托兒所即開始實施彈性的母語教學。亦可採階段性發展，

在低年級語言學習能力最佳的階段安排最多節數的母語課程，之後循序漸

進增加國語的份量，並可在部落小學中施行雙語教學的政策。 
（2） 師資方面，必須建立一套完整的師資培育方法（A7、T5受訪者）以及有

效的族語認證考試制度，以確定未來的母語師資是母語流利且受過專業訓

練的。另外，在本族教師的比例分配上，可考慮以低年級為優先，全部安

排具有該族母語能力的導師，可在母語課之外仍可以母語進行其他科目的

教學。在全校的教師比例上，則建議是否可達到本族老師與平地老師各半

的比例，但這部份的政策要求則亦必須配合政府在對原住民教師的資格與

保障上的相關配套措施，讓本族及當地老師優先回到部落小學教書，盡量

營造整個學校都可有母語的環境，學校老師與學生都為本族人時，小朋友

也較敢開口使用母語，並培養其對族群的認同感與自信心。至於行政人員

（如校長或主任等）亦盡量讓該地的該族人回鄉擔任，如此，學校內進行

相關的母語措施時（如布農日）比較沒有障礙，亦不會有平地老師、主任

甚或校長，因非該族人，不懂該地語言，而無法提供相關幫助或漠不關心

的情形發生。 
（3） 教材方面必須規劃完整，依據不同階段編輯不同程度的母語教材，並依聽

說讀寫規劃不同的教材。在拼音系統的一致性上可達到統一，並依各地方

言差異增減其拼音字母符號（T7受訪者）。 
（4） 教學方面，如訂定母語教學日等，當日除正式課程之外，全校師生均需使

用母語交談，將母語融入生活運用（T6受訪者）。另一方面，學校亦可配
合當地部落之祭典活動或相關文化活動讓學生參與學習。並可與其他學校

進行母語教學觀摩，或聯合舉辦母語成果展，讓不同方言群的小朋友也可

藉此互動學習和自己不同的方言，並從中學習互相尊重的態度22。 
（5） 評量方面，必須建立一套確實且完整的評量方式，針對學生之聽說讀寫能

力進行多樣化的評量，以確定母語教學之實施成效。例如紙筆測驗可強制

學生在拼音字母的讀寫能力加強，而其他如母語戲劇比賽或說故事比賽

等，則可測出學生的口語能力進步情形，以此多元化的評量方式來瞭解學

生的母語進步狀況，並依此調整下一次所要教授的內容。 
至於其他教育層面之外有相關母語政策的建議條列如下： 

                                                 
22 南投縣仁愛鄉三個布農族卓社群和信義鄉久美部落即不定期舉辦母語教學觀摩，讓不同部落

的小朋友接觸到其他同族人不同的腔調，並藉此學習相互尊重成長，達到同一社群語言教材編輯

上的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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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語政策的制度化，例如母語推行委員會的建立（A2受訪者），可由本族
人、專家學者及執政人員等共同組成，專門負責母語政策擬定、執行、及

事後評鑑工作。在母語的本質規劃（如詞彙現代化、標準化等）、地位規

劃（是否可與國語並行列為官方語言，或是地區性的官方語言等）、以及

學習規劃（在教育領域中的規劃，不僅在學校，亦要配合家庭及社區的教

育等）上都要一套完整嚴謹的相關政策。 
（7） 增強母語的附帶經濟效益（如 A7、T5受訪者），亦即透過地位規劃，使

母語增強其工具性學習動機，例如原住民部落的教師必須學會當地語言、

山地鄉公務人員亦必須具有該地語言能力、當地的原住民媒體工作者亦必

須擁有該族基本語言能力等。透過這些工具性功能的增加來加強母語的附

帶經濟效益，使原住民語言增加其實用性，進而增進其語言活力。 
（8） 社會資源的應用，如社區部落大學、教會、民間文史團體的力量結合等，

可以實行小範圍的地位規劃或學習規劃，增加母語使用及學習的機會。例

如在部落中，教會的力量即相當龐大，透過教會對母語使用的規定，族人

在每週數次的教會活動中都有接觸母語的機會。而部份部落已實施的部落

大學或社區自辦的母語教室，更是全體動員，家長可帶著孩子一同學習母

語，達到互動互進的效果，整個族群的同群性力量，對母語的學習，具有

相當的影響力。 
（9） 其他層面的母語政策擬定，如媒體方面，必須設有有母語電視或廣播節

目，且在時間長度及播放時間上，必須是族人容易可以收看或收聽的時

段，否則其效果相當表面。公共場合例如大眾運輸（機場、上火車上）亦

可提供當地語言的廣播，顧及不懂國語的原住民長輩。政治方面，當地首

長或民意代表亦要帶動母語政策的推動與執行等，例如官方語言的訂定等

（T6受訪者）。 
（10）研訂語言平等法，透過立法給予原住民語言在法律上的地位，並藉此提升

其在各個層面的使用功能，例如在公共場合（如法庭或國際會議上）原住

民有使用母語的權利，以及政府有提供翻譯員的責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