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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內容 

 
 1. 學校行政人員 
(1) 請問貴校的布農族小朋友占百分之多少？ 
實施現況 
(2) 請問貴校的母語教學從哪一年開始實施？中間是否有中斷過？為什麼？ 
(3) 貴校目前的母語教學是否有採分班上課？如何分班？ 
(4) 請問貴校目前的母語教學目標有哪些？教學活動重點有哪些？ 
(5) 請問貴校目前的母語教學有採用哪些資源（例如電腦、投影片等）？ 
(6) 貴校所採用的母語教材是哪一種？是否也讓母語老師自編？ 
(7) 請問貴校母語課程是否為一週一節課？納入語文領域中？ 
(8) 請問貴校是否有實施其他母語相關活動（例如母語演講比賽、歌唱比賽等）？

效果如何？ 
(9) 請問貴校在母語教學是否有與同鄉其他學校互動？有哪些活動？ 
能力/使用 
(10) 貴校的母語師資來源？有幾位？母語老師的母語能力好不好？ 
(11) 貴校學童的母語能力一般來說好不好？會說嗎？會聽嗎？ 
(12) 貴校學童在學校裡經常使用布農語交談嗎？（上課/下課/朝會）（對母語老師

/同族老師/同學） 
政策 
(13) 您認為母語教學時間是否足夠？是否需要增加？如何增加？ 
(14) 您認為母語教學實施對象應從幾年級開始？ 
(15) 您認為是否該實施不同程度的母語課程？為什麼？ 
(16) 您認為母語師資應由哪些人擔任？為什麼？ 
(17) 您認為母語教學過程中的語言使用比例應為何（國語和布農語）？為什麼？ 
(18) 您認為母語教材應由哪些人編寫？為什麼？ 
(19) 您認為家長/社區人士對母語教學的支持度/配合度高不高？為什麼？ 
(20) 您認為鄉公所/縣政府/教育部對母語教學的支持度高不高？為什麼？ 
(21) 您認為如何評量學習效果？該有哪些測驗方向？為什麼？ 
(22) 請問貴校小朋友對母語教學的反應為何？學習態度為何？為什麼？ 
(23) 請問貴校小朋友在上完母語課之後有比較常使用母語嗎？ 
(24) 請問您是否知道族語認證考試？您認為有作用嗎？為什麼？ 
(25) 請問貴校在實施母語教學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師資/教材/教法/家長支持？ 
(26) 您是否認為母語教師應該有一套培訓方法？在內容/時間/規劃上該如何做比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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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語教師部分 
(1) 您為何從事母語教學工作？ 
(2) 您認為一般家長的母語講得好不好？為什麼？ 
(3) 您認為一般家長和孩子使用母語交談的頻率高不高？為什麼？ 
個人現況 
(4) 您擔任母語課程一週的時數是多少？是否會太多或太少？為什麼？ 
(5) 您曾經參加族語認證考試嗎？有的話，您認為有作用嗎？為什麼？ 
(6) 您曾經參加母語師資研習嗎？有，您認為對母語教學有幫助嗎？為什麼？ 
(7) 您採用過的教材有哪些？是否認為內容是否足夠？難易是否適中？編排方

式是否符合學生程度？為什麼？ 
(8) 您是否自己有補充教材？有的話，增加哪些內容？為什麼？ 
(9) 您在母語教學時，時常用哪些方法？哪一些母語使用最多？哪一些比較有效
或引起學生興趣？為什麼？ 

(10) 在母語教學中，有哪些過程？哪一個步驟實施效果最佳？為什麼？ 
(11) 您在母語教學時，所使用的語言情況為（國語和布農語）？為什麼？ 
(12) 您在母語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有哪些？教材/教法/家長支持？為什麼？ 
能力/使用 
(13) 您覺得學生一般母語能力如何？聽力/說力好不好？為什麼？ 
(14) 您覺得學生常使用母語交談嗎（對老師/同學）？為什麼？ 
(15) 上完母語課之後，您覺得學生的母語聽力/說力有進步嗎？為什麼？ 
(16) 上完母語課之後，您覺得學生的母語使用頻率有增加嗎？為什麼？ 
政策態度 
(17) 您覺得學生對母語課的學習態度好不好？喜歡上母語課嗎？為什麼？ 
(18) 您認為學生的母語能力該如何去評量？該有哪些測驗方向？為什麼？ 
(19) 請問您是否認為母語課應採能力分班實行？如是，該如何進行？為什麼？ 
(20) 您是否認為貴校所規定的母語課程規劃符合學生的程度？為什麼？  
(21) 您認為學校所舉辦的母語相關活動（如演講、歌唱）是否有作用？哪些沒作
用？為什麼？ 

(22) 您認為家長和社區對母語教學的支持度高不高？為什麼？ 
(23) 您認為鄉公所/縣政府/教育局對母語教學的支持度高不高？為什麼？ 
(24) 您是否認為家長和社區應該配合學校的母語教學？該怎麼做？為什麼？ 
(25) 您認為母語教學實施對象應從幾年級開始？為什麼？ 
(26) 您認為母語師資應由哪些人擔任？為什麼？ 
(27) 您認為母語教材應由哪些人編寫？為什麼？ 
(28) 您認為母語教學的未來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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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 
能力/使用 
(1) 您個人的母語說得好嗎？ 
(2) 您認為您的孩子母語說得好嗎？會聽嗎？為什麼？ 
(3) 上完母語課之後，您的孩子母語比較會聽/說嗎？為什麼？ 
(4) 您在家常和孩子說母語嗎？在什麼時候/地方/話題會說？為什麼？ 
(5) 上完母語課之後，您的孩子有比較常說母語嗎？為什麼 
對學校母語教學的看法 
(6) 您知道學校實施母語教學嗎？您是否贊同您的孩子在學校上母語課程？為

什麼？ 
(7) 您認為母語老師母語說得好嗎？會教嗎？為什麼？ 
(8) 您認為母語師資應由哪些人擔任？為什麼？ 
(9) 您認為孩子的母語教材內容難嗎/足夠嗎？為什麼？ 
(10) 您認為母語教材應由哪些人編寫？為什麼？ 
(11) 您認為學校的母語課時間足夠嗎？為什麼？ 
(12) 您的孩子對學習母語的態度是正面或負面？上完母語課之後是否有改變？ 
(13) 您知道學校有其他母語相關活動嗎（如演講），您認為有作用嗎？為什麼？ 
政策態度 
(14) 您認為母語教學應從幾年級開始？為什麼？ 
(15) 您認為學校母語教學應採能力分班嗎？為什麼？該怎麼分班？ 
(16) 您認為學校的母語教學是否該與家庭和社區配合？該怎麼做？為什麼？ 
(17) 您是否認為鄉公所/縣政府/教育部該支持配合學校的母語教學？該怎麼做？
為什麼？ 

(18) 您認為母語老師在上課中所使用的國語/布農語比例應為何？為什麼？ 
(19) 您認為現在部落裡的孩子母語會說會聽嗎？為什麼？ 
(20) 您認為現在部落裡的孩子常使用母語嗎？為什麼？ 
(21) 您認為部落裡一般家長常和孩子使用布農語交談嗎？為什麼？ 
(22) 您認為部落裡一般家長支持學校的母語教學嗎？為什麼？ 
(23) 請問您是否知道有族語認證考試？您認為對任聘母語老師有作用嗎？為什

麼？ 
(24) 請問您是否認為母語老師該有一套師資培訓？為什麼？ 
(25) 您希望下一代能夠繼續使用母語嗎？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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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 
A. 基本背景資料 
(1) 你現在幾歲？ 
(2) 你幾年級？ 
(3) 在哪裡出生、長大？ 
(4) 所屬部落？ 
(5) 家裡及個人的宗教信仰是？ 
(6) 媽媽是不是布農族？如果是，她會不會說布農語？她會教你說布農語嗎？ 
(7) 你認為自己的布農語講得好不好？會不會聽？ 
 
B. 語言使用 
(1) 你在家中常說布農語嗎？（對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兄弟姊妹） 
(2) 你在學校常說布農語嗎？（對老師/同學）（上/下課） 
(3) 你對你的好朋友常說布農語嗎？ 
(4) 你對陌生人會說哪一種話？ 
(5) 你對一樣是布農族的人說哪一種話？ 
(6) 你對不是布農族的人說哪一種話？ 
(7) 你在講日常生活事情/討論功課/討論一些問題（如營養午餐）時用哪一種話？ 
(8) 你去雜貨店買東西時說哪一種話？ 
(9) 你去上教會（或廟裡）說哪一種話？ 
(10) 你參加部落祭典時（如打耳祭）說哪一種話？ 
 
C. 語言態度 
(1)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會排斥外人嗎？ 
(2)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很困難嗎？ 
(3)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流暢嗎？ 
(4)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潦草嗎？ 
(5)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粗俗嗎？ 
(6)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快嗎？ 
(7)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親切嗎？ 
(8)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溫柔/強硬嗎？ 
(9)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像是受過教育的嗎？ 
(10) 你覺得布農語/國語聽起來是很能表達想法的嗎？ 
(11) 你覺得學習布農語/國語能不能幫我以後找到工作？ 
(12) 你覺得學習布農語/國語能不能幫助我學更多新知識？ 
(13) 你覺得學習布農語/國語能不能幫助我和更多人溝通？ 
(14) 你覺得學習布農語/國語能不能幫助我交到更多朋友？ 
(15) 你認為布農語/國語適合用來禱告/買賣/寫文章/選舉/說科學的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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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覺得會說布農語象徵布農族嗎？ 
(17) 你覺得會說布農語才是布農嗎？ 
(18) 你認為會說布農語可以拉近布農族人的感情嗎？ 
 
D. 語言教育 
(1) 你覺得母語課一週一小時夠不夠？需不需要增加或減少？為什麼？ 
(2) 你覺得母語課從一年級開始上好不好，會不會太早太晚？為什麼？ 
(3) 你喜歡上母語課時都說布農語或國語嗎？為什麼？ 
(4) 你希望母語是哪些人來教（學校老師嗎？教會長老嗎？爸媽？其他人？） 
(5) 你喜歡老師上課的方式嗎？為什麼？ 
(6) 你喜不喜歡上母語課？喜歡那個部分？（如玩遊戲、唱歌）為什麼？ 
(7) 你喜歡你的母語課本內容嗎？會不會太多/太難/好玩嗎？為什麼？ 
(8) 你喜歡學校裡的課外母語活動嗎（例如母語演講比賽）？為什麼？ 
(9) 你上完母語課之後，有比較喜歡母語嗎？（上之前呢） 
(10) 你上完母語課之後，有比較常說母語嗎？（上之前呢） 
(11) 你上完母語課之後，有比較會聽母語嗎？（上之前呢） 
(12) 你覺得學校母語課要分班上課嗎？為什麼？ 
(13) 用電腦、投影片、錄音機等上母語你會對母語課比較有興趣嗎？為什麼？ 
(14) 你喜歡母語老師考試嗎？你喜歡紙筆/口試/兩者或其他嗎？為什麼/不？ 
(15) 你覺得學校很重視母語課嗎？為什麼？ 
(16) 你覺得爸媽很支持你上母語課嗎？為什麼？ 
(17) 你覺得部落裡的人支持你們在學校學母語嗎？為什麼？ 
(18) 你覺得政府重視你們的母語嗎？為什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