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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論文擬以布農族為例，探討台灣地區原住民的母語教育政策。針對該族之

語言能力、語言使用、語言態度以及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做一調查評估，一方

面調查布農族人語言轉移之情形，另一方面探討其母語教育政策態度之關係之實

施現況，以作為原住民語言政策評估與日後修訂之參考依據。受試者的語言能

力、語言使用、語言態度及其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將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行，

並配合部分對象的深度訪談，同時進行量化和質化的分析。這部分介紹本論文的

研究設計（包括問卷和訪談）與施測過程。 
 
3.1 檢測方式 
檢測方式擬分兩部份，一為問卷調查，另一為訪談，同時進行量化和質化的

研究。問卷調查在探查普遍性的分佈狀況，而訪談目的則在探討問卷結果背後的

理由。 
3.1.1 問卷調查 
 本研究擬以問卷方式進行，根據 Chan（1994）所建構之問卷修改而成。共
包含四大部分：受試者基本資料、國語與布農語之語言使用、對國語及布農語之

語言態度（包括刻板印象與學習動機兩部分）、以及對母語教育政策態度之調查，

分別說明如下（問卷詳見附錄一，頁 126）。 
3.1.1.1 基本資料 
第一部份背景資料有九題，前六題主為受試者的社會特徵，包括受試者的性

別、年齡、教育程度、生長地、所屬部落以及宗教信仰，可能影響受試者的語言

選擇情形。以性別而言，根據 Labov（1966）和 Trudgill（1983）的發現，女性

比男性有較高的語言意識且偏向使用標準語或強勢語言，因此性別的調取在於分

析其在語言選擇上的差異。年齡層和教育程度的差異可能影響受試者的語言能

力，根據黃宣範（1988）對原住民語言使用的調查顯示，原住民的語言能力與使

用隨著年齡層下降和教育程度的升高而呈現衰退的情形，因此本論文亦根據此兩

種社會變項來檢測布農族人的語言轉移情形。成長地是為了調查受試者是否在部

落抑或在外地成長。遷移到都市的布農族人，因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其母語能

力上較有可能出現下降的情形，而在部落成長的則較有母語維持的可能。所屬部

落的調取意在調查地理區域或方言群的差異對語言能力與語言選擇的影響。而宗

教信仰的不同對母語保存的影響，在原住民的語言使用調查中，根據鄭惠美

（1998）對原住民語言政策回顧的論文中提及，在教會裡（指信仰基督教或天主

教）的母語保持情形可能是最佳的地方，因此調取受試者的宗教信仰。本論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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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時間和人力上的限制，僅以年齡和教育程度兩個社會變項來調查布農族人的語

言轉移情形及其在母語教育政策上的態度。第七、八兩題為受試者的家庭族群背

景9，調查受試者的母親與配偶之族群背景，父母是否跨族通婚，理由是因為跨

族通婚的情形可能造成下一代在母語能力和使用頻率的影響。第九題受試者的語

言能力自評，包括國語和布農語能力10，各分為五級：很流利、可溝通、可溝通

但有困難、聽得懂不會講以及完全不懂。 
3.1.1.2 語言使用 
語言使用情形主要依據 Fishman（1964）的範疇理論（Domain theory），調

查受試者在面對不同談話對象、談論不同話題以及身處不同場合時的語言選擇情

形。受試者的語言選擇可能因為不同的正式程度、親密程度、團結程度而有不同

的語言使用表現，藉此觀察受訪者的日常語言使用，從中觀察布農語和國語之間

的競爭情形。例如一般人在面對地位較高的談話對象、談論較正式的話題以及在

正式程度較高的場所時，會增加社會地位較高的語言（如國語）的使用頻率。劣

勢語言（如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言等）的情況則反之，只能在親密程度較高

的談話對象、談論較非正式話題以及在較非正式場所中才得以保留。 
此部份共三十一題，第一到十七題，調查受試者面對不同談話對象時的語言

使用。談話對象依親密性（intimacy）和同群性（solidarity）分類。首先，親密

度分為四大類：家人（包括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姊妹、配偶以及孩子）、

好朋友、學校伙伴（包括老師、同學）和工作伙伴（包括上司、同事及屬下員工）

及陌生人。至於同群性的部分，則分為本族人、非本族人及本族人和非本族人同

時在場時。第十八題至第二十題調查受試者談論不同話題時的語言使用，依正式

程度高低分為日常生活事物、社會議題與專業知識。第二十一題至三十一題調查

受試者在不同談話場合時的語言選擇，依正式程度不同分為家庭、學校上/下課
時、工作場合、公共場合（公家機關/私人機關）、商業場合（百貨公司與菜市場）、
部落場合（包括在教會或廟宇、部落開會以及部落祭典）。 

語言使用的頻率由 3到 1分三級，3為經常使用，2為偶爾使用，1為不常

使用或從不使用，數字越大代表使用頻率越高。 
3.1.1.3 語言態度 
 第三部份處理受訪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語言態度，分刻板印象及學習動機兩

大類。此部分共二十二題，第一至十題為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刻板印象，第十一題

至二十一題為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學習動機。 
刻板印象部分，根據對語言的價值判定（value）、語言效能（potency）、語

言結構本身的活動力（activity）以及困難度（difficulty）分為十題，其中價值面
向（value dimension）佔五個：包容性、優雅、親切感、溫柔及受過教育的；語

                                                 
9 本論文因主要研究為布農族人，因此在受試者的族群背景限制上，父親必需一定為布農族，因

此僅調查其親密性最高的兩個對象--母親及配偶的族群背景。 
10 雖然影響布農語轉移情形的語言不只一個，因各地情況不同，尚有閩南語、客語甚或英語等，

但因時間與人力限制，本論文只限在討論對布農語影響最大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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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效能面向（potency dimension）有三個：流暢、嚴謹、能表達想法的；語言活

動力面向（activity dimension）則有一個，即速度的快慢；複雜層面向（difficulty 
dimension）一個：困難或容易。每題以兩個相對的形容詞，依據語意等級尺度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分五級，讓受試者勾選，以測驗受試者對布農語和
國語不同程度的態度。 
在學習動機部分，本研究調取了受試者對布農語和國語的工具性動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融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的看法。第十
一題至第十九題為工具性動機，調查那一個語言可以幫助受試者找工作、吸收新

知識、和更多人溝通和交更多朋友，以及那一個語言較適合宗教、商業、科學、

政治與文藝用途。第十九及二十二題為融合性動機，調查布農語可否為布農族族

群象徵的工具、布農語是否可以拉近和族人之間的距離、以及使用布農語是否能

讓受試者覺得自己是布農族的一份子。檢測方式依照五點制的 Likert Scale(非常
同意、同意、普通、不同意及非常不同意)來調查受試者對內容陳述同意的強度。 
3.1.1.4 母語教育政策態度 
此一部分調查受試者對母語教育政策的態度，共十六題，分為六大類。（一）

教學時間部分有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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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師資相關者有六題，包括受試者是否有母語教學經驗、

是否參與族語認證考試11及通過與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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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師資來源應由那些人擔

任等。（三）母語課程方式有兩題，第一題為母語課程中所使用的語言比例，另

一個為母語課程的選擇方式；母語教學的必要性包含兩大題，先問及受試者認為

學校是否有教母語之必要性之後，再問學校母語教學應為必修或選修，原因為何

等。（五）對母語教學之支持度的調查有三題，分別為社區人士及家長的支持度、

政府重視母語教學的程度，以及個人對母語政策的支持度為何。（六）母語教學

之成效評量，針對學生對母語課程之興趣、對母語的喜歡程度、使用母語的頻率、

聽力和口語進步狀況等進行調查。以上的問題中，部分問題（母語實施必要之原

因、師資來源、母語教學實施成效等）容許開放性回答，其餘皆根據五級制 Likert 
Scale回答。 

 
3.2訪談 
訪談目的在於探查量化分析的結果背後的理由。針對母語教育政策態度部

分，依據問卷第四部分的問題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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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由 2001年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國立政治大學原住民語教文中

心承辦，考試方式非為三種：（1）55歲以上不用考試，（2）薦舉，以及（3）紙筆測驗。考試通
過者經師資培訓之後可具有母語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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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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作一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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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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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附錄二，頁 132） 
 
3.2 採樣 
 採樣部份分採樣區域和受試者背景兩部份說明。 
3.2.1 採樣區域 
布農族學生為主的小學分佈情況，以南投縣信義鄉最多，計有人和、久美、

地利、同富、忠信、東埔、信義、新鄉、潭南、豐丘、雙龍、羅娜等 12所小學，
仁愛鄉只有中正、法治、萬豐 3所；高雄縣方面，計有：三民鄉三民國中小、民
生和民族 3所，桃源鄉有建山、桃源國中小、樟山、興中和寶山共 5所；花蓮縣

以卓溪鄉為主，有太平、古風、卓清、卓溪、卓楓、卓樂和崙山 7所，萬榮鄉僅
有馬遠國小 1所；台東縣海端鄉計 8所：加拿、利稻、初來、崁頂、海端、廣原、

錦屏和霧鹿，延平鄉有紅葉、桃源、鸞山、武陵 4所。43所以布農族學生為主
小學均有實施布農語教學，且實施時數大多為一週一節課；除此之外，桃園縣與

台東市分別有 1和 2所小學也都有實施布農語鄉土教學，總數共 46所12。 
目前對各小學母語教學現況的初步調查顯示，同鄉的小學母語教學情況因鄉

長或教育局的統一規定，故實施方式大多類似，因此在本論文將各鄉之學校以隨

機取樣的方式，各抽取兩所學校加以調查。於是八個山地鄉，預計每鄉兩校，共

計將有十六個學校納入調查範圍。採樣地點各鄉所隨機選取兩校，分佈如下：花

蓮縣萬榮鄉馬遠國小、卓溪鄉古風國小和卓樂國小，台東縣海端鄉初來國小和錦

屏國小、延平鄉桃源國小和紅葉國小，高雄縣三民鄉三民國小和民族國小，桃源

鄉樟山國小和寶山國小，以及南投縣信義鄉地利國小與雙龍國小，仁愛鄉萬豐國

小和中正國小（參見表 3.1及圖二，頁 34）。 

                                                 
12 布農語教學實施小學共 46所，分別為花蓮縣 8所、台東縣 14所、高雄縣、南投縣 15所、以
及桃園縣 1所。資料來源：教育部網站為 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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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實施布農語教學之小學分佈（★表採樣地點） 
縣 鄉 學校 採樣地點 所屬方言分佈 

人和   
久美   
地利 ★ 卡社、巒社、郡社 
同富（望鄉）   

東埔   
信義   
新鄉   
潭南   
豐丘   
雙龍 ★ 卡社、巒社 

信義鄉 

羅娜   
中正 ★ 卓社 
法治   

南投縣 

仁愛鄉 

萬豐 ★ 卓社 
三民國中小 ★ 郡社 
民生   

三民鄉 

民族 ★ 郡社 
建山   
桃源國中小   

樟山 ★ 郡社 
興中   

高雄縣 

桃源鄉 

寶山 ★ 郡社 

太平   

古風 ★ 巒社、郡社 
卓清   
卓溪   
卓楓   

卓樂 ★ 巒社、郡社 

卓溪鄉 

崙山   

花蓮縣 

萬榮鄉 馬遠 ★ 丹社 
加拿   

初來 ★ 郡社 

崁頂   
海端   
廣原   
錦屏 ★ 郡社 

海端鄉 

霧鹿   
紅葉 ★ 郡社 
桃源 ★ 郡社 
鸞山   

台東縣 

延平鄉 

武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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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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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採樣地點圖 

（資料來源：http://webgis.sinica.edu.tw/twnlanguage/viewer.htm） 
 
 
 



 35

3.2.2 受試者 
受試者分為兩部分，分別為接受問卷調查和訪談之對象。問卷調查部分針對

實施母語教學之小學所在部落，依年齡和教育程度兩項社會變項分類13，在各層

中採集數量分佈平均的問卷。在採集語料之前，先將年齡層暫分為四階，分界線

暫訂為 30歲以下、30-45歲、46-65歲以及 65歲以上。而教育程度暫分為三階，

分別為國中以下、高中以及大學以上。在問卷全數回收進行統計檢測之後，以語

言能力為界線，分別重新劃分年齡層和教育層的界線。以年齡層而言，布農語能

力的顯著差異線落在（P=.000）40歲之間，因此年齡層重新劃為兩層，高年齡

層在 40歲以上，低年齡層在 40歲以下。以教育層來看，布農語和國語的語言能

力和語言使用的顯著差異很一致地落在國中以下和高中以上之間，因此教育層重

新分為兩層，分別為高教育層（高中及以上）與低教育層（國中及以下）。問卷

發放各部落約 20份，15所學校共 300份，因問卷一半以上皆為回收親自發放，
加上其它布農族人相當熱心幫忙，因此回收率高達 93％以上。其他 7％為未回收
的問卷、廢卷以及空白卷。受試者分佈情形如表 3.2所示： 

 
表 3.2：受試者分佈 
          教育層 
年齡層 

高教育層 低教育層 總和 

高年齡層 50 81 131 
低年齡層 97 51 148 
總和 147 132 279 
 
3.2.3 訪談對象 
深度訪談對象包含四類：學校行政人員（校長與教務主任）和母語老師、家

長和學生。部分學校行政人員亦為母語老師，但編號僅編一次，皆編於第一類學

校行政人員部分，訪談問題則同時進行兩類對象的問題。訪談人數在學校行政人

員部分共 12位，母語老師 10位14，家長 8位，以及學生 6位，總計 36位。受
訪者編號及社會背景分佈如表 3.3所列。 
 
 
 
 
 
 

                                                 
13 性別在初步的調查中沒有呈現明顯的差異，因此在本論文中並無以性別為社會變項進行分

析，然在問卷採集時仍盡量在性別上採到兩性在數量上的平均，分別為：男性 142位以及女性

137位，共 279位受試者。 
14 所訪談之母語老師皆為布農族人，但不一定為該地方言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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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受訪者編號資料15 
訪談對象 
 

學校行政人員

(Administrators) 
母語老師 
(Teachers) 

家長 
(Parents) 

學生16 
(Children) 

社會特徵 A1 (48歲，男，大學) 
A2 (50歲，男，大學) 
A3 (48歲，男，大學) 
A4 (51歲，男，大學) 
A5 (50歲，男，大學) 
A6 (46歲，男，大學) 
A7 (38歲，男，大學) 
A8 (51歲，男，大學) 
A9 (65歲，男，大學) 
A10 (45歲，男，大學) 
A11 (40歲，女，大學) 
A12 (46歲，男，大學) 

T1 (44歲，男，大學) 
T2 (45歲，女，高中) 
T3 (48歲，男，大學) 
T4 (55歲，男，高中) 
T5 (42歲，男，大學) 
T6 (35歲，男，大學) 
T7 (38歲，女，高中) 
T8 (68歲，男，日本 
              教育) 
T9 (50歲，男，大學) 
T10 (44歲，女，高中) 

P1 (35歲，女，高中) 
P2 (38歲，女，高中) 
P3 (36歲，男，高中) 
P4 (32歲，女，高中) 
P5 (42歲，男，高中) 
P6 (32歲，女，高中) 
P7 (32歲，女，高中) 
P8 (42歲，女，高中) 
 

C1 (12歲，女) 
C2 (10歲，男) 
C3 (9歲，女) 
C4 (9歲，女) 
C5 (8歲，男) 
C6 (9歲，女) 
 

 
3.3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料分析採 SPSS統計分析程式進行。以語言能力而言，單因子變異

分析（Anova）用來比較社會變項出現時各組之間之平均值差異是否在統計上達

到有意義的顯著值，另外，Post-Hoc在檢定其顯著差異落在何處。另外，T-測試
（成對樣本檢定）則用在兩兩比較分析，例如受試者的布農語能力和國語能力平

均值是否達到顯著的不同。卡方檢定（Chi-square）則在檢測多選項或多選題之
間是否存在顯著差異。 

                                                 
15 因考量到受訪者的隱私性，因此不顯示受訪者的所屬部落。 
16 因個人訪談技術有限，使得學生這部分的受訪者無法瞭解問題內容，因而無法調取到部分學
生的意見，希望在未來研究可以克服此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