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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母語教學之經驗探討－ 

以台中某幼兒園為例 

 

詹琬真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母語教學之經驗，以及瞭解教保服務人 

員實施客家母語教學之困境與因應。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方法，資料蒐集

以訪談為主。研究對象為台中某幼兒園具實施客家母語教學的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

其主要研究結果與發現如下：透過孩子可以去影響家長對客家語教學的認同與興

趣、客家語比賽競爭的成果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壓力大、客家童謠可以做為教學上的

引起動機，但較不具與客語生活會話上有連結及教保服務人員會自編教材以滿足教

學上的需求。在困境與因應的部份，教保服務人員遇到不會發音的深奧字彙會請教

資深老師、由於客語腔調問題教材的選擇性較少，教保服務人員會自編教材或修改

現有的教材。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發現，建議幼兒園可以建立一個客語教材相關資源圖書室、 

設計客語生活會話情境簿本、多舉辦與客家語相關親子活動及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教

保服務人員不同的背景因素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與客家語教學中幼兒的學習反應

做探討。 

關鍵字：教保服務人員、客家母語、客家語教學、經驗、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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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ors in 

Hakka mother tongue teaching experience- Taking a 

preschool in Taiching as the example 

 

Wan-Chen Chan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educators using  

Hakka mother tongue in teaching, and to understand what difficulties the preschool 

educators could encounter; the solutions for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us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samples of the study were the 10 preschool educators 

who use Hakka mother tongue teaching in Taichung. The methods of this experiment were 

based o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fter the 

class, children positively influence parents and parent’s interests in Hakka teachings. The 

outcome of the Hakka language contest competition can cause stress to the preschool 

educators, Hakka children’s nursery rhymes can be a teaching material, however, it is doesn’t 

connect with daily Hakka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eschool educators have to self-edit 

textbooks to fill the teaching on demand. When there were abstruse words that preschool 

educators didn’t know how to pronounce, they had to ask senior teachers. This is because 

there were not many Hakka accent reference material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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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educators have to creat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by themselves or make changes 

from the current material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findings, it was suggested that schools avail Hakka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heir library’s, design Hakka daily conversation books, and get more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Hakka language. Furthermore, encourage future 

studies to explore challenges using different background factors in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ence. 

Keywords: Preschool educator, Hakka Mother tongue,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ences,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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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褲落落 打紙炮 褲高高 打米糕 

褲長長 炒豬腸 褲短短 炒雞卵 

 

一段朗朗上口的「褲落落」客家童謠，在小時候上客家語課程中，是最熟悉的 

其中一篇，學校這門母語課程，上了許多有趣又好聽的客家童謠，透過此教學，讓

我們對自己的母語有更多的接觸。然而，客家話是最接近現代漢語卻又保存有古代

漢語特色的中國方言，所以我們在用客語唸唐詩、宋詞時特別有韻味，而以之為基

礎來學官話也較其他方言容易，我們的國語就是官話體系中的一種（客家委員會，

2007）。 

現今，教育政策開始意識母語教育的重要性，為了不讓母語日漸式微，教育部 

（2006）於 2001 年 8 月起，推動九年一貫課程之教育精神。在課程「語文」領域方

面，規定其主要內涵包括本國語文、英文等，注重對語文的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力、

文化與習俗等方面的學習。不但如此，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為落實多元文化

教育之理念，明確規定：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每週一至二節（黃文樹，2003），塑造學生人本、鄉

土情懷及培養其民主素養。而「鄉土語言」乃是鄉土文化裡重要的土壤，唯有透過母

語學習，學童才能更深一層認識語言中的鄉土文化與價值（游麗芬，2006）。母語是

祖先一代代相傳下來的語言，同時也記載了一個族群的文化和習俗，因此，亦可稱為

「本土語言」或「鄉土語言」，所以母語教學可以說是鄉土教育的基礎（施炳華，1998）。 

研究者本身為客家人，瞭解現代在社會的變遷下，許多家庭已經較少在說自己 

的母語，大多都是在說國語。為瞭解教客家母語的教師們，是如何能夠在這相對時

代變遷的情況之下，實施客家母語教學？而他們的客家母語教學經驗又為何？在教

學上所遇到的困難、問題又是什麼？教師們又是如何去解決所遇到的問題？這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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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可以從本研究中，探討教師在客家語教學上是如何實施教學及如何解決所遇

到的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政策環境的改變帶來語言及文化不同的發展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communication tool），是人類溝通表達心意的媒介外，也代 

表著文化的交流、思考模式的產生（李黛華，2008）。語言也是傳承文化、負載認

同、代表尊嚴的基本權利與媒介（施正峰，2002）。且語言、文字因人類社會需要而

產生，並且隨著生活上的轉變有著不同發展，所習得語言的同時也習得那語言隱涵

的文化（黃文樹，2008）。但每一個的文化發展的階段，皆帶來當時的不同與特別的

時代意義。 

台灣於 1895 年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澎湖割讓予日本，因而台灣開 

始受日本殖民統治，日本統治者設立「國語（日治時期國語指的是日語）傳習所」，

以日語做為標準語言，當時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黃文樹，2008）。隨後，自西元

1949 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灣，政府教育政策首要任務即為滌除日本的文

化及語文，不再說日本話、用日本課本，開始獨尊國語排斥母語之語言以及母語教

育政策，國語普遍通行於台灣各地，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以致台灣本土性語言閩

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母語卻淪為劣勢語言，在公共場合領域中快速失去母語

流通的機會，導致母語日漸式微（江寶琴，2008；李黛華，2008；黃文樹，2008）。

民國 76 年解嚴後，加上近年來台灣政治環境的轉型與改變，政府紛紛提出本土語言

漸漸流失因應措施。如 2001 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 年改制為客家委員

會），此為傳承客家文化與語言的重要機關，為達成客家語言復甦與永續成長（客家

委員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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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生活的族群中，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以及在中國大陸因戰爭撤 

退來台灣的外省人（鄧天德，2004）。在這幾個族群當中，客家母語較流失嚴重。曹

逢甫、黃雅榆（2002）研究資料發現客語流失的情形比閩南語嚴重，甚至比原住民

族語要來的快速，尤其是年齡層越低流失越快。根據客家委員會 102 年台灣客家民

眾客語使用的狀況調查顯示，客家人說客語的能力隨年齡層愈大表現愈好，60 歲以

上會聽、會說客語的比例（分別為 89.4%、80.7%）最高，13 歲以下會聽、會說客

語的比例（分別為 35.1%、16.2%）最低（客家委員會，2013）。此研究調查資料顯

示凸顯了客語流失的情形相當嚴重，可以聽懂及會說一口流利客語的年輕一代已經

不多並且開始出現斷層現象。佟振國（2007）、梁世武、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2003）研究顯示，客語已經出現斷層，現在許多年輕一輩的學子幾乎沒有在說客

家話，有些甚至都還聽不懂客語，客語在傳承上開始出現危機。客語消失最明顯的

地方是在桃園、新竹、苗栗以外的鄉鎮，除了在這些地方，很難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聽到以客家話交談（Chang, 2003）。黃雅榆（2002）調查四個地方分別為台北市、苗

栗縣、台中縣、屏東縣（台北、苗栗、東勢、六堆）學生對客語態度的研究中發

現，台中東勢地區的國小學童對客語態度的支持度最低，顯示台中東勢地區客語流

失的現象較為急遽。因此可知，原本處於較為弱勢的客家語言，變得更加衰微，客

語及客家文化需急迫復興，而台中地區的客語也流失的較為快速。 

（二）現行提倡客家母語的傳承 

台灣俗話說：「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是老一輩 

的長者所強調的理念。目前台灣主要使用語言仍是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

語還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劉于綺，2008）。客語的衰退意謂著客家人的沒落，客

語一但消失的話，客家文化也將失去傳承的媒介而難以維持繼續存留（Cha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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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環境多語言多文化的時代趨勢及挽救本土語言流失的危機，近年來，教育 

政策開始重視鄉土語言與制定鄉土語言課程，也就是母語教學課程，教育部

（2006）自九十年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自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

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課程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

由選修學習（李黛華，2008）。針對母語教學課程學習外，鄉土語言也列入「國民小

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本學科」的選修課程中（教育部，2003）。其目的希望藉

由學校師資培育教師與鄉土語言修習課程，增加各族群語言的使用機會與學習，並

建立族群意識與認同，進而達到文化與語言傳承的理想與目標（劉于綺，2008）。 

除了在學校的母語教學正式課程外，客家委員會（2003）於 2003 年頒布「客語 

生活學校補助要點」，其將母語教學實施對象往下延伸至幼兒園，由各級學校自由申

請補助。在政府的鼓勵下，近年有許多幼兒園開始實施客家語教學，藉此透過教師

與學生的意願將客家語教學往下扎根，使客家語能夠在校園中廣泛的被接納與增加

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此外，客家委員會還有舉辦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為了鼓勵學生

提升客家語能力，加強推展客家語向下扎根，針對國民中小學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

試，達獎勵標準之學校相關人員予以獎學金鼓勵。 

（三）學校積極施行客家語教學 

客家母語的學習與傳承最好的環境是家庭。然而，在現代多以是小家庭型態， 

父母忙於生計，小孩較少有機會從父母身上學習母語（張屏生，2001）。客家委員會

（2015）為使客語從邊陲回歸主流地位，提升客家學生對母語之認同及使用客語之

意願與能力，於 2003 年積極遴選有意願推廣客語之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成

立「客語生活學校」，使客語在校園生活中能被師生廣受接納與鼓勵的使用語言。客

語生活學校自 2003 年開辦時有 63 所學校參與（客家委員，2005），到了 2016 年所

有參與的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學校多達 566 所（客家委員，2016），經過 13 年間

申請之學校數量有近九倍的大幅成長，甚為可觀。由此可知，現行實施客家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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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校與日俱增，由客家委員會頒布的「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要點」使得原本只有教

育部規範國民中、小學需實施母語教學課程之外，還向下延伸至幼兒園。然而，透

過此計畫在各級學校的積極配合之下，將有助於客語的復甦與向下扎根，因此，近

年來，學校紛紛重視客家語教學及營造客家語言學習環境，幼兒園也開始實施母語

教學，由此可知各學校紛紛積極的施行客家母語教學，願以達到客家母語的復甦。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本身出生於台中的客家地區，平時最常說的語言就是客家語和國語，在 

家中都使用客家語與家人對談，在學校則是與同學說國語。祖父時常對著我們年輕

一輩的說，現在不論是在學校或在外與人交談都是講國語，所以在家一定要說客家

話，否則我們將不會說、聽不懂客家話。然而，研究者自己本身也認為母語擁有豐

富的歷史性、文學性和社會意義，應想如何讓母語繼續傳承下去，勿喪失這寶貴的

語言，這麼寶貴的東西一定要繼續傳承下去。 

目前國內客家語教學相關研究除了劉于綺（2008）、宋文琳（2012）研究對象為 

幼兒園之外，其於皆是以國小為研究對象（古安琪，2010；江寶琴，2008；宋文

琳，2012；吳秀貞，2015；李品瑱，2014；李慧娟，2004；陳乃華，2012；陳錦

田，2001；黃秋香，2003；溫曼伶，2011；管聖洲，2005；戴秋雯，2007）。研究探

討主要包含客家語教學之現況及客家語教學的課程實施。從文獻可知雖然目前幼兒

園未強制進行母語教學，但因應孩子的語言學習能力與發展，將母語教學下向札

根，許多幼兒園紛紛朝此方向努力。由於國小以上的母語教學是分科學習，學習時

間上是具固定的，幼兒園課程時間較為彈性，且幼兒園孩子與國小以上的孩子在語

言學習、發展也有所不同，故對幼兒園孩子與國小以上的孩子實施客家語教學情形

會有所不同。然而，客家語教學者是具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重要之角色，國內幼兒

園客家語教學研究尚未有針對一間幼兒園園內具有實施客家語教學教師之教學經驗

進行與此相關研究，因此，研究者想透過深入訪談及教室觀察瞭解幼兒園教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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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與情形，並且未來有機會也想從事於幼兒園客家母語教學

這一方面的工作，透過研究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上的經驗，

以及在教學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的地方。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及相關議題資料收集，研究者對於教保服務人 

員實施客家語教學歷程有興趣，希望透過此研究對在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有更多

的理解與發現，並對教學歷程做探討。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一、 研究目的 

（一）探討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經驗。 

（二）探討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過程之困境與因應。 

 

二、 研究問題 

（一）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教學經驗為何？ 

（二）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困境與因應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針對本研究主題探討，提出以下名詞解釋。 

 

一、 教保服務人員 

幼兒園教師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0 條指出應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取得幼兒園 

教師資格者；教保員為應具備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者或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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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非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

畢業，並修畢幼兒教育、幼兒保育輔系或學分學程者；助理教保員應具國內高級中

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程、科畢業之資格者，以上三種資格，本研究皆通稱為教保

服務人員（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其本研究針對研究訪談對象之實施母語（客家

語）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 

二、母語 

母語是祖先傳遞下來的語言，包含了組群的文化與習俗，不一定是個人最先學 

會的語言，只要自己認同屬於哪個族群，則族群使用的語言即為自己的母語（江寶

琴，2008）。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使用的鄉土語言是總以概括了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

民語的方式，俗稱的鄉土語言如：「我的母語是客家話。」（李黛華，2008）。換言

之，「母語」或「鄉土語言」指的是一個人自小從家庭裡自然習得的族群語言，用來

和同族群的人溝通，凝聚族群意識及增進族群情感的語言，目前台灣現存的母語包

括閩南語、客家語與原住民族語（謝建成，2010）。本研究系指的「母語」即為客家

語。 

三、客家語教學 

在九年一貫課程將鄉土語言課程列為語文學習領域的一部分，視地區及族群分 

布之特性實施母語教學（江寶琴，2008）。雖然鄉土語言課程明文規定課程於小學一

年級開始，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及一些重視鄉土課程的學校或團體，在幼兒園階段

開始實施母語教學課程。客家語教學係以客家語為教學內容，經教師的課程規劃與

教材選定，協助學生學習客家母語及客家語的相關知識。其台灣客家語主要歸類為

五大腔調，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由於個案幼兒園位於台中

客家山城，該地方大都以客家語中的大埔腔調為主，因此，本研究所謂之「客家語

教學」乃泛指在幼兒園內以客家語進行的教學與活動，並以該地方主要使用的客語

腔調─大埔腔為客家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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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驗 

根據教育部線上國語字典，「經驗」指的是「實地體驗」或「親自實踐得來的知 

識或技能」（教育部國語辭典，2015）。本研究其瞭解教學過程中教保服務人員的個

人意見、想法、經驗的呈現。即教學經驗是隨著時間累積，且連續發展和變化的；

老師在教學生涯中，所經驗到的教學活動、教學過程和經驗對象的心理意識，包含

人、事、物的客觀性質。（温怡婷，2014）。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指在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教客家母語的實施與問題，以下將說明研 

究範圍及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著眼於客家語教學之教學實施情形的經驗與問題，故研究範圍的區域以 

位於台中市客家地區的幼兒園，以一間具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幼兒園為研究對象，該

幼兒園有四個園區，其因幼兒園校本部在規模、教育資源、行政運作上等較為完

善，故只針對幼兒園校本部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參與者 

為更厚實瞭解教學過程，故本研究對象是以一間客家地區幼兒園的校本部園區 

具實施客家語教學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參與者。 

 

二、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瞭解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學經驗實施情形，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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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客家語教學經驗之教保服務人員較能使研究資料蒐集完整，故研究對象為該研究

幼兒園具有一年以上客家語教學之經驗教保服務人員。 

（二）研究時間 

由於本研究係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其觀察法為收集資料來源之一的方 

法，但礙於時間及個人能力有限，觀察研究參與者實施客家語教學現場教學狀況，

無法長期一段時間或每次實施客家語教學課程時進入現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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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針對一所為客語生活學校的幼兒園，其推動客家語教學之實施歷程與 

困境，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他們是如何實施客家語教學，及教學過程中遇到哪

些問題並如何解決，瞭解其教學的實施過程與問題。與此研究主題相關的概念包

括：在母語教育的趨勢下，教學現況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與脈絡，語言的學習發展與

教學有哪些相關理論原則，在學校實施客語教學過程中，學校是如何進行推動母語

教學，老師是如何進行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透過母語教學和客家語教學的相關研

究有哪些。於是本章透過相關主題的文獻探討，首先呈現母語教學的重要性、意

義、現況與困境，接著語言教學的相關理論有哪些，而後探究客家語教學的發展現

況、問題與教學實施，最後討論母語及客家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母語教學的發展與實施 

一、 母語教學之重要性與意義 

（一）母語教育的重要性 

陳碧祥（2002）提及語言是工具論及符號觀、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世界觀、是 

文化傳承論、是一種族群凝聚認同之重要媒介。第一、將語言視為一種溝通工具或

符號，其避免有意義之相異；第二、是強調語言規則必須在特殊情境脈絡下運作，

才能彰顯出此時此刻的意義；第三、語言是一種展現存有的媒介，可以表達思想及

展開個體之世界觀；第四、具有文化、傳統之傳承地位，也是族群凝聚認同的重要

媒介；第五、語言以各種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傳統及權力結構因為語言而獲有合法

化地位，藉此也得以綿延不斷。 

社會語言學家 Crystal（2001）在「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一書指出， 

人類語言結構同時反映一個族群的性格與文化特色，即語言便是民族的族譜，也是

自我身份認同的線索。也有知名語言學家表示，語言是記憶與認知的基礎、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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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是能力的判定線索，是一個成長期過後，一輩子也無法改變的（董峰政，

1999）。語言的重要性已經是不可言喻的。對個體而言，母語是族群的表徵、身份

的認同，如母語消失，族群也可能將會潰散甚至滅亡，每一種語言包含著不同的文

化、價值體系，其也展現出語言的獨特性，如語言消失，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也可能

隨之消失（江寶琴，2008）。 

由上述可見，語言與族群、文化是息息相關，是無法切割的，語言除了是溝通 

的媒介之外，還蘊含族群的文化及精神，不管哪種語言都享有存在的價值，基於人

類的語言多樣貌呈現，因此，保存瀕危語言便顯得格外重要，語言教育的推動是不

容緩的工作。個人同時擁有共通語言和原本的母語是在現代全球化時代生存中的最

佳組合，一方面共通語言是普遍可以和大家溝通，另一方面繼續保存母語不會消

失，即母語教育應受重視（江寶琴，2008）。 

董峰政（1999）也提出母語的重要性－針對族群語言保存理由如下： 

1. 族群語言是本土文化的活化石，是文化的光碟。 

2. 族群語言是國家的資產，是促進社會的多元化寶典。 

3. 族群語言的保存，能夠維護一個族群的尊嚴與信心。 

4. 族群語言對傳統文化的保存有所幫助。 

故學母語、講母語是一種人權，不但是傳遞情感、拉近彼此距離的重要媒介， 

以及懂得去如何尊重與包容不同多元語言的文化，也保存其豐富又獨特的母語。 

Fishman（1996）指出當你失去了語言就像是大部分的文化失去了心臟般也無法 

表達，研究發現母語的傳承仍要父母的參與及協助。在現實環境裡，父母為了和子

女溝通，大多都會講新的語言，而非使用母語做溝通，所以身為父母的要改變此觀

念，而社會也是，學校推展的母語教育更需要父母的支持與協助才能奏效。顯示出

母語的重要性及母語教育主要還是需家庭配合。而 Cummins（2001）指出在課堂中

學習少數民族的語言或母語，並不會破壞孩子學業能力的發展，反而能同時瞭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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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概念、知識技能和語言的功用。所以，學校內的語言教育政策，組織課程和教

學在學校兒童和社區有大力肯定的交互，是以宏觀的角度看待文化和語言分歧的多

元社會，課程設計則要以能開發孩子的知能為目標。 

以上文獻可以看出保存母語和實施母語教育的重要。然而，從母語傳承的角度 

來看，在台灣有的幼兒在家中可能是說母語，如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到了

上幼兒園時開始常說國語，漸漸地日後國語發展能力變好，同時卻可能失去自己家

庭的母語，可能造成年輕一代與老一輩之間的溝通不良，大多數家中長者通常會和

年輕一代的說母語，但如果溝通不良，家中長者就很難把文化背景中的價值、信

念、經驗與瞭解等等傳達給幼兒，其幼兒可能也損失了與家庭共享的信念和親密的

情感及瞭解，也斷絕了幼兒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及意識，這造成對幼兒、家庭和整體

社會都是語言和文化上的損失。 

 

（二）母語教學的意義 

富有濃厚情感且珍貴的語言，應該更加地愛惜這如此親切又熟悉的語言，不該 

讓這具有獨特性的語言流失。如果哪天這些熟悉、獨特性的聲音消失不見了，我們

的感覺又會是如何呢？這時就會知道應該要教導下一代我們這些從小就耳熟能詳的

母語了。 

母語教學的最基本意義就是替家庭、家長、無法讓自己族群語言延續而教導小 

孩時，學校的母語教育其教導學生的族群語言，除了讓下一代可以保存有自己的語

言，保存維護自己的族群語言與文化，也讓學生學習另一種在鄉土上所使用的語

言，能夠有多元的尊重及包容的視野。 

文軒（1995）指出學校教育就是要教會自己族群的語言，為了族群的文化保 

存、傳遞和創新之需，也助於族群間彼此的溝通。「從哪裡遺失的，要從哪裡找回

來」，即母語從哪裡遺失就要從哪裡找回來，所以現在有必要透過鄉土語言教育的歷



 

14 
 

程來保存這國家的文化資產，學校教育是如此，家庭及社會教育亦是如此。然而，

對於母語的教學，劉富連（2007）認為除了是培養學生說及應用母語的能力、充分

瞭解鄉土上語言的內涵之外，更鼓勵學生要認識、關心與瞭解台灣其他族群的母語

文化，懂得去尊重、包容、瞭解及欣賞各個不同的族群。實施母語教學有文化上與

民族上的意義，在文化上多語言多文化的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主流也是民主主義的精

神；民族上顯示了母語是族群歸屬的象徵。母語教育理念是自然延伸、順應基本人

權的作法，在實施母語教學一方面增進教育的成效，因實施母語教學對提高非標準

語區學童的就學率和學習成績有幫助，另一方面可以使族群的語言文化得以保存

（洪惟仁，2002）。 

綜合上述，母語教學的意義是教導學生學習自己的母語，讓自己的族群語言延 

續下去，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認同與喜愛自己的族群文化，進而傳遞固有的鄉土

文化。孩子除了母語語言能力的學習之外，母語的文化也是母語教育中的重要一

環。如同石國鈺（2009）一書提及母語教學基本上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以母

語來施教；（二）是教母語。以母語來施教是以一種母語輔助教學的形式，以少數族

群學生所熟習的語言進行學習；教母語則是在教導學生的母語，透過母語教學從而

認識自己的母文化，且具有文化保存與發展的意義。除了學習自己的母語、保存自

己的母語外，透過母語的相關學習，開展尊重、包容與欣賞多元文化的視野，培養

本土情懷及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 

 

二、 母語教學的現況與困難 

（一）母語教學實施現況 

台灣經歷過殖民統治階段，在經歷過後殖民階段，教育開始強調了本土化 

（Bray, 1997）。自 90 年學年度教育部宣佈鄉土課程為國小必修科目，至今也已經數

年。母語（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成為正式課程的「法定地位」，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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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來說意義重大（王麗瑛，2002）。這期間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這些研究包括

母語教學的實施現況與困境等，透過這些研究瞭解台灣目前母語教學的現況（王麗

瑛，2002，廖慧淑，2008，蔡志仁，2006）。以下統整母語教學相關研究現況的部

份： 

1. 師資部份：嘉義縣國小實施鄉土語言教學正式課程的師資主要是以「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最多，其次為「編制內教師」，鄉土語言教學的師資較為缺乏。此外，

師資的能力方面認為除了基本的聽、說能力外，也要有編寫教材、班級經營的能

力。大多老師也會爭取參與研習的機會，並肯定母語教學成果，以幼兒能聽、能

說母語為傳承母語的責任。 

2. 課程部份：屏東縣內的國小大多只教一種母語，學校能擬定「母語教學」實施計

畫，但有近半數的學校，未將母語教學實施計畫納入行事曆，少部分學校也會利

用導師時間、彈性時間、朝會、晨光時間教學或將母語融入各科教學。在母語課

程安排上，還是無法深入及有班級經營的困難現象。大多數學校母語教學活動教

學內容以培養學生「說」的能力居多。而母語教學的相關教學資源室是有待充實

的。嘉義縣國小實施鄉土語言教學時間，除了在鄉土語言正式課程的時間之外，

以「融入各科」方式最多；教學方式則是以「講述法」、「兒歌童謠教唱」、「說故

事、發表」、「俗諺俚語猜謎」等口說為主；在教學設備的運用上以「課本習

作」、「圖片紙卡」及較新穎的「視聽設備」。 

3. 教材部份：大多以選用教育局所編纂的母語教材，或是坊間出版社出版的母語教

材；如在教學上需要常規管理及教學設備的支援，教材大多以自編為主。 

綜合上述，實施母語教學除了在正式上課的時間外，教師還是會利用學生在校 

的其他時間（如導師時間、彈性時間、朝會、晨光時間等）進行教學，亦有融入學

科教學的積極方法；師資部分，母語教學還是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主，是具符合

母語教師培訓取得資格。教材的選用是使用坊間教材，然而，因應教學上的資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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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些教材多以自編教材為主，故教師除了具備基本母語聽與說的能力之外，也

要有編寫教材的能力。 

 

（二）母語教學之困難 

從母語教育政策開始推動以來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在國民小學階段鄉土 

語言教育成為正式課程，但效果卻仍是有限，在母語教學上的成效，想必也是需要

時間來證明，以下統整討論實施母語教學之困難部份（黃榮貴，2000；鍾吉雄，

1999；謝紫菱，2007）。 

1. 師資方面：目前鄉土語言教學師資來源不一，在閩南語教學方面多數是由學校校

內級任教師擔任教學者，並配合一部份鄉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但客家語及原住

民語方面幾乎是仰賴鄉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學校必須每年辦理鄉土語言教學支

援人員甄選，其來源不夠穩定、流動性高，而本身實施國語教學師資培育機構培

養出來的教師，已經很少在說母語，若想以學校的師資推動母語教學，所遭遇的

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2. 課程教材方面：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規定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應

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學校因就學生意願

提供閩南語、客家語與原住民語修習機會，但若學生所欲選讀的鄉土語言年年更

動，不但造成學校行政困難，學生課程學習銜接上也是一大問題；在教材上，鄉

土語言主要採用拼音教學，但拼音系統多而分雜並未統一，這造成教師在教學時

的困擾。 

3. 家庭環境方面：有些家長對於鄉土語言政策的認同感不足，認為這只是政治下的

產物，並不支持鄉土語言的學習，並不會對於學生未來升學或就業有幫助；再者

家庭中若沒有使用母語的習慣，學生即使在學校學習 40 分鐘的鄉土語言，之後

完全沒有其他接觸與使用鄉土語言的機會，對於學習的成效也是極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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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來看，實施母語教學上師資來源是問題之一，在母語教育政策實施下需 

要擁有足夠且具符合資格的母語教師教學，在課程教材方面修課課程安排需再做調

整，語音還得需要統一，且各個語音中腔調各有不同，所以在教材選擇也比較難，

最後，家庭中的環境會影響母語教學的實施，如家長認為這是不需傳承的文化、不

支持母語教學，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效。 

以上從小節整體來看，母語的種類涵蓋很多，但本研究對象系指客家人，而客 

家語就是客家人的母語，故本研究之母語亦針對客家語作為探討。 

 

第二節 語言教學的相關理論 

教學的一般模式是透過教學設計、實施、評鑑和改進等程序來進行的（王淑 

慧，2011）。目的是為了讓孩子能夠有效的語言學習，以下是語言教學相關理論基礎

的探討及關於幼兒語言獲得的觀點。 

 

一、語言教學的理論基礎 

（一）全語言教學 

全語言（Whole language）的概念源自於有關讀寫萌發的研究，全語言強調語言 

是「完整的」、整體的、是不可切割的。語言（口說語言和書寫語言）需要是在對於

學習者有意義的真實情境中使用而學習，不應該是被劃分成教學的內容或技巧（黃

瑞琴，1993）。全語言的學習是一個「完整的學習者」在一個「完整的情境」中學習

「完整的語言」，學習的焦點主是口說語言及書寫語言，不是在語言本身，全語言不

止於語言上的教學（李連珠，2006），是一種教與學的哲學。綜合性的教師信念和哲

學觀，強調以學習者為教學設計的中心，從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出發，融入相關的領

域學習，以跨學科方式在真情實境的脈絡下進行實際的操作教學，增加學習者的興

趣（李連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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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語言教學方面是如何實施，以下為全語言教學的實施原則（古秀上， 

2012；林惠娟，2004；高博詮，2007）： 

1. 整體性原則：語言的學習必須以整體性、全面性的方式實施，以傳統從字彙先

學，後學語詞再到文句的教學模式，改採用整體文意語句的學習方式。 

2. 真實性原則：語言的學習必須以符合學習者所生活的真實環境脈絡去設計教學活 

動，教師不會完全以教科書來進行教學，而是依據學習者的生活經驗、背景條件 

做適切得教學；依學習者的反應調整其教學的進程，達成其較佳的學習成效。 

3. 經驗性原則：語言的學習必須重視其舊經驗與新經驗的連結，必須強調其經驗的

改造與重建。學習者的學習準備度和先備經驗也是會影響學習，隨經驗動態性變

化改變，故把握「作中學」的經驗法則。 

4. 探索性原則：人類具好奇的本質，兒童對於周遭新穎變化的生活世界，均抱持好

奇的心態，所以教學設計充滿新奇性、探索性，讓學習者將語言靈活運用、將語

言所具的創造性自然地展開。 

5. 自主性原則：語言的學習具有個別性，教師必須尊重學習者為一完整的個體，在

教學的設計上應該尊重學習者本身的興趣、需求和能力，給予其自主選擇，以學

習者為中心。 

6. 社會性原則：語言的學習必須透過社會互動的方式來促成，所以在教學設計上應 

該安排學習者與同儕、教師、環境之間有互動的機會。 

綜合上述，全語言教學強調以意義為重點，讓學習者在自然、真實的語言環境 

下學習，是個別化的，尊重學習者的完整性、好奇心、生活經驗等，再透過自然真

實的語言環境來學習語言、瞭解語言並透過此學習方式與他人有更多的社會互動。 

（二）沉浸式雙語教學 

「沉浸式」（immersion）語言學習方式最早是出現在 1965 年加拿大一所公立的 

學校中。這是由一群父母、教育人員與研究人員為了讓他們講美語的兒童有學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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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法語的機會，於是合力推動此一教學計畫（Genesee，1983）。加拿大沉浸

式教育成為許多沉浸教學效仿的對象，後來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沉浸式教學。 

沉浸式教育是雙語教學的一種，沉浸式教育是其中的一種類型。在不同的雙語 

教學類型對兒童的第一語言有不同的印象，其中以同化為目的的浸沒式和過渡式的

雙語教學不但無法扭轉語言流失的現象，反而造成母語的流失。然而，沉浸式、保

存式和雙向雙語式的教學法能成就添加式的雙語現象，兒童不但能保存母語，同時

也能學會第二語言，此三種方式皆將母語和第二語言有平等的地位，不主張放棄母

語，向主流語言靠攏（張學謙，2008）。如表 2-1 是幾種雙語教育模式作一簡明的整

理區分。 

 

表 2-1 

雙語教育及語言目標表 

語言課程 教學語言 第二語言教學 對兒童母語的影響 

語言復建 母語、非主流語言或

第一語言 

沒有 雙語使用者 

保存式雙語 教學媒介語從母語轉

換到雙語 

漸進的 雙語使用者 

雙向雙語 母語、非主流語言、

第一語言及官方語

言、主流語言、第二

語言 

有 雙語使用者 

資料來源：（引自張學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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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沉浸式教學主要是以幼兒為對象，強調透過環境來學習語言，以及透過多元 

文化的融入課程教學，沉浸式教學容易突破目前制式化教育的限制，課程的發展較

自由，也可以融入更多的文化面向，並進而讓幼兒習得社區語言（張學謙，2011）。 

主要的學習理論依據是將語言與內容的教學做結合，學童可以自然而然無意識地學

習在不同情境脈絡下使用第二語言，而學習第二語言的方式類似於人們學習母語的

方式。是需要透過實際溝通的方式獲得。教學的主要目的與核心是讓幼兒能夠習得

母語，作為學習語言最好的方式，以第二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沉浸課程和本地的

第一語言課程平行，沉浸課程的目的是增益式雙語現象，不是削減式雙語現象，並

支持第一語言（宋文琳，2012）。 

從上述學者提出的沉浸式教學來看，主要是透過課程多元文化的融入沉浸式教 

學，讓幼兒保有其他語言學習的能力但又能在自己的母語上發揮，課程發展也較自

由能夠融入更多的文化面向。研究者在參考相關研究中發現許多為了落實客家語的

流傳與保存，屏東縣政府參考母語保存的成功經驗，在客家社區的幼兒園開始推行

客語沉浸式教學，整體研究評估而言，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施是具有優良的效果。

但這必須也需要學校、家長、社區與幼兒互相配合支持，才能順利的實現、推展沉

浸式教學計劃。 

 

二、幼兒語言獲得理論 

所謂「語言獲得」（language acquisition）指的即是兒童對母語的產生和理解能 

力的獲得（主要是指對口頭語言中的說話和聽話能力的獲得）（黃瑞琴，1993）。而

幼兒的語言獲得是幼兒對語言的產生和理解能力的獲得，即是說話和聽話能力的獲

得；幼兒對於母語能力的獲得過程，主要涉及語音、語法（句法）和語意這三方面

的結構系統，幼兒在語言發展過程中，如掌握這些基本規則，才能隨之產生和理解

母語，獲得聽、說母語的能力（黃瑞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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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兒語言獲得理論觀點的部份，陳淑琴（2000）說明兩大不同主張，包含有 

Skinner 的環境論和 Chomsky 的先天論。環境論指的是當外在環境提供幼兒語言學

習足夠刺激後，幼兒的語言自然就會產生內化作用，因此，語言的獲得是經由聽者

和說者間的互動，透過觀察和模仿產生的；先天論則是認為人類語言獲得是一種內

在的歷程，本身人腦就具有專司語言學習和獲得的工作。黃瑞琴（1993）說明三種

觀點：第一、行為學習的觀點，此觀點在於強調幼兒學習語言主要是由於所在環境

的增強作用所引發，語言是經由刺激和反應的制約過程而學習，語言的發展是一系

列刺激反應的聯結；第二、語言學的觀點，語言學觀點和前面論及到的先天論相

同，認為決定幼兒獲得語言的因素不是經驗和學習，而是先天遺傳的語言能力，幼

兒先天即具有語言學習的本能；第三、認知的觀點，認知學者皮亞傑指出，認知能

力是個體在環境和現有認知結構互動下所產出的產物，亦是引導幼兒語言發展的重

要因素，幼兒的語言是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尤其與人們的語言交流中，在認

知發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綜合了前面所述的環境因素和生物因素。 

陳淑琴所指出兩大主張和黃瑞琴指出三大觀點皆有其不足之處，陳淑琴提及的 

先天論與黃瑞琴提出語言學的觀點皆相同，先天論是忽視語言的學習情境，而環境

論無法解釋許多人類語言的發展和學習，因此，這些必須以宏觀的角度來討論。 

從上述語言獲得的理論可得知，人類似乎先天備語言學習的能力，但是語言發 

展上還是少不了環境的刺激和增強，語言獲得的過程中涉及了外在環境、個體內在

能力、以及個體與環境互動的認知能力，故幼兒語言的學習發展可在自然的日常生

活與周遭情境互動中獲得，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語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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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家語教學的發展現況與問題 

一、 客家語教學現況與問題 

台灣客家語教學於 1994 年正式實施，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可以在社團活動時選 

修客家語教學課程。1996 年國民小學開始實施新課程，將鄉土教學活動納入學校正

式課程，鄉土教學活動包含很多相關鄉土的類別，其中內容包括母語和鄉土教材。

1998 年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課程，將客家語納入學習領域的部份，明定規定國小一

到六年級學生，必須就台灣地區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

一種修習（教育部，1998）。2000 年 3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規定九年一貫課程自 90 學

年度起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教育部，2006）。由此可知，這是我國的母語復甦一大

政策，也為客家語教學課程正式拉開了序幕。 

針對現在母語教學的教育政策實施，客家語教學有很多層面的處境還是需瞭解 

的。已下將客家語教學的幾個面向現況做探討（黃秋香，2003；陳文姿，2001）。 

（一）教學時數： 

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並未明確說明母語課程的教學時間，僅對語文學習 

領域做規定，母語學習時間需佔領域學習節數 20%~30%，其中，學校的「彈性學習

節數」，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的活動或是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

的課程或活動等等，部份學校都會利用彈性課程時間實施母語教學。 

（二）教材： 

教材是實施母語教育的重要輔助工具。陳文姿（2001）認為：「永遠沒有最適合 

自己的鄉土教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規定，學校使用審定的教科圖書之外，學校

可以因地區的特性、學生特質、學生需求等，選擇或是自行編輯合適的教材，而全

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目前

客家語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大多都是由教育部補助經費，委由各縣市統籌編及客家

語教材，再其分發到各個學校使用，目前學校使用之教材內容包括童謠、童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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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吟唱、古典詩文、現代散文、民間念謠、俗諺、俚語、歇後語、笑話、繞口令、

猜謎、日常生活用語、童玩遊戲等（范文芳，1997；徐煥昇，2013；黃秋香，

2003）。 

（三）施教對象： 

目前除了教育部明定規定九年一貫課程國小一到六年級學生需上鄉土課程外， 

教育部意識到促進母語文化之傳承與發展以及客家語需向下扎根，訂定了「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私立幼兒（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學作業原則」，補助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各公私立幼兒園，以本土語言之原住民語、閩南語及客語

作為推動之語言，邀請具母語專長人士參與教保活動課程，將本土語言教學融入教

保活動課程，以統整教學方式實施，使母語與課程內容緊密結合（行政院，2013），

加上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與教學補助，因此，現在除了國小有正式客家語

課程外，有許多幼兒園紛紛開始上客家語教學課程（客家委員會，2014）。另外，已

向教育部申請客語作為母語教學語言的部分，不得再與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

校補助作業要點重複申請。 

（四）師資： 

范文芳（1994）說明在國小客家語教學的師資部份，仍以校為單位，不以縣為 

單位，聘請校內老師會講客家話者，在課外活動中，擔任客家語教學工作。客家語

教學工作本應由現職的中小學專任教師擔任授課，但在實務上，傳統的師資培育機

構中並未設有專門學科，以至於現職教師對客家語的專業知識不足，教學品質亦受

到嚴重的質疑（李品瑱，2014）。因此，許多學校大多尋求校外資源，聘請經過教育

部客家語教學檢核、認證通過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到學校擔任客家語教學教師，將

介紹三種有關客家語教學之師資種類與相關規訂法提條（教育部，2013）。 

1. 現職教師：各個學校客家語教學應由通過客家語認證之現職教師教授。教育

部「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第八點規定：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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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認證之現職教師，自 100 學年度起不得擔任客家語教學。 

2.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係指具有特定科目、領域之專長，並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者

其中包含語言：包括原住民族語、客家語及閩南語教學，聘用資格為具特定

科目、領域專長，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

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認證過程是：年滿二十二歲國民，經縣(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遴選、推薦，且自費參加教育部所辦三十六小時以上專業教

學課程培訓，具備客家語之聽、說、讀、寫能力及其相關語文素養，始具有

部分時間擔任客家語教學支援工作之資格（李品瑱，2014）。 

3. 客語薪傳師：自 98 年度起客家語教學推動「客語薪傳師」制度，就具客家

語言、文學、歌謠及戲劇之才能者，給予認定，賦予客語薪傳師之尊銜，作

為投入傳習客家語言文化者之證明，落實客家語傳承及永續發展。透過補助

辦理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整合客語薪傳師、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力量，廣

開客家學堂，傳習客家語言、文學、戲劇及歌謠，主要傳習對象為每班 19

歲以下之青少年或兒童占二分之一。而為提升客語薪傳師專業知能，辦理客

語薪傳師培訓課程，增進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成效，進而傳承並發揚客家文

化（客家委員會，2015）。 

（五）相關行政措施： 

1. 客語生活學校：客語生活學校是為了營造校園生活化的客語學習環境，創造

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會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建立聽、說客語的自信心，

客家委員會頒訂「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作為學校

推動客語生活化之依據（客家委員會，2003）。客語生活學校自 2003 年開辦

以來，客語生活學校推動除了各領域課程的結合外，包括訂定「客家日」、

「客家週」、「客家月」等活動。於每日打掃時間播放客家歌曲，辦理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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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習活動如客家童玩、客家美食等，或辦理系列藝文競賽活動，諸如客語

演講、朗讀、話劇、棚頭等比賽，及校園課語情境布置等。客家委員會自

94 學年度也辦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於 102 年度更名為「全

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辦理全國分區初賽及總決賽，透過客語歌唱、口

說藝術或戲劇的表演方式，保存客家文化，提供客語生活學校學童有互相觀

摩的機會，奠定客語向下扎根之基礎（客家委員會，2003）。 

2. 客語能力認證：為落實客家文化傳承，客家委員會自 94 年度起辦理客語能

力認證初級考試；自 97 年度起辦理中級暨中高級考試，為提升國中小學學

生學習客家語學習之興趣以及參加客語認證考試之意願，客家委員會於 98

年頒訂「獎勵客語績優國民中小學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凡通過客語能力

認證之在學學生，均可獲頒獎學金（客家委員會，2012）。 

然而針對客家語教學發現問題甚多，不管是教育部或是客家委員會對挽救客家 

語的決心，從各項政策和教育措施中看得出其用心。客家語教學除了在面臨教學時

數的不足以及環境的問題之外，更面臨教育師資、課程及教材方面等問題（張淑

美，2008）。范文芳（1995）早在教育部未全面實施母語教學之前，就有曾經討論到

客家語教學遭遇與困境，如行政單位之無知與敷衍；現有師資無法勝任母語教學工

作；家長並不支持；只能教一些古董、民俗、甚至是僵死了的母語；尚未建立共同

認定的拼音、記音方式；專家學者和地方上實務人才缺乏溝通；欠缺完整的客家語

字典、辭典等。以下即討論相關客家語教學之問題與困境。 

（一）教學內容方面問題： 

教學內容問題將從教材、文字與發音系統制定、教學師資做說明。 

1. 教材：目前各校教學所使用的客家語教材、教具、內容並無統一，較無統整

（趙曉美、廖文斌、潘淑芬，2006）。詹雪梅（2009）提出能完全適合在地

母語教學教材是缺乏的，在教學課程方面，除非教學者自創動態活動。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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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所編的教學內容，部份內容過於靜態及偏向記憶其未能與其他學科做配

合。教師在選取教材時，需從許多方面取材，考量學習者的興趣、能力又要

能兼顧到語言本身的多樣性，因此，教師該如何選擇教材內容來教學便是一

個相當大的問題。如果由教師自編，是否能符合能力指標亦是個問題，且自

編的教材最大的問題是在由於文字拼音的使用上全國未統一，因此在教材選

定的部份，就造成教師教學的困擾。 

2. 文字與發音系統制定：在地語言種類繁多與複雜且語彙的流失，具有不同的

口音（羅肇錦，2000）。因地區不同、口音不同且有融合現象，所以文字與

發音的設計是一個艱巨的工作。目前的客語教學並無一種共同認定的系統，

文字與音標系統並沒有統一，對於語言的保存傳承、或是教科書編纂者、教

學者以及語言研究者而言，都是一大困擾（黃秋香，2004）。客家語文字書

寫也並未統一，標音符號也未確實，目前雖然教育部之公佈（臺灣客家語拼

音方案）與《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主，但找不到客家語的解釋及標

音。在造字、找字、母語聲調及相關的教法研究的方面仍有不少辯論（黃怡

雯，2003）。還是需具有客家語之完整工具書。 

3. 教學師資：李壬癸（1994）指出在母語教學裡，教師的熱忱與訓練是其中重

要的一環，但不是每一位現職教師都能熟悉或深入瞭解本身所屬的語言與文

化，且會說客家語的教師不一定會教。張屏生（2003）認為，現階段實施母

語教學的最大問題是師資的培育。雖然教育部希望由正職老師擔任教學，但

是國中、小的現職語文教師，對於鄉土語文教育所抱持的態度，除了部份老

師很熱心的充實教學知能之外，仍有很大部分的教師不能了解本土語言的價

值，不願付出教學熱情多作教學研究，抱持著疑慮（范文芳，1997；溫曼

伶，2011）。而客家語有許多不同的腔調，也令授課老師深感困擾，更讓有

意授課的老師卻步（張又千，2005）。支援師資方面，儘管教育部於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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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客家語支援教學人員檢覈考試，以解決客家語師資缺乏情況，但實際上

投入教學現場的為數甚少，而即使投入教學現場的支援教師，不能有效的彌

補正職教師教學效能，教學成效亦無法提升的情況。彭欽清（2002）指出，

客家語支援教師，除少部分是退休教師外，絕大部分是對客家語教學熱心但

無教學經驗的人士，所以需讓這些人了解語言教學觀、教學法與教學技巧。

溫曼伶（2011）研究也發現，許多母語教師，由於對兒童的心理及認知發展

沒有概念，不能掌握兒童的學習發展歷程，也不能了解兒童心理，無法知道

學習者的感受，更無法與兒童進行良好的互動，因此無法達到學習目標；此

外，對班級經營束手無策，對破壞上課秩序和影響教學的學生無力管教。目

前台灣客家語主要歸類為五大腔調，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

安腔。客家語種類多、聲調特別，客家語老師和學生所說的客語腔調不盡然

相同，僅單會一種腔調的教師，往往無法做好照顧個別差異的教學工作；加

上如對教學方法不夠熟練，教學策略之單調，對於客家語的語法、構詞等研

究不透徹，以致只能照本宣科，卻不能糾正學生的錯誤用語；支援教師對於

拼音或語音學的觀念無法融會貫通，會導致學生學習沒有成效、興趣，也無

法應用於生活當中，即使曾參與過一或兩次的師資培訓課程，仍然無法勝任

教室內的實際教學工作（溫曼玲，2011）。 

（二）學校家長方面問題： 

現今由於家長大多都將升學成績擺第一，客家語並未納入考試範圍，認為學客 

家語又沒有多大的利益成效，使得客家語的定位似乎只是一種附屬的修習課程，家

長較不太重視。張又千（2005）以都會地區學校進行個案研究指出，多樣性的教學

能提升都會區學生的學習興趣；但也發現因客家族群僅佔少數，政府經費補助不

足、行政人員推動意願不高及家長對文化缺乏認同感等因素，即成為都會地區推行

客家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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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行政方面問題： 

學校行政在課務的調配上、教學資源和學生參與客家項目活動的經費等，亦是 

造成學校行政支援上的問題與難題（彭欽清，2002）。學校的行政單位是否支持，教

師同儕間的互動是否協調，也都會影響教師母語的教學氣氛和心態。客家語教學時

間的安排均一「一節」課居多，少數的學校安排二節或二節以上的時間進行教學，

其教學時間是感到較不足夠的。 

 

二、客家語教學的實施 

客家語教學的教學實施，湯廷池（1998）指出，台灣的母語教學宜盡量以「習 

得語言」的方式學會，再以「學習語言」的方式做補救。許多設計相關的活動如演

講比賽、話劇表演、童謠諺語、唱客家歌曲、跳客家舞蹈、角色扮演等方式進行教

學，促使學童將客家語實際運用，以達到學習成效（溫曼伶，2011）。陳文姿

（2001）在客語教學的部分，是採隨時都在進行的方式，老師本身常會以客語和學

生對話，也會將客家俗諺融入在各科的教學中，例如：鼓勵的話、歇後語等，讓學

生在自然的情境下習得。另外，客家童謠和音樂更是不可或缺的，許多教師會直接

以客家童謠做為教材以教學，透過律動、韻律的方式，使學童學習效果更佳，說客

家故事或笑話也會使學童對學習客家語產生更大的興趣。 

研究者將整理相關文獻（楊嵐智，2002；鄧天德，2004；陳乃華，2012；李品 

瑱，2014）探討具體教學方法，分述如下： 

（一）示意法： 

對於學生不懂得事物，具體的事物以實物、圖片、模型或是手勢來教授，以及 

使用錄音帶和錄影帶等視聽教具。抽象的字彙則藉觀念的聯想來說明，像是用前後

文、說明、類推、舉例等（黃瑞枝，2001），例如教「籃球」、「祖父」就可用實物、

圖片，一邊指著實物；一邊用客家語口說名稱或說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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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比法： 

可運用於詞彙、語法或發音的教學，例如：將母語和國語發音近似的加以區 

辨，基本的句型以及句型變換分析與比較；或者適度融入詩詞（白話詩詞）、童詩

（國語轉譯成客家語）教學。 

（三）表演與民謠歌唱教學法： 

採活潑生動的肢體動覺方式進行客家語教學，或以教唱民謠、歌謠的方式來學 

習客家語，這樣的學習方式不但生動有趣，也可以增進學童對客家文化的瞭解。 

（四）練習法： 

藉由加強聽力、訓練正確的發音、認識發音符號，使學童能流利的使用語言， 

所以教師應對學生給予系統性的發音訓練與密集式的基本句型練習，使學童習得語

言，例如以下所述： 

1. 機械重複法：經教師示範讀過之後，學生複誦朗讀，練習初期句子應簡短好

記，之後再增加字、加長句子。 

2. 依指示動作法：學生遵照教師之指示，做出動作、練習聽力或將聽到的不完

整句子加以完成，或依指令改說一句話，依指示將一句話中的某個詞彙加以

更換。 

3. 問答法：教師的指示學生依對所聽到的話作適當之回應；回應可以是表情、

肢體動作、聲音或是回答問題。 

4. 繪本圖畫書或看圖說故事教學：學童喜歡聽故事，尤其是客家文化、習俗等

相關故事更感親切，以故事的方式推廣教學，學童應該深受喜愛。教師講述

一個故事或文章或利用教學媒體，教師在故事進行中或說完，應運用問思法

技巧，協助學童理和歸納思緒或讓兒童聽後摘取大意或重點報告出來。 

5. 活動法：為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採取較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例

如：以短劇演練、既說且唱等，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透過表演熟練自己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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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語言。 

（五）比賽或遊戲法：以分組競賽、遊戲或團體遊戲的方式，寓教於樂，讓學生能 

夠積極參與教學活動，激發學習興趣。 

（六）融入法：將客家語教學與其他領域配合，利用其他領域教學時間，隨機配合

運用，其教學內容可和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等領域配合。 

（七）實地教學法：將教室裡的學生帶到社區實地聯盟教學，辦理校外教學活動，

讓學生進行田野調查實地參與、觀察社會活動等，以培養對客家文化的瞭

解。 

（八）情境模式教學法：適時的引用傳統的唸謠、故事、猜謎或俗諺俚語等，讓學

生在不知不覺中學習到、加深過去客家文化的理解與熟悉。 

（九）討論教學法：教師擬定與客家鄉土有關的議題，讓學生討論、辯論，學生在

不知不覺中就學會許多鄉土語言，提升學習興趣。 

（十）教學評量：依學生的口語說話表達能力給予評量，課堂對話、生活會話、童

謠演唱、朗讀、看圖說話……等。 

 

第四節 母語及客家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也有一些針對「母語教學」及「客家語教學」研究之相關研究，以下 

將針對學者相關研究敘述進行說明，文獻將製表格依研究者、研究名稱、研究方

法、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等五個項目列表比較。 

一、 母語教學相關研究 

近年在台灣教育政策下，母語教學課程已是學校必修的科目之一，目前台灣人 

的母語主要係以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為主，以下研究者將做相關母語教學

之實證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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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母語教學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陳清正 

（2002） 

學校推行母

語教學之研

究---以台東

縣康樂國小

河洛語教學

為例 

問卷調查

法 

康樂國小之

全校教師、

學生及家長 

 康樂國小學生不論河洛、

客家及原住民族群，其母

語均有流失現象，尤其以

客語及原住民語最為嚴重 

 實施母語教學日營造學生

學習母語之環境與機會最

有功效。 

 國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母

語教學所面臨的困難，依

次為課程能力指標太高、

缺乏合適教材及師資不足 

 現職教師接受母語培訓及

研習的比例偏少，亟待加

強以因應教學之需要。 

 教師、學生暨家長對學校

實施母語教學的態度，均

表贊同與肯定。 

楊嵐智

（2002） 

小學教師實

施閩南語課

程之個案研

究 

觀察、訪

談、文件

分析 

2 位閩南語

老師 

 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較

能掌握教學目標的設計並

有效地對應能力指標。 

 閩南語教科書拼音系統未

定、漢字過於困難且教科

書缺乏具體可行的標準和

評鑑系統。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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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湯昌文

（2003） 

 

 

 

 

客家母語教

學中族群意

識與文化認

同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與訪談

法 

九十學年度

就讀桃園縣

南區選修客

語為其鄉土

語言的學生

及客語教

師，學童有

效樣本 327

人，客語有

效樣本 50

人 

 在客語教學上，客語教師

任教年級不同，在師資層

面上有顯著的差異；客語

教師教學年資不同，在教

學與教材層面上有顯著的

差異。 

 對於強弱勢語言的問題，

受訪者認為之所以語言會

有強弱勢之分是因為客語

沒有受到社會尊重的緣

故，因此才有九年一貫課

程鄉土語言政策的施行。 

林麗黎 

（2006） 

台灣母語教

學融入幼稚

園課程領域

之現況研究 

實地觀

察、深度

訪談 

94 學年獲

母語評鑑績

優的某間幼

稚園 

 有極佳理論及教學策略支

持母語教學融入幼稚園學

習領域，教學者都表贊

同，同時也強烈的表達，

其他縣市已有合適地方性

的教材，希望高雄市也能

有局版的幼兒母語教材。 

 實地走訪教學現場，被評

定為績優的園所已經呈現

母語融入各學習領域的型

態，無論是國小附幼或私

立幼稚園都已踏實進行中 

 採蒙氏教學法，能將母語

教學融入在互動型態，也

藉由自製教具呈現在教室

內供幼兒自由學習。 

 因此，無論各園所採用何

種教學模式，母語教學融

入各學習領域都是極佳作

法。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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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洪志彰 

（2006） 

國小原住民

鄉土語言教

學之探究－

以卑南族語

為例 

文獻探

討、文件

分析、半

結構式問

卷的實地

訪談 

台東縣實施

卑南族語的

小學為田野

對象 

 卑南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

因為缺乏經費及專人管

理，對族語教育並無助益 

 族語教學的困難有：家長

在家不說母語、學校缺乏

生活化的族語環境、教材

缺乏（族語教材及教學媒

體）、教學時數太少、部

定族語能力指標太高。 

廖慧淑

（2008） 

學前母語教

學實施現況

之調查研究

─以台東縣

為例 

問卷調查

法、訪談

法 

台東縣 406

位學前教師

及 6 位學前

母語教師 

 課程安排顯示無法深入及

班級經營的困難。 

 教材大多以自編為主，惟

使用滿意度待提升。 

 大多數會爭取參與研習的

機會，並肯定母語教學成

果，以幼兒能聽、說本族

母語為傳承母語的責任 

 大部分家長及園所持肯定

的態度。 

 師資方面，認為除基本的

聽、說能力外，也要有編

寫教材、班級經營的能

力，惟班級經營及幼稚園

教學能力尚待提升。 

 學前教師在母語教學態度

上會因任教地區不同而有

差異，但不因性別、任教

年資、園所規模、擔任職

務及使用的母語而有差異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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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學前教師在母語教學需求

上會因園所規模、任教地

區不同而有差異，但不因

性別、任教年資、擔任職

務及使用的母語而有差異 

李嵐屏

（2009） 

高雄市國小

學童原住民

族語教學現

況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訪談

法 

高雄市 97

學年度學習

原住民族語

之學童 899

人、5 位族

語教師 

 高雄市族語教學大多安排

在正課時間及導師時間，

每週以一至二節為主；學

習內涵除了政大版的九階

教材，還加上日常生活用

語、歌謠或童謠等；以混

族混齡編班上課為多。 

 學生對參與族語學習多持

正向肯定的態度，認為族

語學習有助於提升族語的

能力，惟學習負荷程度為

中偏高、學習場所層面滿

意程度中偏低，顯示教學

者應深入了解學童學習原

住民族語所面臨之困境及

學習場所之需求。 

 族語教學主要的困境：學

校支持度不夠、學校教師

參與動機低、學生程度不

一、學生學習態度欠佳、

家長配合度不高、補助經

費少、缺少專屬教學場所 

林志雄 

（2009） 

屏東縣原住

民地區國幼

班實施現況

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 

屏東縣原住

民地區 39

位國幼班教

師及 397 位

國幼班家長 

 屏東縣原住民地區國幼班

主要供應機構為國小附設

幼稚園、鄉立托兒所、私 

立托兒所，現有 35 個園所

38 班，有 33 班實施母語

與傳統文化教育，師資以

具族語認證合格者為主。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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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九成以上的教師與家長認

為屏東縣原住民地區國幼

班實施情形達到國幼班設 

班的目的，支持於國幼班

實施母語及傳統文化教

育。 

 原住民地區國幼班實施過

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包括：

1. 國幼班相關政策的宣 

導太少，無法提供正確完

整的訊息傳遞。 

2.對國幼班學生的補助及

時效與家長感受有落差。 

3. 原住民地區國幼班未

納入國民義務教育，實施

強迫入學，影響幼兒受教

權益。 

4.原住民地區國幼班收拖

年齡有必要向下延伸至四

歲，落實及早教育的主

張。 

5.國幼班教師需兼任教學

與行政，工作負擔太重，

影響教學品質與學生受教

權益。 

6.原住民地區國幼班教 

師，以代理教師居多，易

產生不安定感，影響教學

士氣及教學品質。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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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有關母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教學相關研究分析，過去 

探究母語教學多以量化取向為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研究形式，但研究幾乎都會

再以訪談方法以輔助研究資料完整性，針對母語教學現況、影響母語教學相關因

素、母語教學成效等之研究探討，依研究歸納，本研究參酌廖慧淑（2008）五個面

向分為：母語教學師資部份、課程實施與教材、學校行政的支援、學習環境的營造

及家長觀念之概述。 

（一）母語教學師資部份 

母語教學師資現況從研究中顯示師資不足及母語師資培訓機制問題現象，陳清 

正（2002）現職教師接受母語培訓及研習的比例偏少，亟待加強以因應教學之需

要。師資來源不一及師資不足問題影響整個教學品質，有些甚至需要兼任教學與行

政工作，工作負擔太重，以致教學品質情況亦受到影響。 

（二）課程實施與教材 

在課程實施及內容上，母語教學教師的教學經驗及教學年資的不同，在教學上 

有顯著的差異，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較能掌握教學目標的設計，並能有效的對應

能力指標。母語課程內容實施教師能採用教學模式將母語教學融入各學習領域中學

習是個極佳的做法，教學教師也都表示贊同，而目前母語教師也會使用日常生活用

語、歌謠或童謠等方式進行教學。教材方面，雖然各縣市已有合適地方性的教材，

但是一些教材拼音系統未定、原住民族語的教材較缺乏、教科書缺乏具體可行的標

準和評鑑系統，為教學者教學上之困擾。 

（三）學校行政的支援 

李嵐屏（2009）研究指出高雄市開設原住民族語 56 所國小中，學校支持度不 

夠、學校教師參與動機低、補助經費少、缺少專屬教學場所。被評定為績優的園

所，大多都已經將母語融入各學習領域的型態，無論是國小附設幼兒園或私立幼兒

園都已在進行中（林麗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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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環境的營造 

母語教學之學習成效亦會受到母語學習的環境影響，但有些學校缺乏生活化的 

族語環境，亦無法有效的營造母語學習環境，而實施母語教學日營造學生學習母語

之環境與機會最有功效。 

（五）家長觀念 

學校實施母語課程教學有研究顯示家長對母語課程實施配合度不高，但也有研 

究顯示大部份家長對於母語教學的實施是持著肯定與支持的態度，也都均表示贊同

（陳清正，2002；廖慧淑，2008；李嵐屏，2009）。另外，現在家長在家不說母語也

形成母語教學上有困難。 

 

二、客家語教學相關研究 

研究者依本研究目的搜尋目前國內關於客家語教學之文獻，但國內相關客語教

學研究並不多，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做概要整理，其對本研究主題有更深認識。列

舉如下表 2-3： 

 

表 2-3 

客家語教學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李慧娟

（2003） 

國小教師

實施鄉土

語言教學

之個案研

究―以客

家語教學

為例 

個案研究 台北市國小

的一位教師 

 教師採用自編教材，可隨

上課進度自由運用安排，

能彈性配合情境進行教學 

 教師在實施客家語教學裡

的教材內容以生活性情境

會話、音標系統練習教材

居多，充分培養學生學習

客家語之日常生活用語，

學習客家語言，以能在日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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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常生活裡實用，保存客家

文化，激發認同包容客家

情操為目標。 

 課程進行的教學方法主要

包括透過以拼音讀練習客

家語言、透過動作唱遊等

多樣化進行，以增進學生

學習意願及興趣。 

 學校行政系統與教學教師

並無做好溝通協調的工

作，鄉土語言政策也不夠

明確、統一化，使得教師

在教材編制上較無依據標

準，家長的支持度也不

高，使得學生學習意願不

強。 

黃秋香

（2003） 

國小教師

實施客語

教學之個

案研究 

質性研究

訪談法 

2 位客語老

師 

 純熟的客語會話能力是擔

任客語教學教師必備的條

件。 

 教師沒有客家語教學經驗

不知從何教起，對於選用

書商出版的教材不熟悉，

無法做適度的調節。 

 教學時數不足但可透過學

校的多元活動學習。 

 在教學情境上都有訂定台

灣母語日推動客語教學。

教學與評量的部份，教師

會使用遊戲和手指著書、

開口跟著老師唸的方式來

教客家話，重視模仿、記

憶和句型反覆練習。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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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管聖洲

（2005） 

桃園縣客

家庄與福

佬庄國小

實施客語

教學之研

究 

文獻分

析、問卷

調查和訪

談法 

抽取桃園客

家庄國小、

福老庄國小

問卷施測對

象，共 523

名及訪談學

校行政人

員、教師，

共 8 人 

 師資安排部份為，客家庄

主要安排級任老師，福佬

庄主要安排客語教學支援

人員。 

 客家庄與福佬庄教材為均

是坊間出版。 

 師資部分為客家庄與福佬

庄均是編制內教師對客語

教學專業知能不足。 

 行政部分為客家庄與福佬

庄均是客語教學設備不足 

 家長社區部分為客家庄是

沒有誘因讓家長支持客語

教學，福佬庄是社區沒有

說客語的風氣。 

江寶琴

（2008） 

苗栗縣國

民小學客

語生活學

校客語教

學實施現

況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深度

訪談 

客語生活學

校校長、教

務主任、教

學組長、擔

任客語教學

之教師等教

育人員進行

問卷調查，

有效樣本

330 人 

 極少數的出版商有在編輯

客家語的教材。 

 教學效果來看，學生人數

越少，每位學生所得到老

師的注意力越多，連帶的

學生練習的機會也就越

多，尤其是語言的學習，

口語練習更是很重要的部

分。 

 用市府版本教材，但只有

一本教材，沒有輔助的教 

具，老師會自行製作拼音

字卡，並補充教材中所缺

少的客家童謠、客家歌曲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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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劉于綺

（2008） 

幼稚園客

語教學實

施情形與

其困境之

研究 

訪談法 桃園地區 15

所幼稚園包

括幼稚園園

長及主任共

13 位、7 位

位幼稚園教

師、9 位家

長，以及 1

位客家文化

工作者接受

訪談 

 幼稚園客語教學之實施情 

形可歸納為下列六點：幼   

稚園自行尋找客語教學之 

教師資源、幼稚園客語教 

學以生活化、趣味化的教 

學內容為主、融入式客語 

教學帶來更深刻的客家文 

化體驗、多樣化的客語教 

學資源、多方面展現客語 

    教學成果。 

 幼稚園客語教學面臨以下

六種困境：缺少客語使用

環境，幼兒學無所用；幼

稚園與家長重視程度不

足，教學時間與內容無法

突破；缺少親師溝通，無

法瞭解客語教學的重要

性；教學資源受限，影響

客語教學成果；比賽與成

果報告壓力沈重，影響客

語教學實施意願；族群因

素，影響客家族群對於鄉

土語言教學觀感。 

古安琪

（2010） 

數位學習

融入客語

教學之行

動研究－

以桃園縣

田心國小

五年級學

生為例 

行動研

究、訪談

與問卷調

查 

參與研究國

小之 5 年級

選修客語課

程的 34 學生 

 客語教學的困境：客語課

程開課比例與客家人口比

例懸殊，不易達成客語課

程目標；客語課程教材明

顯不足；缺乏客語學習環

境。 

 數位學習融入客語教學，

在教學目標的達成、學生

學習效能、延伸學習效能

等，均有顯著的成效。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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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溫曼伶

（2011） 

資訊科技

融入客語

教學之研

究—以五

年級製作

客語電子

繪本為例 

採取行動

研究的方

法，製作

客語故事

繪本及完

成之過程 

國小五年級

學童 

 製作電子繪本的課程使學

生對客語學習的態度更積

極。 

 製作電子繪本的課程能促

使兒童有效的運用客語，

並且能展現說客語的自

信。 

宋文琳

（2012） 

幼兒園運

用客語沉

浸式教學

之探討-以

屏東縣內 

埔鄉一所

全客語幼

兒園為例 

問卷調查 

法、深度

訪談法 

屏東縣內埔

鄉小群幼兒 

園之幼教

師、幼兒園 

之家長 

 客語沉浸式教學透過幼教

師的活動設計後，利用主

題課程融入客語教學並以

遊戲的方式進行，皆能獲

得幼兒的興趣與喜愛。 

 幼兒使用客語的頻率低也

是幼教師在教學上所面臨

到的問題，幼教師必須適

時提醒幼兒講客語，幼兒

才能將國語轉換成客語。 

 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最大

的壓力，來自於客語沉浸

式教學每隔一段日子由專

家學者觀看上課方式而造

成壓力。 

李品瑱 

（2014） 

 

臺中市非

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

地區國小

客語教學

現況之探

討 

採質性研

究，半結

構式訪談

11 位受訪

者 

選取 6 所學

校的教學組

長與 5 位任

教多所學校

的客語教

師。 

 客語教學的推動：校內客

語師資普遍不足，學校傾

向外聘支援教師或薪傳

師；教材則是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出刊、坊間出版或

老師自編；部分學校會配

合辦理講古、母語日等活

動並鼓勵學生認證。 

 推動上所遭遇的困難：客

家語用選修的方式，學生

容易變動導致學習歷程中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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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斷；校內並無合格客語教          

    師能擔任客語教師。 

吳秀貞 

（2015） 

繪本融入

戲劇活動

的客語教

學成效研

究 

採用行動

研究，教

學札記、

觀察紀

錄、錄影

及訪談 

以從未上過

研究者客語

教學為目

標，選擇苗

栗國小中年

級 33 名學童 

 明顯的提升和保持學生的

客語聽說能力。 

 學生的客語學習動機都達

顯著水準並有很強的效果

量。 

 繪本融入戲劇活動的客語

教學能有效提高學生客語

學習動機及客語聽說學習

之成效。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以上客家語教學相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一篇研究沒有以訪談方法研究 

外，其他篇文獻研究方法皆有訪談方式進行研究方法，大多研究皆以問卷調查及訪

談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以上研究者整理研究文獻之歸納，三個層面向得以下概論

之： 

（一）客家語教學成效： 

吳秀貞（2015）將進行 18 週繪本融入戲劇活動教學之行動研究，研究結果為有 

效的提升學生客語學習動機及客語聽說學習，故前面章節所述的教學方法－利用繪

本故事書教學是有效的教學策略之一，研究除了使用繪本教學方式，更融入了肢體

語言表達呈現，使得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明顯提升。此外，溫曼伶（2011）與古安

琪（2010）以數位資訊科技的方式做客語教學行動研究，例如讓學生自己製作客語

電子繪本之教學，研究結果皆顯示，學生能夠有效的學習及有效的運用客語，使學

生學習態度更為積極。由此可知，有效利用現在的資訊科技發達時代數位化的教

學，亦也能使學生有效的學習客家語，也成為客語課程內容教學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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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語教學實施與問題： 

從上表研究整理指出，客家語教師如果沒有客家語教學經驗，會不知從何教 

起，而純熟的客語會話能能力，是擔任客語教學教師必備的條件，也因此本研究之

研究對象亦為限制至少實施客家語教學具有一年以上之經驗的教保服務人員。 

在客語教材方面研究發現，教材均是坊間出版，但極少數的出版商有在編輯客 

家語的教材，有些老師採用自編教材的方式進行教學，例如製作拼音字卡，並補充

教材中所缺少的客家童謠、客家歌曲等，與自己的教學方式、彈性的配合情境進行

教學。課程實施老師多會以生活化情境會話、拼音讀練習客家語言、透過動作唱遊

等多樣化進行，以增進學生學習意願及興趣。 

目前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師資來源還是不足，校內並無合格客語教師能擔任客語 

教師，學校還是傾向外聘支援教師或客語薪傳師教學（李品瑱，2014）。 

（三）學校行政支援與家長支持方面： 

李慧娟（2003）訪談台北一所小學的一位實施客家語教學教師，研究發現學校 

行政系統與教學教師並無做好溝通協調的工作，使教學實施受到困擾，而關於鄉土

語言政策也不夠明確、統一化，使得教師在教材編制上較無依據標準，加上家長的

支持度也不高，使得學生學習意願不強。與劉于綺（2008）研究發現相同，幼兒園

與家長重視程度不足，教學時間與內容無法突破；缺少親師溝通，亦無法瞭解客語

教學的重要性；教學資源受限，影響客語教學成果。由此可知，學校行政的支援與

家長觀點層面，也影響客家語教學實施與成效。 

綜合上述及研究文獻，使研究者能為此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經驗研 

究有些參考依據，而研究中除了（劉于綺，2008）、（宋文琳，2012）研究探討針對

桃園地區之幼兒園實施客語教學情形、探討屏東一間使用客語沉浸式教學方式研究

之外。其他研究對象或施測對象為國小學童、教師或學校行政推動上探討研究（古

安琪，2010；江寶琴，2008；李慧娟，2003；李品瑱，2014；吳秀貞，2015；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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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2003；溫曼伶，2011；管聖洲，2005）。客家語教學相關研究亦無探討針對在幼

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之老師以及探討老師的教學經驗，故本研究將針對在幼兒園實

施客家語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並探討教保服務人員的客家語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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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論為個案研究法，其主要目的在深入瞭 

解個案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與問題。研究者藉由文獻分

析、訪談、觀察、文件蒐集等方式做為研究資料蒐集，再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處理

與分析，最後研究報告之撰寫。本章共分為七節，分別以研究方法、研究流程、研

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資料蒐集、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及研究倫理做

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探討教保服務人員於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實施，此議題須透過研 

究參與者的教學過程經驗分享，進而從個體的教學經驗中，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因

此，本研究適合選擇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以個案研究作為方法論的理論依據，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method）為一種個別的、深度的、描繪的，是偏向質的一種研究方法，對

個案期望有深入的瞭解及探究其與全體的相同、相異點，是一種探索及分析社會單位

生活過程的方法，其所指的單位不一定是以個人為限，可以是一個群體（如：家庭或

團體）、一個機構（如：學校、辦公室、醫院）甚至是整個社區（潘淑滿，2003）。Yin

（1989）指出，只要研究者運用多元資料來源，深入探討整個真實生活情境的社會現

象，即是所謂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

活動性質，以瞭解它的獨特性及複雜性，其對個案研究者而言，研究的興趣不在於結

果而在於瞭解過程、脈絡（林佩璇，2000）。 

林佩璇（2000）將個案研究法歸納出以下六項特色： 

1. 整體性：個案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對研究對象進行全面的瞭解，而不是與 

案例之間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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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驗理解：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充分瞭解整個研究現象，研究者需站在被研究者的 

立場，深入以同理方式被研究現象與行動之意義。 

3. 獨特性：個案研究乃在於探討一個研究情境、事件、方案和現象，背後呈現的意 

義為何，不將研究發現推論到其他情境、時間。 

4. 描述性：透過厚實的描述的方式，探討研究現象的過程、意義加以描述與詮釋。 

5. 啟發性：個案研究透過研究過程闡明研究的現象，企以擴展讀者對研究現象的理 

解，發展對現象問題有更深的敏銳與觀察。 

6. 自然類推：此研究方法旨在研究結果將個人經驗融入研究現象或行為的理解，並 

重新理解與詮釋。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深入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現象，其客 

家語教學實施有區域性選擇，以個案幼兒園之具有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

為研究對象，故個案研究較能為深入研究探討。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以下研究準備階段、研究發展實施 

階段、研究報告撰寫階段。 

 

一、 研究準備階段 

研究者起初先蒐集個人興趣相關研究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初擬研究構 

思，將研究焦點聚焦在客家語教學課程方法、現況與困境解決，經與研究指導教授

討論研究主題，確定研究主題方向、研究問題後，著手進行研究架構研擬，並持續

蒐集資料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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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發展實施階段 

確定研究方向後本研究依據研究主題、研究目的選取研究對象，並將蒐集之研 

究相關文獻與資料文件加以分析探討，作為本研究之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確立及進

行訪談大綱擬定之參考。再將已整理好、修正研究主題及問題進行正式研究，並依

訪談現有資料、訪談資料蒐集及觀察加以整理與分析。 

訪談前，研究者事先與受訪者連絡，一併先告知研究目的與問題，預約訪談時 

間及地點確認。訪談內容及訪談過程中進行錄音需事先徵求受訪者同意，在訪談時

給受訪者簽署研究訪談同意書。 

本研究中與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各進行一次正式訪談，訪談時間以 60 分鐘為原 

則，視情境增減時間，訪談結束後研究者依錄音檔內容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迅速完

整地謄寫呈逐字稿、整理訪談記錄，針對第一次訪談有疑之處，再徵求受訪者同

意，進行第二次訪談。正式訪談時，隨時觀察受訪者當時的表情、肢體語言訊息，

研究者適時的察覺調整訪談技巧，訪談結束後向受訪者致謝參與研究訪談。 

另外經研究參與者同意後將對研究參與者進行觀察教學活動，透過正式訪談結 

束後，依據訪談記錄整理，將具有客家語教學經驗豐富代表性的教保服務人員為觀

察研究參與對象，研究觀察進行中會使用錄影設備將活動過程錄製下來，視現場需

求於每次觀察後與研究參與者進行非正式訪談，以釐清研究者之疑問。觀察教學活

動項目包含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情形、全園性的客家語活動（客家語成果

發表會）及全園的客家語晨間教學。觀察實施每週進行 2 次，一次觀察時間約 40－

50 分鐘，共計觀察時間為 4 週，共 8 次觀察活動。 

也請研究參與者提供客家語教學過程中或安排所使用到的書面文件，教學計 

畫、上課補充資料等，使研究者更深入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課程的理

念、教保服務人員教學情形，透過文件資料提供研究者多了另一項探究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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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報告撰寫階段 

此階段乃即是質性研究的資料分析，並且與資料收集，以及之後的報告撰寫是 

交互進行（紐文英，2013），換句話說，研究者將訪談內容與應該對資料進行整理與

比較，除了對資料保持高度敏感性，應該對資料進行整理與比較，以避免主觀偏頗

而影響分析，並提出研究結果與討論做結論與建議，最後，請指導教授審閱，再進

行論文口試、論文修正，完成此研究報告。茲將此研究流程繪製成圖：3-1 及研究時

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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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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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時間表 

研究時間 研究歷程 

2015 年 01 月－2015 年 04 月 研究準備階段，文獻之蒐集閱讀，確

定研究主題方向、研究問題後，著手

進行研究架構。 

2015 年 05 月－2015 年 09 月 研擬撰寫研究計畫，並與研究對象選

擇及建立關係。 

2015 年 10 月－2015 年 11 月 與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訪談，研究

相關資料蒐集並整理訪談記錄。 

2015 年 11 月－2015 年 12 月 進行現場教保服務人員客家語教學活

動觀察與文件蒐集。 

2015 年 12 月－2015 年 01 月 整理相關資料與分析，開始撰寫研究

報告。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本節將依序說明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場域。 

 

一、 研究場域 

在研究場域上，因為先選定位於具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客家地區的幼兒園，再依 

研究對象所設定的條件找尋研究參與者，故研究場域的選擇是在台中市某一間位於

客家地區的公立幼兒園，研究者將幼兒園化名為東東幼兒園。 

東東幼兒園位於台中市一座美麗的客家山城地區，該幼兒園為公立幼兒園，除 

了本園之外，尚有另外三間分班在不同地方，所有園區都在傳統客家族群聚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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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皆以大埔腔客家語為主。東東幼兒園園長的教學理念，重視母語教學以當地客

家語為校園生活主要使用語言，日常生活接觸溝通，使客家語生活化，除了在教保

服務人員對孩子以客家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之外，園長還提出希望學校教保服務人員

們在開會時也盡量使用客家語交談。東東幼兒園於 2012 年為客家委員會補助之「客

語生活學校」，「客語生活學校」主要是營造生活化的客語學習環境，使學童自然學

會客家語，創造師生間可以有互動的機會，提生學習興趣，體認客家語言及文化之

美，並以生活化、公共化、教學化、及多元化等四大原則推動客語。雖然幼兒園營

造客語學習環境，但學校未硬性要求教保服務人員必須使用全客語教學，但是，在

客家語教學上，教保服務人員本身教學理念還是會希望都是以客家語做為主要使用

語言。幼兒園每年皆會舉辦客語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主要為幼兒客語歌謠舞蹈歌

唱展現及客語親子趣味闖關關卡活動，增進親子情感與促進學習母語的機會，進而

找回對客語的認同。近來，台中市政府為打造母語教學環境、母語向下扎根，推動

「客語示範幼兒園」作為標竿，東東幼兒園除了是客語生活學校之外，更於 2015 年

09 月成為第一所「客語示範幼兒園」。因此，東東幼兒園之客語教學於此地區是具

有代表性的。 

 

 

 

 

 

 

 

 

圖 3-2 客語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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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客語情境佈置 

 

東東幼兒園係於五十九年七月一日成立，營運宗旨在於整合教育、社會工作及 

衛生保健之專業知能，為幼兒及其家庭提供所需統合性教保服務，以健全社會發

展，落實兒童福利服務相關功能。目前班級數共 15 班，計 322 名幼兒，其幼兒園本

部班級數最多，全園教職員工 44 名，包含教保服務人員 31 名、職員 4 名、廚工 7

名、護士 1 名、司機 1 名。園內實施統整性的課程，進行主題式教學，結合在地人

文環境一學期進行 2-3 個主題，一個主題約進行 8-10 週，每週需繳交 2 個主題教

案。另外，幼兒園本園教保服務人員共同討論於每星期一、三、五晨間進行全園客

家語教學，依輪班之教保服務人員照客語主題單元進行活動教學。本研究幼兒園除

了本園區之外，另外還有三個不同地方的分班，其中因幼兒園本部規模、教育資

源、行政運作上較為完善，故研究者將於幼兒園本園之各班級進行研究資料收集。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學經驗及困境，故 

研究者將研究對象的條件設定為，位於以客家地區具有實施客家語教學的幼兒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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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客家背景之實施客家語教學教保服務人員，作為研究參與者，使研究結果可以

更加深入地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的詮釋，因此，研究對象是

尋找有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幼兒園及在園所實施客家語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並且願

意接受訪談及共同參與研究，其中，為了使研究資料蒐集更加完整，故研究對象為

該台中市客家地區某一間公立幼兒園本園之具有一年以上客家語教學經驗的教保服

務人員。 

研究者本身平時有參與一些客家委員會所舉辦的客家語相關活動，活動期間認 

識了許多為客家背景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因此，在確定本研究選擇參與者條件

之後，選擇研究參與者時透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幫忙協助下，找到符合本研究

設定之條件限制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再與其約定訪談時間及觀察時間。經由與每位

研究參與者確認符合本研究所設定之條件後，即邀請受訪者參與本研究並簽訂訪談

同意書。研究參與者分別以化名方式呈現，以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並將受訪者

的基本相關資料編碼及依序列表進行。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共有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10 位教保服務人員皆以化名方式 

呈現，在資料編碼上則依序為 A、B、C、D、E、F、G、H、I、J，研究對象之基本

資料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代碼 化名 性別 學歷 職務 客家語證照 客家語教學

年資 

A 小慧老師 女 大學 行政組長 

教保員 

中高級 15 年 

B 小如老師 女 大學 教保組長 中級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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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員 

C 沛沛老師 女 專科 教保員 中級 15 年 

D 芝芝老師 女 大學 教保員 中級 13 年 

E 小知老師 女 大學 教保員 中高級 10 年 

F 奈奈老師 女 專科 教保員 初級（饒平腔） 

中級（饒平腔） 

中級（大埔腔） 

5 年 

G 蓁蓁老師 女 大學 教保員 中高級 5 年 

H 莉莉老師 女 大學 教保員 中級 5 年 

I 岑岑老師 女 專科 教保員 初級 4 年 

J 琴琴老師 女 專科 教保員 中高級 2 年 

 

第四節 研究工具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作為收集資料的主要工具，所以研究者本身角色應具備客 

觀、良好的自省能力進行研究，除了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為主要的工具之外，還有其

他的輔助工具，如訪談大綱。在確定研究方向後，研究者便蒐集、閱讀相關研究、

歸納與整理其他研究者擬定的訪談大綱，再從中學習與修改訪談大綱題目（游麗

芬，2006）。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 

 

一、 研究者 

由於研究者本身是客家人，從小在客家族群環境中長大，讓我對客家文化有豐 

厚的熱愛與好奇，其中具獨特性的客家語讓我備受認為這寶貴的語言不能失傳，大

學時期開始參加客語認證，每次檢定皆都通過，進入研究所後，參加客家委員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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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幼幼客語闖關活動之培訓老師，發現有很多老師都有在幼兒園現場做客家語

教學，很多老師皆有客家語教學的經驗，在聊天過程中也發現老師在教學、幼兒互

動上也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因此，我對客家語教學相關議題感到興趣，開始蒐集及

閱讀相關的文獻，想對客家語教學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者在參與研究整個過程時，必須不斷的提醒自我保持客觀去看待每一個問 

題與現象，與研究對象進行互動需檢視自己與反省，使自己能在研究中獲得客觀、

嚴謹的品質。在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時，會真實呈現與受訪者建立良好信賴的互

動關係，並且專注聆聽受訪者之陳述，使受訪者感到被受重視與尊重。 

二、 訪談同意書 

基於研究倫理考量，在進行正式訪談之前，需再次像研究參與者說明本研究的 

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及保密原則等，並且說明在參與研究同時訪談過程中將會進行

錄音，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待研究參與者已清楚本研究之相關內容後，請研究參

與者簽署訪談研究同意書（參見附錄一）。 

三、 編制訪談大綱 

本研究為了瞭解個案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教保服務人員之教學實施經驗與困 

境等，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編制擬出訪談大綱，編擬好的訪談大綱將請指導教

授、專家學者評析，再經修正完成之後，最後確認正式的訪談大綱內容（參見附錄

二）。 

四、 錄音及錄影器材 

研究者將進入東東（化名）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班級進行從中觀察與記 

錄，並與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訪談以瞭解客家語教學之內容情形。 

研究者將與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訪談時，會準備錄音筆，訪談時進行現場訪談內 

容錄音，以利研究者日後做逐字稿之撰寫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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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客家語教學過程中，會運用錄影機將幼教師在實施客家語教 

學過程中之相關上課情形進行錄影，以蒐集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各方面

表現的資料與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活動狀況。 

 

第五節 研究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必須採用多種不同的方法收集許多資料，將已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 

析，以探討研究問題。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訪談、觀察與文件蒐集等方式收集研

究資料，如下： 

 

一、文獻分析 

針對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為使研究者更 

瞭解母語及相關客家語教學，因此蒐集有關母語及客家語教學之相關研究。其包括

期刊、專書、碩博士論文、政府出版品等，幫助研究者瞭解相關議題研究與情形，

作為建立研究架構、問題、訪談大綱及觀察提綱之依據。最後，撰寫研究結果分析

與討論時，亦需回顧文獻以分析和以往文獻及研究發現有無異同之處（劉于綺，

2008）。 

二、 訪談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為重要的資料蒐集方式，本研究也以訪談做為蒐集資歷的主 

要策略，主要是以開放性對話式訪談做為主要資料收集方式，透過在自然情境中的

對話方式，使受訪者能夠很自在、不受限制地侃侃而談。 

本研究訪談設計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實際訪 

談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以瞭解研究目的幼教師在客家語教學上

的實施之經驗及所遇問題如何去解決。研究者最初先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設計一系

列結構性問題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由於每位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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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生活經驗不同，為了深入瞭解，採用開放性問題做深度訪談，從受訪者回應中

收集資料並瞭解其觀點與想法。 

（一）正式訪談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編擬定之訪談大綱，與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分別 

各進行一次的正式訪談，如第一次訪談有疑之處，再徵求受訪者同意，進行第二次

正式訪談。以開放式的談話方式進行，針對訪談內容展開脈絡性的討論，適時彈性

的調整，以更清楚獲得完整且符合主題方向的資料。 

（二）非正式訪談 

本研究之非正式訪談亦是對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觀察過程後，研究者 

對於有疑問或不瞭解之處，與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澄清之動作，以釐清研究者之疑

問，以便研究者更進一步的瞭解與獲得更完整資料。 

三、 觀察 

為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實際情形，研究者在徵求研究參與者同 

意後，進行客家語教學現場就觀察提綱（參見附錄三）進行進班觀察，並在教學過

程中做記錄，加強研究者之研究內容與資料。由於本研究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在實施

客家語教學之經驗，因此，除了現場觀察客家語教學情形之外，研究者在觀察過程

當中，亦觀察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與他人互動情形，以獲得確切資料，作為

佐證資料與資料檢核。 

四、 文件蒐集 

進行文件蒐集主要是因為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充份的資料，研究者徵求受訪者的 

同意以取得資料，其收集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中或安排所使用到的書

面文件等等，如教學計畫、上課補充資料。藉此以瞭解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觀點理

念、教學情形及相關訊息等，因此，研究者透過這些相關文件資料，從中可獲得探

究資料的另一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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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研究資料處理 

研究者將初步資料描述與分析後，將訪談、文件資料、觀察記錄進行建立編碼 

和歸檔系統。本研究將所有取得的研究資料，訪談記錄、文件資料、觀察記錄等，

反複閱讀及建立架構並做分類比較，將同一概念或性質相近的資料歸類，過程中以

自省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探尋每個反證資料，再經驗證比對，其增強資料的

可靠性（游麗芬，2006）。 

編碼方式系以日期為劃分依據，並在日期後面加註資料蒐集方式、資料來源給 

予編號。如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編號依序以英文 A、B、C、D、E、F、G、H、I、J

做為研究參與者的編號代碼，資料蒐集方式為訪談故以「訪」為代號；觀察記錄則

以「觀」為代號；文件資料以「文」為代號，研究者將針對研究人員及資料進行編

碼整理，本研究之資料編碼表如下表 3-3： 

 

表 3-3 

資料編碼表 

代碼 日期 資料種類 資料內容 編碼舉例 

A  1041014 訪談記錄 困境 A-1041014-訪-困 

B 1041116 觀察記錄 問題因應 B-1041116-觀-應 

C 1041123 文件資料 經驗 C-1041123-文-驗 

 

二、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為本文分析之方法，主題分析法是 

對訪談資料或本文所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方法，試圖從一大堆瑣碎、雜亂無章且看似

南轅北轍的素材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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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用來幫助解釋本文所蘊含的深層意義（高淑清，2001）。 

本研究提出的主題分析流程（圖 3-2）及主題分析架構（圖 3-3）做為基礎，進 

行研究資料分析（高淑清，2001、2008）。在整體閱讀訪談資料後進行編碼，再進行

理解與詮釋，在過程中則依循詮釋螺旋、詮釋循環的步驟進行。以下將詳述研究分

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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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主題分析流程圖（引自高淑清，2008，頁 164） 

逐字稿謄寫 訪談資料反覆聆聽與整體閱讀 

寫下最初的理解與省思 

 

部分分析與歸納 

 

整體 

 

 

第二階段 

發展主題代碼Ⅰ：

標記、加註、編碼 

標記、加註、編碼 

+淺而表面層次： 

能直接從訪談文本

中明顯地看出重點 

＊深藏意義的層次： 

需從訪談本文脈落

中漸漸意會出背後

的意義 

﹣模稜兩可： 

很難從訪談文本立

即確認重點 

 

整體閱讀與反思 

 

整體 

 

 

第一階段 

發展主題代碼Ⅱ： 

比較、歸納 

列印初步歸納的短句段

落，並再次閱讀與反思。 

歸納訪談本文之間相似的次主

題，此時主題漸漸成形，反思並

建立各主提間的連結。 

以貼切的字詞，為初步歸

納的段落進行意義單元命

名。 

比較相關的命

名，歸納成次主

題並分別建檔 

以夾論夾敘的寫作方

式，詮釋所分析的主題，

並佐以訪談內容，達到

解釋的有效性。 

 

整體理解與詮釋 

 

整體 

 

 

第三階段 

為每一個主題建立個

別檔案，再次閱讀，並

於必要時解構次主題，

重新歸納命名。 

經由團隊檢證，再次重

新安排段落引句，使能

夠更合乎邏輯地接近

主題，使之環環相扣。 

省思主題項之

間是否有矛盾

之處，是否回

答研究問題。 

為每一個主題建立個

別檔案，再次閱讀，並

於必要時解構次主題，

重新歸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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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部分        整體 

 

 

 

 

 

 

 

 

圖 3-5 主題分析概念架構－詮釋循環（引自高淑清，2001，頁 246） 

 

研究依據「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如圖 3-3）概念架構進行主題分析 

具體七個步驟的操作，以下將依序說明此七個步驟的意涵，詳加說明（高淑清，

2001）。 

 

（一）敘說文本的抄謄 

本文的產生是來自深度訪談，則訪談的口語資料需要被轉謄成逐字稿，即一字 

不漏的謄寫訪談內容，內容包含了沉默、聲音、語調、表情及訪談現場偶發事件的

描述等等，皆需完整、詳細、據實的描寫，才能使文本資料進行分析建立關鍵的基

礎。 

（二） 文本整體閱讀 

當所蒐集的資料訪談內容轉謄成逐字稿後，緊接著便是閱讀整個逐字稿內容， 

研究者應懸置自己對經驗的詮釋或自身的主觀意識，完全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世界

中，從研究參與者的生活經驗可以在本文中自在的呈現，並理解研究參與者經驗與

1.敘說文本

的抄謄 

2.文本整體

閱讀 

3.發現事件

與脈絡視框 

4.再次閱讀

文本 

5.分析意義

結構與經驗

重建 

6.確認共同

主題與反思 

7.合作團隊檢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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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三） 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 

經過初步的閱讀本文整體理解後，在第三步驟詮釋循環分析將進入對「部分」 

的審視，意旨仔細審視並發現事件的來龍去脈與事件之中的變化，將資料中的重要

訊息加以劃記、編碼與註解。 

（四） 再次閱讀文本 

對於「整體→部分→整體」的分析流程，研究者已經進行了逐字稿轉謄、閱 

讀、劃記、編碼，對本文內容有初步的瞭解及仔細的檢視，經過三個步驟之後可能

又有更完整的資料訊息，因此要再回到再次閱讀文本，讓整體的本文浮現出更完整

的脈絡。 

再次閱讀文本之後，研究者再度回到訪談經驗過程中，可能發現第一次閱讀文 

本時所忽略的重要訊息，或是研究者對本文產生新的理解、新的詮釋、新的發現，

再次深刻的重新省思與檢視以再次獲得對文本的理解。 

（五） 分析意義的建構與經驗重建 

進入此步驟，研究者必須對先前的理解做經驗重建，再次審視先前理解做有意 

義的解構再建構。此步驟在本文浮現出不同或之前未加發現的意義單元，重新建構

及解構意義單元，新增或修改意義單元，即在不斷重新建構與解構的循環歷程中，

藉由群聚相關的意義單元形成子題，並逐漸產生初步的次主題。 

（六） 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 

確認主題是主題分析的最終目的，乃在於找到共同主題以展開經驗描述的意義 

與本質，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經驗進行歸納、分析轉化下，成為一些有意義、聚

焦的、重點的經驗組合，並透過「子題、次主題與主題」命名而形構成共同主題之

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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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反思過程中，需要不斷的進行檢視共同主題是否回答了研究問題、研究 

者自身是否理解研究參與者的真實感受、是否回歸研究參與者的生活經驗、是否掌

握了現象本質的真實呈現、主題組型所承載之經驗意義在質與量上，是否具有平衡

感、主題是否偏頗於正向或負面經驗的詮釋等等。經過反思的回溯歷程、邏輯性的

分析與統整，經驗結構的本質才得以完整的、正確的描述與解釋。 

（七）合作團隊的檢證 

合作團隊的檢證，關係本研究之嚴謹度與品質，是質性研究中提升可信性的方 

法之一，此研究將用此方法來確保研究之嚴謹性，因此，本研究進行合作團隊檢證

之團隊包含本研究指導教授與研究參與者，對研究過程進行意見的交換與討論，包

括研究對象之選取、訪談大綱之設計、本文資料蒐集與分析及主題之呈現與反思，

並進行文獻的理解與理論參照，以檢視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反思研究歷程的真確

性，使研究結果與解釋的真實價值、可應用性、可靠性、客觀性，一致有效的得到

團隊的稽核（高淑清，2008）。 

 

第七節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因為涉及與人活動，所以使研究倫理的處理與守則需更加注意與敏 

感，故以下參考鈕文瑛（2013）之「對研究參與者的倫理守則」，以尊重本研究之倫

理，如下列幾點： 

 

一、誠實且尊重態度對待研究參與者 

研究進行前，不僅要誠實向研究參與者公開自己的身分，需向研究參與者說明本

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性質和方法，研究者在進行研究過程中，以誠心方式相待，

尊重研究參與者所提出的要求及建議，並協議在進行研究前，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進

行研究後，將研究者擬定的訪談同意書給研究參與者簽訂，並告知研究參與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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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會受到保密。 

二、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情同意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幼教師在客家語教學上的實施過程，研究過程中需要採錄影或

錄音的方式進行記錄，若研究參與者不願意接受錄影或錄音的方式時，均可拒絕。研

究中需取得研究參與者研究過程同意，其中，若研究參與者感到不適或有其他因素無

法繼續參與，可自由退出研究，研究者需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意願。 

三、尊重研究參與者的隱私與保密原則 

研究者的資料蒐集包括研究參與者基本資料、錄影及錄音，因此，須謹守保密不

公開原則以維護研究參與者之個人隱私，對研究參與者的身分應當保密，避免造成研

究參與者額外的負擔及困擾，故本研究對象的資料皆以匿名的方式呈現。 

四、讓研究參與者受惠及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 

研究者須確保研究參與者在研究的進行中，不會感到生理上或心理上的不適、受

到傷害或危險。 

五、研究參與者擁有資料和得知研究結果的權力 

研究者應讓研究參與者知道取得或使用資料，以及得知研究結果的權利。故本研

究在多種方式下蒐集研究資料，在研究報告完成後與研究參與者分享研究結果。基於

誠信和保護原則下，研究者在撰寫報告時須保持客觀態度，並需以嚴謹的態度確保研

究參與者在安全與安心的情境下參與研究，並以真實的方式呈現資料分析後的研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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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經驗，以及客家語學 

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過程之困境與因應，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他們是

如何實施客家語教學，及教學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並如何解決。本研究以進行訪談

並觀察活動，使研究能做深入的探討。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敘述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經驗； 

第二節探討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過程之困境與因應，並結合第二

章之文獻探討，以分析研究結果與先前研究論述之討論分析相關聯和相異之處。 

 

第一節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 

本節將依研究問題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研究者透過與教保 

服務人員的訪談及進班觀察，依據訪談內容及觀察內容，歸納與分析教保服務人員於

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分述如下： 

一、 教保服務人員從事客家語教學之背景 

（一）學校為客語生活學校，積極推動與實施客家母語教學 

教保服務人員主要從事客家語教學是因為幼兒園園長本身教學理念注重母語教 

學這一部分，自現任園長到本園擔任園長之後，在學校積極的推動客家母語教學，

希望能將客家母語繼續傳承下去。 

研究者：老師，那您怎麼會從事客語教學？ 

蓁蓁老師：我們的園所的理念，然後跟我們要協助推廣我們客家母語的傳承，

對。（G-1041029-訪-驗） 

小如老師從事客家語教學除了因為園長的教學理念外，她自己本身也覺得推動 

客家母語教學很重要，透過學校積極的推廣與實施客家語教學，孩子在客家母語學

習的成效方面也會進步的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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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是我們園長就是很重視他推客語母語，其實我是也是覺得很重要，因為

其實現在很多來自於，應該是說客家的家庭的小孩，就是反而不大會去講客

語，有的好一點還是會拼，但是他不會講，但是我發現就是其實透過學校的教

學……就是小孩子會進步很多，對，所以我們其實也是有點因應那個客語生活

學校，對。（B-1041102-訪-驗） 

然而客家委員會於 2003 年頒訂「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 

點」，客語生活學校為營造校園生活化的客語學習環境，創造師生客語互動的機會

（客家委員會，2003）。因此，個案學校也申請參與為客語生活學校，具有客家委員

會的補助。 

因為個案幼兒園為客語生活學校因素，學校必須推動與實施客家語教學，所以 

教保服務人員們重視客家母語教學，也因為學校為客語生活學校因素，必須要有一

些客家母語教學成果出來。芝芝老師、琴琴老師及岑岑老師提到： 

因為我們學校在走客語生活學校，然後，你要有一些成果出來呀！所以你就要

去學著說...欸...怎麼用課帶入我們的主題裡面。（D-1041026-訪-驗） 

 

就是因為這邊嘛...就是這邊就是...那個客語生活學校，嘿啊啊所以你就一定

要上客語...嘿啊。（J-1041026-訪-驗） 

 

對，就是他們在地文化的需求，所以我也必須要學，然後再來我們是那個幼兒

的那個，我們今年又是那個客語生活學校，對，然後我們學校也很注重說老師

能夠多用客語，跟家長溝通，而且我們也推動母語，對阿。（I-1041027-訪-

驗） 

另外，個案幼兒園又為第一間「客語示範學校」，故學校更積極努力推廣與實施 

客家母語教學，奈奈老師因為園長注重客家母語這一塊，自己本身也有興趣，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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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客家母語教學，她提到： 

那剛好現在我們學校是客語示範學校，園長很注重這一塊，那我有興趣，剛

好，所以剛好進來這裡。（F-1041027-訪-驗） 

 

綜合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因為透過學校是客語生活學校的關係，加上現在 

幼兒園也是客語示範學校的因素及園長本身教學理念也注重這一部分，故學校教保

服務人員會於學校生活環境中進行客語教學。另外，除了學校推廣客家母語教學

外，有些教保服務人員本身對於推廣客家母語有興趣，並覺得很重要，也就樂於參

與客家母語教學，且認為透過學校的客家母語教學讓孩子有機會接觸更多客家母

語，進步的也較快。 

 

（二）教保服務人員皆通過客語認證並參與客語實力培植的課程活動 

學校客家母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皆參加並通過客語檢定認證，有些教保服務 

人員是因為有興趣，有些教保服務人員則是因為學校或他人相約而去考客語檢定認

證，但主要參與客語認證也是因為從事客家母語教學者，自己本身需要的一些客語

的相關認證。 

莉莉老師當初會去考客語認證，就是同事詢問她要不要一起去參加認證的，她 

說： 

因為同事他們去考試然後就跟你講說你要不要去，好啊然後就跟著去這樣子。

對。（H-1041029-訪-驗） 

奈奈老師本身會兩種腔調的客家語言，兩種腔調的客語她都有去考，所以她具 

有兩種客語腔調的認證。客語研習部分學校都會舉辦，而目前學校研習課程總共 36

個小時，學校教保服務人員都會參加，奈奈老師和芝芝老師說： 

客語認證是有，就是去考那個中級那些，饒平跟大埔都是中級，一般研習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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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客語研習都有，像上個月參加六次，我們學校辦的，客語研習，總共 36

個小時。（F-1041027-訪-驗） 

 

‧‧‧‧‧‧對！耶…總共三十六個小時的師資培訓，然後，一些經費讓我們

學校佈置一些客語情境，然後...買了很多客語的設備。（D-1041026-訪-驗） 

研習課程內容像是一些客語的發音，或是一些客語的在地文化等，蓁蓁老師提 

到： 

有很多，像一些比如說他們的客語發音，或者是客語的什麼在地文化的研習，

那些活動我們都有參加。（G-1041029-訪-驗） 

除了具有客語認證及參與研習課程之外，教保服務人員也會參加培訓近年客家 

委員會舉辦的「幼幼客語闖通關」活動的檢定施測人員，幼幼客語闖通關活動就如

孩子版的客語認證，小如老師提到： 

有，活動就是那個幼幼客語，我那個那時候第一次那個客委會那時候培訓那個

培訓班的時候我就有參加了，然後認證的話我目前是中級，然後研習的話，就

是我們最近那個客語示範，客語示範直接排那個三十六個小時那個，對。（B-

1041102-訪-驗） 

岑岑老師幾乎也都會參加幼幼客語闖通關活動的檢定人員，她說： 

有，大部分的那個像幼幼客語闖關，那個我都有去參加。（I-1041027-訪-驗） 

透過研習課程，教保服務人員從中學習如何帶客語教學活動、和孩子上課的技 

巧，讓教保服務人員受益良多，琴琴老師和小如老師說： 

耶...有！像我們就是...我們都會去…像我們有去主辦那個幼幼客語闖關嘛！ 

是老師都要參加...如果是學校辦的話 因為老師他會聘請那個…那個…那些客

語專家來演講 阿我們去聽或者是做一些那個教材的教學怎麼樣子嘿...啊或者

是說教我們怎麼樣子是跟小朋友上課，教我們一些技巧這樣子嘿…的研習。（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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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26-訪-驗） 

 

然後他就是他的範圍很廣，他有的就是研習他裡面的內容就是有一些是教你怎

麼樣帶活動，就是客語活動，可以怎麼辦，然後還有一些發音阿，然後朗誦，

就是等等。（B-1041102-訪-驗） 

 

上述可知，透過訪談皆知受訪者都有參加並通過客語認證，黃秋香（2003）研 

究結果指出純熟的客語會話能力是擔任客語教學教師必備的調件。實施客家語教學

首要的是教保服務人員需具備客語會話能力，故教保服務人員以客語認證作為教學

基本必備的門檻之一。由於個案幼兒園是客語生活示範學校，學校會舉辦 36 個小時

客語研習活動，活動課程內容教學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帶客語活動、客語發音及客語

在地相關文化等，還有教學上帶小朋友的教學技巧，對於透過研習課程、幼幼客語

闖通關活動培訓上的交流、精進，對受訪者們而言是有幫助的。 

 

二、 教保服務人員對客家語教學的理念 

（一） 將客家語教學向下扎根，傳承客家母語 

小知老師認為，母語真的是要向下扎根，母語相對學習其他語言來說比較容 

易，最基本的母語孩子大概都聽的懂，所以從小就要接觸，將母語繼續傳承下去，

小知老師說： 

還不錯阿，母語真的是要向下扎根，不是說只要聽就好了，還要講，對。就像

學英文，為什麼很多孩子排斥，那就是因為他聽不懂，聽不懂他就不要學了，

可是母語不會，母語就是他就是最基本的，對。（E-1041029-訪-驗） 

加上現在年輕一代有在說客家母語的人越來越少，如果從小就讓孩子接觸，一 

直有在聽、說客家母語，孩子會加深印象，並且學的也比較快，琴琴老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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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呵...我是覺得我們這邊是幼稚園嘛...啊講客語的現在是越來越少了，阿

這個語言的東西是越小教越容易學啦嘿啊...啊我們這邊的...客語生活教學的

話覺得是不錯，有點像在扎根這樣子...以前是上了國小以後...就是是利用朝

會的時間...就是聽一點點音樂...客語的童謠嘛嘿...阿就是...嘿啊自修課的

時候...就是聽那些音樂...國中也是...就那種吸收就是不是很多啦...有些學

校聽一聽可是回家沒有講，還是一樣沒有用...阿這麼小的話你一直跟他講他印

象可能就會比較深，而且學的比較容易比較快。（J-1041026-訪-驗） 

 

客家委員會於 2003 年頒布「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要點」，其將母語教學對象延伸 

至幼兒園，由各級學校自由申請補助（2003）。教保服務人員就認為，母語教學的確

要向下扎根，如客家委員會提出的政策有相同的想法，讓孩子從小就一直有在接觸

客家母語，學習的也比較快。現代家庭環境中都是以國語對話居多，即使家中有長

者，有些長者在和孩子說話時，自動也會轉換成國語，使得在家庭中也很少在說客

家母語。教保服務人員認為母語要向下扎根，讓他們從小就接觸母語，生活在母語

環境中學習才能有效學習。聽的懂客家母語之外也必須要會講，也要多講才會印象

深刻、學習比較快。 

 

（二） 透過孩子影響家長對客家語教學的認同與興趣 

教保服務人員在學校教孩子客家母語，孩子回到家後會願意分享和說客語與家 

長對談，漸漸的得到家長認同推動客家母語教學，也可以提高影響家長對在家中對

孩子說客家母語的機會與家長講客語的興趣，芝芝老師說： 

很好！非常好，呵呵。因為其實你...你多教有沒有，孩子可以影響家長，孩子

因為你...孩子在學校教他，他回去也會講，所以你要用孩子影響家長，然後讓

家長也提高他講客語的興趣。（D-1041026-訪-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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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岑老師說到有些客語相關的東西，現在祖父母也都比較少會和孩子說，那麼 

孩子在學校可能學到的一些客家歌謠、唸謠等，他們都會很開心的回去會唸給祖父

母聽，祖父母聽到也都會覺得驚奇，因為他們自己本身也已經很少在講這些東西

了。對於孩子的客家母語表現及教保服務人員們的教學家長們表示認同。岑岑老師

說： 

我覺得客語教學那個很不錯阿，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語言，母語的話很重要，而

且剛好讓小朋友推動母語的話，讓他們認識我們的那個母語的文化背景，對

阿，所以我覺得這個很不錯，而且家長也很認同我們，我們的那個教法，對

阿，因為他們都已經忘了他們的語言是客語，真的阿，因為有時候你教一教，

今天教一首兒歌回去，然後小朋友就會很高興，然後就會唸給阿公阿嬤聽喔，

那阿公阿嬤就會覺得很驚奇說你怎麼會唸三角太(客語)，怎麼那麼厲害？阿公

阿嬤幾乎都已經忘記說他們以前小時候也有念過三角太(客語) ‧‧‧‧‧‧

（I-1041027-訪-驗） 

孩子們在學校的學習回家後可以和家長互動，在學校一直強調學習客家母語， 

但回家後孩子沒有環境可以說也是徒勞無功，也不是每位家長都是客家人，像是也

有些是外籍媽媽，普通來說在家中都是說國語，所以希望孩子在學校學習到的客家

生活母語，回家後能和家長共同互動，去帶動家長、影響家長，蓁蓁老師提及： 

目標，還是希望孩子他們在就是在學校學習到的生活客語，可以帶進他們回家

之後，跟家人的互動，對阿，因為不見得說好你現在在學校一直強調一直強

調，可是他回去可能家長有的是外籍阿，有的是對，比較年長的，可是他們從

小就是習慣用國語跟他們說話，可是孩子可能有時候被牽制著，所以我還是我

們的理念還是覺得說還是要透過小孩子回去影響他們的家人。（G-1041029-訪-

驗） 

有時，孩子使用簡單的客語生活對話，家長就會開心，尤其是老一輩的長者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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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欣慰，因為現在普遍都說國語，孩子還能說客家母語、認識客家母語文化背

景，是客家語教學中更好的回饋，也增加家長對客家母語教學的認同，蓁蓁老師

說： 

我覺得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我們老師，或者是家長，他們的回饋都是很棒

的，就像有時候他們回去，他們會用客家話很簡單，阿嬤吃飯了嗎？阿嬤我愛

你，類似這樣子，家長會覺得好開心喔，對，雖然有時候家長會覺得很習慣就

是用國語會回應他們，但是我們還是會跟他們說，如果阿公阿嬤或是爸爸媽

媽，你們講客語的時候，他們用國語回答你，你可以再跟他講一次，阿嬤可以

告訴我客語嗎？（G-1041029-訪-驗） 

 

由上述可知，孩子在學校學會一首短短的客家語兒歌就很開心，回家唱給家中 

長者聽，祖父和祖母都還會驚訝孩子怎麼會唱，當然這對他們來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情，並且孩子也會將在學校學到的客家語生活用語回去與祖父母對話，讓家人感到

孩子的客語學習是有幫助的，可以得到家長們的客家母語教學推動認同與回饋，家

長就有興趣會和孩子使用客語互動，因此，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對於透過孩子可以影

響家長對客家母語教學的認同，以及增加家長對於推動客家母語這一部分是有興趣

的。 

 

（三）營造客家生活環境，將客家語生活化 

客家語教學具有重要性，除了傳承客家母語外，就是要讓孩子可以聽的懂客家 

母語、會講客家母語，使客語教學融入生活中，將客語生活化自然地學習，讓孩子

於生活中可以以客家語進行對話，這就達到傳承的目的。 

其中，莉莉老師就說到，她覺得就是要營造生活化的環境，讓孩子自然地學習 

生活客家母語，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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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就是生活化吧！就讓孩子很自然地這樣學語言，就像好了，他在

家裡講客語，他來這裡講客語，那我覺得那很自然就會。（H-1041029-訪-驗） 

芝芝老師就說，客家母語教學教的再怎麼樣也覺得是要生活化學習，將客家母 

語帶入生活中，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願意用客語和你對話，也就達到教學的目的

了，她認為： 

生活化...對，因為你說吼...教得再怎麼樣，我覺得生活化是...最重...生活

中你把他帶入，讓他願意用客語跟你對話，這就達到目的了，對不對？你為什

麼要客語教學？你就是要讓他會聽會講啊。（D-1041026-訪-驗） 

在平常學校生活都是以客語和孩子對話，將客語生活化在學校學習到的日常生 

活用語，可以在回家後以客家語跟家人進行互動，芝芝老師就說： 

平常平常...嘿平常的日常生活這樣子，有時候可以跟他...像中午吃東西的時

候可以，啊今天吃這個點心好不好吃啊...啊就可以用客語來跟他講 （客語）

就這樣子，啊回去的時候如果說有阿公阿嬤...老人家會用客語講...阿你今天

去學校吃什麼？誒最起碼他會講說我今天吃什麼這樣子...主要就是讓他講這樣

子。（J-1041026-訪-驗） 

小如老師提到，客語並非侷限專門在一定的教學時間教學，也是日常生活中就 

會和孩子用客語對話，講多、講久了孩子也都聽得懂也都會說，一些客語的文言文

東西，平常根本不會接觸到，應該是要給予一些生活化的東西，小如老師說： 

所以我就變成說並沒有侷限說一定是教學方面，像早上來問候語，還有包括我

們幫小朋友盛點心什麼，我們都會跟他們用客語去講，其實講久了，他們就真

的都會，對。我是盡量讓客語生活化，因為我覺得語言就是要生活化，不然你

去要他們去強記一些東西，我覺得也很難，尤其是你們要他們去教，去記憶一

些比較我們連我們自己都那種比較怎麼講，就是客語裡面的文言文，就比較特

別的那種字眼的話，其實不要說我們不懂，我們要去教小孩子，教他們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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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很難，因為他們平常接觸不到，反而我覺得是應該要教一些生活化的東

西，他們比較會懂，對。就是這樣子。（B-1041102-訪-驗） 

 

綜合上述，能夠將客家語教學生活化是最好的學習，在學校自然也較能說、能 

聽懂客家語，孩子願意和你用客語對話，至少學校的客語生活環境他們是能夠有效

吸收的。客家母語的傳承不只是只有在專門的課堂時間上課學習而已，能運用客語

生活用語，以客家語自然地表達溝通，這才是傳承客家母語最大的目的。黃瑞琴

（1993）說明三種關於幼兒語言獲得理論觀點，其中，第三點認知觀點，認知學者

皮亞傑指出，認知能力是個體在環境和現有認知結構互動下所產出的產物，幼兒的

語言是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尤其與人們語言交流中，在認知發展基礎上發展

起來的。 

由此可知，學者皮亞傑提出幼兒的語言獲得的觀點是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 

發展起來的，而個案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也不是只有在專門客語教學的課堂上教

客語，平時生活環境中教保服務人員就以客家話與孩子進行對談，建立一個客語的

生活環境，自然而然地學習，就像是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學習發展。教學的期

望目標也是希望能夠讓孩子回家後及生活上能使用客家語對話，也就達到了學習目

標。孩子能將在學校學到的客家語，有效的與家人進行對話或分享，讓客家語教學

推動是越來越好的。 

 

（四）增加孩子成果表演及比賽的舞台經驗，但比賽易造成教保服務人員的壓力 

在園長積極推動客家語教學下，個案幼兒園大多都會去參與客家語相關活動， 

例如客家歌謠比賽、地方邀約的客家歌謠表演等，但奈奈老師覺得，關於比賽這一

塊她就不是很喜歡，她說： 

推這塊就是我還是一樣會運用客語去教他們說一些，那些話語。可是我們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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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注重這一塊，所以他就會去比賽，這一塊我就不太喜歡。（F-1041027-訪-

驗） 

沛沛老師也覺得對於比賽這一部份，她也很不喜歡，對於比賽或表演這一部 

份，像是唱歌跳舞表演是可以給孩子做紀念、增加孩子在舞台上的經驗，但是比賽

到後面已經變成制式化，要求較多也較高，有種是為了大人的虛榮感，最後是變成

老師有壓力，孩子為了比賽而比賽，這部份不是老師所希望追求的，沛沛老師有感

而發： 

這一點我就很不喜歡，因為我覺得那個好像都是大人的一個虛榮，不是真的為

孩子你知道嗎，對我的感覺是這樣，因為比賽，這麼小就要這樣比賽，我覺得

上台經驗我是贊同啦，但是我不喜歡說用那個比賽嗯，我只要講到比賽喔，我

就很...哼...我就已經很那個了...很一肚子氣，就變噴火龍了呵呵呵。（C-

1041027-訪-驗） 

沛沛老師就提到，學齡前的孩子唱歌、跳舞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她喜歡給孩 

子表演，給孩子一個紀念及成長經驗，表演可以看到了孩子的天真，但比賽就訓練

孩子到面無表情，所以沛沛老師就很不喜歡這樣，她覺得孩子的快樂最重要，沛沛

老師說： 

對，因為我覺得跳舞...跳舞唱歌小孩子...學齡前的小孩子在唱歌跳舞是一個

最快樂的事情，我喜歡孩子他表演是給他留做紀念，他以後的成長經

驗‧‧‧‧‧‧他可以在台上有沒有跳舞跳一跳然後在底下跟家長...家長看

到...這就是孩子的天真，但是你比賽的話呢，你要靜悄悄而且要面無表情，那

這樣一個活潑的孩子被訓練到變成憨呆對，我也不喜歡這樣，因為我覺得快

樂...快樂最重要...（途中和小孩說話）(客語）門關著。（C-1041027-訪-驗） 

而奈奈老師也認為比賽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們的壓力，她覺得孩子快樂學習就 

好，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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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我是覺得會造成我們壓力，我是覺得小孩子快樂學習就好了。（F-

1041027-訪-驗） 

芝芝老師認為因為成果表演或是比賽，練習客家歌謠、加入肢體動作以及情境 

的佈置，是生活中的一種美，也是認識客家美的一種方式，會唱一些客家歌謠，雖

然不完全具有什麼特別意義，但也因此透過此方式學會唱歌，而且還是會唱客家

歌。 

對，比賽的話就是需要這些歌，需要這些歌加動作，還有加一些情境佈置下

去．．．出去比賽。（D-1041026-訪-驗） 

 

對，這．．．這不會有意義在．．．存在，只是他是一種美，客家的美有很

多。（D-1041026-訪-驗） 

芝芝老師對於表演比賽的歌謠學習，從孩子的表現中覺得他們很厲害，能將客 

家歌學得很好，會知道如何歌唱，以致教保服務人員會覺得透過參與表演或比賽帶

動孩子肢體及歌謠學習，增加孩子一些舞台經驗外，也學會唱一些客家歌謠、歌唱

方式，芝芝老師說： 

啊唱歌，歌有...歌就是其中的一個美，然後有些唱歌...有唱歌喔！唱歌有時

候還會短音，有時候還會拉長音...他們都學得很厲害“羊咩咩～(老師用客語

唱)”他們就都會ㄟ～（D-1041026-訪-驗） 

 

綜合上述，由於個案幼兒園因為是客家委員會提出客家母語相關政策下的客語 

生活學校，所以每一學期都會舉辦一場客語生活學校成果發表會，這學期研究者剛

好有參與學校舉辦的客語成果發表會，這次學校教保服務人員舉辦的活動其中的活

動流程是請學校每一個班級上台表演客家歌謠，對於成果發表客家歌謠的表演練

習，教保服務人員覺得這也是客家母語學習的成果驗收的另一種方式，個案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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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受到地方上的一些節慶表演活動、機構辦理活動邀約客家歌謠表演，教保服務

人員認為這也是讓孩子自我肯定的一種，客家歌謠表演帶孩子唱唱跳跳，孩子將他

所學到的表演呈現給大家，孩子是快樂的，地方上也都肯定認同孩子們的學習成

果，但也因此，學校收到有關於客家歌謠相關比賽，會派班級去參加比賽，然而，

學校對於比賽還是會有所要求，希望能有良好成績比賽回來，但是，在這比賽前的

練習過程，教保服務人員已經覺得變質了，已經是為了比賽而比賽的，為了比賽而

要求孩子很多的表演動作，將動作精準到味，要求一些比較制式上的東西，教保服

務人員希望孩子是快樂學習，而不是用這比賽成績介定學習成果，相對的，源於比

賽的成績，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很大的壓力及對比賽的反感。 

但是對於學唱客家歌謠這部份來說，也是讓孩子學會生活中的一種美、孩子學 

會唱歌，也透過唱客家歌謠的學習方式，帶孩子認識客家歌謠背景、歌意、歌唱方

式，讓孩子認識客家美的部份。 

 

三、 教保服務人員的客家語教學實踐 

（一） 客家語教學的方式 

1. 將客家語教學融入學校之主題課程 

個案幼兒園的教保模式是走主題教學，教保服務人員在上客家語教學時會配合 

學校的主題單元進行，芝芝老師說： 

我們的課程喔，我們課都配合我們的主題在走耶。（D-1041026-訪-驗） 

奈奈老師也是跟著學校的主題課程在走，像是這星期的主題是行星和星座，教 

保服務人員就會以客語的方式帶孩子認識，奈奈老師說： 

我們跟著主題走，這個主題，例如這個禮拜主題是行星跟星座，我們就認識這

個。（F-1041027-訪-驗） 

蓁蓁老師以配合班上的主題和學校的主題做客家語教學，再依據孩子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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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安排與規劃課程內容，她說： 

課程內容是嗎？我們一樣是配合我們的班上的主題跟學校的主題內容，我們去

安排適合孩子的年齡層的教學的內容，來進行，然後我們可能會以遊戲的方

式，玩得方式，參與的方式，或者是操作的方式，去進行。（G-1041029-訪-

驗） 

琴琴老師在上客家語教學也是去配合學校的單元，她在課程內容會自己加一些 

可能以前老一輩的長者講過或教過的俚語及童謠教孩子，她說： 

上客語教學我們有時候就是會配學校的單元啦...去配合學校的單元，那另外自

己再加一些像以前的老人家以前講過的教過的那個...譬如說俚語啦或者是童謠

之類的那種比較簡單的朗朗上口的...可以教他們...唸一點這樣子。（J-

1041026-訪-驗） 

研究者在訪談受訪者的時間，剛好是在學校走的主題單元為「瓶瓶罐罐」，芝芝 

老師依照學校的主題單元進行客家語教學，以客語的遊戲教孩子，芝芝老師提到： 

對！像我們上個禮拜就講瓶瓶罐罐，然後就把客語...用客語的教學配合我

們...配合瓶瓶罐罐，然後想出客語的遊戲或著教他認識什麼，因為小班嘛，你

只能教他最基本的而已。（D-1041026-訪-驗） 

莉莉老師就說像是這次學校走的主題是瓶瓶罐罐，那她就會將客語融入、加一 

些客語的東西進去教學，都以客語方式和孩子進行教學，她說： 

喔可能會像，我們今天這次走的是那個，瓶瓶罐罐。那我可能就會。會、會加

啦。會加一些客語的東西進去。用客語去講，這是什麼這樣子。嘿。就是融入

我們主題，但是是用客語去跟他們說這樣子。（H-1041029-訪-驗） 

由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的客家語教學進行方式，其中是配合學校的主題課 

程在走，配合學校的主題教學，將客家語教學融入主題，跟著學校的主題設計一個

客家語教學的課程教案，依照孩子的年齡層進行安排與規劃課程內容。宋文琳



 

79 
 

（2012）研究屏東一間全客語幼兒園以客語沉浸式教學進行，透過幼教師的活動設

計後，利用主題課程融入客語教學並以遊戲的方式進行，皆能獲得幼兒的興趣與喜

愛。此研究驗證了以融入式的方式將客家語教學帶入主題課程教學，較能獲得孩子

對母語教學的喜愛與興趣，或許孩子透過此方式學習在母語學習上效果較佳。 

 

2. 將客家語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教保服務人員藉由學校進行主題教學，將客家語教學融入主題教學，另外，教 

保服務人員普遍會隨時用生活化的方式將客語帶入，實際運用日常生活用語，不是

單單像一節課專門在上客語課程，小慧老師提出： 

既然你要推，我覺得客語的話就是很生活化的一種感覺去進行，這樣跟學英文

有什麼不一樣？跟你國中國小的時候學英文有什麼不一樣？（A-1041026-訪-

驗） 

小如老師就認為生活化的東西、客語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上才是比較重要的， 

例如一般的問候語、簡單的與教保服務人員以客家語會話與生活做連結，將生活常

見的情境用語轉化為客家語，與孩子進行互動，讓孩子也可以將客家語應用在生活

中，小如老師說： 

‧‧‧‧‧‧我覺得生活化的東西，比較日常的，我是覺得他們可以先把我們

每天一進來學校，或者是平常他家裡，那些招呼語，或者是什麼那些東西可以

先記起來，我是覺得那個比較重要。（B-1041102-訪-驗） 

蓁蓁老師和琴琴老師就提到，像是一般的問候語、簡單的生活會話融入學校生 

活，等同於無時無刻都在教學，例如教保服務人員會在中午吃午餐時，用客家話介

紹今日的午餐是吃什麼？吃了什麼菜？介紹給孩子聽，孩子回家也可以分享給家人

聽，她們說： 

什麼時候教，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教，對譬如說他們早上進來老師早安，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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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回應他，也是用客語回應他，早安，好譬如說等一下吃點心，介紹點

心，或是說介紹菜裡面，點心裡面有什麼菜？配料之類的，好你等一下去上廁

所，就這一些生活方面的那些用語我們都是隨時就可以看的，對。（G-1041029-

訪-驗） 

 

平常平常...嘿平常的日常生活這樣子，有時候可以跟他...像中午吃東西的時

候可以，啊今天吃這個點心好不好吃啊...啊就可以用客語來跟他講 （客語）

就這樣子，啊回去的時候如果說有阿公阿嬤...老人家會用客語講...阿你今天

去學校吃什麼？嘿最起碼他會講說我今天吃什麼這樣子...主要就是讓他講這樣

子。（J-1041026-訪-驗） 

蓁蓁老師也說她隨時都是用客家語表達，用簡單的生活方式講，那麼孩子們聽 

久了也知道老師表達的意思是什麼、老師所表達的東西是什麼，除此之外，也和孩

子培養出一種默契，蓁蓁老師提到： 

對，譬如說我們在介紹，好今天吃了什麼點心，好譬如說我現在要請你去上廁

所，我會用簡單的生活方式的客語，我就直接講出來，我就請你去做，或是等

一下我要收東西，等一下就用客語跟他說，請收東西，請收玩具，那我會先關

燈，讓他們知道說我現在是要做什麼事，因為他們從小班就知道我們的默契是

做什麼的，所以他們等一下會知道我關燈了，然後我講收東西，他們就自己會

去做，就這樣，那因為他們聽習慣了，他就知道那個意思是做什麼這樣子。（G-

1041029-訪-驗） 

 

綜合上述可知，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就以客家母語和孩子會話與表達，是貼近 

生活，讓孩子能實際在生活中運用，孩子們聽久了，也就聽懂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什

麼、要做什麼、在表達什麼，客語教學生活化也較能讓孩子自然而然的吸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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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後也比較會用客語和家人分享。 

 

綜觀客家語教學之方式可知，根據幼兒語文學習之理論，李連珠、林慧芬 

（2001）主張幼兒園語文課程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習科目，而是融合於所有領域的

學習以及生活作息之中，教師應該安排與創造語言使用的機會，讓幼兒有實際體驗

及逐步建立語言能力。張學謙（2011）也說明，主要的學習理論依據是將語言與內

容的教學做結合，學童可以自然而然無意識地學習，在不同情境脈絡下使用第二語

言，而學習第二語言的方式類似於人們學習母語的方式。另外，在幼兒園母語教學

相關研究，林麗黎（2006）研究指出無論各園所採用任何教學模式，母語教學融入

各學習領域都是極佳的做法。綜合上述可見，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需考量到幼兒

的語言背景，以融入式的方式進行客家語教學，將母語學習融入各個領域、生活

中，是具較極佳的做法，也是讓幼兒有較好的母語學習方式。在研究結果中發現個

案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幾乎都是將客家語教學融入於學校的主題教學進行，並將

客家語融於生活中的方式實施客家語教學，得以幼兒不是像國小以上分科學習般的

學習一種語言，使幼兒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下學習母語。 

 

（二） 客家語教學的策略 

1. 教保服務人員覺得學校提供的客家童謠教材課程計劃，較不具與客語生活會話

有連結 

個案幼兒園是客語生活學校，學校會有一些客家語教學的相關計劃，其中，客 

語童詩童謠是學校安排提供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客家語教學的教學教材一部分，客語

童詩童謠課程計劃由教保服務人員自行安排設計。 

沛沛老師在教唸客語童詩童謠的時候，會解釋客語童詩童謠上的字詞意思，依 

客語童詩童謠裡的內容分享自己的生活舊經驗，或是延伸內容說一篇故事，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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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生活化，沛沛老師說： 

對就是這樣子唸，啊然後生活化，其實我覺得說在唸的過程當中齁，有時候那

一首有沒有，我們會再融入以前小時候那個什麼就經驗有沒有，啊以前古早時

候我們就會講，所以說那個客謠當中無形當中也是講了一篇故事，有時候會介

紹說以前的廁所嘛，他們就會講啊（客語），以前在用的時候你腳還要像這樣子

踩起來，因為踩一下那個便便就會彈到你的屁股，就會用這樣子生活化跟孩子

講。（C-1041027-訪-驗） 

 

 

 

 

 

 

 

 

 

 

 

 

 

 

圖 4-1 客語童詩童謠    資料來源：教保服務人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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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者訪談芝芝老師有關於客語童謠簿本教學的這一部份時，芝芝老師 

談到客語童謠教學會在有空閒的時間帶入，那只是生活中帶孩子唸唸童謠，較不具

有一些意義存在。 

研究者：那童謠呢？ 

芝芝老師：童謠只是…唸生活中的童謠而已 

研究者：什麼時候上？ 

芝芝老師：它不具…它不具一些意義在，對 

研究者：嗯嗯！那它是什麼時間會帶入？ 

芝芝老師：有空閒…有空…閒的時候就帶入了 

與莉莉老師訪談時她提到，她去研習時那裡的講堂老師就說，練歌謠只是一個 

讓你能夠朗朗上口，它其實並無意義。而莉莉老師自己本身經驗中也發現一個問

題，她發現有學生可以參加客語朗讀比賽得到全國第三名，但是在和那位學生接觸

交談時他並不會講客語，那麼這樣的意義何在呢？ 

莉莉老師：而且老師說練歌有，我去研習的啦！那些大老就說：「練歌謠是無意 

          義的，它只是一個讓你朗朗上口」。 

研究者：對！ 

莉莉老師：而且我還發現了一個問題，有一個嗯..學生，他是國中生，他可以 

          把…他可以把他的客語朗讀的，市比賽，他可以第一名。 

研究者：嗯嗯嗯… 

莉莉老師：全國賽他好像第三名。但是他不會講客語。那這樣子我們在教客語 

          的意義何在？ 

莉莉老師在與那位學生交談時，學生聽得懂莉莉老師在用客語說些什麼，但 

是，學生不會回應莉莉老師，這時莉莉老師意識到學生客語朗讀比賽可以很厲害，

卻無法實際運用生活客語，莉莉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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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只是因為他媽媽去教他怎麼去朗讀，但是我發現這個沒有意義，因為他不

會講，因為我接觸過他。我跟他說：「哇！你好厲害喔！欸，你這麼厲害吶！」

然後可是我跟他講客家話的時候，我發現他的反應是，他聽得懂，但是他不會

應我。（H-1041029-訪-驗） 

從莉莉老師的例子經驗中，她認為唸客家童謠只是會唸客家童謠，而朗讀比賽 

是得到一種外顯上及一種推廣的成果。孩子可以聽得懂客家語，但不會講客家語還

是沒有用，那是沒有意義的，不會說客家語也就沒辦法繼續傳承，莉莉老師說： 

我覺得是這樣子耶！啊我覺得以自己，自己的例子這就是這樣子，啊妳特意教

一些童謠，我覺得他只會唸，可是我覺得沒意義，朗讀比賽沒意義。我感覺是

它只是一個推廣的一種而已啦！像那個，像那個妹妹我就覺得，她到現在她會

聽，可是她長大會不會講，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她真的，嘖！我覺得她也是

不會說，她也不會傳承啦！（H-1041029-訪-驗） 

 

綜合上述，個案幼兒園學校的行政提供客家童詩童謠簿本教材給教保服務人 

員，隨教保服務人員自行安排運用客家童詩童謠簿本教學，有些教保服務人員在客

家語教學中，除了帶孩子唸客家童謠之外，還會解釋客家童謠字詞、內容的意思，

再從客家童謠中延伸說生活故事，對於此教保服務人員雖然會用生活的部份去延伸

教學，對客家生活經驗、文化等做內容分享與介紹。但是，如果只針對學校提供的

客語童詩童謠簿本唸謠帶過的話，其有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客家童謠對於客語生活會

話並不具有太大的連結，會唸一段朗朗上口的客家童謠，不代表他具有客語會話的

能力，但學校提供給教保服務人員的客家童詩童謠簿本對教保服務人員的客家語教

學來說還是有些幫助，如前面所述客家童詩童謠內容可以在客家語教學引伸出相關

客家生活、文化及認知等，教保服務人員也會照著學校所計劃提供的客家童詩童謠

簿本進行安排教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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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校大多使用的客家語教材內容包括童謠、童詩、詩詞吟唱、古典詩文、 

現代散文、民間念謠、俗諺、俚語、歇後語、笑話、繞口令、猜謎、日常生活用

語、童玩遊戲等（范文芳，1997；徐煥昇，2013；黃秋香 2003）。其中提到童詩、

童謠及民間念謠等這一部份，這些還是學校普遍客家語教學上所教學的內容，客家

童謠中帶著音韻和節奏，孩子可以隨著童謠中的音韻與節奏而引發對語言口說的學

習興趣，然而，其有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如果孩子純粹只會唸童謠唸得朗朗上口，並

不代表孩子真的學會客家語的生活實際運用，真正讓孩子學會客家語也是要讓孩子

能夠實際在生活中運用，除了會聽也要會說。學校利用學習客家童謠教材作為客家

語教學的一項計劃，雖然是學校的客家語教學內容之一，但是教保服務人員從教學

經驗中意識到其實針對只專門學習客家童謠這一部份，對於如果要學會講客語、使

用客語對話是沒有什麼幫助的，所以教保服務人員不會在客家語教學上專門只學習

唸唸客家童謠而已，但是，隨著客家童詩童謠的音韻特性，對孩子還是有聲韻上的

幫助，對於客家童詩童謠也可以作為教學的引起動機、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在一

些空閒時間，可以帶動孩子讓他們唸唸客家童謠，有效的帶領孩子，不會讓時間空

在那孩子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也讓孩子有成就感。 

 

（三） 客家語教學的方法 

1. 使用實際物品教學 

教保服務人員在進行客家語教學時，教孩子客語名稱的發音及意思，如果教保 

服務人員可以拿到現成的實際物品，他們會使用實際物品來教學，孩子看到實體的

東西就不會覺得抽象，並且他們看到實體的東西較能印象深刻，小如老師說： 

教學方法喔，我會用一些比較盡量用實品，比如說今天你要跟他們介紹什麼東

西，盡量讓他們看到東西，或者是至少一定要普遍，利用東西去跟那個東西做

結合，因為有時候你講的那個很抽象，他們會聽不懂。對，那像那個爸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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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阿公阿媽那些都是最基本的，對。那那個我們也會帶入教學中。（B-

1041102-訪-驗） 

芝芝老師也會在客家語教學時使用實際物品，她拿出實際物品再教孩子這個物 

品是怎麼發音，另外，再利用實際物品帶孩子玩遊戲，孩子玩久了也就知道這物品

是什麼東西、怎麼發音，她說： 

嘿你要拿實際喔！這是什麼？(客語)這是鐵罐，客家會叫“ㄊ一ㄝ˙ㄍㄨㄢ

ˋ，跟我唸一次ㄊ一ㄝ˙ㄍㄨㄢˋ”他們就唸，然後到時候在玩，你可以跟他

玩啊，很多瓶子放後面這是什麼罐(客語)ㄊ一ㄝ˙ ㄍㄨㄢˋ玩久他就知道這是

鐵罐。（D-1041026-訪-驗） 

 

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會盡量使用實際物品帶孩子認識與發 

音，才會增加孩子的印象並且比較不會覺得抽象，研究者透過教保服務人員的訪談

瞭解，教保服務人員除了只拿著實體的東西教孩子認識實體東西名稱之外，也可以

利用實際物品以遊戲的方式帶入教學，趣味的方式讓孩子更記得這實體東西的名

稱。 

 

2. 運用圖片搭配文字教學 

在客家語教學中，教保服務人員如果無法準備出實際物品的話，就會使用圖卡 

的方式教孩子，圖卡也是最簡易及容易讓孩子認識東西的方法之一，小知老師會配

合圖片加上搭配文字的方式教孩子，小知老師說： 

對，然後就會配合圖片，再配字卡這樣子去教。那我通常會用我現有的東西去

照相，比較不拉網路上的圖片是因為我這樣用我現有的東西去拍照的話，孩子

他比較能夠認出來，因為他就是看到這個東西阿，因為有時候我們去抓的圖

片，不見得孩子他會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那實際上看過那個東西，然後再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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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圖片或字卡，他比較能夠認出來。（E-1041029-訪-驗） 

岑岑老師在客家語教學上大部分都是以圖卡教學的方式教孩子，岑岑老師認為 

使用圖卡教學是最簡易的方式，她說： 

我的話大部分都是以圖卡，以圖卡讓小朋友，因為圖卡是最簡易的方式，讓小

朋友認識什麼器官，或是說動物植物那一些。（I-1041027-訪-驗） 

而奈奈老師除了會使用實際的物品還會搭配一些圖卡方式教學，她說： 

有時候就用圖卡，有的是用那個實際的物品，像上個禮拜我上一個教案，就是

上好吃的水果，我就會特別去準備那個實際的水果出來，再加就是再配一些圖

卡，然後過程中就是讓他們先聞，先看它們的形狀，顏色，然後再讓他們聞那

個味道，最後是品嚐。（F-1041027-訪-驗） 

 

由此可知，普通時候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無法準備實際物體下，圖卡會 

是一個替代方式，而有些教保服務人員覺得圖卡是一種最簡易的教學方法就會直接

使用圖卡來教學，而從圖卡上也能看到要學習的物品是什麼，也可以讓孩子較有印

象。 

 

3. 故事書教材的應用教學 

故事、繪本教學廣受孩子的喜愛，運用故事情節帶入客家語教學課程，故事的 

生動有趣增加孩子的興趣，即使是用客語說故事，孩子也會專注的聆聽，也透過故

事內容，增加孩子們的想像力，芝芝老師提到： 

因為故事書裡面呢...他會增加他的一些想像力，所以我...一開始我引導大部

分...如果我找的到那本故事書的話，我就用故事書帶入，然後故事帶入之後，

再引申其他的遊戲，吼，假如說像今天講的是那豆子對不對，故事書帶入之

後，然後再引申到生活中，耶！豆子，豆子有什麼，然後豆子豆豆可以玩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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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吼，啊之後都可以種植或者是來煮什麼，就是這樣子衍伸下去。（D-

1041026-訪-驗） 

在說故事之前，芝芝老師會先再拿圖卡介紹名稱，讓孩子知道接下來要說的故 

事和這些物品相關，孩子在聽故事時就比較能聽的懂，芝芝老師皆以客語說完整個

故事，有些孩子可能不是全部都能懂芝芝老師在說些什麼，但透過故事書裡的繪

畫，孩子大概可以知道芝芝老師在說些什麼東西，如此一來也加深孩子的一些印

象，芝芝老師的故事書教學： 

教保服務人員在說故事之前，拿了一張圖字卡給全體小朋友看，介紹豆類引起

動機讓小朋友知道有關接下來教保服務人員要說的故事，之後教保服務人員開

始用客語說整本故事書，最後，教保服務人員再拿出剛剛的圖字卡複習。（D-

1041023-觀-驗） 

 

教保服務人員皆使用客語說動物(雞)相關的故事給小朋友聽，使用投影機放映

電子故事書，教保服務人員一頁一頁說給孩子聽，也會介紹與講解故事書的內

容，孩子聽過幾次之後，漸漸可以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什麼以及知道那東西

是怎麼用客語發音。之後播一首與學校主題及繪本相關的客家兒歌給小朋友

聽，並講解客家兒歌內容，之後教保服務人員帶小朋友玩遊戲(繪本內容引伸出

的孵蛋遊戲)。（D-1041201-觀-驗） 

 

上述可知，說故事繪本可以引發孩子的興趣，雖然全程用客語說故事，孩子不 

一定能完全的全部都聽的懂，但是也讓孩子多了想像空間，仔細聽久了、故事書裡

面的示意圖孩子也就聽懂了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些什麼。然而，教保服務人員從說故

事帶入課程教學之後，再延伸出其他的遊戲，也延伸運用到日常生活中，是一項很

好的教學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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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遊戲中快樂學習 

有些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中，會將遊戲帶入課程裡，刺激孩子在課程中 

有更多的主動學習與意願，遊戲可以增添孩子對客語教學認知上的興趣，孩子在遊

戲中學習有好的效果。 

教保服務人員運用遊戲的活動設計融入教學，讓孩子從簡單的教學中延伸出更 

多、更廣泛的學習，也讓孩子不是只有在台下聽教保服務人員在上什麼，這時期的

孩子就喜歡動，透過肢體遊戲讓孩子快樂學習。 

像是奈奈老師就曾經帶孩子玩過水果蹲，全程也都是用客語說，奈奈老師就說 

孩子們都玩得很開心，她說： 

我會帶入遊戲，我們有玩那個水果蹲，還有那個。‧‧‧‧‧‧對啊，因為我

就挑，我分四組，記得他挑鳳梨，鳳梨(客語)，還有葡萄(客語)，還有一個是

什麼，還有一個是什麼，忘記了，就四種去比，他們也全部都用客語講，我會

先示範給他們看，他們玩得很開心，我們那天全程攝影，因為有的小孩有時候

會搗蛋。（F-1041210-訪-驗） 

小知老師在教學經驗中覺得設計遊戲的方式上課，孩子的學習效果不錯，小知 

老師認為孩子學的快是因為他從遊戲中學習，沒有壓力的學習，比較容易記的起

來，小知老師說： 

譬如說瓶瓶罐罐好了，他就是有分資源回收的四個種類，就是瓶罐類、玻璃

類、塑膠類、紙類跟鐵鋁罐類，那可能就是一人一張圖片，那我可能用搭火車

的方式這樣子，然後如果說我跟他說，現在資源回收物要回收玻璃瓶，就用客

語，都是講客語，那如果你手上是拿到那個玻璃瓶的圖卡，那你就把他丟到玻

璃瓶的那一個，我可能就會擺呼拉圈，那你就丟到那一個呼拉圈裡面這樣子的

遊戲。（E-1041029-訪-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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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觀察蓁蓁老師客家語教學中，看見只要教保服務人員教完東西名稱開 

始說要玩客語遊戲時，孩子都是開心的歡呼著，那時對於客語的學習也特別的專

注，蓁蓁老師的教學觀察： 

教保服務人員拿出圖卡複習與教新的動物名稱和動物吃的食物名稱，之後開始

玩九宮格遊戲，教保服務人員在白板上畫了九宮格、將動物圖片翻面貼在白板

上，小朋友再拿一顆球丟格子，丟到哪一格就和大家說這是什麼動物，全程都

用客家話講，小朋友也都很開心的熱烈參與與回應。（G-1041210-觀-驗） 

研究者在小慧老師班上進行觀察時，發現老師最後都會以遊戲方式帶入教學， 

透過遊戲規則的影響，孩子不但要能記得剛剛所教的東西，才能順利的玩遊戲，然

而也能從遊戲中的錯誤學習，小慧老師的教學觀察： 

教保服務人員全程使用客家語在複習動物名稱以及教小朋友動物是屬於天上飛

的還是水裡游的，上完之後，教保服務人員在地板上貼膠帶做為分隔線劃分兩

邊，一邊是天上飛的，另一邊是水裡游的，小朋友站在線上，教保服務人員隨

便抽出一張圖卡，小朋友看那動物是屬於天上飛的還是水裡游的，如果是天上

飛的就跳到天上飛的那一邊。（A-1041117-觀-驗） 

 

綜合上述，透過遊戲教學的方法，發現在課堂中孩子都很專注大多也都熱烈參 

與，認真聆聽教保服務人員的客語教學，課程最後教保服務人員都會帶孩子玩遊

戲，每個孩子都很開心可以玩遊戲，透過遊戲活動設計讓孩子快樂的學習。 

 

綜觀所知，在客家語教學之方法方面，在客家語教學方法部份，學校教保服務 

人員主要會使用實體、圖卡、故事書、遊戲部份，根據客家語教學實施相關文獻

（楊嵐智，2002；鄧天德，2004；陳乃華，2012；李品瑱，2014）探討具體教學方

法，研究者發現，學校大部份的教保服務人員皆使用示意法、表演與民謠歌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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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練習法中的繪本圖畫書或看圖說故事教學、比賽或遊戲法、融入法、實地教學

法及情境模式教學法等。示意法主要是拿具體物品或圖片來說明，例如研究者剛好

在訪談教保服務人員那週的主題是瓶瓶罐罐，教保服務人員就會實際拿瓶罐一邊用

客家語口說名稱，一邊指著實物、一邊說明；表演與民謠歌唱教學法是以歌謠、活

潑生動的肢體動覺方式進行客家語教學，教保服務人員會教一些有趣的歌謠，帶孩

子唱唱跳跳，作為上課前引起孩子的興趣；在練習法中的繪本圖畫書或看圖說故事

教學主要是孩子喜歡聽故事，透過故事媒介傳達，引發孩子的喜愛，教保服務人員

會用故事書引導，增添孩子的興趣，也協助孩子去思考；比賽或遊戲法是以分組或

團體遊戲進行活動，寓教於樂，孩子最喜歡玩遊戲，每當教保服務人員教學內容上

完，要完遊戲時，孩子們最開心。在遊戲中學習，孩子吸收的快也學習的快，教保

服務人員幾乎都會在課程中設計一項遊戲活動，讓孩子遊戲中學習；融入法是將客

家語教學與其他領域配合，教保服務人員將客家語教學融入學校的主題課程，配合

學校的主題課程孩子不會只是在特定的情境或時間學習；最後，情境模式教學法是

適時的引用傳統的唸謠、故事、猜謎或俗諺俚語等，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學習到、

加深過去客家文化的理解與熟悉，研究者在進班觀察時，看見教保服務人員會在上

課前，唸一段可能是和上課內容相關的客家唸搖，作為教學前的引起動機，之後再

進行課程教學。 

每個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方法不一定相同，不同的教保服務人員有不同的教學 

方法，有教學技巧的教保服務人員能輕鬆引導孩子對客家語課程的喜愛，同時也達

到學習效果，但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技巧也是需要靠經驗學習來的，訪談過一些在

客家語教學年資較久的教保服務人員，他們在述談自己的經驗就較為豐富，但個案

幼兒園裡的教保服務人員大多都能有技巧、有效的引導孩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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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家語教學的教材資源 

1. 學校可以提供硬體設備及一些教學教材與材料，但是資源有限 

學校可以提供一些客語生活簿本、客語的童詩童謠教材，或是一些客語表演所 

需要用到的道具、材料，以及基本的硬體設備，但是一些客語相關的資料、書籍、

CD 光碟資料有限，尤其是個案幼兒園客家語教學教的客語腔調教學資源本來就不

多，要找客語現有的教材資料較有限，資料蒐集方式也較困難，琴琴老師說： 

學校提供的學校提供的資源...他是你要的話...你跟他提出來...他就會給你

嘿，譬如說我們現在要的什麼客家話簿啊那種的...像我們十一月八號我們有一

個活動嘛...要表演什麼的嘛...那我們的那些道具...什麼的話...你可以要求

他，啊至於說我們要的材料...是學校可以提供...那你如果說你要資料要資源

的話那就要自己去找，還是希望學校...能夠有個學校有個客語的圖書館...資

料多一點可以讓我們翻啦...這邊資料真的是有限...客語的資料比較有限。（J-

1041026-訪-驗） 

岑岑老師說學校會盡量提供教保服務人員需要的教學資源，在教學的部份，教 

保服務人員會事先準備好教學教材，教學過程想要用什麼的方式帶，這些也影響到

要用到的教材，她說： 

其實我們的學校的他提供給我們得資源很多，包括硬體設備那一些，只要我們

提的出來的，學校都會盡量那個滿足我們，對，然後教學部分的話，我們也會

說好譬如這禮拜要上什麼的話，我們會去準備一些教材，然後讓小朋友就是以

呈現那個，像看要以什麼方式下去帶，對阿，看是要以遊戲還是說圖卡的方

式，你事先就要先準備好這些教材了，對，然後在帶你小朋友去做這些活動，

這樣子小朋友才會那個進入這個活動當中，然後會吸收的比較快。（I-1041027-

訪-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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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網站上有提供一些教學教材參考，普通童謠教材設計多為是國小以 

上的教材，有些部份幼兒園也適用，如果找尋到有適用的教材，教保服務人員就會

使用。 

歌謠的話我就說我會去找資料，因為現在客委會他其實他也蠻多那種國小使用

的那種書籍，那我們幼兒園也會用到阿，有一些就是你可能就是這一週是什

麼，然後你有找到相關的童謠，我就會使用，我就說我們沒有找到的話，我就

可能會用，但是我自己也不大會去設計，說我要念這個，對。童謠部分我比較

少設計。（E-1041029-訪-驗） 

 

上述可知，學校能提供基本的硬體設備，一些基本的教學教材及材料，但是資 

源不多，而坊間或是客家委員會所提供的大埔腔調客語教學教材資料有限，加上搜

尋適用的客語相關資料管道較少、較不方便，也不易取得，也因此，研究者在訪談

琴琴老師時，她提到希望學校有個客語圖書館，以便客語教材資料取得方便，也有

更多資料可以參考。 

 

2. 同事間互相幫助，合力自編教材 

由於一些客語相關教學教材不易取得，並且資源也較少，所以有教保服務人員 

會自己自行編教材，例如自創客語童謠，創作的教保服務人員也不吝嗇的分享給其

他教保服務人員，讓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客家語教學課程更順利。除了會有教保服務

人員自行編教材外，也有是幾位教保服務人員合力一起自編教材，同事間一起互

助，幫忙想提供客家語教學上所需的需求。 

沛沛老師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編輯創作教材，尤其她也曾經自編一本客家童謠， 

因為自己的興趣，也讓自己解決了教材上的需求，沛沛老師說： 

有，啊有時候...因為我很喜歡編有沒有，我都會自己編客謠，啊我又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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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那個曲子有沒有，啊就自己隨便亂哼一哼，啊我們就哼出了一首歌。（C-

1041027-訪-驗） 

一些家長還是要看到實質上客家語教學所學的東西為何，以前曾經不能有簿本 

的教材，學校開始停用，但是，就有家長反應沒有學習的東西，所以變成後來教保

服務人員們自己創作編輯，後來制訂成一本也加上繪畫美編，沛沛老師說： 

我們學校啊，我們以前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不行有教材有沒有，啊那時候我

們都是大班，我想說大班你一下就給我們停了，啊你沒有那些什麼...我們一直

以來都有兒歌嘛，啊你突然間沒有這樣，家長會沒有辦法接受，啊那時候就把

我們就老師說好我們來編好，啊我來畫就畫成一本，他們說好，要出乾脆就全

校就變成說這裏跟外圍整個一本，四天的時候畫不出動作就叫我女兒換一個動

作，就這樣。（C-1041027-訪-驗） 

莉莉老師也會自行編創兒歌，客家語教學帶入主題課程時，教保服務人員會依 

內容需求編輯創作，莉莉老師說： 

有的是自己會編出來。我們的兒歌其實有的時候是自己編的。像自己，我們像

走的主題有的時候是自己編的耶。（H-1041029-訪-驗） 

奈奈老師說沛沛老師就很喜歡自己邊歌謠，依照教學上的需求，她可以編輯出 

一首客家童謠，再和她人分享。 

他很會編客語，他很會寫，所以他有時候，我說等一下我要教什麼，幫我寫一

下。他馬上就寫出來，我們學校很多都是他寫的，對，他說、唱、美工很厲

害，所以我們這裡就每個老師有每個人的專長，你就，就互相支援這樣，對對

對。所以童謠這一塊。（F-1041027-訪-驗） 

芝芝老師說自編教材一個人的能力有限，當然還是和其他同事一起互助合作： 

這叫自...自編，其實我們園長一直在推自編，可是自編需要...講說不可能一

個人啦，一個人有限，就是要兩、三個人吼一起...一起想，耶，唸順了，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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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要哪裡改，唸順了然後就...就 OK了！（D-1041026-訪-驗） 

 

由上述可知，沛沛老師擅長說、唱、美工，也很喜歡自創編輯，所以自己有編 

輯出一本繪本童謠。然而，每位教保服務人員都有不同的專長，多以合力方式一起

創作編輯，大多都是自編客家童謠這一部份，其依照自己的需求自創編輯教材，也

方便自己在進行客家語教學的課程內容。 

 

3. 結合家長與社區資源，提供幼兒認識客家文化 

客家地區有在地的客家文化，有些教保服務人員會尋問資深老師或是比較年長 

的祖父、祖母關於在地文化的人文事物。在個案幼兒園教室外的文物佈置，是藉由

家長提供，讓孩子認識一些祖父母年代所使用的文物，讓孩子直接實體看到客家文

物。 

討論些什麼，譬如說有一些文化的方面，我們可能就會再去問資深的老師，對

或者是說比較年長的阿公阿嬤，因為我們有時候知道的不見得是他們阿公阿嬤

那一個年代所用到的，對阿，那像我們那個外面的那些那個文物的那些佈置，

我們也是藉由家長，請他們幫我們去收集，去找，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有空你就

過去那邊繞一下，那都是一些他們阿公阿嬤年代用的東西，然後小孩子也知

道，原來以前電話是這樣，然後以前的火鍋是這樣，以前的什麼東西是長這樣

子，對阿，有很多都是我們客家的文物，對。（G-1041029-訪-驗） 

透過客家文化節日，例如客家新丁粄節，讓祖父母分享文化，他們說明怎麼做 

粄，這個節慶的活動過程是怎麼樣，祖父母把他們所知道的所學到的告訴孩子，他

們其實都很開心，岑岑老師說： 

社區的話，如果說我們有主題活動，然後有講到社區的話，當然我們是利用那

個什麼，現有的人力阿，像我們班有那個阿公阿嬤，對阿，之前我們有那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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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粄，你知道嗎？那個每一年的那個客家的那個很熱鬧，那個做大粄阿(客

語)，然後那個的話，我們就會請那個就是比較資深的阿公阿嬤，來學校，然後

跟我們分享，他們怎麼做粄？（I-1041029-訪-驗） 

岑岑老師也說到，透過家長的資源這樣的方式，孩子也實際瞭解我們客家的節 

慶活動、過程又是如何實施的，祖父母也感到開心和有成就感，他們自己把所知所

學的教孩子，實際也看到了孩子的學習成果，岑岑老師說： 

對的過程那一些，那小朋友也了解，了解說我們的節慶，有什麼活動，然後他

們的過程是怎麼樣的？對，然後那個阿公阿嬤也都會用客家話跟他們對談，

對，那阿公阿嬤也很高興阿，對阿，因為他覺得他們也是老師阿，黑阿，然後

他把他們所學的所知道的，然後跟小朋友這樣子對阿交給小朋友，其實阿公阿

嬤都很高興。（I-1041029-訪-驗） 

在教室外佈置客家文物文化有家長幫忙協助提供物品之外，教保服務人員實際 

帶孩子到社區認識客家文化，在參訪客家文化有些需要請在地的社區人士協助講

解，他們也都很樂意幫忙，芝芝老師說： 

我們老師，我們老師自己喔，就先去廟宇去看，然後先去問他的那個廟公，啊

或者是請廟公幫...幫我們講...講解，吼，講解那個廟的特色，然後是供俸什

麼神或者鯉魚伯公有沒有，就直接...社區資源。（D-1041026-訪-驗） 

然而，學校提供的資源也是有限的，芝芝老師認為還是要自己向外協助，像是 

認識地方上的客家文化，需要社區資源幫忙。 

因為其實學校資源有限，只能自己找...像我們來講，學校的資源沒有說很充

足，然後我們...我們...我們必須自己帶出去，假如說我們，我們有一天講廟

宇，我們之前有一次講廟宇有沒有，我們就還要利用到社區資源，光靠學校資

源是不夠的。（D-1041026-訪-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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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教學之教學資源的取得部份，運用社區的各項資源，給了孩子有實際的 

客家文化體驗與認識，家長的資源提供與協助，幫忙解決了教保服務人員無法完全

提供文物的佈置。 

 

綜觀而知，在客家語教學教材資源方面，教保服務人員會於幼兒園尋求教學相 

關的課程資料，學校會提供硬體設備、教學材料、活動補助經費等。彭欽清

（2002）學校行政在課務的調配上、教學資源和學生參與客家項目活動的經費等，

亦是造成學校行政支援上的問題與難題。由於個案幼兒園為客家委員會補助的客語

生活學校，故目前個案幼兒園未有彭欽清（2002）所指出的學校行政問題。只要學

校具體實施客家語教學，學校實施情形、成果製做成一本客語生活學校記錄，向客

家委員會申請補助，學校有的資源就較能提供，只是一些坊間的一些教學教材，並

不是都適合幼兒，以及資料有限，這就會是教保服務人員需要再自行另外尋求支

援，像是教學教材的部份，學校不一定擁有完善的客語教材。 

關於教材的選用，是學校、教保服務人員自行選用，但是坊間有些教材不一定 

適用、豐富。能完全適合在地母語教學教材是缺乏的（詹雪梅，2009）。像是一些歌

謠、唸謠的部份，因為客家語腔調因素，坊間要找到適用於教學上是少之又少，所

以大多一些教保服務人員會自行編輯教材，有些還會一同合力編輯互相創作。自行

編輯創作的教材有些也會配合學校主題課程，研究者在教室現場看到一首教保服務

人員自編的客語唸謠，唸謠內容即配合這週學校主題課程內容，研究者訪談受訪者

那時間學校的主題是瓶瓶罐罐，教保服務人員就依瓶瓶罐罐相關內容自編一首客語

唸謠。 

學校與社區資源的結合，除了學校能提供一些硬體設備或是一些教具材料和經 

費外，還需要社區的資源協助才能有更完整的課程教學，教保服務人員帶孩子到社

區瞭解地方上的客家文化，透過社區地方人士幫忙講解，得以讓客家語教學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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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順利，所以，有教保服務人員認為除了學校的支持與支援外，還是需要有社區資

源的協助。 

 

（五） 教保服務人員對客家語教學的期許 

1. 繼續傳承客家的使命，將客家母語代代相傳 

有些教保服務人員從事客家語教學好幾年，但是他們未來都還是會繼續投入客 

家語教學工作，他們對客家的認同以及身為客家人的使命感，真的不希望客家母語

這塊失傳，會繼續推動客家母語教學。 

一種使命感。就像那個徐登志老師說的，其實他年紀也很長了，那他會願意像

他上一次我們上他的課研習，他就說我七十多歲了，我為什麼還要來傳承我的

客語？可是那就是你們的母語阿，可是意思說我們這個年代的就是這些新生代

的人，不往下傳承下去，那我們下一代聽的懂嗎？一定中間就斷掉了阿，就是

我們像我們這一代還是很多人，他們是因為我們有在這個幼教界工作，我們知

道要去傳承，可是外面的人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整天就是忙碌忙碌，他也覺

得那個客語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那個又沒有什麼，可是我們說那個長輩已經

把使命給我們，就說希望我們這些中生代的人，去幫忙他們年長的幫他們傳

承，這是一個動力‧‧‧‧‧‧（G-1041029-訪-驗） 

教保服務人員認為語言這一塊不要讓它失傳，除了在學校教學之外，自己在家 

也都會和自己的孩子說客語，繼續推崇客家母語教學，小如老師說： 

應該會吧，因為現在都是客語示範幼兒園了，其實我們還是一樣要一直要推崇

這一塊，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會，因為像我的小孩，我自己的小朋友，我自己在

家裡我是有跟他講，對。我是覺得真的不要讓這塊語言失傳，對。（B-1041102-

訪-驗） 

傳承客家母語也可以推動客家母語的文化，對於本身是閩南人的岑岑老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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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一件有意義且有幫助的事情，她會繼續將客語傳承下去，她說： 

當然阿，對阿，因為我覺得推動那個母語的文化，對小朋友還是對我自己，我

覺得都有很大的藝術，對阿，像我覺得我多學一點語言也是好的阿，對不對？

至少他們在講什麼，我都知道阿，我就說你們不要偷罵我，我都知道你們在講

什麼，對不對？對阿，所以我覺得還是會繼續推動下去，對。（I-1041027-訪-

驗） 

 

在與受訪者訪談時發現，有受訪者感受到客家母語的流失，他們存在著一種使 

命感，要將客家母語傳承下去，就像訪談內容中所提及到的，一位年邁 70 幾歲的客

家母語研究資深老師，到現在也一直在努力推動傳承，長輩已經將這使命傳到中生

代，那他們會繼續再傳承下去到下一代，這是推動客家母語教學的動力。 

由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也將客家母語教學工作當作是一種使命，未來都還是 

會繼續投入客家語教學工作，繼續傳承客家母語，不希望讓客家母語失傳。如同文軒

（1995）學校教育就是要教會自己族群的語言，母語從哪裡失去就從哪裡找回來，學

校教育、家庭和社會教育亦是如此。透過教保服務人員於學校的客家母語教學將客家

母語繼續傳承下去。 

 

2. 幼兒能主動學習並要會聽懂及會說客家母語 

對於孩子的客家語學習成效，教保服務人員會希望孩子能聽懂客家語之外，還要 

能夠會說客家話，先聽得懂客家語再慢慢能說客家話，孩子在客家語教學學習久了，

教保服務人員希望他們是能夠自己願意主動分享客家母語的學習、願意自己說客家語， 

小知老師表示： 

就是說孩子有學到這些東西，然後我在講的時候他可以聽的懂，那他不一定他可

以講，但是久而久之他就會去講那個語言，我覺得這樣就算一個學習，或者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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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他願意分享，今天老師在學校教了什麼客語，然後教了哪一首童謠，然後

他願意念出來，願意分享，我覺得那就是學習到了，不是說學了百分之百那就叫

學習，對。（E-1041029-訪-驗） 

小如老師會希望她在客家語教學的目標上是孩子們能夠將學過以及複習過的客 

語東西和教保服務人員做回應，也就是希望至少所教過的客語相關東西是能以口說方

式與教保服務人員對應，小如老師提及： 

目標就是至少我希望我們班的小孩，在我們就是不要說有多大的目標，至少我們

教的那些東西，就是我的習慣是我教過的東西我會給他們做複習，至少是我教過

東西他們都是可以跟我說對，問就是答問答這樣子，就是我問他們至少他們要說

的出來，對。（B-1041102-訪-驗） 

芝芝老師在客家語教學上使用生活化的方式教學，她的期望就是孩子能夠願意用 

客家語和教保服務人員對話，這也是她實施客家語教學的目的，要讓孩子能夠會聽、

會講客家話，對於幼兒園的孩子來說，會聽、會講就夠了，芝芝老師表示： 

對啊！你對於幼兒園孩子來講，會聽會講就好了。（D-1041026-訪-驗） 

 

生活化．．．對，因為你說吼．．．教得再怎麼樣，我覺得生活化是．．．最重．．．

生活中你把他帶入，讓他願意用客語跟你對話，這就達到目的了，對不對，你為

什麼要客語教學，你就是要讓他會聽會講啊。（D-1041026-訪-驗） 

 

由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的實施主要教學目標與期許還是希望 

孩子能夠會聽、會說客家母語，能夠聽懂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什麼，並以客家語回應教

保服務人員，這也是教保服務人員們在客家母語教學上最主要的目的，此外，教保服

務人員也會用生活化、課程複習的教學方式讓孩子能夠有效的達到孩子在客家語教學

上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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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困境與因應 

本節第一部份將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困境為何，研究者在分析 

並歸納訪談內容之後，將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困境一一分點列出，並以

課程實施與教材方面、家庭環境方面兩個部份加以呈現；第二部份將探討教保服務

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中所遇到問題之因應，由訪談結果討論分析來看，教保服

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困境主要分為兩方面，分別為課程實施與教材方面和家庭

環境方面，由於家庭環境方面的困境部份，教保服務人員較無法直接因應此困境，

因此，研究者將根據訪談內容結果，分析教保服務人員在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之所

遇問題得因應歸納如下： 

一、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之困境 

（一） 課程實施與教材方面 

1. 教保服務人員較不熟悉俚語及較深用詞 

在客家語教學過程中，教保服務人員都是以客家語和孩子對話，有時教保服務 

人員在課程中會遇到一些名詞或是句子有不知道怎麼說的時候，有時也會覺得這樣

唸不曉得唸對不對，怕會將錯誤的詞彙或字句教給孩子，琴琴老師就說： 

譬如說音..不曉得對不對啊...你從字面上來唸的話不曉得唸得是對還是不對

啊...啊意思講得有沒有教對啊...萬一給人家教錯了這就是困擾了（J-

1041026-訪-困） 

小慧老師也表示，在客家語教學中，會有一些語言是她不知道要如何去翻成客 

家語，會不知如何去表達，她說： 

客語教學喔，就是有一些語言就是我不知道怎麼翻，那個我就不知道怎麼翻，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講，我要怎麼去。（A-1041026-訪-困） 

在學習客家母語，現在的推動教學如同教學另一種語言，而語言會有些生活的 

俚語、除了生活化詞語外的說法或是較深奧的詞彙，是一些老一輩的長者可能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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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方言，但也要生活在那環境中才有機會聽到、學到，因此，不是教客家語的教

保服務人員就一定能將這些道地的用語傳遞給孩子，芝芝老師和蓁蓁老師表示： 

嗯...一些比較深奧的字詞，我們不會，因為畢竟年...年代有沒有，年代有

差，比較生活化的詞語我們會，可是比較深奧的，有一些講到什麼什麼深奧的

那些有沒有，我們不知道說他的說法怎麼說，應該講這有斷層。（D-1041026-訪

-困） 

 

困難喔？會阿，比較深的那個詞彙，或者是比較就是你長一輩在講的一些俚

語，因為我們小時候雖然有聽過，可是有時候不是很常去聽那些更年長的阿公

阿祖他們在講那些以前的故事或者是那個，所以那種時候我就聽不懂，或者是

我不了解那個意思。（G-1041029-訪-困） 

芝芝老師說到，像是標章這個名詞真的還不曉得要怎麼唸，因為這是現代才有 

的名詞，以前沒有這現代才有的名詞，所以教保服務人員也不知道客家語要怎麼

說，芝芝老師提到： 

我只能．．．我只能．．．因為這個東西太抽象了，我只能用環保標章、實務 

上的標章，然後去給孩子介紹，啊像這標章兩個字，說實在的，我們實在不知道怎

麼唸耶，有些有沒有我一定說有些明明．．．這種東西就是現代人才有的，以前人

哪有這標章！（D-1041026-訪-困） 

 

上述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會遇到的字音問題，有些是字詞不曉 

得唸的對不對，有些是較難的俚語或深澳的字彙，是教保服務人員不一定知道怎麼

唸和意思是什麼，其中，還有一些字彙是現代才有的東西，教保服務人員會不曉得

這是要怎麼翻成客家語講給孩子聽，是大多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所遇到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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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教保服務人員無法完全在課堂中全使用客家語進行 

教保服務人員會希望以客家語作為主要語言和孩子交談，雖然教保服務人員具 

備客家語言能力，但是，在主題課程中融入客家語教學，從頭至尾都要用客家語會

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並且，也要讓孩子聽的懂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什麼，流

暢度是要加強的部份，小如老師說： 

沒有，可是最好還是要啦！對阿，而且你說其實你是說客語教學其實就像我剛

剛講的，其實最好是從頭到尾都用客語，可是我是覺得這還是有一個困難點，

因為我們平常因為從以前你看像我進來教學已經十年了，講白一點好，客語推

從不要說五六年好了，比如說三年好了，你前面七年都是講國語，你突然加進

來，因為有時候你配合一些東西。（B-1041102-訪-困） 

像是遇到一些主題課程而所說的一些故事，就不是可以完整的用客語講出一個 

流利的故事，小如老師認為這樣故事就不生動了，這也是她覺得她要加強的部份，

小如老師說： 

然後那個主題就像我剛剛講的嫦娥奔月，你要講那個客語要從頭到尾這樣講，

你要想，你講，你要孩子聽的懂喔，你這樣接來接去，有時候就會變成說讓故

事不生動了，對，我是覺得這一點是我覺得還是要加強的部分。（B-1041102-訪

-困） 

然而，在客家語教學課程中教保服務人員並不能完完全全的都是用客家語表 

達，有些時候和有些東西還是必須要參雜一點點國語表示，可以整個完整流利的使

用客家語表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莉莉老師表示：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我的挫折來自於自己本身的客音不是很好，我沒有辦法一

連串這樣講下來，我都會植物的種子，然後中的，紅豆(客語)我會這樣子說，

你懂嗎？我會一連串，可是我沒有辦法像我們有些老師，他可以就很生活的把

那個話，甚至可以像演講這樣子整個講，我沒有辦法這樣子。所以我都其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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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裡面，我這樣講可是我是有帶一點國語的啦，參雜一點國語，參雜一點國語

講。（H-1041029-訪-困） 

 

與受訪者訪談後，雖然受訪者說有些時候並不能完整的都是用客家語表達給孩 

子聽，有時可能無法完全很流利的使用客語細講整個教學內容，有些東西也不是客

家語有的名詞，所以會參雜了一點國語，需要國語輔助來講解教學內容，但是教保

服務人員本身會覺得自己也是要加強這一部份，像是在上課前自己先帶過一遍，以

順利完整進行客家語教學。 

研究者自己本身是客家人，雖然會使用客語交談，但是，在觀察現場看到教保 

服務人員在課程中，教學內容有些不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提到的詞彙或句子，所

以可想而知，要完完全全都使用流利的客家母語進行客家語教學是需要再準備的，

多多少少還是需要一點國語來輔助客家語教學。 

 

3. 客語腔調問題，教材的選擇性較少 

在教材選擇上，因為我們學的客家語腔調是大埔腔，關於大埔腔的相關教材並 

不多，大多教保服務人員會找童謠或歌謠教材，但是很多都是四縣腔調的歌謠，較

少有屬於我們大埔腔調的歌謠，芝芝老師說： 

就是教材教具，因為像我們大埔音喔，我們大埔音沒有屬於我們大埔音的童

謠，或者是...童歌，那是都屬於四縣人的，那是我們自己把他唱...唱，自己

轉到大埔的，可是並沒有屬於我們大埔該有的一些...就是從他們...可能他們

我...那你們那...他們那些什麼...學者有沒有，他們那邊就...就沒有編出一

些屬於我們大埔的東西，啊都要我們自己去...去編，然後去...去轉，對。（D-

1041026-訪-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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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大埔腔的客家童謠或歌謠是少之又少，這不但是在找教學資源上的一 

個困擾，教保服務人員也覺得可惜，沒能將客家的美(歌唱部份)，確切真實的教孩

子客家童謠或歌謠，芝芝老師表示： 

你去聽很多的歌喔，都不是我們大埔的音，對，所以你要知道怎麼教孩子，你

直接放 CD唱出來是四縣的啊，對呀，所以必須...必須人聲自己出來啊對不

對，所以這都是我們的困境啊，我們只能說我們以現有的去教而已，可是你要

教到真的喔唱歌，唱大埔歌，這麼沒有很厲害的人怎麼唱得出來，對啊，放出

來都四縣的，所以這就會有困境出來，對，因為我覺得客家的美，不僅在講

話，唱歌也是種美，可是你要怎麼傳下去，對不對，啊有時候傳...唱錯了也

是...很糟糕。（D-1041026-訪-困） 

奈奈老師也說，歌謠教材的部份，因為我們學習的客家腔調教材教少，所以要 

找這部份的教材就比較困難，她說： 

因為一些，那天我們上課也有提問，就是現在我們的困難處就是一般的，我們

要找的歌謠幾乎都是四縣，大埔音很少。一般的童謠、念謠都 ok。（F-

1041027-訪-困） 

 

坊間或網路上能找到的客家童謠或歌謠都是四縣腔調的版本，此問題是造成教 

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困擾的問題之一。目前客語腔調有五大腔調分為：四縣

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此地區的個案幼兒園客語以大埔腔為主，

使用大埔腔的所在地不廣，故大埔腔的相關教材資源較少，教保服務人員在教材選

擇性變少，一些需要用到的教材也只能自己編輯或修改，例如最常使用歌謠帶動的

教材，那些歌謠教材大多都是四縣腔腔調，與個案幼兒園所學的客語腔調不同，所

以一些教保服務人員會自己做音部份的修改，把四縣腔的音轉換成我們的大埔腔

音，但還是有面臨到轉換的困難，要配合曲調與音調的部份，要轉換成自己的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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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件容易及可行的事，以致一些轉換過程不是這麼的順利，這也是在歌謠教材資

源上比較困擾的地方。 

 

（二） 家庭環境方面 

1. 客家語教學在學校與家庭中無法達到平衡 

客家語教學的推動，還是需要有家長的支持與配合，如疏忽與孩子做客家母語 

溝通，孩子回家後沒有機會接觸客家母語，他們使用客家母語的經驗變得更少，在

孩子與家長沒有更多的客家母語環境刺激下，教保服務人員推動客家語教學無法完

全的應用，這一部份也是較難實施的地方，岑岑老師表示： 

客語的部分的話，其實的話。客語其實應該是就是就我剛剛跟你講的，就是如

果家長沒有好好的配合的話，對阿，那推動真的是很難去實施，可是如果有家

長的支持的話，我相信我們推動這個的話，一定很順利，對阿，所以其實我們

大部分的家長都很樂意小朋友去講客語這部分，對阿，因為畢竟客語是自己的

語言，對阿。（I-1041027-訪-困） 

小慧老師認為，如果家長都不和孩子說客家母語，孩子怎麼能夠真正的學會， 

孩子本身接觸的機會、經驗和刺激已經很少了，只有學校老師一直給孩子單向的刺

激是沒有用的，她說： 

對，因為家長都不跟小孩子講客家話，小孩子怎麼會？語言的教學本來就是要

重複的聽阿，然後他們自己的接觸的就很少，自己接觸的經驗就很少。然後他

們自己的刺激就不夠了，更何況老師一直刺激他，我覺得那種單向的刺激是沒

用的。（A-1041026-訪-困） 

關於客家母語教學推動的成效，芝芝老師就提到，和家庭有沒有在講客家母語 

還是有關係，這部份也是無可奈何的，芝芝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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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會，因為推的成效有沒有強，就看他家裡有沒有在講，可是你也不用逼他

們家講啦，沒辦法逼啊，只能說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一個方面，嘿對。而且，

其實你這樣想看，到了國小教鄉土語言，一周才一節課，然後，國小老師未必

都是客家人，所以你看喔，就算我們幼兒園推的在強，到了國小也會有斷層。

（D-1041026-訪-困） 

琴琴老師也提到，對於客家母語教學全都依賴學校的話，孩子的學習成果還是 

會比較差一點，對於家庭裡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講客家語，像是也有新住民媽媽他也

無法以客家語和孩子交談，使得家庭的客家母語教學能力有限，琴琴老師說： 

不是說不太配合...因為他能力有限啦...像很多的新住民的那個...媽媽...嘿

啊我們教客語回去他不會講...我們是說你回去要多幫他複習的話....這樣子的

話比較效果會比較好...回去媽媽是沒辦法的啊...爸爸上班的話他也不太可

能，這一區塊的話...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說全部依賴學校的話回去沒

有上齁...我是覺得這個效果...是會比較差一點啦！（J-1041026-訪-困） 

 

從上述可知，以幼兒園來說，倘若孩子回到家中能有客語的語言環境，對於學 

校、教保服務人員在推動客家語教學有莫大的幫助。真正在家庭中家長和孩子有使

用客家語交談是少之又少，孩子回到家中也無法應用在學校所學的，使得教保服務

人員對於這一部份也比較感到無可奈何，家庭中若沒有使用母語的習慣，除了學校

之外沒有其他接觸與使用母語的機會，對於學習的成效是有限的。本研究結果與鍾

吉雄（1999）、黃榮貴（2000）、謝紫菱（2007）等學者對母語教學困難之家庭環境

方面的研究結果提到，如果家庭中若沒有使用母語的習慣，學生即使在學校學習的

那 40 分鐘的母語教學，之後完全沒有再有其他接觸與使用母語的機會，對學習的成

效也是極度有限的，與本研究結果也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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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學校學習客家語，但家中長者和孩子說國語 

家中長者出現一種有趣現象，平時長者與他人交談都是說客家語，但是因為與 

孩子維繫祖孫間的交流機會，在談話的時候自動將語言轉換成國語。學校營造客家

生活環境，孩子在學校會講生活用語，但孩子回家之後長者卻又是和他們說國語，

變成回家後也沒有那環境說客家語，小慧老師說： 

對…然後阿公阿嬤都跟小孩子講國語，那就變成小孩子從小就是跟阿公阿嬤都

講國語，那他們基本上自己就很少用到客語啦，阿公阿嬤跟他的其他的親戚什

麼都講客語，就唯獨跟孫子講國語，就很有趣的一個畫面就出現了阿！對不

對？（A-1041026-訪-困） 

孩子在幼兒園學客家語、說客家語，學校也營造客語生活情境，但是孩子回家 

後，長者們在與孩子對談還是會自動用國語說，好像變成長者也在和孩子學國語，

但是教保人員也提到，雖然在家變得更少說客家語，但是孩子在學校學習的時候還

是可以聽的懂，蓁蓁老師說： 

‧‧‧‧‧‧他以前不敢說阿，或者是不想說，因為他也沒有那個環境，回去

可能阿公阿嬤也都跟小孩子在講國語的方式，可是他來我們學校就知道，老師

一定會用客語跟我問，所以他們聽不懂，像我們有些家長也是阿，他也是閩南

人，他聽不懂阿，可是他因為在家裡，他也不常跟爸爸媽媽說客家話，可是他

來我們這裡，他聽的懂我們講的客家話，所以他間接的他就學到好多。（G-

1041029-訪-困） 

 

本研究中發現教保服務人員在學校都會使用客語和孩子交談，但是孩子回到家 

中，不論是家長或是老一輩的家中長者都先少用客語和孩子交談，甚至連祖父母都

還會配合孩子一同說國語，現在孩子面臨的是學校積極用客語交談，營造客語學習

環境，但是卻少了家庭中的客語環境，以致幼兒學無所用之境。劉于綺（200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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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客語教學之困境的研究結果，家庭不再是客語傳承的場所，一些老一輩的祖

父母為了配合孫子女的語言習慣，只好跟著說國語學習國語，以維繫祖孫間的交流

機會。由此可知，現在除了因應社會變遷都以使用國語交談之外，祖父母也為了與

孫子間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因而改變自己的語言方式，將客家語轉為國語和孩子對

談，因此，少了很多本來還有客家語學習的環境與使用客家語交談的機會。 

 

二、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之問題因應 

（一）事先備課練習，遇到不懂的字彙請教資深老師 

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如果有疑問、遇到不懂或不會唸的字彙與句 

子，會去請教學校裡面的資深老師、園長或是在學校擔任的客家母語薪傳師，相互

討論，避免教學中口音與認知上的錯誤。 

琴琴老師會在上課前自己先帶過、唸過，確認沒問題之後才教學，如果有疑 

問，她會去請教其他人，避免把錯誤的東西教給孩子，琴琴老師說： 

對啊對啊你如果說你這樣子的教...就是這樣子的學啊...萬一教錯他也是錯...

事先都自己要準備唸一下...確定沒錯了 ok了...那如果覺得有疑問的話...還

是要去請教一下...這樣子唸是對還是不對...啊這個意思這樣子是對還是不

對...這樣子先確認。（J-1041026-訪-應） 

蓁蓁老師遇到不懂的字彙時，她會請教學校裡面更資深的老師，或跟其他同事 

一起相互討論，如果大家都還是不知道的話，她就會請教園長，學校園長也是一個

客家語的資深人才，蓁蓁老師說： 

我去詢問我們學校更資深的老師，對，然後他也是薪傳師，然後他可能常常也

是聽那些老人家在講的那種那個老師阿。所以就說跟我們的同事討論，對，如

果在大家還不知道，我就問園長，呵…因為他以前也是在地文化的那個承辦的

那個，對。蠻資深的人才。（G-1041029-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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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芝老師就說，一些字彙是以前人講的比較多的，我們現在這個年代講的比較 

少，以致於現在會有一些字彙不知道怎麼說，所以我們一定要問，問清楚這字彙要

怎麼說，她會請教比較資深的老師，詢問這些字彙要怎麼說，芝芝老師說： 

不是...我跟你講，那些字彙，那是以前人吼，他一些字彙，可是我們並沒有學

到，在我們那個年代吼，講得比較少，所以變成說耶，那個字怎麼講，像今天

有時候講故事，耶，這個字怎麼講，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問...問比較

資深的老師，耶請教他說，耶如果我要講休息的話，那個詞語要怎麼講。（D-

1041026-訪-應） 

也有教保服務人員遇到真的不會講的客家語，她會去查書，或是問其他班級的 

老師，在備課時遇到不懂的就會趕快去問其他老師，以解決字音上的問題，也是將

正確的客家語教給孩子，小如老師說： 

對，所以就真的那個，像我家，我自己，比如說像我真的不會的，我就會查

書，不然就是問那個別班的老師，對，因為我是覺得教小孩真的就是需要，像

我們有一本那個客語童謠，就是綠色那一本，他們裡面有些東西就是像我都會

先看，看裡面到底在念什麼東西，那什麼意思，不懂的我就趕快先問，怎麼

念，對，這是我比較我比較覺得重要的啦，因為我覺得這個不能教小孩錯誤

的，不然回去家長打來說這是什麼挖溝？對。（B-1041102-訪-應） 

教保服務人員如果已經開始進行教學，在教學中發現不會唸的字彙，教保服務人 

員會先講國語解釋過、教過，事後再請教資深老師，小慧老師提到： 

對，我以前都問那個老師，然後後來的話可能就是問一些那個資深的老師看怎麼

念，如果不知道的話叫先講國語，你不知道的時候你就只能先講國語，然後可能

在看有沒有機會再去問人家，就只能這樣子。（A-1041026-訪-應） 

教保服務人員除了遇到關於客語不會的字彙，會詢問學校裡的資深老師、園長 

和客家母語薪傳師外，也會詢問專業的客家母語資深研究老師，資深老師也會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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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服務人員一些意見，奈奈老師提及： 

一樣啊，詢問老師啊，有時候我們會問那個資歷比較有，像徐登志老師，我們如

果現在碰到客語上有問題，我們會去請教那些幾個比較，就是他有從事這一行客

語的，有在推這方面的，我們就會去問這個老師，他會給我們意見，對啊。像徐

登志老師就特別注重大埔音的腔調，我們那時候六堂課的那個。（F-1041027-訪

-應） 

 

由上述可知，在客家語教學課堂中，或是在一般生活用語、準備課堂教學內容， 

遇到不知道怎麼發音、不懂客語的地方、需要求助的教保服務人員，大多數的教保服

務人員都會詢問學校裡面的資深老師、園長或是請教校外的客家語言研究的資師老師，

以解決遇到不會的詞彙問題。 

 

（二）生活中廣泛練習客家語，即使不熟悉也要使用國語穿插教學 

有些字彙未必能用客家語呈現，有些東西也不是直接可以用客家語說出來，教保 

服務人員就會自己轉個彎換個方式去說明，使用孩子在生活中有接觸到的東西講給孩

子聽，不能用客家語呈現的就以國語來呈現，芝芝老師說： 

對不對，啊像遇到像這個，我們就自己轉個彎啊，去講他們生活中都接觸的到

的。（D-1041026-訪-應） 

 

只是也未必要用客語，因為就沒辦法真的用客語去呈現啊，就只好用．．．國

語來呈現他。（D-1041026-訪-應） 

像是教保服務人員以客家語說故事給孩子聽時，教保服務人員會盡量在說故書 

中流暢的方式呈現，但是，有些語句不是可以用客家語直接表達出來，教保服務人

員就會先以國語來說明，加上有一些是孩子聽不太懂客家語，教保服務人員就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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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來解釋，這樣對應也使孩子較容易學習，小如老師說： 

怎麼解決喔，就是盡量就是讓比如說我講一段故事的時候，盡量讓他順一點，

對，那真的客語講不出來的，就是只能用國語去那個，那還有像我現在客語教

學，其實因為有些孩子還是聽不懂，所以基本上我客語教過之後，我還是會用

國語去跟他們解釋過，因為我是覺得這樣對應，他們會比較容易學的起來，

對，是這樣子。（B-1041102-訪-應） 

 

從訪談內容可以得知，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整個教學課堂中，未必能順暢的都 

以客家話表達，或是在遇到不知如何用客家語說的字彙時，教保服務人員會先以用國

語的方式說明。然而，有些時候孩子一開始可能聽不太懂教保服務人員在說什麼，但

是，教保服務人員只要再說個幾遍、再穿插一些國語與口說及動作對應要做的事情，

孩子是可以聽的懂的，所以也較少看到教保服務人員特別在花很多時間用國語向孩子

解釋，除了一些是使用客家話比較難去講解教保服務人員所要表達與解釋的東西。 

 

（三）大埔腔客語教材資源較少，多以自編教材或修改現有教材 

很多有關客家語大埔音教材的資源在坊間、圖書館或網路上較少，尤其是在歌 

謠或童詩童謠的部份，教保服務人員在教材取得的部份就比較困擾，但是，一些教

保服務人員就會自行編輯創作兒歌、童詩童謠等，或是將現有的相關歌謠教材做內

容修改，將客語腔調修改為我們的音-大埔音，以解決教材上的問題，奈奈老師說： 

我們直接轉就好啦，我們可以轉，我們就以我們的大埔音發音出去就好了嘛， 

因為歌謠就比較難，因為歌謠是以它那個旋律。（F-1041027-訪-應） 

有些教保服務人員會自己自編教材，自編教材可以依照自己的教學需求去做設 

計，有時也省去花很多時間在找有限的現有教材，小如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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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自己會編出來。我們的兒歌其實有的時候是自己編的。像自己，我們像

走的主題有的時候是自己編的耶。（H-1041029-訪-驗） 

研究者在與其中一位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訪談時，教保服務人員提到，他自己本 

身就很喜歡創作，將自己想教的東西創作出來教孩子，這也是他覺得有成就感的一

部份，自己自編教材也比較快，找現有的資料會找的比較久，所以，教保服務人員

也會以自編教材的方式解決現有教材不足的部份，也節省找資源教材的時間，沛沛

老師提到： 

啊就好玩啊，我們一直以來就這樣啊，我們有時候唱歌我們就是這樣啊，啊就

以前看電視對啊，因為我們比較...因為找資料會找得比較久，所以就自己用比

較快啊。（C-1041027-訪-應） 

 

綜合上述，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在教材資源較少的問題方面，他們會自行編輯創作 

教材，或是將現有的教材做改編，以解決教材資源不足的部份，也有教保服務人員也

編輯出一些興趣。同時，教保服務人員自行編輯創作教材也較能滿足教學上的需求部

份及節省許多找教材資源的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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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經驗及其實施困境與 

問題因應。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目的，歸納分析結果做成結

論；第二節就結論的部份提出建議，以提供學校行政單位、教保服務人員與未來後

續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研究目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困境與因應等作 

逐步的歸納分析，所得結論如下： 

 

一、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 

（一） 參加客語相關研習或培訓活動對教保服務人員客家語教學有幫助 

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皆具有客語檢定認證，以具備客語能力 

實施客家語教學。學校為客語生活學校，因此，常常會有些客語相關研習或培訓活

動教保服務人員都會參加，以培養教保服務人員客語教學相關的專業能力，活動課

程內容教學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帶客語活動、客語發音及客語在地相關文化等，還有

教學上帶小朋友的教學技巧，教保服務人員對於研習課程或培訓活動課程皆認為是

有效地幫助他們對於客家語教學的相關教學方法與能力。 

 

（二） 讓孩子去影響家長對客家語教學的認同與興趣 

由於不是每位家長對於客家語教學的推動並不是都得以支持與瞭解，加上也有 

少數家庭的家長是外籍，所以，教保服務人員就會鼓勵幼兒在學校所學的客家兒

歌、唸謠或一些生活所學的用語等，回家說給家中的長者聽，家中長者乍聽之下也

都訝異孩子怎麼會用客家語說這些，長者們感到又驚又喜。透過幼兒客語學習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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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帶動家長，可以得到家長們的客家母語教學推動認同與回饋，家長有就有興趣會

和孩子使用客語互動，因此，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對於透過孩子可以影響家長對客家

母語教學的認同。 

 

（三） 比賽競爭的成果，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壓力大 

學校會請大班班級參加客語比賽，以比賽的方式展現出幼兒客語學習的成果， 

在研究訪談受訪者關於提到比賽這一部份，一致都覺得不喜歡，其實比賽當然好， 

但是到後來已經是制式化的教幼兒，不斷的重複與要求孩子的歌唱律動，最後比賽

結果又需要拿出一些成績，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很大的壓力，他們認為這樣的學習不

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希望孩子們是在快樂中學習客語，而比賽或成果表演是讓孩

子有舞台經驗。 

 

（四） 客家母語向下扎根，繼續傳承客家母語的使命並希望幼兒會聽及會說客語 

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客家群族具有高度認同感，相當認同與願意未來繼續投入推 

廣實施客家語教學，希望客家語教學能傳承客家母語。教保服務人員深刻體會客家

母語的重要性，自身保有使命感，要將客家母語傳承下去，避免客家族群的客語流

失，因此，也希望孩子從小就要給他們刺激學習，在教保服務人員的經驗當中，幼

兒從小班開始已是有效的學習，所以可以從小開始給予幼兒客語教學環境。並且在

客家語教學中希望幼兒是能夠聽懂客家母語及要能以客家語與教保服務人員對話。 

 

（五） 融入式的教學方式，讓幼兒能更有效的學習客家母語 

融入式的客家語教學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配合學校的主題課程教學，孩子在 

一般課程教學裡就可以聽教保服務人員使用客家語交談，不是在特定的某個專門上

客家語教學的時間上課，教保服務人員認為這樣就像分科學習，如國小之後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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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這樣的學習效果不大。在地方上也會有一些客家文化的活動，學校融入地方

客家文化活動，發展出客家文化的相關課程，及利用社區資源認識地方文化，這樣

的融入教學方式，孩子學習是比較有興趣及喜愛。 

 

（六） 實際運用客家生活母語，使幼兒生活化學習 

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會在日常生活中就和孩子以客家語交談，讓孩 

子生活在客語情境中，孩子聽多、講多自然而然也就聽懂和會說，所以教保服務人

員在學校生活平時就都會使用客家語和孩子交談，不是刻意在什麼時間或特別課程

教孩子客家母語。主要也是讓孩子能以一般的客語生活會話交談對話，這才是能使

幼兒真正接收與發揮教保服務人員傳承客家母語的目的。 

 

（七） 客家童謠可做為教學的引起動機，但與客語生活會話上較不具有連結 

許多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都會有童謠、歌謠等作為教學的使用教材， 

但在一些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經驗中，認為童謠、歌謠等這一部份是可以在客家語

教學前或是營造客語學習環境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客家童謠中帶有音韻和

節奏，可以讓孩子對語言發音感到趣味，但是，教保服務人員認為會唸、會唱一段

朗朗上口的客家童謠，不代表幼兒就具備客家語會話的能力，對於客家童謠教學覺

得是較不具有生活的連結。 

 

（八） 教保服務人員有效的運用教學方法 

在客家語教學課程中，在未接觸客家母語的孩子一開始可能不會說或聽不懂， 

或是一些孩子可能一開始不是那麼有興趣，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上會運用一

些教學方法，讓孩子有學習興趣，其中，以遊戲帶教學活動是孩子最喜愛的，使孩

子能夠在遊戲中學習，從教保服務人員教學經驗中可以看到以下之幾種方法。 



 

118 
 

1. 示意法 

2. 表演與民謠歌唱教學法 

3. 練習法中的繪本圖畫書或看圖說故事教學 

4. 比賽或遊戲法 

5. 融入法 

6. 實地教學法及情境模式教學法 

 

（九）多元教材資源及合編教材，提供幼兒認識客家文化 

關於客家語教學的教材，學校教保服務人員會一同合力編輯創作，不但能較清 

楚適合自己教學使用的教材為何，也節省很多尋找教材的花費時間。學校一般都會

提供基本的硬體設備、教具材料與經費等，但除了學校提供的教學資源外，學校也

與家長及社區資源結合，讓幼兒得到更完整的課程教學，透過社區資源的結合教

學，幼兒能直接體驗、瞭解地方上的客家文化。 

 

二、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困境與因應 

（一） 缺少家庭環境客家語的使用，幼兒學無所用 

幼兒在學校時間大多都會有教保服務人員使用客家語與孩子交談，教保服務人 

員盡量讓孩子使用客家語表達，學校也營造客家語環境，使得幼兒在學校使用客家

語的習慣。然而，在家庭中，除了父母親沒有和孩子使用客家語交談之外，有些因

為媽媽非客家人所以不會說客家話，有些是因為家中沒有說客家語的習慣，但有些

祖父母卻也因為配合孩子的語言習慣，自然的轉換成使用國語與孩子交談。在學校

使用客家語之外，在家庭環境中也需使用客家語的習慣，才真正有落實孩子的客語

學習環境，這也是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客家語語言的環境學習較困擾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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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遇到不會發音的深奧字彙，會請教資深老師 

有時教保服務人員在客家語教學課程中，遇到一些名詞或是句子有不知道怎麼 

說的時候，會請教幼兒園裡的資深老師，或是問校外的客語研究的資深老師。一些

比較深奧的詞彙或老一輩長者可能才有機會說的俚語等，教保服務人員不會講，也

是會詢問資深老師。 

 

（三） 無法完全使用全客語教學活動，教保服務人員會以國語穿插表達 

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皆以客家語上主題教學課程，雖然教保服務人 

員都會使用客家語交談，但是有時候課程內容的東西不是完全一下就能以客家語講

出來，甚至有些是客家語不一定會有的東西，像是說繪本故事書，內容裡面一些字

句或名詞是需要重新重整過，所以教保服務人員還是會講一些國語輔助表達，在整

個教學中教保服務人員都還是盡量全客語教學。 

 

（四） 客語腔調因素影響教材的選擇性較少，教保服務人員多以自編教材、修改現

有教材 

個案幼兒園之客家母語學習腔調是大埔音，大埔音的客語相關書籍、歌謠等資 

料有限，所以有教保服務人員會自行編輯教材，自己創作客家歌謠、童謠童詩等， 

同事之間也會互相幫助，一同協力完成，以解決大埔音教材選擇性較少的問題。而

有些現有的歌謠部份，雖然不是大埔音，但教保服務人員會試著轉換成自己使用的

腔調，但是有些不是能完全轉換過的能夠適用，所以在客家歌謠部份資料還是比較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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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之研究結果討論，提出以下建議，俾供幼兒園、實施客家語教學 

之教保服務人員及未來後續研究方向之參考。 

 

一、 對幼兒園之建議 

（一） 建立客語教材相關資源圖書室 

學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在準備教學上的教材不是那麼的隨手可 

得，一些教材上的資源比較不足，教保服務人員在找客語相關教材時就會花費比較

多的時間並且不是都能找到所需的客語教材。因此，建議幼兒園可以建立一個客語

教材相關資源圖書室，專屬有個專門為個案幼兒園打造的教材尋求資源，不論是客

家唸謠、客家文化、客語發音的書本或歌謠的光碟等，都可以是客語教材圖書室的

相關資源，使客家語教學實施者或其他對客家語教學有興趣的人可以有效善用客語

教材、省去尋求外界客語教材資源的時間及人力。 

（二） 設計客語生活情境簿本及客語故事書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的研究結果，學校有提供客家童謠簿 

本教材，但是，在有些教保服務人員的經驗中發現會唸客家童謠不代表具有客語生

活會話能力，然而，孩子的客家母語教學主要是讓幼兒能夠以客語進行生活會話，

孩子也比較喜歡看圖說故事，因此，研究者建議幼兒園可以設計客語生活會話的情

境簿本，讓孩子透過生活簿本上的情境模式學習，不會單單只是唸客家童謠、客家

文字上的學習，使孩子能實際運用生活會話。另外，故事繪本也是教保服務人員在

客家語教學上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孩子喜愛聽故事，透過故事繪本也可以創造孩

子的想像力，因此，也建議幼兒園可以設計客語的故事書，使教保服務人員多了一

項可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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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實施客語教學者之建議 

在現代家庭多以小家庭居多，有些家長對客家母語教學感到支持，有些家長在 

家中是不會和孩子進行使用客家母語進行交談，以致孩子在學校有客語情境環境， 

回到家後卻沒有客語的學習環境。學校會舉辦客語成果發表會家長同孩子一起參

與，透過家長和孩子一同參與活動，家長可以看見孩子的學習成果；孩子在學校的

客語學習也會回家分享給家長聽，家長也較能瞭解與認同客家語教學的部份，因

此，研究者建議，學校與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可以討論舉辦一些孩子們的客

語成果展、表演或客家語相關的親子活動，同時鼓勵家長推動與支持客家語教學，

共同為孩子營造客語生活環境。 

三、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三） 探討不同背景之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藉由研究參與者 

分享豐富的經驗與感受，但每位研究參與者都有著與他人相同或獨特的部份，本研

究共 10 位研究參與者，其中，有 4 位是超過 10 年以上的客家語教學年資，另外有

4 位是個案幼兒園為客語生活學校後才開始實施客家語教學，那麼 4 位超過 10 年以

上的客家語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園還未成為客語生活學校之前就有客家語教

學的經驗，或許與因為幼兒園有所成為客語生活學校才開始實施客家語教學的教保

服務人員經驗有所特別的不同。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從教保服務人

員不同的背景因素來深入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 

（四） 探討實施客家語教學之幼兒學習相關研究 

本研究主要以訪談實施客家語教學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經驗，雖然研究者有進 

行班級教學觀察，但主要還是以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過程之觀察，關於幼

兒的學習反應、學習成效未逐步探討。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探討有

關實施客家語教學中幼兒的學習反應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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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詹琬真，非常感謝您願意撥

冗參與本研究，在進行訪談前請您先閱讀以下的說明。 

 本研究為探討「客家語學校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母語教學之經驗」，想要瞭解教

保服務人員實施客家語教學的經驗、困境與因應策略之研究。以上研究目的與問

題，由於每個人的經驗不同，因此，每位老師的經驗對我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希

望能在您方便時間與您訪談實施客家語教學之經驗，使研究者加以瞭解此議題。 

本研究將進行一次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六十分鐘，為了避免資料遺漏或錯 

誤解讀，在徵求老師同意下，將全程進行錄音，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完全尊重您的

決定，請您放心表達您真實的想法與意見。 

老師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將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者將遵循保密原則，研究 

中皆以化名方式表示且所提供之資料絕不會外流，請您放心！如您對本研究有任何

疑問，歡迎您與研究者聯繫！ 

敬祝闔家平安快樂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吳樎椒博士 

研究者：詹琬真           聯絡電話：0952870459 

□ 願意參與本研究        □ 不願意參與本研究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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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成長背景：(原生家庭、婚姻) 出生地、生長地、語言背景、教學經驗 

二、研究訪談問題： 

1. 請問您為什麼會從事客語教學呢？ 

2. 說談您有參與客語教學所培植的能力嗎？(如研習、活動、進修、認證…等) 

3. 您上客語教學的課程內容？ 

4. 請問您是如何進行客語教學課程與活動的？(師資、時間、教材、教學方式、行

政資源…等) 

5. 請問您目前對於實施客語教學有何看法？ 

6. 您覺得客語教學的重要性為何？ 

7. 請問您在客語教學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8. 請問您是客語教學老師有讓您感到最困擾或擔心的有哪些？ 

9. 請問您是如何解決客語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 

10. 請問學校提供的資源及設備可以滿足您在教學上的需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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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觀察提綱 

受觀察者編號 觀察日期  觀察地點    活動名稱 教學時間 

     

 

＊教學內容 

1. 課程內容： 

 

 

2. 教學資源： 

 

 

3. 教材呈現： 

 

 

4. 教學技巧： 

 

 

5. 師生互動： 

 

 

6. 老師的反思 

 

7.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