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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  

摘要 

  本研究為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推動之國民小學客語沉浸教學的延續實驗計畫

研究，以屏東縣哈客國小（化名）中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進行客語沉浸教學，評

估國小中年級學生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 

  研究問題有：一、客語沉浸教學於國小中年級實施的情形為何？二、國小中

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做法及困境？如何克服？三、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

教學對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為何？四、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生

非客語的學科成績影響為何？五、客語沉浸教學與非客語沉浸教學的學生學科成

績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方法包括質性與量化研究，質性資料蒐集方式為參

與觀察法、半結構式訪談及教師、學生、家長問卷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分析；

成效依學生之客語聽說能力、非客語學科成績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實驗班與對

照班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一、在推動客語沉浸教學的歷程中，導師和校方都會積極尋

求克服困境的解決之道。二、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困境：⑴三年級學程編

班，無法持續良好的客語學習情境；⑵課程難度高，客語轉譯困難；⑶下課時段

學生還是習慣用國語交談；⑷老師課堂的提問多屬封閉式問題；⑸客語沉浸教學

較難延伸至國小高年級。三、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⑴實施客語沉浸

教學對學生非客語的學科成績並無影響；但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提升。⑵

國小中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學生學科成績表現並無顯著差異；但客語沉浸教學

獲得家長的認同與支持。最後，根據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以提供未來推行客語

沉浸教學參考。 

 

關鍵字：客語沉浸教學、客語教學、本土語言、客語保存、客語聽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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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mplemented in the 3
rd

 & 4
th

 Graders’ Class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Pingtung Coun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ntinued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mplement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by the Department of Hakka Affairs,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3
rd

 & 4
th
 graders of (Hakka) Elementary School located in 

Pingtung County took part in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as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s were assessed with emphasis on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Several topic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namely, I. How was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mplemented in the 3rd & 4th graders’ classe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I. What methods were taken to implement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n the 3
rd

 & 4
th

 graders’ classes and what dilemmas were encountered? How 

were the dilemmas overcome? III. How did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affect 3
rd

 & 4
th
 graders’ Hakka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IV. How did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affect 3
rd

 & 4
th
 graders’ non-Hakka language 

academic subjects? V. Was ther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attending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and students not attending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with respect to their performance in academic subjec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employed. 

Qualitative data was gathered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well as teacher questionnaire, student questionnaire, and parent 

questionnaire. Students’ Hakka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ir scores of non-Hakka academic subjects were analyzed, attempting to find out if 

there wa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inding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I.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both homeroom teachers and school authorities spared not effort 

looking for solutions to the dilemmas. II. Following dilemmas were encountered 

when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in the 3
rd

 & 4
th
 graders’ 

classes: (1) It was unlikely to maintain the Hakka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3
rd

 graders’ classes because their classe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programs; (2) 3
rd

 graders’ courses were too difficult to be translated into Hakka 

language; (3) After school, students still conversed with each other in Chinese; (4) 

Most questions raised by teachers were closed-ended questions; (5)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was unlikely to be integrated into 5
th
 & 6

th
 graders’ curriculum. 

III. Following effectiveness were found after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in 3
rd

 & 4
th

 graders’ classes, : (1)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did not affect students’ scores of non-Hakka academic subjects; nevertheless,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Hakk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3
rd

 & 4
th

 grade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scores of academic subjects; nevertheless, 

parents approved and supported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Lastly,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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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本章共分為四

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為研

究範圍與限制，茲分別敍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語言是文化的表徵，而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瑰寶。1「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

聲；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句客家流傳的古諺，是前人有先見之明，提醒

後代子孫，無論如何都要保存客家珍貴的文化－－「客家話」，因為老祖宗們知

道，沒有客家語言就沒有客家文化的存在了。羅肇錦指出：近四十年來，因為社

會型態的改變，以及受到政治、教育的影響，在短短十年間，有著極大的變化，

尤其近二十年來出生的客家子弟，幾乎很難完整的說出自己的母語，顯然客家話

病的相當嚴重。2根據客家委員會 2010 年調查研究指出，在多重自我認定的客家

人中，0-9 歲的年齡（排除年紀小不會說者），在「聽客語」的能力方面，能聽懂

（包含完全聽懂、大部分聽懂、及普通）的比例有 26.3％；在「說客語」的能力

方面，會說（包含很流利、流利、及普通）的比例只有 17.3％。3依數據顯示，0-9

歲幼童客語聽說能力不佳者分別佔了 53.7％及 83.7％，可看出臺灣地區客家幼童

的客語能力岌岌可危，確實有嚴重流失的情形。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近幾年來，為了要挽救嚴重流失中的客家語，處心積慮的

構思各種方式及尋求專家學者的協助後，於 2007 年即開始於屏東縣三所私立幼

兒園所，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實驗計畫，針對幼兒營造說客語的機會與情境，提高

                                                        
1
 古國順（2005）。《客語教學叢書》。台北市：五南，頁總序 1。 

2 羅肇錦（1991）。〈客家的語言－台灣客家話的本質和變異〉。載於徐正光主編《徘徊於族群和

現實之間》。台北：正中書局，頁 51。 
3 客家委員會（2011）。《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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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客語的使用，進而達成客語傳承。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客語沉浸教學之幼兒

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的提升。4實施九年來，幼兒園參與班級數從 2007 年的 3 班

擴展到 2015 年 33 個班級（13 所幼兒園）；5為了延伸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的良好

成效，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於 2010 年於內埔鄉哈客國小試辦小學一年級的客語沉

浸教學計畫。經過一年的實施，研究結果顯示：小學一年級參與客語沉浸教學之

學童，其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進步，且不影響學童非客語學科的學業表現。6 

為使國民小學客語沉浸教學能延伸、擴展上述之成效，促使客語傳承成功，

因此，該計畫於103學年度開始，將客語沉浸教學延續推展至國小中年級的學生，

以評估國小中年級學生進行客語沉浸教學之實施過程及成效。本研究希望透過研

究該計畫的執行，探討中年級學生全天在學校上課，且課程領域增加、教學者也

較多元的客語沉浸教學，其實施效果是否如低年級一樣顯著，希望透過本研究的

探討，了解客語沉浸教學延伸於中年級實施之歷程、困境及成效。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以完整客語沉浸教學於國小中年級階段的實際情況，

期望形成客語沉浸教學隨個體學習成長，由幼兒、國小低年級、中年級接續實施

的脈絡。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究客語沉浸教學於國小中年級實施的情形。 

二、探究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生客語聽說能力及使用的影響。 

三、探究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 

依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4 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2009）。〈客語沉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教育心 

理學學報》，41（2），345-360。 
5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網站。2015.12.12 取自

http://cclearn.nptu.edu.tw/hakka/idea/basic.html。 
6
 李家滿（2013）。《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可行性、成效及困難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屏東市，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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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語沉浸教學於國小中年級實施的情形為何？ 

二、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做法及困境？如何克服？ 

三、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為何？ 

四、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生非客語的學科成績影響為何？ 

五、客語沉浸教學與非客語沉浸教學的學生學科成績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探討的重要名詞為「客語」、「客語沉浸教學」、「本土語言」、「國小

中年級學生」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客語 

  本研究所謂的客語，是指臺灣地區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

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

腔調。7 

二、 客語沉浸教學 

  本研究所指之客語沉浸教學主要係根據母語沉浸教學的基本要求來定義，亦

即客語的使用必須佔在校時間至少 50%以上；且客語為主要授課及溝通的語言，

大部分的學習內容均透過客語來學習，讓客語學習與內容做一完整結合。8 

三、 本土語言 

  本土語言係指族群的語言。本國語文的學習包含國語及本土語言。其中本土 

語言自一年級起每週授課四十分鐘，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

或原住民語等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學校得依地區特性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

                                                        
7 客家委員會（2010a）。客家基本法。檢索日期：2016.01.01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sp.asp?q&xdURL=gss/gss.asp&mp=1。 
8 陳雅鈴（2013）。〈客語沉浸教學幼兒之客語使用情形〉。幼兒保育學刊，10，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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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之本土語言供學生學習。9 

四、 國小中年級學生 

  國小中年級學生係指103學年度，就讀於屏東縣內埔鄉哈客國民小學（化名）

三年級及四年級的學生。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如下： 

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屏東縣內埔鄉哈客國小做為研究場域，以中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 

象，並包括中年級各領域科任老師及實驗班的學生家長。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以屏東縣內埔鄉哈客國小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參與觀察」 

「半結構式訪談」及錄影、資料蒐集來進行質性、量化分析，故其研究結果無法

推論至其他學校。 

 

  

                                                        
9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檢索日期：2016.01.08 取自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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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本土語言的重要性、第二節為客家語的復育、

第三節為沉浸教學、第四節為客語沉浸教學的現況。藉由文獻的蒐集與彙整，對

於本研究的內涵與相關問題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節  本土語言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資產，每種語言（語文）的形成都要經過幾千、甚至

幾萬年的時間，倘若無法給孩子一個說母語的環境，等到有一天沒有人會講這個

語言之後，它很快就會從地球上消失，所以我們有義務、責任，將人類共同的資

產保存下來，且保存下來的母語，還可以拉近有共同語言者的情感，也讓下一代

的孩子們可以透過母語和上一代的長輩（除了母語不懂其他語言）來溝通10。 

台灣自1987年解嚴後，民眾的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連帶本土語言亦受到重視。

針對台灣的本土語言包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開始展開語言復育運動。 

  本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本土語言的定義；第二部分是台灣本土語言的

重要性與危機；第三部分客語流失的狀況。 

一、 本土語言的定義 

教育部八十九年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語文領域分

為外語及本國語文。本國語文又分為國語文和鄉土語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

民語）。又於九十七年將「鄉土」一詞，修改為「本土」11。洪惟仁指出，所謂「本

土語言」意指本地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例如在台灣多數人使用的是閩南語，那

麼閩南語可說是台灣大部分地區的「本土語言」；但在桃竹苗屏等的客家地區，

                                                        
10

 陳蕙萍（2003）。＜高雄市國小教師閩南語教學態度與教師自我效能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

學院國民敎育硏究所，屏東。頁12。 
11 國民教育社群網。檢索日期：2016.03.25 取自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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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就是當地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其「本土語言」就是客家語，台灣原住民

約有16族12，各族都有自己獨立、獨特的語言，在一定的語言區內，所說的語言

便是他們的「本土語言」。13  

  包文英認為母語的基本特點是結合了「工具性」和「人文性」；語言是工具，

亦是文化傳播、思想交換、感情交流的媒介，它是母語的外在意義和價值，是「形

體」。人文性是指母語實行活動，是母語的人文意義，是「靈魂」。經由本土語

言課程的實施，讓學生學習族語、族群文化及知識，增加對鄉土的感情，這就是

工具性與人文精神的結合，亦是人們常說的「母語素養」就是它的結合體。14 

根據林金泡引述卡羅所下的定義，其原文意義為：「母語」是人類各族群所

使用作為人際間溝通的工具，具有系統性的結構及排序的語音，藉由母語能盡情

的表達人類在環境中感受到的各種事物、事件及過程。15施炳華認為母語就是「父

母的話」，是嬰兒出生後，父母跟孩子說的話（語言），也就是老祖先一代一代

傳承下來的語言。16 

  黃建銘則認為母語從字面上的意義來說，即指母親傳授給子女的語言，孩童

在成長過程中，其主要照顧者乃是學習語言的主要對象，而大多數的照顧者是孩

童母親，但也可能不是母親；母語可說是孩童所接觸的「初始語言」（first language），

基本上應是其所屬族群的語言，然而現今錯綜複雜的人際社會觀，孩童成長過程

已未必會先接觸家庭或其族群最初所使用的語言，即使可以接觸該語言，也因為

社會結構的變化，也未必是使用頻率最高的語言了。因此，若從傳遞者的角色而

言，母語已未必代表所屬族群的語言，故認為母語應該是個人所屬的族群來界定，

                                                        
12 目前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

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

卡那富族等 16 族。〈原住民族委員會〉檢索日期：2016.02.05 取自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 
13 洪惟仁（1995）。《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市：前衛出版社。頁 93。 
14 引自鄭安住（2010）。〈家庭社區一起來，台灣母語展風采〉。檢索日期：2016.01.28 取自 

http://project.cmes.tn.edu.tw/local/?wpfb_dl=17。 
15 引自林金泡（1995）。＜母語與文化傳承＞。載於李壬癸、林英津主編《臺灣南島民族母語

研究論文集》。臺北：教育部。頁 205。 
16 施炳華（1996a）。〈母語教學的基本認識〉。教師之友，3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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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定義為社區或社群成員所屬族群的語言，亦即本土語言。17 

  綜合以上學者們的看法，本土語言係指族群的語言，經由代代傳承的族群語

言。總而言之，台灣的母語種類相當多，有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語……等，

都在這個範圍之內，而這些都是在台灣各地所使用的語言，都稱作本土語言。 

二、 台灣本土語言的重要性與危機 

 （一）台灣本土語言的重要性 

  1. 族群層面 

  洪惟仁指出，種族的表徵是體質，民族的表徵是文化，而文化是抽象的，它

的具體表徵是語言，所以語言的喪失等同民族淪亡。18 

  社會語言學名著－《語言的死亡》，作者大衛‧克里斯托（David Crystal）

指出，人類語言的結構是人類智能成就的證言，反應一個族群的性格與文化的特

色。因此其語言便是民族的族譜，是自我身份認同的寶貴線索；一旦喪失自己民

族的聲音，猶若失去民族靈魂的安宅，死去的不只是語言，包含民族與文化也隨

之滅亡，就如同在自然生態系物種的受損一樣，對整個人類文化基因的演化，會

造成難以估計的影響。19 

  王甫昌將「族群」定義為「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

人。」20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認為，母語是族群的身份證，母語一旦消失族群

即滅亡。21 

  2. 文化層面 

  學者陳美如認為，一個民族透過語言，保存該民族的文化；語言本身也代表

其中一種文化，不同的語言會有不同的見解與思惟方式；其文化的精髓，則是透

                                                        
17 黃建銘（2011）。〈本土語言發展與復振的網路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6），71-104。 
18

 洪惟仁（1995）。《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市：前衛出版社。頁 29。 
19 周蔚（2001）。譯《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22。 
20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10。 
21 周蔚（2001）。譯《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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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語言的醞釀與流轉當中展現了文化獨具的特質。22鄭安住認為，語言是源自於

民族靈魂與血液的文化符號。它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還真實記錄了一個民族的

文化過程，成為延續歷史與未來的一條血脈。守護族語就是守護自己獨特的文化

基因。23 

  施正鋒提到，從文化的層面來看，語言是整個族群認同的重要表徵，透過語

言（包含文字）來傳遞的族群文化的記憶、智慧、或是價值觀，站在國家的立場

而語，各族群的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24學者羅肇錦亦提出，客家語在

語言和文化上要緊密的結合，才能展現母語的真正意涵，不能只是強調保存口語，

那只是空有的文化內涵，無法傳承真正的客家文化內涵給我們的下一代；應進一

步探討客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才能建立客家文化的真正

意義。25  

  3. 語言層面 

  李英哲主張，台灣語言的本土化就是要求先有母語教育及使用的權利；有母

語才有別的語言，母語是每人情感表達最深處的需要，國語及英語則是工作上、

生活上有時需要的工具，目前教育上最基本的工作是先保存、提高母語的使用能

力，然後才談其他語言的教育。26  

  學者張學謙引述 UNESCO 所提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 1953 年就強調

母語教育的重要性，該組織不但建議初期的教育需要使用母語，更建議母語在教

育體制的使用應該盡量向後延伸。27除了要對族群語言流失提出警訊外，還要強

調各族群語言的重要性。澳洲原住民語言學家 Thieberger 提出幾點保存族群語言

                                                        
22 陳美如（2009）。《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頁 18。 
23

 鄭安住（2007）。教育部鄉語教學面面觀。檢索日期：2016.01.27 取自 

http://www.bcps.hlc.edu.tw/mediafile/1084003/knowledge/43/34/158/2011-1-25-15-45-30-nf1.doc。 
24
施正鋒（2006）。《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160。 

25 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市：臺原出版社。頁 31。 
26

 李英哲（1995）。〈二十一世紀臺灣語言的本土化〉。載於《臺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

出版社。頁 301。 
27

 引自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

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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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28 

（1） 族語是國家的資源。 

（2） 族語有助於社會整合。 

（3） 族語是自我認同、群體認同的表徵，同時連接族群的歷史和文化。 

（4） 語言的多樣性包含著不同的哲學觀、科學隱喻、生活方式。 

（5） 語言保存有助於傳統文化的保存。 

（6） 有助於認知發展及健全的人格發展。 

（7） 有助於社會正義的實踐。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族群、文化、語言皆息息相關，環環相叩，族群沒有語

言的傳承，族群文化即消失。 

 （二）台灣本土語言的危機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目前世界上約有6000－7000種語言，每年卻有

10種語言消失在地球上，預估人類再過幾個世代，將有超過一半的語言會消失，

再過100年後，約有95%的語言種類也會消失。29而根據李壬癸調查顯示：台灣的

本土語言流失的情況也相當嚴重。他指出：曾經遍布於台灣全島各地的南島語言，

原本有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30但如今有一半也已經消失滅絕了。31 

   客家委員會前主委葉菊蘭，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得知，台灣各族群語

言也被列為母語消失的「危機地區」，於是在2003年全國本土教育研討會中提出

警訊，她貼切的形容，「閩南語正如『掛號』中，客家語則已入『急診室』急救

                                                        
28

 引自施正鋒、張學謙（2003）。《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台北市：前衛出版

社。頁 37-38。 
29 瑞塘本土語資源網網站。檢索日期：2016.01.27 取自 

http://163.30.156.5/eweb/module/system_modules/index.php?home=1020319&sn=1729&sn_ids=1727

&freeids=1729。 
30 台灣南島語言：泰雅（Atayal）、賽德克（Seedeq）、賽夏（Saisiyat）、布農（Bunun）、鄒(Tsou)、

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沙阿魯阿（Saaroa)、魯凱（Rukai） 、排灣（Paiwan）、卑南（Puyuma）、

阿美(Amis)、西拉雅（Siraya)、噶瑪蘭（Kavalan)、巴宰（Pazih）、邵（Thao)、凱達格蘭（Ketagalan)、

道卡斯（Taokas）、巴布拉（Papora）、貓霧拺（Babuza）、洪雅（Hoanya)、龜崙（Kulon）、

賽考利克（Sqliq）、澤敖利（Ts’ole’）李壬癸（1997）。 
31 李壬癸（1997）。《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市：前衛出版社。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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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需要大家共同來搶救，原住民語更是已經進入『加護病房』岌岌可危」。32

黃建銘指出，許多本土語言均面臨消逝的危機，偏偏這種危機不具有立即性，所

以讓人無法即時的察覺其嚴重性，也因此，就不會對這危機有任何針對性的因應

作為，這如同「煮蛙理論」的危機一樣，當有朝一日族人察覺或感受到這危機之

時，恐怕為時已晚，嚴重到難以挽救的地步。33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各族群重要的文化資產，卻因為語言的流失而導致文化

消失滅絕。母語的流失對於族群來說是極大的危機，不只族群文化無法延續，整

個族群面臨消失滅亡。研究者依專家學者們所做的調查整理如表2-1，來進一步

了解目前台灣本土語言的危機。 

 

表 2-1  

專家學者對「台灣語言流失」調查一覽表 

 作者  時間   篇名       調查結果 

 聯合報34 2002   母語傳承與流失 客家語： 

調查資料顯示，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的客家人有五成九 

自認客家話很流利；三十到三十九歲的人比率為四成四；

二十到二十九歲的人只有二成三能操流利的客語，有一成

五完全不會說。 

˙自認客家話流利的客家籍受訪者，只有二成六表示其子

女客語流利。 

閩南語： 

調查資料顯示，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的閩南人有七成四自

認河洛語流利；三十到三十九歲的人比率減為六成七；三

十歲以下的閩南人，只剩四成三自認能操流利河洛語，但

完全不會說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一。 

˙自認河洛語流利的閩南籍受訪者，有五成四表示其子女

河洛語流利。 

                 續下頁 

  

                                                        
32 自由時報（2003）。《聯合國警訊台灣母語滅絕危機地區》檢索日期：2016.01.23 取自 

http://old.ltn.com.tw/2003/new/nov/23/today-life5.htm。 
33

 黃建銘（2011）。〈本土語言發展與復振的網路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6），71-104。 
34 聯合報（2002）。〈母語的傳承與流失〉檢索日期：2016.01.30 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iug/Ungian/POJ/siausit/TGBsiausit.files/..%5Cpoto%5C2002%5C03%5C1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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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對「台灣語言流失」調查一覽表 

 作者  時間    篇名       調查結果 

 陳淑嬌35 2007 台灣語言活力 原住民語： 

   研究 原住民語有完全滅絕的危機，依據調查，60歲以上（含）

能以原住民語流利表達者也僅有5.26%。 

客家語： 

     台灣客家語有效溝通比率分別為：12歲以下（含）為2.79%；

13-18歲為2.13%；19-29歲為4.44%；30-45歲為9.43%；46-59

歲為14.60%；60歲以上（含）為32.14%。 

    結果呈現：隨著年齡降低而下降。 

    閩南語： 

    台灣閩南語有效溝通比率分別為：12歲以下（含）為 

44.09%；13-18 歲為55.29%；19-29 歲為71.48%；30-45歲

為93.21%；46-59歲為93.29%；60歲以上（含）為100%。 

       結果呈現：隨著年齡降低而下降。 

黃宣範36 2008 語言、社會 *調查台北市居民語言傳承的程度，結果顯示： 

   與族群意義  客家語在兩代之間的增減率為-12.8%，有明顯的衰退的跡

象。閩南語在兩代之間的增減率為16.4%，有明顯的成長

趨勢。 

    ＊調查台北市居民在不同情境中語言使用的程度，結果顯示： 

情境 客語 國語 閩南語 

     家庭之內（四個世代） 7.6%   47.5%    44.8% 

     使用語言比例 

     跟下一代交談時使用語 4.4%   64.4%    30.9% 

     言比例 

     朋友之間使用語言比例 2.5%   77.3%    20.1% 

     上班時使用語言比例 2.3%   79.3%    18.3% 

     ＊根據黃宣範教授1989年對在台北讀大專的原住民學生

做的調查，原住民語言在大專生的祖父母時代仍然保存得

相當完整，但是到他們的上一代已流失15.8％，到他們這

一代已經流失31％。如果這些大學生將來都是族內結婚，

他們後代會講族語的比例銳減為47.6％，比維持母語的臨

界人口75％差很多了。如果是和外族通婚，流失率一定是

更加嚴重。所以原住民的語言可以說已經走向滅種之路。 

                                 續下頁 

 

                                                        
35 陳淑嬌（2007）。〈台灣語言活力研究〉。載於鄭錦全主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北：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19-39。 
36 黃宣範（2008）。《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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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對「台灣語言流失」調查一覽表 

 作者  時間    篇名       調查結果 

曹逢甫37 1997 族群語言政策－ ＊比較原住民、客家與閩南這三個族群三個年齡層的母語 

   海峽兩岸的比較 和國語能力： 

     顯示出國語能力增加最多的是原住民，其次是客家人，最

後是閩南人。 

     母語能力喪失最多的是客家人，其次是原住民，最少的是

閩南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聯合報、陳淑嬌、黃宣範、曹逢甫 

   

以上為專家學者針對台灣本土語言所做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本土語

言確實正逐漸流失中，其中以客家語及原住民語最為嚴重。 

三、 客語流失的狀況 

  台灣自1987年解嚴後，本土意識逐漸抬頭，傳統文化、本土語言亦受到重視；

當中客家族群有感到客家語正大量流失，於是一群客家菁英創辦了《客家風雲雜

誌》，開啟了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首度以「客家」為主軸的社運，更於1988年12月

28日的舉行「還我母語運動」號召萬人大遊行。38此次的遊行確實喚醒了更多客

家人士，大家意識到客家語流失的危機，然而此危機到何等程度？則不得而知！

聯合國科2000年2月在德國科隆召開的瀕危語言學會議，會員們一致通過將語言

按現狀分爲7個等級：39 

1. 安全的語言：前景非常樂觀，群體的所有成員包括兒童都在學習使用的語

言。 

2. 穩定但受到威脅的語言：群體内所有成員包括兒童都在學習使用的、但是

總人數很少的語言。 

3. 受到侵蝕的語言：群體内部的一部分成員已經轉用了其他語言，而另一部

                                                        
37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兩岸的比較》。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41。 
38

 客家雜誌（2010）。〈1988 年 1228 還我母語運動回顧與展望〉。檢索日期：2016.03.02 取自

http://hakka226.pixnet.net/blog/category/484326。 
39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0年2月在德國科隆召開瀕危語言學會議。檢索日期：2016.02.09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80 %95%E5%8D%B1%E8%AA%9E%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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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成員包括兒童仍在學習使用的語言。 

4. 瀕臨危險的語言：所有的使用者都在20歲以上、而群體内部的兒童都已不

再學習使用的語言。 

5. 嚴重危險的語言：所有的使用者都在40歲以上、而群體内部的兒童和年輕

人都已不再學習使用的語言。 

6. 瀕臨滅絕的語言：只有少數70歲以上的老人還在使用、而群體内幾乎所有

其他的成員都已放棄使用的語言。 

7. 滅絕的語言：失去了所有使用者的語言。 

 

莊錦華認為，客家語是客家族群最主要的認同表徵，然而「沒有客家話，

就沒有客家人」；因此，「客家話」是客家文化的核心基礎，但是客家話在近五十

年來，卻以幾何倍數的速度流失中。40 

  根據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之「2013年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調查研究」，41調

查結果顯示：年齡層越高，客語聽說很流利的比例越高；年齡層越低，完全不會

說的比例也越高。如表2-2所示，客家人客語聽、說很流利的年齡集中在30歲以

上，19-29歲的年青人聽說比例有大幅度降低，而13歲以下會說客語的比例最低

（16.2％）。這樣的調查結果確實應證了專家學者及客籍人士的憂心：客家青年、

青少年及幼童的客語能力正在逐步流失。對應上述瀕危語言7個等級分析，目前

客語面臨的危機在第3等級「受到侵蝕的語言」和第4等級「瀕臨危險的語言」之

間，實在不容輕忽。 

 

  

                                                        
40 莊錦華（2007）〈從客語認證談客語在台灣之永續發展〉。載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

文化思考》。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頁 143-157。 
41 客家委員會（2013ａ）。《101-102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頁33-40。 



 

14 
 

表 2-2  

客家人使用客語情形－依年齡層比較 

 年齡層 聽、說很流利 大部分聽懂會說 普 通 少部分聽懂會說 完全不會聽、說 

 聽 說 聽 說 聽 說  聽 說  聽   說 

13歲以下 12.9  7.3 22.2 8.9  7.9 13.2 25.7 29.5 31.2 41.1 

13-18歲 10.5  3.5 29.2 10.5  10.0  17.4  33.8 32.2 16.5 36.4 

19-29歲 20.5  8.9 28.0  13.9 10.3  17.3 25.6  33.8 15.6 26.1 

30-39歲 37.5  19.5   28.9 22.9   9.2 17.3  16.1 23.0  8.3 17.3 

40-49歲 60.7 40.3  20.2 26.2  5.9 10.5  8.6  13.1  4.5  9.8 

50-59歲 69.1   52.6 16.6  21.3  3.3  7.4  8.3 12.3  2.6   6.5 

60歲以上 76.5  61.4 12.9  19.3  2.7   6.8  6.2  7.4  1.8  5.1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理自客家委員會（2013） 

   

學者黃宣範調查客家人口較多的中壢市和楊梅鎮，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客

家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國語的使用率是最高的，閩南語次之，客家語的使用率

反而最低。42客家委員會前副主委劉永斌指出，目前台灣客語使用率每年以5％的

速度流失，現今能流利使用客語的人口多集中在50歲以上年齡層佔約93％，相對

地，13歲以下客語的使用人口比例則只有11.6％。43陳信木、林佳瑩指出，歷年來

客家委員會及學術界對於客家人口規模的估計，根據2010年人口普查所呈現的語

言使用狀況分布，客語使用人口數遠低於一般估計的客家人口規模；會有這樣懸

殊的差距，顯示「客語流失」的危機更甚於有識之士的憂慮。44 

  經由以上的文獻了解，客語正嚴重流失當中，如何搶救在「加護病房」的客

語是刻不容緩之事，但搶救之際須先了解，造成客語流失的原因，才能從中探究

出可行、有效的方法來抑制客語繼續流失，進而保存客語、復振客語。 

                                                        
42 黃宣範（2008）。《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192-199。 
43

 黃以敬（2003）。〈聯合國警訊：台灣－母語滅絕危機地區〉。《自由時報》。檢索日期：2016.02.02

取自 http://old.ltn.com.tw/2003/new/nov/23/today-life5.htm。 
44

 陳信木、林佳瑩（2015）。〈居住隔離、族群互動、與客語使用之關連分析〉。客家委員會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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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語的復振 

  本節分為二個部分進行探討：第一部分是探究客語流失的原因，第二部分是

客家語言的復振。 

一、 客語流失的原因 

楊文山根據相關文獻及調查結果，認為阻礙客語傳承的主要因素為：1.通婚；

2.使用客語的狀況；3.父母客語能力；4.父親的語言使用政策；5.族群認同感；6.

客家民俗文化活動參與；7.強勢語言對於客語教學的排擠效應；8.居住地域的客

語環境；9.客家媒體接觸習慣等九個因素。45  

  根據陳信木及林佳瑩的研究顯示，雖然很多人願意保存客語、承傳給以下一

代，但因社會型態的轉變，年輕世代、族群通婚、和高等教育，卻成為客語承傳

的「三大殺手」，然而隨著通婚與高等教育的提升，未來必定更為普遍，這對於

客語發展有著更大的障礙。46造成語言急劇流失的原因很多，張學謙引述Krauss所

言，以下幾種因素：「種族滅絕，社會、經濟或聚落的破壞，遷居，人口遞減，強

迫性的同化政策造成的語言壓制或同化教育，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的沖擊」。

47 

由於造成客語流失的原因很多，研究者綜合相關文獻後，依五個層面來探討。

分別為：語言政策的影響、家庭因素的影響、學校教育的影響、社會環境因素的

影響及大眾傳播的影響。 

 （一）語言政策的影響 

  台灣是多族群的國家，其本土語言就是族群標誌，然而受到政治政策的影響，

族語消失形同族群也消失。百年來，台灣歷經了日據時代的日語教育、國民黨政

                                                        
45 楊文山（2005）。〈九十四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計畫。

頁 117。 
46 陳信木、林佳瑩（2015）。〈居住隔離、族群互動、與客語使用之關連分析〉。客家委員會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頁 58。 
47

 引自張學謙（2005）。〈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展客語計畫〉。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

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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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華語政策，讓族群獨特的母語逐漸消失。如表 2-3 為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

來了解語言政策的始末。 

   

 表 2-3 

 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 

 年代          內容 

 1895 台灣割讓給日本。 

      總督府開設土語講習，要求文武職員於公務之餘學習台語。 

 1896 總督府更於各地方設置「土語講習所」，對全島日本憲兵、警察講習台語。 

總督府公佈「國語48傳習所規定」、「國語學校規則」並在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 

 1897 國語傳習所設漢文科。 

 1898 發布台灣公學校規則，各地成立公學校；漢文併於讀書科。 

書房義塾規程發布，書房改從慣例，但應漸增國語及算數等科目。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規程發布，土語為初任教養中時數最多的科目。 

 1902 師範教育中，「土語」改稱為「台灣語」。 

1904 公學校中，漢文獨立為一科。 

 1905 公學校中，陸續開辦國語夜學會、國語普及會。 

 1907 公學校中，漢文不再是必修。 

 1922 實施內台共學，但以「國語常用者」與否，作為進入小學校或公學校的依據。 

公佈〈台灣教育令〉，將漢文由必修改為選修，許多公學校自動廢除漢文。 

 1923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加設語學特科，教授福建語、廣東語、漢文與羅馬字台灣語。 

私立學校規則發布，將書房納入一般私立學校管理範圍內。 

 1928 警察法規的「土語」改稱「台灣語」。 

 1933 台灣語於高等小學校列為選意科。 

 1937 修改公學校規則，廢止漢文科。廢止各報漢文版。 

總督府開始推行「國語常用運動」，通令全台官公衙署職員無論公私場合，宜用日語，

並指示各州、廳致力於全台之國語化。 

 1943 國民學校改為義務教育，仍以出身國語家庭與否依不同課表就讀。 

 1945 日本投降，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 

 1946 教育處規定各級學校一律授國語及語體文。 

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並禁止台籍作家用日文寫作，二二八事變後全面禁講日語，

禁用日語唱片。 

 1947 電令各級學校禁用日語，授課以國語教學為主，暫酌用本省方言；日常用語盡量以國

語交談，不准以日語交談，若有違背情事決以嚴懲。 

 1948 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訂定台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 

                                                             續下頁 

                                                        
48 此國語是指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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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 

 年代          內容 

 1950 頒布「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指示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應加強推行國語運動。 

 1951 頒令各級學校凡舉行各種集會口頭報告，必須使用國語。 

公佈台灣省各縣山地鄉推行國語辦法。 

 1953 查禁「方言」歌曲唱本。 

 1955 禁止教會以羅馬拼音傳教，並嚴加取締。 

 1956 開始全面推行「說國語運動」。 

學校禁止台語，學生在學校講台灣話會被老師處罰。 

 1957 羅馬字的台語聖經被國民黨沒收。 

 1959 教育部規定放映國語片，不准加用台語通譯，違者將予糾正或勒令停業。 

 1963 政府立即訂定〈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其第三條規定廣播電視台對於

國內的播音語言，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1966 省政府令各級學校「加強推行國語計畫」。 

 1971 規定辦公室及公共場所應一律使用國語。 

 1973 制定「台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 

訂定「台灣省國民中小學教師國語教學能力查詢工作要點」。 

 1975 規定「公眾集會及公共場所與公務洽談應使用國語」。 

 1976 通過廣電法，所有的電台廣播及電視節目台語的時間受到強烈限制。 

 1984 教育部致函內政部應力求傳教士使用國語傳教，以免妨礙國語文教育之推行。 

 1985 教育部完成「語文法」草案初稿，因強大民意反對而「中止制定」。 

 1987 國中、小不得再以體罰、罰錢等不當手段制裁在校園內說方言的學生。 

 1988 原住民團體發動「還我土地」運動。 

上萬名客家人第一次走上街頭，發動「還我客語」運動。 

 1993 教育部宣佈今後將母語教育列入中小學正式教學範疇，以選修方式學習閩南語及客家

話。 

 1994 教育部頒布「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其中總目標為增進對鄉土歷史、地

理、『語言』和藝術等的知識。教育部公告原住民音標系統。 

 1996 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 

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一科，其中包括鄉土語言教學。 

 1998 教育部公告使用「臺灣閩南語音標系統」、「臺灣客家語音標系統」。 

 2000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第二任民選總統。 

 2001 教育部正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將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之中。 

 2002 教育部開始於國小實施母語教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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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 

 年代          內容 

 2003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制定「語言平等法草案」。 

 2006 教育部公告整合成功的「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2007 行政院院會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明定國家語言為本國族群或地方使用之自

然語言及手語。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文學館
49

 

 

  學者范振乾認為，政府強力推行的國語教育政策，表面上是為了學生學習與

政令的宣傳，增進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國家認同，但實際效果卻造成絕大多數的客

家人、閩南人及原住民子弟，從此無法自然流利的使用自己的母語。50 

  陳美如指出，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所實施的語言教育政策，可分為改制穩定

時期、計畫貫徹時期及多元開放時期等三個時期。51如表 2-4 所示： 

 

表 2-4 

語言教育政策發展表 

 時間   期別  `    政策的目標 

 1945～1969 改制穩定時期 去除日語，推行國語教育時期、恢復中國化。 

 1970～1986 計畫貫徹時間 強力推行國語，貫徹國語政策，並且嚴格禁止方言的使 

用，形成「獨尊國語、壓抑方言」；使國語成為官方唯一 

的語言。 

 1987～迄今 多元開放時期 自 1987 年解嚴以後，國內政治風氣逐漸開放，政府開 

   放母語的教學，並正式列入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 

   於 1993 年將本土語言教育列為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陳美如（2009） 

   

  李勤岸指出，華語的單語政策算是非常成功，到1991年調查使用華語的人口

比例高達90％。也就是說，在台灣除了華語之外的所有語言，包括福佬話、客家

                                                        
49

 國立台灣文學館。檢索日期：2016.02.11 取自 http://nmtldig.nmtl.gov.tw/taigi/02sp/04_list.html。 
50 范振乾（2002）。〈台灣客家社會運動初探〉。載於徐正光等作《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

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頁 191。 
51 陳美如（2009）。《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市：高雄復文出版。頁 1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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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原住民語都瀕臨滅亡的邊緣。52  

  依據教育部公布自九十學年度起，實施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實施要點規定：「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2008年國民中小

學課程綱要的修訂條文中，「鄉土」一詞，修改為「本土」。現行的課程名稱及

教育部的各項公告事項，皆以「本土」語言教學、「本土」語言課程敍述之。53 

  施正鋒指出，政府近年來已稍有調整，將本土的族群語言稱之為母語，但仍

然無法提升為官方語言。因此，客家族群對於客語復振的關切，顯現出不僅對於

客家文化逐漸凋零的憂慮，也對於客家集體的認同、尊嚴、及地位有著迫切焦慮。

54 

  由於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教育政策，並嚴格禁止母語的使用，使得「國語」成

了學習、溝通的主流語言，而客家語卻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的流失了。 

 （二）家庭因素的影響 

  陳嘉甄指出，家庭是孩童學習語言的第一個環境，在家中所使用的主要語言，

會是決定孩童在幼兒時期學習的語言。55張學謙認為，族群語言最大的危機，是

來自於家庭的母語缺乏世代傳承。自1980年代起，語言學者的調查就顯示：華語

早已入侵家庭有二十幾年了，即使2001年學校開始進行母語教學（本土語言教學），

也沒有減緩弱勢語言在家庭的流失。56  

  客家委員會歷年調查的結果及學者相關文獻研究發現：阻礙客語傳承的主要

因素為：⑴父母的群體不同，影響客語傳承；⑵家庭生活使用客語比例下降；⑶

未來父母客語能力降低，導致對家庭母語傳承功能的影響；⑷群體認同感與客語

                                                        
52

 李勤岸（2006）。《語言政策 KAP 語言政治》。臺南市：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頁 35。 
53 教育部（2008）。〈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正對照表〉。檢索日期：2016.02.11

取自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54 施正鋒（2006）。《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市：新新台灣文教基金會出版。頁 21。 
55

 陳嘉甄（2004）。〈都市地區客籍學童之客語教學與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探究〉。臺北：行政

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8。 
56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灣文

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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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的關係；⑸客家民俗文化活動與客語能力的關係；⑹強勢語言對於客語教學

的排擠效應；⑺居住地域屬性對客語使用頻率的影響。這些因素目前仍持續在影

響客語的傳承發展。57 

1. 跨族群通婚 

  隨著社會的開放、資訊的進步，跨國、跨族群通婚的現象更為普遍，這讓家

庭的語言更多元化，卻也是造成客語流失的原因之一。張翰壁指出，全球化正以

兩種力量在改變台灣客家族群的界限。一是由於通婚的關係，不同族群的結合，

造成客語使用的機會逐漸下降；一是經由婚姻移民日益增加，改變了客家社群的

人口組成。58 

  陳嘉甄在研究報告中發現：通婚家庭中，父母通常會以共通的語言或強勢語

言交流，自然也以該強勢語言與孩童溝通。59根據陳信木的研究發現，因閩客通

婚而造成其子女的族群認同有著微妙的關係；當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時，

子女的客家認同機率大約是 76%；反之，當母親是客家人、父親是閩南人時，子

女的客家認同卻不及 7%。因此，下一代對客家認同的改變，也直接影響客家民

眾之客語能力的變化。60 

  客家委員會調查報告指出，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通婚的比例為58.4%，其中

有43.9%是屬於閩客通婚，數據高於與客家族群內婚的比例（41.6%）。61莊雪安研

究發現，閩客通婚的家庭子女，使用客語的能力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缺少學習、

使用客語的環境及機會；還有些將學習客語視為一種工具，等有需要用到客語時

才需要去學習。62 

                                                        
57 客家委員會（2011）。《99-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220。 
58 張翰壁（2007）。《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95。 
59 陳嘉甄（2004）。〈都市地區客籍學童之客語教學與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探究〉。臺北：行

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8。 
60 陳信木（2003）。《臺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理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

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9。 
61 客家委員會（2011）。《99-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70-71。 
62

 莊雪安（2010）。《閩客通婚家庭成員對客家族群認同之研究》。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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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宣範針對台北市267個通婚家庭的研究指出，有客家血統的家庭（父或母

其中一方為客家人），把客語傳授給下一代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顯示客語在大

都市流失情況較為嚴重。63吳蘊蓁在其論文中亦指出：美濃地區的孩童在語言使

用方面，孩子與祖父母或長輩交談時，大部分都會使用客語互動，而跟年齡相近

或和其他大人交談時，則會使用較多的國語來溝通，可見國語已成為美濃新生代

最熟悉、常用的語言，且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客語。64 

  近年來，跨國婚姻亦日益增多，相對的家庭語言也變的更多元、更豐富。謝

淑芳研究發現，部分新住民女性學習客語遇到困難或挫折，相關單位特別輔導以

華語做為家庭或社區生活之主要溝通語言。65 

  2. 家庭語言的使用 

  從家庭營造語言學習環境，在自然情境中學習的語言才有最好的效果。   

  客家委員會於2011年調查已婚有子女的客家民眾與子女交談主要使用的語

言，其中以國語占多數（有67.2%），其次為客語（有17.3%），再其次為福老話

（有14.1%），其他語言的比例最少（為1.4%）。由數據得知，已婚客家民眾與

配偶或子女交談都是以使用國語比例最高，使用客語的比例遠低於國語。在年齡

部分，以60歲以上已婚有子女的客家民眾，主要以客語與子女溝通的比例相對較

高（37.1%）。而30～39歲及40～49歲者以客語與子女溝通的比例卻不到一成，

這兩個年齡層的受訪者其子女多數為高中以下，明顯缺乏與父母使用客語溝通的

機會。客家家庭缺少從家庭內帶動子女學習客語、說客語，將使得客語傳承的效

果非常有限，非常不利於未來客語的延續發展。66 

  黃宣範認為，家庭語言選用不當，是造成母語流失的最大因素。家庭語言最

容易造成母語流失的原因是：「父母親相互以母語交談，但卻用強勢語言跟子女

                                                        
63 黃宣範（2008）。《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436。 
64 吳蘊蓁（2012）。《都市客家隱形化現象之析探－以中壢市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頁38。 
65 謝淑芳（2011）。《跨文化溝通與客家文化之再生產：以苗栗客家地區新住民女性配偶為例》。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頁211。 
66 客家委員會（2011）。《99-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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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談」。67張學謙、林芳蓉認為，家庭領域是母語保存的最後一道防線。要是強

勢語言已成為家庭主要使用語言，完全入侵了家庭領域，那就表示母語流失的情

形相當嚴重，已達瀕臨消失的危機了。68 

 （三）學校教育的影響 

  自1946年開始實施「國語政策」起，所有的教科書、教材等，皆以國語為主，

獨尊國語的情況下，整個校園僅以國語為主，所以孩童一入學後，朗朗上口的已

不是族語、母語而是國語。洪惟仁指出，過去在強力的「國語教育」下養成習慣

說華語的第二代少年，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並為人父、母；而這些父母正將其習慣

傳遞給第三代子女，造就了無數的「國語家庭」。69加上升學主義的教育，所學

只為了考試，完全剝奪了台灣人的文化繼承權。70 

  張學謙指出，過去在教育上以沉浸式教學推行華語，學校不僅沒有母語教

學，在學校說母語還會被罰錢、罰站或掛狗牌。結果，台灣人都學會了國語、卻

忘了母語，獨尊國語的單語教育政策就是造成這種“削減式”雙語現象（也就是

第二語言的學習，危害母語生存）的主要原因。71
 

  依據教育部公布九十學年度起，實施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

施要點規定：「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

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學校亦得依地區特性

及學校資源開設本土語言供學生選習。」然而張建成調查發現，除了國語之外，

台灣的本土語言之中，閩南語使用人口最多，客家語次之，原住民語最少；也就

是說，台灣地區會講或聽得懂閩南語的人最多，尤其是都會地區，所以都會地區

的學校開出的母語課，絕大多數以閩南語為主。如此一來，其他族群的學生在別

                                                        
67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識－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北：文鶴出版社

頁 249。 
68 張學謙、林芳蓉（2005）。〈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展客語計畫〉。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19。 
69

 洪惟仁（1995）。《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市：前衛出版社。頁 19。 
70 洪惟仁（1995）。《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市：前衛出版社。頁 137。 
71

 張學謙（2003）。〈客家電視對語言保存之影響〉。台北：客家電視對社會之影響座談會。檢索

日期：2016.02.02 取自 http://210.240.194.97/tg/mtfamily/Lun-sut/lunbun/khehkatiansi.htm。 

http://210.240.194.97/tg/mtfamily/Lun-sut/lunbun/khehkatians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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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選擇之下，只好跟著學閩南語，好像大家的母語都是閩南語。72客家委員會於

2004 年針對 10 所客語生活學校之國小學童的客語學習調查結果，在國小實施客

語教學的情況下，有些教師仍然只有在客語課程中說客語，下課時多半還是以國

語與學童交談、互動。73 

  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臺灣客家語課程實施現況做研究，根據陳秀棋、江俊龍

研究發現：實施母語教學政策那麼多年以來，北區單單就客家母語方面，「會說

一點點」的授課與教學學生之比例，無論大中小校，都超高達60%以上，其中以

中校最嚴重，高達67.1%。而「說得很好」跟「聽不懂，也不會說」，基本上不

分大中小校，比例竟然差不多！顯示客家母語流失速度之劇烈程度，慘不忍睹，

非常值得相關單位再予以重視。74而南區學生填答「在談論學校功課時使用客家

語的頻率」的調查來看，其中以「極少使用或不使用」的比例最高（為82.7%），

其他依序為「偶爾使用」的比例（為9.4%）、「經常使用」（為3.5%），顯示有

八成多的學生表示極少或不使用客家語談論學校功課，而偶爾使用及經常使用客

家語談論學校功課的比例加起來只有一成。75 

  由上述的文獻得知，本土語言教育一星期只有一節課，面對奄奄一息的母語，

時數實在嚴重不足，所以學生在校園的語言還是以國語為主。況且目前台灣的教

育主流語言依然是以「國語」為主，亦是升學的主要語言，家長、學生都會以學

好國語為首要，導致國語還是學生的慣用語言。 

 （四）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 

王甫昌指出，從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末，台灣的經濟起飛、工商業迅速發

展，造成城鄉人口的移動，亦有大量的客家人口進入都市就業與就學。在都市的

客家人，由於政策限制和經濟競爭的外在因素，多半選擇隱藏自己的客家身份，

                                                        
72 張建成（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市：師大書院。頁 94。 
73 梁世武、胡愈寧（2004）。〈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

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127。 
74

 陳秀棋、江俊龍（2011）。〈臺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現況之整合型研究子計畫三、

四：臺灣客家語課程實施現況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頁27。 
75

 陳秀棋、江俊龍（2011）。〈臺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現況之整合型研究子計畫三、

四：臺灣客家語課程實施現況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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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始學習、使用文化優勢的國語，並使用人數較多的福佬話。76 

  客家委員會於2007年調查結果發現，絕大多數的客家民眾表示：學會客語是

因為「兒時生長環境因素」（89.2%），也就是從小受到居住環境因素的影響，

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下學會客語；此外為「居住環境常與客家鄰居交談」而學會客

語（7.3%）；因為「學校客語課程」而學會客語的比例占4.1%。與歷年調查結果

比較，客家民眾客語學習環境受母語環境影響的比例最高。77 

  張維安表示，六十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卻也是客家人噩夢的開始。客家

人為了生活，必須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求職，離鄉背井的客家人變成社會中的

「陌生人」，到不熟識的語言環境中學習生存、融入都會生活；因此，離開家鄉

進入都市，似乎是客家人認同危機的開始。78學者張屏生認為，從台灣目前的生

活型態中看見，多數的客家人除了會說客家話之外，也會說閩南話，但是閩南人

卻不會說客家話。79 

黃宣範指出，當都市化程度或教育程度越高或職業的性質等，需要跟另一強

勢語言互相往來時，則難以維持自己的語言。80接著他發現：同族群的語言使用，

在近 50 多年內有了強大的變化。除了政治因素使得全民習慣用國語之外，也因

為生活及經濟因素的改變，造成遷移都市或新興社區（各族群混居）。於是人口

較少的族群進入強勢語言族群後，往往就會產生所謂「語言遷就」現象。81 

  的確，客家人為了生活、求學、就業……等種種因素而離開家鄉；在大都會

區，為了方便溝通進而選擇隱藏自己的語言，因為大家共通的語言都是國語；正

因為如此，羅肇錦提出，語言從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

                                                        
76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灣：學群出版社。頁 131。 
77 客家委員會（2007）。〈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檢索日期：2016.02.29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3014&ctNode=2912&mp=2013&ps=。頁 59。 
78 大紀元（2006）〈漸漸流失中的語言與文化〉。檢索日期：2016.02.15 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29/n1270294.htm。 
79 張屏生（2001）。〈當前母語教育實施的困境〉。國文天地，17（7），22-27。 
80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258。 
81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295-296。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3014&ctNode=2912&mp=2013&ps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29/n1270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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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一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再下去就變「鬼話」。82所以這

一代客家人不說客家語，絕對會影響下一代學習客家語的機會。 

 （五）大眾傳播的影響 

  浦忠成指出，戒嚴時期，台灣本土語言文化曾受到嚴重污名化的對待，只要

電影、電視、戲劇、歌謠上有呈現的台灣河洛、客家族群的角色或表達的詞彙、

旋律、意境，總是強調粗俗、低級、落後的一面，而相關的評論，也大都給予負

面的貶抑及諷刺。83 

  羅肇錦指出，以台灣目前人口的比例而言，是閩南人最多，所以外省人及客

家人會說簡單的閩南語是理所當然；然而客家人在台灣也佔有12％以上，但大多

數的外省人及閩南人，卻聽不懂客家語，由此可知，台灣的社會對客家語有不公

平的地方；例如，大眾傳播的資源分配不均，使得客家語缺少機會讓閩南人、外

省人聽到。84 

  張學謙提出，除教育之外，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對本土語言生存危

害最大。電視媒體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形式，無形中成了族群語言文化傳承

最重要的工具。可惜的是，過去政府長期忽視各族群語言的傳播權，沒有維護其

他不同語言族群文化的需要。其語言傳播政策和教育政策一樣是充滿語言歧視主

義，強行剝奪本土語言的教育和傳播權。85 

  張屏生認為，從影響力最大的大眾傳播工具「電視」來說，目前在專門為兒

童播放的卡通影片，也都是以國語發音為主，而現階段的小孩是學習母語的黃金

時期，卻生活在充滿國語的語言環境中錯失母語學習良機。86 

  綜合以上文獻得知，客語流失因實施國語政策的影響，後續引發的嚴重性讓

                                                        
82 羅肇錦（2000）。《台灣客家群史語言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261。 
83 浦忠成（2004）。〈族群語言之保存與發展分組會議－弱勢族群媒體與其語言文化發展〉。臺北：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頁 2。 
84 羅肇錦（2008）。〈 「以祭國父文」反襯中山先生與客家運動的破與立〉。《多元族群與客

家台灣客家運動20 年》。新竹市：台灣客家研究學會。頁11。 
85 張學謙（2003）。〈客家電視對語言保存之影響〉。台北：客家電視對社會之影響座談會。檢索

日期：2016.02.02 取自 http://210.240.194.97/tg/mtfamily/Lun-sut/lunbun/khehkatiansi.htm。 
86 張屏生（2001）。〈當前母語教育實施的困境〉。《國文天地》，17（7），22－27。 

http://www.ihakka.net/htm/0729web/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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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無法想像，連帶著學校、家庭、社區等地都淪陷在國語環境下，客家語

面臨的困境要如何挽救？如何復振客語是當務之急之要事，結合政府、社區、學

校、家庭等多方面的策略，加速客語復甦，努力讓客語有新的生機，讓客語能代

代傳承下去。 

二、客家語言的復振 

  學者張學謙認為「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指的是反轉語言流失，

恢復語言保存的狀態，也就是將語言從衰亡的過程中，起死回生，重獲活力

（Vitality）之意。
87
從語言轉移與流失的研究結果，思考逆轉語言轉移的方案。

復振母語必須要多方、多管齊下，陳淑娟建議：1.鼓勵家庭使用母語，引用Fishman

指出，父母能否將母語傳給下一代，是語言存活的關鍵，也是扭轉語言活力的起

點。因此必須從教育、媒體多方宣傳母語傳承的重要性，尤其最重要的是父母在

家要跟子女說母語；2.實施包含母語在內的雙語或多語教育；3.提供母語語言市

場，提升母語的經濟價值，讓具備母語能力的人在就業、升學上更有利；4.積極

推動母語文字化、標準化；5.將台灣各族群語言並列為國家語言，積極提升母語

的地位。88 

  準備多時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2001年5月初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組織條

例，在國民黨籌備、規劃及推動下，在各地客家鄉親的期盼中，終於在6月14日

正式開始運作。89「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並於2012 

年1月1日改制為「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客委會為達成振興客家語

言文化、促進客家社會發展、建立台灣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中心之施政總目，研訂

規劃之中長程施政計畫「挑戰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客家運動，如

                                                        
87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1。 
88 陳淑娟（2007）。〈台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

田部落為例〉。載於鄭錦全主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頁

53。 
89

 瞿文芳（200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設置之背景說明〉。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檢索日期：

2016.03.10 取自 http://old.npf.org.tw/monthly/00109/00109.pdf。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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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客委會於2008年度策動第二期六年（97至102年）客家發展計畫，2010年再依

據馬總統的客家政見，研擬十大施政重點，如表2-5。 

  客委會於2014年度施政計畫之策訂，係依據馬總統第二任任期客家政見及

2010年公布施行之客家基本法及第3期（103至108年）中長程個案計畫，研擬九

大施政重點，如表2-5。 

 

表 2-5 

客家委員會三期之施政目標及發展計畫表 

年度  施政目標      客家發展計畫 

2002～  1.全面推動客語教學，復甦客家語言 1.客家語言復甦與永續成長第一期六年計畫。 

2007 2.創造客家文化復興環境 2.客家文化振興第一期六年計畫。 

  3.促進客家傳播媒體發展 3.客語傳播發展六年計畫。 

  4.提升客家社會經濟力 4.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經濟發展四年計畫。 

  5.建構國際客家交流平台 5.促進客家知識體系發展六年計畫。 

   6.客家社會力振興六年計畫。 

7.海內外客家新生代合作交流四年計畫等七項中長

程個案計畫。90 

2008～ 1.建立客語發展機制，優質客語環境 1.制定「客家基本法」，推動客家事務法制化；營造

 2013 2.振興客家文化，型塑優質客庄生活環境 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落實客語薪傳師制度，促進 

 3.發展客家產業，繁榮客庄經濟 客語向下扎根。 

 4.強健客家傳播力量 2.持續推動設置臺灣南北客家文化園區（北苗栗、 

 5.建構全球客家文化交流網絡 六堆），提升傳統客庄聚落競爭力。 

 6.維護客庄文化資產，提升客庄生活品質 3.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工作，推動客家夥房

7.簡化行政流程，提升服務效能 建築保存及再利用，活化客庄生活空間。 

 8.提升園區營運效能  4.維護客家族群媒體近用權益，建構多元文化傳環 

 9.提升專業知，打造優質團隊 境。 

 10.提升研發量能 5.推動客庄十二大節慶、客家戲劇、音樂發展，方 

 11.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位振興客家表演藝術文化。 

 12.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續下頁 

  

                                                        
90

 客家委員會（200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簡介〉。檢索日期：2016.03.10 取自

http://kaga.hakka.gov.tw/fp.asp?xItem=7&ctNode=1304&m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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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三期之施政目標及發展計畫表 

年度  施政目標      客家發展計畫 

  6.召開「全國客家會議」、「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

建立客家事務交流平台。 

  7.建構客家文化基礎資料，促進客家知識體系成

長。 

  8.推動各項輔導客家特色產業之專案計畫，培育各

類人才及輔導傳統產業創新，活絡客庄經濟。 

  9.推動海內外客家合作及交流，進而促進臺灣與世

界的連結及多元文化發展。 

  10.推動辦理「數位臺灣客家庄」數位典藏計畫，以

落實政府「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施政原則。91 

2014～ 關鍵策略目標： 

2019 1.客語學習生活化，落實客語向下扎根 1.落實「客家基本法」，推廣客語薪傳師，獎掖客語 

 2.提升客家文化創新，振興客家新活力 生活學校，客語認證數位化，客語在地傳承。 

 提升客家文化 2.精緻「客庄十二大節慶」，扶植藝文團隊成長， 

 3.多元創新動能，創造客家文化產業 現優質客家文化形象。 

 價值 3.建構客家文化基礎資料，獎勵發展客家研究，厚 

 4.傳播質量，塑造客家新印象 植客家知識體系。 

 5.促進海外客家合作交流，推動客家 4.推動客庄文化資源調查，建構「客家文化重點發 

 文化全球連結 展區」基礎資料。 

 6.加強財務審查，全面提升施政效能 5.強化客庄群聚產業鏈結，培育客家青年產銷人 

 7.提升員工專業知能，打造優質團隊 才，整備客庄產業資源，活絡客庄產業發展。 

 8.跨域加值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財務 6.輔導客家傳播健全發展，客家印象再塑造，促進 

 規劃方案（跨機關目標） 臺灣客家與多元族群交流對話。 

 共同性目標： 7.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規劃客家人文歷史資產 

 1.推動跨機關服務及合作流程  總體調查及聚落建築保存與再利用，活化客庄生活 

 2.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空間。 

 3.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8.推動客家青年教育訓練，培訓客家領導與專業管

理人才，儲備客家事務永續發展能量。 

  9.促進海內外客家合作交流，吸引海外客家人回臺

參訪及推動客家文化之全球連結。9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客委會（2001~2016） 

                                                        
91

 客家委員會（2010b）。〈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檢索日期：2016.03.10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public/Data/032514321871.pdf。 
92

 客家委員會（2014）。〈施政計畫〉。檢索日期：2016.03.10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131&CtUnit=10&BaseDSD=7&mp=2013&ps=。 

http://www.hakka.gov.tw/public/Data/032514321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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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錦華指出，客委會積極復振客家語言文化，在有系統的規劃下推動以上的

政策，特別是學校及社區為推廣客家語的重要場域，還有辦理各項「客語能力認

證」、推動全國中小學、幼兒園申請「客語生活學校」、建構多元學習的「哈客

網路學院」等使得客家語的推廣逐漸顯現成效。93 

  除了客委會的復振政策及學校實施每週一節本土語言教育加上社區積極的

推廣，期能激起所有客家人的認同，齊心保存、傳承客家語。 

（一）客委會復振客語政策 

1. 客語能力認證 

  客委會為落實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之任務，自 2005 年至 2015 年度共辦理 11

次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計 5 萬 8,504 人通過認證；自 2008 年至 2015 年度共

辦理 8 次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級合格者計有 2 萬 5,863 人，中高級合格者 1 萬

1,162 人。總計有 9 萬 5,529 人通過認證。初級考試於 2013 年首度全程採數位化

方式進行，以提升客語認證之服務品質及便利性。 

  客委會為提升學生學習客語之興趣，及參加客語認證考試之意願，凡 19 歲

以下考生一律免收報名費（僅需繳納資料處理費）；並於 2009 年 11 月 20 日訂

頒「獎勵客語績優國民中小學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之學生

（不含在職專班學生），均可獲頒獎學金，通過初級認證者，可獲頒 1 千元，通

過中級認證者，可獲頒 5 千元，通過中高級者，可獲頒 1 萬元。  

  客委會為落實客語向下扎根，厚植基石，首創全球語言能力認證施測對象最

低年齡層（5-6 歲）之「幼幼闖通關」，自 2012 年 5 月設計用遊戲闖關的方式結

合認證。2013 年起，以廣設認證所為原則，讓幼兒能夠就近參與認證活動，其

報名人數亦逐年增加。94 

2. 客語生活學校 

                                                        
93 莊錦華（2007）。〈從客語認證談客語在臺灣之永續發展〉。載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

多元文化思考》。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頁143-157。 
94 客家委員會（2015a）。〈客語政策－客語能力認證〉。檢索日期：2015.03.15 取自

h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724&mp=1722&am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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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委會為營造校園客語學習環境生活化，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機會及提升學

童聽講客語興趣與自信心，訂頒「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

據以推動學校客語生活化，各校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之實施方式，除了與語文

課、藝術與人文、社團及綜合活動等正式課程相結合外，還包括訂定客家日或客

語日（客家週或客家月），於晨間時間及打掃時間播放客家歌曲、童謠，製作客

語學習活動及客語情境布置等，以營造豐富多元的客家文化環境，並建立學生聽、

說客語的自信心，鼓勵以生活化、公共化、教學化、多元化等原則推動客語。 

  客語生活學校自2003年開辦時63所學校參與，到2015年多達563所國民中、

小學、幼兒園參與，12 年之間申請的學校大幅成長近九倍，頗為可觀。藉此計

畫在各級學校積極配合下，將有助於客語復甦及向下扎根。 

  為提供全國客語生活學校之學童有互相觀摩的機會，2005 年開始辦理「全

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2013 年轉型為「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參加對象不再侷限客語生活學校，因校數眾多先分北、中、南、東 4 區初賽後再

全國總決賽，學生透過客語歌唱表演、口說藝術或客家戲劇的表演方式，學習、

保存並傳達客家文化豐富之內涵，期盼藉由競賽活動中，建立客語向下扎根之基

礎，提供學生學習成果的舞台，讓年輕學子展現對客家文化的熱情及青春洋溢的

活力，呈現出客家豐沛的新生命力。95 

3. 客語薪傳師 

  客委會自 2009 年起推動「客語薪傳師」制度，就具有客家語言、文學、歌

謠及戲劇之才能者給予認定，並賦予「客語薪傳師」之尊銜，以作為傳習客家語

言文化者之證明，為落實客語傳承與永續發展。透過客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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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及歌謠等類，每班 19 歲以下之青少年或兒童占二分之一，

為主要傳習對象。 

                                                        
95

 客家委員會（2015b）。〈客語政策－客語生活學校〉。檢索日期：2015.03.15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724&mp=1722&am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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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0年度起至 2016年 6月已累計核定 2,687人次，客語薪傳師開辦了 4,729

班班次（含府際協力推動客語薪傳傳習計畫試辦計畫），共 7 萬 5,499 人次參與。  

客委會為提升客語薪傳師專業知能，增進客語薪傳師開辦傳習計畫的成效，自

2009 年至 2015 年辦理客語薪傳師培訓課程，共辦理 63 場計有 2,881 人次參與，

這對薪傳師的客語教學有助益，進而推廣、發揚客家文化。
96
 

4. 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 

  客委會為落實客家基本法97，促進客語在公共領域受到重視並提供服務，特

訂定「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及「加強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實施計畫」，以補助或合作辦理方式推動客語廣播、電梯、

總機客語播音及客語臨櫃服務臺等服務，以客語在公共領域發聲，增進客語能見

度。98 

5. 哈客網路學院 

  因應21世紀的數位科技潮流，客委會持續推動客家數位化學習，於2004年建

置哈客網路學院，吸引許多「好客一族」，至今已有來自80個國家、630座城市的

朋友共襄盛舉。99 

  客委會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創造多元化的數位學習平台，進而帶動全世

界客家文化數位學習風潮，特推動「哈客網路學院」客家語言、文化數位學習計

畫。此計畫開發了五花八門的線上多媒體語言文化數位課程，課程老少咸宜、全

民共享，內容包括：客語教學、客家文學、兒童客家、客家音樂、客家民俗歷史、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大專校院合作課程、影書選粹、資訊課程及新製客語學習數

位課程等十大類，還有「客語百句認證網」，民眾透過網路，不受時空限制，學

                                                        
96

 客家委員會（2015c）。〈客語政策－客語薪傳師〉。檢索日期：2015.03.15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724&mp=1722&amp;ps=。 
97 〈中華民國客家基準法〉檢索日期：2015.03.15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9196&ctNode=2159&mp=2013。 
97

 客家委員會（2015d）。〈客語政策－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檢索日期：2016.03.15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724&mp=1722&amp;ps=。 
99 客家委員會（2009）。〈哈客網路學院客家數位學習學術研討會〉。檢索日期：2016.03.16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9607&ctNode=2162&m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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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日常生活最常用的100句客家話，還有影音藝廊館、來怡客每日一句等，確實

貼近了青壯年人口的特性與需求；民眾可立即線上測試程度，並列印證書，讓客

語成為全世界最便利學習的語言。截至2016年3月17日止哈客網路學院已有逾715

萬多人次的瀏覽人數。100 

6. 客家電視台 

  2003年7月1日，客家電視台正式開播，客家族群終於擁有專屬自己的發聲管

道，它不僅是一個全方位、24小時完全播放有關客家文化的頻道，更是全球唯一

以客語發音的電視台。客家電視台除了服務客家鄉親與觀眾，並以傳承客家語言

與文化為職志、目標，同時也讓全世界都能認識客家的最佳媒體。101 

  客家電視的成立是最值得全台灣人覺得驕傲的大事，因為是全球第一，且是

專為客家人設立的電視頻道。電視結合了聲音和影像，絕對是讓客家族群提升能

見度，並且將客家語音傳播出去的最佳管道。更重要的是，客家電視的成立象徵

著台灣政府尊重並認同族群語言的傳播權利，擺脫過去在公共領域出現的族群語

言被消音的不公平現象。張學謙認為，客語復振是客家電視台成立的主要目的，

其對客語保存有五點意義﹕⑴提升客家話地位、促進族群語言活力；⑵提供大眾

學習客語的管道；⑶建立客語的獎賞制度，提升工具性學習動機；⑷運用語言行

銷，積極推展客語；⑸促進客語的現代化。電視是宣傳理念的最佳利器，可透過

客家電視進行家庭客語推廣有助於母語保存。102 

7. 客語家庭語言 

  客委會為鼓勵家庭學習客語，於 2008 年首次辦理「客語家庭」表揚活動，

凡家庭成員間有 2 代、3 代、4 代之直系血親，或有半數以上通過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者，即符合「客語家庭」的表揚標準。前主委黃玉振表示：語言扎根一定要

                                                        
100 哈客網路學院（2016）。檢索日期：2016.03.16 取自

http://elearning.hakka.gov.tw/ver2015/Default.aspx。  
101 客家電視（2007）。〈客家電視的創建與發展〉。檢索日期：2016.03.17 取自

http://www.hakkatv.org.tw/。 
102 張學謙（2003）。〈客家電視對語言保存之影響〉。台北：客家電視對社會之影響座談會。檢索

日期：2016.03.10 取自 http://210.240.194.97/tg/mtfamily/Lun-sut/lunbun/khehkatians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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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做起，每一位都是客語傳承小尖兵，希望大家不僅在家裡講客語，更要帶

動隔壁鄰居、親朋好友一起講客語、學客語，讓客家文化能發揚光大、客家精神

能永續傳承。103 

  客語家庭主要目的是推動家庭三代同時學習客語，並且積極表揚以60歲以上

客家民眾（家長）的貢獻，能帶動家人共同學習客語。另外還推動「客語隔代教

育」由辦理各項親子活動著手，鼓勵由客家祖父母隔代與孫子女以客語互動的機

會，直接傳遞、教授客語。104 

  張學謙認為，家庭是各族群人士最能直接掌控使用母語的場域，也是孩童語

言發展、社會化的主要地方。105黃宣範提出：「一人一語」及「一地一語」的方

式是發展雙語家庭的好方法。「一人一語」是指不同母語的雙親，可各用自己的

母語跟孩子交談、互動，孩子長大後會是雙語人才。「一地一語」是指雙親皆在

家庭以母語和孩童說話，營造全母語的家庭環境；而孩童在社區、隔壁鄰居、遊

戲場所或教育等地和其他人互動時，就學習強勢語言。簡單的說，就是在家說母

語，在外說強勢語言。106 

  根據客委會2006年的研究結論指出，107如果沒有政府與民間持續推動，客家

民眾說客語的能力每年會自然流失1.1％，預估約40年後客語就不存在。但2013

年的研究報告顯示：客家民眾（含廣義）108客語聽的能力較2005年上升5.8％，客

語說的能力提升4.2％，顯示：客委會成立12年來所推動的客語復甦政策，不僅

成功抵擋客語能力自然流失率達13％，更維持每年的穩定成長，總計整體客家民

                                                        
103 客家委員會（2013b）。〈102 年客語家庭表揚活動〉。檢索日期：2016.03.16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31840&ctNode=2416&mp=1。 
104

 客家委員會（2013a）。〈101至102年度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研究〉。檢索日期：

2016.03.19取自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2910&mp=2013&ps=。頁20。 
105 張學謙（2005）。〈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展客語計畫〉。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

研究計畫報告。頁 39。 
106

 黃宣範（2008）。《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頁 248-249。 
107 客家委員會（2006）。〈95 年度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研究〉。檢索日期：2016.03.19

取自 ht 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1942&ctNode=2913&mp=2013&ps=。頁 157。 
108 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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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客語能力提升達到17.2％。109由以下圖2-1可清楚了解客家民眾之客語聽、說

能力歷年來的變化。 

 

 

 圖 2-1 客語聽、說能力之歷年比較（廣義定義） 

  資料來源：客委會（2013） 

 

 （二）實施本土語言教育 

  1990 年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最早實施母語教育。110國民黨政府一直到 1996 年

才將母語教育納入中小學正式課程，在課程綱要標準中規定三到六年級每週上一

節鄉土教學活動（包括歷史、文化、地理及語言四方面）。111自 2001 年開始，實

施九年一貫課程，國小一年級至六年級設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

語言課程列為正式課程（納入語文領域中）；於 2008 年將鄉土語言改名為「本

土語言」。 

  教育部自 2006 學年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台灣母語活動

                                                        
109 客家委員會（2013a）。〈101 至 102 年度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研究〉。檢索日期：

2016.03.19 取自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2910&mp=2013&ps=。頁 7。 
110 新竹縣、宜蘭縣、台北縣、屏東縣率先實施母語教學。 
111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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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其目的是向下札根，讓學童在生活對話中融入本土語言，能夠自然

而然的將本土語言朗朗上口，以提高學童整體的學習效果。112 

 （三）社區推廣 

  學者黃建銘認為，要強化語言、有效提升本土語言的使用就必須結合社區，

讓社區的民眾能夠以本土語言互動、交流，以作為孕育本土語言成長的搖籃。113

張學謙引用Slate的看法，所有保存母語的活動，最終一定要將母語落實在居家－

鄰里－社區的使用上。114 

  張國良研究報告指出，2009 年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與屏東客家扶濟會推行說客

家語的運動，原以「客語返鄉運動」為名，並以「客語遍地開花」為行動主軸，請

客語教師利用假日爲社區民眾及國中、小學童開設客語班。2012 年改名為「客語

返鄉歸屋下運動」，以逐家逐戶訪視的方式進行，在社區推廣、鼓勵民眾講客家語，

並且警示客家話消失的危機，喚醒客家意識。115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及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於 2015 年受客委會

委託分別開辦「客語家庭學苑」及「客語學習家庭」，透過有系統的規劃，深入

家庭、社區辦理，並以親子共學的理念，塑造親子共學的環境，全程以客語教學，

將客家語及客家文化融入課程中學習，提升家庭成員使用及學習客語意願，並提

高客語家庭使用客語的頻率及機會，讓客語學習更具生活化，進而達到客語復振

的目的。116  

  綜合以上的文獻得知，客家語在客委會積極的推動各項政策之下，以成功的

帶動客家語言文化的復甦，喚起了客家族群對本土語言的重視。但是根據文獻顯

示，家庭使用客語的比率還是不理想。學者張學謙指出：學校的本土語言教育需

                                                        
112 李黛華（2008）。〈臺灣兒童母語教育政策之回顧與檢討〉。載於黃文樹主編《幼兒母語教

學理論與實務》。臺北:秀威資訊科技。頁58-61。 
113 黃建銘（2011）。〈本土語言發展與復振的網路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6），71-104。 
114 引自張學謙（2005）。〈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展客語計畫〉。臺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

學術研究計畫報告。頁 35。 
115

 張國良（2014）。〈「客語返鄉歸屋下運動」對客語復甦的影響-- 以屏東縣佳冬鄉昌隆、豐隆

社區執行為例〉。屏東：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頁 8。 
116

 阿猴新聞網（2015）。〈屏東縣客語學習家庭計畫〉。檢索日期：2016.03.18 取自

http://www.akau.tw/?p=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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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歸到家庭－鄰里－社區的語言使用，才有實質的意義。117 

 

第三節 沉浸教學 

  台灣的本土語言教育執行十多年之後，對於母語的保存上，因諸多因素（上

課時數不足、行政資源少、師資教材缺乏），成效不如預期，母語仍然處於流失

的狀態中。118  

  許多研究顯示，各國廣泛推行母語沉浸式教學，其主要原因是實施沉浸教學

對學童的母語能力有提升的成效。因此，客語的保存及傳承，可採用國外成功的

經驗，以沉浸母語教學模式進行，才能獲得良好成效。119以下進一步來探討：沉

浸教學的理論及國外語言復振成功的案例。 

一、沉浸教學的理論 

學者張學謙提出，以學校為主的語言復振教學可分為三類：（一）完全沉浸

式課程：120這是公認最佳的方法。紐西蘭和夏威夷的語言巢，就是沉浸式教育的

最佳例子；（二）部分沉浸或雙語課程：有部分課程使用族語上課，有部分課程

使用社會通行語。通常這類課程是過渡性的；（三）族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

由於瀕危語言缺乏族語使用者，會以「外語」課程的方式，教授母語。121 

張學謙引述 Johnson＆Johnson 的說明：122沉浸式教育於 1960 年晚期起源於加

拿大，當時主要以年幼的孩童為教育對象，並且僅提供單一語言的環境來學習語

言。後來，加拿大的沉浸式教育成為眾多沉浸課程效法的對象，進而鼓勵了許多

                                                        
117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80。 
118 張淑美（2008）。《桃園縣國民小學實施客語教學執行成效之研究--以學校支持系統觀點》。國

立中央大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桃園縣。 
119 陳雅鈴、陳仁富（2011）。《客語復振從屏東出發：屏東縣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屏東市：屏

東縣政府。頁 17。 
120 immersion 有學者譯為「沉浸式」或「浸淫式」。（張學謙，2011）。本文採用「沉浸式」。 
121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59。 
122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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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繼者，也因此開發出不同的執行模式。不過這些模式雖有不同，但還是具有部

分共通點，以下將沉浸式教育的核心特徵歸納為八點： 

1. 第二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 

2. 沉浸課程和本地的第一語言課程平行； 

3. 明顯支持第一語言； 

4. 沉浸課程的目的是增益式雙語現象，不是削減式雙語現象； 

5. 第二語言的接觸主要限制在教室； 

6. 學生一開始第二語言的能力都一樣有限； 

7. 教師本身是雙語人； 

8. 教室的文化是當地第一語言社群。 

  張學謙引述 Swain＆Johnson 所言：極為推薦弱勢語言實施沉浸教學，認為以

瀕危語言作為教學主要用語，是讓下一代提升會說族語的有效方法；這個成效導

致愈來愈多的社區，採用沉浸教學模式來挽救語言流失。123 

二、國外語言復振成功的案例 

 （一）紐西蘭之語言巢 

  王前龍研究報告中引述Durie及May的論述：西方世界自1814年傳教士進入紐

西蘭後便開始殖民。毛利首領聯盟於1835年曾發表獨立宣言，主張對紐西蘭的主

權。1840年英國代表William Hobson船長與毛利首領們簽訂了《Waitangi條約》，

英方試圖藉由原住民的同意讓渡權利，而使紐西蘭成為其屬地；毛利部落則要求

保有其土地、家園與財產。然而，殖民政府在後續的發展中也忽視此條約，並開

始對毛利人施行同化政策，首先學校教育以教授英語為主要職責，其次毛利語被

當作阻礙並且被邊緣化。到1930年時，有96%的小孩在家說毛利語；而二次世界

大戰使得毛利語更快速衰落，至1960年時僅剩26%的人會說毛利語。在超過漫長

                                                        
123

 引自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

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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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世紀之後，毛利人於1970年代才開始採取較積極的作法來復振語言。124 

1. 語言巢的由來 

  由黃麗容及張建成的報告中引述Jones的看法，1981年在威靈頓舉行毛利部族

領袖會議，這是由毛利事務部所贊助的，大會主要討論的議題之一是「毛利語即

將滅亡」。於是會中有人建議，設立以使用毛利語完全教學的幼兒園，名之為「語

言巢」，並且鼓勵毛利家長們能夠組成幼兒園義工團體，可督促毛利家族共同和

小孩學習母語。此一提案，獲得與會者全力支持，於是1982年成立第一所「語言

巢」幼兒園，獨立於政府承認的正規學制之外。125 

2. 教學模式 

  「語言巢」是運用毛利人特有的「家族」概念，來推展毛利語教育；值得一

提的是毛利人早在1979年至1980年間，就開辦成人識字運動（Aatarangi）及家族

發展計畫（Tu Tangata Whanau）126默默的在推動族語的傳承工作。127由此可見毛

利人對於復振母語的決心，他們凝聚族人的共識及力量，共同設置毛利語學校。 

  「語言巢」裡的幼兒（約5歲左右）入學時，有的只能聽懂一些，大多數都

不會說毛利語；進入「語言巢」後，經由褓母（能說流利族語的毛利家長或祖父

母）及老師，持續的以毛利語授課及文化學習；128黃文樹引述 Johnson＆Johnson

提出學前母語沉浸模式有三個優點：129⑴比較容易突破制式教育的限制；⑵課程

發展較自由，可以融入更多的文化面向 ；⑶提供社區所需的幼兒照顧，切合家

長需要。 

                                                        
124 引自王前龍（2014）。〈從國際人權法論少數群體與原住民族設置學校體系之發展策略〉。《課

程研究》9（2），23-51。 
125 黃麗容、張建成（2000）。〈紐西蘭的毛利語教育〉。載於張建成主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

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市：師大書院。頁 355。 
126

 所謂「成人識字運動」：主要是培訓會講族語的人（特別是祖父母），成為毛利語教師，推廣

成年人的族語學習及再學習。 

 「家族發展計畫」：在都市地區成立「毛利人社區中心」，使散居城市的毛利人齊聚一堂。 
127 黃麗容、張建成（2000）。〈紐西蘭的毛利語教育〉。載於張建成主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

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市：師大書院。頁 343-373。 
128 黃麗容、張建成（2000）。〈紐西蘭的毛利語教育〉。載於張建成主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

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市：師大書院。頁 343-373。 
129 引自黃文樹（2008）。《幼兒母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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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語言巢的課程是可依其幼童的需要和家人期望去發展的，經過 3～4 年

的學習，這些幼童大多會說毛利語。其課程內容包括一般幫助學前發展的活動、

文化活動及玩遊戲、衛生保健、餐桌禮儀及對客人的熱情款待，與集會所的禮節

等等；這些毛利族人的傳統文化知識、概念及世界觀，使幼童能透過學習而內化

毛利語與毛利文化；這種內化過程中，讓幼童能與其精神上之世界（spiritual world）、

與族人、土地、甚至環境來做溝通與交流，而毛利語就是獲得知識的關鍵。130如

此看來「語言巢」對毛利語的保存有很大的幫助。131周維萱指出紐西蘭的教育制

度有以下的特色：132  

  ⑴重視學前教育，且提供多元選擇給不同族群。  

  ⑵從小學到高中分界不明，僅規定義務教育範圍，學校類型組合有五種。133 

  ⑶從學前教育（毛利語幼稚園）－毛利完全小學－毛利中學－Wananga，顯

示毛利教育的一貫性。  

  ⑷分級給予學位證書，讓學生能完成一階段學習就可拿到不同證書，鼓勵

學生學習。  

  ⑸函授學校給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學習機會。  

  ⑹高等教育分界不是很明顯與排它。 

3. 成效 

根據學者的觀察，毛利人期望本身能完全掌握自己的未來，能夠爭取更多的

                                                        
130

 吉娃詩‧叭萬（2006）。〈從紐西蘭毛利族的語言巢看台灣的原住民母語教學〉。《台灣國

際研究季刊》，2（1），163-184。 
131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66-267。 
132 周維萱（2001）。《紐西蘭原住民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毛利教育為例》。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1。 
133

 歸納類型有五種，第一種是唸完八年的完全小學（Juniors-Form2），再唸五年的高中（Form3- 

Form7），其中以為改善毛利學童進入正規小學後語言適應上困難也為使傳統文化能延續

而設立的毛利完全小學最具特色，而五年制的高中也有專為毛利設立的毛利中學；第二種

是唸完四年的貢獻小學（Juniors-Standard4）再唸兩年初中過渡學校，再進入五年制的高中；

第三種是唸完五年的貢獻小學，再進入七年的中學就讀；第四種是十三年制的地區學校（地

區學校：是在鄉下地區中心提供從 Juniors-Form7 課程）；第五種是 1925 年成立的十三年制

函授學校，主要是提供遠距教學，課程包括小學、中學及終生教育一貫課程外，也對有特

別需要不能去正規學校就讀的學生提供就學機會。（周維萱，2001）。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r2Ovc/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r2Ovc/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r2Ovc/search?q=dp=%22%E6%94%BF%E6%B2%BB%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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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主權，以復振、復興毛利語言及文化，除了有學前教育外，紐西蘭毛利人

還設立毛利完全小學（看利特許學校），並且以毛利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正規小學。

134張學謙認為，語言巢和完全小學同樣都是完全使用毛利語的教學環境；事實證

明，完全沉浸式的毛利語教學成效良好，毛利發展部將其成效整理如下：135 

  ⑴復甦毛利語； 

  ⑵促進種族和諧； 

⑶雙語者未來有較好的就業願景； 

⑷有自尊、自信、自我期許高、能自我肯定； 

⑸學童對學校有正面態度、能學好雙語；對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童效果佳；學

科表現比較好；學習他科無負面影響； 

⑹認知有好處，包括加強概念的形成及多元思考，提升抽象性思考能力，認

知變通能力強，對語言及非語言的線索敏感，對雙語言的運作較敏感。 

 （二）夏威夷語言巢136 

  張學謙引述 Hinton 指出，南島語系有超過一千多種語言，可說是世界分布

最廣的語族之一，使用者超過兩億五千萬人。夏威夷原住民很早就感受到語言有

嚴重流失的情況，所以早在 1970 年代就開始進行語言復振。張學謙引述 Wilson & 

Kamana 提出，在美國原住民中夏威夷的語言教學是最發展的地區，學生自幼稚

園一直到研究所，整個學習完全以夏威夷語為主的教育。夏威夷語言復振的經驗，

值得其他瀕危語言學習。    

1. 語言巢的由來 

  張學謙引述 Warner 所提出，1960 年代晚期開啟了夏威夷的文化復興運動，

這個復興運動透過學校教育，造就一群會說夏威夷語的學生，除此之外，也順利

成功的爭取到夏威夷語的語言地位，並且在 1978 年州憲法通過把夏威夷語及英

                                                        
134 張建成（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市：師大書院。頁 363。 
135

 引自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

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76。 
136

 以下引述張學謙論述的原文引自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

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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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列為夏威夷州的官方語言。  

  張學謙引述 Wilson 指出，1982 年受到紐西蘭毛利語言巢的成功激勵，一群

夏威夷教師和社會人士也開始著手建立夏威夷的語言巢，第二年 1983 年成立夏

威夷的語言復振運動，名為「夏威夷語言巢組織」（Aha Punana Leo, 以下簡稱 APL）。

第一家夏威夷語言巢就是 APL 於 1984 年在 Kauai 的 Kekaha 成立，可是當時並不

是合法的組織，但卻是一所完全以族語沉浸的幼兒學校，學生為 2至 5歲的兒童。

美國第一個原住民語言沉浸計劃就是夏威夷的語言巢。 

2. 教學模式 

  張學謙引述 Wilson & Kamana 指出，夏威夷語言巢主要採家庭導向，一方面

讓兒童和家庭成員都以母語互動，另一方面，學校也要求家庭參與，家長除了要

付學費外，每星期至少要參加1小時的夏威夷語言課及參加1個月1次的家長會。

夏威夷語言巢一開始大約只有十多位學生，年紀 3 至 5 歲。從星期一到星期五上

課，每天從早上 7 點半上到下午 5 點，採混齡上課。語言巢強調全程使用族語，

明確的將學校塑造成夏威夷語的學習環境，並且規定在語言巢內只能說夏威夷語，

包括訪客或是家長都一樣。語言巢的學生第一天上學就開始被要求只能使用夏威

夷語，若有新同學聽不懂，老師和其他學生會協助，新同學也要背一些常用的生

活用語，也要學習自我介紹，大約只要經過 3 至 4 個月，這位新同學就能以夏威

夷語互動及溝通。 

3. 成效 

  張學謙引述 Wilson & Kamana 指出，夏威夷於 1993 年已有 6 家語言巢，而在

紐西蘭卻已經有 600 家語言巢。一開始語言巢的經費是來自募款和學費。到 1990

年夏威夷語言巢組織才得到聯邦政府的經費贊助，1995 年之後聯邦政府根據夏

威夷原住民教育法案（Native Hawaiian Education Act）每年撥款四百萬給夏威夷語

言巢組織，又於 1997 年增加到 7 百萬，1999 年則得到一千八百萬的經費。這些

經費除了支付教師薪資、學費補助、學校設備外，也用來發展課程，持續成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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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巢。夏威夷語言巢組織在語言復振的成就以及語言巢對學生的影響可以歸納如

下： 

  ⑴語言巢的學童有良好的夏威夷語溝通能力，語言巢的存在鼓勵並支持家庭

說夏威夷語；家裡說夏威夷語的小孩優先入學 。 

  ⑵成功的發展年輕家長的關聯團體參與語言復振。 

  ⑶大眾普遍接受夏威夷語廣泛公開的使用，認同其價值及相關法令。   

  ⑷語言巢學生有豐富的夏威夷文化知識以及強烈的夏威夷認同 。 

  ⑸語言巢學生也學會一般幼稚園教導的一些技能，如團體互動能力、做好讀

寫的準備（literacy readiness）、對許多學科領域有了初步的導覽。137  

 

  紐西蘭及夏威夷積極建立學前母語沉浸教學，成功復振母語的經驗，確實值

得面臨瀕危的客家語進行復振的參考及效法的對象；整個計畫的實行，除了政策

的支持還必須要結合家長、家庭、社區及學校共同的運作，才能保存即將流失的

語言。 

 

第四節 客語沉浸教學的現況 

  基於母語沉浸教學模式在國外已有母語保存的成功案例，加上本土語言課程

對母語保存的有限效果、雙語教學模式顯然也無法挽救瀕危語言，目前急需創造

客語使用情境等因素，屏東縣政府決定採用客語沉浸教學的方式來挽救及保存客

語。138 

一、 客語沉浸教學實施現況 

                                                        
137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

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頁 269-273。 
138

 陳雅鈴、陳仁富（2011）。《客語復振從屏東出發：屏東縣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屏東市：屏

東縣政府。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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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139前局長古秀妃使出全力拜託、鼓舞之下，屏

東三所幼兒園，分別為小香、小士、小正等幼兒園（化名），正式參加客語沉浸

教學實驗，並獲國立屏東大學幼教系陳仁富教授及幼兒雙語教育專家陳雅鈴教授

同意協助教學輔導及探討研究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的實施規劃及設計。140 

  近九年來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積極推動客語沉浸教學，參與計畫的對象

由幼兒園提升至國小低、中年級階段。參與的班級數由 3 班到提升到 39 班，由

表 2-6 可清楚了解其推動成效。 

 

表 2-6  

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歷程 

年度  開班數   出版相關書籍    備註 

 2007 3 所幼兒園 3 班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2008 11 所幼兒園 11 班 出版兒童客語床邊故事 CD 書 擴大辦理客語沉浸教學 

2009 14 所幼兒園 21 班 出版兒童客語教材-客語真好 擴大辦理客語沉浸教學 

   玩 1-6 冊（含有聲 CD）及教 

   學字卡 

 2010 15 所幼兒園 29 班   輔導屏東縣私立小群託兒所 

    成立全國第一所全園全客語 

    幼兒園 

 2011 16 所幼兒園 39 班 客語復振從屏東出發： 全園全客語教學增為 2 所（ 

  一所小學 1 班 屏東縣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 小群、小泗）、哈客國小推 

 動國小一年級實驗班實施沉

浸客語教學 

 2012 14 所幼兒園 29 班  推動國小實施沉浸式客語教 

  2 所小學 3 班  學增為 2 所（哈客、小東） 

    續下頁 

                                                        
139 「屏東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經屏東縣議會審議通過後，於 97 年 2 月 18 日公佈施行、2 月

20 日起生效，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則改為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 
140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2007）。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網站。2016.03.25 取自 

http://cclearn.nptu.edu.tw/hakka/idea/bas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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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歷程 

年度  開班數   出版相關書籍    備註 

 2013 14 所幼兒園 29 班 客語真好玩輔助教材： 

  2 所小學 3 班 「主題教學小幫手」、 

   「遊戲活動小幫手」、 

   「主題兒歌本+CD」 

 2014 13 所幼兒園 30 班  首度實施國小中年級（三、 

  2 所小學 6 班  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 

 2015 13 所幼兒園 33 班   實驗客語學習家庭計畫 

  2 所小學 6 班  實驗客家文化主題雙語教學 

    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屏東縣客家事務處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為讓參與客語沉浸教學的園所、學校的老師們提升相關能

力及協助解決老師們教學上的困難，每年（2009-2016）安排辦理專業的師資培訓

課程，讓第一線的教師們能提升專業知能與教學意願，並且協助解決教學現場相

關問題，更精進其客語教學之能力，並且出版相關書籍供參與客語沉浸教學之幼

兒園當輔助教材，另一方面，每年縣府跟輔導團隊都會入班訪視，針對教師教學

的部分給予教師建議及輔導。141讓整個完整規劃能讓客語沉浸教學達到顯著成效，

提升學生之客語聽說能力，且對學生非客語的其他學習（學科成績）並無負向影

響，藉由客語學習的刺激，同時亦提升學生認知及學業的相關能力。 

 （一）客語沉浸教學之教學方式 

  母語沉浸教學已經被公認為是復興母語最有效的教學方式，根據母語沉浸教

學的特點以及語言巢保存母語的成功經驗，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決定採用客語

沉浸教學的方式來挽救及保存客語；並於 2012 年首次推動小學一年級班級進行

客語沉浸教學之實驗，經研究結果發現：⑴客語沉浸教學之小一生，其客語聽說

能力有顯著提升；⑵客語沉浸教學之小一生，其非客語學科成績與非客語沉浸教 

  

                                                        
141

 屏東客家事務處。〈全客語沉浸教學〉。檢索日期：2016.03.28 取自

http://www.pthg.gov.tw/planhab/cp.aspx?n=B35060A7154CD4FE。 

http://www.pthg.gov.tw/planhab/cp.aspx?n=B35060A7154CD4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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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之表現並無顯著差異；⑶客語沉浸教學家長支持與肯定度極高。142以下為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推行之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做法：143 

1. 客語為主要教學及溝通的第二語言 

  客語沉浸教學的主要目的是營造客語使用、文化傳遞及知識發展的互動情境。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時，主要的原則之一即是客語的使用，必須佔校園 50%以上的

時間，且教學及溝通的主要語言都必須盡量以客語進行。如果客語的使用少於

50%的時間，則易成為雙語教學的模式，而此種模式對於瀕危的母語保存，成效

並不理想。 

  在學期初時，教師採融入的方式，主要是以國、客語雙聲帶的方式進行教學

及溝通，待學生漸漸熟悉日常生活（如：上下課問候、午餐、午睡、及放學）及

教學常用語（翻開第幾多頁、課文唸一遍、交作業等）後，再漸漸地減少國語，

以客語加上手勢、情境等方式與學生溝通。若察覺學生無法理解，教師仍可用國

語翻譯一次。此外，為了增加學生客語的溝通能力，教師除了平常例行性活動以

客語溝通，上課可營造學生客語回答的機會，亦可藉由學校的客語護照讓學生闖

關增加客語互動。若學生真的無法用客語表達，仍容許用國語表達，只是在學生

講完國語後，教師會以客語再複述一次，並鼓勵學生以客語練習。 

2. 主題教學 

  客語沉浸教學之主題教學針對幼兒園實施的，採用國客語雙主題的方式進行

教學，讓幼兒在國語主題中所獲得的相關知識、技能、及經驗亦可經由客語主題

教學轉換客語理解。 因此，客語沉浸教學中，除了會要求教師日常生活使用客語

溝通外，也規定每班每星期至少要有二個完整時段（每個時段以 30-40 分鐘為原

則，亦可彈性調整）的客語主題教學。 

  

                                                        
142

 李家滿（2013）。《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可行性、成效及困難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屏東市。 
143 陳雅鈴、陳仁富（2011）。《客語復振從屏東出發：屏東縣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屏東市：屏

東縣政府。頁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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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參與的重要性 

  客語沉浸教學中，「家長」是重要的參與者及協助者，社區人員的參與也是

客語沉浸成功關鍵因素。為了提高家長的參與度及認同，屏東縣客務處安排人員

在學期初的親師座談會中，需親自至園所（學校）宣導及說明客語沉浸計畫的主

要目的、推行方法、以及需要家長配合的部份，並鼓勵家長能行動支持（在家能

使用客語與孩子互動）與認同。 

 （二）成效評估面向 

  在客語沉浸計畫進行一年之後，輔導團針對學生做整體性的成效評估。成效

評估的面向有：⑴主要是評估客語沉浸教學的預定計畫——提昇學生客語聽說能

力，是否有效達成；⑵針對家長對對客語沉浸教學的疑慮——影響非客語的學習，

做一探索評估；⑶家長對學生客語能力改變的看法、學生在家客語使用的頻率及

動機、學生客語知識的提升、及自我文化認同等方面，都是重要的評估面向。 

二、 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成效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已邁入第九年了，目前有 13 所幼兒園 

33 個班級及 2 所小學 6 個班級的幼童參與此計畫，也代表有這麼多的幼兒沉浸

在客語環境中學習，其成效如何？研究者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及論文之研究結果或

發現（見表 2-7）進一步探究客語沉浸教學實施之成效。 

 

表 2-7  

客語沉浸教學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或發現 

 陳雅鈴 2009 客語沉浸教學對 研究結果顯示： 

 陳仁富  提昇幼兒客語聽 ⑴客語沉浸班級的幼兒雖然八成以上為客籍人士，但幼 

 蔡典龍144  說能力之影響 兒家庭成員與幼兒使用客語溝通比例卻不及 30%。 

⑵在客語能力方面，研究顯示在相同前測能力之下，客 

語沉浸幼兒後測的客語聽說能力較對照組高。 

              續下頁 

                                                        
144

 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2009）。〈客語沉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教育心

理學學報，41（2），35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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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沉浸教學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或發現 

⑶教師及家長針對幼兒主題客語及日常客語聽說能力的

評量也接近良好。 

 陳雅鈴 2011 客語沉浸教學對 研究結果： 

 蔡典龍145  幼兒中文聽覺詞 ⑴客語沉浸教學對幼兒中文聽覺詞彙及數概念並無顯著 

   彙及數概念之影 負向影響。 

   響 ⑵在相同前測之下，客語沉浸教學對幼兒中文聽覺詞彙 

    及數概念表現均較非客語沉浸班的幼兒高。 

 宋文琳
146

 2012 幼兒園運用客語 研究發現： 

   沉浸式教學之探 ⑴客語沉浸式教學在幼兒園實施之成功推行 

   討－以屏東縣內 研究發現客語沉浸式教學透過幼教師利用主題課程融入 

   埔鄉一所全客語 客語教學並以遊戲的方式進行，皆能獲得幼兒的興趣與 

   幼兒園為例 喜愛，進而提高幼兒使用客語的頻率，促進幼兒對客家 

    文化的理解，這對弱勢語言與文化而言是一大助力。 

    ⑵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面臨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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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才會將國 

語轉換成客語。目前只能在學校教育上具體實施，家庭 

方面就必須依賴家長的協助，透過家庭教育方能提高幼 

兒使用客語的頻率，學校與家庭互助合作將能把客語傳 

承至下一代。 

⑶幼教師執行客語沉浸式教學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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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之態度差異情形 

幼兒客語說得很流利的家長其對客語沉浸式教學態度顯

著高於幼兒完全不會說客語的家長，顯示家長自身客語 

程度越佳則態度越積極正面，由此發現家長客語程度越 

佳則客語教學的態度越正面。 

                      續下頁 

  

  

                                                        
145 陳雅鈴、蔡典龍（2011）。〈客語沉浸教學對提升幼兒中文及數概念之影響〉。台東大學教育學

報，22（1），25~5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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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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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沉浸教學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或發現 

 陳雅鈴
147

 2012 客籍組成比例對 研究結果顯示： 

   客語沉浸幼兒客 ⑴不同客籍組成比例班級之幼兒，客語口語敘說各項表 

   語口語敘說表現 現均有顯著的進步。 

   之影響 ⑵不同客籍組成班級之幼兒進步情形有顯著差異。 

⑶客籍組成比例最高的班級其進步情形顯著高於客籍組

成比例最低的班級。 

 陳雅鈴
148

 2013 客語沉浸教學幼 研究結果顯示： 

   兒之客語使用情 ⑴幼兒在與教師互動時，客語使用的比例高於中文的使 

   形 用比例；而幼兒與幼兒互動時，中文使用比例高於客語 

使用比例，且比例相差懸殊。 

⑵在不同學習活動型態中，團體活動中的客語使用比例 

高於中文使用比例；小組活動時的中文使用比例高於客 

語使用比例。研究者從語言位階、語言使用型態、語言 

能力及幼兒年齡等因素探討可能造成此狀況的可能原因 

 李家滿149 2013 國小實施客語沉 研究結果發現： 

   浸教學的可行性 (一)小一階段推動客語沉浸教學已建立基本雛型，但仍 

   、成效及困難之 有以下困難點： 

    ⑴新生與家長的接受度要逐漸推動； 

    ⑵研究很難兼顧學習的個別差異； 

    ⑶單靠學校推廣效果有限； 

    ⑷客語沉浸成效長期效果才更佳； 

    ⑸需要資源充分支持。 

     （二）客語沉浸教學成效： 

⑴客語沉浸教學之小一生，其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提升；

⑵客語沉浸教學之小一生，其非客語學科成績與非客語 

沉浸教學學生之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⑶客語沉浸教學家長支持與肯定度極高。 

                                續下頁 

 

  

                                                        
147 陳雅鈴（2012）。〈客籍組成比例對客語沉浸幼兒客語口語敘說表現之影響〉。屏東教育大學學

報教育類，38，001-020。 
148 陳雅鈴（2013）。〈客語沉浸教學幼兒之客語使用情形〉。幼兒保育學刊，10，101-118。 
149

 李家滿（2013）。《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可行性、成效及困難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屏東市。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17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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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沉浸教學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或發現 

陳雅鈴 2014 實施小一客語沉 研究結果發現： 

 李家滿  浸教學之挑戰及 ⑴小一客語沉浸教學推動之主要挑戰包括：消除少數家 

 陳仁富  影響 長的疑慮、輔導內向及非客籍學童、培養學童主動以客 

 蔡典龍150   語溝通的動機及習慣、需要行政及輔導機制支持。 

    ⑵客語沉浸教學對提升小一學童之客語聽說能力有顯著

正向影響。 

     ⑶客語沉浸教學對小一學童非客語之主要學科成績並無

顯著負向影響。 

    ⑷家長對小一客語沉浸教學持肯定及支持的態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客語沉浸教學計畫不僅提升了幼童（學生）的客語

聽說能力，且對於其非客語學科成績也都無負向影響，這點也讓家長們很放心，

更能支持、肯定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執行。  

  

                                                        
150

 陳雅鈴、李家滿、陳仁富、蔡典龍（2014）。〈實施小一客語沉浸教學之挑戰及影響〉。台東大

學教育學報，25(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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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歷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及

問題。並進一步探究國小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這部分主要採用「客語聽

說能力量表」及「非客語學科成績」的統計分析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章共分為七

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節為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方式說明；第三節為

研究場域和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實施流程；第五節為資料蒐集；第六節為資料彙

整與分析；第七節為量化資料之研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採質性、量化等方法進行，對於客語沉浸教學歷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

問題，解決方式主要以蒐集之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而在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上，

則主要採用「客語聽說能力量表」及學習領域（國語、數學、社會、自然）之成

績統計方式進行分析。其主要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國小中年級學生

客語沉浸教學 

˙國小中年級學生客語的聽說能力 

1.客語基本能力 

2.客語口說能力 

3.客語理解能力 

˙國小中年級學生非客語學科之成績表現 

1.國語成績總平均 

2.數學成績總平均 

3.社會成績總平均 

4.自然成績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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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圖說明： 

  本研究之成效評估重點，在探討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實驗班

學生之客語聽說能力（包含：客語基本能力、客語理解能力、客語口說能力）是

否有提升；亦探討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生非客語學科成績的表現（國語、數

學、社會、自然等學科之成績總平均）是否有顯著差異。 

 

第二節 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方式說明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以下簡稱客務處）根據母語沉浸教學的特點以及語言巢

保存母語的成功經驗，規劃出客語沉浸教學核心的特點，因此其實施的原則包

含： 

1. 須以客語做為各教學領域及溝通的主要語言。 

2. 主要在學校和教室以客語互動，其他情境配合延伸客語活動。 

3. 主要教師必須是主流語與客語流利的雙語者。 

4. 以客語做為日常生活（非正式課程）之主要溝通語言。 

5. 以培養學生成為增益式雙語者（additive bilingualism）151為主要目的。 

6. 營造全面性支持客語和客家文化的情境。152 

  

 依據上述的實施原則，該計畫之客語沉浸教學的主要實行方式如下： 

一、 建立共識並增進教師相關知能 

學期初，客務處辦理班級級任老師與科任老師的座談，透過說明與討論，形

成對本計畫執行的理解與共識。 

二、 讓家長了解及支持客語沉浸教學的實施 

                                                        
151

 增益雙語者：增益式的語言能力，不但能學會第二語言，又能同時保存和發展母語。削減式

雙語現象：指涉偏向第二種語言的發展，卻危及母語生存的的情形。 
152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網站。2015.12.12 取自

http://cclearn.nptu.edu.tw/hakka/idea/basic.html。 



 

53 
 

  家長不僅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本身也是計畫的參與者及協助者，因此，必

須讓家長充分了解客語沉浸教學的實施計畫。在開學初，學校舉辦親師座談會時，

客務處安排人員跟兩班實驗班的家長說明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主要目的、做法及

需要家長配合的部分，並且回答家長們的提問。 

三、 50％以上的時間以客語做為教學及溝通的語言 

該計畫推行的原則，是希望老師及學生以客語進行日常例行活動的主要溝通

語言，將客語落實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因此希望各學科教師及導師授課的科目

中儘量以客語進行教學、溝通、互動。除了正課中的授課語言外，學生在學校中

的活動時間（例如：晨光時間、問候語、下課、午餐、午睡及放學等）均須以客

語做為主要溝通語言。而學科課程如：國語、數學、自然生活科技、社會等各領

域的教學，則以國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以客語做為課堂常用語（例如：「坐好」、

「課本拿出來」、「全班唸一遍」等用語）；有些領域（藝術與人文、音樂、電

腦、英語）因為授課教師的語言或課程內容無法配合，可採取國語或英語為主要

授課語言。因此，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班級須達50%以上的時間以客語進行互動

及教學。 

四、 轉換課堂常用語 

  雖然國語、數學、自然、社會等學科均有主要的授課語言，但教師可由課堂

常用語來開始做轉換（如：坐好、課本拿出來、眼睛看老師、全班念第一題、舉

手等），多次重覆後，學生都能理解。進行課程教學時，亦能融入客語教學，主

要在講解重點、專有名詞、現代用語等時轉成國語，學生能配合電子書或課本即

可理解上課內容，建立習慣能使用客語表達、互動、溝通的良好模式。若有無法

理解客語的學生做錯時，再以中文講解或個別指導，且要隨時了解其學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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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域和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屏東縣內埔鄉哈客國小（化名）中年級學生，三年級實

驗班及對照班；四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以下先針對學校場域做介紹再進行分析

各班特點： 

一、 屏東縣內埔鄉哈客國小 

    哈客國小創設於民國 10 年，至今有 95 年的歷史，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

學校位於傳統的農業社區，是一所典型的客庄小學為客家聚落，社區又毗鄰西勢

忠義祠、客家文物館、六堆文化園區，位置優越，利於辦理客家各項推廣活動。

從整體的校園規劃（前門客家懷舊公園、生態池步道、後門通學步道充滿客家味

道的娃娃造型和設計）到校園各個角落之點點滴滴（客家文史介紹、客家美食、

客家節慶、六堆歷史、樓梯彩繪及吊飾……），校園內的客家情境佈置很有客家

味，也讓學生從食衣住行育樂等掛圖中，了解客家人過去的生活點滴及客家文化

之美。俯拾皆是充滿客家意象的學校。 

    哈客國小多年來努力推動客家相關活動、還多次承辦縣內或全國客家活動，

學校善用社區豐富的客家資源，校內常辦理各項客語活動，包含：培訓學生導覽

新北勢懷舊公園、走讀庄頭、客語表演藝術社團、舉辦客語成果發表、客家文藝

季比賽、暑期客家文化體驗營等，提供很多的資源，讓學生多元學習。社區義工

或社會人士也樂意協助推廣客家活動，有時會利用早自修及導師時間進行說故事。

家長會及社區人士、團體皆大力支持或參與協助客家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哈客國小於 2015 年獲得屏東縣客家理念學校核定通過，肩

負著更重要的使命，推廣其特色課程，讓全校師生皆能參與多元的客家活動，進

而提升對客家語及客家文化的認知。 

二、 實驗班（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班級） 

本研究之實驗班有三年級及四年級各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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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實驗班學生為 22 位，班級中有 91％（家長期初問卷統計）是客籍背

景所組成。實驗班的導師小君老師（化名）是屏東縣人，在哈客國小執教達 25

年，具有多年的教學經驗，為國、客語流利之雙語者，小君老師亦通過客語認證

達到中高級，所以在教學及日常生活中，都能夠以客語進行教學及溝通，小君老

師參與客語沉浸教學已邁入第三年，經驗豐富。 

  四年級實驗班學生為 23 位，班級中一樣高達 91％（家長期初問卷統計）是

客籍背景所組成。實驗班的小鈺老師（化名）是屏東在地人，是台東師院 87 級

畢業，88 年公費分發至屏東哈客國小，至今在哈客國小執教 16 年，並於屏東教

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進修碩士學位（於 97 年畢業），小鈺老師多次參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計畫，通過進階評鑑人員審核，是一位非常優秀及教學經驗豐富的教

師。此外，小鈺老師報考客委會辦理之客語認證亦達到中高級，所以無論在教學

或是日常生活都能夠大量運用客語進行教學及溝通，為國語、客語流利之雙語者，

參與客語沉浸教學已邁入第四年。 

三、 對照班（非客語沉浸教學班） 

對照班有三年級及四年級各一班。 

  三年級對照班學生為 22 位，班級中有 86％（家長期初問卷統計）為客籍背

景所組成。導師小碧老師（化名）在哈客國小執教已達 22 年，同樣有多年的教

學經驗，其客語聽說能力流利，也是客語薪傳師。 

  四年級對照班學生為 23 位，班級中 90％（家長期初問卷統計）為客籍背景。

導師小瑩老師（化名）本身是閩南人，不會說客家話，因為在哈客國小有多年教

學經驗，可以聽得懂約 6 成客家語，但無法用客語交談或授課。 

四、 實驗班與對照班師生背景比較 

  三、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師生背景比較（表3-1、表3-2）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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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三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教師及學生背景比較總表 

班級         實驗班      對照班 

項目 

  導師姓名 小君老師 小碧老師 

 學生性別（男）              10(45%)                11(50%) 

 學生性別（女）       12(55%)            11(50%) 

 學生父親為客家人           15(68%)        13(59%) 

 學生母親為客家人         12(55%)         13(59%) 

 學生父或母其中一位為客家人 91%                 86% 

 教師背景                屏東人      屏東人 

 教師學經歷            屏東師範學院        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學系客家文化組肄業 

  79 年進入哈客國小   82 年進入哈客國小教書    

  教書至今 25 年          至今 22 年 

 教師客語能力        中文、客語聽說流利客 中文、客語聽說流利客語能 

  語能力認證測驗達  「中力認證測驗達「中級」                 

                              高級」            亦為客語薪傳師 

   

從表3-1可以發現在三年級實驗班，父親為客籍背景的人佔68%，母親為客籍

人數佔55%，但若父親加上母親，其中一人為客籍者則高達91%，學生的背景多

為客籍子弟，具備推行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條件。 

三年級對照班中，父親為客籍背景的人也佔59%，而母親為客籍的人佔59%，

二者合起來，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人為客籍者佔86%；顯示無論是實驗班或對照班，

客籍的子女均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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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四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教師及學生背景比較總表 

班級       實驗班      對照班 

項目 

  導師姓名 小鈺老師 小瑩老師 

 學生性別（男）              11(48%)                11(50%) 

 學生性別（女）       12(52%)           11(50%) 

 學生父親為客家人           17(74%)                15(68%) 

 學生母親為客家人         12(52%)                8(26%) 

 學生父或母其中一位為客家人 91%                 90% 

 教師背景                屏東人                 高雄人 

 教師學經歷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     台東師範學院畢業 

  展學畢業系社會科     

  屏東教育大學初等教育 

  學系教學碩士 

  88 年進入哈客國小教書  92 年進入哈客國小教書 

  至今 16 年              至今 12 年 

 教師客語能力        中文、客語聽說流利 聽得懂約六成的客語， 

  客語能力認證測驗達 但是不會講。              

                              「中高級」 

   

從表 3-2 可以發現在四年級實驗班，父親為客籍背景的人佔 74%，母親為客

籍人數佔 52%，但若父親加上母親，其中一人為客籍者達 91%，學生的背景多為

客籍子弟，具備推行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條件。 

四年級對照班中，父親為客籍背景的人佔 68%，而母親為客籍的人佔 26%，

二者合起來，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人為客籍者佔90%；顯示無論是實驗班及對照班，

客籍的子女均居多。 

    綜上所述：由表 3-1及表 3-2發現中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的學生父親或母親，

其中一人為客籍者都高達近九成，顯示中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的家庭背景比較差

距不大，屬於客籍比率都相當高，應有利於推動使用客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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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流程 

  依據上述設計規劃實施流程如下：  

一、規劃階段：確立題目，據以擬訂研究計畫執行歷程；蒐集與探討相關文獻，

以作為研究理論之基礎。 

二、量化研究方面： 

 （一）編製研究工具：根據研究目的，開始編製研究問卷，包含調查教師背景

問卷、學生背景的家長期初問卷、學生自我評估問卷、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及家長期末問卷。 

  （二）專家效度評估：針對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請四位教育專家審查題目之

適宜性，根據專家意見修改後，最後修編製成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三、預試：本研究之預試對象為哈客國小三年級及四年級各一班（非實驗班及對

照班）的學生，以問卷預試的結果檢驗量表之信度。於開學第三週兩班進行

第一次施測，間隔 2 星期之後再做第二次預試，並以 SPSS 統計分析，以求

再測信度。 

四、實驗班及對照班之前、後測：進行實驗班及對照班學生之「客語聽說能力」

量表的前測，三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在第七週施測完畢；四年級實驗班及對

照班則在第八週施測完畢，預計經過一年後再進行研究之後測。 

五、資料蒐集及分析：資料的蒐集包括質性與量化資料的蒐集，質性包含：錄影、

參與觀察、訪談等相關資料整理。量化的部分有：客語聽說能力量表之前測

及後測、非客語學科成績及家長問卷等，蒐集之後應用 SPSS 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Ｔ檢定、成對樣本Ｔ檢定等進行統計分析。 

六、結論與建議：依據研究資料及數據，分析歸納研究發現，針對本研究提出結

論與建議。 

七、完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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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設計規劃實施研究流程如圖 3-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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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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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針對哈客國小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現況，提出各學科的教學模式，

並論述該校執行客語沉浸教學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解決方式，研究者的資料蒐集

方式兼具質性和量化資料，質性資料包括：參與觀察、錄影、訪談資料、教師及

學生問卷、家長問卷等。在客語沉浸教學成效上，則採用量化的方式進行分析，

資料包括：「客語聽說能力量表」以及「非客語學科成績」統計分析。以下針對

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之歷程及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成效詳細介紹。 

一、 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之歷程 

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歷程的研究，包括進行座談、錄影、參與觀察、半

結構式訪談及相關資料蒐集等。 

（一） 座談 

1. 與教授和行政人員座談 

  在學年開學前，張教授、校長、主任及相關行政人員座談，討論如何規劃行

政的策略與作為，以便與教師、家長溝通，激勵教師參與及協助，與獲得家長的

支持配合及鼓勵學生學習與使用客語，同時，交流及彙整相關意見，協助解決執

行上可能發生的困難及問題。 

2. 與導師、任課教師座談 

  在學年開學第一週，安排與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級任導師及任課教師座談，

說明本研究的實施要點及客語沉浸教學的原則，以讓教師明白並能配合進行。同

時，交流及彙整相關意見。 

（二） 錄影 

  本研究實施客語沉浸教學錄影拍攝，從103年10月開始至104年6月近一年的

時間，研究者分別依兩班實驗班之課表，安排每星期至少一次的上課及下課錄影，

一節課40分鐘再加下課10分鐘，故每次的錄影有50分鐘完整的記錄。研究者每星

期都會安排人員入班拍攝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本土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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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等學科教學的情形；其他如：晨光時間、下

課、午餐、放學等的日常生活則隨機錄影學生互動的情形。 

  在將近一年的過程中，有時會遇到課程異動（調課、學校活動、教師請假）

或研究者、拍攝人員時間無法配合等困難，以致於無法每一次都有達到目標。 

（三） 參與觀察 

  參與觀察就是研究者直接到場觀察，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易獲得真實的資料

153。研究者每星期入班錄教學影片外，並進入班級觀察，從103年10月開始，每週

至少1－2次。觀察重點為各科教學及日常生活中，教師與學生的語言使用情形及

互動的情況。另外，研究者亦觀察本學期實施的「客語小尖兵」的策略，實地了

解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客語運用的情形。此外，學校規劃多元客語相關活動及班級

內的教學情境佈置、教學課程設計、客語教學策略的運用及獎勵制度，並在當下

紀錄，以便進行進一步分析。 

（四） 半結構式訪談  

  中年級的客語沉浸教學實施階段結束時，研究者會安排訪談導師，以便了解

兩班導師對客語沉浸教學的執行情形及困難。在學期中，屏東大學的張教授亦會

訪視，了解客語沉浸教學執行的情形。研究者於上、下學期結束前會進行訪談，

了解教師在執行客語沉浸教學的問題、成效及建議。 

（五） 相關資料蒐集 

  蒐集與本研究有相關的資料，內容包括：家長（期初及期末）問卷（附錄三）、

教師問卷（附錄二）、學生問卷（附錄四）、學習護照（附錄一）、客語小尖兵

手冊資料、教學的相關資料，以便與其他質性或量化資料做交互比對及檢驗，提

高資料的可信度。 

1. 教師問卷 

本研究之教師問卷，主要是了解擔任實驗班的任課教師其背景資料調查，此

                                                        
153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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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三大部分：⑴基本資料；⑵經常使用語言及客語的聽說能力；⑶用客語與

學生互動的意願與原因。做為探討教師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情形及模式的重要因

素。 

2. 學生問卷 

  本研究之學生問卷主要是針對兩班實驗班的學生，自認在家及學校經常使用

的語言及客語聽說能力。問卷分三部分：⑴基本資料含居住地區；⑵客語聽說能

力及是否有參加客語認證；⑶陳述會講「客家語」是否是光榮的事；問卷目的是

了解學生說使用客語的意願。 

二、 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成效 

針對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成效，主要是以量化的方式蒐集資料分析，資

料包括：客語聽說能力評量表、非客語學科成績、家長問卷等詳細介紹。 

（一） 客語聽說能力量表 

  客語聽說能力施測量表分為三部分：測驗一為客語基本能力；測驗二是客語

口說能力；測驗三是客語理解能力；其中測驗二及測驗三是參考客委會之客語能

力初級認證基本詞彙所編製，以作為研究者評量研究對象客家語聽說能力之前後

測工具。 

1. 量表內容 

  中年級客語聽說能力量表分別為：（1）測驗一為客語基本能力：評估學生

日常生活的基本對話能力；（2）測驗二是客語口說能力：評估學生要能聽得懂

客語，並且以客語回答正確；（3）測驗三是客語理解能力：評估學生是否聽懂

客語提問，並能指認出正確的字卡。測驗時都會有指導語，第一次學生若沒有回

應，施測者可再說一次；若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若學生以中文回答，施測者

則以中文回應：「請用客語回答」；若還是以中文回答則註記無反應。中年級客

語聽說能力施測量表內容及施測方式，請參見客語聽說能力評量表（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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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家效度 

  本研究為建立「客語聽說能力量表」之效度，特別邀請四位教育專家，對本

研究所使用之「客語聽說能力量表」提出建議與看法，再根據其建議（詳見附錄

六）及看法進行修正，以便建立專家效度，四位專家之背景如表3-3所示： 

 

   表 3-3 

   專家背景介紹  

   編號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Ａ 林老師 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畢業  屏東縣客家文化協會理事 

 Ｂ 張教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博士  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Ｃ 陳教授 美國賓州州立大學課程與教學（幼  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兒教育）博士  副教授 

 Ｄ 馮校長 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六堆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註：本表按姓名筆劃排序 

 

3. 量表信度 

  經過四位教育專家的建議後，修改製成本研究所使用的「客語聽說能力評量

表」，為了讓測驗工具具有信效度，研究者採再測信度
154
分析，其實施方式為：

選擇同樣為哈客國小三年級及四年級班級學生（非實驗班、非對照班之班級學生）

各20位，做為本研究預試的對象，分別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二次預試，且二次預

試都安排固定的施測人員，第一次預試（前測）日期為103年開學後，經1－2星

期之後進行第二次重測（後測）即完成預試。信效度的結果採SPSS再測信度，藉

由前、後測各項成績分別求其相關係數，以了解此評量表是否具有信度。分析結

果如表3-4及3-5所示： 

 

  

                                                        
154

 再測信度：係指使用同一份問卷，對同一群受測者，在不同的時間，前後測試兩次，再求算

兩次分數的相關係數，此係數又稱為穩定係數，相關係數愈高，表示此測驗的信度愈高。

資料：李金泉（2007）。《精通 SPSS 統計分析實務與應用》。台北縣：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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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三年級再測信度結果 

項目    基本能力   理解能力 口說能力   加總 

    Pearson 相關 .915
**

 .851
**

 .881
**

 .945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個數 20 20 20 20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三年級再測信度結果顯示：兩次測驗的各項相關係數分別為：客語聽說基本

能力.915表示有相關，且相關係數達到顯著；客語理解能力.851亦達到相關顯著；

客語口說能力為.881也達相關顯著；全部加總相關達.945相關顯著，表示三年級

客語聽說量表的預試具有信效度。 

 

表 3-5 

四年級再測信度結果 

項目    基本能力   理解能力 口說能力   加總 

    Pearson 相關 .944
**

 .875
**

 .808
**

 .931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個數 20 20 20 20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四年級再測信度結果顯示：兩次測驗的各項相關係數分別為：客語聽說基本

能力.944表示有高度相關，表示相關係數顯著；客語理解能力.875亦達到相關顯

著；客語口說能力為.808也達相關顯著；全部加總相關高達.931有相關顯著，結

果表示四年級客語聽說量表的預試具有信效度。 

（二） 非客語學科成績 

  探究實施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是否會對中年級實驗班學生之學業成績

（非客語學科成績）造成負向影響。研究者於學年末，將兩班實驗班及兩班對照

班的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四科學科上、下學期各三次的段考成

績，各科成績加總後進行統計分析，藉以比較實驗班及對照班學科成績表現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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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異。 

（三） 家長問卷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前，需了解實驗班及對照班學生的家庭背景基本資料及其

家庭語言使用情形。客語沉浸教學計畫實施一年後，由家長問卷調查中了解實驗

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是否有進步。 

本研究的家長問卷分為期初問卷和期末問卷，兩份問卷內容均參考國小一年

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家長問卷。155期初問卷主要是了解學生家庭背景基本

資料、家中語言的使用情況及學生目前的語言能力。問卷分為三大部分：⑴基本

資料；⑵家庭中所使用的溝通語言（包含國、閩南、客語、原住民語或其他語言）；

⑶學生的客語聽說能力。家長問卷發放給三、四年級實驗班及三、四年級對照班

級所有學生帶回，交由家長填寫。 

學期末的家長問卷內容主要是了解實驗班學生，經過客語沉浸教學一學年的

時間之後，評估學生在家的客語聽說能力、客語使用動機與頻率、對客家認同及

喜好度及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與配合度及其他寶貴意見，會透過統計分

析呈現的數據來探討其成效。  

 

第六節 資料彙整與分析 

  根據上述的資料內容彙整後，進行質性及量化的分析，執行方式如下： 

一、 客語沉浸教學歷程之質性資料 

質性資料內涵說明：內容主要包括訪談、教學影片、觀察、相關資料蒐集等 

資料蒐集後整理成逐字稿，並進行編碼。編碼方式主要以記錄日期、對象、地點、

科目予以編碼，資料編碼方式如表3-6： 

  

                                                        
155

 李家滿（2013）。《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可行性、成效及困難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屏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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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訪談或觀察紀錄編碼方式說明 

  編碼    說明 

 Ｔ1 代表小君老師 

 Ｔ2       代表小鈺老師 

 Ｔ3       代表小柏老師 

 Ｔ4       代表小偉老師 

 Ｔ5       代表小雄老師 

 Ｔ6       代表小章老師 

 Ｔ7       代表小貞老師 

 Ｔ8       代表小羽老師 

 Ｔ9       代表小斌老師 

 Ｔ10      代表小品老師 

 Ｔ11      代表小慧老師 

 S       代表其中一位學生 

 SS        代表全體學生 

   細明體      代表使用語言為國語 

     粗體      代表使用語言為客語 

 （103.10.01/T1/數/觀）              代表103年10月01日，觀察小君老師上數學課              

      （103.12.10/T2/教室/訪）            代表103年12月10日，在教室訪問小鈺老師  

     （）       補充說明      

   

  在資料分析上，研究者統整後歸類，並將不同屬性的觀點進行比對。另外，

研究者再透過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 ），156在研究中採用不同的方法、資料、觀

察者、與理論的方式，以多種資料蒐集方法（如：觀察、訪談、問卷、量表等）、

以及不同資料來源（如：教師、學生、家長等問卷），進行分析比較各相關資料，

以提升研究效度。以下針對問卷分別論述： 

（一） 教師背景調查 

  本研究進行中年級實驗班導師及任課教師背景調查，計有11位任課老師，其

背景調查如表3-7： 

 

                                                        
156 三角校正：乃是結合諸多不同取徑的校正方式，例如：結合各種不同的方法，或是處理研究

現象之不同理論觀點等。資料來源：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15）。《質性研究導論》。

台北市：五南。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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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教師背景資料分析 

 姓名 任課課目 戶籍地 父親是 母親是 主要使 是否通 客語聽 客語說 與同仁、學生會以 

      語言是 過認證 的能力 的能力 客語交談嗎？ 

T1  國語 數學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客語 是   1  1 會；習慣了。 

小君老師 健康 綜合       中高級 

T2 國語 數學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國語 是  2 2 會；配合客語沉浸教 

小鈺老師 社會 綜合       中高級     學之需要。 

T3 電腦 長治鄉 客籍 客籍 國語 否 1 2 會；適當時間就以客 

小柏老師 彈性課程     客語      語交談。 

T4 自然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客語 是 1 1 會；是生活語言。 

小偉老師        中高級 

T5 健康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客語 是  1 2 會；客家人本來就要 

小雄老師 體育     國語 中高級     說客語，也會要求學

             生以客語借器材。 

T6 本土語言 麟洛鄉 客籍 客籍 客語 是  1 1 會：傳承就須如此。 

小章老師 健康 體育       中高級 

T7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客語 是    會；客家人本來就要

小貞老師 本土語言     國語 中高級 1 1 說客語；上課時全客

             語，下課時學生也會

             以客語與我交談。 

T8 自然 內埔鄉  客籍 客籍 國語 是  2 3 會；希望讓學生知道

小羽老師 社會       初級     基本生活用語。 

T9 藝術與 長治鄉 閩籍 閩籍 國語 是  3 3 會；可以讓學生說一

小斌老師 人文     閩語 初級     說客家話。 

T10 電腦 麟洛鄉 閩籍 閩籍 國語 否  3 4 不會；因為不會說。 

小品老師       閩語 

T11  藝術與 長治鄉 閩籍 閩籍 國語 否  3 4 不會；怕發音不準， 

小慧老師 人文     閩語      反而讓人聽不懂。 

客語聽的能力：1.完全聽得懂；2. 大多聽得懂；3. 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4. 完全聽不懂 

客語口說能力：1.完全流利； 2. 大部分流利；3.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4. 完全不流利。 

   

由以上資料得知，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的教師們皆住在客家庄，父母

皆為客家人的佔 72.7%；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佔 72.7%，客語佔 54.5%，閩語佔

24.3%，顯示老師們的主要語言是以國語為主要語言；有參加客語認證的達 72.7%，

其中通過中高級的佔 54.5%、初級佔 18.2%，顯示大多數的教師具有客語聽說的

基本能力；而口說的部分：完全流利者佔 36.4%、大部分流利者佔 27.3%、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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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有些不流利者 18.2%、完全不流利者 18.2%，唯有兩位老師是閩南族群，

不會說客語，其他老師平時皆能與同仁及學生說客語，也會在課堂上跟學生說客

語。 

（二） 學生問卷 

  本研究的學生問卷，於前測後發放填寫，針對實驗班學生背景資料調查，除

了調查基本資料之外，還進一步調查學生對於說客語的喜好程度、使用客語時機

及對象、對客家文化認同等問題，自我評估客語程度及使用情形。根據問卷統計

分析學生背景資料如表 3-8 所示： 

 

表 3-8  

中年級實驗班學生問卷分析 

 
年級        三年級實驗班    四年級實驗班 

項目 

居住地為客家庄 100% 100% 

父親是客家人 68.2%  73.9% 

母親是客家人 54.5%  52.2% 

 

 

  由上述資料顯示出兩班實驗班學生，其居住地皆在客家庄，其中父親為客家

人佔七成左右，母親為客家人的佔約五成。 

二、 客語沉浸教學成效之量化資料 

（一） 客語聽說能力量表 

  本研究針對兩班實驗班設計客語聽說能力量表，為建立「客語聽說能力量表」

之效度，邀請四位教育專家予以指導以及修正（專家意見請詳見附錄六），再進

行非實驗班及對照班之班級學生做預試，客語聽說評量表進行統計分析之前，研

究者將其題目和填答選項先進行編碼，編碼方式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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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客語聽說能力評量表編碼方式說明  

編碼    意義說明 

group 1    實驗班級 

group 2    對照班級 

group 3    預試班級 (非實驗班或非對照班) 

number       座號（施測依座號順序） 

test     A：代表第一次施測 (AT1Q1…..代表第一次第一題之第一項) 

B：代表第二次施測 (BT1Q1…..代表第二次第一題之第一項) 

T1Q1    T1Q1，代表測驗一 題1，以此類推T1Q2  T1Q3  T1Q4  T1Q5 

T2Q1    T2Q1：代表測驗二 題1，以此類推T2Q2  T2Q3  T2Q4  T2Q5…… 

T3Q1    T3Q1：代表測驗三 題1，以此類推T3Q2  T3Q3  T3Q4  T3Q5…… 

                                                                                 

  

  本研究依三、四年級程度不同，故設計兩份「客語聽說能力施測評量表」，

評量表共分為三大部份，其計分方式如下：第一部分為客語基本能力測驗，共5

題總分20分；第二部分為客語口說能力測驗，共10題總分40分；第三部分為客語

理解能力測驗，共10題總分為40分，共有三大題項，「客語聽說能力施測評量表」

之總分為100分。每一小題的給分的方式如下： 

4 分：聽力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口說佳，能用客語正確回答。 

3 分：聽力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口說不完全：受試者回答之客語有錯誤，  

   或回答不完整。 

2 分：聽力佳，受試者在5秒後回應，口說未達成：受試者發音不正確，或回答 

     不完整。（經提示後亦然） 

1 分：聽力及口說皆未達成且受試者無法正確回應或無法以客語回答。 

0 分：若受試者無反應。 

    客語聽說能力量表主要採用SPSS統計成對樣本Ｔ檢定進行分析，分析實驗班

與對照班學生的客語聽說能力前測，表現是否有顯著差異、實驗班的客語聽說能

力表現是否顯著高於對照班。 

（二） 非客語學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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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四個學科的成績，做為非客

語學科成績之評估。使用的成績是 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各三次的段考成績，學

年末，經由教務處提供中年級實驗班及對照班的學生（不記名）成績，接著將各

科成績加總平均後進行統計分析。研究者採用 SPSS 獨立樣本Ｔ檢定進行統計分

析，分析中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之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四個

學科的總平均成績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 家長問卷 

     將實驗班及對照班的家長期初問卷回收後，隨即要進行統計分析，以描述性

統計分析問卷資料，以了解學生家庭背景。分析顯示出實驗班及對照班家長為客

籍的比例、家庭成員使用客語的頻率、以及學生客語能力現況之描述性統計。 

  家長期末問卷 亦是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可明確顯示家長對於中年級學生

參與客語沉浸教學之成效。 

 

第七節 量化資料之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建立在聽說能力成效分析使用量化資料之研究假

設如下： 

假設一：國小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學生（實驗班）與非客語沉浸教學學生（對照

班）之客語聽說能力有顯著差異。 

（一）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客語基本能力測驗有顯著差異，實驗班之平均分數顯  

著高於對照班。 

（二）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客語口說能力測驗有顯著差異，實驗班之平均分數顯

著高於對照班。 

（三）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客語理解能力測驗有顯著差異，實驗班之平均分數顯

著高於對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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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客語聽說能力總分有顯著差異，實驗班之平均分數顯

著高於對照班。 

假設二：國小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學生（實驗班）與非客語沉浸教學學生（對照

班）之非客語學科成績表現無顯著差異。 

  （一）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國語成績總平均無顯著差異。 

  （二）實驗班與對照班之數學成績總平均無顯著差異。 

  （三）實驗班與對照班之自然成績總平均無顯著差異。 

  （四）實驗班與對照班之社會成績總平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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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分析 

  本章將探究哈客國小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並將觀察、訪談、蒐集的

資料進行分析，了解實施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

客語沉浸班級教學實況；第二節為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困境與策略；第三節為客

語沉浸教學成效分析。 

 

第一節 客語沉浸班級教學實況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客語的使用必須超過 50％以上的時間，且必須盡量以

客語為教學及溝通的主要語言。本節呈現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班級，兩班導師及

各科科任教師的教學模式及與學生互動的情形。157 

一、 三年級導師教學情形 

  三年級小君老師擔任班級導師，授課的科目有：國語、數學、健康和綜合活

動等課程。經由研究者觀察和訪談了解，老師的教學模式與融入客語的方式為： 

（一） 國語課 

  課堂上，導師大都以客語為引導語，會使用大量的常用語帶入教學，課文內

容會以國語先念一遍，再以客語解釋，所以是國語、客語穿插使用。例如老師詢

問學生，學生以國語直譯「絲瓜」的客語，也會以客語回應，課程中也以大量的

客語解釋內容，詞彙講解大都以客語為主：
158

 

 

   T1：有个人有看過，黃色个花、有个吊等，你等屋下有可能會種，係麼个

瓜？會炒來吃个。 

   Ｓ：絲瓜。 

                                                        
157

 內文中教師及學生的名字皆為化名。 
158 老師教學內文中的粗體字，表示老師授課或學生回答所使用的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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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麼个係絲瓜，二年生有教過，該安到絲瓜喔？係菜瓜，你等屋下有種

菜瓜無？ 

   Ｓ：有！ 

   T1：菜瓜个花乜黃黃，像西瓜共樣，菜瓜个花做得摘下來沾麵糊，就係麵

粉加水變成醹醹，拿來炸就做得直接食吔。 

   Ｓ：先生，我家的絲瓜已經長很大了！（課程講解） 

   T1：剛才鍾小廷說絲瓜水，絲瓜水就是菜瓜生啊蓋大條、老了，愛割掉仔，

長得很老不要了，他的莖裡面，剛才他說他家的絲瓜已經長到玉蘭花

的樹蓋高吔，割掉不要種了，割開來之後就會有水流出來，他的汁液，

毋好浪費吔，愛拿罐仔裝起來，經過了一個晚上他那瓶就滿了。那罐

做得做麼个？該罐清涼退火，做得拿來食，還做得拿來……。 

    （103.10.27/小君/國/觀） 

 

（二） 數學課 

  小君老師上數學課，題目會以國語念，而運算過程中以國、客語穿插使用，

討論習作時，全班先以國語朗讀題目，老師以國語解釋，再以雙語穿插運算。 

 

   T1：三千七百五十，這跡位共樣，知無？一千零六十五，這兩個加起來， 

看先生這，加六，加七……四千八百一十五。 

   SS：四千八百一十五。 

T1：四公升八百一十五，著無？算毋著个愛改過來，嘎你自家个呢？你自

己的橡皮擦呢？改好吔無？毋著个愛改過來，這下看第二題（題目講

解）。 

T1：恁呢寫比較過清楚，等一下𠊎愛看習作五十五頁，值日生捽粉牌，等

一下𠊎愛講一下。（103.10.22/小君/數/觀） 

 

中間空檔學生擦拭黑板，老師利用機會教育說明班級學生受傷的經過，也是用國

客語穿插。 

 

T1：你等知楊小明做麼个這恁多日無來上課無？你等在搞个時節愛注意安

全，尤其學校有在工程的時候，你要不要靠近？毋好行歇近，楊小明

該日在打球仔，就是後面我們升旗站的位置，佢个頭前係母係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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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那天學校在測試噴水孔會噴水無，蓋仔就打開，裡面有馬達，

佢無看到，然後佢就跌下去，這裡就縫了六針，醫生講愛觀察三日看

佢有腦震盪無？故所請你在搞个時節愛注意，毋好淨顧搞，愛看唇口

有危險个地方無，下次學校圍起來的地方你就不要走過去。佢自家爬

起來个，感覺得這蓋痛，一摸都係血，下二擺你等搞个時節愛注意安

全。這下看第五十五頁……（103.11.20/小君/數/觀） 

 

在課程進行中，老師請學生起來或叫號碼，都是以客語為主，顯示學生都聽得懂。

（請學生朗讀題目） 

 

    T1：陳平你念一遍，你還無念，企起來，書拿起來……（學生陳平開始

念）……坐下來，每擺企起來念都毋會唸過大聲一息。 

   T1：翻過來，這頁做過吔無？ 

   Ｓ：做過了。 

   T1：五十八頁，喊著个上台寫，第三題，3 號，第四題，4 號，第五題，5

號；（巡視學生）你个書無拿出來愛仰仔寫；慢慢擦毋好擦忒大力 （題

目講解）。 

   T1：其他个人下去做操，數學習作放在桌項（下課全校進行健康操時間）。 

    （103.11.20/小君/數/觀） 

 

（三） 健康課 

  內容大都與生活上的食衣住行有關，老師大多以客語來教學，使用比率大概

高達八成以上。部分國語詞彙，學生有時會以客語回應。 

 

   T1：森林步道就係愛行路个，坐車坐到該就愛下來行入去，哪有車子開入

森林裡，因為你行个係步道，代表係人行个，𠊎等看佢等著个衫褲適

合無？老妹講恁多在講麼个？ 

   T1：看一下老妹著个，老妹著个係長袖還係短袖个？  

   SS：長袖。               

T1：做麼个愛著長袖？山頂項有小黑蚊，細細隻會來咬你，故所愛著長袖

个。可能還會有其他的蟲子，要穿長的，熱天你做得著薄个，像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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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冷个天你著短袖就會凍死。還有做麼个做毋得著新鞋？ 

T1：你等這下都係著運動鞋，你先同腳放下去（指學生），𠊎等以前著皮

鞋，細妹仔有細妹仔个皮鞋，細倈仔有細倈仔个皮鞋，新皮鞋著个時

節有時會溜皮，因為皮鞋蓋新，新个鞋著个時節會著傷，故所著新

鞋……（103.11.24/小君/健康/觀）
159
 

 

（四） 綜合活動課 

  這節綜合活動授課內容剛好是自我介紹，老師請學生先寫好自己的興趣、

喜歡的水果等等，要以客語做自我介紹；老師私下告知，有一位學生平日都不

說客語，沒想到今天很順利的完成客語自我介紹，他自己也很高興。老師亦鼓

勵閩南籍學生說客語，從簡單的開始學，講的不標準也沒關係，這給學生很大

的鼓勵。 

 

   T1：上課吔，坐好。仰還在講話？ 

   Ｓ：先生，可以喝茶無？ 

   T1：可以。 

   T1：先發這張紙下去分你等寫，自我介紹的，等一下尋人上來講。 

   (課程講解) 

   T1：看你愛介紹自家麼个，名仔一定愛講，可以講你个綽號無？可以，伸

五分鐘，過後𠊎就愛抽籤，毋會寫个字就寫注音，無一定愛寫好朋友，

可以寫別个……，你可以寫喜歡食个東西、水果、菜……。 

   Ｓ：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晡日𠊎愛介紹𠊎自家，𠊎安到黃小新……𠊎个屋

下人有阿爸、阿姆、一個妹妹同兩個哥哥，蓋喜歡个係……水果係芎

蕉，興趣係畫圖，專長係走飆。 

   T1：佢講个好無？ 

   SS：好！ 

   T1：她講个盡好，九十八分喔！（103.12.16/小君/綜合/觀） 

 

  綜合上述，小君老師在課堂上會使用大量的客語來進行教學，只有在上國語、

數學等學科時會穿插國語，讓學生能理解課程主要內容。在講述學生受傷經過時，

                                                        
159 此段長達五分鐘的講解幾乎都是用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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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關鍵語則以國語敍述，讓全班學生都能聽清楚，在校園也要隨時注意自身

安全。綜合活動課程，讓每位學生上台以客語自我介紹，能建立學生說客語的自

信心，有助於增強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 

二、三年級各科科任教師教學情形 

  三年級各科科任教師中，若老師為客藉，且平日的主要語言為客語的話， 

在課程進行中則能很自然的轉換客語或以全客語進行教學，例如本土語言及體育 

即是如此；反之，若老師為閩籍或平日的主要語言是國語，其教學則會以國語為 

主要教學語言。 

（一） 自然課和社會課（同一位教師） 

  小羽老師是客家人，主要使用語言是國語。老師在上自然課時要重新分組，

她以客語念學生座號更換坐位，過程中可能因老師不常使用客語，有學生反應老

師的客語不標準，以致於後半段的課程，老師皆以國語教學，沒有再使用客語。 

 

   T8：再念一擺，嗋石（磁鐵），好！等一下這个拿歸去；愛注意！毋好在

位仔項搞，毋可以擲來擲去，聽著無？ 

   SS：好。 

   Ｓ：先生，有人聽毋識客家話。 

   T8：好，等一下你愛用个東西就拿出來，你要測試的東西拿出來，組長出

來，毋知麼人係組長？等一下，先歸去，這下換位置……。 

   T8：把你的東西先帶著，拿好！注意聽，三號在這（指第一組位置），18

號，11 號，1 號，8 號，…… （以客語念座號分組）。 

Ｓ：幾多號？ 

Ｓ：先生，1號在這裡嗎？ 

T8：等一下，坐好，𠊎看一下。 

Ｓ：先生，你的客語不標準！（103.11.17/小羽/自然/觀）
160 

 

 

 

                                                        
160 之後老師都是使用國語教學，社會科也幾乎都用國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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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語言和體育課（同一位教師） 

  小章老師是客家人，他的客家話非常道地。本土語言的課程，整節課的教學

幾乎以全客語為主，課程中老師會引發學生以前的經驗再分享，加入新的知識。

體育課做體操，學生念的口號就以客語為主，之後包括互相練球、傳球皆以客語

互動。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若有客語發音不正確的，老師會適時的給予修正和鼓勵，

不斷的增強學生的聽說能力。 

 

  本土語言： 

   T6：頭擺个人係毋係愛做工？做工麼个時節愛出去?朝晨日頭一出來，「日

頭」講一遍。 

   SS：日頭。 

   T6：有時日頭毋前出來，佢等就愛去田坵做事，蓋早就愛出去做事，毋前

天光、雞仔毋前啼，可能 3、4 點就愛去割豆仔、蒔田，「蒔田」講一

遍。 

   SS：蒔田。 

   T6：割禾，就是收割稻穀，割豆仔，就是割紅豆或是綠豆，以前的人很辛

苦，天還毋前光雞仔毋前啼，就愛出門做事，做事做到麼个時節歸來？

做到當晝正歸來食飯休息一下，到 1、2 點又愛出去做事，愛做到麼

个時節？你等做得歸去問爸爸媽媽也係阿公阿婆。佢等做到日頭落山

正歸來，這時節正有一息閒時間做得去市場買菜……。（課文解釋） 

   T6：做麼个頭擺个人恁煞猛做事？ 

   Ｓ：因為沒有錢。 

   T6：著，因為無錢。真个無錢，故所愛蒔田，該兜穀可以做麼个？可以煮

飯來食，恁呢就毋會餓著自家，頭擺个人真个蓋辛苦，……。（課文

解釋）（103.10.27/小章/本土/觀） 

 

  體育： 

   SS：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T6：換片，腳撳過下一息。 

   SS：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T6：換片企，䟘起來，手摸另外一隻腳，左片開始，左片在哪呀？這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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𠊎口令開始，一二，一二，一二，自家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開合跳，

就係開合跳，預備，連續動作做 20 下，開始。 

T6：毋好超過該片，𠊎愛換講別句話仔，細倈仔講「𠊎最登真」，會講無？

細妹仔講「𠊎最靚」，恁呢𠊎正分你等球仔，細倈仔講一遍，「𠊎最登

真」。 

SS：𠊎最登真。 

T6：細妹仔講一遍「𠊎最靚」。 

SS：𠊎最靚。 

T6：毋會差，「𠊎最靚」大聲一息，愛有自信。（103.10.07/小章/體/觀） 

 

  綜合上述，三年級各科任教師當中，唯有小章老師授課的本土語言及體育有

進行客語沉浸教學，其他科目的老師，因無法以客語進行教學，故仍以國語為主

要教學語言。小章老師幾乎以全客語進行教學，課堂中會提醒學生以客語回應、

或要求學生大聲說出客家語，正向增強其說客語的自信心。 

三、四年級導師教學情形  

  小鈺老師本身就是客籍，擔任四年級導師，他的任課科目有：國語、數學、

社會、綜合活動等課，主要使用語言為客語和國語進行教學。 

（一） 國語課 

  小鈺老師的國語課程，是採雙語進行，整個教學的過程，運用客語的常用語

相當多，很自然流暢，師生之間的互動，使用的客語量也很多。 

 

   T2：最近秋天个變化同熱天有麼个無共樣？ 

   Ｓ：熱天係歸日都蓋熱，秋天係朝晨蓋冷，當晝蓋熱，暗晡頭又蓋冷。 

   T2：到暗晡頭會涼涼仔，無到冷！來，你呢？ 

   Ｓ：秋天个時節風冷冷，熱天个時節風燒燒。 

   T2：熱天雖然有風，但係風吹過來感覺還係燒風，秋天个風吹過來就真个

係涼涼，分人感覺涼爽，……還有麼个無共樣，文君。  

   Ｓ：秋天樹葉仔會跌蓋多。 

   Ｓ：那是冬天吧！ 

   T2：秋天就開始會跌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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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像𠊎等今晡日去掃地个地方，地泥項就跌蓋多樹葉仔毋係嗎？意思係

講熱天个時節樹葉……還有人愛講無？無吔哦！嘎𠊎等來看這個圖，

佢个樹葉仔係麼个色？ 

   Ｓ：紅色。 

   T2：有紅色，還有一息？ 

   SS：柑仔色。（103.10.27/小鈺/國/觀） 

 

（二） 數學課 

小鈺老師以雙語進行數學教學，全班以國語念題目，在解題的過程中以國、

客語穿插使用。 

 

T2：接下來看第二題。有小朋友盡好搞扭蛋機，搞一擺 30 元，小傑有 90

元，佢做得搞幾多擺？轉幾多擺？所以這要列算式，他有列了嗎？ 

T2：恁呢會無？接下來第三題，用講个過簡單，愛直接自家算過正知問題

出啦在哪，第三題你們念題目，用國語念，開始！ 

   SS：（念題目） 

   T2：（計算、講解），……故所答案愛看清楚，有時候要回答兩個答案，單

位量要注意。恁呢有問題無？ 

   SS：無！ 

   T2：用聽个蓋簡單，等你實際做、自家練習就無恁簡單吔！接下來𠊎等看

第四題，小玲有一條 95 公分這麼長个緞帶，愛每 21 公分做一個中國

結，做得做幾多个中國結？恁呢剪一段做、剪一段做，剪 21 公分做

一個、剪 21 公分做一個中國結，恁呢緞帶有可能會伸，故所係 95 除

21，直式來算，(計算、講解) 

T2：恁呢聽吔識無？ 

SS：有！ 

T2：到這有問題無？ 

SS：無！（103.10.31/小鈺/數/觀） 

 

（三） 社會課 

  小鈺老師運用了許多的客語常用語，可能是社會科的關係，所探討的主題與

我們週遭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轉換客語的部分有明顯較多。學生們會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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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語回應，表示學生們客語說的能力有明顯提升。 

  

   T2：知麼个安到休耕無？就係休息一段時間，禾仔割忒過後，會有一段時

間無種東西，愛休息一下，就像人共樣，你緊做緊做會蓋𤸁，土地也

一樣，你緊種緊種，就會無養分，種出來个東西……，故所這下个農

民，利用採收過後个時間，種一息花還有波斯菊，𠊎等有看過影片，

波斯菊有白色、紅色、粉紅色，有蓋多種色，該係一種花。油菜係一

種菜喔，平常你媽媽還係阿婆，去市場買菜……，毋過等到佢開花就

會老一息吔，所以油菜花就是油菜長出來的花。所以這些農民種波斯

菊還有油菜花，當作綠肥。 

   Ｓ：別人可以種這个，嘎自家屋下休耕个時做得種玫瑰花無？ 

   T2：你就係想種蓋靚个花就著吔！該種蓋靚个玫瑰花、蘭花不可能恁遽就

開恁多花啦！ 

Ｓ：種在自家屋下！ 

T2：在自家屋仔唇口種个花，𠊎个意思係種个該兜花係拿來欣賞个，是用

來觀賞用的，不是用來做土地的綠肥。 

Ｓ：𠊎知吔！ （103.10.31/小鈺/社/觀） 

 

（四） 綜合活動課 

  綜合活動的課程，小鈺老師幾乎是全客語教學，僅少部分的詞彙以國語解釋，

其他的教學語言幾乎是客語；課程中抛出很多問題，學生若以客語回答，則可以

多一些獎勵卡，用意在鼓勵學生們多以客語回應，提升學生的聽說能力，而學生

們也在此情境中學習很多的客家語詞。 

 

   T2：這个單元係講文化个東西，有蓋多文化个活動，𠊎等這係客家地區，

係毋係辦蓋多客家个活動？𠊎等在過年正月半个時節，也會在運動公

園辦擲紙炮仔个活動係麼个？ 

Ｓ：攻炮城！ 

   T2：麼人講个，加三張（獎勵卡）。毋單淨有客家个活動，還有蓋多廟舉

辦个活動，蓋多藝術方面，音樂、畫展、表演、……。你有參加過麼

个活動無？比如講這個係北部苗栗，有一個三義个地方，……。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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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內門，有一個宋江陣个活動，有人打扮成這樣，……，這就係

佢特殊个地方。這下擎手講一下，你仰知麼个地方有麼个活動呢？可

以對哪知這兜消息。彥男。 

   Ｓ：文化局。 

   T2：你對哪知个？可能有貼海報講麼个時間？麼个地點？辦麼个活動？  

   Ｓ：先生同𠊎等講个。 

   T2：先生同你等講，同你等介紹，小朋友注意喔，這禮拜日西勢个忠義祠

開幕有活動喔！這个有貼海報，還有先生同你等講。這下講客家話有

三張，鼓勵你等。 

   Ｓ：紅豆節！ 

   T2：紅豆節，對哪知吔？聽清楚，𠊎這下愛問个毋係有麼个節，有麼个活

動，𠊎愛問你等仰吔知个？ 

   Ｓ：網路項查著个。 

   T2：蓋好，三張，網路項可以查著。 

   Ｓ：電視項看著个。 

   T2：電視有時會報告，電視新聞，電視个地方台，有時節會預告麼个時節、

麼个地方有活動，這个可以，三張，還有無？ 

Ｓ：聽𠊎媽媽講个。 

T2：聽你媽講，那你媽媽對哪知吔！ 

Ｓ：宣傳單。 

T2：哪會發宣傳單。 

Ｓ：鄉公所。 

Ｓ：在路項。 

T2：在路項，還有呢？學校有時節也會發，三張，還有呢? 

Ｓ：報紙項。 

T2：著，報紙有時節會廣告，除了電視會報告，報紙也會喔！（討論）  

   T2：布告欄，係這個庄頭有布告欄，布告欄會貼有麼个活動可以參加，還

有呢？ 

      Ｓ：先生，村長會廣播。 

   T2：著，就係廣播，蓋好，村長有時會廣播，還有麼人無講到，再分你一

擺機會。（103.12.16/小鈺/綜合/觀） 

     

  綜合上述，小鈺老師在課堂上亦使用大量的客語教學，只有在數學課的運算

過程大多以國語為主，讓學生能聽清楚懂得運算；在師生對話當中，發現小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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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會抛出開放性的問題讓學生思考，且以鼓勵學生以客語回答能獲得雙倍點數的

獎勵方式，這點確實有達到明顯的效果。 

 

（五） 日常生活（下課時間） 

  每周一母語日的下課時間，是客語小尖兵出動說客語的時間，小鈺老師的學

生利用下課時間找老師認證，以下為對話內容： 

 

   Ｓ：老師我找到五個人。（客語小尖兵） 

   T2：等一下，講客語，𠊎尋著 5 个人。 

   Ｓ：先生，𠊎可以尋你無？ 

   T2：可以啊，來，你要問𠊎麼个問題？愛講麼个？ 

   Ｓ：你个興趣。 

   T2：𠊎个興趣喔，𠊎愛好運動。 

   Ｓ：你昨晡日食麼个？ 

   T2：昨晡日？你使問，朝晨、當晝還係暗晡頭？ 

   Ｓ：朝晨。 

   T2：朝晨喔，𠊎昨晡日食肉圓、啉牛奶，嘎你昨晡朝晨食麼个？ 

   Ｓ：昨晡朝晨食麵包。 

   T2：食麵包喔？有啉牛奶無？ 

   Ｓ：無？ 

   T2：有啉白湯茶無？恁呢食毋會忒燥嗎？ 

   Ｓ：毋會。 

   T2：嘎你昨晡下晝有去補習嗎? 

   Ｓ：有，補英文。 

   T2：就只有補英文，嘎你平常除了補英文還有補麼个科目無？數學？ 

   Ｓ：書法 

   T2：書法，寫字，用毛筆寫大字，很厲害喔!你學啊著？還係學蓋久吔？ 

   Ｓ：學蓋久吔！ 

 

  這位學生是轉學生之一，她利用下課時間找小鈺老師認證（客語小尖兵），

在師生一來一往的互動中發現，小鈺老師除了回答學生的提問，亦會反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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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增強其客語聽說能力。 

四、四年級各科任教師教學情形  

  四年級各科科任教師中，有幾位老師為客籍，所以在課程進行中幾乎以全客

語進行教學，除了本土語言，還有自然、健康及體育等都是以客語為主要教學語

言，老師以客語提問而學生的回應也以客語居多。 

（一）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 

  小偉老師本身為客籍，主要語言就是客語和國語。其教學模式，也以客語為

主軸，穿插部分國語，且客語說來流暢，教學上非常有經驗，課程進行的很緊湊，

上課過程中會提醒學生要說客語，不要一直說國語，也會請學生說明觀察的結果，

學生也能以客語回答。 

 

   T4：同手電筒收起來，看課本。頭先你等無光線个時節看東西盡無容易，

等裡背个光線入去，你等做得看著一點影仔在該，毋會看毋清楚，手

電筒光照入去个時，就蓋清楚吔，你還看得著除了佢幾大，麼个形仔、

影仔這三種，你還看著麼个？大細、色彩，著，這就係重點，除了你

看著佢有幾大幾細、樣仔係仰吔，還看得著佢个色彩係麼个，這个色

彩一定愛有光線正分得出來，係準講無光線，你可能看得出佢个形仔、

大細，但係色彩看毋出來，故所一定愛有光線。第一題，目珠可以看

著麼个同光有關係無？你愛有光正看得著東西，故所書項左片个細妹

仔問个問題，係無光个話看得著無？麼个東西都看毋著？ 

Ｓ：毋係！ 

Ｓ：看得著一息息。 

T4：嘎𠊎問你，頭先个到底有光線入去無？你敢保證一息光線都無？ 

Ｓ：這有一息息。 

T4：重點來了，頭先𠊎等有講過，有一細息光線入去，嘎你等有入去過鬼

屋無？ 

   SS：有！ 

   T4：行入去个時節，𠊎請問你等到底有光線無？ 

   SS：有！ 

   T4：該係有光線个，著無？今晡日係講一息光線都無，你等入去看得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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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無？完全無光線个時節，你絕對看毋著東西，故所你同筆拿起來寫

左邊个問題，……（103.11.17/小偉/自然/觀） 

 

（二） 本土語言課 

  由母語教師小貞老師授課。是以全客語的方式進行，先教學生唸客語護照的

內容，老師很有耐心的引導學生學習，由短句、長句慢慢練習；引起動機以沙包

帶入童謠，邊唸邊玩，不知不覺就學會了童謠；課程中也讓學生有發表的機會，

以提升客語的使用機會。 

 

   T7：今晡日𠊎等除了學習護照還愛上課，這下𠊎等來看第 2 課，你等先

念課文，先生先來準備（電子書）。 

(學生課文朗讀) 

T7：恁厲害，𠊎等上禮拜有畫天氣，小朋友有全部圈起來無？接下來看

21 頁圈仔無？先生講一下「拼命」，「拼命」就係蓋煞猛打拼个意思；

比論講：阿爸蓋煞猛、拼命做事喔！還有，「越吹越冷」，這下先生

愛加分，看小朋友會造詞無？比論講：越來越靚，看做得講出越來

越麼个，先生毋好再講吔，先生再講下去你等就無好講吔。 

Ｓ：先生，開車的客家話怎麼念。 

   T7：𠊎等無講開車，𠊎等講駛車仔，國語講開車，有个人毋會講客家話，

佢就講開車，𠊎等愛講駛車仔。𠊎等頭先圈起來个係「越吹越冷」，

𠊎等做得造詞，你做得講麼个？ 

Ｓ：越開越快。 

   T7：越開越快。 

   Ｓ：越食越肥。 

   T7：越食越肥著毋著？恁會講客家話，𠊎等來加分，下一個看愛圈麼个？ 

（103.11.17/小貞/本土/觀） 

     

（三） 健康和體育課（同一位教師） 

  小雄老師教授健康與體育，教學模式是以客語為主，再融入部分國語，在課

程中會一再問學生問題，也請學生以客語回答。至於體育課：只要聽到學生講國

語，就會鼓勵學生用客家話講，請他們平日多練習說，說錯了沒關係，一再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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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若沒有說就不會進步；你們習慣用國語講比較好講，但是客語就不會進步，

所以老師的教學模式，也幾乎是全客語教學。 

 

  健康： 

   T5：先生在這講一个觀念分你等知，運動過後愛休息，毋過，𠊎等下還愛

運動，嘎𠊎啉幾多水？ 

   Ｓ：啉少一息水。 

   Ｓ：毋好啉忒多。 

   T5：啉兜水就好，因為你等下還愛仰仔？ 

   Ｓ：等一下還愛運動。 

   T5：等下還愛運動，因為等下運動會？ 

   Ｓ：流汗！ 

   T5：你啉越多水，汗就會流越多，你个身體就越𤸁，因為流汗流淨吔，𠊎

等下還愛運動，𠊎啉一口水含在嘴裡背，慢慢仔吞下去，毋好在運動

歇還在喘，就緊啉茶，恁呢對身體毋好；𠊎等下無運動，𠊎啉加一息

無關係，補充水分，𠊎等下還愛運動會流汗，就啉一息，毋係運動越

多就啉越多，恁呢對身體不好，……。（103.11.17/小雄/健康/觀） 

 

  體育： 

   T5：這裡有球，這有球仔，先生緊講用客家話講、練習講，講毋著無關係，

無講就毋會進步，你等有恁呢想無？無！你等就係講國語過好講，客

語就不會進步，講大聲一息無關係，這下散開。𠊎又聽著講國語吔，

要講話啊，又毋敢講又驚講毋好；該片个過去一息，超過該網仔，這

片个過來一息，啊仰全部都過來呢？再過去，無喊你停就繼續行啊！

好了，其他个人看一下，看著別人做毋著愛仰吔？ 

   Ｓ：同佢講。 

   T5：同佢講，愛講出來，尤其係打球个人，有人恁呢打，先生講愛仰吔？

兩隻腳分開來，投手，每一个都愛看，每一个人都愛做投手，球仔到

這就愛投出去，投手投出去个時節大聲念出來，1，球仔又到你這，2，

每一粒球仔都打一下，開始。 

   T5：愛平个，平平吔，扭腰旋轉。（練習）（103.11.06/小雄/體育/觀） 

 

（四） 藝術與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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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斌老師本身為閩籍，目前正積極學習客家語（通過客語初級認證），所以

課堂上會請學生用客語說出顏色或工具用品、作品，還會提醒學生多說客語；指

導學生作畫時，有時也會以客語互動。 

 

   T9：你要上色的人去八號（筆櫃）拿色鉛筆，恁呢知無？ 

   SS：知！ 

   T9：拿吔就坐下來，……（課程講解）。 

   Ｓ：老師，我想畫二郎神 

   T9：可以呀！你這個要不要換一張……（繪畫課程）。 

   T9：你找到人生的新方向了嗎？客語怎麼說？ 

   Ｓ：人生。 

   T9：會不會換一句話說？我要換一張。 

   Ｓ：𠊎愛換一張。 

   T9：對，這樣很好，要講什麼？ 

   Ｓ：多謝先生。 

   Ｓ：先生，這支筆恁短。 

   T9：沒關係……（103.12.15/小斌/藝術/觀） 

 

綜合上述，四年級各科科任教師中，有幾位老師為客籍，所以在課程幾以全

客語進行教學。學生的部分發現：四年級學生可能經過二年的客語沉浸教學，長

期沉浸在客語環境中，所以學生回應老師的問題都能以客語完整陳述，顯示其客

語聽說能力佳。 

【小結】 

綜合以上中年級各科任課教師的教學模式，客語沉浸教學班級的導師不論自

己教授科目為何，都會盡量使用客語，而專有名詞或需要特別講解的部分（例：

有小朋友盡好搞扭蛋機，搞一擺 30 元或有一個宋江陣个活動），「扭蛋機」及「宋

江陣」老師無法轉譯，則會以國語說明。整體看起來，三年級小君老師的健康、

綜合活動課程及四年級小鈺老師的社會科、綜合活動課程使用客語頻率都相當高。

兩班的本土語言教師教學，整堂課程幾乎使用全客語教學，學生亦能以客語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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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且能完整表達。至於科任老師的部分，經觀察發現，若老師為客籍，且平日

的主要使用語言是客語的話，其客語的日常生活對話，會比平日不常以客語為主

要使用語言的老師要靈活很多，不需要特別轉換客語，就可以很自然的將所見所

聽以流利的客語教學。唯有專有名詞、特殊名稱或詞彙（例：有人說水果會發酵，

吃飽飯吃進去，水果在裡面發酵。彩虹是一次反射兩次折射。），無法轉換時才

使用國語說明；在教學的過程中也會不斷的引導學生以客語回答問題。若科任教

師本身非客家籍（四年級藝文科）或不習慣說客語的教師（三年級自然和社會教

師），則會因為班級推動客語（客語沉浸教學）的關係，試圖盡量融入客語，但

是使用頻率和成效都較為有限。 

  觀察發現：老師們在課堂上使用大量的客語教學，學生客語聽的能力明顯提

升，但回答老師的問題時，所運用的客語詞彙多為簡單的語句，較少回答完整句。

針對這點來探究，因為老師的提問多屬於封閉式，所以學生則自然直接回應（是

或否）。若為開放式的提問，則學生回答會較有完整句的呈現（如：四年級國語

課師生的對話內容）。 

   以下圖 4-1、圖 4-2 為三、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級課表，可以清楚看出

課堂使用客語的情形。如圖所示（細上斜線底藍字為全客語時間，細直線底紅字

為雙語進行的課程，白底黑字則是授課教師之語言或課程內容無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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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哈客國小 三年級課表  導師：小君老師 

    星期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7：40~08：00      

08：00~08：30      

第一節 8：40~9：20 數學 國語 數學 國語 數學 

第二節 9：30~10：10 國語 音樂 
自然生活 

科技 
彈性課程 

體育 

（舞蹈） 

第三節 10：30~11：10 本土 彈性課程 
彈性課程 

（電） 
社會 

彈性課程

（英） 

第四節 11：20~12：00 英語 體育 國語 社會 國語 

12：00~12：40 午     餐     時     間 

12：40~13：20 午     休     時     間 

第五節 13：30~14：10 
自然生活

科技 
綜合 

教師 

進修 

研習 

藝術與 

人文 
社會 

第六節 14：20~15：00 
自然生活

科技 
綜合 

藝術與 

人文 

彈性課程 

（國） 

第七節 15：15~15：55 健康 綜合 彈性課程  

放學時間 15：55 15：55 12：40 15：55 15：00 

  圖 4-1 三年級實驗班課表使用客語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屏東縣哈客國小 四年級課表  導師：小鈺老師 

 

 

 

 

 

 

 

 

 

 

 

 

 

 

 

 

  圖 4-2 四年級實驗班課表使用客語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星期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7：40~08：00      

08：00~08：30      

第一節 8：40~9：20 
自然生活 

科技 
英語 國語 國語 

英語 

補救 

第二節 9：30~10：10 
自然生活 

科技 
國語 音樂 國語 國語 

第三節 10：30~11：10 英語 
藝術與

人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第四節 11：20~12：00 國語 
藝術與

人文 
社會 社會 

自然生活 

科技 

12：00~12：40 午     餐     時     間 

12：40~13：20 午     休     時     間 

第五節 13：30~14：10 健康 綜合 
教師 

進修 

研習 

彈性課程 社會 

第六節 14：20~15：00 
體育 

（舞蹈） 
綜合 電腦 數學 

第七節 15：15~15：55 本土 綜合 體育  

放學時間 15：55 15：55 12：40 15：5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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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困境與策略 

  經研究者實地參觀察與拍攝及訪談兩位導師，將所有資料整理歸納後發現，

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所遇到之困境如下： 

一、 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困境 

（一） 三年級學程編班，無法持續良好的客語學習情境 

三年級重新編班後，有 2/3 的學生要學習及增強客語聽說能力、進而適應客

語沉浸教學的方式，小君老師說明：  

 

開學時，三年級的學生重新編班，僅 7 位學生是原班學生，其他很會說客

語的學生則編至其他班級，無法持續接受客語沉浸教學；九月、十月還在

建立班級常規，所以使用客語時間比較少。（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君老師會以安定班級，班級經營為首要，再慢慢融入客家語。 

（二） 課程難度升高，客語轉譯困難 

在語譯效率部份，四年級小鈺老師表示： 

 

   四年級的課程在教學上明顯有愈來愈多的語詞很難解釋，要轉換客語比較

難，所以課程說客語的機會有較少，不像低年級時可以運用較多的生活用

語；特別是國語修辭方面，語詞很難轉換，即使以客語說明，又擔心學生

聽不懂、不了解，所以就直接以國語說明較為清楚。（103.12.10/小鈺/教室

/訪） 

 

    四年級下學期的課程內容難度加深，有時為了趕課，教學上有一半的時間

會使用國語教學，學生也有感受到老師的客語教學的時間比例少了。 

這學期的數學運算的數字有到億位還有分數、小數，若以客語幾億幾

千……這樣念，學生反而很難理解，所以這個運算的部分大多以國語教學，

讓學生能夠清楚了解。（104.06.29/小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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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課學生還是習慣用國語交談 

老師鼓勵學生下課多說客家語，但因為學生一下課就人煙消散，老師監督有

困難，小君老師表示： 

 

這學期學校開始實施母語日，可是下課時間同學們彼此互動時，卻很少聽

到他們主動講客語，除了客語小尖兵有任務出勤，或找同學認證時，才會

聽到客語。有鼓勵學生下課多講客話，但我們班的學生很愛玩，一下課就

跑到樓下（操場）了，很難留在教室，自然就沒有互動的機會；目前也沒

有規定學生說客語的時間。（103.12.10/小君/教室/訪） 

 

  為了鼓勵學生多說客語，小鈺老師利用早修帶著學生念「六堆生活用語」，

增加學生的客語能力，讓學生可以利用下課時間增加認證機會；但因社團及各項

活動接踵而來，學生練習客語的時間也相對縮減，而老師能叮嚀教學的時間也變

少了。 

 

   剛開學時還有學生拿『南四縣腔客家生活用語』161（三年級時導師申請的

補充教材）來認證，接著學校社團開始後，學生忙著參加社團加上各項比

賽，學生沒有很多時間練習；這本生活用語是很好的學習教材，很可惜沒

有時間帶領他們學習。 

   （103.12.10/小鈺/教室/訪） 

 

  請教小鈺老師會針對母語日，要求或鼓勵學生下課時間說客語嗎？小鈺老師 

表示：  

 

                                                        
161 屏東縣政府（2012）。《南四縣腔客家生活用語》。屏東縣：客家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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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母語日是星期一，那天我只有一節課，其他都是科任課程，這樣很難

規定或提醒學生說客語；如果母語日當天，我的課也多，那我可能會要求

學生整天說客語。（103.12.10/小鈺/教室/訪） 

 

（四） 本學期客語護照較難，老師推廣上有困難 

校方表示：本學期因為希望客語護照能結合客語中高級認證教材，因此護照

內容難度較高，也因此老師推行起來有些困難。小君老師表示： 

 

   這次的客語護照的確有難度，利用課前時間練習；因為沒有時間，我們班

學生沒有一對一的認證，全班一起唸一起認證，本來主任說要認證，但也

沒有時間。（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則表示： 

 

   只有少數學生會主動來闖關拿獎勵卡，大多數的學生要提醒，才會來闖關；

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次中年級的客語護照有多了客家山歌、詩選及客語昔

時賢文等的部份，這是摘錄客語中高級認證中的內容，這個部分較有難度，

連我都不太確認發音是否正確，所以造成練習較少、學生也不太會唸；以

前是以生活用語、童謠為主，學生容易朗朗上口。雖然本土語言教師有教，

但還是不容易學習。（103.12.10/小鈺/教室/訪） 

 

（五） 客語沉浸教學較難延伸至國小高年級 

小鈺老師擔任客語沉浸教學已有 4 年的經驗，對於國小高年級實施客語沉浸

教學有何看法？ 

小鈺老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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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沉浸教學延伸至國小高年級？我認為會有困難，我從低年級帶到中年

級，這兩個年段比較起來，我覺得中年級比較難推動，因為中年級科目變

多、變複雜，加上學生社團活動多，我能協助、提醒、叮嚀的時間相對減

少，不像低年級課程大多是我自己的，很多時間可以跟學生互動。而高年

級若要實施，我覺得就不能再以客語沉浸教學的方式了，因為很難達到

50％以上客語沉浸教學時間，可能會是以陳校長所說的融入式華客雙語教

學，包括課堂上的常用語可能以國語為主只有部份是客語。（104.06.29/小

鈺/教室/訪） 

 

校長也表示：目前學校五年級導師人選並無客家籍的老師，加上科目和活動

的複雜度皆提高，客語沉浸教學要延伸至高年級恐怕有困難。 

二、 因應對策 

經觀察與專訪兩位客語沉浸教學班級的導師及學校行政後，統整出上述的困

難，以下整理、歸納老師們及學校行政人員，克服困難的解決方式。 

（一） 增進非客籍學生對於課程之理解 

  對於非客籍學生，老師會先用客語說明後，再以國語解釋，讓學生可以理解

課本內涵。小君老師表示： 

 

班上有 5 位閩南籍的學生，他們只聽得懂簡單的客語，若完全以客語沉浸

教學，那對這些學生是不公平的，一方面也擔心他們學習不完整，落差會

愈來愈大。因應的對策是，會以國語再複述一次，或者請他們多練習，確

實了解課程內涵。等一段時間，學生漸漸熟悉後，才改以客語為主要溝通

語言。若有學生不清楚溝通的訊息，我還是採用國語解說，之後，再教導

學生以正確的客語說一次。（103.12.16/小君/教室/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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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君老師以漸進式的融入客語，讓學生及老師以客語進行日常例行活動的溝

通及互動。 

（二） 充分運用教室課堂常用語，建立聽客語、說客語的習慣 

    教師們除了國語、數學、社會、健康等以國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外，其他課

堂常用語則靈活轉換為客語，例如： 

 

   上課、下課、課本拿出來、收作業、掃地泥、開電火、關電火、起來、坐

下來、……第一課唸一遍等，只有在講重點或字詞時轉為國語，學生即可

了理解上課內容。若有學生不熟悉客語而不能理解，會再以中文輔助講解

或個別指導。（103.12.10/小鈺/教室/訪） 

 

（三） 因應課程科目而有不同教學策略 

  小君老師表示： 

 

   在教學課程上若有遇到客家的習俗、或有較特別的語詞，會特別解釋，讓

學生了解。例如數學課有一題提到「糖葫蘆」，就這部分特別介紹一下。 

    （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表示： 

 

   國語：會多運用生活常用語引導學生，不會為了客語沉浸教學而轉換客語

上國語課程，這樣教學就沒有意義。（103.12.10/小鈺/教室/訪）。 

 

社會：課程為『家鄉、地區、社區』等主題，就會使用到大量的客語來上

課、討論，因為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接觸到，可以讓學生多發表。  

    （103.12.10/小鈺/教室/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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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三年級重新編班或外校轉入生會留意學習狀況   

兩位導師對於三年級重新編班或外校轉入生特別關心及了解其學習狀態，讓

學生可以慢慢適應客語沉浸教學。 

小君老師表示： 

 

這次重新編班，原本一、二年級很會講客語的都編到其他班了，僅 7 位學

生繼續留在本班，但這 7 位都不太會說。其他的學生在一、二年級時就知

道本班是客語沉浸教學的班級，所以重新編班後，學生們都知道老師教學

是以客語為主；我們班有五位學生是閩南人，他們之前低年級的老師，上

課偶爾也會說些客語，所以他們還好，聽久了就會懂，有的還會跟著說。

但在教學上，為了讓公平學習（聽不懂客語的學生），說完客語再說國語

（割禾，就是收割稻穀，割豆仔，就是割紅豆或是綠豆），讓學生了解。

（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對於轉學生則會加以輔導： 

 

一開始有跟家長說明，本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這三位轉學生都是客籍，

所以客家話都聽得懂，只有說的部份較不順；課業上會多留意其學習狀況，

隨時利用時間輔導。（103.12.10/小鈺/教室/訪）  

 

（五） 增進客語護照之理解 

    上學期中年級的客語護照難度提高了，導致學生念起來不太流利，學習的時

候，發音也不太正確，雖然本土教師在課堂上有教，但畢竟本土老師一週只上一

節課，而導師還有正課要進行，無法有多餘時間練習，所以學生的學習效果不是

很好。小君老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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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次客語護照其中的客家山歌及詩選的部份會去請教客語教師，了解

後再教導學生。（103.12.16/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表示：  

 

   有和學校反應後，學校有請專任客語教師錄製一至六年級的客語護照音檔，

放置在學校網站，供給教師、家長、學生們學習。 

（103.12.10/小鈺/教室/訪） 

    

學校行政單位在了解情況後，上學期的有做補救措施，下學期的也請專任客

語教師針對學生低、中、高年級設計適合的客語護照內容，讓學生們學習後能朗

朗上口，並且也有錄製語音檔，發放到各班，隨時可聆聽學習，未來會持續這個

方式。 

（六） 激勵學生主動說客語 

兩班實驗班導師都會使用一些方法激勵學生多說客語。例如小鈺老師結合班 

級獎勵制度，發放獎勵卡。 

 

這學期的獎勵制度還是比照三年級的，課堂中回答客語的會多幾張，鼓勵

學生說客語。（103.12.10/小鈺/教室/訪）  

 

三年級時即開始建立規範，「中午用餐至午休時段為全客語時間」，很清楚

的讓學生知道，在這個時間必須以客語溝通，這個方案一直延續到四年級，

無形中加強了學生在這個時段會主動說客語的習慣。（104.06.27/小鈺/教室

/訪） 

 

小君老師上學期沒有特別針對說客語制定班級獎勵制度；下學期開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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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課時間跟老師或同學以客語互動，可以蓋獎勵章，累積到學期末依點數換獎

品。 

 

   目前沒有；下學期會規劃。（103.12.10/小君/教室/訪） 

 

   這學期有安排客語護照集點卡，星期一帶領學生學習後，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排 5 位（按照座號）可以闖關集點；若學生提早闖關，可以獲得雙倍

點數。還有下課時間，跟我或其他同學講客語，也可以蓋章集點。這學期

下來，有的學生很積極，有的學生要我提醒才會來闖關。（104.06.26/小君

/教室/訪） 

     

小君老師特別提到，會配合學校行政推動鼓勵說客語。 

 

   現在學校有推動多項客語活動，能加強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下學期也會

制定獎勵制度，鼓勵學生說客語且能主動學習。（103.12.10/小君/教室/訪） 

 

（七） 自編教材融入客語作業 

    小鈺老師在今年暑假作業融入社會的家鄉主題，讓學生蒐集資料，介紹家鄉

的特色，不過今年寒假作業則以推動閱讀為主。 

 

   今年暑假有請學生配合社會主題「家鄉」，如何介紹家鄉的特色，有些學

生很認真的找了相關的資料（如圖 4-3）。這次寒假會以閱讀為主、學習

單，沒有再安排客語方面的作業。（103.12.10/小鈺/教室/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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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新北勢老街 

  

介紹內埔老街 

 

 圖 4-3 認識家鄉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三、 學校行政作為 

  學校用心推動客家相關活動，近年來持續推廣客語護照，落實學生客語的聽、

說能力，另一方面，為了提升客語沉浸教學班級學生平日使用客語的頻率，以及

讓通過客語認證且口語流暢的學生，可以多練習說客家話，進而規劃實施「客語

小尖兵」活動。以下介紹各項活動進行方式。 

（一） 持續推廣客語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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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持續推廣客語護照，讓學生人手一冊，並請客語教師及導師協助推廣和

認證（如圖 4-4），完成者學期末頒發獎金（學校公開頒發）。同時每學期辦理客

語 PK 賽，讓三至六年級學生各班組隊參加，學生須熟悉客語護照、《好客 100》，

甚至進階挑戰認證教材，讓學生寓教於樂，學生除了對客語教材須熟悉之外，搶

答速度更要快，上學期中年級組就由目前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的學生

獲得冠軍。 

 

  

學生闖關－唸六堆生活用語 學生下課練習互相抽背 

  

老師利用下課指導學生護照內容 各班完成的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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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 PK 賽情景規則說明 客語 PK 賽情景-搶答踴躍 

 

 圖 4-4 哈客國小客語護照推廣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二） 客語小尖兵制度 

為了提升客語沉浸教學班級平日學生使用客語的頻率，自 103 學年開始實施

「客語小尖兵」活動，藉由學生互相的帶動，鼓勵使用客語來表達及溝通。小尖

兵的篩選標準，必須是通過客語認證初級以上的學生及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驗

班會說客語（經由導師認同許可）之學生，再經過主任的口試篩選，徵選出口語

流暢、熱忱服務的學生，方可入選為「客語小尖兵」，全校客語小尖兵人數達 66

人。每位小尖兵將會領到一本「客語小尖兵服務手冊」，認證累積服務人次，學

期末就可以獲得獎勵，頒發獎狀。 

實施方式為：每周一母語日下課時間，客語小尖兵主動到校園（川堂）或到

班協助、指導同儕或學弟妹說客語，以客家話對話練習（教材可以使用本校客語

護照或《好客 100》日常生活對話至少五句以上客家語），通過後由對方協助簽

名認證。為了讓全校學生都有學習講客語的機會，學校行政有編制排班表，客語

小尖兵輪流到各班推廣，每次輪到值班的小尖兵，要在周一升旗後到辦公室領取

服務制服背心，服務時間為當天早上第一節下課、第三節下課及中午，共三個時

段。實施前，學校也舉辦「客語小尖兵」說明會（如圖 4-5），增強學生認知，能

成為客語服務小尖兵，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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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小尖兵穿堂定點服務。 客語小尖兵的認證手冊. 

  

主任的口試徵選客語小尖兵 舉辦「客語小尖兵」說明會 

  

同學認證說客語 客語小尖兵的服務集點證明 

 

圖 4-5 客語小尖兵-實作篇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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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小尖兵實施一段時日以來，兩位導師表示對於學生有激勵作用，至於成

效如何還不敢斷言，但是學校有提供時段給學生們，主動找同學認證說客語的機

會。 

  小君老師表示： 

 

我們有 16 位是客語小尖兵，他們很有興趣去川堂找同學認證，不是客語

小尖兵的同學（不會講客語的就無法擔任客語小尖兵）也會跟在旁邊幫忙

找人認證。（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表示： 

 

 針對我們班的學生來說是有鼓勵作用的，但班上並非全部都是客語小尖兵，

我考量部分學生客語不太會流利、不太敢說，怕他們有壓力，所以有篩選

適合的同學，其他沒有被選上的同學，我鼓勵他們可多利用下課、午休時

間多說多練習，小尖兵們也可以多教他們，有明顯進步後隨時可以加入客

語小尖兵行列。客語小尖兵們，因為學校有排班，加上找其他同學認證簽

名可以累積點數，因為有目標，所以針對說客語的部分有明顯熱絡了許多。

（103.12.10/小鈺/教室/訪） 

 

（三） 訂定母語日 

    學校為了鼓勵學生說客語，訂定週一為母語日，當天升旗師長報告盡可能會

以客語發音，並且在升旗時複習客語護照，讓學生唸讀客語、複習課程。在升旗

時可以多聽客語，下課則鼓勵學生多說自己的母語。但因為學生下課都喜歡出去

玩，老師要特別在母語日叮嚀說客家話似乎也有困難。 

小鈺老師表示： 

 

星期一為母語日，但是我的課只有一節，其他都是科任課，學生們不在教

室（在課任教室），所以我很難要求學生下課說客語；除非是午餐到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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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段時間，學生們已經習慣了全客語時間（自三年級開始實施），這個

效果就很明顯，全班說客語；包括有二次請代課老師，學生會告知代課老

師，這段時間要說客語，不能說國語；目前只是這個時段，最看得到效果，

其他的時間就很難執行。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給學生一些壓力，不然學生

們都習慣說國語比較快，不用轉換。（103.12.10/小鈺/教室/訪） 

 

（四） 每學期定期推動的客語商店聯盟和摸彩獎勵 

    校方結合客語生活學校的專款和鄰近店家結合客語商店聯盟，製作摸彩獎勵

小卡，鼓勵學生平日到商店購物時能用客語說話，並唸出摸彩卷的客家俚語諺語，

即可獲得商家認證，之後帶回學校投入摸彩箱內，於每學期期末舉辦摸彩活動（如

圖 4-6），獎品豐富，深受學生喜愛，進而激勵學生多說客語並應用於日常生活當

中。 

  
店家掛牌是由學校美術老師設計 店家掛牌是由學校美術老師設計 

  

學生購物使用客家語互動－商家認證 學生購物會使用客家語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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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全校舉辦摸彩活動 學生開心兌換獎品 

 

圖 4-6 客語商店聯盟和摸彩活動 

資料來源：哈客國小提供 

  

（五） 成立客家理念學校 

  上學期哈客國小晉升為客語理念學校，學校也動員全體教師群策群力編輯客

家理念教材、規劃推動客語的策略，期能再提升全校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而針

對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的學生，有的已沉浸在客語教學環境中好幾年了，其客語

的聽說能力有不錯的表現，所以學校要重用這群學生，希望能夠實踐學校行政所

推動的各項客語相關活動。校園實景介紹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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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哈客國小校園情境佈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六） 老師其他補充或建議 

除了上述資料之外，小君老師及小鈺老師也提供一些建議： 

 

   建議方式 1：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年段是否三個班同時實施，這樣所有的

學生都同步；到三年級也不會有編班的問題。 

      建議方式 2：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班級，從一年級開始就設定好（一到六年

級都沉浸在客語教學），到三年級、五年級不要重新編班，

只換導師帶班，這樣學生能完整沉浸於客語教學中。

（103.12.10/小君/教室/訪） 

小鈺老師建議：希望客務處（屏東客家事務處）能夠多推廣其他學校實施，

鼓勵其他教師參與沉浸教學，這樣多幾個學校樣本才能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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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以了解客語沉浸教學實施至中年級是否可行，因為現

在只有我們一個班，沒有其他學校可以對照。 

（104.06.29/小鈺/教室/訪） 

 

  以上的建議可能涉及行政層面以及教學成效等綜合考量，未必能夠實施或採

用，但反應推動老師本身也在思索如何能擴大推廣的層面之可能性。 

 

第三節 客語沉浸教學成效分析 

  本節呈現中年級實驗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各項成效分析，包括：客語聽說

能力、非客語學科成績及家長問卷等，皆以統計方式進行分析，以明確顯示本研

究的成效。 

一、客語沉浸教學對中年級學生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 

  中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客語聽說能力施測量表成績的比較與分析，主要採

用 SPSS 成對樣本Ｔ檢定進行分析，經統計分析後，結果如下： 

（一） 三年級客語聽說能力分析 

  本研究將三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

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之前、後測成績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 

  



 

107 
 

表 4-1  

三年級客語聽說能力前、後測量表分析 

   項目       班別 前測 後測 前後測進步 兩班前後 

                                                  成績(平均數)  測比較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Ｐ值    Ｐ值 

客語基本能力   實驗班 N=22 12.18±6.037 15.05±3.798 2.87 .010**  .347 

  對照班 N=22 13.95±5.908  14.77±6.309 0.82 .373  .856 

客語口說能力 實驗班 N=22  21.09±8.864 25.18±8.884 4.09 .011*  .331 

 對照班 N=22 23.14±7.960 23.27±10.124 0.13 .918  .466 

客語理解能力 實驗班 N=22 27.27±7.833 31.23±7.855 3.96 .002**  .305 

 對照班 N=22 29.41±6.602  33.23±6.704 3.82 .003**  .396 

客語聽說能力 實驗班 N=22 60.55±18.616 71.27±17.359 10.72 .000**  .193 

    總分 對照班 N=22 66.50±17.566 70.82±19.745  4.32 .066  .929 

 

  P*＜.05  P**＜.01 

 

  以上統計分析，針對三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

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等前、後測的成績分析，其結果顯示： 

1. 實驗班與對照班前後測比較：經統計分析，兩班前後測的各項客語能力表

現皆無顯著差異。雖無顯著差異，但研究發現，對照班前測成績均高於實

驗班前測成績，數據顯示出實驗班前測的客語聽說能力確實較低；但經過

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後，實驗班的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及客語

聽說能力加總成績等三個項目，則高於對照班（平均數為 0.28 分、1.91 分、

0.45 分）。結果顯示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經過客語沉浸教學後確

實有進步。 

2. 實驗班前、後測比較：針對實驗班前、後測比較結果顯示，客語基本能力、

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等四個項目的客語聽說

能力的後測平均數均高於前測，達到顯著性（P 值為 0.010、0.011、0.002、

0.000）。當中增加最多的是客語口說能力及客語理解能力，分別增加了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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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 3.96 分，而加總後共增加 10.72 分；實驗班經過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

學，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確實有顯著提升。 

3. 對照班前、後測比較：分析對照班前、後測比較結果顯示，對照班後測的

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的平均

數都增加（平均分數為 0.82 分、0.13 分、3.82 分、4.32 分），其中客語理

解能力有達到顯著增加（P 值為 0.003），其他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

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的成績亦有進步但未達顯著。 

（二） 四年級客語聽說能力分析 

  本研究將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

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之前、後測成績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四年級客語聽說能力前、後測量表分析 

   項目       班別 前測 後測 前後測進步 兩班前後 

                                                  成績(平均數)  測比較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Ｐ值    Ｐ值 

客語基本能力   實驗班 N=23 18.00±3.631 18.65±2.269 0.65 .214 .009** 

  對照班 N=22 13.18±6.836  13.82±6.544 0.64 .732   .004** 

客語口說能力 實驗班 N=23  24.48±8.262 27.39±6.814 2.91 .144  .079 

 對照班 N=22 18.14±10.362 19.00±9.676 0.86 .560  .003** 

客語理解能力 實驗班 N=23 31.70±7.546 36.30±3.747 4.6 .013* .062 

 對照班 N=22 27.50±8.256 29.00±9.813 1.5 .303 .001** 

客語聽說能力 實驗班 N=23 74.83±11.923 81.70±10.994 6.87 .015* .018* 

    總分 對照班 N=22 59.45±23.209 61.64±23.041  2.19 .500  .000** 

 

  P*＜.05  P**＜.01 

  以上客語聽說能力量表分析，針對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客語基本能

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等前、後測的成績進行統

計分析，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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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班與對照班前後測比較：經統計分析，兩班前、後測的各項客語聽說

能力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兩班前測的客語基本能力、客語聽說能力總分

有顯著差異（P 值為 0.09、0.18），而客語口說能力及客語理解能力則未達

顯著性。兩班的後測成績四個項目均達到顯著性（P 值為 0.004、0.003、0.001、

0.000）有顯著差異。研究發現，實驗班後測的客語聽說能力總分平均數高

達 81.7 分，比對照班高出 20.06 分，顯示實驗班學生經過兩年的客語沉浸

教學，其客語聽說能力，確實比對照班的學生好，且有顯著差異。 

2. 實驗班前、後測比較：針對實驗班前、後測比較結果顯示，實驗班後測的

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的平均

數都增加（平均數為 0.65 分、2.91 分、4.6 分、6.87 分），四個項目的客語

聽說能力的後測成績平均數均高於前測，且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

總分則達到顯著增加。研究發現，實驗班的經過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

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整體上，確實有顯著提升。 

3. 對照班前、後測比較：分析對照班前、後測比較結果顯示，對照班後測的

客語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的平均

數都增加（平均分數為 0.64 分、0.86 分、1.5 分、2.19 分），顯示對照班經

過一年後，客語聽說能力的成績亦有進步只是未達顯著。 

 

  四年級實驗班學生兩年來沉浸在的客語教學當中，長時間耳濡目染之下，其

客語的聽說能力確實顯著提升，且該班的客語聽說能力較對照班為佳。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中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經過實施客語

沉浸教學後，皆有顯著提升。 

二、客語沉浸教學對中年級學生非客語學科成績之影響 

  本研究為了了解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是否會影響正常教學，而造成學生非客語

學科成績有負向影響，故將中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學業成績（上、下學期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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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段考成績總平均）表現進行比較。研究者採用 SPSS 獨立樣本Ｔ檢定進行統

計分析，分析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之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四個

學科的總平均成績是否有顯著差異。結果如下： 

（一） 三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比較分析 

收集三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學業成績（整學年上、下學期各三次的段考成 

績總平均）進行統計分析、比較。結果如表4-3所示： 

 

表 4-3  

  三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統計量表 

 項目        班別 個數 總分 平均數 標準差 ｔ 

   國語成績   實驗班 22 1946     88.46 6.91 .083 

  對照班 23 2030.5   88.28 6.92 .083 

數學成績  實驗班 22 1858    84.46 8.32 -.071 

  對照班 23 1946.5   84.63 8.36 -.071  

   自然成績   實驗班 22 1823  82.86 8.19 -1.523 

  對照班 23 1981  86.13 6.09 -1.514  

   社會成績   實驗班 22 2000.5  90.93 6.48 -1.080 

  對照班 23 2131  92.65 3.96 -1.068  

  

  P*＜.05     P**＜.01 

 

  表4-3為三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各科學科成績的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

發現兩班的國語、數學、自然及社會等成績總平均有些微差異，但並不具有顯著

性（P值為0.934、0.944、0.135、0.286）；表示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學科成績的表現

相等。此結果顯示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三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學業表現上，並

未使得其學業能力變差，也就是說三年級實驗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非客語

學科成績並不會產生負向影響。 

（二） 四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比較 

蒐集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學業成績（整學年上、下學期各三次的段考成 

績總平均）進行統計分析、比較。結果如表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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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四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統計量表 

 項目        班別 個數 總分 平均數 標準差 ｔ 

   國語成績   實驗班 23 2024.5  88.02  6.72 -1.513 

  對照班 22 2001  90.96 6.26 -1.526 

數學成績  實驗班 23 1938 84.26    11.29 -1.214 

  對照班 22  1930.5 87.75 7.53 -1.224  

   自然成績   實驗班 23 1956 85.04 7.89 .081 

  對照班 22 1867 84.86 6.96 .081  

   社會成績   實驗班 23 1998 86.87 10.55 -.205 

  對照班 22 1924   87.46 8.42 -.206  

  

  P*＜.05     P**＜.01 

   

  上表為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各科學科成績的平均數差異，其中國語、

數學、社會等三科，對照班學生的成績較佳，而自然則以實驗班較佳。進一步平

均數差檢定結果，發現兩班的國語、數學、自然及社會等成績平均數未達顯著性

（P值為0.137、0.231、0.936、0.839），表示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學科成績的表現相

等。此結果顯示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四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學業表現上，並未

使得其學業能力變差，也就是說四年級實驗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非客語學

科成績並不會產生負向影響。 

三、學生對於說客語之看法 

學生問卷除了調查基本資料之外，還進一步調查學生對於說客語的喜好程度、

使用客語時機及對象、對客家文化認同等問題，做為未來規劃學生使用客語之參

考。經由實驗班的學生問卷中發現，所有四年級實驗班學生，都覺得會說客語是

光榮的事，三年級實驗班的學生也有 72.8%認為會說客語是光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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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中年級實驗組學生問卷分析表 

 
年級        三年級實驗班    四年級實驗班 

項目 

在家使用語言   國語 59.3% 客語  31.8%   國語 69.6%  客語 26.1% 

參加客語認證 0%  73.9% 

客語聽的能力   

 完全聽得懂 31.8%  17.4% 

 大部分聽得懂 18.2%  60.9% 

 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  45.5%  21.7% 

 完全聽不懂 4.5%  0% 

客語口說能力 

 完全流利  13.6%  8.7% 

 大部分流利 36.4%  43.5%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36.4%  47.8% 

 完全不流利 13.6%  0% 

會用客語與家人互動－經常及偶爾      59.1%  78.2% 

會用客語與家人互動－很少及從來沒有  40.9%  21.8% 

會用客語與同學互動－經常及偶爾  18.2%  87% 

會用客語與同學互動－很少及從來沒有  81.8%  13% 

會說客語是光榮的事                  72.8%  100% 

 

 

依表 4-5 顯示：兩班實驗班的學生在家使用的語言都以國語為主（三年級 59.3

％；四年級 69.6％），講客語的比率並不高；參加客語認證的學生以四年級居多，

三年級目前尚無人報名；客語聽的能力及口說能力，僅少數能完全聽得懂、口說

能完全流利。四年級的學生有 60.9%大部分聽得懂，而沒有完全聽不懂的，換言

之四年級實驗班的學生，經過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後，全班都聽得懂客家語；

而三年級則有 45.5%是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完全聽不懂也僅１人。三、四

年級客語口說能力，以部份流利居多；而三年級有 13.6%完全不流利，四年級則

全部都會說客語，只是有些不流利；更進一步來了解學生們在家用客語與家人互

動的比率，根據問卷了解三、四年級的學生大都跟祖父母會用客語互動，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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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有 40.9%的學生較少以客語與家人互動；特別值得探討的是，三年級有 81.8%

的學生很少甚至從來沒有和同學說過客家語，可能是因為重新編班，學生尚在學

習階段；而四年級的學生會用客語與同學互動的比率高達 87%，顯示四年級該班

實驗班，中午用餐時間或課間活動時間會以客語互動。 

「家庭是客語傳承最重要的場域」，但有很多家庭的家庭語言並非客語，因

為父母其中一位不是客家人，其家庭語言就大多以國語為主，學生因此失去了學

習母語的機會。 

 

表 4-6 

學生問卷回饋表 

    實驗班 認為說客語是光榮的事 

三年級 ◆因為別人不會講，我會幫他，我覺得很光榮。 

  ◆因為多學了一種語言，也可以教別人 

◆因為多學一種語言，就多一種能力 

◆因為別人不會講，我會講客家話 

   四年級 ◆因為有很多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我卻會講客家話。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厲害，自己又會多一種語言。 

 ◆因為會說客家話的人越來越少了，而我會說客家話。 

◆為大部分人會說國語、閩南語、英語，但是我會說客家語，就比大部 

 分，人還多一種語言。。 

 ◆因為可以跟小朋友、同學、祖父或老師說。 

 ◆因為我很會客語，我就可以跟小時候的朋友炫耀。  

 

  中年級學生認為：因為客家話已經很少人會講，而我很會說，是一件很光榮

的事。從學生問卷得知，學生們大多數都認為會說客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學會

說客語不僅多一種語言及能力，還能教其他同學，更能和學校的老師們、同學、

家人溝通互動。 

四、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成效之看法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一年後，為要了解家長對此計畫成效之看法，於學年之學

期末發給中年級兩班實驗班家長期末問卷，問卷內容主要是了解實驗班經過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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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教學一學年的時間之後，學生在家的客語聽說能力、客語使用動機及頻率、

客家認同及喜好度之進步情形；此外，也進一步了解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

度與配合度及其他寶貴意見。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三年級家長問卷分析 

三年級實驗班有22位學生，透過家長問卷了解家長們的看法，如表4-7所示： 

 

表 4-7  

三年級家長對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一學年後之看法 

  項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孩子之客語聽說能力平均  22     2 5 3.98  .820 

 孩子對客語使用動機與頻率平均 22 2 5  3.82  .815 

 孩子之客家認同及喜好度平均 22      3 5 4.17  .632 

 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平均 22 4 5  4.53  .500 

 註：非常同意 5  同意 4  沒感覺 3  不同意 2  非常不同意 1 

  

  期末家長問卷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由表 4-7 可以發現，家長認為孩子的「客

語聽說能力」有進步的平均數為 3.98，接近「同意」。而對於孩子在「客語使用

動機及頻率」有增加的平均數為 3.82，介於「同意」和「沒感覺」之間。家長認

為孩子對「客家認同及喜好度」的部分平均數為 4.17，介於「同意」和「非常同

意」之間。而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能支持、配合的平均數為 4.53，也一樣介

於「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且平均分數比起前三項略微增加；進一步分析

家長對於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由表 4-8 顯示：三年級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

支持度高達九成五，顯然家長非常肯定與支持實施客語沉浸教學計畫。 

 

表 4-8  

三年級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 

 個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感覺 同意 非常同意  

    22      0 0 1         9          12 

 註：非常同意 5  同意 4  沒感覺 3  不同意 2  非常不同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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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年級家長問卷分析 

四年3班實驗班有23位學生，透過家長問卷了解家長的看法，如表4-9所示： 

 

表 4-9  

四年級家長對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一學年後之看法 

  項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孩子之客語聽說能力平均   23     3 5 4.35  .647 

 孩子對客語使用動機與頻率平均 23 3 5  3.96  .825 

 孩子之客家認同及喜好度平均 23      3 5 4.17  .650 

 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持正面態度平均 23 4 5  4.52  .511 

 註：非常同意 5  同意 4  沒感覺 3  不同意 2  非常不同意 1 

   

期末家長問卷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由表 4-9 可以發現，家長認為孩子的「客

語聽說能力」有進步的平均數為 4.35，介於「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而

對於孩子在「客語使用動機及頻率」有增加的平均數為 3.96，則接近「同意」。

家長認為孩子對「客家認同及喜好度」的部分平均數為 4.17，介於「同意」和「非

常同意」之間。而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能支持、配合的平均數為 4.52，也是

介於「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且平均分數比起前三項略微增加；進一步分

析家長對於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由表 4-10 顯示：四年級家長對客語沉浸教

學的支持度高達九成以上，顯然家長也非常肯定與支持實施客語沉浸教學計畫。 

 

表 4-10  

四年級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支持度 

 個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感覺 同意 非常同意  

    23      0 0 2         9          12 

 註：非常同意 5  同意 4  沒感覺 3  不同意 2  非常不同意 1 

 

（三） 家長對於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看法及意見 

  家長的期初問卷及期末問卷當中，都針對「客語沉浸教學」設定了一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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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問題，讓家長能夠表達自己的看法及意見。家長的回應大致可分為三個面項

如表 4-11： 

1. 客語保存的重要性：多數家長認為客語是客家文化重要的表徵，一定要守

護老祖宗留下的語言，所以非常讚成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2. 語言能力：有家長認為多學一種語言即多一種能力；很認同實施客語沉浸

教學，可以讓孩子的客語聽說能力增強。 

3. 其他建議：有家長呼籲其他家長要常以客語和孩子交談，家人的互動很重

要。 

 

表 4-11 

家長回饋意見表 

    面項 看法或建議 

客語保存  ◆這對客家的保存非常有用喔！ 

的重要性     ◆對母語傳承的責任及多元的語言學習。 

    ◆客語是祖傳的，能講是最好。 

◆能改善現今被淡忘的母語，讓孩子們能從小對客語有更深的了解。 

◆有其必要性，起碼會生活環境的用語。 

◆因為是客家人，原有的文化要保存，對學校的客語教學非常認同。 

◆因為是客家人，希望小朋友會聽會說，不要讓後代子孫忘了母語。 

◆家庭是客語聽說能力的基本單位；學校的客語沉浸教學是聽說讀寫的延

續，希望我們與學校一起努力留下祖宗語言。 

◆我本人是客家人，所以很在乎小孩的客家語，我非常同意全部都用客語

教學，也希望能延續下去，否則以後小孩子會失去母語。 

◆客語對客家文化是很重要的傳承，有些古老的客語，現在孩子比較聽不

懂，還需要更落實。 

語言能力   ◆很幸運的女兒能夠在三、四年級被分到客語沉浸教學的班級，在這短短

二年來，女兒的客語說的方面真的進步很多，可能每天在班上要說客語的

關係，所以希望客語沉浸教學能夠持續下去，讓小朋友從小就將客語打好

基礎。 

◆培養學童的語言能力。 

◆我覺得客語沉浸教學可以訓練孩子的口說能力，讓孩子更認同及喜愛客

語。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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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饋意見表 

    面項 看法或建議 

◆孩子回到家中也會用客語跟家人分享在學校的趣事，每天沉浸在客語環

境，客語的聽說能力確實有流利許多。 

◆學習各種語言很好，能促進人際關係。 

◆學校能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個人覺得非常好，因為老師和同學都能用客

語溝通，這樣孩子的客語會更進步，口說能力會更流利。 

  ◆非常願意，希望她會聽會說。 

 

其他、建議 ◆親人的互動最重要。 

◆支持並配合學校。 

◆家人要提醒，多以客語和孩子交談。 

◆鼓勵學童多說客語，且回到家後用客語與家人溝通。 

◆因為我們都不是客家人，所以在這方面請老師指導。 

◆父母親在家與孩子溝通時，儘量以客語和小孩交談。 

  ◆學習的心不夠積極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家長問卷 

 

綜合上述，中年級學生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獲得九成以上家長的認同與支持，

也願意配合學校推動，甚至也意識到客語保存的重要性，進而希望孩子透過學習

能提升客語聽說能力，所以很肯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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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再深入了

解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過程中的困境及其克服方式。本章根據蒐集之資料及量

表的分析，歸納出主要研究發現，並將研究結果彙整成結論，且提出建議，以作

為未來國小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參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

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哈客國小推動客語沉浸教學已有四年的時間，為延續低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

學計畫，本研究延伸至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持續探討中年級學生之學習領

域及課程內容皆增加的情況下，加上全天的課程，教師們如何運用教學策略融入

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者將實際觀察及資料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待答問題，提出

以下結論： 

一、推動客語沉浸教學歷程 

  哈客國小推動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導師的選擇以華、客語流利的雙語者為

必要考量對象，其次各科任教師也是以華、客語流利的雙語者為優先考量；接著

舉辦家長座談會，家長是協助者亦是參與者，讓家長了解客語沉浸教學的實施方

式，有助於計畫的進行；而後學校還會陸續規劃客家多元活動讓學生體驗、了解

客家文化，並針對客語沉浸教學的學生設計「客語小尖兵」頭銜，讓學生們能帶

動全校一起說客語。 

二、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困境與策略 

（一） 三年級學程編班，無法持續良好的客語學習情境 

三年級因為學程重新編班，學期初有些學生還不習慣老師以客語教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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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採取漸進融入客語的方式；老師運用班級常用語（坐好、課本拿出來、課文

唸一遍、第三排企起來等）融入，讓學生能逐漸適應客語沉浸教學，一方面也會

觀察學生是否聽懂、了解。 

（二） 課程難度高，客語轉譯困難 

  四年級下學期的課程難度加深，且有愈來愈多的語詞、專有名詞、現代用語、

外來語…等等，要轉換客語比較難，也不容易以客語解釋，此時會用國語說明較

為清楚。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於 2013 年開始辦理「七大學習領域專業術語對

應臺灣客家語對譯」，提供給目前推動客語沉浸教學的學校、教師，做為在教學

上的輔助工具。 

（三） 下課時段學生還是習慣用國語交談 

  學生下課及午休時段（非上課時間）學生還是習慣以國語交談，主要是缺乏

使用動機（例如闖關、獎勵），也無生活之必要性，加上老師監督有困難，所以

學生彼此的互動還是以習慣用語為主；但若建立客語時間來規範，則能增強學生

使用動機，讓學生在這個時段養成會主動說客語的習慣。 

（四） 老師課堂提問多屬封閉式問題 

  老師課堂提問大多屬於封閉式問題，學生當下直接回應，所運用的客語詞彙

多為簡單的一句話或回答「是」、「否」便結束問答，較少以客語陳述完整句。若

老師的提問為開放式的問題，則學生經過思考後，回答的客語會較有完整句的呈

現。 

（五） 客語沉浸教學較難延伸至國小高年級 

  因為高年級學習的科目更加複雜多元，課程內容會更難轉譯，所以客語沉浸

教學較難延伸至高年級；加上學校下學年五年級的導師人選並無客家籍的老師，

整個學習領域和活動的複雜度皆提高，要延伸至高年級恐怕有困難。 

三、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成效 

  中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除了兩班導師用心的執行這個計畫之外，學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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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規劃了多項客語相關活動，藉此增強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也讓全校學生及

參與客語沉浸教學的學生們（低、中年級），能善用其客語聽說能力，運用在日

常生活中。  

（一） 中年級實驗班客語聽說能力 

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成效，主要採用量化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包含：

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非客語學科成績、家長問卷等統計分析，以了解實施成效。 

1. 三年級實驗班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提升 

 三年級重新編班後，實驗班有 15 位學生第一次參與客語沉浸教學，

其客語聽說能力前測成績不及對照班前測成績，所以數據顯示出實驗班前

測的客語能力確實較低，但經過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後，實驗班的客語

基本能力、客語口說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加總等成績，則高於對照班，顯

示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經過一學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後，確實有進

步且顯著提升。 

2. 四年級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提升 

   四年級實驗班學生經過二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客語聽說能力確實有顯

著提升；而實驗班與對照班整體的客語聽說能力，包括客語基本能力、客

語口說能力、客語理解能力及客語聽說能力總分等四個項目的後測成績，

均達到顯著性有顯著差異。顯示實驗班學生經過兩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其

客語聽說能力，確實比對照班的學生好，且有達到顯著差異。 

3. 中年級實驗班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皆有明顯提升，但說的習慣還要加強 

  量化資料顯示學生的客語聽能力有提升，但從質性的觀察中發現，大

部分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未能主動說客語，除非要認證、闖關或擔任客語

小尖兵，才會使用客語，尤其同儕之間的對話，也以國語為主要語言，客

語的使用習慣還要再加強。 

（二） 中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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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無顯著差異 

  三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國語、數學、自然及社會等成績總平均， 

並無顯著差異；對於三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學業表現上，並未使得其學業能

力變差，也就是說三年級實驗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非客語學科成績

並不會產生負向影響。 

2. 四年級非客語學科成績無顯著差異 

   四年級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的國語、數學、自然及社會等成績總平均，

並無顯著差異；對於四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學業表現上，並未使得其學業能

力變差，也就是說四年級實驗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對於非客語學科成績

並不會產生負向影響。 

四、客語沉浸教學獲得家長的認同與支持 

  經過問卷統計分析及家長回饋結果發現：多數家長都認同學校實施客語沉浸

教學，並且感受到孩子的客語聽說能力有明顯進步、孩子的客語使用動機及頻率

有明顯增加、孩子的客家認同及喜好度皆有提升，所以很肯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並希望學校能夠持續推動，讓孩子從小了解客家文化，在家說母語，進而能保存、

傳承客家語。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發現，研究者對相關政府教育單位、學校提出以下建議： 

一、客語沉浸教學之實驗班持續編班 

  由於實施沉浸教學之幼兒園，其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效果顯著，因此再延伸

至在國小一、二年級實施，進而在中年級實施。若這些學生能完全接受客語沉浸

教學一直到四年級，可增強其客語的聽說能力，持續推展後，甚至能影響家庭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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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客國小實施國小客語沉浸教學已有四年，參與的學生有一至四年級，當中

升上三年級的學生，因為學程的編班，打散了原參與客語沉浸教學的學生群體，

導致部分參與沉浸教學兩年的學生，無法持續良好的客語學習情境，失去其良好

基礎；而有些新參與的學生則必須要重新學習客語、適應客語沉浸教學，也影響

教師的教學方針（開學調適期）。希望縣府能針對保存母語的研究，考慮實驗班

學生持續同班的可能性。 

二、雙語師資優先安排客語沉浸教學班級 

  本研究的實驗班為中年級學生，實施的主要方式是根據本土語言沉浸教學的

原則來設計，必須超過50%以上的時間，以客語為主要的溝通及教學語言。本學

年三年級的導師擔任國語、數學、健康、綜合活動等科目，所以這些學科能夠以

雙語進行教學，而其他的學科均為科任教師，這當中只有體育及本土教學是全客

語教學，其他的科目（如：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電腦、音樂等）

因為授課教師語言無法配合，即採用國語為主要授課語言。這對實施客語沉浸教

學來說是很大的問題點，希望學校在安排師資的時候，能設想周全、妥善安排，

針對客語沉浸教學的班級，儘可能安排能夠以雙語教學的老師。 

三、辦理專業術語國客語對譯研習 

  客語沉浸教學目前已推廣實施至四年級，根據觀察及訪談，老師們反應課程

內容有很多語詞、專有名詞等，不僅在教學上無法轉譯也難以客語解釋。屏東縣

政府教育處自2013年起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七大學習領域專業術語對應

臺灣客家語對譯工作坊」計畫，提供七大學習領域中教學用語的客家語拼音與對

譯，給教學現場的老師作為使用本土語言進行教學之參考。目前已完成了三、四、

五年級的七大學習領域專業術語（教學用語）國語、客家語對譯成果，六年級的

部分目前亦在進行中，預定105年12月會完成，希望屏東縣政府能辦理專業術語

國客語對譯之研習，讓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教師們在進行全客語教學時更加方便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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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客語學習護照 

客語學習護照（上學期） 

 每週客家話 客家昔時賢文 客家諺語 

第 

一 

關 

新北勢个面帕粄， 

米篩目盡好食。 

（豐田的粄條、米苔目很好

吃。 

 

阿姆擐菜籃去市場買菜。 

（媽媽提菜籃去市場買菜。） 

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

心。 

 

註：馬要跑過遙遠的路

程，才能了解牠的腳力，

人也要經過長時間的共事

才能了解他的為人。 

爺娘惜子長江水， 

子想爺娘擔竿長。 

註：爺娘疼惜子女的心，

像江水一樣，永不停息；

但做子女想到爺娘的時

間，像扁擔或一陣風般，

只有一下子而已。 

第 

二 

關 

歸暗晡仔落大雨， 

毋知會發（做）大水無？ 

（整晚下大雨，不知道會不會

淹水？） 

 

阿婆喊 毋好去河壩搞水。 

（奶奶叫我不要去河裡玩水） 

當時若不登高望， 

誰信東流海樣深。 

 

註：當時如果沒有登高遠 

望，有誰會相信東流的江

水像海一樣深廣。 

雞子出世無乳食， 

鴨子出世無爺娘。 

註：人比起雞鴨來講，真

要知足，父母從小養大。

不像小雞自己破殼出生，

沒乳可食；小鴨出世沒爺

沒娘，自己覓食。 

第 

三 

關 

吾屋下離學校當（蓋）近。 

（我家離學校很近。） 

 

佢逐( 每) 日都讀書讀到星

光半夜。 

（他每天讀書讀到三更半夜） 

是親不是親， 

非親卻是親。 

 

註：有些親人之間不能融

洽相處，感情就像路人；

而有些非親非故的人卻能

感情融洽，反而像親人一

般。 

燈籠恁靚愛點燈， 

阿妹恁靚愛笑容。 

 

註：漂亮的燈籠，點了燈

後才更迷人；美美的女孩

子，要眉眼笑，才更風情

萬種，笑容就是最好的化

妝品呀 

 每週客家話 客家昔時賢文 客家童謠 

第 

四 

關 

請問你个興趣有麼个？ 

（請問你的興趣是什麼？） 

 

𠊎蓋好聽音樂。 

（我喜歡聽音樂。） 

美不美，山中水； 

親不親，故鄉人。 

 

註：出門在外看到故鄉來

的人，不管是不是親戚，

總覺得特別親切，就像山

裡的水，總比田溝裡的水

來得美一樣。 

揚葉仔 

揚葉仔，飛高高 

船來等，轎來扛 

無花鞋，毋上橋 

無白扇，遮日頭 

阿姊毋使愁 

嫁到西山大門樓 

第 

五 

關 

多謝，送恁多東西分𠊎。 

（謝謝你，送這麼多東西給

我。） 

 

別人个東西，做毋得儘採停

動。 

（別人的東西，不可隨便動。） 

古人不見今時月， 

今月曾經照古人。 

註：古人不曾看過今天的

月 

亮；而今天的月亮卻曾經

照 

耀過古人。 

掌牛哥 

掌牛哥仔面黃黃， 

三餐食飯愛攞糖， 

若爸毋係開糖店， 

若姆毋係繡花娘， 

若哥毋係開銀行， 

若姊毋係觀音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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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客家話 客家昔時賢文 客家童謠 

第 

六 

關 

吾腳目珠踣着，腫起來。 

(我腳踝扭傷，腫起來了。) 

 

阿姆膝頭痛，行路毋得。 

（媽媽膝蓋痛，無法走路。） 

責人之心責己， 

恕己之心恕人。 

註：用責備他人的態度

責備自己，用原諒自己

的心情原諒他人。 

頭放雞 

頭放雞，二放鴨，三開刀， 

四攏合，五拍掌，六揇胸， 

七轉手，八摸鼻，九摸耳， 

十來扡狗屎。 

 每週客家話 客家山歌 客家詩選 

第 

七 

關 

喊到恁大聲，害𠊎著驚一下。 

（叫這麼大聲，害我嚇一跳） 

 

佢考試考毋好，自家在該發閼 

(他考試考不好，自己在生悶氣) 

啉妹茶來領妹情， 

茶杯照影影照人， 

連茶帶影吞落肚， 

一生難忘阿妹情。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第 

八 

關 

你麼个時節有閒？ 

（你什麼時候有空？） 

 

你做麼个愛撩佢？ 

（你為什麼要惹他？） 

講起山歌𠊎盡多， 

樓頂放有幾十籮， 

拿出一籮同妹唱， 

唱到阿妹做阿婆。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第 

九 

關 

火車過窿，看毋着外背个風景 

(火車過隧道，看不到外面的風

景。) 

 

買到恁貴个音響，還發哦！ 

（買這麼貴的音響，好有錢哦） 

對面看著蓮花紅， 

想愛摘花路難通， 

等到路通花又謝， 

菜籃㧡水無採工。 

日暮蒼山遠， 

天寒白屋貧； 

柴門聞犬吠， 

風雪夜歸人。 

第 

十 

關 

喊一部分人過去該片𢯭手。 

（叫一部分人過去那邊幫忙。） 

 

蓋多後生人驚黃蚻。 

（很多年輕人怕蟑螂。） 

後生時節事情多， 

如今老來學唱歌， 

明知唱出毋好聽， 

偏偏愛唱無奈何。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風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第 

十

一 

關 

狗仔會掌屋。 

（狗會看家。） 

 

貓頭鳥暗晡頭正出來絡食。 

(貓頭鷹晚上才出來覓食。) 

有閒時節唱山歌， 

人生毋使超過勞， 

富貴貧窮命注定， 

身體健康快樂多。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第 

十

二 

關 

佢上課緊啄目睡。 

（他上課一直打瞌睡。） 

 

阿爸摸吾頭那，阿𧩣𠊎蓋乖！ 

（爸爸摸我頭，稱讚我很乖！） 

入山看著藤纏樹， 

下山看著樹纏藤， 

藤生樹死纏到死， 

樹生藤死死也纏。 

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煙散入五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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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學習護照（下學期） 

 每週客家話 客家諺語 客家童謠 

第 

一 

關 

等𠊎一下，𠊎黏時來。  

（等我一下，我馬上來）  

同學邀𠊎共下去跋山。 

（同學邀我一起去爬山。） 

出門看天色， 入門看面色。 

  

（出門先觀察天色了解天

氣，進門先觀察人的臉色了

解其情緒。） 

白鶴仔 

白鶴仔 白鶴仔 天頂項飛， 

飛過佳冬到新埤， 

想愛分人請， 

又無錢包賀禮， 

嘰哩咕嚕， 

嘰哩咕嚕， 

真肚肌! 

第 

二 

關 

日頭對東片出來。  

(太陽從東邊出來。)  

天邊出現一條天弓。  

（天邊出現一條彩虹） 

有理行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只要理由正當到哪裡都

行得通，否則寸步難難行。） 

第 

三 

關 

外背風蓋大，窗仔關起來。  

(外面風很大，窗戶關起來。)  

係想睡，就去眠床睡。 

（如果想睡，就去床上睡。） 

日求三餐， 

夜求一宿。 

 

(白天只有三餐，夜晚只求有

安寢。形容慾望不高，只求

基本的溫飽。) 

壁鼓 

壁項畫隻鼓 

鼓項畫隻虎 

老虎抓爛鼓 

毋知布補鼓 

抑係布補虎 

第 

四 

關 

熱天个暗晡頭，蚊仔蓋多。  

（夏天的晚上，蚊子很多。）  

 

 揚葉仔係虐毛蟲變个。  

(蝴蝶是毛蟲變的。)  

求人不如求己 

使嘴不如自走。 

（要去求別人，不如求自

己，叫別人幫你，不如自己

做比較快。）  

月光光 

月光光，好種薑， 

薑必目，好種竹， 

竹開花，好種瓜， 

瓜吂大，摘來賣， 

賣著三個錢， 

拿去學打棉， 

棉線斷，學打磚， 

磚斷截，學打鐵， 

鐵生鹵，學㓾豬， 

豬會走，學㓾狗， 

狗會咬，學㓾鳥， 

鳥會飛，飛到哪？ 

飛到榕樹下， 

拈著一粒爛冬瓜， 

拿歸去瀉到滿廳下。 

第 

五 

關 

掛紙該日，一哪吔都塞車。  

(蒼蠅叮過的菜，你敢吃嗎？) 

  

毋管麼人都做毋得入去。  

（不管誰都不可以進去。）  

早知會拉尿， 

毋當企到天光。 

（早知道會尿床，就站到天

亮。比喻早知如此，何必當

初。）  

第 

六 

關 

這碗粥蓋鮮。  

(這碗粥很稀。) 

 

這尾魚仔正釣个，蓋萋。  

（這尾魚剛釣的，很新鮮。）  

家財萬貫， 

不如薄技在身。 

 

（如果家中富有，卻不努力

工作，會坐吃山空，不如有

一份專長，能養家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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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客家話 客家諺語 客家童謠 

第 

七 

關 

𠊎睡目蓋會發夢。  

（我睡覺很會做夢。） 

雞啼吔，天會光吔！  

(雞啼了，天快亮了。)  

人情留一線，留來好見面 

（待人處世切勿做得絕，

留下人情，日後還有見面

的機會。）  

月光華華  

月光華華，細妹煮茶  

滿姑愛嫁，嫁到哪？  

嫁到禾埕背。  

禾埕背，種韭菜，  

韭菜花，結親家，  

親家門前一口塘，  

畜个鲤嫲八尺長，  

長个拿來煮酒食，  

短个拿來討姐仔，  

討个姐仔矮㑁㑁，  

煮个飯仔香馞馞，  

討个姐仔高天天，  

煮个飯仔臭火煙，  

討个姐仔毛絨絨，  

煮个飯仔寡寡蟲，  

討个姐仔手路長，  

降个倈仔學掌羊，  

討个姐仔手路短，  

降个倈仔無核卵。  

第 

八 

關 

你識灌過土狗仔無?  

（你曾經灌過蟋蟀嗎?）  

無農藥个菜園，正看得著䘆

公。 (沒有農藥的菜園裡，才

看的到蚯蚓。)  

山中無老虎，猴哥做大王 

(比喻在沒有理想人選的

時候，普通人物亦能稱王

稱霸。)  

第 

九 

關 

烏蠅拑過个菜，你敢食無？  

（蒼蠅叮過的菜，你敢吃

嗎？） 

  

蝲䗁會牽蝲䗁絲。  

（蜘蛛會結蜘蛛網。）  

有心打石，石成磚；  

無心打井，井無泉。  

（有誠意打石，石可打成

磚；沒誠意打井，井不會

出泉。喻事情的成敗，取

決於人努力。）  

第 

十 

關 

放低一息，𠊎正拿得著。  

(放低一點，才拿得到)  

 

係有生份人來，做毋得開門。  

(如果有陌生人來，不可以開

門。)  

良言一句，三冬暖  

惡語傷人，六月寒 

（一句好話，即使寒冬也

讓人溫暖；一句傷人的

話，縱使在炎熱的六月也

使人感到心寒。）  

鷂婆  

鷂婆飛高高，目珠利利  

白鶴牛背項，淨淨利利  

鯉嫲水草竇，撩蝦公  

阿婆竹頭下，打鬥敘  

鷂婆飛高高，目珠利利  

蛇哥同蟾蜍，客客氣氣  

兔仔耳公長長，恬恬聽  

恁多隻屎朏  

嗶嗶哱哱…  

麼人打臭屁〜  

鷂婆飛高高，目珠利利  

豬嫲落菜園，歡歡喜喜  

烏鴉上屋頂，做大爺〜  

呱呱呱---啊啊阿---  

阿公个擔竿  

嗶嗶噼噼…  

斷核去〜  

第 

十

一 

關 

毋好再過搞吔，遽啊去讀書。 

（不要再玩了，快去讀書。） 

 

你走恁遽，𠊎仰逐得著。 

(你跑這麼快，我怎麼追得上。) 

會算毋會除，  

偷米交番薯。  

(會算計卻不會籌劃，偷米

卻換得番薯。喻算計太

多，最後反而吃虧。)  

第 

十

二 

關 

日頭恁烈，出門愛記得擎遮

仔。 

(太陽這麼大，出門要記得 

撐傘。.) 

𠊎想愛跈你去，做得無？ 

(我想跟你去，可以嗎？)  

一分錢，一分貨，  

嫌貨正係買貨人。  

(有多少錢，就買等值的貨

品。會挑剔貨品的人就是

懂貨的人，也才是真正的

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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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問卷 

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 

教師背景調查表 

親愛的老師您好： 

為了保存瀕危的客語，屏東縣客家事務處委託屏東大學進行國民小學中 

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了解老師們有無客家背 

景、客語聽說能力等，以作為此計畫成效評估之參據。煩請老師配合填寫 

以下資料，感謝您的協助！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研究助理 

研究生：邱玉香 092112**** 

 

教師姓名：       ，於民國     年進入哈客國小任教 

授課班級：  年     班 ，科目：                        

1.戶籍所在地：     縣(市)     鄉／鎮／市／區。 

2.父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3.母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4.使用的主要語言為□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其他   。 

5.是否通過客委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是（請繼續勾選）□否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6.您對客家話聽的能力如何？ 

 □完全聽得懂□大多聽得懂□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完全聽不懂 

7.您的客家話口說能力如何？ 

 □完全流利 □大部分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完全不流利 

8.您與同仁及學生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會，因為：                                                            

  □不會，因為：                                                      

9.其他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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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家長問卷 

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 

期初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了保存瀕危的客語，這學期在哈客國小中年級各選擇一班進行客語沉浸教

學的實驗，希望藉由學校中日常生活客語的使用，提升學生使用客語的動機及機

會。同時，屏東縣客家事務處委託屏東大學進行客語沉浸教學整體成效評估。本

問卷即是成效評估的一部份。本問卷主要目的是了解學生家庭的本土語言背景、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及客語聽說能力。煩請家長配合填寫以下資料，謝謝家長的協

助！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研究助理：邱玉香 0921122*** 

 班 級：三 四年        班     學生姓名：                  

一、家庭基本資料  

 1.孩子主要的照顧者為何人？（可複選）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其他親友＿＿＿＿（親友關係） 

 2.孩子主要與以下何人一起同住？（可複選）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其他親友＿＿＿＿（親友關係） 

  3.祖父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4.祖母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5.父親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6.母親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二、家庭語言使用情形 

 1.在家中，家人間互相溝通的主要語言為何？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          □其他          

 2.在家中，孩子與家人溝通的主要語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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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          □其他          

 3.在家中，孩子使用客語與家人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4.在家中，母親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5.在家中，父親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6.在家中，同住的親人（如：祖父母等親人）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三、學童客語能力現況 

 1.孩子日常生活客語的聽力為何？ 

□完全聽得懂 □大都聽得懂 □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 □不太聽得懂  

□完全聽不懂 

 2.孩子日常生活客語的口說能力為何？ 

□完全流利 □大部份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不太流利  

□完全不流利懂 

 3.孩子日常生活使用客語的意願為何？ 

□非常願意 □願意 □有時願意，有時不願意 □不太願意 □完全不願意 

四、意見交流與建議 

 1.您對學童學習客語的看法是： 

                                                                           

                                                                        

                                                                       

多謝您的幫忙，恁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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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 您好： 

  哈客國小三年級實驗班學生已參與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將近一學年的時間，屏

東縣客家事務處委託屏東大學進行客語沉浸教學整體成效評估。本問卷主要目的

是了解學生在經歷一年的客語沉浸教學後，其客語聽說能力及對於客家文化認同

部分的進步情形。您所填寫的資料，僅呈現家長整體看法之統計數據，不會以任

何型式呈現您個人資料及填答情形，請家長放心填寫。煩請家長配合填寫以下資

料，若有任何問題，可聯絡本研究之研究人員。 

多謝家長們的協助！承蒙您 恁仔細～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劉明宗 博士 

研究生：邱玉香 敬啟 

聯絡電話：0921-122-*** 

班 級： 三年實驗班         學生姓名：                     

 

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 

1.您與學生關係：□父子(女)  □母子(女)  □祖孫  □其他                        

2.您是否為客籍：□是    □否 

3.您的年齡是：□30(含)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4.您日常生活中會使用的語言（可以複選）：□國語 □客語 □閩南語 □其他         

5.您的客語聽力為何？ 

  □完全聽得懂 □大都聽得懂 □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 □不太聽得懂  

  □完全聽不懂 

6.您的客語口說能力為何？ 

□完全流利 □大部份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不太流利  

□完全不流利懂 

7.家裡最常和孩子使用的語言是：□國語 □客語 □閩南語 □其他         

8.家庭成員互動溝通的主要語言是：□國語 □客語 □閩南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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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為沉浸教學整體成效 

                       請用勾選方式進行填答     

說明：請您依目前孩子的現況與該題目相符的  

   程度加以評分勾選。 

非常同意 5 分；同意 4 分；沒感覺 3 分；

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 

  （以下分為四個部份，請您在□中打勾） 

非  同  沒  不  非 

常  意  感  同  常 

同     覺  意  不 

意           同  

            意 

５  ４  ３  ２  １ 

一、孩子的客語聽說能力 

客語沉浸教學後，我覺得…… 

1. 孩子的客語聽力（理解力）有明顯進步 

2. 孩子的客語口說能力有明顯進步 

3. 孩子的客語溝通能力有明顯進步 

二、孩子的客語使用動機及頻率 

4. 孩子使用客語的動機有明顯增強 

5. 孩子使用客語的頻率有明顯增加   

6. 孩子參與學校客語相關活動意願明顯增強 

三、孩子的客家認同及喜好度 

7. 孩子更了解客語及客家文化的重要 

8. 孩子更能認同自己的客語及客家文化 

9. 孩子更喜愛客語及客家文化 

四、家長對客語沉浸教學的態度 

10. 我支持學校繼續進行客語沉浸式教學 

11. 我會配合客語教學，在家多使用客語與孩子

交談 

12. 我認為客語沉浸教學能挽救流失的客語及

文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針對客語沉浸教學的其他寶貴意見？ 

                                                                         

                                                                        

多謝您的幫忙，承蒙您～恁仔細！ 



 

138 
 

附錄四  學生問卷 

 

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 

親愛的同學： 

    您好，這份問卷的目的，是要了解你們有無客家背景、客語聽說能力等，

以下每一題都要仔細看，依照自己的情況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你的填寫資料非常寶貴，要認真填寫，非常感謝你。 

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研究生：邱玉香 敬上 

學生問卷 

班 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1.現在居住地：     縣(市)     鄉／鎮／市／區。 

2.父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3.母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4.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為□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其

他   。 

5.是否參加過客委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是（請繼續勾選）□否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6.我對「客家話」聽的能力如何？ 

  □完全聽得懂□大多聽得懂□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完全聽不懂 

7.我的「客家話」口說能力如何？ 

  □完全流利 □大部分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完全不流利 

8.我與家人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其他親戚：          )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9.我與同學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10.我覺得會講「客家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是：因為                             

  □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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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 

國小三年級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學生姓名：                                    編號：              

 

性別：□男 □女 

 

年齡：       年       月 

 

施測日期：       年       月       日          得分：             

 

◆說明事項： 

1. 此份「國小三年級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參考「客語能力認證（四縣腔）基

本詞彙─初級」，以作為研究者評量研究對象客家語聽說能力之前後測工具。 

2. 計分方式：受試者能用客語正確回答，分別如下 

得分 計分標準 

4 分 
聽力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 

口說佳：受試者能用客語正確回答 

3 分 
聽力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 

口說不完全：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有錯誤；或回答不完全 

2 分 

聽力佳：受試者在 5 秒後回應 

口說未達成：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完全無法用客語回答（經

提示後一樣） 

1 分 

聽力未達成：受試者經提示後回應 

口說未達成：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完全無法用客語回答（經

提示後一樣） 

0 分 受試者無反應 

 

3. 本測驗工具共分為三部分。 

測驗一：客語基本能力測驗，共 5 題 20 分； 

測驗二：客語口語能力測驗，共 10 題 40 分； 

測驗三：客語理解能力測驗，共 10 題 40 分，總分共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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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一：客語基本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 請問你今年幾多歲？  4 3 2 1 0 

2. 你安到麼个名仔？ 4 3 2 1 0 

3. 你這下讀麼个學校？ 4 3 2 1 0 

4. 這下幾多年生？哪班？ 4 3 2 1 0 

5. 你屋下歇在哪位？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

回答則標記無反應。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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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二：客語口說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 看著先生，愛講麼个？ 4 3 2 1 0 

2. 落雨吔！去學校愛記得帶麼个？ 4 3 2 1 0 

3. 食飯前愛洗手，食飽飯愛做麼个？ 4 3 2 1 0 

4. 你最好做麼个運動？ 4 3 2 1 0 

5. 別人送你東西，你愛講麼个？ 4 3 2 1 0 

6. 洗面个時節，愛用麼个同面捽來? 4 3 2 1 0 

7. 哪个季節過多風搓？ 4 3 2 1 0 

8. 放尞日蓋多人來公園做麼个？ 4 3 2 1 0 

9. 過麼个節，做得看月光、食月餅？ 4 3 2 1 0 

10. 近視吔愛戴麼个正看得清楚？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回

答則標記無反應。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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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三：客語理解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選擇正確个答案。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 阿爸講屋下愛畜一隻麼个來掌屋?     

①狗仔②貓仔③豬仔④𧊅仔。 
4 3 2 1 0 

2. 肚恁暗，愛點麼个正過光? 

  ①火灰②電火③火油④火車嫲。 
4 3 2 1 0 

3. 出國旅行，愛坐麼个交通工具過遽到?   

①轎車②飛行機③高鐵④遊覽車。 
4 3 2 1 0 

4. 哪个動物个鼻公長長蓋有力？ 

  ①獅仔②老虎③猴仔④象仔。 
4 3 2 1 0 

5. 一般人用麼个張茶來食？ 

  ①盎仔②碗公③杯仔④盤仔。 
4 3 2 1 0 

6. 阿爸个阿姆你喊佢麼个?  

  ①叔婆②姨婆③阿婆④舅婆。 
4 3 2 1 0 

7. 臨暗仔，阿姆在哪位煮飯? 

  ①屋下②灶下③廳下④莊下。 
4 3 2 1 0 

8. 過麼个節愛裹粽仔、看划龍船比賽？    

①天穿日②清明③八月半④五月節。 
4 3 2 1 0 

9. 烏天暗地，𠊎蓋驚響 

  ①𥍉爧②風搓③天弓④雷公。 
4 3 2 1 0 

10.毋堵好踏着別人个腳，愛講麼个？ 

  ①毋盼得②毋記得③失禮④承蒙。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題目用客語唸，請學生拿字卡表示答案。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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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研究計畫 

國小四年級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學生姓名：                                    編號：              

 

性別：□男 □女 

 

年齡：       年       月 

 

施測日期：       年       月       日          得分：             

 

◆說明事項： 

 

6. 此份「國小四年級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參考「客語能力認證（四縣腔）基

本詞彙─初級」，以作為研究者評量研究對象客家語聽說能力之前後測工具。 

 

7. 計分方式：受試者能用客語正確回答，分別如下 

得分 計分標準 

4 分 
聽力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 

口說佳：受試者能用客語正確回答 

3 分 
聽力佳：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 

口說不完全：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有錯誤；或回答不完全 

2 分 

聽力佳：受試者在 5 秒後回應 

口說未達成：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完全無法用客語回答（經

提示後一樣） 

1 分 

聽力未達成：受試者經提示後回應 

口說未達成：受試者在客語回答上完全無法用客語回答（經

提示後一樣） 

0 分 受試者無反應 

 

8. 本測驗工具共分為三部分。 

測驗一：客語基本能力測驗，共 5 題 20 分； 

測驗二：客語口語能力測驗，共 10 題 40 分； 

測驗三：客語理解能力測驗，共 10 題 40 分，總分共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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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一：客語基本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請問你今年幾多歲？  4 3 2 1 0 

2.你安到麼个名仔？ 4 3 2 1 0 

3.你這下讀麼个學校？ 4 3 2 1 0 

4.這下幾多年生？哪班？ 4 3 2 1 0 

5.你屋下歇在哪位？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

回答則標記無反應。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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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二：客語口說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 看著先生，愛講麼个？ 4 3 2 1 0 

2.落雨吔！去學校愛記得帶麼个？ 4 3 2 1 0 

3.食飯前愛洗手，食飽飯愛做麼个？ 4 3 2 1 0 

4. 別人送你東西，你愛講麼个？ 4 3 2 1 0 

5. 放學歸到屋下，愛先做麼个？ 4 3 2 1 0 

6.近視吔愛戴麼个正看得清楚？ 4 3 2 1 0 

7.麼个動物鼻公長長，蓋有力？ 4 3 2 1 0 

8.出國旅行，愛坐麼个交通工具過遽

到？ 
4 3 2 1 0 

9.哪个季節過多風搓？ 4 3 2 1 0 

10.過麼个節，愛煮圓粄仔食？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回答

則標記無反應。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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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三：客語理解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請你選擇正確个答案。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無反

應 

1. 阿爸个阿姆你喊佢麼个?  

①叔婆②姨婆③阿婆④舅婆 
4 3 2 1 0 

2. 臨暗仔，阿姆在哪位煮飯?  

①屋下②灶下③廳下④莊下 
4 3 2 1 0 

3. 過麼个節愛裹粽仔、看划龍船比賽？ 

①天穿日②清明③八月半④五月節 
4 3 2 1 0 

4. 烏天暗地，𠊎蓋驚響 

①𥍉爧②雷公③天弓④風搓 
4 3 2 1 0 

5.毋堵好踏着別人个腳，愛講麼个？ 

①毋盼得②毋記得③承蒙④失禮 
4 3 2 1 0 

6. 哪種動物係弄毛蟲變个？ 

  ①揚尾仔②蝲䗁③揚蝶仔④蝠婆仔 
4 3 2 1 0 

7. 火燒屋愛通知麼人來救火?  

①警察②先生③縣政府④消防隊 
4 3 2 1 0 

8. 放尞日蓋多人來公園做麼个?  

  ①釣魚仔②運動③搞電動④洗身 
4 3 2 1 0 

9. 在教室上課，先生用粉筆在哪寫字？ 

①枋仔②平板③粉牌④門牌 
4 3 2 1 0 

10. 洗手个時節，愛同麼个攝起來？ 

①衫領仔②衫袖③衫褲④面衫 
4 3 2 1 0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題目用客語唸，請學生拿字卡表示答案。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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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專家的意見 

陳教授建議部分： 

總體而言： 

一、總分建議為 100 分，符合一般閱聽人的習慣，避免日後誤會平均成績偏低的      

  可能（如 79 分一般在小學階段印象是低分但在本研究則趨近滿分）。 

二、建議評分方式理解能力與口說分開陳述，目前的作法較為複雜。 

三、理解能力就單純測試聽力，不要與再牽涉口說能力，基本能力可列為口說。 

四、口語表達能力建議仍以母語問答的方式為題型，中文翻譯成客語不宜取代口 

  語對話。 

張教授建議部分： 

三、四年測驗二 

原題型為華語直譯客語共8題，例「柚子的皮很厚，我剝不開。」 

張教授說明： 

一、華語直譯客語難度太高，難以測出學生客語口說能力。 

馮校長建議部分； 

三年級測驗二： 

 原第7題題目是「麼个日仔，大家愛去掛紙？」 

馮校長說明：六堆客庄＂掛紙＂雖然有統一的日子，但不是每年都是同一天，而

且有些人會自選＂宜祭祠＂的週休日，故第7題很難回答，須修正題目。 

四年級測驗二： 

 第5題題目是「放學歸到屋下，愛先做麼个？」 

馮校長說明：每一位學生放學回到家之後，要先做什麼，個別需求不同，如何回

答？測試者如求統一答案，則此題不適合，反之，則適合。 

林老師建議部分： 

三年級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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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能在時間內回應。 (多少時間要說明) 

三年級測驗一： 

 第 5 題你屋下歇在哪位？ 

 原第 6 題 你屋下有恁多麼人？ 

林老師說明： 

 題目難易適當，但因客語能力認證（四縣腔）基本詞彙─初級」與南部六堆四

縣腔有點差別，學生會無法回應，例如第五題「歇在哪位」與南部四縣腔有差別。

第六題要加「共下歇」才算完整的問話。 

三年級測驗二： 

 原第7題題目是「麼个日仔，大家愛去掛紙？」 

林老師說明： 

一、第7題.六堆客家掛紙不是統一在清明節而是每年共同選定日子沒有一定的時  

  間學生無從回答。 

三年級測驗三： 

 原第6題「蝴蝶是毛毛蟲變的」 

林老師說明： 

一、第6題難度高學生不易回答。 

四年級測驗一： 

 對於5、6題的建議與三年級客語基本能力測驗相同 

四年級測驗二： 

 第 5`題「放學歸到屋下，愛先做麼个？」 

 第 7 題麼个動物鼻公長長，蓋有力？ 

林老師說明： 

一、第五題可以開放性的回答 

二、第七題目太淺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