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 

A Study on Incorporating Hakka Culture into  

Mandarin Culture Textbook Design 

 

研究生：楊佩玲 撰 

Pei-Ling YANG 

 

指導教授：陳麗宇教授 

Advisor：Li-Yu CHEN,Ph.D.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June,2016 



 

 

 

 

 

 

 

 

 

 

 

 

 

本論文獲客家委員會 

105年度客家研究 

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I 
 

謝   辭 
    還依稀記得那年六月鳳凰花開的火紅，走出大學校門的那個自己，惶惶不安，

不知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取得碩士學位，是身為計畫控制狂的自己從來沒列入人生規畫中的選項。那

年，我一頭栽進了華語圈這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學習不一樣的教學方式，

並藉由一次次教學經驗中體驗跨文化衝擊，過程既有趣又讓人印象深刻，我好像

又再度找回了當年踏出大學校門那股對教學的熱情！ 

    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麗宇教授，上了老師的文化專題後從此與文化教學與文

化教材結下不解之緣，老師在我的研究過程中給與我許多提點之處讓我受益良

多；感謝口考委員鍾鎮城教授、宋如瑜教授以及張于忻教授，謝謝老師們在論文

計畫書、畢業口考給與我許多建議以及肯定，雖然中間歷經研究題目更換、徬徨

不安的苦楚，但最終還是品嘗到碩論完成的甜美果實；感謝研究所戰友們雅浿、

斐心、怡靜、殿義、宇馨、胤芳、家瑜和致涵，雖然現在大家已經有不同人生規

畫，有人甚至已經是新手媽媽及美艷人妻，但與你們相遇在臺師應華是我求學生

涯裡最美麗的遇見；感謝所有協助過我論文研究的受訪者及資料提供者，謝謝宜

娟繪製精美的插圖及靜智提供的照片讓我的教材編寫內容豐富了起來；感謝我最

愛的家人們，妹妹是這段過程中重要的支柱，愛犬楊樂多扮演撫慰我脆弱心靈的

療癒者，有你們的鼎力相助，是成就這篇論文功不可沒的功臣之一。 

    最後，僅以此篇論文，獻給缺席我生命 24 年的父親及一路拉拔我長大的母親，

謝謝你們賦予我客家人硬頸及不服輸的性格，讓我一直堅信自己，即使我在多麼

漆黑的夜晚中一人獨行，只要不放棄，也終能探尋明日的一絲曙光。 

    六月了，又是鳳凰花開的季節，我回頭，望見灑了一地熾熱的火紅，這一次，

我握緊了手中的羅盤，導航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謹誌于 2016年盛夏 



 
 

II 
 

摘   要 
  臺灣處於多元文化環境中，客家文化亦為臺灣文化中獨具特色之一支，其承

襲中原文化之傳統，雜揉南越文化，加上長期遷徙、地形封閉的因素，後經過原

住民文化、閩南文化、外省文化互相衝擊洗禮後，形成更鮮明的特色，加上近幾

年來臺灣推動國際化與外國文化交流頻繁，使得傳統客家文化與外來文化撞擊產

生新火花。 

隨著華語熱的興起，每年有不少外籍人士到臺灣學習中文，臺灣蘊育多元文

化之背景為華語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沃土，然而，相較於語言教學本體的嚴謹，文

化教學及文化教材雖然包羅萬象，但涵蓋「客家文化」內容之範疇較少，故本研

究選擇以「客家文化」為教材編寫之內容，讓外籍華語學習者在文化課程中認識

客家文化，了解臺灣文化之多元性。 

本研究方法採取內容分析及半結構性深度訪談，針對七位學者專家及四位在

臺華語學習者為訪談對象，探討其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看法，以

自編方式編寫一課教材示例-「客家義民祭」，並以七位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

以教材評估方式提供反饋。 

透過本研究發現，以客家節慶活動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方式符合教材使

用者需求，透過自編教材編寫之方式亦得到評估對象之肯定，本研究期在臺華語

學習者能夠在臺灣文化環境中得體地使用華語進行溝通，培養更寬闊的文化視野

外，也能以正面態度對待跨文化之鴻溝，學會欣賞不同文化所呈現之獨特美感。 

 

 

關鍵詞：客家文化、文化教材、教材編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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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Chinese language, many foreigners choose to come to Taiwan to 

learn it every year.The diversecultural background in Taiwan has provided a rich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In comparison to a long established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e teaching and materials are 

comprehensive, however, with only limited coverage in the Hakka culture. Thus, this 

research paper takes the Hakka culture as a study example, with the purpose of helping 

Chinese learners to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understanding 

Hakka culture. 

The research method adapts textual analysis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pproach, 

with seven scholars and four Chinese learners as interviewees. Their opinions on the 

Hakka culture blended in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with 

additional seven Chinese teachers and textbook compilers` feedbacks to aid the author 

into composing a study example“The Hakka Yi Min Festival”.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is research, the way the Chinese culture material is 

composed via utilizing Hakka Festivalhas met the needs of the target users, and is also 

highly praised by aforementioned evaluators. This research is meant to assist Chinese 

learners in coping with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within the environment of Taiwan. 

Another equally important goal is develop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hey 

appreciate the unique beau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Hakka Cultur、Culture Textbook、Textboo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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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是以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相關探討。本論文主要分成五

個章節： 

第一章節為研究動機與問題，並對目前臺灣各大華語中心開設之文化課程與

客家委員會「客庄十二大節慶」內容作探討。 

第二章節為相關文獻探討，針對目前使用之客家教材及文化教材進行探討，

以及對文化教學之相關研究做爬梳整理。 

第三章節為研究方法之介紹，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與「半結構性深度訪

談」，以對外華語教學之教師、客家教材編寫之教師以及在臺華語學習者為訪談對

象，探討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之看法。 

第四章節為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以「客家文化」為主題設

計 12課主題，並以「客家義民祭」為主題編寫 1課教材示例，後以華語教師及教

材編撰專家作教材評估及提供意見。 

第五章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研究者在歷經相關文獻探討與教材編寫之歷程

後，透過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及教材評估所得之反饋，進而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

化教材編寫進行反思，並提供相關建議，使華語文化教材更臻完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今臺灣社會已由閩南、客家、原住民與外省四大族群，增加新移民後擴增

到五大族群，而其中客家族群占全臺灣人口 18%，人口數約 420萬人。隨著華語熱

潮的興起，外籍人士來臺灣學習華語者蔚為趨勢，而學習文化課程人數也日益增

多，每年寒暑假，各大華語中心各紛紛開設短期華語文化研習課程，讓外籍人士

得以在短期內藉由華語學習浸潤臺灣文化。然而，綜觀現今各大華語中心開設之

文化課程，大部分較偏重書法、茶藝等課程，對於臺灣客家文化部分較少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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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當前國內華語中心文化課程內容以及目前客家委員會所規劃之「客庄十二

大節慶」說明： 

 

一、 當前國內華語中心文化課程內容 

目前臺灣各大學廣設華語中心，內容主要包含兩大課程：華語課程與文化課

程，且部分華語中心在寒暑假也有針對華裔青年舉辦語文研習班或是針對外籍學

生開辦遊學團等課程。華語課程內容一般是使用分級式固定之教材，教材完整且

選擇多樣，課程內容紮實；而文化課程內容大多是以書法、中國結及篆刻等多元

課程為主，關於臺灣文化開設相關課程之中心並不多，其中加入客家文化學習之

課程，大多只是帶外語學習者至客家庄進行校外教學或參訪，而非規劃一系列客

家文化之課程及編撰一套相關之文化教材。下表自全臺灣北、中、南、東部地區

各列舉數所華語中心文化課程作介紹。(參見下表 1-1 ) 

 

表 1-1 臺灣各大華語中心開設文化課程一覽表 

區域 華語中心名稱 文化課程內容 所在縣市 

 

 

 

 

北北基 

地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華語中心 中國文化巡禮 基隆市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語文中心 

捏麵人文化、原住民圖騰雕刻體驗、

書法、臺灣文化與社會：多元族群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 

臺語 I、臺語 II、中國文化叢談、 

中國的風俗習慣、今日臺灣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 

中國茶藝、中國美食、二胡教學、 

中國剪紙、古箏教學、崑曲藝術、 

中國國畫、書法、太極拳、 

實用臺語會話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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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驚艷臺灣 師大遊學團」 

書法、中國結、扯鈴、國畫、 

中國棋藝、中國美食 

 

臺北市 

輔仁大學華語文中心 太極拳、中國繪畫、中國書法、柔道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語言中心 文化與觀光 新北市 

桃竹苗 

地區 

開南大學華語中心 臺灣風俗與文化、中國思想與社會 桃園市 

國立交通大學語言中心 

華語課程 

今日臺灣、電影與華人文化 新竹市 

 

中部地區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臺語、書法、短期文化體驗遊學團 

(扯鈴、茶道、糕餅製作、書法) 

臺中市 

逢甲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書法、文化參觀旅遊 臺中市 

 

 

 

 

南部地區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華語中心 

臉譜製作、烹飪與文化、電影賞析、

國畫、國劇、書法、臺語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華語中心 

戲曲欣賞、飲食與文化、國畫、書法、

太極拳、布袋戲、拓碑、篆刻、陶藝、

茶藝、中國結、臺語、客語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 臺灣文化與華語會話 臺南市 

國立中山大學 

華語教學中心 

中國茶介紹、象棋介紹、書法、 

篆刻、中國料理實作 

高雄市 

文藻華語中心 書法、太極拳、臺語 高雄市 

 

東部地區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 

中國文化與慈濟人文課程 

(節慶活動、書畫、靜思茶道、 

漢字拓印、武術功夫、中國結製作) 

 

花蓮市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各大華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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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委員會「客庄十二大節慶」之內容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自民國 98年規劃「客庄十二大節慶」之系列活

動，直至今年(105)已經邁入第 8個年頭，活動內容涵蓋了北、中、南和東部各客

家庄中富有「人、文、地、產、景」等地方特色節慶活動，雜揉了客家傳統民俗

技藝與現代人文藝術，並結合各地之風土民情及客家米食文化饗宴，不但舉辦的

活動規模越來越盛大，參與遊客也越來越多，每年舉辦之評選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個個都是獨具特色的客家節慶。期許透過「客庄十二大節慶」之辦理，能夠恢復

客家傳統文化，進而帶動並活化地方產業之繁榮，更希望透過更多年輕人的熱烈

參與，讓客家文化與精神能向下扎根，進而遠揚。 

以下為客委會 98年至 105年「客庄十二大節慶」之內容：(參見下表 1-2，詳

細活動內容介紹參見附錄一) 

 

表 1-2 民國 98-105年「客庄十二大節慶」一覽表 

月 

份 

節慶 

名稱 

主辦 

單位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月 美濃「迎聖蹟．字紙祭」 美濃鎮公所 V V V      

公館客家福菜節 公館鄉公所    V V V V  

 

 

 

2月 

 

 

 

苗栗 龍 苗栗市公所 V V V V V V V V 

東勢新丁粄節 臺中縣政府 V V V V V V V V 

六堆祈福．攻炮城文化祭 屏東縣政府 V V V V  V V V 

六堆嘉年華 客家委員會  V V V V V V V 

「天穿日」 

臺灣客家山歌比賽 

竹東鎮公所 V V V V V V V V 

屏東六堆伯公藝術祭 屏東縣政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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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寶山鄉打中午文化祭 寶山鄉公所     V V V  

龍潭迎財神 桃園市政府 

客家事務局 

       V 

湖口「行春宴」-食福遶庄

文化祭 

新竹縣 

湖口鄉公所 

       V 

 

3月 

國姓「搶成功~鹿神祭」 國姓鄉公所 V V V V V V V V 

全國客家日 客家委員會       V V 

新埔花燈迎天穿 新竹縣文化局       V  

4月 客家桐花祭 客家委員會 V V V V V V V V 

 

5月 

頭份四月八客家文化節 頭份鎮公所 V V V  V V V  

三義雲火龍節 三義觀光文化 

發展協會 

V V V V V V V V 

 

6月 

桐舟共渡歸鄉文化季 龍潭鄉公所 V  V V V V V V 

高雄夜合 

客家文化藝術祭 

高雄市政府客家

事務委員會 

 V V V V V V V 

 

7月 

歡喜鑼鼓滿客情  

鼓王爭霸戰 

花蓮縣瑞穗鄉 

富源社區發展協會 

V V V V V V V V 

內灣大嬸婆客家漫畫節 客家委員會    V V V   

8月 新竹縣義民文化祭 新竹縣文化局 V V V V V V V V 

9月 平鎮客家踩街嘉年華會 平鎮市公所 V V V  V V   

雲林好客-詔安客家文化節 雲林縣政府   V V V V V V 

10 月 新竹縣國際花鼓藝術節 新竹縣文化局 V V V V V V V  

11 月 彰化縣三山國王客家文化節 彰化縣三山國王

客家文化協會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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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白玉蘿蔔祭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V 

12 月 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 客家委員會 V V V V V V V V 

臺東好米收冬祭 臺東縣政府  V V V V V V V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

http://www.hakka.gov.tw/mp1.html,瀏覽時間：105年 4月 5日) 

 

客委會邁入第 8個年頭之「客庄十二大節慶」，部分節慶因性質內容轉型、移

交民間團體自行舉辦或未提報參與「客庄十二大節慶」之票選活動等其他因素，

舉辦 2至 3年即停止舉辦，如「美濃迎聖蹟‧字紙祭」、「屏東六堆伯公藝術祭」、

「寶山鄉打中午文化祭」、「新埔花燈迎天穿」、「內灣大嬸婆客家漫畫節」及「彰

化縣三山國王客家文化節」等活動。另外，105年亦有新增之節慶活動，如「龍潭

迎財神」、「湖口行春宴-食福遶庄文化祭」及「美濃白玉蘿蔔祭」，皆為客家節慶

活動增添許多特色。 

綜上言之，臺灣各大華語中心皆普遍開設文化課程，但內容大多是書法、中

國結等相關課程，縱然有方言與文化課程，也大多以臺語為主，以研究者蒐集 17

所華語中心來看，文化教學僅占其中三分之一，近年來師大開設「驚艷臺灣 師大

遊學團」中以「文化百寶箱」課程中介紹客家文化，崑山科技大學華語中心雖有

開設客語課程，但經研究者調查目前尚未開班過，雖其招收對象不限外籍人士，

但足見方言類課程中，客語課程更為弱勢之窘況。至 2016年 4月 23日教育部與

國立中央大學開設「一桐學華語」活動課程，邀集百名在臺外籍學生共同體驗在

地客家文化，並運用「客家桐花祭」的文化意涵設計主題性華語課程，除了讓學

習者欣賞油桐花及品嘗客家美食外，也藉此呈現臺灣華語教學之多元面貌。故本

研究希望能以客家節慶活動為教學主題，將已成為臺灣重要常民活動的客家大型

活動成為華語文化教材主題，讓華語教學內容更多元化。 

 

http://www.hakk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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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臺灣文化涵蓋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以及新移民文化，以市面

出版之中階文化教材中《今日臺灣：中級漢語課程》(以下簡稱「今日臺灣」)以

及《迷你廣播劇》兩套教材為例，《今日臺灣》全書分 14課，內容以臺灣當前(約

民國 80-90年)社會文化現況當主題進行華語教學，文化選取面向以中國文化為

主，兼含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如第 4課「茶與中國人」、第 5課「我愛紅娘」及

第 7課「熱鍋上的烤生」，也提及了臺灣特有文化如夜市、鹽水蜂炮等等。誠如前

所提及，客家文化為臺灣文化之一環，雖《今日臺灣》內並沒有針對客家文化做

特別討論，但在教材內實則蘊含客家文化之存在，如在第 3課「還是小吃好」有

提及北部炒米粉和南部豬腳等等，客家美食遠近馳名，進行文化教學時，亦可提

及粄粽和粢粑等客家小點心，藉以豐富臺灣小吃的選擇多樣性；第 4課「茶與中

國人」課文中，除了提及紅茶、清茶、香片和烏龍茶外，客家擂茶也是獨具特色

的一種茶文化，不僅口味特殊，連製作方式也都跟其他茶類有很大的不同；第 8

課「大拜拜」提及臺灣的宗教信仰觀念，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外，

在臺灣「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的特殊地理環境下，客家的義民信仰也是重

要的信仰神祇，教學上加以介紹更能呈現臺灣多元信仰之特色；第 9課「鹽水的

蜂炮」介紹臺灣元宵節的節慶活動，若以「元宵節」來當教學主題，現今臺灣的

元宵節活動更加多元豐富，已經有「北天燈、中 龍、南蜂炮、東邯鄲」一系列

的活動，客家文化傳統活動「 龍」也可成為介紹華語學習者認識臺灣文化的重要

元素之一。而《迷你廣播劇》以廣播劇為編寫形式編寫 12課內容，收錄與臺灣當

前社會環境或現象相關的故事，此套書主要以社會觀念為主要內容，如第 4課「行

行出狀元」、第 6課「莫貪意外之財」、第 8 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及第 9課「腳

踏實地」，皆是以正向、積極面向闡述社會觀念，本研究認為，客家文化中的傳統

觀念亦是臺灣文化觀念之一部分，在教材編寫上常以統一概論而言，而非單獨提

及客家文化，實際上客家文化仍蘊含在臺灣文化之範疇當中，如《迷你廣播劇》

第 5課「婚姻面面觀」內容藉由三位不同婚姻狀況之女性表達對婚姻看法，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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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之角色亦獨具特色，且客家傳統觀念也有許多積極正面、鼓勵警世之觀念，

在進行文化教學上可針對其內容加以做探討。 

透過兩套指標性華語文化教材的分析，不難看出中國文化之多元性，華語教

師在進行文化教學時，可視學生需求或程度適時補充相關文化主題，並應針對教

學年代將教材作調整或改寫，如《今日臺灣》因出版年代久遠，許多內容及教材

內之真實語料圖片皆和臺灣當前社會情況有所不符，《迷你廣播劇》則是因出版年

代較《今日臺灣》近(2008年出版)，故內容和當前狀況較相符合。此外，教材編

寫應設定適合教材使用之學習者程度，《迷你廣播劇》在書前編輯大意即提及教材

是針對學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四)》或《今日臺灣》或《中國寓言》，大約具備

1,500個以上詞彙量的學習者，將程度作明確界定，能讓學習者不擔心銜接不上的

問題，也讓教師在備課上不因學生程度分歧而造成備課困難的困擾。兩套教材中

所設計之活動也提供本研究多參考之處，《迷你廣播劇》另設計作業簿讓學習者可

於課後進行複習，教材內安排之討論活動也可提高學習者的口語能力；《今日臺灣》

教材內練習更加多元豐富，除了傳統文法句型練習之外，更設計許多如「代表討

論會」、「填字遊戲」、「漫畫改寫」、「問卷調查」以及「情境扮演對話」等活動，

補充資料更是以豐富的真實語言材料作素材，如新聞報導及圖片等，可以讓學習

者所學與真實生活更貼近，增加學習者文化交際能力。 

本研究以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為主題，除了參照以上兩套普遍在

文化教學上使用率高的教材外，探尋坊間晚近出版之教材，題材內容更加多元豐

富，更有結合語言與文化之教材類型，如舒兆民等人於 2013年出版之《臺灣超好

玩》及 2014年出版之《吃喝玩樂學華語》兩本系列教材，以臺灣景點為經、旅遊

中的主題情境為緯，交織編寫成一套結合語言與文化之觀光華語導覽教材，其中

特別的是，教材內提及了以往較不受關注的客家文化等內容，如《臺灣超好玩》

中「山城苗栗」課程中介紹客家飲食文化、客家花布及客家傳統產業等，「客家庄

美濃」一課更是將客家文化作進一步介紹，如敬字亭、美濃迎聖蹟活動、夥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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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葉產業等文化，《吃喝玩樂學華語》則是搭配前揭教材，在第 5課「在苗栗-嚐

嚐客家美味」中以對話方式介紹客家名菜「薑絲炒大腸」、「客家油雞」和「桔醬」，

第 10課「在高雄-體驗客家文化」中以對話介紹美濃紙傘與擂茶，兩課更於課文

末搭配真實圖片作輔助介紹，讓學習者更能身歷其境。上述兩本教材之推出，讓

客家文化在華語教材有嶄露頭角的初步機會，本研究亦參照此編寫模式，教材主

題是以客家節慶活動為編寫主題，針對客家文化做整套教材編寫設計，希冀能讓

學習者對臺灣文化有更豐富的認識，也希望對臺灣客家文化的推展國際化盡棉薄

之力。 

研究者身為客家人，深感客家文化亦為臺灣文化之重要一部分，客委會推行

「客庄十二大節慶」多年，近年來規模日漸龐大，以臺北市舉辦之「臺北客家義

民嘉年華」來看，至 2015年參與人數已超過 10萬人，更有許多新移民及外籍人

士參與挑擔踩街的活動，除了讓外籍人士體驗客家文化進行跨文化交流外，也充

分體現客家活動已成為臺灣文化之一環，客家活動儼然已是臺灣重要的活動，且

客家文化同樣身處在臺灣文化的大框架中，與閩南文化、外省文化、原住民文化

以及新移民文化彼此交互影響。故本研究以客委會公布之「客庄十二大節慶」中

選取部分連續舉辦之活動為教材內容，如「公館客家福菜節」、「 龍」、「六堆嘉

年華」以及「客家義民祭」等節慶活動，希望透過教材編寫之方式讓華語學習者

認識客家文化的好機會，體認學習客家文化，也就是認識臺灣文化的一部份，也

藉由活動深化語言與文化雙重習得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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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整理目前對於文化課程與教材編寫的研究，發現隨著學習華語人數的增加，

對文化課程的需求也增加，相關文化教材亦應運而生，惟針對客家文化之華語文

化教材方面研究則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希冀編撰一套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

教材，以利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中同時習得文化內容。 

 

一、研究目的 

近年來由於華語熱興起，多元化華語教材亦隨之問世。然綜觀目前教材，仍

是以語言教學為大宗，而針對文化方面之教材研究依然屬於少數，而客家文化之

相關研究，故有待學界更進一步的相關探討。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之看法。 

二、 設計適合在臺華語學習者之客家文化教材。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一、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看法為何？ 

二、融入客家文化之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評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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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指的就是客家人共同創造並流傳下來的文化，包括語言、戲劇、舞

蹈、音樂、飲食、節慶及建築等等。客家人經過長期的遷徙，融合中原文化與南

越文化，加上天然環境之地形封閉，造就出獨樹一幟之客家文化，傳統認為其特

色為節儉、刻苦耐勞等精神，而本研究探討主軸為在臺灣的客家文化內容。 

 

二、華語文化教材 

文化教材大部分角色為輔助華語教學及介紹文化內容，但普遍文化教材內容

雜而不精、難度不適中、缺乏跨文化視角、教材目的不夠明確、內容與現實生活

脫節等現象，主要是因為文化課程與語言課程的性質並不相同、教學任務也較語

言課抽象，又缺乏權威之教學目標及大綱，故常使華語課中語言和文化教材出版

比例懸殊，而本研究則以客家文化為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主軸。 

 

三、文化教學 

    李泉(2012)提到，文化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中的文

化是具有特定內涵的，即跟漢語的理解和表達密切相關的文化因素，主要是隱含

在漢語結構系統和表達系統中反映漢民族的價值觀念、是非取向、衣食住行、風

俗習慣、審美情趣、道德規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內

涵，而本研究是以客家文化為文化教學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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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針對之主體為在臺灣客家文化，並不包含其他地區之客家文化。 

 

二、研究限制 

(一)文獻資料的有限性 

華語教學研究文獻數量豐碩，文化教學與教材編寫亦所在多有，客家研究近

幾年來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惟客家文化結合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相關研究尚不

多見。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之文化教材編寫受限於場域、時間等因素，並未能以此教材進行教學

實驗，只針對學者專家與在臺華語學習者做半結構性深度訪談進行教材需求分

析，並以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進行教材評估，將教材設計實施於教學場域之

情況仍有待未來作進一步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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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客家文化 

一、客家文化之範疇 

英國人類學家 Talor (1871)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提及：文

化是人類行為與思想的體系，是做為社會成員的人們習得的複雜整體，它包括知

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其他的能力與習性。曾喜城、張翊丹(2007)

對文化的界定乃是：每個族群都有面對克服大自然、他人和自己心靈空虛的三部

分，也因此每個族群都會衍生物質文化、倫理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在這三方面下

就會產生出價值觀念，再擴大範疇整個文化就會涵蓋價值觀念。英國哲學家

Russell(胡品清、劉福增譯，1988：55)在《羅素論中西文化》一書有句名言：「人

類自古以來就要克服三個敵人，其一是大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己。」若

以羅素的名言分析文化的衍生及發展，則可分為創作食衣住行之物質科技文化、

語言與倫理之典章制度文化及追求文學藝術之宗教文化三部分。  

     文化是祖先經過代代相傳，經過時間及空間演變所孕育出來的瑰寶。文化可

以從物質層面的食、衣、 住、行及日常生活器具等，到精神層面的語言、傳統信

仰、風俗習慣和祖先崇拜等面向，客家文化亦是如此，從飲食中的醃漬文化、穿

著中的藍衫文化及住宅的風水文化等物質文化外，還有從語言發展出的諺語文

化、三山國王、義民及伯公信仰文化及崇敬祖先之精神文化，進而還因地理環境

而創造出山歌文化、採茶三腳戲劇文化以及豐富的文學作品等精緻文化。 

林嘉書、林浩(1992)則定義，所謂客家文化，是指漢民族的客家民族在發展

過程中，後天因歷史地理形成的外部與內部的生活樣式。其具體的表現樣式，可

分為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物質方面有衣的文化、食的文化、住的文化；精神方

面，又可分為外部和內部，外部者有客家方言、客家山歌等，內部者有客家社會

團體特有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宗教信仰、行動規範和道德規範等。而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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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區保留了豐富的古蹟、自然生態、祠堂、廟宇，也有其屬於客家人特有的農

業產業、工藝產業、文化產業，而與生活息息相關之食、衣、住、行、習俗及民

俗信仰等等皆是文化。 

王東(1998)認為，文化做為一種具有內在穩定性和外在規範性的生活方式，

是人類因順應自然環境(人地關係)和社會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產物。從這

個角度來講，任何一個民族或民系的文化，其歷史的生成和流變都是在某一特定

的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結構這個三維空間內進行的，客家文化的生成和發

展也是如此，他將客家文化分析為物質基礎之農耕文明及社會土壤之家庭制度。

另外，他也將客家文化基本特質做了包含質樸無華風格、務實必虛的精神及反本

追遠的氣質的描述。 

    謝重光(2008)則提出客家文化有山林性、邊緣性及向心性三大基本特徵。以

山林性來說，客家人是山的兒女，具有山的性格，住房竹木皆取材於山林，飲食

重山珍，少海味，有素、粗、野、雜和重原汁原味的特點，客家人消暑解渴治病

喝擂茶，衣著喜歡用自製的靛青將麻布染成青色和藍色，以致於藍色成為客家人

的代表色，也因交通閉塞的地理環境，山林經濟及狩獵經濟在客家人生計佔有重

要地位。產業發展也與山林有密切關係，開礦、種菸葉以及割松香都是重要產業，

造就客家人自古以來就擅長此類手工業和農副業，而客家民間文藝也與山林深深

結緣，山歌和採茶戲是客家人最喜歡的文藝樣式。此外，山林性還有兩層涵義，

一是山高皇帝遠，遠離廟堂，二是自足山林，安土重遷，商業意識薄落，相對於

海洋文化來說比較缺乏飄洋過海、對外拓殖的冒險精神。邊緣性來看，客家人在

政治上的表現是不服管轄的叛逆精神，在民俗上表現是飲食、服飾、婚嫁、喪葬、

文藝、神明崇拜和民間信仰等領域的奇特習俗，例如服飾的高髻、葬俗方面的撿

骨葬、文藝方面的山歌、宗教信仰的三山國王以及龍神信仰，都受到南方少數民

族的文化傳統影響。最後為向心性，首要表現是中原正統觀念的確立與推展，客

家宗族組織形成與發展，建祠堂、修族譜，透過確認中原郡望和建立與某一歷史



15 
 

名人的血緣關係，順利實現了身分的轉換與認同，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也表

明，人類社會組織關係的演進大體上都遵循著這樣一條基本的原則：由血緣關係

進化到地緣關係，客家人的家族制度具有明顯的持久性和強固性，也具有精緻性

和典型性。傳統觀念上，客家傳統「耕讀傳家」觀念根深蒂固、歷史上客家人對

外族人入侵表現出的民族大義和愛國精神以及臺灣歷史上客家人對朝廷的忠義，

都是深刻表達出客家人固有的耿介勁毅、剽悍不羈性格。而客家文化的邊緣性和

向心性，看似矛盾與對立，但其實深刻反映了客家由蠻荒之地變為崇文重教的過

程中，客家文化內在的蠻夷因素與中原儒家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長，客家文化在兩

者的互相涵化、制約下，展現出其無盡的活力。 

曾喜城(1999)提出，臺灣客家文化內容從語言、生活習俗，以迄山歌藝術、

客家文學創作、傳統民間信仰及祖先崇拜，三百多年期由原鄉隨著客家祖先渡海

來臺，代代相傳歷久不衰。 

鍾俊昆(2004)也提到，客家文化內容可劃分器物、心靈與制度三個層面，分

別有以儒家文化為基礎建構出來的客家文化價值、以俠義為主導的文化群落組

織、開拓進取與隱忍保守的客家文化心態及以婦女和兒童為重心的人際關係模式

特點。 

    而客家人的性格也是客家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傳統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較

為負面，不外乎是小氣、吝嗇等負面形容詞，隨著客家意識近幾年來的熱烈討論，

劉錦雲(1994)提出，客家人性格特徵有開拓進取及奮鬥拼搏的價值觀、客家婦女

刻苦耐勞自立自強的特質、重文教及尊師重道的精神、好強好勝及愛面子之特點。 

范揚松(1994)也對客家人的性格表現提出有積極入世的精神、重家庭倫理觀

念、重義輕利的作風、名節面子的主義、勤儉樸素的傳統、忠誠正直的態度、人

際人情的走向、保守中庸的性格及重功名輕實業之看法。 

    綜上所述，客家人的性格經過歷史推演，部分仍根深蒂固於現代生活以及傳

統觀念中，如前述所提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及重功名輕實業特質，造成客家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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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耕田讀書」的特殊現象，也深深影響客家文化中教育及產

業發展，客家人普遍較重視教育，美濃地區甚至還出現「博士村」的現象，在職

業選擇上也趨向保守，不願意嘗試冒險，選擇從事公教體系職業人數較多，如早

期臺灣鐵路局職員中客家人比例即偏高。 

    除了上述性格特質外，客家文化範疇還包含以下面向： 

張衛東(1992)提出客家文化包含分布與自然環境、語言、建築、山歌、民間

文藝、民間信仰、婚嫁習俗、喪葬習俗、衣著服飾、飲食習俗以及歲時節慶等內

容；范揚松(1994)提出客家文化資本範疇分為客家宗教建築、古蹟、聚落、遺址、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資源、民俗技藝、客家語文、客家美食及客家衣飾等內容；

曾喜城(1999)則提出客家文化有語言、食衣住行、傳統信仰、民間信仰、婚葬禮

儀、歲時禮俗、山歌、採茶戲、現代音樂以及現代文學等內容，他特別強調客家

建築文化特色有聚族而居、講究風水、房屋布局巧妙、防禦性強以及因勢建築等，

因應生活環境需要發展出「行」的文化，如蓑衣及油紙傘，特別是油紙傘，已經

成為客家文化重要的符碼之一，除了實用功能外，其諧音「有子」也反映客家傳

統觀念，以及父母對即將出嫁的女兒之祝福，信仰則包含天地宇宙的崇拜(如玉皇

大帝及土地公福德正神)、大自然的崇拜(如三山國王)以及靈魂的崇拜(如三官大

帝及義民爺)；鍾俊昆(2004)提出客家文化包含山歌、民俗觀念、婚俗、戲劇、文

學以及方言等內容；謝重光(2008)則提出客家文化範疇有宗教信仰、飲食習俗、

喪葬習俗、文藝生活及服飾等內容。 

    綜上而言，節慶及信仰在客家文化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俞龍通(2008)曾

以「客家桐花祭」節慶活動做個案調查，從 2002年開端發展至 2007年成長期作

階段性描述與分析，以傳統客家重要經濟作物「油桐」作符碼，進而創造出「桐

花祭」活絡客庄經濟，此一文創產業實屬客家文化中成功之案例之一。他指出在

現在社會中，影響消費者行為因素已不必然為產品本身的功能與實用價值，相對

影響消費者購買的是一種概念(concept)、一種意象(image)、一種符號(sign)和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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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客家桐花祭亦成功的將客家文化做文化輸出，華航的國際線班機上播放

客家桐花祭相關宣傳影片，並銷售相關桐花商品，觀光局與旅行社結合推出過境

半日遊，並且在全球海外各旅遊辦事處放置桐花祭行銷刊物供遊客索取，德國法

蘭克福禮品展有 10家廠商參展將桐花意念產品行銷歐洲以及日本成田機場出境大

廳燈箱刊登桐花祭廣告等等宣傳，皆為客家文化推展做了很好的行銷，對於本研

究而言意義也在於此，希望能藉著華語文化教材的編寫，將客家文化做適當的融

入，將客家文化推展國際。 

移民是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客家人在長期的遷徙之中，雖然因為動盪

的遷移生活使移民離開故土，但另一方面移民為了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又會在無

形之中乘載著原文化傳統展開嶄新的生活和發展。封閉的地理條件，是客家文化

地域特色形成的空間條件，既為客家文化保存其地方特色，並能夠持有強烈的自

我認同意識，把自己與周邊的其他民族區別分開來，就是這獨特的地理環境的結

果，如此融合又如此區別，正是客家文化獨特的特色。 

研究者身為客家人，有感客委會推行「客庄十二大節慶」讓客家活動逐漸嶄

露頭角變成臺灣重要活動之ㄧ，即使部分活動仍是屬於消費性、被創造出的客家

文化，但活動內容所傳遞之文化，亦為客家文化之一部分，讓客家文化透過節慶

活動能更加有聲有色的呈現，並希望透過本研究之教材編寫設計讓更多在臺華語

學習者認識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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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節慶相關研究 

研究者於 105年 3月 29日上碩博士論文網以關鍵字「客家文化」進行搜尋，

探得相關論文共 169篇，因本研究針對客家文化中的「節慶文化」做討論，故篩

選其中關於節慶文化研究共 12篇，涵蓋研究範圍廣泛，從研究節慶之行銷策略、

文創商品設計至結合數位科技之動畫創作及 Facebook 互動性研究。(詳參表 2-1，

以民國年表示，按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表 2-1 客家節慶相關論文一覽表 

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 客家文化產業

行銷之研究-

以客家桐花祭

為例 

黃順意 93 國立臺北

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

研究所 

本研究以文化產業之政策行銷為

概念，並以「客家桐花祭」為研

究主體，用節慶呈現出客家文化

之美，探討其客家文化產業行銷

４Ｐ之具體的表現、政策行銷作

為與研擬行銷策略。 

2 節慶活動與客

家文化創新之

研究─以苗栗

龍為例 

蘇瑞英 97 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

政治經濟

與政策研

究所在職

碩士專班 

本研究以「苗栗 龍活動」為例，

探討鄉土文化意義與價值，並賦

予傳統文化新的生命意義，從創

新的觀點出發，深入剖析傳統節

慶文化的傳承、複製與擴散過

程，並對活動的規劃、宣傳及促

銷提供建議，作為主辦單位對往

後節慶活動計畫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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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3 『六堆鬧熱

季』六堆客家

文化創意設計 

謝易珉 98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

學系研究

所 

本研究以六堆文化為主軸，同時

以客委會「客家桐花祭」做個案

研究，除分析相關文獻、影像記

錄之外，藉此了解活動特色、優

缺點，突顯六堆客家文化與北客

家風貌之差異外，並區分本研究

與客家桐花祭呈現出不同之特色

印象。 

4 客家廣告中的

俗民生活再現

與操作－以客

家文化節慶廣

告為例 

羅原廷 98 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

播研究所 

本研究以客家桐花祭、客家美食

嘉年華、臺灣客家博覽會與六堆

嘉年華共 12部廣告作為文本分析

樣本，並引巴特的符號學分析，

瞭解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如何進行

客家俗民文化詮釋及客家文化節

慶想像。 

5 文化公民權之

賦權與實踐－

以桃園客家文

化節回應性評

估 

黃琪崴 98 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

在職專班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參與觀察

與深度訪談，及運用層級分析法

（AHP），建構「桃園客家文化節

活動回應性評估指標相對權重體

系」，藉此融入專家學者與民眾之

意見，透過交叉檢驗，檢視政府

賦權政策目標是否落實，推動公

民實踐文化權利，達到文化公民

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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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6 高雄市夜合客

家文化藝術季

之文化治理與

權力脈絡 

郭旭芳 99 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

大學觀光

與餐旅管

理系研究

所 

本研究應用 Foucault 治理與權力

之觀念，以及消費社會的符號學

為理論觀點，以官方文獻、深度

訪談與田野調查為蒐集質性資料

的方法，以「高雄市夜合客家文

化藝術季」探討文化治理角色，

及分析其規劃與執行中的權力脈

絡。 

7 以議題設定探

討苗栗客家文

化節慶於

Facebook 粉絲

專頁呈現之研

究 

廖詠貞 99 國立聯合

大學資訊

與社會研

究所 

本研究以苗栗客家文化節慶為主

題，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管

理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利用社群中強弱連帶關係檢驗各

月份之客家文化節慶議題，並彙

整組織與個人間的影響因素，讓

使用者能對客家文化節慶進行深

入的了解。 

8 遊客參與「客

庄節慶」遊憩

體驗及滿意度

之研究-以「頭

份客家文化節

(四月八)」為

例 

鍾福貴 101 國立聯合

大學經濟

與社會研

究所 

本研究以「頭份客家文化節(四月

八)」以問卷調查法、個案訪談與

文本分析法解析消費者之滿意

度、遊憩體驗與政府策略，探討

以體驗經濟與體驗行銷之理論來

分析，另佐以先進國家節慶發展

之策略，作為日後節慶規劃之借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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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9 從客庄節慶探

究客家文化認

同與保存發展

－以六堆伯公文

化藝術祭為例 

馮郁晴 102 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

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

研究所 

本研究以「六堆伯公文化藝術祭」

為研究案例，採質、量化並行模

式，透過文獻分析、活動問卷調

查與專家學者深度訪談，探討客

庄文化節慶文化保存之影響力。 

10 客家文化電腦

動畫「 龍」

創作論述與

Maya nCloth

布料運算研究 

黎書宏 103 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

計系碩士

班 

本研究利用動畫軟體進行 龍活

動創作，在 3D軟體中以布料運算

系統來模擬布料舞動的動態效果

讓舞龍更加生動自然，藉以推廣

客家文化傳承。 

11 臺灣客家文化

節慶商品設計

創作研究 

朱晏廷 103 樹德科技

大學應用

設計研究

所 

本研究藉探討客家文化節慶與文

化商品傳遞的文化精神，以商品

設計方法與程序的比較分析，了

解消費者對於客家文化商品的認

同度，並作為未來傳承客家文化

精神價值之文化商品設計參考。 

12 客家文化能成

為大生意 ─

以客家 龍節

慶市場行銷發

展策略為例 

邱英政 103 國立聯合

大學資訊

與社會研

究所 

本研究探討 龍的節慶行銷策

略，透過創意激盪與經驗累積，

並以產業進程發展擬定具體策

略，區分為短、中、長期的策略

規劃，以 3i為主要策略重點，提

昇元宵民俗節慶 龍活動，打造

新客家節慶意象的行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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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節慶文化之研究，部份研究是以政府或主辦單位角度，如黃順意(2004)、

黃琪崴(2009)、郭旭芳(2010)及邱英政(2014)皆以行銷策略發展來探討節慶行銷

模式，舉辦活動需要人潮，有人潮聚集就有錢潮，其中邱英政(2014)以行銷中的

3i來作分析，以產業進程發展擬定具體策略，區分為短期加值創新(innovation)、

中期資源整合(integration)以及長期擴大規模行銷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皆是

為節慶行銷帶來新思維與規劃方向，對本研究而言，若客家節慶能推展國際化，

未來可以吸引更多外籍人士參與活動。另部份研究是以文化創新研究為方向，針

對蘇瑞英(2008)以「 1龍」、謝易珉(2009)以「六堆鬧熱季」、鍾福貴(2012)以「頭

份四月八」及馮郁晴(2013)以「六堆伯公文化藝術祭」做分析，透過問卷、訪談

等研究方法探討節慶文化之創新發展，將傳統節慶活動結合相關創新做考量設

計，對本研究在進行教材編寫上亦提供不同思維。羅原廷(2009)、廖詠貞(2010)

及黎書宏(2014)分別針對節慶廣告、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及電腦動畫設計做探

討，數位科技亦是進行華語教學中不可或缺之媒介，透過相關研究之發展，不僅

可提供本研究教材編寫之素材，也可充實教材內容，進行豐富客家文化教學。 

 

 

 

 

 

 

 

 

 

 

                                                      
1 ，客語用字，四縣腔音 bong，音近漢字「崩」，意為「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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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家教材 

 一、現有教材分析 

根據教育部 2011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客

家語)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九年一貫客家語修正草案》)對客家語教材編選中

關於文化內容部份有以下規定： 

 (一)基本架構 

表 2-2 《九年一貫客家語修正草案》分級標準表 

階段 對應年級 

第一階段 小一、小二 

第二階段 小三、小四 

第三階段 小五、小六 

第四階段 國一、二、三 

 

 

 

 

 

 

 

 

 

 

圖 2-1《九年一貫客家語修正草案》基本架構圖 

 

 

一

階

級 

二 

三 

四 

社會脈動 

語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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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九年一貫客家語修正草案》教材綱要表 

文化架構部分 

階段 一 二 三 四 

食衣住行育樂 ● ● ● ● 

謠諺 ● ● ● ● 

資訊應用  ● ● ● 

民俗  ● ● ● 

歷史   ● ● 

 

社會脈動架構部分 

階段 一 二 三 四 

性別平等 ● ● ● ● 

環保生態 ● ● ● ● 

醫療健康 ● ● ● ● 

生命教育 ● ● ● ● 

多元文化與國際瞭解   ● ● 

 

(二)基本理念 

      1.培養學生熱愛客家文化及主動學習客家語的興趣和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客家語基本的聽、說能力，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 

        意，進而發展出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和能力。 

      3.培養學生兼用客家語和本國語的習慣，發展出特有的文化視野，開創出新的思 

        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創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培養學生應用客家語學習各種知識的能力，擴充生活經驗、認識本國多元文 

        化，且在面對國際思潮與現代化社會之變遷中，體認全球化和在地化共同發展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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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習利用工具書及結合資訊網路，擴展客家語學習的機會和環境，培養學生獨 

        立、自動學習的能力。 

 6.激發學生廣泛學習客家語的興趣，並提升其欣賞客家語文學作品的能力。 

 

(三)分段能力指標 

1.聆聽能力 

  1-2-8能透過聆聽的活動學習客家族群的文化。 

  1-3-7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1-3-9能從聆聽過程，理解並探索客家文化的實踐方法。 

  1-4-8能運用資訊工具學習客家語與其他族群的語言，並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 

        解。 

2.說話能力 

  2-3-6能用簡單客家語介紹客家文化。 

3.標音能力 

  3-4-1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工具書，主動認識客家文化。 

4.閱讀能力 

  4-4-3 能從閱讀中瞭解各族群文化，並能閱讀譯成客家語之外國作品。 

  4-4-4 能運用各種媒體擴展閱讀的範圍，並利用各種檢索工具幫助閱讀客家文 

        化資料。 

      以《九年一貫客家語修正草案》課程目標內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項目所提到

「透過客家語學習客家文化，擴展對本國文化的認識，並從認識外國文化及不同

族群之文化習俗中，掌握社會脈動，培養國際視野」，顯現以目前國中小鄉土語

言課程中，客家語之教學仍是主幹，文化教學仍是依存著語言教學活動，並非以

客家文化為課程之目的。再者，國中小客家語教材使用對象為本國學生，非針對

華語學習者為教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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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梅(2010)研究指出，目前客家語教科書計有康軒版、翰林版、南一版、

金安(真平)版、各縣市政府版等等，部分縣市學校使用教育部編輯之版本再自行

編印，也有因為當地特殊之方言(如大埔腔)編撰當地腔調之客家語教材。根據許

淑梅(2010)與徐碧珠(2011)調查，康軒版在客家縣市學校使用涵蓋率超過六成，

而就教材學習內容綜合分析，從「能具備語文與生活的實用價值」、「概念難易

與情節主題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與經驗」、「能多元開放而避免偏見」、「寫作良

好能易於閱讀理解」四面向分析，部編版百分比為最高。編寫冊數方面，康軒版

和一般教材編寫冊數相同，皆為一學期使用一冊，國小課程共計十二冊，部編版

則是一學年使用一冊，一至六冊為國小使用，七至九冊為國中使用。下就此兩個

版本客家語教材文化部分做分析討論： 

 1.康軒版 

第一學習階段中的第五、六冊分別提到「過年」、「五月節」，介紹中國傳

統兩個重要的節慶，分別介紹過年穿新衣、新鞋、做年糕、拿壓歲錢等活動，端

午節則提到掛艾草、洗百草水、做香包、立蛋、吃粽子及划龍舟等活動，以簡短

韻文方式表達中國特色文化。 

第二學習階段中第七冊則提到「八月半」，介紹賞月、烤肉、吃柚子等活動，

另外第八冊也有提到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家庄」及「惜字亭」，藉由新埔客家庄

提及傳統義民祭典、建築及飲食文化，惜字亭則表示客家人惜物愛物之隱微意涵。 

 2.部編版 

第一學習階段中的第二冊有提到「伙房」，第三冊提及與原住民、福佬文化

相融合之多元文化，並提及客家傳統美食如覆菜(福菜)豬肚湯、炒米粉。 

第二學習階段中的第三冊則提到「過年」、「天穿日」、「掛紙」等節日，

並也提到客家美食如炒肉、木耳炒黃梨(鳳梨)；第四冊因學生程度較高，介紹客

家飲食中的醃漬文化、米食粄文化及茶文化，亦介紹媽祖遶境、祭拜祖先之信仰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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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教材相關研究 

目前對於客家教材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國中小鄉土語言課中所使用的教材為

討論對象，當前客家語教材出版種類不少，甚至有些是學校自編，相關研究除了

對教材進行比較分析外，其中鍾政凱(2010)依據「客家文化內容主題類目表」為

研究工具針對三套現有教材內容做探討比較；也有針對教材內之特殊面向做討論

之研究，如劉淑惠(2009)即對教材內性別角色作內容分析，但對於客家文化提及

部分則為各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並未做相關之深入探討。(詳參見表 2-4，以民國

年表示，按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表 2-4 客家教材相關論文一覽表 

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 國民小學鄉土語

言客家語教科書

分析研究—以各

版本第一冊為例 

吳秀梅 90 國立屏東

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

研究所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以光復

版、金安版、高市版與康軒

版為樣本，並以中華民國教

材研究發展學會的「國語科

教科書評鑑重點」為藍本，

就出版特性、物理特性、內

容特性及教學特性做分析。 

2 九年一貫課程國

小一年級客語教

材之比較分析 

詹美玲 91 國立新竹

師範學院

臺灣語言

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 

本研究針對仁林、新竹市、

光復、金安、南一、康軒及

翰林版國小一年級客語教

材，以各版形式設計、音標

編撰、客語書面字運用情形

及內容編輯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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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3 國小客家語教材

結構化設計研

究—以一年級為

例 

徐賢德 92 臺北市立

師範學院

社會科教

育研究所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為研究

方法，分析九年一貫國小客

家語課程第一階段中的一年

級康軒、翰林以及南一出版

設所編纂之客家語教科書，

進行詮釋結構模式及結構化

學習法的實證研究，並利用

電腦軟體程式建立科學化學

習途徑。 

4 客家語教科書常

用詞彙與詞頻之

初步研究—以高

市版為例 

劉秀珍 94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臺灣語言

及教學研

究所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對

高市版客家語教科書中的詞

彙做詞頻的調查，建議客家

語詞彙也應依使用頻率的高

低建立詞彙語料庫，以做為

日後編寫客語教材與研究教

學之參考。 

5 從國小客家語第

二階段教材內容

探討其十大基本

能力之評比研究 

廖瑞珍 95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臺灣文學

研究所 

本研究透過比較分析國小客

家語教科書康軒版、翰林

版、南一版與部編版第二階

段內容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並從內容探討十大基本能力

之評比，比較出各版本教材

之優點與不足處，作為未來

客家語教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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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6 我國鄉土語言教

材客家語教科書

之比較研究 

黃郁芳 95 國立中山

大學教育

研究所 

本研究以苗栗縣、高雄市、

高雄縣三個縣市出版客語教

材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部分

學校自編教材及相關文獻，

探討客家語教學內涵、教材

教法等，分析比較三個版本

的特性異同，以檢視教科書

內容優缺點，供日後客家語

教科書編制與改進參考。 

7 客家教材出現詞

彙之比較研究—

以一至三年級為

例 

陳又榛 95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人資處語

文教學碩

士班 

本研究以比較研究方式來探

討南一、翰林、縣府、康軒

以及部編版國小一至三年級

客語出現之詞彙，對日後客

語教材編寫上提供建議。 

8 國小客語教科書

的性別角色內容

分析 

劉淑惠 98 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

播研究所 

本研究以質性和量化比較苗

栗縣、康軒、南一、翰林、

桃園縣和新竹市六個版本客

語教材，針對內文和圖片內

容進行性別分析。 

9 國民小學客家語

教材內容特性之

分析研究—以康

軒版為例 

許淑梅 99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客家文化

研究所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康

軒版 98年度出版之客家語

教科書 1至 12冊內容，研究

目前臺灣客家主要鄉鎮客家

語開課現況和教科書使用情



30 
 

形，並針對康軒版教材內容

之多元文化觀點、可讀性和

教材分量進行研究。 

10 國民小學社會學

習領域教科書客

家文化教材之內

容分析研究 

鍾政凱 99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

產業學系

研究所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以「客

家文化內容主題類目表」為

研究工具，探討南一、康軒

和翰林版本教科書中，對於

內含之客家文化相關內容加

以研究分析，目的在藉此了

解教科書是否能傳達正確的

常識，幫助學童更深層體認

正確的客家文化。 

11 國民小學客家語

教科書學習內容

之比較分析 

徐碧珠 100 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

播研究所 

本研究以量化統計和質性敘

述的內容分析法，分析大語

版、康軒版、翰林版以及部

編版共 42冊教材，並以「整

合審查機制簡化學校教科書

評選規準之研究」的結果為

藍本，將其結果的八個評選

規準，分為教材內容、教學

設計、教學資源三個面向，

比較各版本教科書之異同，

可供日後教材編寫、增修及

發展使用，亦可當教師選用

教科書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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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2 臺灣客家語句型

教學：教材句型

結構分析及教學

架構之建立 

黃美鴻 100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臺灣語言

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 

本研究以共時結構分析、句

型分析法以及問卷調查為研

究方法，歸納出 60個句型焦

點，並針對國編、康軒及翰

林三個客家語教材版本進行

分析，提出句型教學架構後

設計 12個客家語教學示例

進行三維語法之教學實驗。 

13 臺灣福佬、客

家、原住民語系

歌曲於職校音樂

教科書之內容分

析 

許力云 101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在職進修

碩士班 

本研究針對 100學年度發行

之東大、育達、泰宇、華興、

新文京、龍騰與謳馨七個版

本教科書中的臺灣福佬、客

家語原住民語系歌曲進行探

討，以自編「福佬、客家、

原住民語系歌曲於職校音樂

教科書內容分析類目表」做

比較分析，以提供後續教材

編寫者建議。 

 

    綜上所述，雖然現今對於客家教材相關論文仍針對的是母語者之教材進行編

撰與分析，但藉由相關客家教材之研究仍對於本研究有諸多參考價值，如鍾政凱

(2010)以三套現行客語教材進行內容分析，探討教材內所蘊含之客家文化及許淑

梅(2010)以教材內容之多元文化觀點、可讀性和教材分量進行研究，未來可針對

某套品牌教材進行多面向分析；徐賢德(2003)以電腦軟體程式建立科學化學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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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對於華語文化教材融入客家文化之編寫也提供另一個編寫參考管道，例如可

建立一個教學網站供華語學習者進行線上學習，並在網站上播放影片，使教材編

寫呈現更多元面貌；另因目前關於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之類型仍不多見，

未來因應學習者需求出版更多套相關教材後，亦可參考吳秀梅(2001)、廖瑞珍

(2006)、黃郁芳(2006)、陳又臻(2006)、劉淑惠(2009)以及徐碧珠(2011)皆以內

容分析、比較分析以及量化統計之方式對多套教材進行分析及建議，以提供日後

編寫教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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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 

    舒兆民(2002)提出語言反映文化，文化也影響語言。相較於語言教學，文化

教學更具特色，也對學習者更有吸引力，除了具備聽說讀寫之技能外，將文化導

入語言課程的教學也是極為重要的。李泉(2012)也提到，對於教材來說，文化內

容的取向首先應該符合外語教學的目標和教學規律，必須選擇的是屬於外語學科

範疇之內的文化內容，即與外語理解和交際密切相關的文化。 

    誠如前述，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關係，要解決語言與文化的結合，必須

要做好理論研究，並從理論上釐清文化知識在語言教學及教材中的地位與義義

等，也要進行文化差異的系統調查，並對文化知識項目進行分類，分出「交際文

化」與「知識文化」的不同屬性，最後進行文化項目的篩選。 

 

一、華語文教材之分類 

    呂必松(1993)將第二語言教材的基本分類分為四大類，從教學類型的角度分

類有普通教育教材、預備教育教材、專業教育教材及特殊目的教育教材等；從課

程類型的角度分類有綜合課語言教材、聽力和閱讀等教材；從教學對象的角度分

類有兒童教材、成人教材和初、中級及高級教材；從教學法的角度分類有以結構

為綱的教材、以功能為綱的教材和以結構—功能型的教材。 

    趙金銘(1997)提到教材分類，可分為以不同的學習階段編寫初級、中級和高

級教材，從知識傳授的角度編寫漢語語音、詞彙、語法和漢字教材；從技能訓練

的角度編寫說話、聽力、閱讀和翻譯教材，以語言和文化對比為基礎編寫供國別、

母語、文化背景、學習環境等不同的學習者使用的教材，還有特殊目的的漢語教

材，如新聞報刊教材、外貿洽談教材、商務往來教材等，另外如速成強化漢語教

材、短期進修漢語教材、兒童漢語教材、個別教學漢語教材、漢語隨意教材、帶

地域性的鄉土漢語教材、漢語方言教材(如粵語教材、閩南語教材)、廣播電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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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材、遠距離教學漢語教材(如漢語函授教材)、外國人學歷教育的系列教材、

為華人及華裔或外國人在非漢語環境中使用的漢語教材及有關對外漢語教學課程

設置所需要的各類文化教材等等。 

    劉珣(2000)指出，對外漢語教材的類型可以從教學類型、課程類型、水平等

級、學習點特點及母語特點等不同角度來區分，從教材編寫的角度，即如何編排

教學內容的角度來對教材進行分類，按照教材的體例分為綜合型和分科型、單課

制和單元制及直線式和螺旋式，按照遵循的主要教學原則可以分為課文型、結構

型、功能型、結構—功能型、功能—結構型、話題型和文化型。 

    李泉(2006)對教材一般分類，可根據不同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對教材進

行分類，從教材的組織和使用要求上可以分為統編教材、自編教材等；從編教人

員的組成上可以分為獨編教材、合作教材或國內合作教材、國際合作教材等；從

教材性質上可以分為學歷教育教材、非學歷教育教材等；從教材的階段和層級上

可以分為初級教材、中級教材和高級教材等及從教授和學習方式上可以分為學校

教材、自學教材、函授教材和網路教材等。 

    趙金銘(2009)則把二語教材分為語言技能類教材、語言知識類教材、文化知

識類教材及特殊用途語言教材四類。 

    李泉綜上所述，分析呂必松側重的是從理論上對教材進行分類，劉珣側重的

是從教材編寫本身來對教材進行分類，趙金銘則是從滿足教學的實際需要來對教

材進行分類。並就國內外第二語言教學的實際情況來看，課程設置大致可以分為

技能類課程和知識類課程，前者可分為一般技能課和特殊技能課，後者分為語言

知識課和文化知識課，具體包括精讀類教材和聽說讀寫類教材等綜合技能訓練和

包括口語、聽力、閱讀、寫作和翻譯類專項技能訓練教材、語言知識類教材、文

化知識類教材(如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藝術以及國情介紹)及特殊用語語言教

材(如商貿漢語、醫用漢語、旅遊漢語、外交漢語、工程漢語和科技漢語教材)等

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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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雅薰、舒兆民、陳立芬、張孝裕、何淑貞、賴明德(2012)指出華語文教材

有以下分類：(參見表 2-5) 

 

表 2-5 華語文教材分類一覽表 

教 材 面 向 類     別 

不同的學習者階段 初、中、高級華語教材 

華語知識傳授角度 華語語音教材、華語詞彙教材、 

華語語法教材、漢字教材 

語言專項能力訓練角度 口語教材、聽力教材、閱讀教材、 

寫作教材、翻譯教材 

語言對比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國別化教材 

學習各種專業需要、特殊目的 新聞教材、報刊教材、商務教材、 

旅遊華語教材、祕書華語教材 

學齡或學制為編寫原則 幼童華語、兒童華語、中學華語、AP中文教材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蔡雅薰等人合著(2012)) 

 

另外，教材種類尚有如新移民華語教材、華語方言教材、華裔子弟教材、文

化教材、短期進修華語教材以及遠距離教材等等。其中華語文化教材又更包羅萬

象，有飲食、制度、節慶、宗教等內容。 

    簡言之，教材一是廣泛的範疇，包含教科書、教師講義、學習單、參考書籍

及圖表、錄音等教學輔助教材等，無論是教師自編、出版社出版等皆是教材的種

類，分類可針對不同屬性加以區分，臺灣也有相關政府機關出版多套華語教材，

如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編撰多套教材《幼童華語讀本》、《新編華語課本》

(印尼版、菲律賓版以及泰國版)、《五百字說華語》以及《一千字說華語》等等，



36 
 

蔡雅薰(2012)提到，僑委會華語文教材在臺灣華語教學發展有其獨特意義，其價

值在於它們不僅是近半世紀以來臺灣對外華語教材輸出的樞紐，也是兒童華語教

材實務編寫的先驅，其編寫的目的在於將傳統文化與臺灣特色輸出海外，所以僑

委會出版的文化教材帶動華語教育的理念與推廣尤有具體成效。本研究亦秉持此

精神，期望能藉此推廣客家文化。 

 

一、華語文教材編寫特性與原則 

    華語文教材編寫特性與原則根據不同學者有不同見解。 

最早趙賢州(1988)曾提出教材編寫四原則： 

(一)針對性，要求注意學習對象的自然條件、學習目的及學習時限。 

(二)實踐性，要求教材內容要與教學對性的需要相適應，把握語言技能只有透過 

實踐才能真正掌握。 

(三)趣味性，要求考慮語言材料的實用價值，要適應學習者的心理特點，語言材 

料的風格要多樣化。 

(四)科學性，要體現語言規律的系統性和語言知識的準確性。 

劉珣(1994)提出新一代教材的編寫原則為： 

(一)以熟練運用為導向，以培養交際能力為基本目標。 

(二)以學生為中心，體現語言習得的過程和規律。 

(三)堅持並不斷發展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的原則。 

(四)教材的現代化與立體化。 

學者呂必松(1995)針對教材編寫提出下列六大特性： 

(一)針對性：指所編教材適用於何種學習者(如母國文化背景、學習起始能力、 

學習時數、學習目的、課程形式等等)。 

(二)實用性：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實用特性，內容是否與目的語之實際生活 

緊密結合、教材在教學課堂中是否有可操作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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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趣味性：指教材呈現之內容和形式有趣與生動，以及教材是否關注學習者感 

興趣之話題、教材之設計插圖是否精美。 

(四)科學性：指教材之課文用語要規範、解釋要科學、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規 

律和學習規律，如詞彙數量、語法先後、內容銜接、難易度遞增及複現頻率 

等。 

(五)知識性：指教材內容要包含學生感興趣的知識。 

(六)交際性：指教材內容要有利於真實語境之交際。 

束定芳、庄智象(1996)除了認為教材編寫要遵循外語教學的一般原則外，還

應該遵守以下幾個具體原則： 

(一)真實性原則：語言材料要真實反映目的語的真實語言使用情況。 

(二)循序漸進性原則：遵循從易到難、從舊到新的原則。 

(三)趣味性原則：語言材料要有趣。 

(四)多樣性原則：要選擇不同題材的文章。 

(五)現代性原則：語言材料要貼近生活，讓學生學習現代語言。 

(六)實用性原則：教材編寫要與培養目標密切配合，適用社會和使用者的需求。 

    爾後劉珣(2000)根據呂必松的教材編寫特性，將教材編寫原則概括為「五性」： 

(一)針對性：要適合使用對象的母語和文化背景、學習目的、學習起點及學習時 

限等。 

(二)實用性：內容要從學習者的需要出發，語言材料必須來源於生活，要使教學 

過程交際化。 

(三)科學性：要教規範、通用的語言，內容組織要符合語言教學規律，解釋要準 

確等。 

(四)趣味性：教材內容和形式要生動有趣，加大文化含量、題材多元化等。 

(五)系統性：內容介紹和技能訓練要平衡協調，學生用書、教師手冊、練習本要 

    分工合理，初中高不同階段要銜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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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李泉(2006)將五大特性加以補強，提出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 

(一)定向原則：指所編教材之基本走向的確定，如確定針對之教類型、編寫哪類 

    教材、教學對象為何、編寫何種等級、編寫幾本、需要多少學時。 

(二)目標原則：指能參照教學大綱和課程大綱等規定的教學目標和課程目標，以 

    及語言環境和學時學制等限制，研究制訂教材的預期目標。 

(三)特色原則：指以創新理念和觀念來支持教材的特色與新意，且從教材之理論 

    到實踐、體例編創到各環節的組織和安排，都要考慮所編教材和以往不同之 

    處。 

(四)認知原則：指教材內容和形式多方面介紹目的語文化、題材、語言風格等， 

    並盡可能考慮教學對象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 

(五)語體原則：指教材充分體現該語體特徵或屬性課文、詞彙、語法等和表達方 

    式，包括口語和書面語體的確定，使學習者能根據不同場合、目的及內容充 

    分應用。 

(六)時代原則：指教材內容反映出知識、觀念等更新，達到與時俱進之功能。 

(七)文化原則：指教材編寫融入目的語文化教學的意識，並處理目的語和學習者 

    母語文化之異同。 

(八)趣味原則：指教材內容生動有趣，吸引學習者並引發其學習動機，包括課文、 

    詞彙、語法等等，形式上則是指教材封面設計、字體、印刷、插圖等等能增 

    加教材之趣味性。 

(九)實用原則：指教材之實用價值、內容等皆扣緊教材目標，以滿足學習者之需 

    求，並能將此運用於真實語境當中。 

(十)立體原則：指教材編寫除教科書之外，應包含練習本、教師用書、課外讀物 

    之編寫、錄音帶、光碟和教具影音，使教學立體化和學習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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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金銘(2009)提出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區別三個層面： 

(一)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的性質—定性，找準教材的位置—定位，規定教材的容 

    量—定量。 

(二)目標原則：根據對教學對象的需求分析，參照教學大綱和課程大綱等規定的 

    教學目標和課程目標，以及教學環境和學時學制等多種因素，來研究和制定 

    教材的預期目標。 

(三)特色原則：要求教材設計和編寫從理論到實踐、從體例編創到各環節的組織 

和安排，都要考慮所編教材與以往同類教材的不同之處，並且這些不同之處

應該是一種第二語言教學和學習規律的創新之處。 

    此外，李泉(2006)更深入談到教材編寫遵循的原則有以下幾點必須注意： 

(一)要講究科學性，教材應充分體現漢語和漢字的特點，突破漢字教學的瓶頸， 

    要符合語言學習規律和語言教學規律。 

(二)要講究針對性，教材要適應不同國家(地區)學習者的特點，特別要注意語言 

與文化兩方面的對應性，不同的國家(地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情與地

方色彩，要特別加強教材的文化適應性。 

(三)要講求趣味性，主張教材的內容吸引力，即進一步提升教材內容對學習者 

的吸引力。有吸引力的語言材料可以引起學習者濃厚的學習興趣，要靠教材

語言內容的深厚內涵啟迪學習，要靠教材的性味使人樂於學習。 

(四)要注重泛讀教材的編寫，必須編有大量的、適合各學習階段的泛讀教材。 

    另外，佟秉正(1991)結合教材編寫實際和教材存在的問題，討論了教材的針

對性問題、聽說讀寫的配合問題、語法結構和功能大綱的配合問題、拼音和漢字

的分合問題、詞和字的問題、語法解釋和漢外對比的問題、會話體和敘事體的問

題及練習形式多樣化的問題，對基礎漢語教材編寫很有參考價值。呂文華(2002)

提出教材語法項目排序的原則和策略，語法項目順序包括結構序、語義序及用法

序，並探討評估教材的語法主要是分析「教什麼」和「怎麼教」，前者看教材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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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選擇是否科學與實用，後者看編排是否合理，為教材編寫提供很好的參考。周

健(2005)考察五十種漢語教材的練習設計與編排情況，包括練習量、課堂語課後

練習、課文內容的練習與題型的多樣，並探討練習設計的問題。李泉(2012)提出

外語教學是一門跨學科學科，所學主要包括哲學、語言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

文化學，而文化學是外語教學及其教材編寫的重要理論基礎。 

    依各學者教材提出之編寫原則見解看來，大致涵蓋針對性、實踐性與趣味性

三大原則，皆要求教材須針對學習對象進行編寫，並以學習者為中心，也強調教

材本身的實踐性與實用性，避免教材內容與現實脫鉤之情況，此外更是注重教材

應具備趣味性，是否能以此吸引學習者之動機，本研究亦遵循上列原則進行編寫，

希望能藉此編寫出適合學習者之客家文化教材。 

 

二、文化教材相關研究 

    目前對於文化教材之相關研究，內容從飲食文化、教材文化內容分析以及結

合傳統文本進行創新之文化教材設計，其中由研究者自行編寫教材之研究，有黃

富玉(2010)、金希京(2011)及蔡咏廷(2014)，研究內容皆以傳統中國文化為主。(詳

參下表 2-6，以民國年表示，按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表 2-6 文化教材相關論文一覽表 

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 短期班華語文

化教材之設計

研究—以飲食

文化為討論範

圍 

賴秋燕 98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針對短期華語班進行文化

教材編寫設計，從教材中的飲食

內容做分析，並以學生問卷和教

師訪談分析歸納出教材之需求，

研擬出文化課程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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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2 僑務委員會華

語文教材之文

化導入研究 

郭淑芳 99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探討僑務委員會出版之平

面教材及網路教材，歸納出現有

教材當中有關文化點導入華語文

教學的現況與不足處，輔以問卷

調查的需求統計分析，對華語文

化教材規劃與開發提出建議。 

3 文化導向之中

級華裔華語教

材設計研究—

以在臺學習者

為例 

黃富玉 99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美加地區 18歲以上之華

裔學生為研究對向，並透過問卷

調查與訪談，了解華裔學生之文

化需求，制定文化導向之中級華

裔華與教材編寫原則與範例，並

根據使用教師修正教材範例。 

4 初級華語教材

文化註釋探討 

林文茵 99 開南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針對初級華與教材的文化

註釋編選進行探討，以內容分析

法分析教材文化註釋內容，再以

對外籍學生問卷分析華語相關文

化因素的理解及學習需求。 

5 韓國高中漢語

教科書之文化

內容及編寫研

究 

金希京 100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目前韓國高中使用的五

種漢語教科書「中國語 II」的文

化內容進行比較分析，並對高中

生進行問卷調查探討漢語教學現

況，綜合韓國高中和語教科書之

文化內容及編寫的問題點，歸納

出其文化導入原則與編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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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6 初級華語教材

行為文化研

究—以問候語

及讚美語語對

為例 

陳怡卉 101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對初級華

語教材中的問候語及讚美語內容

進行比較，了解教材中的華人行

為文化內涵及不同教材的特點，

提出有關行為文化教學的教材建

議及編寫建議做為日後參考。 

7 基於跨文化溝

通之移民華語

教材建構：以

臺灣北部之家

庭文化為例 

黃思懿 103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質性半結構式訪談 30位

移民進行訪談以及 30位移民教

師，就北部家庭文化中七大面向

以及非語言溝通中的九大面向，

進行問卷調查，綜合分析提出以

上面向納入教材之必要性。 

8 跨文化溝通為

導向之華語教

學課程設計—

以《封神榜》

哪吒故事為例 

蔡咏廷 

 

 

 

103 文藻外語

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

究所 

本研究以《封神榜》中的哪吒故

事文本，以跨文化為核心，應用

華人行為文化與 5C指標，探析文

本中的跨文化教學點，並融入體

演文化教學觀，據此設計適合高

階學習者跨文化華語教學課程。 

 

    現今對文化教材之研究雖仍以教材內容蘊含之文化作分析比較及以中國傳統

文化為主題進行教材編寫，日後若融入客家文化之華語教材數量增加後，可以參

照賴秋燕(2009)、林文茵(2010)之研究，針對多套文化教材進行內容分析、問卷

調查及教師訪談後探討使用者需求。而黃富玉(2010)、金希京(2011)分別針對美

加地區之華裔學生以及韓國高中生探討文化教材之內容，以針對特定對象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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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材編寫，本研究參考此模式亦針對在臺之華語學習者設計適合之客家文化教

材，蔡咏廷(2014)之研究則提供文化教材編寫上之創新參考，本研究亦針對客家

文化導入教材做創新的編寫設計，讓華語文化教材內容能夠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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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化教學 

人類學家 White(1959)依靠著象徵化的過程指出，文化由工具、裝備、器具、

服裝、裝飾、風俗習慣、制度、信念、儀式、遊戲、藝術作品及語言等所構成。

Geertz(1973)則以文化學習與象徵為基礎的一些概念，將文化描寫成許多「控制機

制—計畫、秘訣、規則、步驟—所構成的組合，就像電腦工程師用來控制行為的

程式」。 

    Williams(1983)認為 culture 用在以描述知識、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表示一種

生活方式及用以描述智力及藝術活動的實踐和成果等三個範疇。 

Porter 和 Samovar(1988)對文化是這樣界定的：文化是在許多代當中透過個

人和集體的努力獲得的知識、經驗、信念、價值、態度、角色、空間關係、宇宙

觀念，以及他們獲得的物質東西和所有物。文化表現於語言的模式以及活動和行

為的樣式，這些模式和樣式是人們適應性行動和交際方式的樣板，它使得人們得

以在處於特定的技術發展階段、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理環境的社會裡生活。

Hofstede(2002)則指出，文化是為了因應生活環境與各種社會問題所形塑而成的思

維與行為模式之總集合。 

綜國外學者對文化的定義，Kottak(2014)則提到濡化(enculturation)概念，指出

文化是習得的、共享的、象徵的、承接本性的、包羅萬象的及整合的特性，此六

項特性含括了文化的內容，以客家文化而論，客家文化既整合其他文化之特性，

也習得其他文化之特色，更是因為長期遷徙等歷史因素，呈現其包羅萬象之特色。 

國內學者黃有志(1999)提到，文化人類學家一般將文化內涵區分為兩個部

分：一是可觀察的(observable)，一是不可觀察的(unobservable)。就可觀察的部分，

又可以分成三個層面：物質或技術文化、社群或倫理文化以及精神或表達文化。

而在文化的不可觀察面中，文化成為指導人們往來交際與解決困難的知識、信仰

和價值的意義象徵體系，它包括了兩種成分：一是規範文化(normative culture)，指

的是用來約束或指導人們人際關係的來往規則與標準，另一種是認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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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culture)，是人們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抽象想像，是一種價值或意義體系，

廣植於該社群成員的信念中，指引著成員的行為，同時滲透至表面可觀察領域，

形成一套和諧的整體。 

何淑貞、賴明德、丁原基、林振興(2012)指出，文化包括外在文化產品的創

製和內在主體心智的塑造，有關器用、制度、行為、觀念各個層面都會提到，重

點卻在觀念層面。觀念文化是文化精神的內在核心，紀錄著人類累積的文化創造

和傳播的內容，是推陳出新廣義文化的根據。 

胡文仲(2012)認為文化有以下特性： 

一、文化是人類所獨有的，是區別人類和動物的主要標誌。文化是社會遺產，而 

不是生理的遺產。 

二、文化不是先天所有，而是通過後天習得的。 

三、文化中的大部分是不自覺的。 

四、文化是人們行動的指南。 

五、文化是動態的，文化的型態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連繫。 

    而中國文化主題內容包羅萬象，如漢字文化、藝術文化、雕塑與建築、科技

文化、飲食文化等。(詳參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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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中國文化主題內容一覽表 

文化主題 蘊 含 內 容 

學術思想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 

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 

典籍與圖書 刻書文化、藏書文化、典籍文化 

宗教信仰 天地、祖先、君師、道教、佛教、 

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教育、科舉與任官 家庭教育、學塾教育、書院制度、 

科舉制度、選官制度 

漢字文化 與家庭倫理、教育思想、國家制度、 

法律刑罰、宗教祭祀及社會習俗之關係 

藝術文化 書法藝術、篆刻、繪畫藝術、風俗畫與版畫、 

音樂、舞蹈、戲曲文化 

雕塑和建築 陶雕、玉雕、牙雕、佛教雕塑、陶俑、唐三彩、宮殿

建築、園林建築、橋樑建築、宗教建築、民居建築 

科技文化 數學、天文、曆法、氣象、節氣、地理學、物理學、

煉丹化學、冶金、火藥、醫學、藥物學、 

農學、生物學、水利工程 

貨幣 貝幣、金屬鑄幣、五銖錢、通寶錢、金銀貨幣、紙幣 

飲食、服飾、 

節慶與社會風俗 

飲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服飾文化、生養文化、

婚俗文化、喪葬祭祀文化、歲時節慶文化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何淑貞等人合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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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學內容可包含與漢語本身和漢語交際不是直接相關的知識文化(如社

會歷史、思想觀念、書法繪畫、園林藝術、文學亦屬等廣義的文化)以及與目的語

理解和表達密切相關的交際文化，李泉(2012)認為廣義文化中的知識文化對學習

者來說是錦上添花，但交際文化對學習者卻起著雪中送炭的作用。然而，並不是

說外語文化教學及教材編寫不能選擇廣義文化的各種內容，任何話題、任何方面

的文化知識都可以成為漢語教學的內容，但前提是要符合外語教學的目標和教學

規律，也要使教學能夠進行操作。 

    以近年來學者觀點而言，客家文化亦包含其可觀察面與不可觀察面，可觀察

面包含其蘊含之美食文化、服飾文化等，不可觀察面則是包含傳統對客家婦女之

觀念，以及傳統流傳下來對義民精神的推崇觀念等等。以本研究針對之客家文化

為例，客家文化亦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其包含了宗教信仰文化(如義民爺信仰、

忠勇公信仰及伯公信仰等)、教育文化(如客家人傳統重視教育之觀念等)、藝術文

化(如木雕、客家花布、客家八音、客家採茶舞以及客家三腳採茶戲和傳統客家大

戲等)、雕塑和建築文化(如客家風水建築)、飲食文化(如客家米食文化)、服飾文

化(如藍衫文化)以及節慶與社會風俗文化等等。 

    曹逢甫(1993)、呂必松(1995)、葉德明(1999)、劉珣(2000)以及陳燕秋(2008)

等學者都強調語言與文化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而陳瑩(2013)則提到，文化教學的

目標是讓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長大的學習者 能夠了解中國人的行為、觀念並能夠與

中國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因此在進行文化教學時，必須要先了解學習者的文化背

景和學習目的，再選擇適合他們需求的文化內容，最後針對不同之學習者設計文

化教案，讓學習者能從表層文化現象進入深層文化結構，在過程中獲得更廣闊的

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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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教學之原則與方法 

Byram 和 Morgan(1994)對文化教學原則所提見解如下： 

(一)學生需積極參與對世界的多元解釋，接觸在本族文化中難以找到而在外國文 

化中具有普遍以意義的文化現象。 

(二)教學內容的選擇，特別是初級階段的內容選擇，應該參照本族文化和外國文 

化的各種自定型和他定型。 

(三)應使學生接觸到外國文化中潛意識的知識和有意識學習得到的知識，以便他 

們能夠適應常規行為和具有隱含意義的交際行為。 

(四)學生需有機會接觸和分析民族文化和亞文化複雜的價值意義，這些價值意義 

有時表現為文化制度和器物(即文學、電影、歷史、政黨、社會福利、教育等)，

另一些則尚未定型，正在變為共同的文化現實。 

    陳燕秋(2008)則提到，文化課程與一般語言課程特性不同，在設計上需注意

下列原則： 

(一)題材選取應具代表性：文化範疇涵蓋極廣，題材選取宜選正面、有意義主題。 

(二)內容具趣味性：文化課程的內容必須有趣而吸引人，不宜單調而沉悶。 

(三)具有可操作性：避免過多冗長、理論性的講解，引用語彙不宜過於艱深，最 

    好讓學生有動手參與和練習操作的部分。 

(四)單元設計具系列性：部分珍貴的主題，如中國的節慶可作多次不同單元的呈 

    現，而不是蜻蜓點水式的帶過。另外，不同的主題可互相搭配成為一系列的 

    課程活動。 

(五)可延伸性：除課堂知識的傳授外，可搭配相關活動，並延伸到旅遊參訪，讓 

    學生有完整性的學習，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針對課堂上的互動、運用媒體、講解方法及作業設計等，也都須特別

納入文化教學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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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仕瓊(2010)則認為，文化教學中要遵循循序漸進原則、對比性原則以及理

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 

(一)循序漸進原則：在選擇文化教學的內容時，要根據學習者的認知特點和思維 

發展規律合理安排不同學習階段文化教學的內容，即是從簡單、具體的文化 

事件到概括性的文化主題，最後才應是對目的語社會的全面向理解。 

(二)對比性原則：文化教學中的對比性原則就是將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進行對 

照、比較，培養學習者寬容、開放和理解的態度，從而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 

交際能力。 

(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文化教學中，教師不僅要向學生傳授文化知識， 

還要設法創造實踐的機會，使學生能夠在真實或模擬的情境中運用所學的 

文化知識，以加深他們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她另提出幾種有效的文化教學方法，整理詳參下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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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文化教學法比較一覽表 

文化教學法 特     色 

文化包 

cultural 

capsules 

 

1.選材靈活、便於組織課堂教學 

2.不限橫向、文化間的對比，也可以縱向，文化內部的變遷 

3.使學習者視覺和聽覺獲得感官刺激 

4.促進學習者主動參與課堂教學積極性，增強自主學習能力 

文化叢 

cultural 

clusters 

1.文化內容涉及層面廣，內容繁雜 

2.教師可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和創造能力 

3.激發學習者興趣和積極性 

4.有利於學習者全面、系統地了解和學習目的語文化，增強 

其跨文化意識 

關鍵事件 

critical 

incidents 

1.學習者會感到有趣 

2.能刺激學習者在閱讀案例和選擇答案中思考得體的行為 

3.幫助學習者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有利培養學習者的 

跨文化敏感性 

4.為解決跨文化衝突做準備 

文學作品分析 

literature 

analyze 

1.是一種語言和文化完美結合的形式 

2.幫助學習者更好理解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 

3.豐富學習者得文化知識，提高學習者推斷能力和分析能力 

人種學方法 

ethnographic 

techniques 

1.改變以往「重知識、輕能力」理念，實現知識向能力的轉化 

2.能獲取第一手資料，與不同文化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力 

3.提高與目的語文化群體交際的能力 

4.透過文化比較增強對母語文化的認識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肖仕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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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瑩(2013)則提出了「體悟式教學」之文化教學，並指出此教學有以下三個

特點： 

(一)虛實結合：文化的觀念都是虛的，但文化習俗與文化產物都是實的，一個觀 

念有無數個例子來證明它。在文化教學中「虛」的觀念，可以用鮮活的生活

例子來說明，同時對於實的習俗與產物，可以留下廣闊的空間，讓學生去感

悟。 

(二)動靜結合：文化教學不但要有靜態的文化知識介紹，還需要有大量的動態文 

化實踐。文化教學的關鍵是要把靜態的部分與動態的部分結合起來，在介紹

文化知識時不是泛泛之談，而是結合之後的文化活動。 

(三)內外結合：相對於語言教學，文化教學中教師的角色很特別，就是必須學會 

從不同的視角來解釋文化現象，當異質文化互相接觸時，會產生局內和局外

兩種視角，文化教師既要站在局內人的視角解釋中國人的想法，又要站在局

外人的視角理解外國人的想法，最後要站在第三個視角，同時以局內人和局

外人的觀點與學生進行有效的文化溝通。 

關於教師文化教學方面，鍾鎮城(2010)提出「選擇權是尊重學習者主體存在

的語言文化觀」，強調教師要做的，就是尊重學習者彼此之間的生理及文化差異現

象，體現於華語教學實踐時所強調的是對於文化及語言差異現象的尊重，具體可

以體現於華語課堂中的如教師理解母語非華語學生的語言沉默與文化衝突(cultural 

shock)現象，也是一種文化觀點下的選擇權概念展現。 

另外，肖仕瓊(2010)也提到，隨著外語教學的目的經歷了語言知識和技能→

交際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轉變，文化教學也經歷三個不同階段：語言和文化

毫無關係→文化教學依附於語言教學(把文化視作知識)→文化教學和語言教學的

有機結合(把文化視作過程)，總結出兩種主要的文化教學方法：文化知識傳授法

和文化過程教學法。前者認為文化教學就是傳授一個國家或語言群體的文化事

實，透過向學習者傳授「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宗教政治、法律法規」等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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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提高他們與目的語文化人們的交際結果；後者將文化看做是一個發展變化的

過程，不僅包括文化知識的學習，同時也包括了情感態度的調整和行為的變化。 

以各家提出之文化教學原則與方法來看，與前節所述之教材編寫所遵循之原

則相近，以代表性、趣味性以及可操作性為主要原則，可見文化教材編寫與文化

教學之密不可分性，以肖仕瓊(2010)和陳瑩(2013)提出之人種學方法和體悟式教

學為例，本研究以「客家義民祭」節慶實地考察的方法，讓學習者透過親身參與

和觀察，將客家文化「虛」的觀念，結合節慶活動「實」的產物，讓學習者能在

其中進行體悟，並結合靜態文化知識介紹以及動態活動參與做動靜結合進行文化

實踐，也在教材中加入跨文化交際之探討，希望文化教師能在文化教學課程中扮

演重要之角色，以局內人及局外人之多方視角與學習者進行有效的文化溝通，即

誠如學者陳瑩對文化教學之比喻，其像是學太極拳般，首先要確立一個範圍，不

管是多少招式都得先按套路模仿練習，接下來在練習中體悟每一個招式的精髓，

每個人的能力與閱歷不同，收穫也會不同，而最後，卻要忘掉原來的範式，一招

一式隨心所欲，以達進入運用自如的境界。 

 

二、文化教學之課程規劃 

劉珣(2000)所揭示文化教學內容應該體現「交際的」、「語言的」、「對外的」，

另外，陳燕秋(2008)則提出在寬廣而豐富的文化翰海中，文化教學課程內容應該

朝下列幾點方向去思考： 

(一)題材選擇應具有代表性：文化內容所涵蓋的範圍極廣，對題材選擇的角度應 

該考慮其內容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是中國傳統優良文化的代表，正面、有

意義的文化知識內容。 

(二)內容具針對性：針對學生階段性的語言學習和交際上的實際需要，配合學習 

者該階段語言學習的相關內容，並衡量學生的學習程度，對不同語言能力學

習者提供不同的課程和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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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具多元性：可從文化各個面向不同的角度切入，提供多元性的主題，讓 

學習者有較多種類、完整的學習，讓學習者對文化的各層面有不同的體會，

感受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 

(四)系統性：對不同的主題能呈現系列性、系統性，分門別類完整的介紹，而非 

單一的、零散的，使學生對於我們的文化有一個完整的概念系統。 

(五)可延伸性：對於部分較具探討性、學生特別感興趣的主題，一次的課程、蜻 

蜓點水式的介紹並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除了課室教學之外，我們可以設計

戶外的延伸活動，旅遊、參訪等，藉著活動讓學生身歷其境，將學習的觸角

延伸至戶外。 

    以本研究文化課程設計而言，主要以客家節慶活動為主題，設計相關之教材

並介紹客家文化，誠如上述之建議，本研究教材示例以「客家義民祭」為主題，

義民祭除了是客家重要之信仰外，亦是重要之節慶活動，符合「題材選擇之代表

性」，課程設計上亦安排學習者進行實際文化體驗，符合「可延伸性」，透過延

伸活動增加學習印象，加強學習的效果，使課程規劃更加完善。 

 

三、文化教學相關研究 

文化教學之相關研究於民國 90年後如雨後春筍般盛開，內容從捏麵人文化教

學、論語文化教學、詠春拳文化教學、紅樓夢文化教學、吉祥語文化教學及現代

禮俗文化教學等等，也有結合數位媒體進行文化教學的相關研究，如舒兆民

(2002)、戴智璞(2014)及鍾正明(2014)，也有針對教師自身教學法做探究之論文，

雖文化教學涵蓋範圍廣泛，但以臺灣客家文化為華語文化教學為主題之相關研究

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詳參下表 2-9，以民國年表示，按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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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文化教學相關論文一覽表 

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 網路華語語體及

文化課程教學設

計 

舒兆民 91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發展研究法探討

網路華語語體與文化課程

教學設計，藉由線上初試編

寫網頁教材實作、教學手冊

與指引等做教學設計，並評

比現有相關教學資源。 

2 國語日報華語教

師文化教學現況

調查與研討 

侯詩瑜 98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研究

方法，對國語日報華語教師

進行問卷調查、訪談及課堂

觀察，並依據調查結果分析

需求面。 

3 針對外籍華語學

習者之漢字文化

課程設計 

張欣怡 98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針對外籍華語學習

者進行漢字課程研究與設

計，並針對現有教材分析、

對師生一對一訪談進行師

生需求分析，最後總結研究

結果設計漢字文化課程。 

4 基於體驗文化教

學觀之華語中級

口語會話教學設

計 

陳亮妤 98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質化訪談方式，並

應用體演文化教學法設計

初一套針對美國高中生的

口語教學模式，並提出一些

增強學生的文化知識及口

語能力的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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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5 文化教學的現況

分析以及教學設

計—以日本京都

各大學中文系學

生為例 

重岡美

都子 

99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方式針

對日本京都各大學中文系

所開設文化課程內容進行

研究，並對學生進行需求訪

談，歸納設計要素並設計文

化課程範例。 

6 捏麵人之華語文

化教學設計研究 

張瑾 99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質性方式、學生問

卷調查以及教師訪談方式

分析並歸納出民俗文化教

材之需求與教學之關係，並

據此研擬華語班捏麵人文

化教學設計。 

7 《論語》成語的

文化教學策略 

林柔佑 99 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透過分析《論語》成

語中屬於文化差異所產生

的難點，提供教師適合的文

化教學策略，培養學習者跨

文化交際能力。 

8 華語文化課程教

學設計之研究—

以詠春拳為例 

張紫瑩 99 

 

中國文化大

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質化訪談為研究

方法，以外籍詠春拳教練及

學生為訪談對象，將教學實

務面經歷及需求分析所得

之意見，設計出詠春拳華語

文化課程範例，替華語文化

課程開發新的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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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9 譬喻與篇章意象應用

於華語文化教學之教

學啟示—以《紅樓夢》

第一回〈甄士隱夢幻

識通靈〉及〈好了歌〉

為例 

唐存美 99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 5C3M為教材設計

導向，針對《紅樓夢》篇章

內容進行文化教學設計，並

對華語教師及學生進行問

卷分析，以培養學生閱讀與

寫作之先備知識。 

10 基於體演文化教

學法之初級華語

口語教學設計—

以美國高中生為

例 

謝銀河 102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應用「體演文化教學

法」來設計一套針對美國高

中生的口語教學模式，並採

用質化方式對學生與教師

進行訪談，總結設計加強學

生口語能力之教學形式。 

11 華裔短期研習班

之華語課中的文

化教學設計 

林承穎 102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針對 T大華裔短期研

習班學生進行文化教學設

計，採用調查研究與案例分

析法並行方式，輔以問卷調

查華裔學生文化學習需

求，再結合教學模式對學生

進行文化教學活動。 

12 吉祥語及其文化

之教學研究—以

春節、婚禮和壽

禮為例 

陳玉姑 103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以年節和婚姻、壽宴

禮俗之慶祝的運用吉祥語

為例，設計相關教材與教

案、文化閱讀補充等資料，

並對教材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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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名稱 研究生 年度 系所 研究內容概述 

13 虛擬實境影片融

入華語文節慶教

學的探索性研究 

戴智璞 103 中原大學應

用華語文研

究所 

本研究以外籍軍官班學生

為對象，探討軍官班學生在

節慶單元的文化課程中，融

入模擬市民節慶教學影片

的具體設計，並探討學生學

習狀況之滿意度。 

14 《紅樓夢》華語

文化教學設計與

實踐 

林安琪 103 中原大學應

用華語文研

究所 

本研究以韓籍中級華語學

習者為對象，以《紅樓夢》

進行課程設計、教材設計以

及教學法設計，並以教學實

驗行動研究實踐。 

15 現代禮俗文化融

入華語教學之研

究 

趙凡崴 103 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針對禮俗文化為內

容，融入華語文教學研究，

並以語用學觀點切入，具體

提出華語禮俗文化教材編

寫方向並進行教學實踐。 

16 影片融入英國中

學華語文化課之

行動研究—以

Kingsmead 

School 為例 

鍾正明 103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

所 

本研究針對英國中學生影

片融入華語文化課進行研

究，以行動研究方式分為小

組教學期和大班教學期探

討影片融入華語文化課之

優缺點，並提供英國中學華

語課程建議主題和課堂設

計參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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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研究中主要將文化教學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對文化教學現況做分析，二

則是對文化教學做設計，侯詩瑜(2009)及重岡美都子(2010)皆是以文化教學做分

析；而文化教學設計範圍廣泛，從張欣怡(2009)以傳統漢字為主題設計文化教學、

林柔佑(2010)以成語內容設計文化教學、唐存美(2010)以《紅樓夢》為主題設計

文化教學、陳玉姑(2014)以吉祥語設計文化教學及趙凡崴(2014)以禮俗文化進行

教學，至張瑾(2010)以捏麵人做文化教學設計、張紫瑩(2010)以詠春拳為教學設

計主題，顯現文化教學不僅有傳統文化，也結合創新內容，鑒於現在教學媒體廣

泛使用，其中也有多篇研究結合科技進行教學，如舒兆民(2002)、戴智璞(2014)

以及鍾正明(2014)等研究，本研究以「客家義民祭」傳統客家節慶為素材，期以

創新之概念翻轉傳統節慶之刻板印象，並希望結合科技之運用，讓客家文化藉由

文化教學得以推展至國際化。 

    華語教學本身即是一種跨文化的教學，不僅教學過程本身是跨文化的教學過

程，學習者的交際活動更是真實而具體的跨文化交際活動，與語言交際有關的文

化知識和文化因素也就必然地成為外語教學及教材編寫的內容，文化因素的體現

也越來越明顯。語言教學跟文化教學的關係及如何選擇、呈現和解說文化內容等

面向，皆是教材編寫研究必須納入考量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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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即為編寫一套蘊含客家文化之華語文化教材。本章第一節介

紹論文各章節架構，第二節將研究參與者相關背景作介紹，第三節介紹研究所採

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節對研究過程進行說明，第五節則說明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  論文章節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研究方法

與過程、第四章教材編寫設計及第五章結論建議。詳細論文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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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架  構 

 

 

 

 

 

 

 

 

 

 

 

 

 

 

 

 

 

 

 

 

 

 

 

 

 

圖 3-1 本研究論文架構 

研究動機 

1.認識客家文化即了解 

  臺灣文化之一部分 

2.當前華語文化課程較 

  少對客家文化做課程 

  規劃及教材編寫 

研究目的 

1.了解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 

  入華語文化教材之看法 

2.設計適合在臺華語學習者之客 

  家文化教材 

研究問題 

1.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入華 

  語文化教材看法為何？ 

2.融入客家文化之教材編寫設計 

  評價如何？ 

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 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在臺華語學習者訪談 

1.對客家文化了解程度 

2.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 

  教材與課程看法 

專家學者及華語教師訪談 

1.對現有華語及客家之教 

學與教材看法 

2.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 

材與課程之看法 

教材編寫設計 

1.教材設計理念 

2.教材內容 

3.教材示例 

結論、建議與展望 

訪談結果分析 

教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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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背景 

    本節研究參與者分為三部分，一為教材編寫前期需求分析之訪談對象，受訪

對象以學者專家及在臺華語學習者進行半結構深度訪談以探求客家文化融入華語

教材編寫之需求與看法；二為教材編寫後期教材評估對象，以華語教師及教材編

撰專家進行評估教材之工作，給予教材編寫之建議與回饋；第三部分則為研究者

本身背景資料介紹。 

 

一、需求分析訪談對象背景介紹 

    本研究需求分析以半結構性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訪談，

第一階段先擬訪談大綱，第二階段針對七位學者專家及四位在臺華語學習者進行

訪談，為維護受訪者權益，將受訪者以代號編碼呈現。 

 

表 3-1 需求分析訪談受訪者編碼代號表 

受訪談對象 編 碼 代 號 

學者專家 T1、T2、T3、T4、T5、T6、T7 

在臺華語學習者 S1、S2、S3、S4 

 

(一)學者專家背景介紹 

1.訪談對象 T1： 

  女性，國外大學人文與設計系博士，華語教學年資約 20年，目前任教於國內

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從事華語教學及編撰華語教材年資約 20年，於國

外大學任教時使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教材，每一課皆自編補充教材，並有多

次帶國外遊學團學生來臺學習中文之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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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訪談對象 T2： 

  男性，國外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國內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曾任

國內國語中心華語教師，致力推行客語教學約 10年，並將戲劇教育運用於語言教

學上，編纂多套客語教材，範圍從一般教學讀本至繪本、兒歌等種類皆有。 

3.訪談對象 T3： 

  女性，國內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各社區大學、客家書院及社區

之客語課程，亦有客語廣播的錄製工作經驗，曾任空大人文學系講師，從事客語

教學約有 12年，編纂過多套客語教學教材、網路互動性客語教材及客語輔助性教

材。 

4.訪談對象 T4： 

  男性，國外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博士，目前任教於國內客家文化研究所，進

行客家文化教學時間約 10年，並有海外教學之經驗，發表過多篇客家族群關係之

期刊論文。 

5.訪談對象 T5： 

  男性，國內建築與古蹟維護系學士，目前就讀於國內客家研究所，接觸客家

文化約為 5年，擔任過客家機構相關研究專案助理。 

6.訪談對象 T6： 

  女性，國內大學客家研究所博士，目前擔任國內大學教學工作，接觸客家文

化約為 10年。 

7.訪談對象 T7： 

  女性，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華語中心華語教師、台語教

師、大學華語系講師及各大華語師資培訓班講師，華語教學年資約 16年，編纂過

多套華語教材及數位華語教材、CEFR教材編寫及國別化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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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華語學習者背景介紹 

1.訪談對象 S1： 

  女性，韓國籍，來臺學習中文約 5年的時間，來臺學習中文目的主要是為了

求學，目前就讀於國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 

2.訪談對象 S2： 

  男性，緬甸籍，來臺學習中文約 5年的時間，來臺學習中文目的主要是為了

求學，目前就讀於國內研究所碩士班。 

3.訪談對象 S3： 

    女性，越南籍，來臺學習中文約 10年的時間，主要是因為家庭的因素來臺。 

4.訪談對象 S4： 

  男性，美國籍，來臺學習中文約 7年的時間，主要是因為家庭的因素來臺。 

 

二、教材評估對象背景介紹 

    本研究教材評估以評估表作為評估方式，參考趙金銘(1998)於《論對外漢語

教材評估》中提出之評估指標，因應教材種類不同及學者專家給予之建議將評估

指標作修正，與趙金銘先前所提出之評估表相比，調整「教學理論」與「學習理

論」項目為「理論依據」、「語言材料」項目名稱調整為「教材內容」，並將原

評估表「注釋解說」項目加入至「教材內容」項目中，針對前期準備、理論依據、

教材內容、練習編排、教材配套及其他等六大面向作評估。 

 

(一)教材評估者編碼 

    本研究編寫設計之教材以七位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做教材評估建議，並

以代號 E1-E7將評估者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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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材評估者編碼代號表 

教材評估對象 編 碼 代 號 

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 E1、E2、E3、E4、E5、E6、E7 

 

(二)教材評估者背景介紹 

1.評估對象 E1： 

    女性，華語教學年資約 16年，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華語

中心華語教師、台語教師、大學華語系講師及各大華語師資培訓班講師，曾任教

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命題暨評分委員，編纂過多套華語教材。 

2.評估對象 E2： 

  男性，推行客語教學年資約 10年，國外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國

內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曾任國內國語中心華語教師，並編纂多套客語教材。 

3.評估對象 E3： 

  女性，從事客語教學約有 12年，國內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各社

區大學之客語課程，曾任空大人文學系講師，編纂過多套客語教學教材。 

4.評估對象 E4： 

  女性，華語教學年資約 4年，國內大學俄羅斯語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社

區大學新移民華語課程班教師，課程中有運用自編教材做課堂教學輔助之經驗。 

5.評估對象 E5： 

  女性，華語教學年資約 3年，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華語中心教

師、暑期文化課教師及暑期夏令營教師，課程中有運用自編教材做課堂教學輔助

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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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評估對象 E6： 

  女性，華語教學年資約 2年，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華語中心營

隊教師，並有海外華語教學之經驗(澳洲)，課程中有運用自編教材做課堂教學輔

助之經驗。 

7.評估對象 E7： 

  男性，華語教學年資約 4年，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華語

中心教師、華語中心營隊教師及社區大學新移民華語課程班教師，課程中有運用

自編教材做課堂教學輔助之經驗。 

 

三、研究者背景介紹 

    研究者自 2012年起陸續參與多項教材編寫工作，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12年《說華語‧遊故宮》之文化教材編寫設計及 2014年《GO！GO！網購！》網

路華語購物教材編寫等。在華語教學方面，2013年 9月起擔任社區大學新移民華

語教師工作，接觸之學習者國籍分布廣泛，學習者母國有越南、印尼、日本、韓

國、阿根廷及埃及等國家，由於新移民班級師資人力及場地等考量與受限，常面

對同一班之學習者程度分歧之情況，因此於課程中設計自編教材作為課程教學輔

助使用，並因應班級多元文化之背景，搭配設計文化課程之教學內容，如「新年

快樂」一課，除介紹中國傳統年節特色外，亦於課堂中以分享之方式讓學習者介

紹母國之新年特色，增進學習者跨文化交際能力。此外，設計「寫春聯」體驗活

動，除了認識中國傳統文房四寶外，透過揮毫方式讓學習者進行文化學習。課程

中亦有安排學習者校外參觀之活動，2015年初至新竹內灣參訪，除參訪客家庄外，

中午用餐時讓學習者品嘗客家菜，藉此透過參訪行程活動之反饋得知，學習者普

遍對於藉由校外參訪認識臺灣文化之學習方式表達肯定，並提出建議希望能於校

外教學前，教師對文化課程能提供簡單前導介紹，讓校外參訪能更聚焦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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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就教學經驗與觀察，發現在臺華語學習者因長期接觸到臺灣文化，雖

然已經對臺灣文化耳濡目染，但卻沒有機會能好好認識文化的核心價值，故本研

究希望透過教材編寫之方式，將客家文化納入華語文化教學之範疇，藉此讓在臺

華語學習者能體驗多元文化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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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與「半結構性深度訪談」，本研究兼採

兩種研究方式，前者對於華語文化教材打理論基礎，後者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

來探求需求分析。 

 

一、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又稱為文獻分析(content analysis)或資料分析(information analysis)，

透過量化的技巧和質化的分析，以客觀和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和分

析。而「內容」指的是資料的內容，資料來源不限，舉凡報章雜誌、具有研究價

值的文稿、各種文件的內容，均可作為分析之資料。 

    本研究使用之內容分析之目的在於透過現有客語教材及華語教學理論，結合

華語文化教材編寫概念，編寫出一套適合在臺華語學習者適合之客家文化教材。 

 

二、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研究方法可分為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兩大類型，Punch(林世華等譯，2005：

152)提出，雖然量化研究可以快速獲取資料背景，但藉由質性研究可以進一步說

明資料之間較明確的關係。 

    高淑清(2008)也提到，質性研究旨在研究探究主體的經驗，探究主體如何詮

釋經驗、建構其生活世界，並以敘事的形式描述特定的情境或世界觀點，透過文

字傳達研究中所見，因此質性研究者關注的是現象的過程，以及尋求人們如何看

待事情和觀看世界的歷程，並描述和解釋這些意義。 

    簡于菁(2010)則指出，對於質性研究來說，現場資料蒐集、處理、分析是不

斷循環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能讓問題意識越來越清晰，研究焦點越來越凸顯，

並蓄積之後研究的能量，故資料的蒐集、處理與分析必須相互交叉與同步進行。 



68 
 

訪問法是質化研究中常使用方法之一，袁芳(2002)提出訪問法是一種最古

老、最普遍收集資料的方法，亦為社會研究中重要的調查方法之一。 

Patton(1990)指出，質性研究法中的訪談法，問題的進行順序和實際字句依訪

問當時的情況來決定，這種訪談的方式使資料的蒐集較有系統性，並可以保留其

彈性。 

    歐用生(1995)則指出，訪談的用意主要是蒐集研究參與者對特定事件或生活

經驗的主觀感受，因此，唯有藉著不預設立場的提問，避免形式上的問答，以雙

向討論、互動的對話過程，才能蒐集到豐富且真實的資料。 

    陳向明(2002)認為，訪談是一種有目的的研究性談話，又可以做為一種言語

事件，其本身的存在和作用可做為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究現象。在質的研究中，

訪談發揮的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訪談者向受訪者單向蒐集資料的作用，而更重

要的是雙方共同建構交談的過程。 

    黃瑞琴(2007)提出，訪談(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一種十分重要的資料蒐集方

式，訪談通常是兩個人(有時包括更多人)之間有目的之談話，由其中一個人(研究

者)做引導，蒐集對方(受訪者)的語言資料，藉以瞭解受訪對象之想法。 

袁芳(2002)提出訪談方式分為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非結構性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及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結構性訪談是根

據事前設計的訪綱題目來對受訪者進行提問，訪談內容不超過事先設計之題目範

圍；非結構性訪談是事先不設計任何的訪談大綱題目，受訪者可以自由發表其意

見，訪談者再從受訪內容中擷選相關內容進行深入探究；而半結構性訪談則是綜

合結構性與非結構性訪談之特點，雖在事前設計一份粗略的訪談大綱題目，但對

受訪者提問時並不侷限在訪綱題目上，可根據訪談內容再作深入研究。 

    吳明清(1990)提出，半結構性的訪談雖然在訪談表上有結構嚴謹、標準化的

題目與答案，亦留下較大彈性讓受訪者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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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芳(2002)則提到，半結構性訪談的彈性可以幫助在研究中發掘受訪者答案

中的情感與價值乘載的面向，以決定其態度的個人意義，它不僅允許受訪者對訪

談者情境加以定義得到完全與詳細的表達，也可以誘導出理念與感覺的個人與社

會脈絡。半結構式訪談受訪者的回答是自發的，也是高度特定與集中的，而非零

散的與一般性的，是自我揭露的與個人性的，而不是表面的。 

    Smith(丁興祥等譯，2006：187)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允許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依

照訪談對象的反應來修正問題，也可以針對在訪談過程中出現的有趣而重要的議

題進行探索，研究者可以在訪談之前先擬定訪談題目，但訪談過程中不受此題目

的限制，可以自由安排問題的順序，並在訪談過程中建立和諧的關係，也可以較

自由地去追問研究過程中出現的有趣問題，或是跟著訪談對象關心的議題進行。

藉由此方法，研究者較能親近訪談對象的內心世界，同時也鼓勵訪談對象針對研

究主題講述自己的經驗。 

至於半結構性深度訪談與其他訪談不同之處，鍾倫納(1993)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有一定的主題，提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 

(二)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以在訪問中隨時邊談邊形 

    成，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以依照受訪者的回答提出，有相當的彈性。 

(三)訪談過程不需要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行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回答為 

    主。 

    鍾倫納(1993)並提出半結構深度訪談的優點在於訪問過程中以不同形式的開

放性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引導受訪者對主題進行深入的陳述，明瞭受訪者

對問題的看法，故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兼具結構性與非結構性訪談之優點。 

    曾富明(2004)於研究中使用半結構性深度訪談為其蒐集資料方法，探討教師

彰權益能與學校效能之實際情形，他引潘慧玲(2004)對半結構性訪談之定義，即

訪問者最初向受訪者發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而為了做深入之探究，乃採取開放

式問題來獲得較完整之資料；陸慧蓮(2010)在其教育相關研究指出，在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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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訪談者通常會為求客觀而採用高度結構化的問題，但高度結構化的問題卻會限

制訪談者對問題的深入了解，為避免此情況，故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是其研究採取

之訪談方式。 

   在華語文教學的相關研究上，半結構性深度訪談的論文有孫雪芹(2009)《以

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初級華語口語課程設計》、吳婉綺(2010)《現代漢語道歉言

語之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以臺灣地區為例》及黃思懿(2013)《基於跨文化溝通

之移民華語教材建構：以臺灣北部之家庭文化為例》等。孫雪芹(2009)以半結構

性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先設計訪談問題大綱，再依據實際訪談進度做調整與修

正，受訪對象為七名馬來西亞各大專院校之華語文教師，主要探討教師對於學習

者口語能力之看法、課程需求與課程建議等，以做為研究課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吳婉綺(2010)以半結構性深度訪談蒐集漢語母語者在道歉語境下的語料，歸納道

歉語用策略與語言形式，為學習者提供相關語用知識，也為未來的語用教學設計

提供參考；黃思懿(2013)以質性半結構性深度訪談三十位越南、印尼與泰國之新

移民，就北部家庭文化中七大面向(與長輩相處、性別角色、夫妻相處、親子教養、

飲食習慣、日常生活習慣及雙語言雙文化觀念)與非語言溝通中九大面向(姿勢、

手勢、面部表情、眼神注視、肢體接觸、副語言、空間距離、衣著和化妝及沉默)

等內容進行提問，並以問卷調查三十位新移民教師，探討以上面向納入華語教材

之必要性，最後綜合分析提出編寫建議。 

    整體而言，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在研究中為使用率較為普遍之研究方法，近幾

年來華語文教學相關研究也開始使用。劉心怡(2005)指出，在質的研究中半結構

性深度訪談可能有兩種運用的方式，一是做為蒐集資料的主要策略，二是配合參

與觀察、文件分析或其他研究技巧做為蒐集資料的輔助方式，故本研究亦以半結

構性深度訪談為研究方式，探討學者專家及在臺華語學習者對客家文化融入文化

教材編寫之需求，目的在於蒐集第一手訪談資料，並激發受訪者正確且完整的回

答問題，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創造一個正面的氣氛後向受訪者適當的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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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到正確的答案及紀錄答案。本研究設計訪談大綱(詳見下表 3-3及 3-4)後向

訪談對象提出問題，雖事先設計訪綱題目，但訪談內容並不侷限於題目，而是保

留彈性讓受訪者可以針對題目做意見或經驗表達，以探求教材使用者之對教材設

計之需求，後針對教材編寫設計內容進行教材評估，請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

對於教材提供編寫建議，希望透過對訪談及評估結果加以研究分析後，編纂出一

套適合在臺華語學習者之客家文化華語教材。 

表 3-3 學者專家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編號： 

受訪者編號： 

時間： 

地點：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因此採取半結構性深

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進行深度訪談。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

研究將受訪者採取匿名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亦將全程錄音，並保證一切資

料僅作為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合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碩士班學生  楊佩玲  敬上 

訪  綱  題  目 

一 請受訪者簡單地自我介紹(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從事華語教學(客語教

學)年資、編撰華語(客家)教材相關經驗及經歷等) 

二 對現今華語或客家教材之看法如何？ 

三 對現今華語或客語教學之看法如何？ 

四 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學之看法如何？ 

五 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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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在臺華語學習者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編號： 

受訪者編號： 

時間： 

地點：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因此採取半結構性深

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進行深度訪談。為保障受訪者權益，本

研究將受訪者採取匿名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亦將全程錄音，並保證一切資

料僅作為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合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碩士班學生  楊佩玲  敬上 

訪  綱  題  目 

一 請受訪者簡單地自我介紹(包括性別、國籍、學習中文的時間以及來臺學

習中文的目的等) 

二 對於客家文化您了解多少？您想了解客家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不同嗎？ 

三 如果將客家文化編寫進入教材，您比較感興趣的客家文化內容是什麼？ 

四 如果有客家文化的相關課程，您會比較喜歡怎樣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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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過程 

    如前一節所述，研究者針對本論文採用之研究法做了簡單說明。本研究旨在

針對在臺華語學習者學習客家文化之教材內容進行編寫，研究過程主要包含三個

階段，分別為文獻探討分析、半結構性深度訪談以及教材示例編寫設計。詳細研

究流程如下所述： 

 

第一階段：文獻探討分析 

步驟 1-1：產生研究動機、設定研究目的 

步驟 1-2：擬定研究範圍 

步驟 1-3：蒐集相關文獻、教材以及探討 

 

第二階段：學者專家及在臺華語學習者之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步驟 2-1：擇定研究方法 

步驟 2-2：設計訪談大綱 

步驟 2-3：針對學者專家及在臺華語學習者以半結構性深度訪談探得需求分析 

 

第三階段：教材示例設計 

步驟 3-1：針對蒐集資料與需求分析結果設定教材編寫內容 

步驟 3-2：進行教材示例編寫設計 

步驟 3-3：以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為教材評估對象，對教材給予評估與建議 

步驟 3-4：結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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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確定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後，以客家文化、華語教

學及文化教材為範疇，進行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分析，並於教材設計前後階段分

別施行半結構性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教材評估反饋回收與整理，進而歸納結

論，本節敘述本研究之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 

 

一、研究資料蒐集 

(一)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法包含對教科書、論文或個人文件進行文件資料蒐集，後在對其提

出剖析與看法。本研究主題為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故在客語教

材部分，蒐集現行使用之客語教科書，以康軒版及部編版兩套在國小客語課程中

使用涵蓋率高之教材做內容綜合分析，華語文化教材部分則以《今日臺灣》及《迷

你廣播劇》兩套文化教材做內容分析論述，並針對現有相關論文研究做爬梳整理。 

(二)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半結構性深度訪談為探詢需求分析時主要使用方式，先設計訪談大綱，再分

別對七位學者專家及四位在臺華語學習者進行訪談，為紀錄完整訪問內容，徵得

受訪者同意以全程錄音方式進行，並於訪談結束後將內容進行逐字稿整理。 

(三)評估表反饋 

    本研究於教材設計完成後，參考趙金銘(1998)《論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中提

出之指標，針對前期準備、理論依據、教材內容、練習編排、教材配套與其他項

目設計六大面向共四十項評估指標，並提供給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進行評估

後回收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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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蒐集期程自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5月，採以文件資料、訪談、

錄音及評估表反饋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所有資料以質性研究處理，並將資料進

行歸納及分析整理後，綜合各項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ㄧ)訪談內容分析 

    訪談分析過程包括訪談資料編碼、研究資料謄寫與資料分析三部分。 

1.訪談資料編碼： 

    訪談資料依據訪談時間先後順序進行代號編碼，學者專家代號以英文字母 T

表示，在臺華語學習者則以英文字母 S表示，並依據訪談回答題目與次數進行編

碼，如「T1-1-1」為代號學者專家 T1針對訪綱第 1個問題所提出的第 1次回答，

「S2-2-2」為在臺華語學習者 S2針對訪綱第 2個問題所提出的第 2次回答。(詳

見下表 3-5，並依此表編碼類推) 

 

表 3-5 訪談內容編碼代號表 

編碼代號 說               明 

T1 訪談對象 T1 (學者專家) 

S2 訪談對象 S2 (在臺華語學習者) 

T1-1-1 訪談對象 T1針對第 1個訪談題目的第 1次回答 

T2-2-2 訪談對象 T2針對第 2個訪談題目的第 2次回答 

S3-3-3 訪談對象 S3針對第 3個訪談題目的第 3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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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資料謄寫： 

  訪談資料結束後，以逐字稿進行資料謄寫紀錄。(以下表 3-6為例) 

 

表 3-6 訪談資料謄寫紀錄表 

編碼代號 紀     錄 存檔模式 

T2-3 把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學課程，或許可以與旅遊

華語結合，然後配合這地區的客家活動。 

錄音、逐字稿 

S1-2 我會比較希望了解問候方式和節慶活動的內容。 錄音、逐字稿 

 

3.訪談資料分析： 

訪談資料蒐集並騰寫完成後，即根據資料進行分析，搭配訪綱題目並將其資料

紀錄內容加以歸類，得出受訪者對教材編寫之看法與態度。(以下表 3-7為例) 

 

表 3-7 訪談資料分析表 

訪談對象 資 料 紀 錄 訪綱題目 類別 

T2 當前客家教材最大的問題就是並沒有

像華語教材有一套完整分級或主題性。 

對現今華語或 

客家教材之看法 

教材 

T3 目前客語教學面臨的困境是師資老化。 對現今華語或 

客語教學之看法 

教學 

 

T4 

我覺得讓學習者親身體驗的戶外教學

及結合多媒體課程是比較好的上課方

式。 

對客家文化融入

華語教學之看法 

教學 

 

S3 

我本身就喜歡做菜，我想知道和越南的

飲食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對客家文化融入

華語文化教材編

寫之看法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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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評估結果分析     

    教材評估表分前期準備、理論依據、教材內容、練習編排、教材配套與其他

六大評估面向，以華語教師及教材編撰專家做教材評估，評估表回收後先將各評

估者資料進行編碼，再分項敘述各評估指標得分統計，並依據教材評估結果提出

結論分析。 

1.評估回收資料編碼： 

  評估表回收後依據回收順序進行編碼，以英文字母大寫 E1-E7作代號。 

2.評估資料分析： 

  評估者編碼完成後，即根據項目配分進行教材得分加總，並分別敘述各大評估

項目得分次數(以下表 3-8前期準備為例)，最後綜合各評估表結果與評估者提供

之建議，為教材評估提出結論。 

 

表 3-8 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1 前期 

準備 

對使用教材者的需求有調查了解      

2 依據教學目標進行編寫      

3 針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掌控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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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教材編寫設計 

第一節  教材之設計理念與介紹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華語學習者編纂一套介紹客家文化之華語文化教材，因文

化課程涉獵之華語程度較複雜，且本研究提及之客家文化指臺灣的客家文化，故

課程程度設定在中級以上，針對對象為在臺灣華語中心學習華語之學習者，或是

短期遊學團、夏冬令營之學習者。 

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與需求分析 

    本研究以半結構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探求需求分析，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訪談，

第一階段先擬訪談大綱，第二階段針對七位學者專家及四位在臺華語學習者進行訪

談，探討其對客家文化導入華語文化教材中之需求與看法。以下就訪談內容分別進

行論述： 

(ㄧ)學者專家訪談內容 

1.對現今華語或客家教材之看法如何？ 

在教材編寫上我覺得難度很重要，並應該注重教材多元性，像有些學生會想自

學，如果沒有一些輔助的材料，在學習上會有困難。(T1-1-1) 

 

我認為教材應該不是只有課堂上學習，而是應該也能讓學生回家能自主學習，

所以在設計教材應該有配套。(T1-1-2) 

 

當前客家教材最大的問題就是，教材並沒有像華語教材有一套完整的分級或主

題性，看起來隨便編就很不錯，因為沒有市場的競爭對手；反觀英語教材市場

廣大，競爭力強，所以當前英語教材是編最好的，有豐富的活動又有分層級，

其次為華語教材，最後才是母語教材。(T2-1-1) 

 



80 
 

教材面臨的問題第一個是分級，就客家教材來看，幼兒園和小學的教材沒有區

分也沒有系統性，我認為當前主責單位應該將目前所有的客語教材統整起來，

看一下我們缺什麼，而不是多頭馬車自己編自己的，應該要分門別類區分開

來，讓日後編教材者能有個依據，因為客家教材像華語教材如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這樣有系統性及分級性的教材就很少。(T2-1-2) 

 

以客家教材來看，民國 92-95年的草創期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當時教材

數量並不多，所以當時候很多進行客語教學的老師都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要自編教材。(T3-1-1) 

 

以老師教學來說，自編教材是很大的負重，會教的老師不一定會編教材，很多

老師是很會說客家話，但他可能沒有受過教材編寫的專業訓練，不會講解教學

原理，教成人時面臨課程枯燥乏味，教小孩可能又沒有搭配小孩的身心發展，

給予太難的教材或班級經營不佳，造成客語教學品質低落。(T3-1-2) 

 

但 95年以後漸漸各版本教材越來越多，像康軒版、南一版等等，在加上北北

基和桃園的地方政府客家單位也有編輯教材及出版，還有一些客家重鎮如六堆

等地區編輯的教材，教材越來越多元豐富，也有類似電子書以及數位教材等問

世，和搭配教育體系出版商編輯的形式很不一樣，用補充教材的形式呈現，譬

如說我看你們正規教材好像少了信仰部分，我就加入伯公信仰的編寫課程，或

是加入音樂輔助教材，中央則是在認證教材方面編得很有系統。(T3-1-3) 

 

    如果我選擇客家文化的教材進行編寫，我覺得把課程與戶外教學及多媒體作 

    結合是比較好的方法。(T4-1-1) 

 



81 
 

    文化教材編寫安排部分，版面應以「課文->詞彙->句型->文化點」做順序編 

排，教學時則以學習者程度做不同教學順序，初級班以「詞彙->課文」之順 

序，中、高級班則以「課文與詞彙相互穿插教學」之順序進行教學，並將相 

關連之概念以群組方式教學，避免學習者在學習上觀念之混雜，增加學習負 

擔。(T7-1-1) 

 

教材中練習的部分則不必太強調其中之語法點，應將重點放在文化內涵之教 

學，建議練習可以用討論分享方式進行，增加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T7-1-2) 

 

    針對目前華語教材部分，受訪者認為在教材編寫上應注意難度分級、教材多

元性、輔助性自主學習材料提供、教材版面安排次序及練習題的運用編寫，另外

受訪者也針對客語教材提出目前的窘境，認為母語教材在市場競爭對手少，反而

無法在教材編寫上做創新與突破，還有客語教材系統性薄弱也是多年來教材編寫

上的一大問題，造成學生在學習上無法銜接，亦常需要教師自編教材造成教師備

課上負擔。 

 

2.對現今華語或客語教學之看法如何？ 

我舉我的經驗來說，那時我帶學生組成短期遊學團來臺灣，這是一個全澳洲 

性的遊學團，幾乎涵蓋每一個大學的學生，每個星期有三次文化教學，每星 

期以 15個小時語言課為主，每次 2-3小時，教過書法、太極等等，每一年 

都有不同的內容，學生最大的動機就是來學中文，來之前他們已經在澳洲學 

習過一年多的中文了，所以他們放假時候來臺灣學習，我知道臺灣有一個好 

的教中文環境。(T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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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鄉土語言教學來看，目前最重要的應該為語言教學，文化為相輔相成的概 

念，特別是要把臺灣客家核心鄉鎮的孩子語言帶起來，如果語言都流失了， 

那些文化也就沒意義了，譬如客委會推動的客家生活學校並沒有特別在這方 

面做區隔，就是先落實語言教學，再進行文化教學，所以當前客語教學困境 

為，學生走出學校就沒了客語，如何將客語落實在社區及家庭為最重要的。 

(T2-2-1) 

 

但像臺北新北這些混合型人口地區，則應該先推動文化教學，語言為輔，要 

分為重點鄉鎮地區及混合型地區進行政策修訂。(T2-2-2) 

 

我認為在教學上應該以正向的內容為導向，曾經就有給外國人的旅遊書上就

寫說「客家男人不能嫁」，然後我的外國學生看到就跟我說：「哈哈老師你是

客家男人耶！」我們在傳遞給學生的時候應該要表達這個文化內容比較正向

及核心的概念。(T2-2-3)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當然以我的觀點來看，在客語教學上會覺得語言又重要 

一些，因為語言說出來就是你的，但許多語言中也含有許多文化層面，所以 

我們常常都說語言文化語言文化一起，語言不會是單獨表意溝通而已，因為 

許多語言辭彙中也有很多的文化內涵，所以語言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客家文 

化比較多指信仰、飲食等文化，譬如說推動義民信仰、三山國王及天穿日這 

些客家人特有的文化，大概要先透過語言的口傳直接表達之後，再去做傳 

承。(T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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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客語教學部分面臨的困境，首先就是師資老化，因為現在孩子都很活 

潑，年輕世代的老師還沒辦法與老一輩師資作銜接，或是有些客語老師是學 

校老師兼上課，他本身就有其他課務，就在客語教學上比較使不上力，拿英 

語教學來說，政府在推動這塊就十分盡心，師資都有受過正規訓練，但在引 

進鄉土師資部分，就只有受過短短 30多個小時訓練，並沒有規畫一套完整 

的配套措施。(T3-2-2) 

 

同樣的，在進行這類的教學部分，我覺得讓學習者親身體驗的戶外教學以及 

運用多媒體來結合課程是比較好的上課方式。(T4-2-1) 

 

以文化教學課程內容而言，中、高級班適合深層之思想類教學內容，如華人

的生命禮俗等，這個對外籍學習者比較抽象，而初級班則適合表層之教學內 

容，因為這類的文化教學比較大眾化，文化教學內容比較具體，也比較顯而

易見。(T7-2-1) 

 

    針對現今華語教學部分，帶過遊學團來臺灣進行過短期華語學習之受訪者表

示，臺灣有很不錯的學中文環境，也有受訪者表示語言與文化應相輔相成學習，

提及華語文化教學之內容，受訪者認為應視學習者程度做內容分級，中、高級班

應重思想類教學，初級班則較適合具體之文化點教學。客語教學部分，目前遇到

普遍問題應為師資老化，在教學法上較難有新穎且吸引學習者之教學方式，受訪

者亦提到對外籍學習者而言，客家文化教學應以正向內容為教學導向，避免刻板

印象之傳遞外，將課程結合戶外教學與多媒體方式也應該是較吸引學生學習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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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學之看法如何？ 

    以我帶遊學團來臺灣的經驗，那時課程中會有去客家地區參訪的活動，雖然 

    那個可能是主辦單位安排的，但我覺得在學生腦海中就已經有一個模模糊糊 

    的想法：什麼是客家？雖然其實學生並不會特別知道什麼是客家，對學生來 

    說文化就是文化，他們覺得客家文化其實就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只是跟其 

    他文化有一點不一樣而已。所以以動機來說，他們是以整個臺灣文化為主， 

    然後時間久了一點，他們才會想要更了解，什麼是客家文化。(T1-3-1) 

    

    我認為像這種課程，應該要特別注重教學上的互動性，而非課堂上老師單向 

    的輸出。(T1-3-2) 

 

    把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學課程，或許可以與旅遊華語結合，他們可以針對某 

    個地區去旅遊，然後配合參加這地區的客家活動。(T2-3-1) 

 

    以外籍生來看，直接從文化推動會比較容易，因為在臺灣的孩子或學習者， 

    他們日常生活中本來就浸潤了很多客家語言，先把語言教學進行再做文化教 

    學比較容易。但相對外籍生直接給客語教學會比較辛苦，因為他們的歐洲語 

    言系統和華語系統不同，差距非常大，就像臺灣的客語和臺語，雖然有很多 

    音義相近的部分，只能說是近親關係，但其他語系就是完全都不一樣了，所 

    以說如果直接對外籍生教客語，這麼不同的一個語言系統，或許會造成他們 

    在華語學習的干擾。(T3-3-1) 

 

    我認為若從文化融入課程會比較容易，因為他們可以親身去體驗嘗試，譬如說 

    擂茶，可以在作的過程體驗飲食文化，或義民祭邀請外籍學生來踩街，他們可 

    能會覺得很有趣，怎麼這麼像巴西的嘉年華或是原住民的豐年祭，因為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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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不需要語言當媒介的，像義民祭他們可能覺得很有趣之後，就來學一 

    些客家的信仰等。(T3-3-2) 

 

    我認為華語文化課程中可以加入客家文化的教學，因為這樣課程會比較有多 

    元性，但在學習活動設計方面會試比較大的挑戰，需要稍微設計一下。(T4-3-1) 

 

    在臺灣這個以福佬語系為強勢的國家，常常被認定為福佬話為臺灣的代表語 

    言，但客家人在臺灣也是個具有一定人口數的族群。且很多新一代的年輕人 

    經常認為自己的母語(客語)無用，而放棄了自己先天上應該具備的語言能力， 

    也造成客家人在臺灣這個大社會下逐漸的隱形。如果普遍的華語教學上能夠 

    有客語教學是相當好的，也可以讓非客家族群的人能夠藉由語言這個基本的 

    文化門檻去了解另一個族群，這對於族群的平衡來說是相當有幫助的。 

(T5-3-1) 

 

    因文化衝突甚至文化震撼，外籍人士對於異文化最好奇的就是民俗行為，我 

    們可以利用客委會所定義的客庄十二大節慶項目中的活動，例如二月苗栗  

    龍、六堆祈福攻炮城文化祭、八月份新竹義民文化祭等等重要客庄節慶項目， 

    實際帶領外籍人士去參與活動，在活動過程中讓他們瞭解這些活動的由來和意 

    義。(T5-3-2) 

 

    在客家文化研究所的經驗來說，大多數進來就讀的學生，多數為客家人，但 

    也有少數非客家的人進來就讀。普遍來說，就算本身為客家族群，對於自身 

    的文化也未必瞭解，例如多數人會認為，藍衫、紙傘.....等近年來所代表的

客家意象就是指客家；我們應該去更深入瞭解這些所謂的客家意象究竟是怎麼 

    來的！而不是一昧的就認為這些政策下的產物就是所謂的客家意象。我認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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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了解甚麼是客家!應該實際去客家農村，去和這些農民實際相處，甚至 

    一起生活，這是最快瞭解客家文化的最好的方式，而並非單一的使用課堂理 

    論來教學，這兩者應該要互相搭配使用。(T5-3-3) 

 

    我覺得在華語課程中融入客家文化教學很不錯，因為可以藉此了解客家也是 

    臺灣文化的一部分。(T6-3-1) 

 

    在教學上，以影音教材協助講授，並開放學生自由發揮問題討論。(T6-3-2) 

 

以文化教學方法而言，文化課程及文化教材大都是置於補充教材之性質，在教    

    材設計上可以視學生程度將文化點做大致介紹，並在課文編寫內做延伸，並套  

    用適合學生程度之語法。(T7-3-1) 

 

    針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學部分，受訪者認為若以外籍生為教學對象，從文化

推動會比較容易，或與旅遊華語結合，配合地區的客家活動，以實際體驗方式進行

教學，與學者陳瑩(2013)提出之體悟式教學觀點一致，透過體驗讓課程具有多元

性，或搭配影音教材協助講授，並開放學生自由發揮問題進行跨文化交流討論。受

訪者 T5 更提到關於「客家意象」之觀點，認為近年來因政策主導而創造出的客家

符碼是否真能代表客家，與 Webster(2002)提出消費性文化觀點相同，讓人反思客

家文化真正蘊含之本質。本研究將受訪者意見納入教材編寫參考，結合旅遊華語及

影音素材融入教材，讓教材設計能更符合教材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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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看法如何？ 

我想說你在編寫這套客家教材的時候，可以由簡單的遊戲入手，因為外國人 

他們之前在海外並不會區分什麼是客家，所以你可以用一些引起動機，用這 

些大活動來編寫文化教材，可能要中級以上的學生，但如果他們在臺灣讀書 

的話，確實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常常聽到客家話或接觸客家活動。(T1-4-1) 

 

   客家文化教材融入華語教材是可行的，但一般來說，文化學習是比較被動性 

   的，所以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去評鑑學生學習到了沒，像我們常說聽說讀寫 

   四個技能，教材是不是都能涵蓋到這些面向，最重要的是要用教材吸引他們， 

   用英文或中文去介紹文化，還要考量教材評鑑方式，像你說的李泉老師所提 

   到的十原則。(T1-4-2) 

 

用活動去包裝文化課程，可以以旅遊方式去做，以選修文化課的方式去做要 

注意吸引學生的方法，然後要思考文化與教材的融合性，以及注重學生的產 

出，或許可以將設計課程放進類似這種短期遊學團，就是以華語課按照程度 

分級，但文化課不分級的方式去做。(T1-4-3) 

 

   現在部分客家活動為商業手法創造，未連結傳統客家文化核心概念，編寫時 

   要考慮活動與客家連結性，表達出客家精神，身為客家子弟，希望傳達給外 

   國人什麼？譬如客家婦女的特質這種精神層面就是很不錯的教材，可以編寫 

   成一套專書的模式。(T2-4-1) 

 

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難點為，什麼樣的動機會讓外籍學生想來認 

識，或許用旅遊來包裝是很不錯的方法，用活動把客家文化包裝是可以嘗試 

看看的不錯方式，而不是單純強調要學客家文化，這樣外籍學生要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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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我會覺得這動機不夠，但還是要注意裡面教材要傳達的內涵，應該 

要跟客家核心精神連結在一起。(T2-4-2) 

 

用客家節慶大活動編寫進去華語文化教材是可行的，比方桐花祭好了，他們 

去桃竹苗參與桐花祭，就實地體驗了當地的客家生活及文化，藉由踩踏桐花 

之旅，會創造一個學習的氛圍去認識客家，對外國人來說，除了華語學習外， 

他們感興趣的也是知道臺灣的風土民情，只是把客家的符碼放上去而已，特 

別是客庄十二大節慶幅員廣大，從臺北到花蓮都有，藉由實際參與讓他們認 

識客家文化來的實際多了。(T3-4-1) 

 

客家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這個部分，介於正式教育及非正式的教育之間， 

在教學目標、評量方式等，都要和我們傳統的教學很不一樣，等於就是要完 

全量身打造，變成客製化教材，譬如說教案的簡案和完整的教案都要重新設 

計，像是製作簡單的紙本教材及學習單，或是多元評量產出方式，用比較活 

潑的方式進行，比如桐花也可以融入美學教學。(T3-4-2) 

 

如果有一套教材可以為此量身訂作，可以依地區，或依主題或月份去做區 

別，不管是做什麼樣的排列組合，編輯完後由學者或專家進行簡單的審查， 

我覺得更有可行性，也讓別的華語教師日後有參考，更豐富了臺灣目前的華 

語教學模式。(T3-4-3) 

 

我覺得可以在教材裡加入像諺語或是飲食方面的相關課程，特別是飲食或是 

節慶活動，比較能夠引起外籍學習者的興趣。(T4-4-1) 

 

我認為在教材中，可以加入飲食、音樂、信仰及服飾等課程。(T5-4-1) 



89 
 

   我認為最能夠引起外籍學習者興趣的文化內容可能是飲食文化及民俗技藝等 

   內容，可以把這納入教材的考量。(T6-4-1) 

 

   但客家文化教材準備不易，或是不容易突顯特色等部分要多注意，可能要往 

   自編教材的形式去進行。(T6-4-2) 

 

建議將大文化點做整課敘述，小文化點則適時穿插在課文中。文化點介紹時間

建議不宜過長，約二十分鐘左右即可，內容程度視學習者程度而做課程調整，

例如華語課程中以端午節為例，初級班以故事敘述、淺白詞句做內容介紹，中、

高級班則可以屈原表達之愛國心及白蛇傳文本做課程內容教學。(T7-4-1) 

 

以「客家節慶活動」為主題進行文化教學之部分，除了應將授課內容做程度分

級外，課程教學內亦應以比較思維之方式進行，並探討多元族群文化之不同。

(T7-4-2) 

 

針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材編寫上，受訪者建議應用教材吸引學生，活動去

包裝文化課程，或以選修文化課的方式，思考文化與教材的融合性並考慮活動與

客家連結性，表達出客家精神完全量身打造，變成客製化教材，內容視學生程度

將文化點做大致介紹，並在課文編寫內做延伸，並套用適合學生程度之語法做設

計，及考量教材評鑑方式。本研究在教材編寫上參考受訪者意見做設計，用節慶

活動為主題設計教材，並選取結合主題之內容在教材內做延伸，如教材示例「客

家義民祭」為主題，結合信仰文化以廟宇文化點作介紹，並針對學習者程度設計

CEFR B1至 C1不同程度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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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華語學習者訪談內容 

1.對於客家文化您了解多少？您想了解客家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不同嗎？ 

我對客家文化不是非常了解，但我想了解他和其他文化的不同。(S1-1-1) 

 

我想了解客家文化的內容，也希望透過客家文化教學了解客家人的文化思 

想。(S2-1-1) 

 

我之前有和我先生去過苗栗，我知道那邊有很多客家人，我覺得他們的食 

物很好吃。(S3-1-1) 

 

我有聽過客家人，但不是非常了解，不過在平常生活中會聽到客家話，像 

是在捷運上或是火車上。(S4-1-1) 

 

   2.如果將客家文化編寫進入教材，您比較感興趣的客家文化內容是什麼？ 

   我會比較希望了解問候方式和節慶活動的內容。(S1-2-1) 

 

   民俗技藝像是木雕和紙傘，還有客家飲食會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S2-2-1) 

 

   另外像是客家族群遷移歷史脈絡、目前客家人主要分佈在哪個省份、客家人的

故鄉是哪裡！不同地區的客家人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飲食習慣、民風、民俗

是否相同的部分也是我感興趣的。(S2-2-2) 

 

我本身就喜歡做菜，所以我會想了解客家飲食的內容，我想知道和越南的 

   飲食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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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去旅行，所以我會希望了解關於客家活動的內容。(S4-2-1) 

 

針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課程之上課方式及內容方面，透過對四位在臺華語

學習者之訪談發現，學習者對學習客家文化有興趣，無論是否在先前就接觸過客

家文化皆表達相同想法，受訪者表示對客家人的思想、食物、問候方式、節慶活

動、民俗技藝、宗教信仰及歷史脈絡有興趣，希望能在相關課程中介紹。本研究

教材編寫將學習者之訪談內容納入編寫參考，加入客家粢粑、擂茶及新丁粄等飲

食文化及義民祭信仰活動等內容，期能讓教材內容更貼近學習者之需求。 

 

   3.如果有客家文化的相關課程，您會比較喜歡怎樣的上課方式？ 

   我喜歡老師介紹比較活潑有趣的內容，或是用影片或圖片的上課方式。 

(S1-3-1) 

 

如果能用體驗活動的方式來學習，我覺得是有趣又實用的，譬如說可以親自參

與擂茶的活動等等。(S2-3-1) 

 

還有希望課程中能介紹客家人的名人傳奇故事或是客家人的禁忌為何，讓我們

這些外國人比較不會冒犯別人。(S2-3-2) 

 

我喜歡實作課程，像是如果客家飲食課程我希望能有烹飪課。(S3-3-1) 

 

我之前和朋友一起去參加過桐花祭，我覺得很有趣，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桐花

和客家有什麼關聯，我會希望老師帶我們參加活動後幫我們介紹。(S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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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在臺華語學習者在客家文化學習方式，受訪者表示希望教師能介紹活潑

有趣的內容，或是結合多媒體的上課方式，用體驗及實作的方式來學習也能提高

學習者學習興趣，另外也有表達希望課程中能介紹客家的名人傳奇故事及客家人

的禁忌行為文化，讓外籍學習者能學習如何禮貌應對。 

綜觀當前出版的華語教材，較少針對客家文化部分進行融入編寫，故本研究

希望能編寫一套此類教材，並搭配各大客家活動及各地區華語中心之地域性，讓

日後華語文化課程能有更豐富的面貌。 

 

二、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材設計架構 

    本研究文化教材編寫架構以 1999年美國國家外語學習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中的定義，該標準標明了外語文化學習內容可分為

大文化(Big C)和小文化(Little C)，陳麗宇、李欣欣(2012)提出大文化別名為「正

式文化」、「客觀文化」及「傳統文化」等，小文化則被稱為「行為文化」、「主

觀文化」及「生活文化」等。 

        本研究教材編寫以在臺客庄之節慶活動為教材主題，編纂 12課之客家文化之

課程，兼涵蓋大文化與小文化之內容，課程大綱詳如下表 4-1。 

 

表 4-1 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教材大綱一覽表 

課次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客家文化內容 

 

一 

 

公館福菜節 

介紹傳統的客家醃漬文化以及客家

飲食多樣的烹調方式，也認識客家

福菜「傳承」的文化涵義。 

 

飲食文化 

二 苗栗 龍 介紹臺灣客家族群重要的元宵民俗

活動。 

民俗技藝文化 

節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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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客家文化內容 

三 東勢新丁粄節 介紹客家族群的「吃粄仔」文化，

以及傳統客家對「添丁」的觀念。 

節慶文化 

飲食文化 

四 六堆文化節 介紹六堆地區義勇軍捍衛家園的歷

史及精神。 

歷史文化 

五 客家桐花祭 介紹油桐產業對客家的影響及象徵

精神。 

產業文化 

六 花蓮客鼓鳴心 介紹城隍信仰結合廟會鼓陣，以及

傳承民俗技藝。 

民俗技藝文化 

信仰文化 

七 客家義民祭 介紹臺灣客家獨特的義民信仰及發

揚敬忠奉義的象徵。 

節慶文化 

信仰文化 

八 雲林詔安文化節 介紹臺灣地區詔安客文化及客家武

術、布袋戲之藝術表現。 

民俗技藝文化 

歷史文化 

九 新竹國際花鼓節 介紹早期民間鼓樂藝術及農家慶豐

收之意象。 

民俗技藝文化 

十 高雄客家文化節 介紹傳統客家古典婚禮、客家八音

音樂及婦女在客家之象徵地位。 

音樂藝術文化 

思想文化 

十一 國姓搶成功 介紹鄭成功登臺之歷史事件及祭拜

國姓爺之文化。 

歷史文化 

信仰文化 

十二 臺東好米收冬祭 介紹客家農村豐收敬天謝神儀式及

地方觀光產業。 

節慶文化 

產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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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材編寫設計示例 

趙金銘(1997)提到教材編寫的基本程序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教材編寫的思

想準備、教材編寫的理論準備、教材編寫的資料準備以及教材編寫方案的制定。

本節以前揭課程大綱之第七課《客家義民祭》作為本研究教材編寫設計示例。 

 

一、前言 

「客」說「客」話 

    《義桐作客趣》這套教材是為了在臺灣的華語學習者而編纂，近幾年來，客

家活動之舉辦日益興盛，規模亦年年壯大，並對華語教師及外籍學生訪談後得知，

客家文化可以成為華語文化教學中特別的角色，特別是對在臺灣之華語學習者來

說，每個月都有客家盛事，客家活動成為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文化，已然成為

臺灣文化的重要一環，亦具有其獨特之特色。 

    以下就本教材之特色作逐項說明： 

(一)適用對象：符合 CEFR B1以上程度之在臺華語學習者(學習時數約 360-480 

    小時，具備 1,500個詞彙量，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或《當代中文課 

    程》第三冊以上程度) 

(二)教材內容：教材設計以客家人鍾小妹及美國人王麥可為主角，並以兩位主角 

    之對話貫串課文，課文對話力求自然，以符合真實語言環境，另外，本教材    

    各課詞彙量及語法量皆設計在合理範圍內(詞彙量 50個以內，語法點 5個以 

    內)，避免造成學習者學習上之負擔。在文化點介紹部分，針對課文主題作文  

    化點之延伸，如信仰文化即結合廟宇文化作設計，並讓學習者練習口語表達， 

    分享母國之相關文化，進行跨文化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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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後練習：本教材練習種類多元，包含複習課文內容之詞彙及語法點練習外， 

    另配合影片及新聞報導等真實語言材料作為練習，以豐富學習者能兼具聽說 

    讀寫之技能，部分課程另有實作體驗練習，讓學習者能真正體驗「做中學」。 

(四)補充資料：本教材內編有客家景點介紹資料，除了可以結合旅遊華語之課程 

    外，亦可搭配各華語中心地點彈性使用教學，另外搭配各課主題補充多媒體 

    相關資料，讓教學可以更多樣化。 

(五)版面設計：教材版面設計力求簡潔大方，使用字體大多為標楷體以方便學習 

    者閱讀，並加入合適之圖片以豐富版面配置。 

    本教材期編纂一套以客家文化為主體之華語教材，教師可搭配各大活動實施

期程，將課程分為兩部分，前部分為課室學習，主要學習內容為教材內主題，後

部分為實際參與體驗，帶領學習者能親身體驗客家活動，浸潤客家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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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示例 

 

 

 

 

 

 

 

 

 

 

 

 

 

 

 



 

  

第七「客」  客家義民祭 



 

 

1 第七「客」 客家義民祭 

 

 

「客」說「客」話 

(一)適用對象：符合 CEFR B1以上程度之在臺華語學習者(學習時數約 360-480小

時，具備 1,500個詞彙量，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或《當代中文課程》

第三冊以上程度)。 

(二)教材內容：主角設定為客家人鍾小妹及美國人王麥可，並以兩位主角之對話貫

串課文，課文對話力求自然，以符合真實語言環境，另外，本教材各課詞彙量

及語法量皆設計在合理範圍內(詞彙量 50個以內，語法點 5個以內)，避免造

成學習者學習負載過重。在文化點介紹部分，針對課文主題作文化點之延伸，

如信仰文化即結合廟宇文化作設計，並讓學習者練習口語表達，分享母國之相

關文化，進行跨文化之交流。 

(三)課後練習：本教材練習種類多元，除有複習課文內容之詞彙及語法點練習外，

另配合影片及新聞報導等真實語言材料作為練習，以豐富學習者聽說讀寫之技

能，另有實作體驗練習，讓學習者能真正體驗「做中學」。課文及練習部分詞

彙皆使用華測會斷詞系統做分級，每項練習難度皆於練習前做特別標記，超過

該級別之詞彙則以「補充詞彙」方式於下方表列說明，以利教材使用者靈活運

用本教材。 

(四)補充資料：本教材內編有客家景點介紹資料，除可以結合旅遊華語之課程外，

亦可搭配各華語中心地點彈性使用教學，另外配合數位科技發展，各課主題亦

補充多媒體相關資料，讓教學可以更多樣生動化。 

(五)版面設計：教材版面設計力求簡潔大方，使用字體大多為標楷體以方便學習者

閱讀，並加入合適之圖片以豐富版面配置。 

(六)本教材使用之照片及圖片為編纂者親自拍攝或經授權使用，並標明來源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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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客」點 
★了解「客家義民祭」的內容。 

★學習相關詞彙及語法的使用。 

★認識並分享跨文化知識。 

★體驗客家傳統節慶與美食。 

「客」前暖身  
★你知道客家人的「義民信仰」嗎？ 

★你去過義民廟嗎？ 

★你參加過客家義民祭活動嗎？ 

 

「客」人介紹 

 

 

 

 

 

王麥可                               鍾小妹 

23歲，美國人，                    25歲，臺灣客家人， 

男性，交換學生，來臺灣念兩年書。        女性，研究所學生。 

 

「客」程技能 

聽    說    讀    寫    發表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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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麥可的電子郵件  

 

請看王麥可寫給媽媽的電子郵件，試著回答看看以下的問題：  

 

1. 王麥可說客家義民祭是什麼活動？ 

 

2. 王麥可參加客家義民祭是什麼心情？ 

 

 

 

 

「客」文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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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麥可和鍾小妹的對話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①義民祭，真熱鬧啊！對了，小妹，妳 

可以跟我說說義民祭的由來(1)嗎？ 

：當然可以，關於(2)客家的事情，問我這個②客家③達人 

就對了！最早「義民」的稱呼(3)，是為了紀念(4)在 

戰爭(5)時保護(6)家園而犧牲(7)自己生命(8)的人，後 

來「義民」這兩個字慢慢地(9)就變成(10)民間(11)的 

信仰(12)了！到現在每年④農曆的七月…… 

：七月！難道妳說的就是鬼月嗎？就是會有「⑤阿飄」的 

那個月嗎？ 

：你先讓我講完，義民祭是每年農曆的七月二十日，客家人 

為了紀念祖先(13)，不但有傳統(14)的祭祀(15)活動(16)， 

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⑥挑擔奉飯！客家人會將滿滿的 

食物放在籃子(17)裡，表示(18)對祖先的尊敬(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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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又在演(20)「阿飄」了嗎？ 

：才不是，我只是(21)太感動(22)了……我以為客家活動 

很無聊，沒想到這麼有意義(23)，我終於(24)了解為什 

麼華人的觀念(25)裡常提到(26)要「感恩(27)」了！感恩 

的心~~~感謝有你~~~ 

：咦？你什麼時候也學會唱這首歌呀？ 

：其實(28)這是我跟垃圾車學的，我每天在倒垃圾時，垃圾 

         都放這首歌。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哈哈，看來你很融入(29)臺灣的當地(30)生活呀！好了！ 

別再唱了，走走走，我帶你去吃好吃的客家⑦粢粑和喝 

⑧擂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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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一、「客」文詞彙 

序號 詞彙 漢語拼音 詞性 解釋 CEFR 等級 

1 由來 yóulái N. an origin C1 

例句：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曾說明過端午節的「由來」。 

2 關於 guānyú Prep. with regard to B2 

例句：「關於」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問了！ 

3 稱呼 chēnghū N. to name C1 

例句：古時候，老師常被「稱呼」為夫子或先生。 

4 紀念 jìniàn V. to 

commemorat 
B1 

例句：國父紀念館是一棟「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建築物。 

5 戰爭 zhànzhēng N. war B1 

例句：「戰爭」時期，人們的生活過得很辛苦。 

6 保護 băohù V. to protect B1 

例句：父母把「保護」子女當作最重要的責任。 

7 犧牲 xīshēng V. to sacrifice 

oneself 
B1 

例句：她決定要「犧牲」玩樂時間專心寫論文。 

8 生命 shēngmìng N. life B1 

例句：每一個「生命」都非常珍貴，不能隨便傷害。 

9 慢慢地 mànmànde Adv. gradually B1 

例句：從一開始學習華語到現在「慢慢地」可以用華語講笑話給大家聽，我

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10 變成 biànchéng V. to become B1 

例句：因為中了樂透，他「變成」一位大富翁。 

11 民間 mínjiān Adj. folk B2 

例句：義民爺是客家普遍的「民間」信仰。 

12 信仰 xìnyăng N. faith B2 

例句：臺灣是個宗教「信仰」多元的地方。 

13 祖先 zŭxiān N. ancestors B1 

例句：每年清明節，是大家祭祀「祖先」的時候。 

14 傳統 chuántŏng Adj. traditional B2 

例句：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 

15 祭祀 jìsì Adj. to offer sacrifices 

to gods or 

ancestors 

C1 

例句：進行「祭祀」活動時，有很多該注意的地方，千萬不能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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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活動 huódòng N. activities B1 

例句：挑擔奉飯是義民祭時重要的「活動」之一。 

17 籃子 lánzi N. a basket B2 

例句：他將「籃子」內裝滿鮮花，帶去探望生病的奶奶。 

18 表示 biăoshì V. to indicate B1 

例句：中國人在端午節包粽子「表示」對屈原的懷念。 

19 尊敬 zūnjìng N. to honor B1 

例句：「尊敬」師長是學生應該要做到的行為表現。 

20 演 yăn V. to act B1 

例句：成龍「演」了那部電影後，獲得了影帝的獎項。 

21 只是 zhĭshì Adv. just B2 

例句：小珍「只是」個五歲的小孩，竟然能夠回答出這個題目。 

22 感動 găndòng Adj. touching B1 

例句：他策劃的完美求婚派對「感動」了他的女朋友。 

23 意義 yìyì N. a meaning B1 

例句：當你不懂這個詞彙的「意義」時，你可以去查字典。 

24 終於 zhōngyú Adv. finally B1 

例句：經過一個月的努力，他「終於」通過了 TOCFL的高級測驗。 

25 觀念 guānniàn N. a concept B1 

例句：中國和西方的傳統「觀念」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26 提到 tídào V. to mention B1 

例句：關於美希子「提到」的問題，你有什麼看法嗎？ 

27 感恩 gănēn N. to owe B2 

例句：對幫助過我們的人，我們應該常常抱持著「感恩」的心。 

28 其實 qíshí Adv. in fact B1 

例句：桐花「其實」有一個很美的故事，你知道嗎？ 

29 融入 róngrù V. to merge C1 

例句：經過一年後，我終於慢慢地「融入」學校生活。 

30 當地 dāngdì Adj. local B1 

例句：這間義民廟是新竹「當地」知名的地方，很多人都會來這裡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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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充詞彙 

序號 詞彙 漢語拼音 詞性 解釋 

1 義民祭 yìmínjì N. Hakka’s traditional 

festival 
例句：每到農曆七月，「義民祭」是客家人非常熱鬧的大活動。 

2 客家 kèjiā N. the Hakkas 

例句：在臺灣，「客家」文化很有特色。 

3 達人 dárén N. an expert 

(an imported 

word,originated from 

Japanese) 
例句：美善對美食非常有研究，大家都叫她美食「達人」。 

4 農曆 nónglì N. the lunar calendar 

例句：「農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節，我的臺灣朋友會在這天帶我去烤肉。 

5 阿飄 A piāo N. a ghost 

(a fuzz word) 
例句：剛剛我跟朋友看了一部關於「阿飄」的電影，嚇得我連廁所都不敢 

      去。 

6 挑擔奉飯 tiāodànfèngfàn N. an activity of Hakka 

yimin festival 
例句：「挑擔奉飯」是義民祭裡重要的活動，用來表示對義民的感恩。 

7 粢粑 zībā N. Hakka mocha 

(a traditional food) 
例句：客家美食裡我最喜歡吃「粢粑」沾花生粉，它吃起來很像日本的麻 

糬。 

8 擂茶 léichá N. Hakka tea 

(a traditional drink) 
例句：「擂茶」是客家傳統的飲料，它的製作過程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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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序號 語法 漢語拼音 解釋 

1 難道 nándào could it be said 

that…… 

用法：對某件事情帶有懷疑、推論或是否定的語氣。 

例句：自從太空人登上月球後，嫦娥奔月的故事「難道」只是個傳說嗎？ 

例句：「難道」他說愛我只是欺騙我的嗎？ 

2 不但……還 búdàn…..hái not only……but also 

用法：表示敘述事情的遞進句型，後句的意思比前句表達意思更深一層。 

例句：中國人新年的時候「不但」要吃年夜飯，「還」要發壓歲錢。 

例句：弟弟做錯事情「不但」不認錯，「還」說謊欺騙大家，真是不應該。 

3 以為……沒想

到 

yǐwéi……méisiǎngdào thought……turned out 

用法：代表轉折的句型，後句和前句常表示相反、相對或部分相反的意思。 

例句：我「以為」清明節是中國人掃墓的季節，「沒想到」大部分的客家人

選在元宵節過後掃墓。 

例句：他「以為」是小感冒，「沒想到」去醫院檢查後居然是肺炎，嚇得他

趕緊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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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墨「客」 

一、世界真奇「廟」   

你在臺灣的廟裡看過這些東西嗎？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嗎？說說看

你的想法。 

 

 

 

 

 

 

 

 

 

 

 

 

 

 

 

 

 

 

 

 

求籤 qiúqiān 

pray and draw divination sticks at a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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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光明燈 diǎnguāngmíngdēng 

light up the illuminating lamp 

 

 

 

 

 

 

 

 

 

 

 

 

 

 

 

 

 

擲筊 zhíjiǎo 

ask for god's favor/preference by 

casting lots 

 

 

 

 

 

 

 

 

 

 

 

 

 

 

 

 

捐香油錢 juānxiāngyóuqián 

ney to a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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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花使者   

你看過圖片裡的物品嗎？你知道它的用途嗎？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

的東西呢？你們國家有沒有相似的東西，跟其他同學分享看看。 

 

 

 

 

 

 

 

臺灣：護身符 hùshēnfú 

 

 

 

 

 

 

 

 

 

日本：御守(お守り)yùshǒu 

 

 

 

 

 

 

 

 

 

西方：十字架 shízìjià/幸運兔腳 xìngyùntùjiǎo/ 

幸運錢幣 xìngyùnqiánb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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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後練習  

一、賓果遊戲    

◆ 難度：適合 B1以上程度◆ 

請跟同學分組進行賓果遊戲比賽，各組先將下列格子填滿數字 1-

9，由老師從本課詞彙出題，每組推派一名同學進行造句，最先造句

成功的組別可選一個號碼進行連線，最先連好三條線的組別即算勝

利。 

 

 

  

 

 

  

 

 

  

 

連線：_________條 

句子請寫下來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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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接寫   

下面是一則小故事，請將故事的結局接寫，文長約 50字左右。 

◆ 難度：適合 B1以上程度◆ 

韓美英是我的同班同學，在學校她不但成績非常好，還常常代表學校去

校外參加許多比賽，獲得很多的獎項，對老師很有禮貌，也常常幫助同

學，大家都很喜歡跟她當朋友。有一天，美英突然沒來學校上課了，同

學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美英是一個上學從來沒有遲到的學生，我原本

以為美英是生病了，所以和同學約好放學去她家看看她，沒想到她們家

居然沒有人在，按了好久的電鈴都沒人來開門，鄰居也說不知道美英一

家人去了哪裡。美英到底怎麼了？難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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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民電影院  ( 請搭配附件光碟內影片使用) 

◆ 難度：適合 B1以上程度◆ 

◎完整文本內容請參見附錄◎ 

請看完「2015義民祭微電影」影片後，回答下列的問題： 

1.影片裡面提到新竹的哪些景點？ 

 

2.影片裡面提到北埔的什麼名產？ 

 

3.影片裡面是怎麼介紹義民廟的？ 

 

4.影片裡面的父親在義民祭典做了些什麼事情？ 

 

5.若你是影片裡面的男主角，你還想了解義民廟的什麼事情？試著 

說說看。 

 

 

 

 

 

 

 

 

【補充詞彙】 

◇成長 chéngzhăng(N.)to grow up 

◇燒香 shāoxiāng(V.)to burn joss sticks 

◇回憶 huíyì(N.)memory 

◇懷疑 huáiyí(V.)to suspect 

◇思念 sīniàn(V.)to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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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悅讀   

◆ 難度：適合 C1以上程度◆ 

閱讀並朗誦以下的新聞報導，並摘錄新聞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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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詞彙】 

 

 

 

 

 

 

善良 shànliáng(Adj.)gentle 踩街 căijiē(N.)parade 

創意 chuàngyì(Adj.)originality 忠義 zhōngyì(N.)loyalty 

都會 dōuhuì(Adj.)urban 參拜 cānbài(V.)to make a formal visit to 

邁入 màirù (V.)to step 純樸 chúnpú (Adj.) primitive 

習俗 xísú(N.)custom 生根 shēnggēn(V.) take root 

族群 zúqún (N.)group 氣勢磅礡 qìshìbàngbó 

with a tremendous momentum 打拚 dǎpàn (V.)to struggle 

【新聞內容摘要】 

★活動主題：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活動重點： 

【補充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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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飄洋過海寫給你  

◆ 難度：適合 B1以上程度◆ 

參加完義民祭活動之後，請你以「王麥可的電子郵件」為例，寫一

封電子郵件或寄明信片給你的家人或朋友。 

 

 

 

 

 

 

 

 

 

 

 

 

 

 

 

 

 

 

 

親愛的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敬上 

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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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食報馬仔    

◆ 難度：適合 B1以上程度◆ 

請閱讀下面客家美食的做法，並與同學動手做看看，試著分享你的

感想及心得。 

 

 

 

 

 

 

 

 

 

 

 

 

 

 

 

 

 

 

 

 

客家粢粑 

【材料】 

糯米糰(蒸熟)、花生粉、芝麻粉、筷子、大盤子 

【作法】 

1.將糯米糰用筷子剪成小塊。 

2.將糯米糰沾花生粉或是芝麻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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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擂茶 

【材料】 

茶葉、芝麻 、花生 、松子、葵瓜子、南瓜子、擂

缽、擂棒、熱開水 

【作法】 

1.將材料放進擂缽中，用擂棒慢慢磨成末。 

(簡單方法則可以用果汁機將所有材料攪拌打碎) 

2.過程中加入適量的熱開水。 

3.可以搭配糕餅一起食用。 

【特別吃法】 

可以在材料裡加入米、香菜、九層塔及適量的鹽一起

吃，並可搭配炒青菜當做正餐來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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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圖片來源：http://goodlife.tw/、星巴克 

 

【中西合璧】   

你喝過嗎？咖啡跟擂茶結合的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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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客」程 

一、「客」野芳蹤  

 

 

 

 

 

 

 

新竹古稱「竹塹」(zhúqiàn)，新竹科學工業園區(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設立之後成為臺灣的高科技重鎮，有「臺灣矽谷」(Silicon 

valley of Taiwan)之稱，因為冬季季風強盛，為全臺之冠，所以也有「風

城」之稱。 

 

東門城 

西元 1826 年建立，原有四座樓，後只剩東門一座，以花崗石石塊堆成，

城門為圓拱形，是城市的出入口；城門前有石碑一座，為新竹築城歷史

的紀錄，城門前的廣場為一個結合傳統與現代科技的市民廣場，是新竹

文化的象徵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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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是一棟二層樓，ㄇ字形平面的建築物，建築構造為日式和西

式混合風格，主體為西式風格，屋頂為東方建築常用的木造斜屋頂，進

入大廳內部可見西洋式的走廊及羅馬柱子，十分氣派。 

 

 

護城河 

位於東門圓環往文化街方向，長 600 公尺、寬約 56 公尺的護城河(又稱

東門大溝)。古時在城外挖護城河，河上與四個城樓各設吊橋一座，兼具

交通與防禦功能，現在護城河早已失去防禦功能，但也是目前全臺僅存

的護城河。 

 

 

 

 

 

 



 

 

24 第七「客」 客家義民祭 

 

新竹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是全臺唯一沒有招牌的火車站，巴洛克式的古典建築，紅磚

與石材相間的造型，高貴卻又不會太過華麗，因位置良好，不僅是交通

重要地點，更是新竹市最繁榮的地區，並於民國 87 年列為古蹟，也是臺

灣現存最古老的火車大站。 

 

 

 

 

 

 

城隍廟 

城隍為專門掌管陰間與陽間賞罰善惡的神明，因此城隍廟的佈置像古代

的衙門。屬三級古蹟的新竹都城隍廟，創建於清乾隆 13年(1748年)，廟

口的小吃攤成為新竹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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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灣 

內灣居民大部分為客家人，是客家聚落，因處於礦業、林業開採對外的

道路而繁榮，現在轉型成為觀光旅遊景點，內灣線現為台灣鐵路三支線

之一。 

 

 

 

 

 

 

 

 

 

 

內灣派出所 

位於內灣車站上方，是一棟美麗的日式木造建築，目前仍有警員駐守，

其建築以磚造平房為主，屋頂以「日式文化瓦」覆蓋，造型簡單而有內

涵，是內灣地區難得一見的日式建築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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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灣老街 

老街上有販賣紀念品、各式各樣的客家小吃與土產，還有內灣戲院、內

灣國小與劉興欽漫畫館等景點，假日時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其中內灣

戲院是於民國 39 年建成，是一間具歷史意義的日式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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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美食 

最知名的為米粉、貢丸，內灣有特色的美食為野薑花粽，其他如水蒸蛋

糕、竹塹餅等等也是美食必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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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聽音樂  

㧡擔奉飯敬義民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103年度客家語兒歌曲譜集 DVD教

材」) 

 

 

 

 

 

 

 

 

 

 

 

 

 

 

 

 

 

 

 

 

 

     kai  dam  fung  pon  gin ngi  min 客語拼音(海陸腔) 

      㧡      擔   奉    飯   敬  義  民 

     rhid  gi  dam  gon  liong  teung ion  

      一    支      擔     竿       兩       頭     軟 

     rhau   rhau  bai   bai  kai  go  gai  

      搖        搖    擺     擺     㧡    過    街 

     a   gung  kai  do   ki   ngiab   ngiab  

      阿    公      㧡    到  氣   凹     凹 

     a   po  kai  do  boi   to  to 

      阿  婆   㧡    到    背    駝  駝 

     a   ba  kai  loi   tai   rham  gai  

      阿  爸   㧡    來     大      閹       雞 

     a   me  kai  loi  tai   fung  ban  

      阿  姆     㧡    來  大      紅     粄 

     pong  pong  pai  pai  bai  nem  nem  

      豐          豐     沛     沛     擺     淰       淰 

     kai  dam  fung  pon  biau  sim  rhi  

      㧡      擔      奉      飯       表      心    意 

     gam  cia  en  gai  ngi  min  rha 

      感       謝       个     義     民   爺 

     bo  fu   tai   ga   cin   shun   si  

      保   護    大     家     盡      順       序 

     ngai  me   kai   den   tong  er  loi 

           乜     㧡      等       糖   仔   來 

     bo   rhiu   guai   guai   giag  giag  tai  

  保   佑   乖    乖    遽   遽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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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資料 

 

參考資料來源：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http://www.hac.gov.taipei/mp.asp?mp=122021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 

◇客家委員會 

http://www.hakka.gov.tw/mp1.html 

◆2015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新聞報導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

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19567 

◇2015義民祭微電影 

https://youtu.be/g13tRHQpj84 

◆星巴克擂茶拿鐵 

http://goodlife.tw/ 

http://www.starbucks.com.tw/ 

 

 

 

 

 

 

 

http://www.hac.gov.taipei/mp.asp?mp=122021
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
http://www.hakka.gov.tw/mp1.html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19567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19567
https://youtu.be/g13tRHQpj84
http://goodlif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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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幸運兔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8%E8%BF%90%E5%85%94

%E8%84%9A 

◇幸運錢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7%8F%8A%C2%B7%E5

%AE%89%E4%B8%9C%E5%B0%BC%E9%93%B6%E5%85%83 

◆粢粑 

http://taiwantoday.tw/ct.asp?xItem=175582&ctNode=1887 

◇擂茶 

http://tw.epochtimes.com/b5/16/1/6/n4610462.htm 

◆美國小男孩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8%E8%BF%90%E5%85%94%E8%8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8%E8%BF%90%E5%85%94%E8%8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7%8F%8A%C2%B7%E5%AE%89%E4%B8%9C%E5%B0%BC%E9%93%B6%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7%8F%8A%C2%B7%E5%AE%89%E4%B8%9C%E5%B0%BC%E9%93%B6%E5%85%83
http://taiwantoday.tw/ct.asp?xItem=175582&ctNode=1887
http://tw.epochtimes.com/b5/16/1/6/n4610462.htm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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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搭配「義民電影院」練習) 

◎文本內容◎ 

(在機場) 

女孩：到臺灣囉~終於到了，坐超久的飛機，坐十幾個小時，坐了幾個小 

          時啊？ 

男孩：其實我好像也是客家人耶！ 

女孩：真的還假的啊？難怪你會一直要跟著我回來…… 

(口白：空洞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種思念 

直到遇到他 Wesley 他完全不懂臺灣 他是 ABC) 

 

(在內灣老街) 

女孩：這邊啊~這是內灣老街，很多好吃的喔！ 

(口白：好久沒回去了！回新埔 回北埔 回內灣 回我最思念的家 

他說他是客家人 我懷疑 他說他想回台灣 

嗯 臺灣) 

男孩：我想買餅送人耶！ 

女孩：好啊！擂茶是北埔的名產。 

老闆娘：擂茶這樣是三百。我們北埔慈天宮是我們的三級古蹟，蠻多小 

             吃的，你們可以去那邊看看，很熱鬧。 

女孩：好，我們等一下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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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好，找四百。 

男孩：謝謝。 

女孩：那你這次為什麼會想要跟我一起回來台灣啊？ 

男孩：因為在美國我媽常跟我提到客家的事情，所以這次回來想要看一 

          看。 

女孩：剛好我是客家人，我可以帶你到處走走，如果你媽比較沒空的        

          話。咦？既然我們現在在慈天宮，那等一下回新埔的時候我帶你去 

          義民廟，你知道義民廟嗎？ 

男孩：不知道耶！ 

女孩：義民廟就是在新竹縣的一間廟，然後祂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而 

          且我爸是在那邊長期參加義民祭典的人喔！ 

男孩：是嗎？好酷喔！ 

女孩：嗯！你要去嗎？ 

男孩：好。 

女孩：好，走！ 

 

(在義民廟) 

男孩：好漂亮喔！ 

女孩：我跟你說喔！這間廟已經兩百二十九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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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哇！好久喔！ 

女孩：嗯！而且祂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以前我爸爸都會帶我來這裡拜 

          拜。 

(口白：我當時遲疑了快門也遲疑了 

小時候嗯小時候我不知道看他的感覺是什麼 

爸爸 

看到他就好像看到義民廟 

像我爸當年第一次帶我到義民廟拜拜) 

 

(回憶) 

爸爸：拜拜，燒香，拜三下喔！ 

(口白：他總是很晚回家) 

爸爸：妳們兩個怎麼會過來呢？ 

媽媽：沒啊！來看看。 

爸爸：好啊！等我一下。 

工作人員：大哥，放哪？ 

爸爸：放這放這。後面弄好了嗎？ 

工作人員：還沒呀！ 

(口白：他總是很喜歡帶我去看他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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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不是要出去玩嗎？ 

爸爸：是啊！等一下爸爸辦好事情，等一下。 

工作人員：你好，好了！ 

爸爸：哦~好漂亮！ 

工作人員：很多工喔！ 

爸爸：等一下爸爸去看一下大豬，在這邊等我一下。 

(口白：還有大豬公) 

工作人員：這豬仔你看！養得很漂亮啊！皮膚也很漂亮！ 

爸爸：不怕不怕沒關係。 

(口白：然後他總是要我念書 然後我卻只想著交男朋友 

然後我們吵架 吵得不可開交) 

爸爸：那男的是誰啊？ 

女孩：朋友啊！ 

爸爸：什麼的朋友？住哪姓什麼？ 

女孩：學校的朋友，你幹嘛管那麼多啊？ 

爸爸：怎樣問不得？我妳爸耶！ 

女孩：你真的很煩耶！ 

(口白：但是我只想逃開逃開這裡逃開一切) 

爸爸：我來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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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白：他順我 所以讓我走 

小時候我不知道看他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他心裡總是只有這間廟  幫神辦祭典 

回來看這個熱愛祭典的爸 

回來看看爸熱愛的祭典) 

 

(在義民廟) 

男孩：你父親說什麼？ 

爸爸：女兒他聽不懂客家話是嗎？我說什麼他全部聽不懂。 

女孩：好啦好啦！我再跟他講。 

爸爸：帶他來這裡要教這裡的事情，義民廟這麼多事情好講，妳不講他 

          怎麼會知道？ 

女孩：好啦！爸我知道啦！我會跟他一一介紹，不要一直唸啦！ 

 

(口白：我的成長就是這麼的義民 客家人心中的那個義民 

誰是義民 

我就是義民 

我爸是義民 

我們都是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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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教材內容分析與評估 

本教材以客家文化、義民祭等大型活動及桐花意象為主軸，針對 CEFR B1以

上程度之在臺華語學習者為教學對象，編撰一套客家文化之華語教材《義桐作客

趣》，並以「第七客 客家義民祭」為教材編寫示例，課程名稱以客家之「客」諧

音替代課程之「課」，並於教材內容中標示聽、說、讀、寫、發表、實作等技能外，

亦於練習標明搭配之難度，讓授課教師能針對學習者程度做不同之練習指導。本

教材亦可結合旅遊華語課程，於「延伸客程」單元介紹旅遊景點，讓教師能安排

學生進行體驗學習，並針對跨文化交際以「文人墨客」單元介紹關於中西方對於

信仰文化之不同，讓學習者可以互相分享及交流。 

 

一、教材內容分析 

(一)「客文導覽」部分 

本教材以王麥可及鍾小妹為貫串整套教材之主角，課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部分藉由電子郵件模擬真實語料材料為課文內容做前導，讓學習者練習閱讀與寫

作；第二部分以對話方式呈現，以貼近口語、活潑的對話模式，並搭配臺灣流行

語介紹，讓學習者能以輕鬆有趣方式進行學習。 

 

1.「詞彙」及「語法」部分 

本教材詞彙分級使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SC-TOP）之 TOCFL華語詞彙通斷詞系

統，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華語文能力測驗」是專為母語

非華語者所研發，為一套標準化的語言能力測驗，2011年起華測會在臺灣正式推

出「新版華語文能力測驗」，新版測驗有四個等級─基礎級、進階級（舊版初等）、

高階級（舊版中等）、流利級（舊版高等），分別對應歐洲語言共同架構（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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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之 A2、B1、B2及 C1(對照

表參下圖 4-1)。 

 

 

 

 

 

 

 

 

圖 4-1 TOCFL對應 CEFR程度對照表 

(資料來源：華測會網站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2/test4.php, 

瀏覽時間：105年 5月 7日) 

 

張莉萍(2010)指出，華測會為了提供考生報考 TOCFL考試訊息，建議各級適

用對象為基礎級適合在臺灣學習半年（約 240小時）或具有 800個詞彙量的學習

者；初等(現為進階級)是適合 360-480小時或具備 1500個詞彙者；中等(現為高

階級)480-960小時或具備 5000個詞彙者；高等(現為流利級)適合 960小時以上或

8000個詞彙量的學習者。根據 CEFR於 2001年設立之標準及華測會相關資訊，本

教材針對具備詞彙等級為 CEFR之 B1級別，對應於 TOCFL級別則為進階級以上之

在臺華語學習者(對照表內容詳參下表 4-2)。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2/test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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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TOCFL等級對照表 

級別 時數 詞彙量 CEFR級別 CEFR能力描述 備註 

 

 

----- 

 

 

----- 

 

 

----- 

 

 

A1 

能理解並運用熟悉、與自己喜

好有關且具體的表達方式和基

礎語句，可以介紹或詢問、回

答自己或他人有關個人的訊

息，對於他人對談只能以簡單

的方式產生反應。 

 

 

 

基礎

級 

 

 

240 

 

 

 

800 

 

 

A2 

能理解經常被使用的表達方式

或語句，能與人溝通簡單而例

行性的工作，能夠用粗淺的詞

語描述自身背景、以及最貼近

自己的環境之中的事物。 

 

 

 

 

進階

級 

 

 

 

360- 

480 

 

 

 

1500 

 

 

 

B1 

能在環境遇到熟悉的事物做出

理解，能在旅遊時對應各種可

能狀況，也可以對於自己感興

趣的事物提出簡單的資訊，另

外還能夠描述經驗、事件、夢

境、願望和雄心大志，並能對

自己的意見做出簡略的解釋。 

 

 

原為

TOCFL

初等 

 

 

高階

級 

 

 

480- 

960 

 

 

5000 

 

 

B2 

能理解複雜文章內容，自然而

流暢地和母語者進行互動。可

對廣泛主題說出清晰的文字，

並對一個議題提出解釋與利弊

分析或各式各樣的想法。 

 

原為

TOCFL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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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

級 

 

960以

上 

 

8000 

 

C1 

能理解長篇文章或廣泛訊息且

自然而流暢的表達，對於複雜

的主題能展現收放自如組織形

式和連結。 

原為

TOCFL

高等 

 

----- 

 

----- 

 

----- 

 

C2 

能輕易理解任何訊息，並對不

同書面或口語來源做出大綱及

論點，表達自然且非常流暢。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張莉萍(2010)、華測會網站) 

 

語法點部分根據張莉萍(2011)提出，對應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到第

五冊之程度(詳見下表 4-3)，本教材對應之語法點程度為 CEFR標準 B1級別，即為

具備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或《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以上之華語程度，

語法編寫亦依循此分類級別。 

表 4-3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對照 CEFR標準表 

學 習 教 材 CEFR等級 備     註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 A2 歐洲會議為幫助語言檢

定的發展與應用，於 2009

年 1月發布修正版，將原

本的 6級修正為 9級，分

別為 A1、A2、A2+、B1、

B1+、B2、B2+、C1、C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四冊 B1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 

第一課至第十五課 

B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 

第十六課至第二十課 

B2+ 

*表格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張莉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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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詞彙例句中亦融入文化學習，提及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外，

另加入流行語之學習，如以臺灣時下流行語「阿飄」加入課文，讓學習能更貼近

口語化。 

 

2.「文人墨客」部分 

搭配本課信仰文化內容，介紹臺灣特殊廟宇文化，並搭配跨文化交際介紹護

身符、御守及十字架等不同文化所代表之意義。 

 

3,「客後練習」部分 

分為「賓果遊戲」、「故事接寫」、「義民電影院」、「閱讀悅讀」、「飄洋過海寫

給你」及「美食報馬仔」六個部分，練習包含聽、說、讀、寫、發表及實作部分，

於每項練習題中標明技能及難度，並搭配新聞報導等真實語言材料，美食實作則

讓學習者能在做中學體驗客家文化。 

 

4.「延伸客程」部分 

此部分可搭配旅遊華語做文化體驗學習，主要介紹臺灣知名景點，並結合客

家文化，教師可另設計搭配校外參觀之活動。另編排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3年度客家語兒歌曲譜集 DVD教材」之「㧡1擔奉飯敬義民」兒歌歌曲，搭配

動畫及電子書學習，並另標注客語海陸腔客語發音，讓對客語有興趣之學習者能

做更進一步之認識。 

 

 

 

 

                                                      
1㧡，客語用字，四縣腔音 kaiˊ，無對應之漢字，意為「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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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評估 

    錢瑗(1995)提到評估教材的工作實際上是一種對照過程，教材評估從本質是

一個直接的、分析性的配對過程，即將需求與可能的解決方法配對。評估者應首

先列出某一種課程的教學目的及對教材的要求，可稱之為「自身需求分析」，同時

列出某一候選教材的特點，也就是作「客觀對象分析」，然後兩相對照作出評估。 

    周雪林(1996)提出研究教材的方法是看它是否能夠滿足學習者的需求，這是

評判教材的依據和前提；趙金銘(2004)則提到，教材評估就是根據特定的標準或

原則對教材設計和實施的成敗得失、優劣高下進行評鑑和估量，也就是評估教材

的成功之處、失誤之處、勝出之處、不足之處，以及該有的是否已有、已有的是

否合理、合理的是否創新、創新的是否突出等等；李泉(2006)則說，從教材研究

和編寫的角度來說，教材評估是對現有某一類型的教材進行全方位的評估，以獲

取全面的評價信息。 

    綜上而言，要能夠達到教學目的和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是一套教材重要的任

務，也是評估的兩大主要內容。 

    教材評估面向根據不同學者亦提出不同看法。國外學者設計之教材評估表，

內容包括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成本以及關於教材選

擇的評估表，包括教材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教學的需求和課程標準的需求；

周雪林(1996)提到評估表應有教材與教學理論的關係、教材與教學大綱的關係、

教材與學習者的關係、教材的選材問題、教材練習的設計問題及配套教材六大面

向對教材進行客觀公正的評估；崔永華(1997)針對根據教學對象、學習目的、學

習者的水平、適用課程等選擇和規定教學內容(包括語言要素、言語技能、言語交

際技能、語用規則和文化背景知識)和素材等進行評估，如何根據語言學習規律選

擇和安排教學內容、教學項目(生詞、語法、課文和練習等)及其順序，以達到既

定的教學目標。 

 



139 
 

    程曉堂(2002)將評估分為印象性評估和系統性評估。印象性評估往往憑藉評

估者的直覺和教學經驗、教材使用經驗來對來對教材進行主觀的、隨意的、印象

性的評價；系統性評估包括評價教材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有效的內部評價，

以及評價教材對於某一使用對象群體的適用性的外部評價。印象性評估只根據對

課文、對話、練習或插圖等印象來對教材進行直覺的、經驗性的評估，是不能作

為對教材的定性評估的，而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性的評估，因為這種評估隨意性和

主觀性太強，而且也不夠系統。 

    本研究使用評估表所列之指標以趙金銘(1998)《論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中提

出之評估指標為參考，因應教材種類不同及學者專家給予之建議，將評估指標作

修正，針對「前期準備」、「理論依據」、「教材內容」、「練習編排」、「教材配套」

及「其他」等六大面向作評估，共訂定 40項評估指標，每項分為 A、B、C、D、E

五個等級，A代表非常符合，得分為 5分；B 代表符合，得分為 4 分；C 代表普通，

得分為 3分；D代表不符合，得分為 2分；E 代表非常不符合，得分為 1分，總得

分為 200分，累計得分 180分以上者為優秀教材，150-179 分之間者為良好教材，

120-149分之間者為一般教材，119分以下者為較差的教材(評估表內容詳參附錄

二)。 

    本小節就六大評估面向分項敘述各評估指標得分統計表如下： 

 

 

 

 

 

 

 

 



140 
 

(一)「前期準備」部分 

 

表 4-4 「前期準備」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1 前期 

準備 

對使用教材者的需求有調查了解 4 2 1 0 0 

2 依據教學目標進行編寫 6 1 0 0 0 

3 針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掌控份量 3 3 1 0 0 

     

1.「前期準備」評估項目評估結果 

此部分共有三項指標，滿分為 105分，總得分為 95分，評估對象大都對前期

準備之評估項目表達肯定，惟「針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掌控份量」一項，評估者

認為本教材生詞量比重較多。 

 

2.「前期準備」評估表反饋內容 

    評估對象 E2：課文生詞在每一段落中的比重稍顯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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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依據」部分 

 

表 4-5 「理論依據」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4  

 

 

理論 

依據 

 

使用該教材可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4 3 0 0 0 

5 教學目標覆蓋教材核心概念 4 3 0 0 0 

6 能充分展現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

技能的培養 

3 4 0 0 0 

7 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訓練比重皆均衡 2 4 1 0 0 

8 教材內容表達正確且得體 4 3 0 0 0 

9 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並重 4 3 0 0 0 

10 教材程度與學習者程度相符 2 3 2 0 0 

     

1.「理論依據」評估項目評估結果 

此部分共有七項指標，滿分為 245分，總得分為 216分，大部分評估項目獲

得評估者肯定，惟「教材程度與學習者程度相符」一項，部分評估對象認為教材

內容的難度可以再做些微調整。 

 

2.「理論依據」評估表反饋內容 

    評估對象 E5：教材內容上有些部分是較為困難的地方，像是口語化的說詞和 

    專有名詞，建議做些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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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內容」部分 

 

表 4-6 「教材內容」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11  

 

 

 

 

 

 

 

 

教材 

內容 

詞彙量適當 2 1 4 0 0 

12 語法量適當 4 3 0 0 0 

13 句子長短適當 4 3 0 0 0 

14 課文篇幅適當 4 2 1 0 0 

15 課文與會話語言呈現真實且自然 3 4 0 0 0 

16 所設定之語境自然且情境化 5 2 0 0 0 

17 題材涵蓋面廣、體裁多樣化 3 4 0 0 0 

18 教材內容的深淺難易安排得當 1 4 2 0 0 

19 課文有趣，能帶給學習者想像餘地 3 4 0 0 0 

20 教材內容無宣傳、說教，且強加於人

之處 

4 3 0 0 0 

21 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6 1 0 0 0 

22 有跨文化相關內容呈現 2 5 0 0 0 

23 淡化語法，避免使用專業術語 5 2 0 0 0 

24 有說明語法的使用 7 0 0 0 0 

25 注釋及例句精確 6 1 0 0 0 

26 外文翻譯得當 6 1 0 0 0 

27 例句涵蓋文化內涵，具有可讀性 7 0 0 0 0 

28 例句精當，能舉一反三 4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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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內容」評估項目評估結果 

此部分共有十八項指標，滿分為 630分，總得分為 573分，大部分評估項目

獲得評估對象肯定，惟「詞彙量適當」項目，評估對象認為教材中詞彙量比重較

多，建議可做調整。 

 

2.「教材內容」評估表反饋內容 

    評估對象 E2：課文生詞在每一段落中的比重稍顯過多，部分生詞以新版《實 

    用新版視聽華語》的程度來說較為簡單，建議可以不列入生詞。 

 

    評估對象 E4：詞彙量較大，建議考慮將部分詞彙放在「補充詞彙」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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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練習編排」部分 

 

表 4-7 「練習編排」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29  

 

練習 

編排 

 

練習能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 2 4 1 0 0 

30 練習種類多樣化 5 2 0 0 0 

31 練習份量足夠 4 2 1 0 0 

32 注重表達練習 4 3 0 0 0 

33 練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訓練 2 3 2 0 0 

 

1.「練習編排」評估項目評估結果 

    此部分共有五項指標，滿分為 175分，總得分為 153分，大部分評估項目獲

得評估對象的肯定，評估對象亦針對本教材練習部分提出建言，認為可以再多增

加教材中練習的比重部分。 

 

2.「練習編排」評估表反饋內容 

    評估對象 E1：建議可以在教材設計中加入「聽力理解」技能的設計或練習。 

 

    評估對象 E4：練習對華語學習者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材中設計安排的練習 

    非常多樣化，版面安排也很漂亮，但仍覺得練習比重不太夠，即使學習者已 

    經對這方面的文化有概念，但還是需要多一些的練習。 

 

    評估對象 E5：練習的部分來說，對於學習者習寫的部分會比較困難，這部分 

    教師在教學進行操作練習的時候可以給予學習者多一點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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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配套」部分 

 

表 4-8 「教材配套」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34  

教材 

配套 

有相關參考資料，方便教師備課 5 2 0 0 0 

35 依據不同地域之教師及學習者提供

建議 

4 3 0 0 0 

36 有影音資料可供視聽 7 0 0 0 0 

 

    此部分共有三項指標，滿分為 105分，總得分為 100分，七位評估對象皆對

評估項目表達肯定，特別是「有影音資料可供視聽」項目，七位評估對象皆給予 5

分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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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部分 

 

表 4-9 「其他」評估項目結果分析表 (單位：次)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   分 

A B C D E 

37  

 

 

其他 

版面活潑新穎，能吸引學習者 6 1 0 0 0 

38 插圖或圖片安排適當，與內容配合緊

密 

6 1 0 0 0 

39 教材內容使用不同字體及大小編排

區別 

6 1 0 0 0 

40 教材版面美觀、一目了然 7 0 0 0 0 

 

    此部分共有四項指標，滿分為 140分，總得分為 137分，七位評估對象皆對

評估項目表達肯定，認為教材內容特別，版面安排上也別具巧思，很能吸引學習

者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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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材評估結果 

    整體而言，透過評估對象對教材所做之評估，本教材獲得評估對象的肯定，

七位評估對象中，其中有四位評估對象給予本教材「優秀教材」的肯定，比例超

過一半，評估結果本教材總得分平均為 182分，或以常模分布來看評估結果，扣

除最高分及最低分之平均分數計算(扣除評估對象 E6給予之 197分以及評估對象

E5給予之 170分)，得分平均為 181.4分，是評估表中累計得分 180分以上者之優

秀教材(詳參下表 4-10)，評估對象亦對教材表達出肯定之意見。 

 

一、評估表反饋內容 

    評估對象 E3：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材編寫設計，巧妙地將客家文化融入華語 

    文化教學，讓客家文化教學顯得活潑生動又不落俗套，又能借重華語文化教 

    學成熟的技巧，讓臺灣在地文化與華語可以相輔相成，置入文化元素教學， 

    順利連結語言學習，值得肯定。 

 

    評估對象 E4：整份教材相當吸引人，很活潑生動且多樣化，不會令人感到沉 

    悶。 

 

    評估對象 E5：這是一份很用心編輯的教材，內容上也很特別，因為在華語教 

    材中介紹客家文化的教材確實很少，設計者能將客家文化內容作完整的教材 

    呈現，是很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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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評估者給分一覽表 (單位：分，滿分為 200 分) 

代號 E1 E2 E3 E4 E5 E6 E7 平均 

分數 178 185 192 180 170 197 172 182 

評估 

結果 

良好 

教材 

優秀 

教材 

優秀 

教材 

優秀 

教材 

良好 

教材 

優秀 

教材 

良好 

教材 

優秀

教材 

 

 

57%

43%

教材評估類別結果圓餅圖

優秀教材

良好教材

 

圖 4-2 教材評估類別結果圓餅圖 

 

二、小結 

    以評估結果來看，評估對象給分皆於 170分以上，評估對象 E3及評估對象 E6

更是給予 190分以上之高分，本教材評估以平均得分及常模分布得分來計算，分

別為 182分及 181.4分，皆是評估表得分 180分以上之優秀教材。本研究教材編

寫前期針對教材使用者做半結構性深度訪談以探得教材使用需求，並將受訪者意

見納入教材編寫中，後以評估對象對自編教材做評估之方式，給予研究者反饋以

進行教材設計反思。 



149 
 

    透過教材評估結果發現，評估對象對於詞彙及練習比重份量提出意見，認為

詞彙比重較高而練習份量較少，研究者認為本教材針對具備中級以上程度之學習

者使用，學習者具備一定之華語程度，教材內提供之詞彙份量約為四十個左右應

為可接受之份量；而在練習比重部分，本教材設計練習題針對不同程度學習者做

設計，並於教材內搭配旅遊華語做延伸課程課程，希望可以提供給在臺各地華語

中心之教師搭配地域作教學使用，規劃校外參觀或活動體驗亦可設計適合學習者

之學習單，藉此豐富練習份量與內容。 

    本研究透過反饋進行教材編寫設計之反思，並不斷滾動修正教材內容以符合

教材使用者需求，期讓教材更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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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展望 
    本研究以客家節慶活動為教材設計主題，藉由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方式，

將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學中。 

    第一章為緒論，針對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及研

究範圍限制作說明。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針對客家文化之範疇、客家節慶相關研究論文分析、現

有客家教材分析、客家教材相關研究論文分析、華語教材分類、華語文化教材編

寫原則、文化教材相關研究論文分析、文化教學方法、文化教學課程規劃、文化

教學相關研究論文分析及訪談調查作文獻回顧與整理，並從文獻分析中爬梳出對

本研究之幫助。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與過程，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與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後說

明本論文章節架構與研究過程。 

    第四章為客家文化融入華與文化教材編寫設計，先對本教材設計理念作介

紹，藉由對學者專家與在臺華語學習者之需求分析，得出對本教材設計之規劃與

建議，後針對教材示例內容做分析與教材評估，以七位華語教師與教材編撰專家

之評估回饋，對本教材提出修正與建議。 

    第五章為結論、建議與展望，本研究提出結論，並對華語教師、教材編纂者

及華語中心等教學機構提出建議，期許未來在華語文化教材上能有更多元之教材

出版。 

    本研究以教材使用者對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看法，及華語教師

等評估對象對教材之評價為研究主題，以下就本章提出之研究結論、建議與未來

展望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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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論 

(一)在臺華語學習者以客家文化為媒介，可藉此認識臺灣之多元文化 

本研究以客家文化為主題設計 12課之課程內容，並選擇一課「客家義民祭」

為教材編寫示例，主要針對對象為在臺灣之華語學習者，身處在臺灣多元文化之

環境下，生活中亦接觸到客家文化，認識客家文化即是認識臺灣文化之一部分，

考量客語之語言技能學習可能帶給外籍華語學習者學習負載過重，以「文化」之

介紹為入門，可以開啟學習者對客家文化學習之契機，藉由文化教學與華語學習

並重之教材展示，讓學習者可以透過教材認識客家文化，並於課堂教學中進行跨

文化溝通，進而培養學習者跨文化交際之能力。 

 

(二) 以節慶活動為主題，將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是可行的 

    本研究以客家節慶活動為教材設計之主軸，客家文化範疇廣泛，舉凡飲食、

衣著、建築、信仰、語言以及傳統觀念皆有涵括，考量偏重其一內容導致教材設

計內容之不足，故以客家節慶活動為主要概念，其中每個節慶皆有其傳達之客家

文化主題性，如「公館福菜節」即是介紹客家飲食中特殊之醃漬文化、「東勢新丁

粄節」則介紹客家飲食中重要的粄食文化，再如本研究教材示例之「客家義民祭」

介紹客家人重要之義民爺信仰文化，以客家節慶活動之包裝，並運用客家節慶活

動實地考察之方式，將客家文化與現實生活做緊密結合，並透過參與讓學習者身

歷其境體驗外，亦降低文化學習之負重。 

    本研究透過教材設計與評估之方式，探討專家學者與華語教師對客家文化融

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之看法，透過七位華語教師與教材編撰專家之評估反饋，普

遍肯定將節慶活動為主題導入客家文化之介紹，並將其融入文化教材編寫之方

式，評估表以前期準備、理論依據、教材內容、練習編排、教材配套及其他等六

大面向，設計四十項評估指標，總分為 200分，共四位評估者將本教材評定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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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材(得分為 180分以上)，三位評估者評定為良好教材(得分為 150-179分)，

平均得分為 182分，足見以節慶活動為教學主題融入客家文化於華語文化教材編

寫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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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華語教師方面 

    本研究認為華語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課程中可以視學習者需要，將文化教學

適時納入課程教學中，並透過讓學習者親身參與之方式，能對臺灣多元文化有更

深一層之認識，進而培養良好的跨文化交際。以本研究教材示例之「客家義民祭」

為例，教師可以搭配課文「感恩」主題進行文化教學，並於課程進行一段落時，

以校外參觀或戶外教學之方式，帶領學習者參與相關活動。身處臺灣多元文化社

會中，無論是客家文化或原住民文化，都是生活中密切接觸的，透過參與體驗方

式進行學習，不僅可以讓學習者印象深刻外，更能將所學知識及真實交際環境做

結合，也進而豐富華語教學方式之層次。 

 

(二)教材編纂者方面 

    隨著華語熱的興起，華語教材市場供需之情況隨著改變，從早期華語教材之

「一本獨大」，轉變成許多華語教材種類亦隨著熱潮應運而生，除了新版《實用視

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今日臺灣》及《迷你廣播劇》等品牌教材外，更有

許多如商務華語教材、旅遊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及聽說讀寫技能類教材，大

部分仍以華語教學為教材主線，雖有如《今日臺灣》及《迷你廣播劇》等文化教

材，與一般華語教材相比，市占率仍是少數，上述兩套教材內之文化介紹亦為泛

論，而非針對特定文化作編寫設計之教材。本研究認為，華語教材編纂不應只侷

限傳統華語教材及文化教材種類上，而是應與時俱進，開發並創新編寫更多不同

種類之教材外，更應考量在臺之華語學習者需求，誠如本研究需求訪談得到之回

饋，受訪者表示臺灣有很好的華語教學環境，在傳統中國文化、閩南文化、客家

文化、原住民文化與新移民文化之相互交集影響下，造就臺灣文化獨特之美，需

要透過華語教材將文化做推廣，反之，客家教材也是，教材編纂者可以在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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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考量與創新，讓客語教學不只侷限在傳統教師單向輸入教學，能以活潑有

趣方式引導學生學習，利用教材之編纂方式將客家文化做傳承與發揚。 

 

(三)華語中心方面 

    本研究以客家節慶活動為教材設計之發想，於教材內置有「延伸客程」單元，

搭配每課教學主題安排旅遊景點介紹，除了結合旅遊華語做文化體驗學習外，並

介紹臺灣知名景點結合客家文化教學，供各大華語中心可依教材設計搭配校外參

訪之活動，或因應各大華語中心短期華語營隊之課程設計，安排文化課程以及參

訪體驗課程，以陳淑玲(2012)《短期華語遊學團課程設計與實踐成效》研究中提

及短期遊學團課程設計為例，教學總時數為四週，每週上課五天，文化課和文化

活動每週三次，參觀訪問每週一次，長途旅遊一次，課程總時數為 136小時之安

排方式做設計，可以將遊學團中文化課程導入客家文化教學設計，並視各華語中

心地理位置安排每週一次客家庄參訪，如桃竹苗地區之華語中心可就近參訪所在

地之客家庄，長途旅遊可以結合並搭配時節參加客家大型節慶活動，如暑期遊學

團可以結合「客家義民祭」活動做文化體驗，寒假短期遊學團亦可以結合「公館

客家福菜節」及「東勢新丁粄節」，讓學習者不僅可以習得客家文化之意涵外，亦

可進行一趟深度之客家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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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展望 

(一)教材應用於課堂教學之實踐 

    本研究因研究時間與場域有限，前期針對教材設計做學者專家及在臺華語學

習者需求訪談，爾後進行教材編寫設計，後期則進行教材設計之評估，以華語教

師及教材編撰專家給予教材編寫之意見反饋與評分，未來研究可朝向以本研究之

教材設計應用於課堂之教學實踐，透過學習者學習面及華語教師教學面做雙向反

饋，可以為教材設計提供更多寶貴之建議。 

 

(二)多面向之文化教材之問世 

    綜觀現今華語教材之琳瑯滿及客家教材市場競爭對手之薄弱，文化教材目前

亦尚處於輔助教材及課堂中教師自編教材之性質，透過本研究之探討，期未來研

究能針對華語文化及客家教材教材做多元設計與探討，亦希望透過本研究之教材

設計，能有拋磚引玉之效，讓未來能有更多面向之文化教材出版問世，除造福華

語教師與鄉土教師在教材使用上有更多樣化選擇外，亦豐富華語及客家教學之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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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客庄十二大節慶內容介紹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http://festival.hakka.gov.tw/Festival-List.aspx?l=1) 

 

◎ 公館客家福菜文化節◎ 

舉辦期程：每年 1月 

舉辦地點：苗栗縣公館鄉 

活動特色：千人擠福菜 

香氣四溢、味道甘美的福菜，是苗栗客家菜裡不可或缺的食材，無論是家中的

餐桌或是餐廳、小館，都能見到它的蹤跡。入冬時序，各個村落到處都在曬福菜，

成了當地的特殊風光，年終歲末芥菜收成，正好是農曆過年與家人團聚時吃的年

菜，有長命百歲菜的意思。 

    素有「福菜之鄉」美名的苗栗公館鄉，同時貫徹「客家福菜香．公館百寶鄉」

主旨，結合公館休閒產業讓民眾了解過去與現代的客家文化之美，公館鄉福菜年

產量 25萬斤產值逾 5千萬，踏福菜是客家人的共同記憶，也代表著客家惜物勤儉

的精神，一顆福菜的製成，必須反覆翻曬 60次，所以客家人跟福菜之間的感情，

是緊密相繫的！  

    公館鄉在 2011年首次舉辦第一屆全國客家福菜節活動，引起廣大迴響，吸引

全國各地民眾帶著孩子參加學習自製福菜的過程，後於 2012年規畫納入客家委員

會「客庄十二大節慶」之列，於每年 1月打客家節慶之先鋒！2013年起，更是展

現千人「齊力去踩福 千人踏鹹菜」的壯觀景象，延續傳統的客家福菜文化，在 2014

年，計畫將公館客家福菜節擴大為國際觀光活動，希望藉由客家飲食中經典的「福

菜」多樣的烹調方式展現客家飲食文化特色，也認識客家人「醬缸文化」在客家

菜餚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與客家福菜「傳承」的文化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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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龍 ◎ 

舉辦期程：每年 2月 

舉辦地點：苗栗市 

活動特色：民俗踩街、點睛儀式、舞龍競技、 龍晚會 

   「 龍」為客語發音，也就是「炸龍」的意思，是臺灣客家族群重要的元宵民

俗活動，不僅有迎春納福的意涵，更有傳承文化習俗的深遠意義。為傳承珍貴的

客家文化資產，擴展地方觀光價值，苗栗市特別將當地的傳統習俗活動「 龍」，

加入民俗踩街、全民參與、甚至國際視野的創意活動，不但吸引了更多外地觀光

客，也讓「 龍」成為臺灣新春知名的元宵節慶之一。 

    客家人相信龍會護佑百姓平安，在客家人重視龍的文化下，在元宵節前三天

就開始舞龍慶賀、踩街遊行，精彩的舞龍陣仗和各種民俗藝團遶境表演，祈禱神

明降福給親戚朋友，為了要讓舞龍熱鬧精彩，兩旁的店家和圍觀的人群開始點燃

丟擲鞭炮或是沖天炮到龍陣隊伍裡面，輪番進場的隊伍，穿梭其中，現場只聞不

絕於耳的爆竹和鑼鼓聲中，亂竄的火花隨著龍身不斷的舞動而四處迸射，煙霧瀰

漫又嗆鼻的硝煙中，爆裂的碎紙花有如濃霧中紛紛墜落的櫻花，美麗又刺激，是

苗栗山線客家族群最充滿元宵節歡慶氣氛的民俗活動。 

    「苗栗 龍」活動至今已超過十個年頭，這項民俗在客家農業社會裡就已經存

在，當時是為求來年豐收發展出結合地方廟會慶祝活動的獨特地方民俗。而近幾

年來 龍活動聲名大噪，交通部觀光局推動「Tour Taiwan Years 2008-2009 旅

行臺灣年計畫」，便獨具慧眼地將 龍列入「臺灣慶元宵」系列活動，而客委會更

將其年年列入客庄十二大慶典之一，吸引許多外來客前往感染其熱鬧氣氛。根據

統計，2013年在最熱鬧的 龍之夜吸引了約 1萬 3,000人次參與，2014年略微成

長到約 1 萬 3,800 人次，直至今年，更是吸引了約 3 萬人次共襄盛舉！其中更有

一位來自日本的研究生特別前來拍攝紀錄片，以記錄客家這別具特色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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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新丁粄節 ◎ 

舉辦期程：每年 2月 

舉辦地點：臺中市 

活動特色：求子儀式、粄類創意美食、鬪粄 

    每年元宵時節，臺中縣東勢鎮有一項流傳一百多年，全臺獨一無二的「新丁

粄比賽」，客家族群的米食文化十分多元，其中因應各式節慶而製作的「粄」佔有

相當重要的地位，發展出「吃粄仔」的文化。「粄」乃是客家人泛稱糯米所做成之

各式糕點，亦即福佬人所稱的「粿」，「新丁」則指家人新添的男丁，「新丁粄」即

為慶賀新添男丁的糯米糕點，生女孩的客家家庭也會製作「千金粄」慶祝家族中

誕生新的女娃。在農業社會，男丁除了傳宗接代外，更是農家人勞動力的最大來

源，故家裡前一年生有男丁的人，一定不會忘了元宵節準備數十塊「紅粄」(上有

象徵長壽的大龜印記，故又稱「紅龜粄」)，到神廟謝神並祈福，祭拜後分享親友

共沾喜氣。而在過去的客庄文化中，客家女性的打粄實力備受重視，因此新丁粄

製作也是考驗家族女性打粄手藝的重大時刻。 

    「鬪粄」也是新丁粄節的特殊活動，是因人們爭相出鋒頭的心理，所產生的

趣味競賽，沒有神奇的源起傳說，也缺乏確實的文獻可考，只是在客家人向神明

祈求添丁、賜福儀式中所增加的一項活動，卻意外的成為全臺唯一的民俗文化慶

典活動。 

   自政府機關接辦新丁粄節以來，已邁入第 10個年頭，新丁粄節儼然成為客庄

的傳統，也年年成為客家委員會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2012年的新丁粄節並增加

千人提燈化妝踩街項目，結合東勢各社區組織、機關學校與民間團體參與，直至

今年已經有一千六百多人參與盛會。近年來擴大為新燈踩街、丟炮城、客家古禮

新婚、客家猜燈謎、燈籠彩繪及客家美食、音樂饗宴等活動，形成東勢最富盛名、

饒富趣味的特殊元宵風俗，讓傳統與現代產生創意火花，呈現具有地方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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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堆嘉年華 ◎ 

舉辦期程：每年 3月 

舉辦地點：屏東縣 

活動特色：六堆運動會、民俗技藝踩街 

    六堆運動會起源於客家先民共禦外侮 、捍衛家園的歷史，素有「大武山下的

小奧運」美譽，2006年起行政院客委會擴大為六堆嘉年華，延續昔日六堆義勇軍

團隊合作的歷史精神，彰顯六堆在地文化特色。 

    六堆的民眾對體力鍛鍊與體育活動很重視，以前若發生動亂，就會集合各堆

的民防武團齊力出戰平亂，稱為「出堆」；六堆地區的民風強悍而團結，大概就是

源於這 樣的精神吧，追本溯源，打從清治時期，六堆鄉親為了強化團結意識、宣

揚保鄉衛民的觀念，就有組團習武鍛鍊的習慣，以在便遭逢重大事故或動亂時，

能夠迅速回應，聚集各堆的民丁壯士出動作戰，這樣的民團組織維持了近三百年

之久，直到 1895年抗日失敗後被臺灣總督府瓦解，僅留六堆之名。  

    六堆並非地名，它是高雄市、屏東縣客家聚落的統稱，最早起源於自保因而

發展出地方團練性質的特殊組織，用軍事行動來捍衛鄉梓，2006年開始，客家委

員會便與高屏六堆地區 12個鄉鎮合作辦理，將六堆運動會擴大「六堆嘉年華」，

雙軌並行，擴大為 12個鄉鎮的裝置花車、聖火傳遞、客家特色商品展售及客家藝

術表演嘉年華等，以延續昔日六堆義勇軍團隊合作的歷史精神，彰顯六堆在地文

化特色。從民國 37年首屆舉辦到今年第 50屆，從裁判到選手皆不限客籍，也不

限族群，比賽內容有正式運動，也有傳統民俗趣味競賽，並以一系列六堆嘉年華

活動歡迎民眾前往共襄盛舉，共同體驗客家文化盛事。 

    今年特別祭出 2萬顆客家飯糰，和 1000人次折疊客家藍衫活動挑戰金氏世界

紀錄為活動掀高潮，統計參與人數約為 1500人，其中更是不乏些許外籍觀光客參

與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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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桐花祭 ◎ 

舉辦期程：每年 4月開始 

舉辦地點：基隆縣、新北市、桃竹苗、中彰投、雲嘉、花東 

活動特色：祭天大禮、桐花音樂會 

    滿山遍野的油桐樹曾是客家早年重要的經濟作物，為地方帶來產業契機。過

去，油桐樹是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廣泛栽種在鄰近山林的客家地區。其中，油

桐子可以提煉桐油、油桐木則做為製作民生用品的基本材料。油桐花在北臺灣沿

臺三線分佈，純白的桐花，是北臺灣客家庄的守護神，當時臺灣的物質環境比較

貧乏，早期客家人撿油桐子貼補家用，將桐油、桐木作為紙傘塗料和用具材料，

是客家的一級產業。油桐木所衍生的經濟價值，也成為許多客家人輔助家計的重

要來源，因此，客家族群對油桐、對山林、對自然有深厚情感和由衷的感恩。 

    每年的「客家桐花祭」，客委會除了邀請民眾賞花、遊客庄之外，一直傳承著

祭拜山神的隆重儀式。祭天大禮，一方面代表對山林大地的感激與崇敬，另一方

面也喚起客家子弟再造鄉土與人文的遠景；蘊涵著敬天法地、肅穆潔淨、虔誠祈

福的精神，更鼓勵大家不忘根、不忘本。如今，油桐樹在民生上的經濟價值雖然

不再，卻成就出現代桐花祭的美麗經濟，所以客委會舉辦桐花祭，是用「祭」典

的虔誠來舉辦，而不只是代表開花的「季」節而已。 

    客家委員會自 2002年舉辦桐花祭以來，至今已經邁入第 14個年頭，幾年來

在「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上，創造了卓越成績，已讓客

家桐花祭成為臺灣最知名的花之盛典，在山林中譜出動人的樂章。根據統計，客

家桐花祭開幕式甚至創下入場民眾五萬多人的記錄，可見臺灣的賞桐風，直追日

本的賞櫻風，成為臺灣春夏之際最夯的活動！客家桐花祭的創意是凝造人與天地

間最聖潔美好的相逢，汲取客家民眾勤誠樸實的生活型態，融入臺灣本土在地的

養分後，孕育出的美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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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客鼓鳴心‧鼓王爭霸戰◎ 

舉辦期程：每年 7月 

舉辦地點：花蓮縣 

活動特色：尬鼓競技、鑼鼓表演 

    富源地區拔仔庄鼓王爭霸戰原本只是傳統廟會的鼓陣，後來經由社區發展協

會的規劃，於是活動開始朝「用鼓聲喚起客庄庄民共同的回憶，並激發出團結向

心力」的方向努力，希望能藉由讓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鼓王爭霸戰不同於其他鼓

藝賽事，而以在地人力扛鼓技藝為中心，除需基本的鼓藝技巧外，在選手身高、

體力不一致的情況下更需具備相當的配合度及團結力，並經無數次的練習才能穩

穩的抬起轎鼓，使鼓手敲響一聲聲憾動人心的鼓樂，期望透過活動的辦理，扶植

鼓藝民俗技藝團體，提供一個展演平臺，經由創意發想及練習，凝聚團體向心力，

彼此切磋鼓藝、鼓技，俾達到永續傳承民俗技藝文化之目的。 

    自民國 87年起舉行的鼓王爭霸戰，至民國 100年由花蓮縣政府主辦起，結合

花蓮縣 9個客家重點發展城鎮、學校、花蓮縣客屬會暨各分會及富源社區發展協

會等，共同辦理系列活動，透過「尬鼓體驗」、「尬鼓競技」、「客家產業嘉年華」

等，每位參與之鄉親，不分區域、種族、性別、宗教、年齡、職業等熱情參與各

項活動，拔仔庄的信仰中心也是花蓮地區最早的城隍廟─保安宮，在城隍聖誕慶

祝活動中，慶祝陣頭綿延數里，震懾人心的鑼鼓陣，以人力合挑大鼓，沿途競技，

鑼鼓陣不僅是宗教活動的重心，也是地方民俗藝術之美，一百多年來在拔仔庄歷

久不衰。其中更是有邀請九天文化藝術團以齊天戰鼓展現鼓聲磅礡的氣勢，韓國

嶺南打擊樂團以舞者結合強烈節奏展現一段段特技的舞蹈演出。透過本活動的辦

理，不僅帶動各鄉鎮及客家鄉親的認同與積極參與，願意為重振及永續傳承客家

文化、牽成客家、繁榮客庄之目標而努力，同時呈現東部客家多元族群融合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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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義民祭 ◎ 

舉辦期程：每年 8-10月 

舉辦地點：新竹縣(約 8-9月)、新北市(約 8月)、臺北市(約 10月) 

活動特色：迎神遶境、安座大典、挑擔奉飯、藝文表演 

    在客家聚落，常常可以看到大大小小聳立著褒忠亭、忠義亭及義民廟的寺廟，

是為了收容福客械鬥死難人員的骨骸而設立的，是保存客家義民傳承的象徵，也

正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之一。 

    新埔義民廟的義民祭，歷史相當悠久，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祭弔義民先烈，

發揚其忠義精神。介於祖、神之間的義民爺，不僅是客家敬忠奉義的象徵，也是

客家人團結的重要圖騰。舉辦義民祭追思先輩，更融合義民信仰是客家人最具代

表性信仰的意義。祭典期間民眾會準備供品，以挑擔步行方式至義民廟祭拜，稱

為「奉飯」，此項習俗已延續約兩百年。別具特色的「奉飯」祈福，更是表現出義

民爺與客家人之間的親近。奉飯又稱「奉饌」，時間定在每日申時，起源於義民爺

出征前，鄉民會挑擔供應酒食，以壯聲勢，同時征戰途中挑擔供應飲食，藉以慰

問。戰爭結束後，對於戰亡的義民建廟祭祀，每年祭典時仍沿襲「奉飯」的習俗，

用飯菜祭拜義民爺以表追思。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義民嘉年華今年已經邁入第 29屆，參與人數

由民國 100年的 60,000人，101年 80,000人成長到 102年達到 100,000參與盛會，

其中更有許多外國朋友參加義民嘉年華創意踩街、挑擔奉飯活動！義民軍奮戰的

事跡，雖然已成過往歷史，對年輕一代來說為義民軍的歷史並不熟悉，俗話說飲

水思源，藉著跟隨長輩來祭拜的機會，讓他們也能深刻認識，義民信仰中奉飯習

俗的來由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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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 ◎ 

舉辦期程：每年 9月 

舉辦地點：雲林縣 

活動特色：詔安嘉年華、開口獅表演、古禮祭祖 

    臺灣的客家族群，依腔調可分為「四、海、大、平、安」，其中「安」指的就

是對大家較陌生的詔安腔，事實上「詔安客」渡海來臺拓墾的時間相當早，雲林

縣二崙、崙背、西螺一帶是目前臺灣「詔安客」傳統聚落與人口最多的地區，原

本詔安客約 5萬人左右，但隨著語言流失與人口外移、同化，目前約剩 8000人，

算是客家族群中的「少數民族」。  

    臺灣客家族群中詔安鄉親，祖先來自福建省詔安縣，移居來臺後主要居住在

雲林縣濁水溪中下游，幾百年來大多以務農維生。團結的詔安鄉親，除了同樣有

著客家人堅毅勤儉性格之外，還蘊育著武術、布袋戲等文化團隊。武術中最為人

熟知的即為西螺七欠「阿善師」，「欠」字，意指角落，也有部落的意思。相傳西

螺七崁的廖家祖先，在清朝初年移民潮中帶著族人，從福建漳州詔安縣，冒險渡

過黑水溝，移民來臺，落腳濁水溪一帶開荒闢地，而他們克勤克儉，發揮客家堅

毅性格，經過一百多年後，開荒事業終於有成。 

    雲林縣為詔安客語的大本營，詔安客家人雖不住在山區，沒有好聽的山歌，

也沒有傳統的客家歌曲，但老祖先留下來的唸謠，經由年輕ㄧ輩的子孫譜上曲，

傳統加上流行，濃濃的詔安情，大人小孩均能朗朗上口；希望藉由客語歌謠、布

袋戲、古禮文化祭等，推動客家文化，保存詔安客語，提昇客家社區活動，並藉

由舉辦各系列活動教導詔安客裔子子孫孫，學習先人克勤克儉精神，延續與展現

詔安客家文化藝術氣息，以及詔安客家學子優良的藝術品味與文化生活態度的學

習成果，也因此有詔安客家文化節系列活動的由來，並以打造「藝術客家、創意

客家、幸福客家」的在地詔安客家特色為號召，以達到詔安客家藝術文化扎根，

行銷在地詔安文化創意產業特色，帶動詔安客家文化藝術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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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國際花鼓藝術節 ◎ 

舉辦期程：每年 10月 

舉辦地點：新竹縣 

活動特色：踩街競技、花鼓鳴放 

    「花鼓」是來自民間的鼓樂藝術，和農民密切相關；早期的花鼓是單純以鼓

棒打鼓、拋弄的表演，於農閒時大夥兒自動自發集合村里鄰居一起在田間擊鼓演

唱，替客庄增添了不少熱鬧的景象。傳統花鼓藝術流傳至今，隨著客家族群來臺

落地生根，因地制宜，發展出不同於過去大陸花鼓、跳鼓陣、閩南車鼓陣的表演

形式；除了隨性踩踏的舞步、熱鬧歡愉的擊鼓和銅鑼聲，臺灣的客家花鼓加入了

更多樣的形式、發揮充沛的想像力，讓客家花鼓成為同時具有樂器、地方歌舞、

民間陣頭和充滿戲劇張力的表演，成為在慶祝豐收、重要節日慶典時的常民遊藝

表演，可說是客家藝術文化在臺灣扎根、本土化的成就。 

    鼓隊陣頭在臺灣迎神賽會中並不少見，但呈現客家風情，又塗抹丑旦花臉裝

扮，以即興、自由、逗趣形式遊街的新瓦屋花鼓隊，是目前全臺獨一無二客家花

鼓隊。從地方傳統到國際觀光，新瓦屋花鼓隊的陣頭完整呈現客家風情，可說是

臺灣客家表演藝術的代表性團體，更是客家族群表演藝術重要典範。 

    自 2000年起，新竹縣致力於保存發揚在地文化與傳統客家花鼓藝術，每兩年

舉辦一次的新竹縣國際花鼓藝術節，期望以鄉土為根，從傳統出發，跨越國界，

將新竹縣獨特的常民花鼓藝術文化推上國際舞臺。2009 年客家委員會更將「新竹

縣國際花鼓藝術節」列為「客庄十二大節慶」，開啟年年舉辦此項活動的契機，同

年新瓦屋花鼓隊更被登錄為新竹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表演藝術類。花鼓隊從地

方秋收農閒時才有的自娛娛人表演，轉變為傳統民俗文化資產，實現了自我文化

的認同。2015年新竹縣國際花鼓藝術節即將邁入第十二屆，新竹縣政府將以「大

千花鼓、躍動交響、好客采風」為主軸，讓重要的民俗活動和藝文饗宴能藉由國

際交流、在地扎根、全方位拓展，發揮客家文化獨特的魅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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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客家文化節 ◎ 

舉辦期程：每年 11月 

舉辦地點：高雄市 

活動特色：客家傳統婚禮、田園音樂節 

    高雄客家文化節有兩個重頭戲，一為「客家有囍婚禮」，規劃於 11月結婚旺

季假新客家文化園區舉行。除招募新人參與活動外，另於年初時開始培訓本市客

家社團團員、學校學童，練習客家傳統八音演奏、山歌及客家童謠演唱或編排戲

劇演練，並於婚禮活動當天演出，藉以推廣、行銷客家文化、音樂、舞蹈，讓參

與民眾體驗多元精彩的客家文化。 

    婚禮當天將呈現客家傳統古典婚禮，首先由八音團及客家迎親隊伍熱鬧揭開

序幕，透過好命媒婆偕同迎親隊伍，重現古早味迎親儀式，新人穿著客家藍衫禮

服，隨著迎親隊伍，在客家千人山歌大合唱的祝福下熱鬧踩街，不拘泥於傳統程

序及祭祀地點，於客家耆老的見證下，安排上燈、插頭花、食新娘茶等重要客家

傳統儀式，另贈送新人「有子傘」美濃手工特製油紙傘，祝福新人們早生貴子，

以減少人口老化及少子化帶來的衝擊。整場婚禮傳統與創意共存，充分展現客家

服飾美學及文化底蘊與客家文創新潮流，讓民眾驚豔!  

    另一個重頭戲為「田園音樂節」，對於客家小鎮而言，豐饒的土地孕育出農村

的希望。為喚回人們對農村的記憶，活動中的「田園音樂節」以貼近土地、常民

生活與族群文化傳承為訴求，規劃於田園奏出客家民謠音樂饗宴，另創作出版客

家音樂專輯，及安排客家農村旅遊體驗、客庄農村樂活體驗、客家文創產業及農

特產品展售，讓民眾對於客家音樂及客庄田園生活有更深刻的體驗及認識。 

高雄客家文化節由傳統對客家婦女頌揚之「夜合季」，轉為以客家婚禮與音樂

節結合之形式，從 2013 年舉辦已經邁入第 3年，不僅發揚傳統與現代創意並俱的

文化藝術，也讓參加者更認識客家音樂及客庄常民生活，一定不能錯過這場結合

傳統古禮與時尚婚紗、伴隨客家音樂悠揚的客家花香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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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姓搶成功 ◎ 

舉辦期程：每年 11月 

舉辦地點：南投縣 

活動特色：遶境祈福踩街活動、搶成功競賽、花燈轎創意比賽 

    時序入冬，熱鬧且人氣非凡的十一月的指標活動─「國姓搶成功」在南投縣

國姓鄉舉行，國姓鄉的客家人口超過全鄉人口數七成，是南投縣最主要的客家鄉。

國姓爺指的即為鄭成功，而國姓鄉是臺灣唯一一個以國姓取名的鄉鎮，客家人口

源自於新竹、苗栗、卓蘭、東勢等地的客家族群，百餘年來，由各地陸續遷來，

與閩南人比鄰而居，海陸、四縣、大埔腔因兼容並存、閩客和諧相處，形成獨特

的客家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搶成功」競技內容仿照當年鄭成功登陸臺南鹿耳門過程，製作戰艦充當道

具。戰艦先由參賽者快速推向前展開搶灘，賽道長約 80公尺，接著再衝刺 70公

尺兵臨城下開始攻城，奪旗手必須快速攀爬繩梯登上城門奪下帥旗，才能獲勝，

過程更緊張刺激。此外，為了增加「搶成功」競賽的困難度，更特地製作兩尊各

重兩百五十臺斤的鄭成功雕像安置在競轎上，增添競賽可看度。活動內容還有創

意花轎競賽、各宮寺遶境祈福踩街、聯合安座祈福大典、客家風情歌唱比賽、民

俗說唱藝術團表演及成功祈福晚會等，鼓勵鄉親唱客家歌、講客家話，讓客家文

化得以源遠流長，代代相傳。  

    「成功」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標，並非僥倖可得，必須經過不斷的努力奮鬥，

一如搶成功活動從歷年舉辦累積經驗，也累積出國姓鄉的地方能量及鄉民的凝聚

力，參加搶成功文化季，是民眾體驗國姓鄉客家與國姓爺文化的最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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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好米收冬祭 ◎ 

舉辦期程：每年 12月 

舉辦地點：花蓮縣 

活動特色：音樂晚會、戲劇表演、千人收割體驗 

    臺東所生產米聞名全國，被譽為「臺灣出好米，好米在縱谷」，蘊育出名副其

實的「縱谷好米」，植出最受饕客青睞和喜愛的池上米。客庄農家稻米收割是一項

大事，一般都會準備供品祭拜當地的伯公，祈求開工一切風調雨順，在一片黃金

稻浪的良田中，遵循古禮舉行收割開工祭典，並邀請在地稻米達人，帶領民眾體

驗傳統農事體驗、人工收割、打穀、紮草體驗活動，配合製米 DIY 形成帶狀體驗，

讓都市及國外來的遊客們赤腳下田，身體力行何謂「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藉由農事文化教學，體現城鄉交流的意義。體驗結束後，讓大家一起坐在田埂邊

品嚐客家美食饗宴，伴隨著稻香感受客庄農家傳統的用餐文化。 

    東臺灣是美麗的後花園，日據時代，許多客家人攜家帶眷遷移至臺東，由於

受地形的保護，臺東宛如遺世獨立的桃花源，居民無論從最早定居於此的原住民，

到後來的閩南籍、外省籍、客家人等不同族群，不分種族，協力合作，融洽相處，

使得今日的臺東，呈現出豐富，多元的豐貌，亦創造兼容並蓄的獨特文化。透過

稻米收割時期敬天謝神的儀式，結合地方文化觀光產業，及配合縱谷花海活動的

辦理，在每年末秋收後，客庄農家人最重要的交流聯誼的時機，將這極具客家特

色的傳統活動發揚光大，更期望能為客庄帶入更多觀光人潮與經濟發展，提供全

國民眾一處具休閒、觀光、知性、美食、生態的旅遊點，進而提升傳統文化的加

值發展與傳承、推展客庄社區的旅遊觀光新機，打出城市品牌，帶動形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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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材評估表 

親愛的評估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並對設計之教材做評

估，借重您在華語教學及教材編纂上寶貴之經驗，期對本研究提供寶貴之建議與

看法。為利評估者進行評估，隨評估表附上教材之前言簡介內容(詳參下頁「客」

說「客」話)供評估者卓參，並為保障評估者權益，本研究一切資料僅作為學術論

文之用，感謝您的合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碩士班學生  楊佩玲  敬上 

 

    本評估表所列之指標是以趙金銘《論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中提出之評估指標

為參考，針對前期準備、理論依據、學習理論、教材內容、練習編排及其他等六

大面向作評估，共訂定 40項評估指標，每項分為 A、B、C、D、E五個等級，A代

表非常符合，得分為 5分；B代表符合，得分為 4分；C代表普通，得分為 3分；

D代表不符合，得分為 2分；E代表非常不符合，得分為 1分，總得分為 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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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說「客」話 

    「義桐作客趣」這套教材是為了在臺灣的華語學習者而編纂，近幾年來，客

家活動之舉辦日益興盛，規模亦年年壯大，並對華語教師及外籍學生訪談後得知，

客家文化可以成為華語文化教學中特別的角色，特別是對在臺灣之華語學習者來

說，每個月都有客家盛事，客家活動成為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文化，已然成為

臺灣文化的重要一環，亦具有其獨特之特色。 

   以下就本教材之特色作逐項說明： 

一、適用對象：符合 CEFR B1以上程度之在臺華語學習者(學習時數約 360-480 

    小時，具備 1,500個詞彙量，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或《當代中文課 

    程》第三冊以上程度) 

二、教材內容：教材設計以客家人鍾小妹及美國人王麥可為主角之對話貫串課文， 

    課文對話力求自然以符合真實語言環境，另外，各課詞彙量及語法量皆設計  

    在合理範圍內(詞彙量 50個以內，語法點 5個以內)，避免造成學習者學習上 

    之負擔。在文化點介紹部分，針對課文主題作文化點之延伸，並讓學習者練 

    習口語表達，分享母國之相關文化，進行跨文化之交流。 

三、課後練習：本教材練習種類多元，包含複習課文內容之詞彙及語法點練習外， 

    另配合影片及新聞報導等真實語言材料作為練習，以豐富學習者能兼具聽說 

    讀寫之技能，部分課程另有實作體驗練習，讓學習者能真正體驗「做中學」。 

四、補充資料：教材內編有景點介紹，除了可結合旅遊華語課程，亦可依各華語 

    中心地點彈性使用教學，另依各課主題補充多媒體資料，讓教學可更多樣化。 

五、版面設計：教材版面設計力求簡潔大方，使用字體大多為標楷體以方便學習 

    者閱讀，並加入合適之圖片以豐富版面配置。 

    本教材期編纂一套以客家文化為主體之華語教材，教師可搭配各大活動實施

期程，將課程分為兩部分，前部分為課室學習，主要學習內容為教材內主題，後

部分為實際參與體驗，帶領學習者能親身體驗客家活動，浸潤客家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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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稱：義桐作客趣 

教材類型：華語客家文化教材 

※每項指標勾選 A代表非常符合，B代表符合， 

C代表普通，D代表不符合，E代表非常不符合※ 

序號 評估項目 得分 

A B C D E 

1 前期 

準備 

對使用教材者的需求有調查了解      

2 依據教學目標進行編寫      

3 針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掌控份量      

4 

 

 

 

 

 

理論 

依據 

 

使用該教材可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5 教材目標覆蓋教材核心概念      

6 能充分展現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

技能的培養 

     

7 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訓練比重皆均衡      

8 教材內容表達正確且得體      

9 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並重      

10 教材程度與學習者程度相符      

11  

 

 

 

 

 

 

 

 

 

教材 

內容 

詞彙量適當      

12 語法量適當      

13 句子長短適當      

14 課文篇幅適當      

15 課文與會話語言呈現真實且自然      

16 所設定之語境自然且情境化      

17 題材涵蓋面廣、體裁多樣化      

18 教材內容的深淺難易安排得當      

19 課文有趣，能帶給學習者想像餘地      

20 教材內容無宣傳、說教，且強加於人

之處 

     

21 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22 有跨文化相關內容呈現      

23 淡化語法，避免使用專業術語      

24 有說明語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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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注釋及例句精確      

26 外文翻譯得當      

27 例句涵蓋文化內涵，具有可讀性      

28 例句精當，能舉一反三      

29  

 

練習 

編排 

 

練習能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      

30 練習種類多樣化      

31 練習份量足夠      

32 注重表達練習      

33 練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訓練      

34  

教材 

配套 

有相關參考資料，方便教師備課      

35 依據不同地域之教師及學習者提供

建議 

     

36 有影音資料可供視聽      

37  

 

 

其他 

版面活潑新穎，能吸引學習者      

38 插圖或圖片安排適當，與內容配合緊

密 

     

39 教材內容使用不同字體及大小編排

區別 

     

40 教材版面美觀、一目了然      

 

 

若您還有其他相關建議或意見，麻煩您不吝告知，您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有很

大的幫助，謝謝您 

 

 

 

 

 

 

 

評估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