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二期（2021 年 8 月），75-103
doi: 10.6481/JTR.202108_14(2).03

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教材之
設計與發展歷程
陳雅鈴

謝妃涵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全國 4~6 歲幼兒客語教材之設計特點、研發
歷程與實施建議。本研究採用設計研究法的方式進行客語教材研發。
在 設 計 雛 型 階 段， 規 劃 出 5 個 主 題、10 個 情 境 教 材， 以 及 發 展 本 教
材 之 評 量 工 具。 評 估 階 段， 在 形 成 性 評 量 部 分， 改 善 教 材 語 境、 圖
示、文化差異與使用方式等問題，總結性評量是未來使用可能會遇到
的問題，包含混齡班教材的運用、提供字卡協助教學、善加運用建議
的教學活動、改善評量人力不足。最後，本研究提出本土語教材研發
建議，包含組成跨領域團隊、尊重各區語言表達方式、插圖要清楚且
有提示作用、透過試教來評估教材、教材要能活用、不要讓評量領導
教學，以及應提供多元輔助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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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ldren’s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Ya-Ling Chen

Fei-Han Hsieh

This study explored design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r Hakka teaching material for children aged 4-6
years nationwide. The teaching material was developed using the design-based
research method. During the 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we planned teaching
materials under 5 topics and 10 scenarios and designed the assessment tools for
these materials. Formative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by solving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eaching material contexts, diagram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usage methods. Summative assessment of problem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the future was also performed, including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in mixed-agegroup students, the need to provide word cards as a teaching aid, the us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suggested in the materials, and improving the lack of
manpower for assessment.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heritag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forming a cross-domain team, respecting the language expressions of people in
each region, providing clear illustrations that provide clues to the vocabulary’s
meaning, test teaching to assess teaching material, flexibly us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 preventing dominant position of assessment, and offering diverse
assistiv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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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客家庄人口外流，住在都市的年輕人說
客語的機會減少，客語及客家文化逐漸消失與沒落（張麗君、郭珍妦，
2005）。根據最近一次客家委員會 2016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基礎資料調
查資訊顯示，會說流利客語的比例為 46.8%，13 歲以下聽得懂的比例是
31%，會說的比例僅 13%（客家委員會，2018）。
客家委員會為了推廣客語向下扎根學習，自 2012 年起推出第一代
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與施測，希望藉由全國性的幼兒闖通關方式，鼓勵
滿 5 足歲幼兒學習客語，並透過參與闖通關方式，評估幼兒客語聽說能
力表現及推廣幼兒客語。幼幼客語闖通關每年吸引許多幼兒報名，2018
年全國就有上萬名幼兒參與。由於幼幼客語闖通關是全國性的活動，它
影響了多數幼兒園進行幼兒客語學習的方向，因此這套客語學習教材的
編輯及設計顯得特別重要。幼幼客語闖通關與一般語文教材最大的不同
是，它是針對「幼幼」年齡層（4 足歲以上的學齡前幼兒）特別設計的
客語教材，因此教學內容的安排與設計主要在考量學齡前幼兒的語言發
展特點。舉例來說，Wen（2016）建議幼兒學習語言單詞的記憶廣度有
限，不宜太多，否則會超過幼兒認知負荷。因此，研究者在設計此教材
時，即將每週教授的單字及句型量限制在工作記憶範圍之內。另外，由
於教學對象是幼兒園幼兒，因此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會以可融入
幼教多元教學模式為主要考量。如此，幼教師不論進行何種教學模式
（如主題、方案或是學習區）均可彈性融入這些客語教學活動。最後，
由於現今幼兒已多不會說客語，因此本教材設定幼兒是以學習「第二語
言」的方式進行客語學習。根據 Baker（2011）的建議，幼兒學習第二
語言應以聽說溝通能力及學習興趣為主要目標。研究者在設計客語教材
時也將目標設定為：培養幼兒客語聽說溝通能力為主，因此教材的單字
及句型均擷取自幼兒在家庭、學校及社區情境中的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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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的設定是以家庭客語為主，因此教材使用對
象主要是以家長為主，提供家長參考要如何在家與幼兒說客語，同時讓
家長瞭解客語闖通關施測的範圍。然而，根據客家委員會 2016 年的調
查結果顯示：客家民眾僅有 10.7% 在家經常用客語與子女交談，其中有
45.6% 因素是因為家長自己已經不會講客語了（客家委員會，2018）。因
此，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的教材雖然主要設計之使用對象為家長，但
實際上教導客語的責任多落在學校教師身上。所以，第二代幼幼客語闖
通關的教材設計即以學校為主要教學場域進行設計。然而，當教學場域
改為學校後即面臨了混齡班教學的問題，許多公私立幼兒園有大比例的
4~6 歲混齡的班級，因此闖通關的教材及評量設計要更能符合 4~6 歲幼
兒的發展階段。
由於教學場域的改變及學習年齡層的下降二項因素，客家委員會在
2018 年委託研究者們研發「第二代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與闖關評量方
式」。第二代教材之教學場域即設定在幼兒園，主要使用對象為幼兒園
教師，學習者為 4~6 歲幼兒。闖通關教材及評量主要目的為提供全臺
灣幼兒園教師一套生活客語教材，讓幼兒能熟悉並使用生活客語，並在
闖關評量中呈現客語學習的學習成效。據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呈現幼
幼客語闖通關教材及評量之設計特點、研發歷程及實施建議。本研究主
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幼幼客語闖通關之幼兒客語教材及評量設計特點為何？二、幼
幼客語闖通關之幼兒客語教材及評量發展歷程為何？三、幼幼客語闖通
關之幼兒客語教材及評量之實施建議為何？

貳、幼兒客語教材發展相關理論
一、幼教課綱語文領域之核心素養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幼教課綱）在「語文領域」
中希望幼兒能將語文視為一種社會溝通系統，幼兒能透過肢體、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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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符號、文字功能等學習面向，培養幼兒溝通的理解及表達的能力。
在多元的學習目標中，跟本土語言較有相關的學習目標包括：「認識並
欣賞社會中使用多種語文的情形」、「認識社會使用多種語言的情形」。
在 4~6 歲的學習指標中，更明訂希望引導幼兒「認識社會使用的多種
語言」、「知道生活環境中有各種不同的語言」、「知道自己和所屬族群
代表的符號、理解文字的功能、認出標示所屬族群的文字」（幼教課綱，
2016）。在本研究研發客語教材時，首先即以幼教課綱語文領域之素養
作為規劃的基準。

二、語言教材編寫原則
陳雅鈴（2016）歸納許多語文教材的編輯研究，將客語教材的編寫
原則統整如下：（一）符合幼兒時期常用語：以日常生活常用的社交用
語、常見的物品、常做的動作或形容用語為主；
（二）符合語言真實語境：
語境要多元且真實，幼兒才能運用所學在真實生活中；（三）具溝通性
及互動性：教材編輯需注重句型的對話性及溝通性，發展幼兒使用該語
言的溝通交際能力；（四）文化知識融入：語言學習與文化無法分割，
教材編輯應適時融入文化訊息；（五）知識性及科學性：語言教材之編
寫順序要掌握由近到遠、具體到抽象、簡單到複雜的原則，著重新舊經
驗的連結；（六）符合幼兒發展階段：學齡前幼兒認知記憶有限，單字
詞及句型的數量應符合幼兒發展階段，不宜過多、過難；
（七）立體原則：
教材應多面向發展，除了教材本身外，應包含教師手冊、視聽影音、字
卡等多元輔助教材。

三、第二語言教學法
在教案的編寫上，本研究融入許多第二語言的教學法，包括：直接
教學法、肢體反應法、聽說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等方法作為教學活動
的設計基礎。Baker（2011）歸納各個研究法的特點如下：
「直接教學法」
強調不透過翻譯而透過情境、肢體動作或實物等方式，協助學習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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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語、涵義及使用情境。「肢體反應法」則強調幼兒在學習口說之前，
會先經歷理解及肢體反應階段，因此活動設計主要著重在幼兒是否能運
用肢體回應出其對所學語言的理解。「聽說教學法」則強調運用刺激─
反應等不斷練習的行為，形成語言習慣，建立基本語言單字及句型運用
能 力。「 溝 通 式 教 學 法 」 則 強 調 營 造 語 言 溝 通 的 情 境， 創 造 資 訊 差
（information gap）讓學習者練習使用第二語言互相對話溝通。

四、語言沉浸式教學模式
本研究在進行教材設計時，其教學手冊的編寫主要是根據「客語沉
浸教學」的理論作為依據，亦即以客語為教學媒介語，進行客語及幼教
課程結合的整合性教學。語言沉浸式教學主要依據自然教學法（natural
approach）之理論來教授第二語言，在自然教學法中，強調提供學習者
豐富的語言輸入及使用情境，學習者會自然而然地獲得語言（Christian,
2011）。因此，在設計此客語沉浸教學的計畫中，客語並不獨立成語言
學習科目，而是將客語作為生活溝通及教學媒介語，用來教授其他課程
內容。換句話說，本教材的編排並不僅限於客語的學習，也同時統整了
幼教其他領域的學習。

五、CLIL 教學策略
除了運用語言沉浸教學理論，本研究也參考了近年來歐洲非常風行
的「內容和語言整合式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CLIL 的理念與沉浸教學有許多雷同，但也有些差異。主要相
同處是：二種教學模式都強調內容及語言整合性學習，而主要的差別是：
CLIL 所指的教學媒介用語主要為外國語，學生在家庭及社區場域較無
使用機會；而沉浸教學的教學媒介語則主要是學童家庭或主流社會的本
土語或是官方語（Lasagabaster & Sierra, 2009）。由於 CLIL 與沉浸式教
學理念相同，皆強調語言與內容整合性學習，因此本研究運用了許多
CLIL 的教學策略（Baneg as, 2012）作為教材研發中教學策略的設計參
考。CLIL 的教學策略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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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社會建構學習：著重於社會互動和鷹架學生的學習經
驗，學習重點在於學生體驗和主動式學習（Cummins, 2005; Marsh et al.,
2015）。
（二）兼顧顯性及隱性學習：強調顯性和隱性的學習，所謂顯性的
學習包含表面上的語言和內容主題；隱性的學習則是透過學習環境及在
學習語言歷程中認知活動引起的相關學習（Mehisto & Marsh, 2011）。
（三）提供真實語境：學習注重語言在真實語境下的應用，在教學
過程中設計許多促進師生或學生間交流互動的環境及機會，讓學生運用
目標語進行交流和表達。
（四）整合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學科知識和語言學習同步進行，
在此歷程中，語言可以支持學科內容的學習；語言使用亦得與真實語境
融合。
除了考量 CLIL 教學特點外，本研究亦參考 Meyer（2012）提出 CLILPyramid（CLIL 金字塔）作為教學策略設計的參考，CLIL-Pyramid 指出
教學策略設計要點如下：
（一）多元豐富輸入：提供多元的輸入模式，以符合多元智能及不
同語言程度孩子的學習需求。根據情緒心理濾網及自我監控理論，輸入
必須能引起學童學習動機，要與學童生活連結，才有意義及真實性。另
外，學習輸入要能與學童先前的知識和經驗連結，才能建構學童更高層
次的思考。
（二）鷹架策略：學童需要有充足的鷹架支持，才能有效率地處理
不同的語言輸入。良好的鷹架可以降低認知和語言的負荷，協助學生在
適宜支持狀況下，完成一個具挑戰的任務。在語言的鷹架支持策略中，
教師可以事先教導重要的專有名詞及句型，也可以布置一個充滿情境訊
息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在不需理解全部目標語狀況下，也能理解教師傳
遞的訊息內容，降低學習內容知識時理解的困難度。
（三）設計輸出的任務：教師需要設計一些「輸出任務」讓學童能
運用所學的語言及學科內容整合性能力，引導學童進行較高階的思考及
真實的溝通互動。因此，「輸出任務」的設計要考量學童既有的語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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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所學的內容知識。輸出任務的設計可以很多元，包含：設計真實的
溝通情境、合作型態的小組討論或是繪本感想分享等方式。
歸納上述，本研究研發客語教材主要奠基於：幼兒園課程以統整式
的教材及課程為主，在教學設計上融合多個領域與客語同步學習，讓幼
兒以客語為媒介學習多元領域的幼教課程內容。另外，本研究結合第二
語言教學法、客語沉浸教學模式及 CLIL 的教學策略作為本研究設計客
語教學策略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設計研究法
本研究採「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 DBR）來進行客
語教材及評量工具的研發。DBR 是由 Brown（1992）擷取設計科學觀
念而發展出來的教育研究方法。Brown 把教育研究看成一個設計，目的
是發展可以應用在實務教學上解決教學問題的產品（如教材、課程、教
學方案或評量方法）。同時，研發出的產品也希望增進研發者對於設計
程序的理解，最終能發展或確認教與學的理論（Cobb et al., 2001）。
DBR 強調在設計教學實務產品中，理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理論支
持的教學產品設計才能發揮它的影響力，並轉化到實際的教學場域中
（Anderson & Shattuck, 2012; Plomp, 2013）。DBR 的研究步驟沒有固定
形式（翁穎哲、譚克平，2008；許瑛玿等人，2012；Cobb, 2001; Collins
et al., 2004; Reeves, 2000），不過，主要原則有二：（一）能應用在教育
情境：DRB 強調教學產品的研發必須要能使用在真實的教育情境中。
產品的研發過程中，現場教師要與研究者一起合作；（二）研究文獻及
現場實作支持：此外，產品的研發必須要有研究文獻及現場實作的支
持，且要有清楚的評估標準，因此要清楚記錄實驗介入的時間、執行的
方法及持續性，才能判斷此產品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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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研發團隊
本研究團隊在初期的研發階段主要由 2 位研究者、3 位幼兒園教師
及 1 位南四縣客語專家組成。2 位研究者為幼兒教育、雙語教育及客語
沉浸教學專長。3 位幼兒園教師為參與客語沉浸教學 10 年以上，且獲
客語教學特優獎項之資深教師，這些教師對於如何使用客語作為媒介語
言進行教學相當熟悉。南四縣客語腔調專家則具備客語專業知識及客語
教學專長。研究團隊主要負責教材雛型的研發，待雛型研發完成後，則
1

邀請其他幼教語文教學及客語腔調專家擔任諮詢委員， 開會審訂教材
的適宜性並提出修改建議。教材雛型初步完成後，則交由 12 所幼兒園
進行試教，再針對試教予以修改。最後版本的教材及評量工具為經歷數
次討論─修改─試教─再修正後的成果。

三、教材發展階段
教材發展的階段主要根據 DBR 的理論進行，主要發展階段包含：

（一）前置研究階段
本階段主要在發掘和分析實務問題，並進行情境及文獻分析以發展
理論架構來進行此研究。本研究以幼教課綱中語文領域核心素養及語言
教材編寫原則作為教材內容及評量編寫的基礎，教學方法則結合第二語
言教學法、客語沉浸模式及 CLIL 教學策略進行教案的編輯。

（二）設計和雛型發展階段
運用既有設計原則及理論來建構教材及評量工具的雛型設計，然後
不斷地改進及精化，重覆修正，直到達成教材的預設目的。

1

目前客語較普及的有北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腔調。因此，本研
究對譯版本以此六腔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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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階段
針對設計完成的教材進行總結性評量，檢視教材成品是否滿足先前
設定的標準。這個階段的評估可對日後教材的實務使用提出建議，因此
也稱總結性評量（McKenney & Reeves, 2018）。除了教材完成後之總結
性評量外，在教材研發過程中也不斷地進行形成性評量，以便進行教材
的修正（Bhat & Bhat, 2019）。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教材研發從 2018 年 12 月開始到 2020 年 12 月完成，總共
經歷 7 次教材研發討論會議及 12 所幼兒園教師的培訓及試教。資料收
集包括觀察、專家會議討論及文件收集。觀察資料收集主要發生在教材
試教階段，觀察重點在：試教過程中教師教材使用的狀況、幼兒回應及
教學中遇到的問題。觀察時期從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專家會議
主要是教材研發初期、中期及完成期所召開的專家諮詢會議，主要成員
包括：2 位幼教客語教學專家學者、現場幼兒園客語教師或園長（每次
人數不一）、腔調專家（每種腔調 2 位）、現場有客語教學經驗的幼教
師及園長，成員隨著不同時期而略有不同，主要包括：客語專家、幼教
學者專家。會議總計舉辦 7 次，討論的重點為對教材的各項建議。另外，
研究者亦透過文件的收集來修正教材的設計。文件收集包括教師在試教
教材過程中所產出的教案、教具及省思札記等。
資料分析主要著重在客語教材的研發歷程、實施狀況及問題。教材
研發歷程主要聚焦在：「教材如何研發？如何在幼教場域中實行？師生
的反應為何？」資料分析首先採用開放式編碼方式，對文本中萌發的概
念進行編碼。開放式編碼後，研究者參考文獻，加入理論及研究方向的
重要概念來進行編碼（如教材適宜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教師
回饋等）。接下來，研究者將相似的概念進行歸類（如用詞不同＋說法
不同≧文化地域差異）。接下來，再細讀各項概念試著提取抽象類目，
試著建立整理的解釋。在資料分析當中，2 位研究者不斷討論激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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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研究結果的發現。資料的編碼主要以「發言者-資料來源-年月日」
的方式編碼。

肆、研究結果
一、闖通關前置研究階段
此階段主要為分析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及評量工具的問題，
改進後重新編製教材及評量工具。跟過去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比
較，本教材做了以下的主要改變：

（一）教學場域改為幼兒園
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主要針對的使用對象是家長（家長手
冊），希望家長參考此套教材在家庭與幼兒說客語即可提升幼兒客語能
力，完成客語闖通關的評量。然而，根據客家委員會 2016 年的統計指
出，僅有二成以下客家民眾與子女交談使用客語，單依賴家庭提升幼兒
客語能力成效並不如預期（客家委員會，2018）。此外，根據多年參與
幼幼客語闖通關討論會議觀察，多數幼兒學習客語的場域仍以幼兒園為
主，因此本研究主要的教材編輯即以幼兒園作為教材的主要使用場域來
編製。

（二）幼兒學習年齡向下延伸
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當時設定的學習對象為 5 足歲幼兒。然
而，目前在許多公私立幼兒園都採中、大混齡班，且收托的年齡層愈來
愈往下降。為了更符合較小年齡層幼兒的學習需求，原教材的設計及評
量工具需要更有趣、更多元才能引起更小幼兒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三）統整幼教課綱各領域
第一代幼幼客語闖通關的教材因為教學場域設定在家庭，因此並無
考量到幼教課綱多元領域的統整教學需求。在新教材中，因為場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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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園，客語的教學希望能融入更多元的課綱領域做統整的學習。因
此，此教材的教學內容並不僅限於語文的領域，而是涵蓋了認知、語
文、身體動作、社會、情緒及美感的多元領域教學活動。

（四）教材內容及教學法奠基於理論基礎
本研究在教學內容的編排上，主要以幼教課綱的語文領域素養及語
言教材編寫原則做依歸。考量幼兒客語開始學習客語的語境以家庭及學
校為主，因此以學校及家庭常用語作為主題的規劃。另外，考量幼兒階
段學習客語的目的主要以客語聽說能力的溝通為主，因此以情境對話方
式編製相關句型及單詞，教學活動也注重溝通情境的安排及互動性。單
元課程安排同時考量到知識性及科學的編排，由簡到繁，由具體到抽
象。所有圖像及內容編製均考量到符合幼兒發展階段，單字詞的安排以
不造成幼兒過度負荷為基準。此外，教材不僅只有文本，還有教師手
冊、視聽影音、評量教具及互動遊戲的設計，達到立體原則，發揮教材
的最大功能。在教師手冊的教學法設計上，則運用上許多第二語言教學
法、客語沉浸教學理論及 CLIL 的教學策略作為編寫的原則。

二、設計和雛型發展階段
（一）目標學習年齡
客語系列教材主要針對的學習對象為 4~6 歲不諳客語之幼兒，主要
針對初學者設計。教師運用時可彈性依幼兒程度、經驗、背景做適度調
整，以符合實際現場之需。

（二）規劃 5 大情境主題
研究者藉由觀察幼兒學校及家庭日常生活及訪談幼教師，收集幼兒
學校及家庭情境常用語，規劃出了 5 大主題、10 個情境，以幼兒喜愛
的動物為主角，進行教材內容的編製。每個情境後面附有客語教學教
案，給予教師客語教學活動的建議。另外，每個主題教案中亦附有「活
動建議」一欄，建議教師除了客語方面的活動外，還可以用客語進行幼

陳雅鈴、謝妃涵

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教材之設計與發展歷程

教課綱中其他領域的教學。例如，在「清潔好寶寶」情境中，除了教導
清潔相關的客語單字、句型及對話外，亦可以運用客語進行關於自我清
潔的「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活動。為了讓這套客語教材的學習活動更
加多元，研究者在設計「活動建議」時，會考量是否整套教材能涵蓋所
有課綱的 6 大領域（包含語文、認知、社會、情緒、身體動作與健康、
美 感 ）（ 幼 教 課 綱，2016）。 本 教 材 內 容 的 5 大 主 題 及 子 題 內 涵 如 圖 1
所示。
1.位置及陳設：家庭成員（如爸爸、媽媽、哥哥等）；認識簡單的
方位（如上、下、裡、外等）；認識家庭陳設（如客廳、房間、廚房等）
及家中常用品（如袋子、鞋子、手機等）。
2.天氣變化及生病：天氣變化（如好天、壞天、下雨天等）；天氣
感受（如冷、熱）；天氣用品（如電扇、冷氣、口罩）；生病（如肚子痛、
頭痛、發燒等）及身體照顧（如休息、喝水、吃藥等）相關對話及詞彙。

客語主題

領域內涵

幼教課綱領域

位置及陳設

家庭成員、簡單的方位及陳設、
家中常用品

認知、美感

天氣變化及生病

天氣變化、穿戴物品、身體不舒
服、看醫生場景

社會、認知

清潔好寶寶

瞭 解 清 潔 身 體 的 動 作、 清 潔 用
品、清洗身體部分、生活作息

身體動作、語文

學校的一天

學校人物、學校常用語、心情用
語、常見動作、爭執及問題解決

社會、情緒

一起出去玩

遊玩的去處、吃喝的東西、遊玩
看到的事物、景物的形容詞

語文、美感

圖1

幼兒客語教材教學主題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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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潔好寶寶：清潔身體的動作（如關水、開水、沖、放）；清潔
用品（如香皂、洗髮精）；清洗身體部分（如臉、身體、腳等）；生活
作息（如睡覺、起床、上廁所等）相關對話及詞彙。
2

4.學校的一天： 學校人物（如阿姨、伯伯、叔叔）；學校常用語（如
早安、午安、再見、上課、下課、聽故事、畫圖）；心情用語（如高興、
生氣、難過、哭、笑）及常見動作（如排隊、站起來、坐下、安靜）及
爭執動作（如一起玩、吵架、打架、罵）之相關對話及詞彙。
5.一起出去玩：遊玩的去處（如公園、圖書館）；吃的東西（如飯、
麵、麵包、漢堡、炸雞、薯條）；喝的東西（如水、果汁、茶、汽水）；
遊玩看到的事物（如草、山、石頭、房屋、花）及形容詞（如高高的、
漂亮的、可愛的等）對話及詞彙。

（三）版面編排
每一個主題的版面主要包含以下情境（客家委員會，2021）。
1.對話頁：提供主要單字及句型情境頁，協助幼兒瞭解對話的使用
情境。
2.單字句型：每一個情境有 20 個左右單字以及 3~5 個對話句型，
句型以問句及答句的對話句型為主，單字均可套用在對話句型中。單字
及句型量以一個月的教授時間來規劃，可以幼兒園的課程模式、主題搭
配、幼兒經驗能力來調整，研究者建議一週可有二次搭配本教材進行活
動，一次上課約 30 分鐘，每次上課以 3~5 個單字、1~2 個句型為原則，
可以視幼兒經驗來調整進度。
3.教學活動教案：此教材附有一份建議教案供教師參閱。每份客語
教案的目標單字與句型參考幼兒認知限制的建議，以不超過 5 個單字、
2 個句型作為基準，教師可以依據幼兒能力彈性調整。教學主要流程包
括：情境引導單字句型、聽力活動、口說活動、對話模擬應用。首先運

2

「學校的一天」的單字及句型主要以觀察一般幼兒園中的常用對話作為編寫原則，
不同型態幼兒園的常用語可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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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接教學法」的方式，以「情境引導」（如戲劇演出或角色扮演），
將客語對話的情境呈現出來，協助幼兒在不透過華語翻譯的狀況下，瞭
解單字及句型的涵義。「聽力活動」則是透過「肢體反應教學法」的方
式，先讓幼兒理解字詞及句型的意義，運用肢體反應遊戲，評量幼兒的
聽力理解能力。接下來，則運用「聽說教學法」的方式，透過各式不同
的遊戲或活動創造幼兒反覆練習對話的機會，直到幼兒能活用單詞及句
型進行基本對話。最後，透過「溝通式教學法」的方式，設計模擬真實
運用客語對話的情境，讓幼兒在模擬情境中練習真實對話溝通，最後再
應用在真實生活情境中。一份教案建議教授時間為一個星期，教師可視
幼兒回應狀況做彈性調整。
除了客語教學活動外，每份教案後都有一欄「活動建議」，這一欄
的活動設計主要是根據幼教課綱搭配客語主題所做的延伸學習活動。延
伸活動是由現場優秀教師及幼教師培生所設計，融合了認知、語文、身
體動作、社會、情緒及美感多元領域的學習。例如，「學校的一天」客
語教學主題談到幼兒發生衝突時會用到的客語情緒詞彙，幼教課程延伸
活動即對應「社會領域 2-2-2 理解他人感受和需求、展現同理或關懷行
動」、「情緒領域 2-2-1 運用動作、表情、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設計
「小天使，小主人的照顧他人」及「幼兒製作心情日曆」等對應活動。
又例如，「天氣變化及生病」的客語主題活動中，延伸學習活動即對應
課 綱「 社 會 領 域 2-1-2 調 整 與 建 立 合 宜 的 自 我 照 顧 行 為 」、「 認 知 領 域
1-2-3 以圖像記錄天氣自然現象的訊息領域」，設計了「天氣告示版」，
讓幼兒記錄天氣變化及「完成自我照顧行為的繪畫學習單」活動。「活
動建議」的設計主要是讓客語學習不限於單一領域，而是可以延伸到其
他領域的統整學習活動。
4.客華對譯：華文版的客語教材編輯完成後，經由客家委員會聘請
全臺灣各腔調專家編譯成不同腔調版本，目前南四縣、北四縣、海陸、
大埔、饒平、詔安 6 個腔調的版本已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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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量工具
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研發的另一重要項目即是研發一套評估教材學
習成效的評量工具，作為總結性評量。由於幼兒面對測試環境會有焦慮
感，評量的設計必須能轉移幼兒注意力，降低幼兒的緊張感（McLachlan
et al., 2018）。因此，此教材評量的設計以遊戲互動的闖關方式進行。
闖通關評量總共有 5 個關卡，配合教材 5 個主題，每個主題有一個對應
的遊戲關卡，每一個關卡都有 10 個題目：5 題測聽力、5 題測口說，每
題滿分 2 分，5 關滿分為 100 分。關卡教具、施測題目及計分內容請參
閱附錄 1。評量的施測人員有全臺統一培訓及篩選機制，必須領有合格
施測人員證書才能擔任幼幼客語闖通關的施測人員。

（五）教材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採專家效度及內部一致性分析 Cronbach’s α 來進行信效度檢
測。在教材及評量工具研發完成後，寄給 5 位專家進行內容的審訂，每
個教材的教學情境及評量工具均有適合、修改後適合、不適合的選項，
專家給完意見後，研究者再根據專家們提出的意見進行討論，並做適度
的修正。在評量工具的信度方面，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測教材評量工具的信度。研究者在教材定案後，請全臺 12 所
幼兒園教師接受培訓及試教，並在試教後施測 12 所幼兒園之幼兒。試
教的時間從 2019 年 6 月至 9 月，共計 225 位幼兒參與（北四縣 51 位、
海陸 31 位、大埔 20 位、饒平 47 位、詔安 15 位、南四縣 61 位）。研究
者採用 SPSS 23 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為 .95，顯示教
材評量工具有極佳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三、評估階段
評估階段從二方面進行：一是教材研發過程中的形成性評量；二是
研發完成後的總結性評量。以下，即從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二面向
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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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目的在教材研發過程中提供修正的參考（Bhat & Bhat,
2019）。本研究在教材研發過程中有許多形成性評量的機制。首先是 2
位研究者的討論評估，2 位研究者在研發初期不斷地開會討論，針對教
材的內容反覆討論修正。在教材研發出雛型後，研究者即邀請幼教現職
教師及客語專家進行焦點訪談，經過數輪討論並根據專家意見修改後，
才發展出正式的雛型。
教材雛型完成後，研究者先培訓全臺各腔調種子教師約 30 位。因
本案以南四縣腔開始研發，故先於高雄 1 所、屏東 2 所幼兒園進行試教
及預試。3 所幼兒園試教班級分別是一所私幼大班、私幼中班、公幼中
大混齡班。試教的教師為研究者挑選高雄及屏東的特優客語沉浸教師，
擁有豐富的客語教學經驗。試教過程中，研究者們會請教師們錄影，研
究者也會入班觀課並記錄教材需改善之處。3 所園所試教後，教材會再
經歷一次修改。接下來，為了測試教材內容是否符合各腔調與不同地區
的文化差異，研究者接下來在全臺其他 5 個腔調共計 9 所幼兒園進行第
二次試教，試教教師一樣是有經驗的客語沉浸教師。試教歷程則聘請該
腔調專家學者（專長幼教本土語或雙語教育）入班觀課並記錄建議。形
成性評量中的主要建議如下：
1.是否呈現多種客語說法及用法
專家表示，有些客家語有許多種說法，是否要全列上去，讓幼兒學
習各種說法：

廚房的說法有許多種，是否要全列上去？「牙搓仔

牙掃仔」海陸

腔為「牙掃仔」，是否要把「牙搓仔」混入，宜斟酌。（腔調專家專家會議-20190305）
2.是否要加入現代常用語
專家們表示，有許多幼兒生活常用語應該要加入教材中，較符合幼
兒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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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生活常用詞彙如無客語用詞，如「薯條」及「漢堡」，請腔調
專家翻譯時協助檢視是否可以加入創新現代生活客語名詞，以合宜
時勢所趨。（長官-專家會議-20190201）
3.客華對譯會有用字差異
因為教材第一版文字為華語及南四縣腔，腔調專家表示譯成不同腔
調後，客語用字會有所差異，華語也可能要修正：

因文化或腔調的用字差異，客華對譯時要修正。（腔調專家-專家會
議-20190201）
對譯客語時，語法和習慣性要注意，用字許多不正確。（腔調專家專家會議-20190305）
4.用詞語氣要注意語境及對談對象
有專家提到，編字詞及語句時，要注意圖中的對談對象及語境的合
適性：

有些對話，像是：「䟘床咧

先去洗牙齒」，建議改為「好䟘咧」，

不要用「䟘床咧」，有命令之感，不合父對子說話的語境。（幼教
專家-專家會議-20190429）
5.插圖要更清楚並加上情境線索
許多專家提出教材中的圖需要修正，否則不夠清楚，容易混淆：

圖卡標示不是很清楚，如第一關的廁所和廚房圖片內容物太多，不
易聚焦，第五關的果汁和汽水圖太相似；第二關的打噴嚏和咳嗽，
頭痛和發燒，也容易混淆；毛巾、棉被對幼兒也常分不清；吵架
罵人

打架圖示辨別度不清，會和打架相似。（幼教專家-專家會

議-20190605）
由於幼兒認知能力尚未發展完成，在繪圖上需要更多的情境線索讓
幼兒清楚辨識字詞的意義：

陳雅鈴、謝妃涵

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教材之設計與發展歷程

發燒的圖旁邊加溫度計，會讓幼兒更清楚；喉嚨痛也要加上一些情
境線索，否則不易辨別。（幼教專家-專家會議-20190609）
休息、睡覺、睡午覺圖卡易搞混。（幼教專家-專家會議-20190930）
若能加上情境線索的，日後修正時都會做改進。若加上情境線索仍
不能清楚辨識的，則建議運用實物圖代替繪製圖。
6.評量工具的設計及操作需改善
專家們對於教材評量工具的教具設計及操作順暢性也有一些改善
建議：

遊具轉盤中間的指針需要是可活動的，讓施測者能自由的轉動；每
一情境都應該具有互動前指導語。（幼教專家-專家會議-20190305）
若幼童能以完整句子回答，或使用更多語詞回應，應註記於得分欄
位，以便瞭解客語程度及學習成效。（長官-專家會議-20190429）
7.不要讓評量領導教學
由於評量是評估幼幼客語闖通關的教材學習成效，有專家建議要小
心不要讓評量淪為引導教學的方式：「未來教師要提早教學，避免讓幼
兒用背誦記憶方式來準備闖通關」（幼教專家-專家會議-20190308）。
總結上述，在形成性評量中，專家會議給的建議主要著重在以下幾
個面向：（1）不同腔調、不同地域的用字及說法差異問題；（2）客華
對譯時，語法和慣性用法要注意；（3）注意語句及互動情境是否吻合
問題；（4）插圖是否清楚易辨識，是否有鷹架圖示協助瞭解；（5）闖
通關評量工具的教具及操作清楚及便利性；（6）教材使用不要受制於
評量而採用死板的背誦方式。

（二）總結性評量
1.教材設計得宜，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佳
在總結性評量部分，主要是透過試教後的討論會議及幼幼客語闖通
關試測來評估教材的適切性及對幼兒客語學習的影響。各班在完成試教
後，即進行討論會議及試測。參與討論會議的人主要有參與試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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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訪視試教人員及研究者，教師們在會議中提到對客語教材的看法
如下：

教材很生活化，幼兒參與度很高；教具教材活潑，與幼兒互動增加；
教材具有趣味性，能符合孩子的需求；教材內容生活化，加上遊戲
活動，增加孩子的學習興趣。（教師-試教討論會 -20191031）
試教的教師們對於教材有非常正向的評價，都認為這套教材兼具生
活化、趣味化、符合孩子需求及具互動性的特點。在每班試教時，研究
者均有安排專家訪視人員入班觀課並給予回饋。針對幼兒客語能力的提
升部分，訪視專家及教師們提到：

對話很自然，孩子詞彙量漸多；幼兒能用整句話與老師及孩子溝通
互動。（教師-試教討論會-20191031）
在教學者引導下，幼兒用客語回答問題頻率增加，也都表現很好；
客語圖字卡的出現，增強幼兒辨識客語字的能力。（訪視專家-試教
討論會-20191031）
在討論會中，教師及訪視專家均指出幼兒在試教中呈現出客語能力的進
步，幼兒詞彙量變多，且會運用整句話與人溝通及互動，在客語字的辨
識能力上，也有增長。
除了討論會外，研究者也在 12 所幼兒園進行「幼幼客語闖通關」
試測。施測仿照正式「幼幼客語闖通關」的方式進行，共有 5 個關卡，
採在園施測的方式進行。每個關卡有 10 題與教材相關的題目，5 題測
聽力，5 題測口說，每題滿分 2 分。施測題目及給分方式請參照附錄 1
中的「評量內容範例」。每一關卡有 1 位施測員（負責教具操作及與幼
兒口語互動）及 1 位計分員（負責觀察幼兒客語回應並記錄分數）。所
有施測員及計分員都參加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施測培訓 6 小時的工作坊。
工作坊中除了介紹施測工具外，亦讓教師們演練教具操作及計分，所有
計分可能的問題及差異都會提出現場討論。因為計分標準非常清楚且易
遵循，最後所有計分員評分都能達到八成以上的一致性。施測的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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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部幼兒每一題的平均分數介於 1.5~1.9 分（滿分 2 分），客語聽
說能力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2.教材可再修正及改善之處
不論從教師質性回饋或是量化的試測結果來看，此套客語教材都有
非常不錯的結果。因此 2019 年底教材編製完成後，客家委員會即決定
採用此套教材進行全臺灣的推廣。在評量方面，客家委員會委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於 2020 年 7~8 月辦理第一梯次全國初階與進階研習、2021
年 2~3 月辦理第二梯次全國初階與進階研習，對象是幼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幼兒園客語支援教師與陪伴員，每一梯次參與者約 900 人次（初
階與進階），採分區辦理，由研究者擔任主講者，教材研發團隊教師擔
任助教，研習內容為介紹教材內容、教師使用方法、教材編制考量，以
及評量各關卡的遊具操作、計分標準以及如何因應幼兒的反應。以下歸
納在專家會議中收集到的總結性建議：
（1）混齡班中教學策略之彈性調整
現在幼兒園許多班級採用中大混齡或大中小混齡上課（尤 其是公
幼），因此有許多教保服務人員提出此教材如何在混齡班級中教學的問
題。針對這個問題，研究者回答到：

因為客語的能力並不一定與年齡有關，尤其是有的小班孩子在家有
講客語，他的客語能力可能比中大班的孩子好。因此，教材的使用
必須藉由教師來做彈性調整，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決定每週
要上的客語單字及句型量，教學策略也可以靈活運用，採能力分組
進行不同活動的方式，靈活地運用這套客語教材。（研究者-研究者
說明會-20190930）
研究者強調，混齡並不是主要的問題，因為客語能力不一定與年齡有
關。重要的是教師是否覺察到班級中不同年齡及不同客語程度幼兒的需
求，適時地調整上課的內容及教學方法，以符應幼兒的多元需求。研究
者強調教材僅是提供不知如何設計客語課程及教學活動的新手教師參
考，建議有經驗的教師可以自編教案，發展出更具創意的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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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符合現代生活情境的用詞
以往設計客語教材會著重在融入客家元素，詞彙較屬上一輩的用
語，但現在幼兒的生活經驗與從前差異很大，是否要符應幼兒現在生活
用語的取捨有些困難。例如，在介紹客家食物時，會教客家麻糬、面帕
粄等詞彙，但現代都市幼兒比較常吃到的可能是漢堡、薯條等，是否在
教材的編排應優先符應幼兒生活用詞為主？「客語教材仍要以幼兒會使
用到的詞彙為主，要與時俱進」（長官-專家會議-20190605）。
鍾鎮城等人（2019）研究指出，若客語一直不與未來生活結合（如
科技用語），學童在生活中會愈來愈無法用到客語，則客語反而會讓人
有語言老態之感。故經過幾次討論後，本教材單字即添加一些比較符合
現代幼兒生活經驗的詞彙，如手機、電腦、薯條、漢堡等。
（3）可提供紙本教材及字卡方便教學
目前教材已完成數位化，網路資源亦提供給幼兒園教師使用，但幼
兒園教學需有輔助教具，方可達到較好成效，教師反應：「都要下載再
製成教具，部分幼兒園的電腦或網路設備較老舊，教師要花很多時間作
圖卡」（教師-專家會議-20190930）。
教師表示希望幼兒都能拿到紙本教材，才不必一直盯著電腦看。另
外，教師在進行活動時也需要運用字卡做遊戲。目前教師需要自行上網
列印，也不是彩色的。因此，紙本教材及字卡是許多教師目前急需的輔
助教材。
（4）現場教師應善用教材建議之多元教學活動
第二代幼幼客語闖通關目前以在園施測形式進行，教師應該教完整
套教材以後，再申請辦理闖關評量，並無進度壓力，也沒有通過與不通
過的問題：

但部分教師對於評量認知不足，會將評量成績等同於其教學績效，
尤其是入園教客語的陪伴員教師，為了讓幼兒參加評量，只有教目
標單字，且用背誦方式進行，沒有提供幼兒相關遊戲活動的學習經
驗，只靠背圖卡與單字後就參與闖關。（教師-專家會議-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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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材已研發完成，且在培育闖通關施測人員時，也同時將教材
研發理念及實施方式做有系統的培訓。然而，在現場實際推行時，有的
幼教師或客語薪傳師（或陪伴員）只希望讓幼兒快速的記憶闖關評量的
內容，不僅沒有採用教材建議的教學法，還常常採用與本教材背道而馳
的教學法，造成幼兒壓力，無益於客語學習。
（5）培育更多客語教學及評量人才
為了讓幼兒在遊戲中評量，幼幼客語闖通關需要大量人力擔任施測
與計分人員（每一關需要 1 位施測員、1 位計分員），雖然客家委員會
每年定期培訓施測員與計分員，但人力依舊不足，特別是部分較少人口
的腔調，這是目前在教材評量遇到的主要問題之一。

伍、結語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描述研發全國性幼幼客語闖通關之幼兒客語教材之設
計特點、研發歷程及實施建議。幼兒客語教材的目的除了希望提升幼兒
客語聽說能力之外，亦希望培養幼教課綱中語文領域提及的核心能力。
此教材採統整教學的精神，將客語教學與其他領域統整在一起，同步學
習。在教學法上，教材融合多種第二語言教學法，以客語為媒介整合其
他幼教學習領域。教材的研發歷程採用設計為本的動態發展歷程，不斷
地在研發討論─設計雛型─修正的歷程中循環，並透過幼兒園的試教實
際瞭解教材在教學場域的使用狀況及問題。雖然幼兒園教師多反應良
好，但教材設計及使用仍應保有彈性。本研究鼓勵教師應隨時根據幼兒
的回應、客語程度、幼兒學習興趣做適時地調整。教材本身主要提供客
語新手教師做參考，客語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仍鼓勵其自編教材並採用
創新之教學法。
最後，研究者針對日後幼兒客語教材的研發與實施提出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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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使用本教材的建議
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發現，提出使用本教材的幾點實務建議：（一）
靈活運用教材作為教學資源：教材的研發是提供現場教師一個教學資
源，教師仍需視班上幼兒的能力及回應做彈性的調整。建議經驗豐富且
有創意的教師仍能自己研發適宜的教學方法及策略，提供幼兒更多元豐
富的學習經驗；（二）不要讓評量領導教學：本教材為了進行成效評量，
設計有闖通關的評量機制。很可惜的是，有些教師無視於教材建議的多
元教學方法，而採用較快速的被動式背誦方式教學，僅希望幼兒在短時
間通過闖通關的評量。建議日後能有更多的客語教師培訓，讓教師能瞭
解本教材的教學理念，採用較適合幼兒的客語教學法，才不至於讓幼兒
在不適合的教學環境中失去對客語學習的興趣；（三）提供多元的輔助
教材教具：目前的客語教材已完成數位化，故未提供紙本。部分幼兒園
電腦設備較老舊，且非每一班都有投影機設備，教師教學之前要花不少
時間製作教具圖卡。建議日後客家委員會可提供紙本教材給園所，方便
教師教學使用。

二、對未來編製幼兒客語教材的建議
針對日後編輯幼兒客語教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組成跨域
專業研發團隊：教材的研發人員組成應有幼兒雙語教育學者、客語專
家、優良客語教學幼教師及插圖設計師，因為教材的編輯需要跨域的合
作，這些領域專長的溝通協調缺一不可，若能在教材發展初期即有專業
團隊的定期會議溝通，教材的發展會較為順利；（二）呈現多元的語言
表達方式：本土語教材研發過程常會遇到腔調及說法不同的問題。客語
有多種腔調，每種腔調的說法差異頗大。有時，就算同一腔調，也會因
為地域及文化的差異，有不同的音調或說法。因此，本研究在對譯成各
種客語腔調的過程中，即遇到許多不同說法及念法的問題。因此，除了
找到不同腔調學有專精的專家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在教材中呈現多種可
行說法，尊重客語多元的表達方式及在地語言的特點，才能保存在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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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客語；（三）插圖清楚且具提示情境：本研究發現插圖在幼兒客語
教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幼兒的認知及語言發展都尚未成熟，無法識別
圖形中的細微差異。因此，若圖案不夠清楚或是圖案太過雷同，則會混
淆字詞的涵義。因此，教材的圖卡需要實際試教並觀察幼兒反應，才能
夠修正出幼兒易辨識的圖卡。此外，若圖卡能適宜的加入一些情境線
索，則可協助幼兒辨認相似的字詞涵義，也較能瞭解對話使用的真實情
境；（四）試教及試用是必要程序：教材發展歷程中，試教及試用是非
常重要的步驟，此教材在試教及試用的歷程中，我們發覺有些原本認為
沒有問題的教具及操作流程在實作中有困難，而逐漸修改到較為完善的
狀況。因此，在教材雛型建立後，建議一定要在不同文化及腔調情境中
進行試教及試行，作為修正的參考；（五）將闖通關的評量改為線上遊
戲認證：目前教材闖關的認證採現場一對一互動的方式進行，需要大量
人力、物力（場地布置），常有施測員培訓不足的問題產生。建議未來
可以參考教材數位化的形式發展數位化認證，讓幼兒可以在合理時間的
前提下使用 3C 設備進行遊戲闖通關，以克服人力不足及耗費大量人力、
物力的情形。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描述「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教材之設計與發展歷
程，在評量教材成效部分，仍有其研究限制。例如，本研究除了教師質
性的回饋外，雖然設計「幼幼客語闖通關」的量化評量，但因為本研究
並未設計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在前後測的差異，無法證明幼兒客語能力
的進步是由於教師採用此教材進行客語教學。因此，建議未來評估此教
材成效的研究可以採用實驗研究法或準實驗研究法，較能有強力的證據
證明此教材的成效。另外，研究者鼓勵教師可自行研發具創意的教學法
來教導此套教材，因此未來研究可有系統地整理及分析現場多元的教學
策略個案，提供實務人員更多參考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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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關卡一：位置及陳設評量表
評量項目

客語基本能力

備註

得分

1.特別反應（哭、拒
測、說中文等）
2.回答型式

遊戲方式：你推我擠

提示語：小朋友，請你把這個框框推到我說到的東西上面喔！（示範一次）。
試玩題：請你把手機放在櫃子裡（引導幼兒看物品圖卡區）。
測驗聽力
1.書包放在櫥櫃裡面。

2

1

0

2.鑰匙

2

1

0

3.鞋子放在客廳。

2

1

0

4.爸爸

媽媽在廚房煮飯。

2

1

0

5.哥哥

姐姐

2

1

0

2

1

0

□完整句型
□詞彙多樣化

2

1

0

□完整句型
□詞彙多樣化

2

1

0

□完整句型
□詞彙多樣化

2

1

0

□完整句型
□詞彙多樣化

2

1

0

□完整句型
□詞彙多樣化

水壺放在椅子上面。

弟弟

妹妹在房間玩。

測驗口說（施測員指定）
1.他在哪裡？他在
廚房 廁所。
2.他在做什麼？他在
煮飯 洗手 洗澡

。

。（對應第 1 題）
上廁所。

3.他在房間做什麼？他在
玩玩具 看電視 看書
4.什麼不見了？鑰匙

襪子

。
打電腦。
鞋子。

5.（鑰匙 襪子 鞋子）在哪裡？
在
那邊。（對應第 4 題）
櫥櫃 桌子 椅子。
總分

提示：
1.第一次若幼兒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2.若幼兒未以客語回答，請施測者用華語說：
「請用客語回答」
；若仍未用客語回答，
則標記無反應。
3.幼兒的回答比預設答案更豐富多元（可重覆勾選）：（1）詞彙呈現多樣化（如加
上形容詞或副詞等詞彙）（2）能回答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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