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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態度探討： 

以桃園市為例 

摘要 

復興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特別重

點推動幼兒客語教學，落實客語向下扎根，桃園市是全台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城市，但客

語流失情形存在，北部從桃園市做起，幼兒園開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訪談 15 位家長，期望了解家長們對幼兒園開始推動客語

沉浸式教學的認知、實際行動、情感認同為何，家長的態度是否會對孩子的學習有明

顯影響。 

研究結果如下：一、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具有普遍性認知：包括：以客語

授課、有客語專門老師協同教學、客語教材、情境教學…等；因此，研究結果發現，不

同年齡和職業的家長，在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皆具有普遍性理解，並無顯著

差異。二、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動較不踴躍：家長大多是願意提供學校所需

的物品資源、抽空參與學校舉辦的相關活動，對於實際進班協助的意願相對較低。三、

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認同程度會依自身語言能力而有所差異。四、學習客語的

意義從族群認同逐漸轉化為多一種語言能力。五、家長的態度、協助和認同，對孩子的

客語學習的確有明顯影響。 

基於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希望有助於客語的保存與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的提

升。 

 

 

 

關鍵詞：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態度、家庭與母語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in Preschools:A Case study in Taoyuan C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ive and continue Hakka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partment of Hakka 

Affairs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focuses on promoting the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in 

preschool for rooting down Hakka language. Fewer and fewer people can speak Hakka 

language, even in Taoyuan Cit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Hakka in Taiwan.  Therefore, 

preschools start to promote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in Taoyuan C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parents’ cognition, actions, and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and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the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children’s learning. The 15 parents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fo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rents’ 

ages or occupations in Hakka language immersive teaching understanding in preschools; 2. 

the majority of parents were willing to provide the materials for preschool, and attended the 

activities in preschool, and less willing to assist in classes; 3. the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from parents will be different by Hakka language 

abilities; 4.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Hakka language had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racial 

identify into enhance one more language ability; and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Hakka language learning from parents’ attitude, assistance, and recognition. 

Besides, the researcher also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Hakka langu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ng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Keywords：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teaching in preschools, parents’ attitude, 

mother langu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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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三節說明，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為名詞解釋，以下將分節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在地的幼兒園教學計畫實施：2001年6月14日客委會成立，其目標是復興日漸

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台灣成為一個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

社會。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特別重點推動幼兒客語教學，落實客語向下扎根，推動方

式有以下二點： 

1. 配合客家委員會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於2015年9月起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

在幼兒發展語言的黃金時期，營造客語學習環境，提升幼兒接觸客語之頻率，並進行

客語師資培訓，當時只有7所幼兒園(17班)約400位幼兒參與全客語學習活動，而107年

度已增加15園29班約750名幼兒一同參與。 

2.推動幼兒客語環境向下紮根：除了強化幼兒上學後的客語環境之外，並擴及深

入家庭讓3歲以下幼兒，透過保母、家長等主要照顧者，以唸謠、唱歌、及遊戲 等互

動方式引導幼兒接觸客語、熟悉客語。 

(二)幼教工作的使命感：桃園客家局1表示，桃園市是全台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城市，

但客語流失情形仍存在，除了祖父母輩還能流利地使用客語外，許多年輕人的客語能

力已退化，導致客語產生傳承的危機，因此更需要加強客語向下扎根，從幼兒園開始

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再透過小朋友帶動家長甚至社區，一同營造客語使用環境，讓

語言可以傳承下去。 

目前桃園市幼兒園積極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希望透過小朋友帶動家長甚至社區

                                                      
1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63148 (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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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營造客語使用環境，達到讓客語走入生活、結合城市、連結歷史的目標語言是文

化的核心，透過沉浸式互動教學，讓客語走入生活；研究者希望自己除了從事教育工

作之外也能推廣客家語言之美，多鼓勵小朋友開口說客家話，自然而然地學習客家話，

習慣用客家話當溝通語言，為了下一代客語能力向下紮根，桃園市也自編客語沉浸式

教材《ㄚ弟ㄚ妹來講客》，提供給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的幼兒園使用，有了輔助

教材，相信孩子學習客語會更順利。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目前在國小附設幼兒園任教，由於幼兒園連續三年申請推動本土語言融入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有持續邀請本土語言專長人士參與教保活動課程者，以統整教

學方式實施，從在地生活環境中選材，設計符合幼兒生活經驗之活動，將本土語言及

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使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與課程內容緊密結合，研究者發

現孩子漸漸對客家童謠和文化開始感興趣；研究者認為，若是從學前階段（幼兒園）

就讓孩子接觸客語，不僅在學校中，在家庭裡也能夠有使用客語的互動環境，這樣一

來，對於客語的向下扎根與傳承應會有所助益。因此想研究實施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

學之後，家長是否有意願共同一起營造說客語的環境？家長的態度又是如何？也是令

人想一探究竟。 

研究者搜尋了國內博、碩士論文研究，發現台灣博碩士論文系統中以「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關鍵字搜尋相關研究，發現大多都是屏東縣幼托園所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之探討、沉浸式教學現況及成效研究、沉浸式教學所遇之困境及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而其它的客語教學研究，則多為客語兒歌、客語教學態度、國小客語教學成效等問卷

量化研究，因此激起研究者者想要深入瞭解家長們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

尤其目前於客語教學的研究領域均大多為國小階段，而缺乏幼兒園家長之相關質化訪

談的研究，故本研究想以此作為研究的方向，讓爾後對於此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有所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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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達成三項目的： 

一、瞭解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方面 

二、探討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方面 

三、探究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動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茲將本研究之相關研究問題陳述如下： 

一、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情況為何？ 

二、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動為何？ 

三、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認同程度為何？ 

四、家長的態度，是否對孩子的學習有明顯影響？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客語 

客語為客家人所使用的語言，是漢語中的一支。分布於江西南部、廣東東部、福

建南部及湖南、廣西、四川、臺灣。臺灣的客語依據分佈地區的不同，大約可分為四

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和南四縣腔，共六種腔調 (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哈客小百科、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1.四縣腔--源自廣東嘉應州，分佈地為苗栗、高屏六堆和桃園的中壢、平鎮與龍潭地區，

是最多人使用的客語腔。 

2.南四縣腔--源自梅縣，主要分布在南臺灣的六堆地區，故以「六堆」來做為當地客家

話的稱呼。 

3.海陸腔--源自廣東海豐與陸豐，分佈地區為新竹、桃園觀音、新屋、楊梅及苗栗部分

地區，是使用人數佔第二多的腔調。 

4.大埔腔--源自廣東潮州，主要分佈在大臺中的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等地的腔調 

5.饒平腔--源自廣東饒平，主要分佈在苗栗縣卓蘭鎮、彰化縣員林鎮、永靖鄉、田尾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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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竹縣及桃園縣等地。 

6.詔安腔--源自福建漳州、保存最多古音與古意的客家話，分佈地位於雲林縣崙背鄉、

二崙鄉、西螺鎮及桃園縣八德市、大溪鎮、龍潭鄉一帶。 

二、客語沉浸式教學 

是指學習者至少有 50%以上的時間以母語進行溝通及教學方式。而客語沉浸教學計

畫主要是參考國外保存母語的方法，在校園中營造一個自然使用客語溝通及教學的環境，

將語言與教學內容做結合，讓幼童自然而然無意識地獲得客語的溝通能力，客語的使用

必須佔校園 50%以上的時間，且教學及溝通的主要語言都必須盡量以客語進行。 

三、態度 

「態度」是一種對人、事件或物體的評價性反應(楊語芸譯，1994)。「態度」其中

包含了認知、情意、行為三個部份(孫丕琳譯，1994)。張春興(1991)認為態度是指個人

對人、事、物及周圍世界，憑其認知與好惡所表現的一種相當持久一致的行為傾向。 

一般的社會心理學家將態度分析成三種成分，即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ion)

與行為(Behavioral)。(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88。) 

四、家長態度 

本研究中家長態度，定義為「家長對子女就讀客語沉浸式教學幼兒園的認同、情

感與行為的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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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家長對於子女就讀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本章即廣

泛蒐集文獻相關資料，詳加綜合與分析，探討分為以下四節。首先在第一節探討家庭與

母語的相關研究；第二節為客語教學理論；第三節為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發展經驗；最後

第四節為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相關研究發現。 

第一節 家庭與母語 

一、母語的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母語定義為：「個人在幼年時所學會的語言，而且成為他思想

溝通時最自然的工具」。黃宣範（1995：338）。然而（范文芳，1994：307）認為母語就

是方言，方言就是一種語言，它原有自己的語音、語法和語彙，它當然也代表一種風格、

一種文化。（施炳華，1998）則認為母語是父母的話，代代傳承，包含族群的文化和習

俗，族群的標幟。綜合以上學者所言歸納，母語就是跟當地歷史文化傳統關係密切的話

語，「母語」是祖先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語言，它包含著一個族群的文化、感情、價值

觀、哲學思維等。 

早在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曾明確的指出學校應該以兒童的母語作教學的語

言，並列舉出母語教育在心理、社會和教育上的功用：心理上，母語是兒童自然而然就

能表達及理解的有意義的符號。社會上，母語是兒童認同所屬社群成員的一種方法。教

育上，兒童以母語學習比用不熟悉的語言更快。(張學謙，2018) 

二、母語面臨的危機 

過去國民黨政府強力推行語言同化政策，要求所有的人民不管族群背景為何，都必

須說國語，壓制本土語言，是台灣族群母言流失的主因。而現在台灣重視本土語言，但

是各個族群語言仍然持續的流失中，最大的原因是母語傳承的衰微，當下一代不再學習

母語時，這個語言就是瀕臨死亡的語言。當母語缺少使用人口，不再成為族群日常生活

溝通工具，就成了死的語言，自然而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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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顯示，各年齡層客家人的客語

能力以13歲以下最弱，客家民眾與子女交談時使用的語言以華語占多數，若缺少政府與

民間推動的情況下，客家民眾客語能力每年約有1.1%的自然流失率（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7）。語言是文化的無形資產，如果不傳承母語，在強勢的華語教學政策下，必然會

造成母語人口的流失。 

針對客語流失，羅肇錦早在1989年就曾提出客語滅種的警訊：「阿公講話孫子聽唔

識，孫子講話阿公壓聽雷，子孫三代，強強便道別種人，這款危機，繼續下去，客家只

有消滅一條路。」足以說明臺灣客語已經是瀕危語言，如果沒有積極的挽救行動，不到

下個世代，客語將列入語言死亡的名單，絕不是危言聳聽。 

三、家庭與母語的關聯 

黃秋香(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母語的傳承最好也最重要的地點就是家庭，家長對

於客語教學的態度往往左右了客語的興敗。蕭瑞琪(2003)的研究表示隔代教養對於客語

學習有很大的助益。溫美芳(2005)的研究指出年幼時父母教導孩子本身對客家身分的認

同、教導孩子使用客語、帶領孩子與客家親友互動以及表達對客家文化的關懷都有助於

個體在群體上的認同感。以上可知，家長在孩子的學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家長對的

態度會在無形中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 

李英哲(1995)指出臺灣語言的本土化就是要求先有母語教育及使用的權利；有母

語才有別的語言，母語是每人感情最深處的需要，國語及英語是工作上，生活上有時

需要的工具，教育上最基本的工作是先保存、提高母語的能力，然後才談其他語言的

教育。說明了母語是要優先保存並且是學習語言的第一順位。 

許多挽救語言流失的文獻都強調家庭語言決策過程是語言保存的重要指標，認為

家庭語言政策對語言保存有關鍵性的影響力(Lukyx，2003)。 臺灣語言流失最嚴重的

地方就是家庭(張學謙，2016)。現在家庭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國語，這是母語消失的徵

兆，家長必須正視這項嚴重的問題。母語復興運動，最基本的就是盡量在家說母語，

對弱勢語言的傳承，家庭可能是下一代學會母語的唯一場所；當家長開始重視族群語

言的傳承，下一代才會對自身族群產生認同和了解其文化，教育單位則有義務提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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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習弱勢語言的機會。  

Grenoble 和 Whaley（2006：10） 強調說：「教育是語言使用極為關鍵的領域……

當學校教育僅以國語進行，地方語言必然衰微。」缺乏家庭傳承功能的弱勢語言，特

別需要語言教育的協助。這段話也說明了學者主張將母語成為教育語言，臺灣的母語

教育規劃不能只把母語當學科教，應該將母語發展為沉浸式教學的用語。 

張學謙(2016)在月刊中指出，臺灣幼兒園階段母語流失的情形已經發生，許多原

本會說母語的孩子，讀幼稚園之後，很快就轉向使用華語了。顯示臺灣的族群語言需

要特別加強幼兒學前的母語教育，可以仿效毛利人成立「原住民語言巢」、「客家語言

巢」、「臺語語言巢」的方式，盡早提供兒童母語沉浸的機會。這段話說明了母語除了

在家推動之外，更應該作為教學語言積極實施，教師在幼兒園可以把母語做為教學語

言，突破目前母語流失的困境，也促進母語的保存與延續。 

鍾吉雄（1995）指出因為母語已流失，所以學習母語就像是再學習第二外國語，指

除了學習共同語言（國語）外，再學習另外一種方言教學，也就是所謂的母語。如客家

人除學習國語外，另外實施客家話教學。挽救母語流失的工作必須儘早進行，學校現階

段可以做而且必須馬上做的是學前的母語教育。 

學校教育及家庭語言傳承是語言保存的兩個重心。反過來說，學校與家庭也是最

有可能導致語言流失的地方 (張學謙，2016)。母語教育傳承最有效的方法，在日常生

活中潛移默化使用母語，學校教育及家庭一起合作，才能有效提升語言成效。 

以上學者專家的研究，讓筆者深刻了解母語流失和家庭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家長

是孩子母語教育最早接觸的人，在家如何營造母語環境、釐清家長對母語保存的態度，

皆 是本篇研究需要去正視的問題。而母語的消失，同時也代表該族群文化資產的消失，

如何維護這些瀕臨滅絕母語，不只是推廣上的宣導，更是需要大眾共同起而行的去實

踐。 

人類需靠語言傳承前人過去的經驗，來累積綿延珍貴文化；母語傳承必須透過母

語教育及語言政策的持續推動，才能慢慢提升客家母語文化的能見度。學校如何將客

家母語教學中融入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是母語教育實施的重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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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語教學 

台灣是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因為人口族群造就多元而豐富的文化，其中客家文化即

是重要元素之一。雖然近年來客家族群自我認同有逐年提升，但是客家語言流失情況仍

然明顯嚴重。鑑於客語是振興客家文化的關鍵，政府除積極推廣客語教育，除了辦理客

語能力認證外，還積極致力於開拓客語使用場域，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以提升客語使用

率與能見度，期能使客語成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通行語，進而復興客家文化。其中

振興客語新策略包括： 

（一）落實《客家基本法》，使客語文化永傳承。《客家基本法》修正案業於107年1

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明文規定客語為國家語言，成為國家兼容多元文化核心價值的

重要里程碑。客家基本法修正案共計21條，新增多項強化復振客語及文化推動方針；透

過法制面增訂各項落實推展客家語言文化之對應機制，期能創建客語生活友善環境，使

客家語言文化永續傳承。 

（二）使客語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動客語為通行語，保障民

眾在公共領域使用客語之權利；依客家基本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客語為通行語實

施辦法」，以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之政府機關、學校等，皆具備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之能

力。首先，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創造師生及同儕間以客語為使用語言之環境，進

而影響到家庭；辦理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計畫，讓客語學習在正式課程中實施，

以增進學生學習客語的能力。 

目前客語教學相關的研究，大致分為三類：一、國小客語教師客語教學經驗之研究。

二、國小客語薪傳師客語教學實行成效之研究。三、學校與家庭教育方面。研究者為聚

焦論文主題，因此只將有關學校與家庭層面的客語教學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段淑琴(2006)，「探討客家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度－以新竹縣北埔鄉為

例」，此研究旨在針對新竹縣北埔鄉客家籍學生家長深入探討其對客語 與客語教學的態

度，以問卷調查及深度訪談來蒐集研究的資料，並分別就認知、情感認同及行動三層面

探討客家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度之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客家籍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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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度有知與行有落差。在客語方面，整體態度是中等程度的積極

正向，其中認知表現較佳，情感認同較弱，實踐行動則是消極，透過背景分析發現家長

和子女用國語交談的比例高，顯示對客語的支持較消極；家長教育程度越高對客語的認

知高但支持行動卻消極。在客語教學方面，整體態度和三層面的表現與客語的情形相同。

透過背景分析發現父母對客語教學的態度優於(外)祖父母；家長客語程度越佳則客語教

學的態度越積極正面。在深度訪談則發現通婚、媒體和習慣等會影響家長對客語與客語

教學的看法。 

馬文雄(2009)於「家長支持度、電視影響力與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之相關

研究─以東勢鎮國小中、高年級客家籍學生為例」的研究中，旨在探討家長支持度、電

視影響力與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之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瞭解學生對客語

及客語教學的態度之現況，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學生所知覺的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之

差異情形，並探討家長支持度、電視影響力與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之影響力。

以小學客家籍三至六年級學生為正式問卷施測的母群體，進行抽樣問卷調查，獲得以下

結論：學生對「客語」的態度尚佳、對「客語教學」的態度良好、學生態度會因為客語

程度、是否與祖父母同住、家長教育程度及家長職業之不同而有差異；家長支持度與學

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有相關，其中以家長行動力的相關最高。 

江政福(2013)，「家庭客語環境之建構-邁向國際觀的客家之路」。此研究旨在針對南

桃園中壢地區客語流失的現象、原因，以及隨著中壢城市風貌銳變，面對現代化、都市

化的潮流面臨英語、國語、河洛話等強勢語言環境生態；政府相關公權力與第三部門社

會力，如何強力整合現有資源能不拘泥於過去的保守習性，因時地而制宜適順勢積極建

構客語的振興與復育。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是母語復育的關鍵，「家庭」是傳承語言最根

本的地方，也是學習語言最重要的場所。而建構客語環境的意義，在於以人、空間時間

和經濟為基本向度，使家庭、學校學習環境，和社區、社會外在學習環境的配置，可整

體連貫的一個歷程；客語語言環境最重要的策略是「讓客語確實且明顯存在」。 

宋文琳(2012)，「幼兒園運用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探討-以屏東縣內埔鄉一所全客語幼

兒園為例」。此研究以探討幼兒實施沉浸式教學的實施情形以及幼教師在客語沉浸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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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所面臨的壓力與困境，並且了解家長對於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度為何?研究方法採

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針對現場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師採訪談方式，探討客語沉浸式教師

的教學現況，及其所面臨到的工作壓力、困境，針對受試家長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

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度。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客語說得很流利的家長，對客語沉浸

式教學態度顯著高於幼兒完全不會說客語的家長，顯示家長自身客語程度越佳則態度越

積極正面，同理可證：家長客語程度越佳，則客語教學的態度越正面。 

傅吉田(2012)，「探討客籍家長對幼兒客語教學的態度-以台北市幼兒園為例」。此研

究以問卷調查及開放式問答來蒐集研究的資料，並分別就認知、情感認同及行動三層面

探討；探討幼兒客籍家長對幼兒客語教學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客籍家長對幼兒客

語教學具有高度的認同，而行動的層面則較為低；而問卷統計中也發現家長期待幼兒學

習的語言，對學習英語的期待遠超過客語！研究中提到『語言復興理論』，指出學校是

語言文化傳承的推手，學校教育可以鼓勵兒童多使用母語，提高語言學習的動機，因此，

學校往往是許多國家在挽救瀕危母語的重要管道。在幼兒園中，幼兒透過客語老師以生

活化的方式，讓幼兒以遊戲、歌謠、故事、角色扮演等方式，自然並趣味式的學習客語

語言及客家文化。 

葉秋美(2016)，「客語復興與小學母語教育：新竹市三民國小準語言巢之行動研究」

指出原本母語之傳承其關鍵在於家庭與社區，當前客語傳承卻面臨二者之失能，乃將客

語之傳承訴諸學校且置重點於小學。透過行動研究在任職國小建構準語言巢，營造客語

生活化的環境，研究發現孩童的客語能力確實被不斷的提升之下，最終整理出建構準語

言巢的運作模式。 

張滿娘(2019)，「美濃地區幼教實施客語教學之研究」研究目的在探討幼兒園從客語

教學的萌芽，翻轉為沉浸式客語教學，再深入推動家庭客語參與。由學校出發至家庭社

區中，努力的延續著客語及文化的使命，盼能提升園所中實施沉浸式客語之幼兒學習成

效。研究結果發現，沉浸式教學是增益客語能力的好方法，客語傳承是學校、家庭、社

區三方責任。 

研究者將有關學校與家庭層面的客語教學相關文獻彙整(詳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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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客語教學相關文獻彙整 

研究者與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段淑琴(2006) 

探討客家籍學生家長對

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度

－以新竹縣北埔鄉為例 

1. 客家籍學生家長在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度有知與行有

落差。 

2. 客語方面，整體態度是中等程度的積極正向，其中認知

表現較佳，情感認同較弱，實踐行動則是消極。 

3. 家長和子女用國語交談的比例高，顯示對客語的支持較

消極。 

4. 家長教育程度越高對客語的認知高，但支持行動卻消極。 

5. 背景分析發現父母對客語教學的態度優於(外)祖父母。 

6. 家長客語程度越佳，則客語教學的態度越積極正面。 

7. 通婚、媒體和習慣等會影響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看

法。 

馬文雄(2009) 

家長支持度、電視影響力

與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

學的態度之相關研究─

以東勢鎮國小中、高年級

客家籍學生為例 

1. 學生對「客語」的態度尚佳、對「客語教學」的態度良

好。 

2. 學生態度會因為客語程度、是否與祖父母同住、家長教

育程度及家長職業之不同而有差異。 

3. 家長支持度與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有相關，其

中以家長行動力的相關最高。 

江政福(2013) 

家庭客語環境之建構-邁

向國際觀的客家之路 

1. 家庭是母語復育的關鍵，「家庭」是傳承語言最根本的地

方，也是學習語言最重要的場所。 

2. 建構客語環境的意義，讓家庭、學校學習環境，和社區、

社會外在學習環境的配置，整體連貫的一個歷程。 

3. 客語語言環境最重要的策略是「讓客語確實且明顯存

在」。 

宋文琳(2012) 

幼兒園運用客語沉浸式

教學之探討-以屏東縣內

埔鄉一所全客語幼兒園

為例 

1. 幼兒客語說得很流利的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態度顯

著高於幼兒完全不會說客語的家長。 

2. 家長自身客語程度越佳則態度越積極正面。 

3. 幼兒的家庭環境亦會影響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好壞，家長

需協助並與學校互助合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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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傅吉田(2012) 

探討客籍家長對幼兒客

語教學的態度-以台北市

幼兒園為例 

1. 客籍家長對幼兒客語教學具有高度的認同，而行動的層

面則較為低。 

2. 家長期待幼兒學習的語言，對學習英語的期待遠超過客

語。 

3. 學校是語言文化傳承的推手，學校教育可以鼓勵兒童多

使用母語，提高語言學習的動機。 

4. 學校往往是許多國家在挽救瀕危母語的重要管道。 

5. 在幼兒園中，幼兒透過客語老師以生活化的方式，以遊

戲、歌謠、故事、角色扮演等方式，自然並趣味式的學

習客語語言及客家文化。 

葉秋美(2016) 

客語復興與小學母語教

育：新竹市三民國小準語

言巢之行動研究 

1. 母語之傳承其關鍵在於家庭與社區，當前客語傳承卻面

臨二者之失能。 

2. 建構準語言巢，營造客語生活化的環境，發現孩童的客

語能力確實不斷有提升。 

張滿娘(2019) 

美濃地區幼教實施客語

教學之研究 

1. 美濃地區推動的沉浸式教學是增益客語能力的好方法。 

2. 客語傳承是學校、家庭、社區三方責任。 

3. 客家閩籍媳婦學習、熟悉客語，是一種在客家地區生存

的一項自我肯定。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以上學者的研究，段淑琴(2006)、 宋文琳(2012)皆表示家長客語程度越佳，則對客

語教學的態度越積極正面。馬文雄(2009)也同意此說法，認為家長支持度與學生對客語

教學的態度有相關，傅吉田(2012)清楚指出學校是語言文化傳承的推手，學校教育可以

鼓勵兒童多使用母語，江政福(2013) 葉秋美(2016)、張滿娘(2019)則強調學校、家庭、

社區都盡量建構客語環境(如：準語言巢、沉浸式環境)，策略是「讓客語確實且明顯存

在」。 

客語教學近幾來的努力，漸漸地喚醒客家意識，大多數人能珍視自己族群所賦予的

語言及文化，也願意繼續落實與傳承下去。客家語言課程正式進入學校體制內，成為語

文學習領域的學科，將深深影響客家語言的發展與延續。客語教學在除了師資方面要增

加師資培育訓練、也要多學習多元教學技巧、有效運用教學策略，才能提升學習者的學

習動機。而以上研究結果都明確發現，客語教學要有成效，最重要的根本還是要家長在

家庭中的配合；唯有家長落實說客語，以身作則，回歸家庭的語言使用，客語才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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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第三節 沉浸式理論源起與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發展 

一、沉浸式課程的源起  

最早的沉浸式課程發源自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郊的聖蘭伯 （Saint Lambert）。

魁北克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寧靜革命後，法語逐漸取代英語，成為當地的社會主流語

言。這種改變使得魁北克省以英語為母語的家長開始思考他們孩子未來可能面臨的多

種挑戰，並且希望他們孩子除了精通英語及文化傳統外，還能進一步了解欣賞法語的

語言與文化。住在聖蘭伯城的 12 名家長因此組織了『聖蘭伯雙語學校研究小組』， 經

過兩年努力，1965 年正式在他們學區的幼稚園引進了法語沉浸式課程。這群家長除了

聘請專家指導課程的設計與發展外， 同時還要求政府有關單位有系統地評估這個法語

沉浸式課程的成效（Genesee，1984）。 

 二、沉浸式課程的發展 

 1969 年 McGill 大學發表了評估報告，認為 St. Lambert 的法語沉浸式課程成果

優異，值得肯定。同年 1969 年加拿大政府頒布了『官方語言法案』，正式將英語與

法語列為加拿大的官方語言。在這多種有利因素推動下，聖蘭伯法語沉浸模式逐漸風

行全加拿大，為加拿大的雙元文化及雙語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同時，沉浸式語言

課程的理念也逐漸從加拿大傳播到世界各地。後來國際間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沉浸教學

模式，沉浸式教學以年幼的幼兒為對象，強調是透過環境來學習語言（Genesee，1984）。 

三、台灣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發展 

國內目前實施沉浸式教學，有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

畫，以及閩南語幼兒園沉浸式教學試辦計劃。本研究只針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

發展經驗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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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歸納母語保存教學策略的研究顯示，母語沉浸教學已經被公認為是復興母語

最有效的教學方式(Hermes，2007)。因此國內學者張學謙(2008)、陳雅鈴、陳仁富、蔡

典龍(2009)主張呼籲設立沉浸式的幼稚園。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於 2007 年在屏東縣客

家事務處的贊助下，開始進行實驗性的客語沉浸教學計劃，落實客語保存並具體評估

其成效，在 2007 年參考國外母語(毛利語及夏威夷語言巢計畫)保存的成功經驗，在屏

東縣客家社區的幼托園所中，實驗性地推行客語沉浸教學計畫（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s），由 2011 年屏東縣政府委託所屬幼托機構辦理「班級客語沉浸

教學」、「全園客語沉浸教學」實施計畫公佈，主要目的是透過客語學習讓幼兒體會

客家傳統生活文化，並提昇幼兒對客語使用率，降低客語流失之危機，並能營造生活

化的全客語學習環境，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會，提昇學習興趣。讓學童自然而然

生活中大量接觸而學會客語；並經由全客語環境之學習提升建立聽、說客語的語言能

力。在客家委員會及教育部公布的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施計畫案中明確表示以客語

做為教學語言，幼兒園以客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或可使用雙語（華、客語）以漸進

方式教學及溝通，整體課程教學語言使用客語比率至少達 50%以上，創造客語溝通情

境，引導及鼓勵同儕間以客語為日常溝通語言，並針對幼兒園內之各項談話、活動(如

入園/校、問候、用餐、上廁所、午睡及指示用語等)予以強化，提升師生及學生同儕

客語互動頻率與品質、進而影響家庭並營造情境以符合現代生活方式及兒童成長環境

為主，以提升學習意願及對族群文化認同。 

客委會2表示，2016 年度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 含試辦計畫及客語示範幼兒園，有

屏東縣、高雄市、桃園市、苗栗縣及臺中市，共 5 個縣市 52 所學校、105 班參與。（資

料來源：2016.11.18 客委會：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確保客語永續傳承）。 

高雄市自 2013年 7月起辦理「幼教全客語沉浸教學計畫」，利用師資培訓工作坊、

課程教學小組、教學觀摩等方式，協助幼兒園營造生活化的全客語學習情境，提升幼

                                                      
2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34&PageID=37989 (瀏覽日期 2020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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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客語使用率，並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會；另外並辦理「國小客華雙語教學計畫」，

逐步建立雙語教學模式，希望從根本解決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之危機。經過 3 年的推

動，發現學童整體的客語聽說能力均有顯著進步（客委會，2016 年 11 月）。 

台中市 2015 年台中市政府於東勢及石岡兩所幼兒園推動客語示範幼兒園，2016

年持續辦理，成立第三所示範幼兒園，並集結多方資源，出版大埔腔幼兒園教學常用

客語教材《小朋友上客咧》，讓幼童更習慣開口說客語，並規劃利用工作坊，產出更多

專屬大埔腔客語教材，落實教材在地化。2018 年發表客語「台中山城小旅行」童書及

電子書一套三冊，是台中市第一套由幼教現場老師親自策劃，根據東勢區、石岡區及

新社區在地特色景點設計的幼兒園繪本教材系列套書，書中搭配大埔腔唸謠童詩；透

過書中襪子娃娃人偶一同漫步山城，認識在地大埔客家文化，呈現幼兒園以多面向主

題融入客語沉浸式教學 3 年來的豐碩成果。2018 年東勢區附設幼兒園客語示範將新增

8 所，台中市國小附設幼兒園將擴大為 14 園 35 班，另於東勢及石岡區各一所國小試

辦客語教學計畫，為台中山城區打造大埔客家文化復育基地。(自由時報 2018-06-08) 

苗栗縣政府為傳承客語、推廣客家文化，依據客家委員會統計，2003 年起辦理「客

語生活學校」，有 15 所國民小學申請試辦客語生活學校，2005 年首度有 21 所公、私

立幼兒園加入。有鑑於客家語流失問題的嚴重性，針對縣內有意願幼兒園及國小低年

級階段，2013 年起連續二年辦理全縣性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研習計畫，希望能藉由沉

浸式客語教學的實務經驗分享，增強教師推動沉浸式教學的知能，2014 年起開始辦理

推動全客語沉浸式教學全縣研習，邀請專家學者講述幼兒園實施沉浸式教學的理念與

實務分享，並參考國外保存母語的方法，於 2015 年辦理「全客家語沉浸式教學工作

坊」， 營造園所客語環境及教師將客語融入教學的學習環境下，讓幼兒自然而然、潛

移默化地獲得客家語的溝通能力，2016 年為培育師資辦理「推動全客家語沉浸式教學

師資培訓研習計畫」，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有 11 所公、私立幼兒園 15 班申請實施

「客語沉浸式教學」；2016 年辦理「推動本土教育－計畫八，推動全客語沉浸式教學

師資培訓研習計畫」，透過沉浸式客語教學的推展，有效整合各類資源，喚醒教師對本

土語言的重視並將影響力拓展至家庭及社區。近年配合客語生活學校計畫推動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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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沉浸式教學；讓幼兒園的小朋友 從小在客語的環境下學習，認識客家、愛上客家、

珍視客家、傳承客家（苗栗縣 政府教育處，2016 年 10 月）。 

以下僅以最早實驗性推行並實施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的屏東縣和本研究要探究的桃

園市做發展歷程敘述： 

一、屏東縣客語沉浸式教學啟萌 

在臺灣最早自發性地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是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為了

更加落實客語保存，並具體評估其成效，在 2007 年參考國外母語保存的成功經驗，由

當時擔任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古秀妃局長在屏東縣客家社區的三所幼托園所中，先

行實驗性地推行客語沉浸教學計畫（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s）；並獲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陳仁富主任及幼兒雙語教育專家陳雅鈴教授同意協助其教學輔導

及探討研究。因為在學校孩子有大量聽說客語的機會，推動後三所幼托園所學童客語

成果漸有起色，令眾人雀躍，隔年 2008 年便開始擴大辦理沉浸式教學，共有 11 所 11 

班，約 200 位小朋加入，也出版兒童客語床邊故事 CD 書。到 2009 年又增加到 14 所

21 班，約 400 位小朋友加入，編撰出版兒童客語教材「客語真好玩」（含有聲 CD）

及教學字卡。2010 年持續擴大辦理客語沉浸教學計畫，共有 15 所 29 班一起加入，約 

600 位小朋友加入，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還輔導私立立群托兒所為全國第一所全客

語幼兒園。2011 年持續擴大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共有 16 所 39 班，約 800 位小朋友

加入；還開始嘗試在國小一個班級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全國全客語幼兒園增加為 2

所。2012 年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有 14 所 29 班、國小增加到 2 所 3 班。2013

年出版「客語真好玩」輔助教材。2014年辦理客語沉浸教學計有幼兒園有13 所 30 班、

小學一樣維持 2 所，但班級數增加為 6 個班，首度實驗小學中年級(三、四年級)參與

客語沉浸教學。2015 年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有 13 所 33 班；小學有 2 所 6 班，

還加入實驗客語學習家庭計畫、實驗客家文化主題雙語教學模式。2016 年辦理客語沉

浸教學，幼兒園有 12 所 33 班；小學有 2 所 6 班，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學共有 5 班。

2017 年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有 12 所 30 班、小學 4 所 9 班，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

學共 3 所 9 班。2018 年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有 11 所 27 班；小學有 5 所 7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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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學有 3 所 9 班，參與的老師共有 52 名、學生有 693 名。（屏東客

家事務局，2018）。(實施歷程詳見表 2-2) 

依據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網站的統計，從 2007 初步推動客語沉浸教學，隔年便擴

大辦理，也陸續出版兒童客語床邊故事 CD 書、客語教材、教學字卡…等，輔助幼教

老師在幼教現場教學上的運用，這 13 年間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參與的園所及幼兒人數

都有顯著的大幅倍增成長，可見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推動卓越、有其成效。屏東縣客

語除了積極向下扎根之外，也開始不斷往小學推動實施，辦理實驗客語學習家庭計畫，

實驗客家文化主題雙語的教學模式，成為全國各縣市辦理客家語向下紮根政策時爭相

取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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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屏東縣政府推行客語沉浸式教學大紀事 

年度  要         紀 

2007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古秀妃局長拜託長治香潭、內埔小博士、屏東正學幼兒

園加入實驗性質客語沉浸式教學園所。 

邀請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陳仁富主任及陳雅鈴教授協助教學輔導及探討研究。 

2008 擴大辦理沉浸式教學幼兒園，共 11 所 11 班，約 200 位小朋加入。 

出版兒童客語床邊故事 CD 書。 

2009 擴大辦理沉浸式教學幼兒園，共 14 所 21 班；約 400 名幼兒加入。 

出版兒童客語教材-客語真好玩 1-6 冊及教學字卡。 

2010 擴大辦理沉浸式教學幼兒園，共 15 所 29 班；約 600 名幼兒加入。 

輔導屏東縣私立立群托兒所為全國第一所全客語幼兒園。 

2011 擴大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6 所 39 班，約 800 位小朋友加入。 

全園全客語幼兒園增加為 2 所。 

豐田國小推動國小一年乙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2012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4 所 29 班。 

小學 2 所 3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2013 出版客語真好玩輔助教材:「主題教學小幫手」、「遊戲活動小幫手」、「主題兒歌

本 +CD」。 

2014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3 所 30 班。 

小學 2 所 6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首度實驗小學中年級（三、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 

2015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3 所 33 班。 

小學 2 所 6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實驗客語學習家庭計畫。 

實驗客家文化主題雙語教學模式。 

2016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2 所 33 班。 

小學 2 所 6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學共有 5 班。 

2017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2 所 30 班。 

小學 4 所 9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學共有 3 所 9 班。 

2018 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幼兒園共 11 所 27 班。 

小學 5 所 7 班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辦理客家文化主題教學共有 3 所 9 班。 

老師 52 名、學生 693 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屏東縣客語沉浸式教學網站(瀏覽日期 2020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hakkaplan.nptu.edu.tw/files/11-1174-9785.php?Lang=zh-tw）。 

 

http://www.hakkaplan.nptu.edu.tw/files/11-1174-978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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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從上述列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屏東縣推動至今，有越來越多所幼兒園積極

參與客語沉浸式計畫，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也出版了客語輔助教材、客語床邊故事

CD 書、教學字卡、客語闖關護照……等，廣泛推廣至客語沉浸幼兒園中，對客語沉浸

式教學很用心在規畫並實施。研究者也在發展歷程中看到屏東縣客語推動除了積極向

下扎根之外，也開始往小學推動實施，不斷辦理實驗客語學習家庭計畫，實驗客家文

化主題雙語的教學模式，希望藉由客語沉浸式教學更多孩子能從小就接觸客語，認識

客家不同文化之美。 

二、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 

曾任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的蔣絜安 (2017)表示：「語言是族群文化的底蘊，

更是構成族群認同的重要元素，擁有越佳的客語能力，就越能對客家族群產生認同。」

桃園市是全國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城市，祖父母能流利地使用客語，許多年輕人的客語

能力已退化，導致客語產生傳承的危機3。 

市長鄭文燦訂定「讓桃園的小朋友都會說母語」的目標，客家事務局和教育局合

作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附錄一)，規劃以豐富多元課程內容及生動活潑的教學方

式，推動幼兒客語教育，使其提升學習客語的興趣，並且將客語帶入家庭，讓政府、

幼兒園、家庭三方共同努力傳承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化4。 

桃園市政府強調以語言習得的方式獲得語言能力，採漸進方式推行：初期至少 50 

％以上課程用客語授課，並以華、客語並陳的方式溝通，待幼兒熟悉常用客語後，再

漸漸褪除華語，到最後完全以客語進行溝通及授課；創造幼兒真實的語言溝通情境；

著重聽說能力的培養，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為原則(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客語

沉浸式教學網站)。 

桃園市於 104 年 9 月起逐步實施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當時只有 7 所幼兒園(17

班)約 400 位幼兒參與全客語學習活動，而 107 年度已增加 15 園 29 班約 750 名幼兒一

                                                      
3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https://www.hakka.tycg.gov.tw/home.jsp?id=9&parentpath=0&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

o=201712190026&aplistdn=ou=hotnews,ou=chines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瀏覽日期 2020

年 1 月 20 日) 
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857337 (瀏覽日期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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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108 年度已增加 14 園 38 班參與加入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桃園市政府客家

事務局，2020）。 在中壢、平鎮、龍潭、新屋、楊梅、觀音、大園等 7 個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至少都有 1 所幼兒園加入，除了園所逐步營造全客語溝通的學習環境之外，

還規定教保人員每月定期舉辦師資培訓輔導，107-108 年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

培訓及輔導計畫實施原則提出四項主要原則：(1)強調以語言習得的方式獲得語言能力

(2)採漸進方式推行(3)創造幼兒真實的語言溝通情境(4)著重聽說能力的培養，以生活化、

實用化、趣味化為原則5。 

從參與的園所及班級數、幼兒人數的增加，都可以明確的感受桃園市在這四年中

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的持續推廣和不斷成長，用心由此可見，(見表 2-3)，以下是

桃園市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參與幼兒園一覽表： 

表 2- 3 桃園市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參與幼兒園 

行政區        學校名稱 班級數 

1.  大園區 桃園市私立溪海大自然幼兒園 4 班 

2.  中壢區 新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1 班 

3.  楊梅區 瑞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1 班 

4.  楊梅區 瑞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1 班 

5.  楊梅區 上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2 班 

6.  楊梅區 楊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2 班 

7.  平鎮區 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紹豐分班) 2 班 

8.  觀音區 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 4 班 

9.  新屋區 桃園市立新屋幼兒園 7 班 

10.  新屋區 桃園市私立新學屋幼兒園 3 班 

11.  新屋區 桃園市私立新奇屋幼兒園 7 班 

12.  龍潭區 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1 班 

13.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小奶爸幼兒園 2 班 

14.  大溪區 南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1 班 

合計 14 所幼兒園，共 38 班 

 

                                                      
5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網頁 http://220.128.117.223/tyhakkaclass/Join/Partner/list.aspx(瀏覽

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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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相關研究 

母語保存教學策略的研究顯示，母語沉浸教學已經被公認為是復興母語最有效的

教學方式，因此本節針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相關研究彙整(表 2-4)，期能提供本研究分析

討論之依據。 

表 2- 4 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文獻彙整 

研究者與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陳雅鈴（2009） 

屏東縣幼托園所實

施沉浸式客語教學

之探討 

一、老師意見： 

1.師資不足；2.教材資源缺乏；3.幼兒語言組成多元；4.所學多為

學校領域用語；5.家長的功利觀點；6社區缺乏客語保存意識；7.

缺乏系統政策。  

二、建議： 

1. 培訓專業且有系統的師資。 

2. 編製多元且生活化的教學素材。 

3. 推行全園性的客語沉浸式教學。 

4. 加強客家文化知識的學習。 

5. 帶動學校家長的參與。 

6. 深耕社區營造。 

陳雅鈴 、陳仁富 

蔡典龍（2009） 

客語沈浸教學對提

昇幼兒客語聽說能

力之影響 

參與的幼兒八成以上為客籍人士，但在家使用客語比例卻不及30

％。在客語能力方面，相同前測能力之下，客語沈浸幼兒後測的

客語聽說能力較對照組高。 

教師及家長針對幼兒主題客語及日常客語聽說能力的評量也接

近良好。  

宋文琳（2012） 

運用客語沉浸式教

學之探討-以屏東縣

內埔鄉一所全客語

幼兒園為例 

1. 教師利用主題課程融入客語教學，為了提高幼兒使用客語的

頻率，課程中使用客語為溝通工具，促進幼兒對客家文化的

理解。 

2. 困境：幼教師必須適時提醒幼兒講客語；幼兒的家庭環境亦

會影響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好壞，家長需協助並與學校互助合

作。 

3. 幼教師執行之壓力：容易因為專家學者進班觀課，造成幼教

師上課時有壓力。 

4. 家長之態度差異情形：家長自身客語程度越佳，則對客語教

學態度越正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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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林慧君（2015） 

高雄市美濃區幼兒

園客語沉浸教學現

況及成效研究 

一、成效： 

1.幼教師普遍能落實客語沉浸教學，透過研習提升專業知能。 

2.幼教師善用多元教學融入客語教學，鼓勵家庭提供客語使用環

境，有效提高幼兒使用客語頻率。 

3.幼兒客語聽說能力有顯著的提升，惟同儕之間的交談能力略顯

不足，若能營造客語主題的對話情境，引發幼兒學習興趣，應能

提升幼兒客語交談能力。 

一、困境： 

1.量化資料顯示，幼教師主要教學困境為教學資源的缺乏。 

2.質性訪談則發現，園所若能提供行政支持及教學資源，將提高 

  幼教師教學之熱忱。 

徐美玲（2017） 

苗栗地區幼兒園客

語沉浸式教學之研

究 

 

1. 行政作業程序繁瑣。 

2. 幼兒客語聽、說程度不同，教材選用有限制。 

3. 教師族群多元，對字詞發音缺乏自信。 

4. 非客籍家長配合度不高，教師需多關切幼兒使用客語的頻率。 

5. 教師為課程規畫及專家觀課而有壓力。 

6. 家長總體上是支持園所實施沉浸式教學，也願意為保存客語

及文化而努力。 

林曉專（2018） 

幼兒園運用客語沉

浸式教學融入教保

活動現況之探討-以

臺中市客語示範幼

兒園為例 

1. 客語示範幼兒園推動沈浸式教學，將客語融入教保活動營造

客語全語文教學情境。 

2. 教保人員善用班級經營策略，提升幼兒客語的使用量；積極

鼓勵家園合作親子客語共學，強化母語復振的認同。 

3. 參與沈浸式教學計畫對教師客語教學實施有助益。 

困境： 

客語聽說流暢之師資不足、大埔腔客語教材缺乏、薪傳師(陪伴

員)入班協助的角色尷尬、參與計畫之行政業務繁瑣。 

建議： 

1. 建置並彙整大埔腔客語資源教材於近便使用的網路平台。 

2. 開設日常生活口語會話班之教師增能。 

3. 提供誘因鼓勵教保服務人員考取客語認證。 

4. 增補示範幼兒園具客語流暢之師資。 

5. 釐清薪傳師入班協同角色定位。 

6. 簡化計畫之行政業務與資料呈報方式。 

7. 考量示範幼兒園之設置需評估客籍分佈地域性。 

8. 教保服務人員需抱持對客家文化傳承的教學熱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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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邱碧蓮(2018) 

客語準語言巢建

構： 以桃園市新屋

國小為例 

1. 準語言巢環境的營造建構：在任教班級中，串聯校內教職員

及家長，建構一個客語的準語言巢。 

2. 採親子共學方式養成達到說客語的機會的增加。 

3. 每月所辦理的全體例會中，以客語營造語言使用環境。 

4. 借由雙週聚會進行增加客語使用機會及習慣養成。  

許晏榕 (2019) 

非客籍幼教師實施

客語沉浸教學所遇

之困境及因應策略 

困境： 

非客籍幼教師不熟悉客語及文化、教學不夠深入及完整；缺少非

客籍幼教師學習客語的管道、家庭缺乏完整的客語使用環境。 

因應策略： 

1. 鼓勵非客籍幼教師參加客語相關研習並善用資源自我學習。 

2. 園所營造客語氛圍，建立「小老師」制度，發揮同儕影響力

力量；和家長建立良好親師溝通，善用家長力量協助教學。 

3. 尋求行政資源，將教學拓展到社區。 

建議 

1. 非客籍幼教師持續增能，培育學前階段客語沉浸教學教師。 

2. 家庭場域要多用客語與幼兒交談。 

3. 客庄地區之正式幼教師應加註客語專長需求。 

4. 增加客語陪伴員之經費與名額。 

5. 彙編合適的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之客語教材。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由上述文獻得知，「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實施至今，家長評價大多正向，學校均

採用多元且生活化的教學方式，將客語及客家文化課程融入教學和生活情境中，幼兒的

客語能力都有顯著的提升，目標是提升學生客語能力，增進對客家文化的興趣。研究者

看到了不少研究都面臨相同的困境、家長可以改善的建議，整理如下：  

一、學校方面： 

（一）幼兒園實施沉浸式教學後對幼兒的客語聽、說能力都有顯著的提升，甚至延伸 

        到國小低年級學童之沈浸式實驗課程，學科成績表現皆不會造成影響。 

（二）在幼兒園，師生用客語溝通對話，但觀察幼兒同儕間的私下交談，還是習慣使 

        用國語為主要語言。    

（三）教保人員須將以客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活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如遊戲、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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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繪本及說故事，引起幼兒學習動機，增進幼兒口說客語的能力。 

（四）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行政作業程序繁瑣。 

（五）教保人員須隨時提醒幼兒並鼓勵使用客語溝通，增加客語的使用頻率。 

（六）教具和字卡自製、客語相關教材蒐集不容易。 

（七）教保人員族群不同或自身的客語能力不足，教學品質及成效也會有所影響。 

（八）專家進班觀課，教保人員容易形成的壓力。 

二、家庭方面 

（一）客籍家長大多支持客語沉浸教學，但部分家長在家仍沒有使用客語溝通的習 

        慣，故家庭客語成效十分有限。 

（二）非客籍家長的認同度較低，家長無法配合在家複習，幼兒客語學習成效不彰。 

（三）家長客語聽說能力愈好，對客語教學的態度越積極正向。 

三、建議 

（一）薪傳師或客語陪伴員入班協同教學時間有限，建議園所可以多多邀請社區耆老或 

      客語能力佳的家長進班擔任教學志工，協助客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二）希望地方政府編列經費辦理客語沉浸教學師資培訓課程，增進教保人員的客語相 

      關知能。 

（三）希望彙整參與園所客語資源教材於近便使用的網路平台。 

（四）可以鼓勵教保人員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可提供「獎勵金」方式提高教保人員 

      報考意願。 

（五）邀請家長參與幼兒園舉辦的客語相關活動，進而達到認同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目 

      的。  

由上述文獻得知，客語沉浸教學在幼兒學前階段推行，讓孩子從小在生活中接觸客

語，是較有效的教學方式。陳雅鈴及陳仁富(2011)提到屏東在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時，因

為幼兒在校時間長，有非常多的機會暴露在客語的環境下。客語課程又融入趣味活動中

並用生活化方式進行，不會有分科學習的疑慮及客語授課時間不足的問題。而幼兒期孩

子的語言可塑性高、家長對孩子尚沒有升學競爭的考量，對學習客語的認同度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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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推動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更是一大挑戰，在教保人員方面：族群不同或自身的客語

能力不足，都將影響教學品質及成效；客語相關教材蒐集不容易、大多需要自製教具和

字卡也是客語推行上常碰到的困境；而在家長方面：家人仍大多用國語和下一代溝通、

缺乏客家認同意識，故家庭客語成效十分有限。這些客語推廣的問題非一朝一夕可以改

變的，所以上述研究提出了許多建議，如：廣邀相關人士入園一起營造客語學習情境、

編列經費辦理師資培訓課程、建立客語資源共享平台、鼓勵教保人員參加客語中高級認

證、多辦理客語相關活動讓家長成為推廣的助力，都是希望能對將來的政策有實質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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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前言 

本研究為探討桃園市家長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為何？研究對象設定

為桃園市有子女就讀參與 107 年度「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的其中三所幼兒園家長，

以立意抽樣的方式設定家庭族群背景分別是客籍家庭、客閩通婚、閩籍家庭、客新通

婚，四類家長進行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先從文獻探討開始著手，蒐集並閱讀與沉浸式

教學的相關資料，綜合整理出自編的訪談大綱，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後，將其訪談

大綱與家長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談，更深入而詳細的蒐集家長意見，再進行資料的研究

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採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質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情況下透過與研究對象互動，瞭解其行為背後的解釋，蒐集

各式各樣的資料，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探究，強調對於現象直接描述與分析，再輔以文

件、書籍、錄音等資料提供豐富的解釋，進而去詮釋其現象，逐步歸納分析資料並建構

理論（陳向明，2002）。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蒐集資料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深度訪談

法算是最普遍的資料蒐集方法。 

二、採深度訪談法的目的 

深度訪談法是透過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人言語交談，瞭解其看法及深入觀點，可經由

研究者及受訪者對核心主題的深入對談，得知受訪者的看法，進而獲得第一手資料。大

部分學者將深度訪談視為一種對話及社會互動，目標在於取得訪談內容中相關資訊或瞭

解訪談對象對事件的看法、與感受。深度訪談法能針對特定的研究焦點，做深入的探究，

能去傾聽受訪者的心聲，了解其主觀角度所詮釋到人、事、物的經驗等（吳芝儀、李奉

儒(譯），1995)。 

在訪談前，研究者會先告知受訪者訪談目的，事前考量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設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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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對話內容，訪談過程中一問一答互動，研究者可獲得第一手資訊，整理分析對核

心主題的疑問。訪談時研究者也要察言觀色，考慮如何開啟話題、設計內容、安排過程、

選擇地點等，事前需做好充足準備工作，研究者對於問題內容需具備熟悉度，才能在訪

談過程中立即問到問題的核心，讓訪談更流暢進行（林淑馨，2010）。 

社會科學研究中，深度訪談結構可區分成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無結構式訪

談。本研究深度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讓訪談者有較大的彈性空間說出自身對幼

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主觀感受。研究者通常先將訪談內容設計成訪談大綱，以確定訪

談過程中能獲得欲知的資訊，但是受訪者的回答並不受選項之控制，可依本身回答的方

向來自由表達。透過深度訪談能發現一些重要元素，而這些元素非表面觀察就可獲得，

由於半結構訪談是處在一種開放且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中進行，受訪者可能會比在標準

化訪談法或問卷問答中，更能自由表達出本身的觀點（林淑馨 2010：225）。 

第二節 研究對象之設定 

一、彙整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參與的園所 

本研究深度訪談之對象，研究者先上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網頁，先搜尋桃園市

有哪些地區的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截至2020年桃園市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

的幼兒園一共有14所38班，彙整了桃園市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參與幼兒園一覽表，請

見P20(表2-3)。 

二、決定訪談的園所 

彙整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參與的園所後，再逐步了解各園所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

計劃的時間、人數、參與的班級數後，選擇了研究者居住地鄰近的楊梅區楊心國小附設

幼兒園、新屋區的市立新屋幼兒園、觀音區的市立觀音幼兒園，以下針對這三間園所做

說明。 

觀音鄉立托兒所為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之前身，民國 66 年至 83 年間於觀音各社區成

立村里托兒所，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桃園市，因此全銜改為「桃

園市立觀音幼兒園」，除本園外，另設有觀音幼兒園新坡分班及觀音幼兒園崙坪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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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地理位置位於觀音市區，觀音區總人口約 6.5 萬人，客家人口比例約 47%，本園

從 105 年度剛開始的一個班 28 人，到 108 年增加到現今的三個班 81 位學童、6 位教

師一起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推動成效可說是相當明顯的成功。請見(表 3-1)。 

表 3- 1 觀音幼兒園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楊心國小附設幼兒園，民國88年8月奉准設立大同國小梅園分校，民國89年12月校

名正式定名為「楊心國民小學」，民國90年8月楊心國民小學正式成立，94年附設幼兒

幼兒園名稱 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 地理位置 
桃園市觀音區民生

路 68 號 

全園班級數& 

幼兒人數 

園本部-9 班/243 人 

崙坪分班-6 班/171 人 

新坡分班-5 班/121 人 

教師人數 

園本部-18 人 

崙坪分班-12 人 

新坡分班-10 人 

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班級概況/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時間 

105 年度
(106.1.1-11.30) 

106 年度 

(107.1.1-7.31) 

107 年度 

(107.8.1-108.7.31) 

108 年度 

(108.8.1-迄今) 

園本部-櫻桃班 

(小中混齡 28 人) 

園本部-西瓜班 

(中班 28 人) 

園本部-草莓班 

(大班 29 人) 

園本部-草莓班 

(小班 24 人) 

 
園本部-鳳梨班 

(中班 28 人) 

園本部-蘋果班 

(中班 28 人) 

園本部-蘋果班 

(大班 29 人) 

  
園本部-西瓜班 

(中班 28 人) 

園本部-西瓜班 

(中大班 28 人) 

共 28 人 共 83 人 共 85 人 共 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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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園所地理位置位於楊梅市區，楊梅區總人口約16萬人，客家人口比例約68%，本園

從106年度到108年，整整二年多的時間都一直持續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也是全園

推動客語的代表園所，目前全園共有二個班級54位學童、5位教師一起參與客語沉浸式

教學計畫。請見(表3-2)。 

表 3- 2 楊心國小附設幼兒園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新屋鄉社區托兒所為桃園市市立新屋幼兒園之前身，民國50間為解決農忙時期婦女

收托問題而設立，是因應社會需求之「短期農忙托兒所」。當初是新屋鄉公所為適應社

會變遷及家庭結構功能的改變，配合家庭幼兒托育服務需求所開辦的機構。民國103年

12月25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桃園市，因此全銜改為「桃園市立新屋幼兒園」；園所地

幼兒園名稱 

桃園楊心國小 

附設幼兒園 

地理位置 
桃園市楊梅區金

華街 100 號 

全園班級數& 

幼兒人數 

全園 2 班/共 54 人 教師人數 

4 位教師 

1 位教保員 

共 5 人 

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班級概況/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時間 

106 年度 

(107.1.1-7.31) 

107 年度 

(107.8.1-108.7.31) 

108 年度 

(108.8.1-迄今) 

彩虹班(混齡班 29 人) 彩虹班(混齡班 27 人) 彩虹班(混齡班 27 人) 

雲朵班(中小班 26 人) 雲朵班(大中班 28 人) 雲朵班(大中班 27 人) 

共 55 人 共 55 人 共 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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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位於新屋市區，新屋區總人口約4.8萬人，客家人口比例約76%，本園從106年的

三個班88人到108年增加七個班、194位學童、全園13位教師都一起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

計畫，全園共同齊力推動客語，成效卓越。請見(表3-3)。 

表 3- 3 桃園市市立新屋幼兒園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決定訪談的家長 

(一)立意抽樣的必要性：立意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之邏輯和效力，取決於選擇資訊

豐富之個案(information-rich case)作深度的研究；資訊豐富之個案，是指這些樣本中含有

幼兒園名稱 桃園市立新屋幼兒園 地理位置 
桃園市新屋區清

文路 229 號 

全園班級數& 

幼兒人數 
全園 7 班/共 194 人 教師人數 教師 13 人 

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班級概況/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時間 

106 年度 

(107.1.1-7.31) 

107 年度 

(107.8.1-108.7.31) 

108 年度 

(108.8.1-迄今) 

乖乖班 28 人中班 乖乖班 29 人（大中） 乖乖班 30 人（大中） 

草莓班 30 人大班 草莓班 30 人（中小） 草莓班 30 人（中小） 

櫻桃班 30 人大班 櫻桃班 30 人（中小） 櫻桃班 30 人（中小） 

 葡萄班 30 人（大中） 葡萄班 30 人（大中） 

蘋果班 30 人（中小） 蘋果班 30 人（中小） 

快樂班 30 人（大中） 快樂班 30 人（大中） 

 平安班 14 人（小） 

共 88 人 共 179 人 共 1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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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的資訊，故名為「立意抽樣」(吳芝儀、李奉儒譯，民84，

頁135)。 

(二) 以立意抽樣的方式，每個園所決定訪問5位家長，設定訪談的家長其家庭族群背景

為『客籍家庭、客閩通婚、閩籍家庭、客新通婚』來進行深入訪談法。希望能深入探討

不同族群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為何，對語言有沒有期待和認同、是否有

共同推動的意願…等相關問題。本研究中的受訪對象共15人，整理其家長基本資料，請

見(表3-4)。 

表 3- 4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訪 談 

 

日 期 

受訪

者 

族群 

配偶 

 

族群 

家庭型態 

     

        人數 

受訪者 

 

職業 

受訪者 

  

配偶職業 

年 

 

齡 

訪談者 

教育 

程度 

在 家 

 

語 言 

居住地/ 

 

子女數 

A1 女 2019/09/05 客 客 小家庭，5 人 夫妻經營羊肉爐店 40 高中職 客語 楊梅/3 

A2 女 2019/09/05 閩 閩 小家庭，4 人 早餐店 公司主管 36 大學 閩南語 楊梅/2 

A3 女 2019/09/09 閩 客 三代同堂，7 人 家管 科技品管 34 高中職 國語 楊梅/3 

A4 女 2019/09/16 客 客 三代同堂，8 人 上班族 上班族 36 高中職 客語 楊梅/2 

A5 女 2019/09/09 閩 閩 小家庭，4 人 幼稚園教師 國小老師 34 碩士 閩南語 楊梅/2 

A6 女 2019/10/22 閩 閩 小家庭，4 人 園所教保員 上班族 38 大學 國語 新屋/2 

A7 女 2019/10/22 閩 客 小家庭，4 人 幼稚園老師 上班族 41 大學 客語 新屋/4 

A8 女 2019/10/24 客 客 三代同堂，6 人 學校廚工 父母上班族 60 高中職 客語 新屋/2 

A9 男 2019/10/24 閩 客 三代同堂，6 人 退休當家管 務農 60 高中職 國語 新屋/2 

A10 女 2019/11/01 客 客 三代同堂，6 人 退休當家管 務農 67 大學 客語 新屋/1 

A11 女 2019/11/25 閩 客 三代同堂，6 人 上班族 職業軍人 38 高中職 國語 觀音/2 

A12 女 2019/11/25 閩 閩 三代同堂，7 人 家庭式挽臉 鐵工廠工作 32 大學 國語 平鎮/3 

A13 女 2019/11/28 客 客 三代同堂，5 人 外商公司 汽車廠業務 35 大學 國語 中壢/2 

A14 女 2019/12/05 越南 客 三代同堂，5 人 家管 清潔隊工作 30 高中職 客語 觀音/2 

A15 女 2019/12/10 印尼 客 三代同堂，5 人 便當店打工 遊覽車司機 27 高中職 客語 觀音/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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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大綱的設計 

由於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針對探討家長的態度部分，尚無相關訪談大綱，因

此本研究訪談內容，研究者依據(表2-4) 客語沉浸式教學相關文獻彙整，並與指導教授

討論後，採用自編訪談大綱與家長進行深度訪談，更深入而詳細的蒐集家長給予的意見，

再進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探究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態度，對語言有沒有期待和認

同、是否有共同推動的意願……等相關問題。訪談大綱內容，請見(附錄二)。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此階段主要工作，包括擬定研究主題方向、相關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決定研究工具

及設計訪談大綱、實際進行訪談後，分析家長所述資料進行論述，最後給予研究結論與

建議。研究流程圖，請見(圖3-1) 

一、確定研究方向並擬定研究主題 

復興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特別重

點推動幼兒客語教學，落實客語向下扎根，推動方式有以下二點：(一) 配合客家委員會

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於2015年9月起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在幼兒發展語言的黃金時

期，營造客語學習環境，提升幼兒接觸客語之頻率，並進行客語師資培訓，(二)推動幼

兒客語環境向下紮根。客語沉浸式教學計劃，至今參與班級客語沉浸式教學幼兒園增至

14園所38個班級，本研究以桃園市『楊梅區、新屋區、觀音區』幼兒園的家長為研究對

象，做深度訪談，藉以探究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態度，確認訂定研究主題為

「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態度探討：以桃園市為例」。 

二、蒐集相關文獻與資料 

研究者訂定主題後，開始廣泛蒐集與客語沉浸式教學、鄉土語言、母語教育之文獻

資料，包含政策法規、現況發展、建議討論等，由文獻中去發掘研究問題，針對本研究

所需的資料加以分析及統整，而文獻資料的蒐集是本研究理論基礎的分析依據。 

三、研究工具及訪談大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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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文獻詳加閱讀，統整歸納後做分析，並參考文獻擬定訪談大綱，由教授審查後

做題目修訂，修改題目訂定欲探討的問題後，正式進行深度訪談。 

四、實際進行訪談 

研究者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質化調查。調查研究對象針對立意抽樣設定的家

長，對自家幼兒學齡前接觸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想法有哪些、對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

教學的認知、實際行動、情感認同為何，家長的態度是否會對孩子的學習有明顯影響

作為研究訪談主軸。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分析後，提出結果與發現，對相關的議題，以及對日後研究者的

研究建議，做為本研究的最後總結。 

六、撰寫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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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訂定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

探討相關文獻資料

選定研究方法

設計訪談大綱

選定訪談人員區域與對象

依據訪談大綱內容
進行訪談

訪談內容資料整理

逐字稿撰寫/彙整/統計

訪談逐字稿內容
分析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3-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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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黃秋香(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母語的傳承最好也最重要的地點就是家庭，家長對

於客語教學的態度往往左右了客語的興敗。因為「家庭」是傳承語言最根本的地方，家

長是陪伴孩子學習與成長的家人，因此要探究家長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

才能對客語保留和傳承找出最適切的推廣方法。本章節希望透過深度訪談15位家長，探

究家長對於子女接觸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度，以下分成家庭背景、子女學習成效、

實際行動、期待與認同四個面向來討論。 

第一節 家庭背景分析與就讀動機 

研究者將訪談家長依家庭族群背景分成四類，分別是客籍家庭、客閩通婚、閩籍家

庭、客新通婚，並將其就讀動機分別敘述如下： 

(一) 客籍家庭：指父母雙方都是客家人。 

A1跟先生和 3個小朋友，小家庭一共 5個人，夫妻都是講海陸腔的客家人，客語

能力皆可，但是生活上親子間還是習慣用國語做溝通，夫妻一起經營羊肉爐店。因為

搬出來開店，所以沒有跟婆婆一起住，公婆家在羊肉爐店附近，公婆是講海陸腔，幼

兒園是教四縣腔，阿婆是跟孩子們說海陸腔，孩子會聽但不會說，都回答國語。動機

單純當初不知道是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當初哥哥姐姐讀雙語學校，妹妹只是想

讓她念單純一點公立的學校，經濟因素考量也是其中之一，畢竟有三個小孩要讀書，

學費的支出，真的很龐大! (A1 女，2019/09/05) 

 

A4跟婆婆、姨婆、小叔、和照顧婆婆的外勞、先生和 2個小孩，三代同堂共 8個

人。家庭成員都是客家人，但因為 A4不常說客家話，也怕說不標準，所以還是習慣在

家說國語，而婆婆和姨婆則比較常跟孩子說生活上的客家話。夫妻職業都是上班族，

小孩就讀的動機是覺得幼兒園環境還不錯、很好，報名後才知道是實施客語沉浸式教

學的幼兒園，覺得蠻加分的！A4認為小孩在學校有學，回來分享大人也能順便加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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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覺得很好。(A4 女，2019/09/16) 

 

A8跟先生、兒子媳婦和孫子孫女，全家共 6個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全家人都

是土生土長的新屋客家人，客語能力會說海陸腔和四縣腔，孫子孫女從小就是用客家

話跟他們溝通，所以孫子、孫女生活上客語聽說都沒問題。就讀動機離家近，騎車兩

分鐘就到了，而且 A8自己也在這所幼兒園當廚房阿姨，加上又是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

兒園，所以選擇這所幼稚園呀! (A8 女，2019/10/24) 

 

A10 跟太太和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全家共 6 個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家裡大

人除了媳婦是閩南人不會說客語之外，其他大人都會說客語，全家跟唯一的孫女是講

國語做溝通。就讀動機當初只是想讓孩子念離家近一點、教室環境又要好的幼兒園，

加上又是公立幼稚園就更滿意了。(A10 女，2019/11/01) 

 

A13 跟婆婆、先生及 1 個孫子 1 個孫女，三代同堂共 5 個人。夫妻都是客家人，A13

是中壢人，在外商公司服務、先生是觀音人，在當地汽車廠當業務，常常下班時間不

固定經常較晚回家，夫妻客語能力佳，海陸腔和四縣腔都會說，生活用語跟婆婆是說

國語，夫妻跟小孩對話則是用客語、國語、英語都有。客語內容是以學校教的範圍為

主。就讀動機因為之前姊姊在這間也有接觸和學習客語，有去參加客委會辦的比賽，

表現優秀；最小的妹妹今年要讀書了，就想讓妹妹跟姊姊一樣選唸客語沉浸式教學的

班級，希望能從小多學會一個語言。(A13 女，2019/11/28) 

 

綜合以上家長所述，研究者發現身在客家庄的客籍家庭，家中有較多聽和說客語

的環境，長輩大多會跟家人說慣用的客語，孩子有學習仿說的機會。而年輕一輩為人

父母的客家民眾如客語能力佳則會教導子女，反之，若家長本身客語能力不佳，及其

工作環境又缺少使用客語的機會，便容易造成家庭內棄用客語溝通的現象，而間接影

響下一代孩子的客家語言之聽、說能力。和馬文雄(2009)研究指出學生是否與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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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家長支持度和學習語言有相關的理論不謀而合。 

 

 (二) 客閩通婚：指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 

A3跟先生和公婆一起住，3個小朋友，共三代同堂 7個人。公婆在家務農，先生

在科技公司當品管，需要輪班，A3因為要照顧另外 2個小孩，因此目前沒去上班。公

婆是講四縣腔的客語人，生活上每一句都是講客家話，但老人家碰到孩子聽不懂的，

就會改講國語。就讀動機因為覺得幼兒園設在國小裡面，覺得環境比較好，離家也近，

騎車五分鐘左右就會到很方便。(A3 女，2019/09/09) 

 

A7跟先生和 2個小孩，小家庭 4個人，夫妻職業都是上班族，A7是閩南人，簡單

的客語聽得懂、可以仿說，先生是本地的新屋客家人，客語能力會說海陸腔，先生生

活上都是跟老人家說客語，跟小孩還是用國語交談。就讀動機離家距離近，走路不用

十分鐘就到了，先生聽鄰居說這裡有教客語又是公幼，所以就決定來這裡報名，給小

孩來讀書了。(A7 女，2019/10/22) 

 

A9跟太太、兒子媳婦和 2個孫女，全家共 6個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A9是閩南

人，太太是客家人，媳婦雖然是客家人，但只有打電話或回娘家才會講客家話，一家

人生活上大多語言對話都還是說國語。兒子、媳婦都是公司主管，通常晚上 8點多才

從中壢公司回到家，所以教養大部分都是 A9和太太代勞。就讀動機因為是公幼!又離

家近，當初真的不知道是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下課孫女會聊學了哪些客家話，

我們才知道這裡有教客家話。(A9 男，2019/10/24) 

 

A11跟先生、公婆住樓上樓下，加上兒子、女兒一共 6個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

A11 是閩南人，一向都跟家人說國語，先生是桃園平鎮客家人，職業是軍官，平常住

軍營宿舍，放假才會回家，先生客語能力蠻弱的，跟老人家及小孩交談時，只會說幾

句簡單的客語，但大部分對話跟 A11一樣，也是用國語交談。就讀動機主要因為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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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幼，學費比私立幼兒園便宜，所以就決定來這裡讀書了。(A11 女，2019/11/25) 

 

綜合以上家長所述，研究者發現客閩通婚的家庭，由於族群不同的關係，長輩大

多會跟家人說慣用的客語或對閩南媳婦改說國語，但閩客通婚的家長也很少跟孩子說

客家話或閩南話，共同點就是跟孩子對話的語言全是國語。探究原因不外乎是年輕家

長成長過程本身已經很少說客語或不會說客語，配偶是閩南人，那更是乾脆不說，統

一在教養時夫妻雙方跟子女說一樣的語言，那就是國語。在張學謙、賴佳珍(2014)研

究也顯示通婚常導致弱勢語言流失。客家族群與外族通婚的比例高，其中尤以福佬跟

客家通婚的最多。蕭素英(2007)研究也分析較年長的閩、客跨族通婚的家庭中，配偶

間溝通的語言是閩南語、客語或閩客語混用；但是較年輕的跨族通婚家庭，夫妻間使

用國語溝通的比例很高。父母對下一代的語言則都選擇用國語，因而影響子女學習的

客語的能力。 

 

(三) 閩籍家庭：指父母雙方都是閩南人。 

A2跟先生和 2個小朋友，小家庭一共 4個人，夫妻都是講台語的閩南人，沒有客語能

力，先生原籍是高雄人，在公司當主管，A2是台北人，在早餐店上班，在家和孩子全

部對話都是說國話，連回去高雄老家阿嬤都自動跟小朋友轉成說國語，，生活對話習

慣用國語做溝通。動機單純是離家近，然後抽籤有抽到，所以就來念公幼，沒有特別

去了解這裡有教客語，但是也沒有排斥啦! (A2 女，2019/09/05) 

 

A5跟先生和 2個小孩，小家庭一共 4個人，夫妻都是外地閩南人，因為工作的關係才

搬到楊梅，所以客家話完全不會說，但跟鄰居互動時可以聽得懂一點點，在家和孩子

對話都是說國話。A5目前職業是非營利幼稚園代理教師、先生是國小資源班的老師，

所以就讓孩子直接讀先生任職國小附設的幼兒園，環境上讓孩子有安全感! (A5 女，

201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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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跟先生和 2個小孩，小家庭一共 4個人。夫妻都是台南閩南人，完全不會說客語，

生活上夫妻都是用台語交談，但跟孩子對話大概就是一半國語一半台語。夫妻職業都

是上班族，2 個孩子因為從小是台南外婆帶大的，所以小孩四歲前習慣說台語，現在

五歲帶回桃園，孩子目前語言一半講國語、一半還是說台語。來這裡讀幼稚園最主要

是因為離家近，A6下班順路就可以來接小孩放學，雖然這裡推廣客語沉浸式教學，但

是語言多聽也是 OK的，所以 A6不排斥呀! (A6 女，2019/10/22) 

 

A12 跟公婆、先生及 1 個兒子 2 個女兒，全家共 7 個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家庭成

員全是閩南人，沒有客語能力。公公退休在家、婆婆在家開家庭式挽臉、先生在鐵工

廠工作、A12 在家帶還沒上學的 2 個女兒，公婆和夫妻、孫女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國

語和簡單的台語交談。就讀動機因為住家離這間市立幼兒園不會很遠，所以就決定讀

這一間。(A12 女，2019/11/25) 

 

綜合以上家長所述，研究者發現閩籍家庭雖居住在客家庄，但家中慣用語言竟然

也不是閩南語，而是選用國語做溝通，父母即使有跟孩子說台語，也是簡單的一點點，

這凸顯出閩籍家長對於慣用語言的轉換。陳淑娟(2004：237)指出台灣家庭語言的轉移

趨勢：「在年輕一輩的語言使用中，舊有的家庭語言已逐漸退出家庭領域，取而代之

的家庭語言是華語。」蕭素英(2007)也指出，使用母語的比例隨著世代遞減，使用國

語的比例則隨著世代遞增。此研究結果也呼應了研究者訪談閩籍家長普遍家庭語言使

用國語的現況。 

 

(四) 客新通婚：指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新住民。 

A14跟婆婆、先生及 1個孫子 1個孫女，三代同堂共 5個人。A14是越南人，7年

前嫁來觀音客家庄，先生是在觀音區公所清潔隊工作。先生居住社區都是客家人，所

以客語能力都很好，A14 剛開始嫁來台灣聽不懂，因為家人教導下客家話聽多了也多

少會講了!大人和孩子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客語對話。就讀動機因為住家離這間市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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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很近、又有教客語，家人也都是客家人，所以覺得他從小學習說客家話也很好。就

給他來這裡讀書，接送因為離家近，這部分婆婆會幫忙。(A14 女，2019/12/05) 

 

A15跟公婆、先生及兒子，三代同堂共 5個人。先生職業是遊覽車司機，A15是印

尼華僑，在印尼也都是說客家話，所以嫁來台灣後客語聽和說能力都沒問題，A15 現

職在便當店打工；家裡大人和孩子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客語對話。就讀動機因為這間

市立幼兒園有教客家話，以後他回印尼可以跟親戚說客家話；而且嫂嫂推薦說市立幼

兒園學費比較便宜，所以就來這間讀書了。(A15 女，2019/12/10) 

歸納兩位新住民家長所述，研究者發現雖然 A14 和 A15 都是嫁來客家庄的新住

民，但是對客語的看法是殊途同歸的。A14 剛開始嫁來台灣聽不懂，因為家人教導下，

客家話聽多了也多少會講語言了!而 A15 是印尼華僑，在印尼原生家庭也是說客家話，

所以和孩子說客家話是族群因素。A14 和 A15 也表示因為三代同堂的關係，所以公婆

在家都會跟孩子說客語，孩子的客語口說能力也比同學流暢。蕭素英（2007）指出在

客家族群中，與長輩交談使用母語的比例最高；與平輩次之；與晚輩比例最低。由此

可知，若孩子們常常有機會跟祖父母在一起，使用母語對話的機會就增多，那麼他們

即使客家話講得不太好，但至少也能聽得懂。 

 

小結：在 15 位訪談家長的家庭背景中，研究者發現客家庄三代同堂的家庭多達

10 位，小家庭的家庭只有 5 位。 

三代同堂的客籍家長在家庭結構中，因為家長有和公婆一起住，而日常生活中老

人家習慣講客語，所以無形中會傳承給下一代，影響下一代家庭語言。在段淑琴(2006)

的研究顯示祖父母對客語保存的貢獻，她指出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有利於家庭維持

客語的使用，因為年幼的孩子多數由祖父母照顧，受祖父母影響，能在日常生活中自

然習得客語。家庭是母語傳承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地點，年長者客家話能力佳，也比較

習慣在家庭中使用客家話交談，將會是左右客家話傳承的關鍵因素。 

小家庭的家長，研究者將其分為三類：1 夫妻都是客家籍、2 夫妻是閩客通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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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都是閩南籍。訪談後研究者發現除了夫妻都是閩南籍，因族群不同不會說客語之

外，連夫妻同是客家籍、閩客通婚的家長也很少跟孩子說客家話，共同點就是跟孩子

在家使用的語言八成改用國語。現今家庭結構改變，三代同堂的情況不如以往常見，

年輕一代的家長如果從小沒建立說客語的習慣，做父母後觀念也不會立即改變，而台

灣教育多數家長希望小孩能贏在起跑點上，很多家長便和小孩從小只講「國語」親子

共讀，使得台灣各種本土語言逐漸喪失。如今家庭結構明顯的改變，客家話在家庭內

使用隨世代遞減。 

家長對於幫子女選擇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就讀動機，不見得是因為客語沉浸

式教學而來⋯⋯15 位訪談家長中，A1、A3、A4、A5、A11、A15 就讀動機都希望讀

公立的幼兒園。但家長的訴求卻大不相同，如 A1 表示經濟因素考量，畢竟有三個小

孩要讀書，學費的支出，真的很龐大! A11、A15 都表示學費比私立幼兒園便宜。A3、

A4、A5 則表示學習環境最為重要，認為公立幼兒園設在國小裡面，覺得環境比較好；

而 A2、A6、A7、A8、A9、A10、A12 則表示選擇該所幼兒園是方便接送考量，希望

學校離家近一點，家人可以就近接送。A14、A15 新住民則強調選擇該所幼兒園是族

群因素考量，知道學校有教授客語，為了積極教育下一代所做的規劃。 

在家長的回應中，家長幫子女選擇幼兒園的因素，筆者歸納有：經濟因素、學習

環境、方便接送、族群因素四個的面向；其中又以距離家近、方便接送為最多家長選

擇學校的首要原因，其次才是經濟因素和學習環境，族群因素反倒成了最少家長在選

擇學校的因素。訪談的三所幼兒園參與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計劃都已有 3 年多的時

間，但是因為客語沉浸式教學而來報名就讀的家長卻只有 2 位，這反應了家長對於幼

兒園是否有教客語並不是選擇園所的首要條件，推測原因可能客家人因為工作方便，

為了生存而習得國語、閩南語為主流的語言文化，而大環境許多的客家人都隱性，也

是族群認同的一大隱憂。 

 



42 
 

第二節 家長對子女學習成效的認知 

本節將針對家長對子女就讀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後，家長對該教學的認知與了解、

孩子在園學習及在家應用方面進行分析及統整。依本研究所蒐集的訪談資料，分成四大

類。一、是探討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二、是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教

學的差異；三、是孩子在園學習狀況；四、是孩子在家語言使用，歸納出以下結論。 

對學校教育而言，教與學互為一體兩面，包含了學校教學目標的建立、教保人員活

動課程的設計、師生間互動的歷程、學生學習成果的回饋…等。學習成效評估的核心即

在評估學習者的知識層次、因知識而產生的外顯行為，以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 

學習是個體經由一連串的練習使其行為上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一個過程，學習的產

生是由練習或經驗的結果；經由學習改變的行為是具有持久性；學習並非都是「教導」

或「訓練」的結果(張春興，1991)。以下為探討家長對子女學習成效的觀點。 

一、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 

1. 以客語授課 

訪談中發現，15 位訪談家長裡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識，最多並且立

即的回答就是以幼兒園是用客語授課，包含詞彙、數數、生活對話、歌謠、故事、

節慶…等(A6、A7、A8、A 9、A10 、A11、 A12、A14 、A15)，以下節錄受訪家

長所表示之意見： 

 

他知道老師要說(先生)、謝謝要說(承蒙大家)、吃飽了沒要說(食飽吂)…等；學校方

面有教小孩唱客家歌，這部份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利用團體(老師和全體孩子)

的力量讓小孩自然而然一起開口說客語。(A6 女，2019/10/22) 

 

我女兒還不太會主動開口說客家話，但是喜歡回家唱學校老師教的客家兒歌，最近

孩子還會跟著音樂跳雞公仔舞呢!我先生還發現他能用客家話數葡萄乾 1 唸到 10 非

常驚訝。(A7 女，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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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好像就是老師課堂上用客家話和孩子互動，有教客語童謠、

五官、顏色、客家傳統美食…等，讓小孩去習慣說客語。(A12 女，2019/11/25) 

 

我知道幼兒園老師上課都用客家話和孩子對話，也有教客語童謠、顏色、客家食物…

等，讓小孩去熟悉生活上的一切。(A14 女，2019/12/05) 

 

兒歌、童謠、顏色、食物名稱、簡單的生活對話和詞彙，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教認

知方面的語言從國語轉變成客家話而已。(A9 男，2019/10/24) 

 

詳細內容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我知道幼兒園老師上課都用客家話和孩子說話，也有

教客語童謠、顏色、客家的常見食物…等，讓小孩去接觸然後熟悉。(A15 女，

2019/12/10) 

 

A9、A12、 A14 、A15 表示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識，就是以客語授課， 

教室充滿客家相關掛圖及教保人員自製海報(見圖 4-1)。 

 
圖 4- 1 幼兒園教室布置客家童謠掛圖及認識顏色海報 

學校老師們在學校整天都跟小孩說客語。(A11 女，2019/11/25) 

 



44 
 

生活上簡單的對話，如：禮拜一~禮拜天、問安、五官…等；學校方面如果有客語唸謠

比賽、幼幼客語闖關會跟我們家長說，我覺得學多學少都沒關係，就是不要排斥說客

家話就好。(A10 女，2019/11/01) 

 

生活上的對話，像是先生早(老師早)、張來寮(再來玩)、承蒙大家、啄目睡…等；

學校方面有常教小孩唸謠、唱歌、玩遊戲，這部份我孫女都很喜歡學習吸收也很快，

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幫助不會說客語的父母教小孩客語，給他們學習和接觸

的機會，同學之間也用客語對話，自然會慢慢熟悉。(A8 女，2019/10/24) 

 

上課方式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為原則，讓孩子邊玩邊練習開口說客語(見圖

4-2)。 

 

圖 4- 2 老師自製教具讓孩子遊戲中認識五官 

 

2. 情境教學 

A11、A13 則表示除了幼兒園老師教課程中、生活中說客語之外，還提到了學

校和教室的環境也有豐富的情境教學，會依節慶或季節或主題活動的不同而有所變

化(見圖 4-3、4-4)。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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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有掛童謠海報、現在走廊也有佈置古早農業社會的農具，讓小孩去欣賞 (A11 女，

2019/11/25) 

 

圖 4- 3 教室有豐富的情境教學 

我是覺得幼兒園有營造說客語的情境和環境，包括老師和同儕大家都很重要啦!只要

有互動情境，孩子學很快，自然就會跟著說客語，幼兒園階段就融入客語教學，也

彌補了現在很多家長不會說客語的缺失，可以代替家長傳承語言給下一代! (A13女，

2019/11/28) 

 
圖 4- 4 客語結合主題活動的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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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同教學的成效 

A1、A4、A5 則清楚知道除了幼兒園老師之外，還有聘請客語專門老師(客語

薪傳師或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擔任陪伴員)，提升幼兒客語學習成效。(見圖 4-5、

4-6、4-7) 

 

圖 4- 5 大家一起來演戲 

 
圖 4- 6 客家美食介紹 

   

圖 4- 7 體驗動手做客家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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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教客語、童謠、兒歌、認識客家美食，也有請外面的客語老師進園一起幫孩

子上客語課。 (A1 女，2019/09/05) 

 

有外面的客語老師入園授課，園主任開學曾經說過，好像是叫客語陪伴員，進班一

起教小朋友家人的稱謂、數數(數字 1~10)、也會說常見的水果名稱、顏色、十二生

肖動物名稱、兒歌或童謠…等。 (A4 女，2019/09/16) 

 

他會數數(數字 1 唸到 10)、顏色、水果名稱、兒歌或童謠…等，我覺得在沒複習的

情況下，他還能學會陌生的客語，學校的功勞很大，當然，客語老師們的認真有目

共睹呀! (A5 女，2019/09/09) 

 

4. 客語教材 

A2、A3 、A11 則表示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識，就是孩子有學客語、有客語教

材，老師不定時會發回家，讓家長在家也可幫孩子複習的時候使用(見圖 4-8)。以

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學校有發客語教材，叫ㄚ弟ㄚ妹來講客、有複習的 DVD(A11 女，2019/11/25) 

 

有發教材，偶爾不定時還會發一些老師另外教過的客家童謠的歌詞給孩子帶回家。 

(A2 女，2019/09/05) 

 
圖 4- 8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出版客語教材及 DVD：ㄚ弟ㄚ妹來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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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書也有附 DVD，小孩子會請大人播放就會跟著唸，婆婆也會看著書教小朋友。

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用客語和孩子互動、玩遊戲，有時會回來說~玩了角色扮

演的遊戲，她和同學扮演阿公、阿婆，扮演早上見面說話打招呼的遊戲，聽他分享

就像以前我們玩的家家酒，但說的語言是客語。(A3 女，2019/09/09) 

 

    綜合以上所述，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最普遍同時也是最多人的回答：

以客語授課，其次才是有客語專門老師入園一起協同教學、有客語教材、情境教學；

表示大部分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學習者(子女)至少有 50%以上的時間以客語進

行溝通及教學之計畫，其實並不是很清楚。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客語沉浸式教學

計畫是看不到的、也很抽象，對工作步調繁忙的家長而言，即使開學日學校有介紹

過，也容易忘記；但對於生活上實際聽的到的語言、看的到的客家教材和情境布置

及師資就比較有深刻的感觸。家長對於幼兒園有營造說客語的情境和環境，有助於

讓孩子學習，也贊成幼兒園階段就融入客語教學，可彌補了現在很多家長不會說客

語的缺點，幫助家長傳承語言給下一代!家長的回饋也呼應了客家委員會及教育部公

布的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施計畫案中明確表示以客語做為教學語言，幼兒園以客

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或可使用雙語(華、客語)以漸進方式教學及溝通，創造客語溝

通情境，引導及鼓勵同儕間以客語為日常溝通語言的推行方式。  

 

二、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教學的差異 

 客語沉浸式教學在園所推行的方式，分成以下四點做說明： 

(一)客語為主要溝通及教學媒介：客語沉浸教學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客語及文化傳遞及

發展的互動情境。客語沉浸教學的必要條件之一即是客語的使用，必須佔園所 50% 

以上的時間，且教學及溝通的主要語言都必須盡量以客語進行。 

(二)統整的課程及多元的教學方法：客語沉浸教學中，除了要求教師日常生活使用客

語外，主題教學內容也以融入客語內容；因此需善用相關主題的客語繪本、歌曲、

及俚語做為教學輔助資源，若教學主題與文化較有相關，則會帶入客家文化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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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如：客家人的特色食物、信仰、建築、習俗…等）。 

(三)創造幼兒真實的語言溝通情境：除了日常生活用語、主題教學團討之外，晨操、

戲劇、遊戲、律動音樂都可帶入客語元素，提升幼兒聽說客語的使用能力。 

(四)引導方式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為原則。 

而家長看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的教學又有哪些差異呢？家長的回饋內容

分為四點說明，分別是客家文化的介紹、師生之間的客語互動、多學習一種語言、學

校布置充滿客家情境。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 客語沉浸式教學有融入客家文化的介紹 

老師除了跟孩子說客家話，語言方面跟一般幼兒園說國語不同之外，還融入了客

家文化的介紹(見圖 4-9)，如：節慶、飲食、農具、歌謠、建築…等，讓家長覺得貼近

在地生活，是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優點。 

 

有教客語跟沒教客語覺得差很多，有教客語的話，小朋友可以學到比較多東西。像

是也會介紹一些客家節慶、客家美食，小孩對客家文化的視野會比較寬，這是客語

沉浸式教學的優點。(A3 女，2019/09/09) 

 

一般幼兒園教得比較多，有英語，有錢也可以學珠算、舞蹈什麼的才藝課程比較多，

客語沉浸式教學比較單純，多學習客家文化(A1 女，2019/09/05) 

 

一般幼兒園好像只重視認知和才藝部分，像是心算、直排輪、美語分科教學之類的，

而客語沉浸式教學除了老師會跟孩子說客家話、教唱客家歌之外，課程中有融入客

家文化的介紹。(A13 女，2019/11/28) 

 

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老師會大量跟孩子說客家話、說節慶故事、教唱歌，也常教小孩

動手製作客家美食，有注重本土客家的文化，而其他一般主題式教學就是只重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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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節日，像是萬聖節要裝扮，沒有特色就是最大的差別。(A7 女，2019/10/22) 

 

別的地方幼兒園我沒去過不知道，但客語沉浸式教學好像比較本土，貼近在地客家

文化，我覺得在學校大家都開口說客家話，小孩自然而然會願意多開口說，認識客

家的早期生活文化。(A10 女，2019/11/01)  

 

 綜合以上所述，家長對於一般的幼兒園好像為了招生或迎合家長的需求，在課程

的安排上只重視認知和才藝部分，而客語沉浸式教學除了老師會跟孩子說客家話之外，

還融入了客家文化的介紹，讓家長覺得統整不分科的學習更加豐富。 

 

2. 客語沉浸式教學師生之間用客語互動 

就是有額外多一點教客語的課程，還有專門的客語老師來上客語課指導他們，好像

去年還是今年，有辦客語趣味競賽或認證闖關之類的……(A2 女，2019/09/05) 

 

最大的差別感覺沉浸式教學，小朋友有學過的客語詞彙，在生活上會自然的呈現、

運用，因為上學有聽客語，有時電視遙控器隨機按到客家台，他也會停下來，試著

聽一聽內容在說什麼。客語沉浸式教學是在自然生活的情境下和孩子對話互動，而

不是像上分科的美語課，孩子的接受度和參與度會更高。(A5 女，2019/09/09) 

 

客語沉浸式教學，我覺得就是不管你原來是哪一種族群，只要來上學，每天就要開

口說客語，老師跟孩子說的語言大多都會用客語互動，而一般幼稚園就是用國語交

流，對語言的重視程度不同，大概就是最大的差別。(A6 女，2019/10/22) 

   

 綜合以上所述，家長皆提到客語沉浸式教學中師生之間的客語互動很重要，小朋

友有學過的客語詞彙，如果回家沒有說話的對象很容易就忘記了，但是至少在學校裡

孩子可以和同學、老師一起交談，自然客語聽和說的能力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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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語沉浸式教學讓孩子多學習一種語言 

就是上學時間多學習客家話，有機會聽老師教怎麼唸，再練習在生活中如何運用……

(A4 女，2019/09/16) 

 

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上學環境每天接觸客語，老師跟孩子玩遊戲、說故事、唱歌都

會用客語互動，一般幼兒園教學全部用國語，語言不同就是最大的差別。 (A8 女，

2019/10/24) 

 

我覺得這間幼兒園就是給小朋友有機會再多學一種語言，讓孩子習慣去聽和開口說

客語，讓小孩熟悉生活上運用客語聊天。其他學校就是只學國語而已。(A14 女，

2019/12/05) 

 

幼兒園裡，大家都用客家話聊天、上課，我覺得很親切，就是給小孩子從小有機會

再多學一種語言，讓小孩子沒壓力的開口說客語。(A15 女，2019/12/10) 

 

我覺得就是在幼兒園學前階段，讓孩子習慣去聽和開口說客語吧!給學生客語生活應

用的機會。其他學校就是只學一種國語而已。最大的差別就是生活中緊密地融入客

語。(A12 女，2019/11/25) 

 

綜合以上所述，家長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的教學的差異，其實最

明顯可見的就是多學一種語言。家長表示幼兒期富有可塑性，又是學習語言的關鍵

期，因此有機會多學一種語言覺得很好，對於學校推廣客語都表示正向肯定。 

 

4. 客語沉浸式教學環境中充滿客家氛圍 

A4 表示學校走廊有布置，有張貼客語唸謠海報，A9、 A15 對象徵客家的古早東西

都印象深刻，像是客家花布、蓑衣、醬菜甕、桐花樹等…都很有客家傳統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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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甚至提到連打電話到園所，接電話的老師也總是先用客家話問候才交談，這些都

是一般幼兒園所沒有的。 

 

學習環境很舒服，老師布置時海報上也有加入客家話，像是大家來寮、鬥鬧熱、共

下……等(A4 女，2019/09/16) 

 

其他幼兒園就是用孩子美勞作品佈置教室而已，客語沉浸式教學，老師會把教室布

置成古早味的環境，讓小孩認識客家的東西，像蓑衣、醬菜甕、石磨…等，蠻用心

的！(A15 女，2019/12/10) 

 

客語沉浸式教學學校有佈置客家的古早東西、有客家花布、做假的桐花樹，走廊也

有客家的歌謠海報，其他一般主題式教學幼稚園好像沒有這樣做！還有學校的老師

跟園長看到小孩一進大門口就會跟他們用客家話打招呼，連我們有時候打電話來，

接電話的老師也會先用客家話回答。(A9 男，2019/10/24) 

 

學校布置充滿客家情境，其實也是一種潛在課程，引起孩子學習的動機。好的

情境佈置有助於營造出「家庭社會」的效果，讓孩子有「第二個家」的認同。互動

式客語情境佈置的可貴，在於提供學生好奇與主動學習的機會，讓佈置情境具有誘

發探索的機制。布置運用得巧妙，可以善用非正式的上課時間，延伸孩子學習廣度，

激發認識的慾望，培養觀察與賞析的能力，過程中也增進師生同儕互動、培養尊重

不同文化的態度。 

 

綜合以上家長所述，家長們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教學有明顯的差

異性。A1、 A13 都表示一般幼兒園好像只重視認知和才藝部分，像是心算、直排輪、

美語分科教學之類的，而客語沉浸式教學相較之下就比較單純，能有更多學習客家

文化的機會、視野增廣。而 A7、 A10 則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特色就是比較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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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在地客家文化；A5 強調客語沉浸式教學是在自然生活的情境下和孩子對話互動，

而不是像上分科的美語課，因此認為孩子的接受度和參與度會更高。A6 則認為一般

幼兒園就是用國語上課，客語沉浸式對客語的重視，大概就是最大的差別。A11 還

另外提到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老師教學態度好像比較積極，除了會跟孩子說客家話、

製作字卡、安排客家美食製作，讓孩子參與古早人農耕的體驗…等，一般幼稚園學

很多才藝，但那比較像填鴨式教學，而客語沉浸式教學特色就是生活中去熟悉客語，

教學方式更適合學齡前的幼兒。 

陳雅鈴、陳仁富、蔡典龍(2009)在研究中也提到讓孩子從小在客語沉浸式環境學

習，對提昇幼兒客語聽說能力有幫助。客家文化並不是用口頭講述，孩子就能理解

的，需要實際透過五官去感受、探索，才能逐漸讓孩子有所體悟，慢慢形成對客家

文化的認同意識。當孩子對客家文化尚未熟悉時，對身處的環境、接收到的語言就

是最直接的直觀教學，因為家中不見得有具體的客家文物和對話對象，因此，沉浸

式的客語環境-學校，便成了最佳的傳承場所。 

三、客語沉浸式教學孩子在園學習狀況 

隨著少子化的現象，現今社會家庭中的孩子人數愈來愈少，在幼兒教育方面，

多數的父母覺得日益重要，也可能投注更多的心力關注，當孩子就讀實施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幼兒園後，學習了那些內容和改變了什麼，家長的感受和觀察，透過逐字

稿整理後分析如下： 

 

1. 客語詞彙數量增加 

A1、A4、A5、A6 提到孩子在園的學習狀況，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很

開心的敘述。A6 表示孩子變得更有禮貌，A1、A4 表示孩子日常生活說客家話頻

率增加了，A5 提到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在沒複習的情況下，孩子能學會一些

客語，很感謝學校和老師的付出。 

 



54 
 

 他知道老師要說(先生)、謝謝要說(承蒙大家)、吃飽了沒要說(食飽吂)……等(A6女，

2019/10/22) 

 

他知道怎麼用客語叫長輩(像阿公、阿婆、阿爸、阿姆、阿叔…等)也會說各種水果

和顏色名稱；簡單的、短一點的句子都會說。(A1 女，2019/09/05) 

 

家人的稱謂、數數(數字 1~10)、也會說常見的水果名稱、顏色、十二生肖動物名稱、

兒歌或童謠…等。(A4 女，2019/09/16) 

 

他會數數，數字 1唸到 10都沒問題，顏色、五官名稱也會、愛唱老師教的客家兒歌

或童謠…等，我覺得在沒複習的情況下，他還能學會陌生的客語，學校的功勞很大，

當然，老師的認真也是有目共睹呀! (A5 女，2019/09/09) 

 

2. 勇於嘗試用客語與人對話 

在生活中，孩子放學回家會跟家人分享學校點滴，A3、A8 提到孩子在園的

學習狀況時，都覺得學校教育的功能就是讓孩子彼此間互相練習用客語對話，A10

則強調客語從小學多學少都沒關係，首先不要有排斥說客家話的心態就好。 

 

有一本書也有附 CD，小孩子回家會請大人播放，就會跟著唸，婆婆也會看著書教小

朋友。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用客語和孩子互動和玩遊戲，有時會回來說~玩了

扮演的遊戲，她和同學扮演阿公、阿婆，要演出早上見面說話打招呼的方式，聽他

分享就像以前我們小時候玩的家家酒一樣，但說的語言是客語。 (A3 女，2019/09/09) 

 

生活上的對話，像是先生早(老師早)、張來寮(再來玩)、承蒙大家、啄目睡…等；

學校方面有教小孩唸謠、唱歌，這部份我孫女都學很快，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

是幫助不會說客語的父母教小孩客語，給他們學習和接觸的機會，同學之間也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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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對話，自然會慢慢熟悉。(A8 女，2019/10/24) 

 

會練習生活上簡單的對話，如：禮拜一~禮拜天、問安、五官…等；學校方面如果有

客語唸謠比賽、幼幼客語闖關會跟我們家長說，我覺得學多學少都沒關係，就是不

要排斥說客家話就好(A10 女，2019/11/01) 

3. 喜愛哼唱客家歌謠 

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原則著重聽說能力的培養，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

為原則，學齡前的幼兒最喜歡的學習方式就是哼哼唱唱，透過輕快的旋律和節奏，

孩子學習客語更容易朗朗上口。A7、A9、A11 還不約而同特別提到孩子因為喜歡

唱客家歌而對客語相當喜歡，回家常主動分享和樂於表演! 

 

學校方面有教小孩唱客家歌，這部份我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利用團體(老師和

全體孩子)的力量讓小孩自然而然一起開口說客語。 (A1 女，2019/09/05) 

 

上學期每週有掃 qr code 可以知道教什麼兒歌或內容 ，這學期剛開學還不知道耶!

有發過單張的童謠，好像有拿過月光光童謠的歌詞。(A2 女，2019/09/05) 

 

我女兒不太會主動開口說客家話，但是喜歡回家唱學校教的客家兒歌，最近孩子還

會跟著音樂跳雞公仔舞呢! (A7 女，2019/10/22) 

 

我孫女兒歌、童謠都愛唱，會拜託我用平板找兒歌或童謠給他邊聽邊唱。(A9 男，

2019/10/24) 

 

有學到學校教的客家兒歌，最近孩子還會跟著音樂跳客語版的頭兒肩膀膝腳趾!我先

生上次回家時有聽到蠻開心的。(A11 女，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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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節慶及客家美食 

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也將生活上重要的節慶和客家美食順勢融入教學課程中。

讓孩子有機會接觸和認識。A12 、A14 、A15 都表示孩子對於客家傳統美食印

象深刻，因為孩子在學校曾經吃過，A13 則肯定老師趣味又有趣的教學方式，讓

孩子喜歡上學。 

 

我知道學校有教他們兒歌、客家傳統美食(粢粑、米苔目、鹹湯圓)，還有認識節慶

的傳統習俗…等，其中孩子對於客家傳統美食印象較深刻，有一次在傳統市場她還

能指認出喜歡的粢粑，他說那要沾花生粉吃才好吃。(A12 女，2019/11/25) 

 

小孩回家會講一些客家的傳統節慶，像是天穿日、掃墓叫掛紙…等，以前孩子還沒

上學前也聽過這些客家兒歌，但都不會跟著哼唱，現在讀幼兒園之後，他除了喜歡

學唱客家兒歌之外，還會說女媧補天的故事給我們聽，我想，老師趣味又有趣的教

學，是孩子喜歡去上學的原因。(A13 女，2019/11/28) 

 

我知道這間幼兒園有教他們客家話兒歌、認識節慶要吃哪些客家傳統美食，像是有

人結婚會請吃粢粑、選舉會有炒米苔目、冬至要吃粄圓…等，其中我孩子對於客家

食物很喜歡，有一次逛市場她還能指認出學校吃過的水板，他說老師有教過。(A14

女，2019/12/05) 

 

幼兒園有教他們客家話的兒歌、也認識節慶要吃哪些客家美食，像是：粢粑、艾草

菜包、米苔目、粄圓，我孩子對於老師教的一切都很喜歡，每天接他放學時，他都

會主動分享。(A15 女，2019/12/10) 

 

綜合以上所述，在訪談中發現，多數家長對於孩子在幼兒園有學到哪些，都有

基本的認知，能在訪談過程中舉例說明，如：學到了日常生活簡單詞彙(稱呼、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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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五官、物品名稱…等。) 發覺孩子喜愛哼唱客家歌謠、認識節慶及美食、能

練習與人在生活中對話…等。 

家長普遍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就是利用團體(老師和全體孩子)的力量，運用

有趣的兒歌童謠、美食體驗、角色扮演、多元的遊戲中讓小孩自然而然一起開口說

客語，也幫助不會說客語的父母教小孩客語，給他們從小有語言學習的對象和接觸

客語的機會，同學之間也用客語對話，自然會慢慢熟悉客家話，大多都是正向的回

饋。林曉專（2018）研究也證實將客語融入教保活動，在園營造客語全語文教學情

境並善用班級經營，是提升幼兒客語的使用量的好策略。 

 

 四、接觸客語沉浸式教學後，孩子在家的語言使用 

孩子就讀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後，有更多機會接觸客語和認識客家歌謠及節

慶、美食，在家語言使用有沒有產生變化呢?也是研究者訪談家長時很關注的面向，

究竟客語沉浸式教學能帶動客語延伸到家庭嗎? 透過逐字稿整理後分析如下： 

 

1. 經常主動說客語 

在訪談中 A8 、A15 表示家人因為從小就用客家話跟孩子溝通，所以孩子本來就

習慣主動說客語，而 A10 覺得孩子是上學後，才對客語有興趣，就常主動用客語詢問

大人，而 A13、A14 則提到孩子回家說客語，起初是家人有要求，之後才逐漸培養起

來的習慣。 

 

我的孫子、孫女因為從小都是我帶大的，從他們小時候我就是用客家話跟他們溝通，

所以他們在家也很習慣說客家話。我是覺得環境和照顧的人很重要啦!只要環境和照

顧的人都用客語，孩子很聰明也學很快，就會跟著說。(A8 女，2019/10/24) 

 

小朋友在家都說客語，因為我們從他小時候學說話時，全家人都是跟他說客家話。

我想，環境的影響很大！當大家都用客家話來表達時，小朋友自然就習慣說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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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 (A15 女，2019/12/10) 

 

A10 覺得孩子是上學後，才對客語有興趣。之前在家頂多就是聽和仿說而已，比較

被動學習，但現在就常主動用客語詢問大人。 

 

孩子在家會主動說學校教過的客語，因為我們也會說。所以現在他好奇的客家物品

也會用『鴨黑媽該』(這是什麼)來問我，覺得他對客語蠻有興趣的! (A10 女，

2019/11/01)  

 

 而 A13、A14 都表示小孩學習客語，一定要要求，如果都沒人去要求，那孩子一定是

只說國語，根本不會有所改變 

 

 小朋友會開口說客語，因為我有要求。學校教過的客語內容，我都希望孩子能在生活

上實際運用(A13 女，2019/11/28) 

 

小朋友在家一律說客語，如果我兒子不說客語改講國語，我婆婆會生氣，我曾經聽

他(婆婆)生氣說過客家人就要說客家話，我就知道他老人家很重視客家話，所以我

記在心裡，也努力把學會的和聽過的客家話，一直反覆跟小孩講呀！(A14 女，

2019/12/05) 

 

2. 不主動說客語，需要家人引導 

訪談過程中，家長也表示其實語言是要培養的，當孩子從小就聽習慣國語，以

國語為溝通的工具，上了幼兒園也不可能馬上轉換成客語呀!所以當孩子不主動說客

語時，則需要家人引導，才會有一些成效！ 

 

孩子在家裡不太會開口說，要家人跟故意跟他互動才說。在學校可能會啦!因為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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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學一起唸，他就會跟著唸啦!在家裡沒人跟他對話，他也就不會想說吧! (A2

女，2019/09/05) 

 

孫女在家不會主動跟我們說客語，阿婆要請她們分享時，才會說簡單的對話和詞彙

(A9 男，2019/10/24) 

 

孩子不會主動說，有時要引導他孩子才會表達，像我睡前會跟他聊范信尚(客語老師)

今天教什麼，他就會跟我講一些些內容。原因我想應該是我們做父母的不說客語，

所以造成他也不主動說。(A4 女，2019/09/16) 

 

3. 習慣使用其他語言  

有 7 位家長訪談中提到孩子雖然就讀幼兒園有大量教觸客語的學習環境，但回家還

是習慣說國語，家長自己也說出可能的原因，A1 、A3、A5 認為因為大人本身也都

說國語，所以無形中影響孩子的語言習慣，A7、A11 則覺得是家裡缺乏說客語的情

境和對象，A12 則覺得閩客語言不同，但從小跟孩子說床邊故事就用國語，孩子就

隨大人同樣說國語，是很理所當然的事。 

 

孩子在家不會主動說客語，但跟長輩會說簡單的稱呼和詞彙。我家小孩大概是從小

我就跟他說國語，所以他習慣說國語。(A1 女，2019/09/05) 

 

不會。孩子會聽，但不會習慣說客家話，都還是回答國語。(A3 女，2019/09/09) 

 

小孩子在家都是說國語。我想因為家人也說國語，所以他就跟著說國語了。(A5 女，

2019/09/09) 

 

我兒子不太會，在家我先生也很少用客家話跟他們溝通，所以小孩子在家也很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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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國語。我是覺得孩子很懂在哪裡說哪種語言，在家就說國語，因為媽媽也說國語，

在學校老師希望小朋友跟著開口念客語，他就會跟著團體一起說客語。(A7 女，

2019/10/22) 

 

小朋友在家幾乎都還是說國語，我女兒的客家程度就是會哼唱幾首學校教的兒歌，

因為家裡沒有人跟他用客語對話，大概是這樣，所以他也不常開口說！(A11 女，

2019/11/25) 

 

小朋友在家一律說國語，因為我從小跟孩子說床邊故事就用國語，我女兒的客家程

度就是老師教過的兒歌會唱，因為家人都是閩南人，所以他不會跟我們說客語也很

正常呀！(A12 女，2019/11/25) 

 

 我的 2個孩子，因為從小是我台南媽媽帶大的，從他們小時候長輩就是用台話跟他們

說話，所以他們四歲前習慣說台語。現在五歲帶回桃園，住家附近大多是客家人，

但是鄰居之間很少往來，所以孩子目前語言一半講國語、一半還是說台語。我孩子

生活中不愛說客語，因為家人都不說客語呀！對孩子而言，客家話是比較陌生的語

言，在幼兒園有人說客語，他就會仿說，但回到家沒人說，他就沒有模仿學習的對

象啦! (A6 女，2019/10/22) 

 

綜合以上所述，訪談中發現家庭結構是三代同堂的孩子，老一輩的長者普遍會

經常主動跟家人說客語，家長覺得環境和照顧的人很重要!只要環境和主要照顧的人

都慣用客語，孩子很聰明也學很快，就會跟著說。而小時候就跟孩子用客語互動的

家長，也分享因為這個緣故，小朋友自然就習慣說客家話了；另外也有家長表示因

為孩子上學後，有要求孩子將學校教過的客語內容在生活上實際運用，而養成孩子

日後經常主動說客語的習慣。這說明語言的學習，是可以透過教育的努力和環境所

造就出來的。而分析在家還是習慣說國語的孩子與生活中不主動說客語，需要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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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才會多少說一些的孩子，除了部分家長本身也不會說之外，還有一個相同共通

點，那就是沒有可以用客語互動的對象和情境，所以小孩子即使在學校會說，但一

回到家又習慣轉換回國語。家長覺得在學校有說客語的情境，加上小孩知道上學要

跟大家一樣說客語，但回到家裡因為家人沒要求一定說客家話，小孩自然講從小就

聽習慣的國語。這個現象也和段淑琴(2006)研究結果相符!家長對客語教學認知表現

較佳，情感認同較弱，實踐行動則是消極，家長和子女用國語交談的比例高，顯示

對客語的支持較消極；傅吉田(2012)研究結果也顯示幼兒客籍家長對幼兒客語教學具

有高度的認同，而行動的層面則較為低；以目前的訪談結果可知，如果要讓孩子在

家的客語使用率提高，那麼家人必須也要建立說客語的習慣，當孩子回家後仍有學

習客語的楷模、對話的對象，而且初期需要持續不斷的鼓勵孩子開口說，才會有成

效。 

 

第三節 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動 

近年來，許多研究結果都顯示家長的態度對客語傳承的重要性，張學謙(2011)學者

提出:「母語主要透過家庭環境習得，學校則成為現代社會，母語學習的一個重要場所。

為了母語復振，學校和家庭必須攜手，合作打造母語沉浸式環境，方能提升語言學習的

成效。因此，對於家長是否願意付出的實際行動，就更有探究的價值了。筆者將針對家

長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為表現，從(學校方面、家庭方面、社區方面)三

方面來進行深度訪談，包含1.在家是否會陪孩子複習幼兒園課程?2.家庭是否具有客語沉

浸式環境?3.有沒有參與過幼兒園客家活動?4.是否願意進班協助?5.是否有讓孩子參與幼

幼客語闖關的意願?6.有無親子參與過社區客家活動經驗?希望能透過與家長訪談之間獲

得的具體描述，分析家長在家庭方面、學校方面、社區方面的觀點。 

一、家庭方面： 

(一) 對於陪同孩子複習課程做法 

1.家人重視，每天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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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呀!如果剛好有 QR code，我會掃 QR code播放跟孩子一起聽，我先聽一遍再跟

著唸一次，現在哥哥讀小一，我就有訂購客語 CD，每天至少播放半小時，他們可

以自己聽。(A2 女，2019/09/05) 

 

有複習，但是歌謠她通常都只會唱一小段，我會上網找來複習，像『月光華華』、

『阿公』、『大目珠』…等。我家小孩比較喜歡唱歌，我就會幫忙她找歌曲。(A3

女，2019/09/09) 

 

會，之前老師有將上課教的歌曲全部燒錄成 CD給家長，也可以自行上學校官網下

載，我自己也會上網找老師教過的歌播放給孩子聽。 (A4 女，2019/09/16) 

 

有，因為我知道他老人家很重視客家話，所以我記在心上了，也努力把學會的和

聽過的客家話，一直反覆跟小孩講呀！小孩回家也會教我一些些學校老師教的客

家食物名稱，反正就多少學一點，幫他複習幼兒園課程，我也順便學幾句。(A14

女，2019/12/05) 

 

學校有發教材(一套三本)，我會陪他溫習，另外每天我幫他洗澡的時候，會問他

今天在學校老師教了些什麼，他就會用客家話回答我，我兒子和媳婦在車上也會

放客語童謠給他聽，每天都有複習，每天都有進步。(A8 女，2019/10/24) 

 

會呀!我會指著書本圖片請小孩唸給我聽，也會教他唱客家話的兒歌，像是「阿

啾箭、尾駝駝」、「火焰蟲」、「阿舅討心臼」這些歌。(A15 女，2019/12/10) 

 

在家都是我(媽媽)負責陪小孩溫習幼兒園課程，因為爸爸是業務，常常晚回家，

所以我們有協調好，平日我幫兒子女兒溫習客語、英語，假日只要他沒加班，就

輪到他說英語繪本或唱客家兒歌，我們是希望小孩能藉此知道我們父母很關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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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A13 女，2019/11/28) 

 

會，在家都是我負責幫他複習幼兒園課程，爸爸通常加班忙，不管這種事。(A15

女，2019/12/10) 

 

2.雙薪家庭，不定時複習 

很少，因為我們家做羊肉爐生意，很晚下班回家，但是家裡有客家 CD 偶爾會放

給三個孩子聽；我星期一羊肉爐店裡公休，爸爸通常會去朋友家泡茶聊天，爸爸

比較沒耐心啦！不會花時間陪小孩複習功課，我就會陪小孩複習一下最近教過的

客家兒歌。(A1女，2019/09/05) 

 

會呀!他回家會唱，但是有些我聽不懂，之前的老師會印歌詞，但現在的老師沒

有發，我就不會唱，有些歌詞我會用手機查，再放給孫女聽；我覺得要讓家長幫

忙複習幼兒園客語課程，一定要有資料，不然小孩回家表達不清楚就沒辦法了。

(A10 女，2019/11/01) 

 

學校有發教材，我一星期會陪他溫習一次，因為我也不會說，所以就是放 CD 陪

他一起唸一唸；如果我們周休二日出去玩，就會在車上也會放客語兒歌給他聽，

當作複習。(A12 女，2019/11/25) 

 

之前好像有一本薄薄的教材，裡面有教稱謂和顏色之類的，有附 CD；歌謠部分，

如果孩子有回來說的話，我會上網找來給他聽而已。(A5 女，2019/09/09) 

 

我其實沒太多時間幫他複習，因為有 4個小孩，下班後要煮晚餐給家人吃，還要

看另外 3個小孩的回家作業，假日比較有空，跟我兒子說客語內容，都是以學校

教過的部分，很簡單的那幾句，但我也會上 YouTube找影音檔，陪他複習學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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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的兒歌。(A7 女，2019/10/22) 

 

3.語言不通，無法複習 

我不會說客家話，而且也不是客家人，所以我沒有法陪他溫習，但是我孩子在學

校學的客家兒歌，他三不五時會唱給我聽，唱完我會幫他拍手! (A6 女，2019/10/22) 

 

    我是閩南人，我本身不會幫孫女複習，但是阿婆偶爾會跟孫女說簡單的對話和詞

彙，複習就是聽他唱短短的客語歌，不會特別教啦!因為回家大部分對話還是說國

語。(A9 男，2019/10/24) 

 

    沒有，因為我們都是閩南人，客語也不會說又聽不懂，怎麼複習呀。(A11 女，

2019/11/25) 

 

綜合以上所述，A2、A3、A4、A8、A13、A14、A15 表示因為家庭成員重視孩子

的學習，所以每天會抽空陪同孩子複習，會配合學校發的教材和 VCD 及自行印的歌

謠、掃描 QR code 播放跟孩子一起聽，也積極主動上網找資源進行複習工作。而訪談

者中 A1、A5、A7、A10、A12 因為雙薪家庭，家長工作忙碌之餘，只能不定時協助

孩子複習，如偶爾或周休二日出遊時，在車上放客語兒歌給孩子聽，當作複習。另外

A6、A9、A11 這 3 位閩南家長則表示因為語言不通，所以無法幫孩子複習。 

其中 A1、A7、A15 家長不約而同都有提到在教育孩子及陪伴複習功課的部分，

只有媽媽單方面負責，一方面是因為爸爸下班的時間較晚，有時還有加班情形，所以

很少時間陪小孩；另一方面則是媽媽認為爸爸比較沒有耐心、不會花時間陪小孩複習

功課，所以才一肩扛起。雖然媽媽們都重視孩子從小的教育，沒有怨言，但因為還要

忙其他家務，所以真正能親子複習幼兒園課程互動的時間也不超過半小時。這也讓筆

者思考當教育孩子及陪伴複習功課的部分，只有媽媽單方面負責時，是否也是客語教

育在家庭中推行不彰的原因之一，如何改善，還需要教育單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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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是否具有沉浸式環境? 

當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回到家裡是否仍有營造客語環境呢?如： 在

日常生活中家人以客語和孩子說話，讓孩童對客語熟悉，聽兒歌、客家電視台、客家

電台、繪本、參與社區相關客家藝文展覽與欣賞表演…等來培養孩子更多接觸客語的

經驗，也是此研究相當關注的重點。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完全沒有 

沒有！因為我們夫妻都是講台語的閩南人，不必營造客語沉浸式的環境。(A2 女，

2019/09/05) 

 

沒有，但有時隨機按到客家台有客語發音的卡通，他會停下來，試著聽一聽內容在說

什麼(A5 女，2019/09/09) 

 

沒有耶!家裡我們夫妻兩個對話，都是習慣用流利台語交談，但跟孩子對話大概就是一

半國語一半台語。 (A6 女，2019/10/22) 

 

沒有，因為我們都是閩南人，說真的，沒有在重視客語。(A12 女，2019/11/25) 

 

2.與長輩同住，有聽和說的機會 

之前學校教過的客家歌，我會放給他聽 CD，家裡的阿公、阿婆平常都是跟孩子們說四

縣腔，老人家也會看客家唱歌節目的電視台(A3 女，2019/09/09) 

 

婆婆和姨婆則比較常跟孩子說生活上的客家話，有時我們也會看客家台的客語卡通，

網路有好聽的客家兒歌，我也會存在 USB裡，在車上放給他們聽(A4 女，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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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客家兒歌 CD、我們吃飽飯都會看客家電視台、我兒子和媳婦也常幫小孩複習教

過的課程，像是唱數 1~10、水果、顏色……等。 (A8女，2019/10/24) 

 

有喔！我家裡除了我是外籍新娘之外，其他都是客家人，所以每天家裡都有人說客家

話。我們晚餐後會陪婆婆一起看客家電視台。說真的，我剛嫁來台灣時，還以為他們

母子之間對話像罵人，因為音調聽起來很難聽，但聽習慣就適應了。 (A14 女，

2019/12/05) 

 

有，家裡每天都有人說客家話。我們家人也都轉客家電視台來看。小孩也大多聽的懂

電視上的內容，現在有些卡通是客家發音、國語字幕，小孩也很喜歡看。(A15 女，

2019/12/10) 

 

我們老人家會看客家電視台，有些時段有播放客語卡通，像櫻桃小丸子、蠟筆小新…

等，雖然小孩不是每一句都聽得懂，但有畫面，孩子還是哈哈大笑。(A10 女，

2019/11/01) 

 

3.只有聽 CD 

家裡有客家兒歌CD、外公外婆會看客家電視台……等，但是小孩子的學習興趣很短暫，

自己聽 CD不到 10分鐘左右，就會自動關掉，想去玩平板。(A1 女，2019/09/05) 

 

家裡沒有客語沉浸式的環境，頂多就是我幫小孩一星期溫習一次客語 CD，複習教過的

課程，他熟了都會跟著唸，爸爸聽過說發音蠻標準的。(A11 女，2019/11/25) 

 

4.上網找客家相關影音檔 

沒有特別去推動客語，頂多就是放教材有附 CD給他聽，還有上 Youtube找影音檔，讓

他跟著唱而已。(A7 女，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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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們家鼓勵孩子說客語，我也會上 Youtube找影音檔陪他一起聆聽一些客家歌謠。

每天大約複習半小時左右(星期一、三、五複習美語、星期二、四客語)，大概是這樣。

(A13 女，2019/11/28) 

 

小結：從上述的訪談中發現，家裡有跟老人家一起住的小孩子，回家後仍有更多聽客

語和說客語的機會，因為老人家在生活中還是習慣說客語，因此有跟人互動對話的機

會。而老人家也習慣晚飯後收看客家電視台，無形中也讓孩子常聆聽，對客家語言更

加熟悉! 

而年輕族群的家長們，本身的客語能力較弱，或許自身不會唸客語無法幫孩子複

習，所以大部分幫孩子複習的方式就是聽 CD 和上網找客家相關影音檔輔助。訪談對

象中 A2、A5、A6 、A12 是閩南人，都表示因為族群的不同，所以完全沒有營造客語

沉浸式的環境，是很正常的，但也因此，學校所教的語言回家沒有實際運用的場所，

筆者覺得有些可惜! 

 

二、學校方面： 

(一) 參與幼兒園活動 

當孩子上了幼兒園，學校也會適時舉辦不同性質的活動，邀請家長入園一同參與。

如：親師座談、親子教育日、運動會、親子活動、親職講座、期末主題課程分享…等；

除了可以增進親子關係及增強自己的教養知能之外，還能透過直接的觀察了解孩子在

學校的生活狀況及成長歷程。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參加經驗 

之前小孩有參加學校辦的幼幼客語闖關，也有親子一起做鹹菜的體驗，蠻好玩的，小

孩可以知道鹹菜的製作過程，也有用輕質土做客家美食紅粄的造型磁鐵，孩子一邊做

一邊學印象更深刻。(A4 女，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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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有辦過全班搓湯圓活動，每桌孩子邊搓湯圓邊唸客語兒謠、也有舉辦幼幼客語

闖關活動。(A5 女，2019/09/09) 

 

之前期末幼兒園有辦親子活動，孩子有表演唱跳客家歌謠，製作菜包活動，過程中有

聽到班上小朋友和爸媽開口說客語，幼兒園老師也會親切和孩子們互動，感覺還不錯。

(A6 女，2019/10/22) 

 

之前幼兒園一學期會辦一次親子活動會，結合客語成果展，我們夫妻倆都會出席，可

以看看孩子在校客語學習狀況。(A11 女，2019/11/25) 

 

之前幼兒園親子運動會，他們班有表演過唱客家歌曲加跳舞，小朋友有戴斗笠唱唱跳

跳的，表演得還不錯；還有之前畢業典禮有練習用客家話說一小段畢業感謝詞。(A9

男，2019/10/24) 

 

之前幼兒園美食教學有教我們做艾草粄、發糕之類的，冬至有親子活動搓湯圓，他爸

媽有來學校一起參加，小孩回家有分享。(A10 女，2019/11/01) 

 

之前幼兒園辦親子活動，有辦過打麻糬、搓湯圓、染花布、製作擂茶活動，過程中小

孩要說客語教家長做，自然會開口說，幼兒園舉辦的客語相關活動我們家從來沒缺席

過，一方面是支持客語沉浸式教學認真的老師，一方面是因為小孩會積極邀請家人來，

不參加他會很失望。(A8 女，2019/10/24) 

 

絕大多數家長對於幼兒園規劃的活動都表示印象深刻，對於幼兒園營造說客語的

體驗情境，有助於提升孩子快樂學習客語的動機，也讓孩子在生活中用體驗的方式，

學到更多客家特有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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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幼兒園校外教學有教我們做紅龜粿、粄條怎麼做，美勞創作也做過客語美食~紅龜

粿的磁鐵。小孩好像對吃的最有興趣，回家會跟附近鄰居用客家話說紅龜粿很好吃！

(A1女，2019/09/05) 

 

好像幼兒園每學期會辦一些活動，去年冬至前一週，有邀請家長入園一起搓湯圓；開

學時的家長說明會也有提到幼兒園會教客語；只要有空，我會帶家裡的 2個弟弟一起

參加幼兒園舉辦的相關活動。(A12 女，2019/11/25) 

 

曾經有參加過幼兒園打麻糬、搓湯圓、染花布的活動，分組過程中，小孩都很開心用

客家話教我們大人做的步驟，我覺得很不錯，這表示小孩真的知道製作流程。當麻糬、

湯圓完成後可以品嘗時，小孩還一直用客語問我們好食不好食?我覺得幼兒園營造說客

語的環境，讓孩子快樂學習太棒了! (A13 女，2019/11/28) 

 

這裡幼兒園每學期都會辦一些親子活動，像是去年冬至有發通知單邀請家長入園一起

搓客家傳統紅白湯圓、這學期戶外教學有讓孩子到農莊體驗合作擂茶，因為我沒上班，

我會帶家裡的弟弟一起參加幼兒園舉辦的所有活動，當志工協助老師照顧小班的孩子。

(A14 女，2019/12/05) 

 

幼兒園舉辦的客語活動，每一次我們都出席，像是到田裡拔蘿蔔，動手做傳統蘿蔔糕，

中秋節做綠豆椪，小孩都很開心，老師也會請小孩表演客家兒歌唱唱跳跳，我都可以

從過程中看到孩子的學習，老師還跟我說我兒子客語程度是班上前三名，看來我認真

幫他複習幼兒園課程是有效的。(A15 女，2019/12/10) 

 

2.工作繁忙，沒參加過 

訪談中 A2、 A7 家長則表示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不方便請假，所以至今還沒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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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當時我上班，哥哥好像有過幼幼客語闖關，有證書、還拿到禮物！我們是雙薪

家庭不容易請假，學校如果周休二日辦活動，我們才會考慮是否參加。(A2 女，

2019/09/05) 

 

說真的，我們很少請假去參加幼兒園舉辦的活動，一方面是因為工作職場不容易請假，

另一方面是因為幼兒園舉辦的活動有些是親職講座或結合國小運動會，都是自由參加，

沒硬性規定參加，我們夫妻倆工作也忙，就沒特地去了。(A7 女，2019/10/22) 

 

小結：從上述的訪談中發現 15 位家長中，有高達 12 位家長都參加過幼兒園舉辦的客

語相關活動，表示現在是少子化的世代，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成長也相對的重視，樂於

參與！家長對學校舉辦的活動給予正向肯定，也認為頗有教育意義。宋文琳 (2012) 研

究指出屏東縣實施沉浸式教學幼兒園，幼教保服務人員的透過不同的活動，將客語融

入到主題教學中，能獲得幼兒的學習興趣與高度參與，也落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教育部，2017）社會領域中的實施原則：「教保服務人員應提供幼兒親身參與

社區生活的經驗，感受不同生活方式，增進幼兒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以及語文領域

實施原則：「鼓勵幼兒認識並欣賞社會中使用多種口說語言的情形。」幼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若能善加利用日常生活事件、節令風俗，作為客語主題教學討論與學習素材，必

能更加豐富幼兒生活經驗內涵，並增加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 

 

(二)對於子女學校活動的支持 

家長對於學校活動的支持，可以大約分為精神上的教學支持和實質上的資源支持。

而實質上的資源支持又可分為人力進班協助及提供物品。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

意見： 

1.願意進班及提供物品 

如果我有空，我願意進班協助；幼兒園客家相關物品，如果家裡有也會樂意提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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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活動對孩子都是很好的，我也盡量想找時間陪孩子。(A1女，2019/09/05) 

 

我天天說客語，所以說客語難不倒我，如果學校邀請我來幫忙，我很願意進班協助；

客家古早的相關物品，我老家也有，非常樂意提供。現在小孩學什麼都很快，只要不

斷給他接觸和刺激，我會配合學校。(A8 女，2019/10/24) 

 

(阿公)：我是閩南人，我本身不會，但是阿婆是客家人，她沒到菜園除草的話可以來

幼稚園幫忙；如果老師需要東西我們也會借給學校，反正學期末放寒假學校就會還我

們呀！因為教學孩子要認識，當然要看到真的東西，不然圖片又不能摸，有的話，我

很大方會提供啦！(A9 男，2019/10/24) 

 

(阿嬤)：我只有一個孫女，他來上學我現在都空空的，我可以進班協助；幼兒園上次

做美食需要蒸籠我也有提供，如果家裡有的東西非常樂意提供。因為現在小家庭、現

在人房子小、都沒有這些東西了，上課或介紹給孩子認識很好呀! (A10 女，2019/11/01) 

 

我因為是職業婦女，所以如果是平日，我要上班就不方便，如果是假日半天到學校協

助，我就能來學校幫忙，我非常願意進班協助、也願意提供物品給學校使用。(A13 女，

2019/11/28) 

 

我真的只會一些些簡單的客家話，但是因為我沒上班，所以老師有邀請或拜託，我都

會帶家裡的弟弟一起參加幼兒園舉辦的所有活動，我願意當志工協助老師照顧班上幼

小年齡的孩子。(A14 女，2019/12/05) 

 

我在印尼也是講客家話，但腔調跟這裡老師教得有些不一樣，所以我怕小孩會覺得我

講的怪怪的，但如果不用說客語，我是願意當志工協助老師照顧班上的小朋友。學校

如果需要我們家長提供相關物品，我也會配合提供。(A15 女，2019/12/10) 



72 
 

 

2.無法協助，願意物品支援 

提供物品是可以的！但因為語言不同，所以沒辦法進班協助。(A2 女，2019/09/05) 

 

我不會說客家話，而且也不是客家人，所以我沒有辦法進班協助；如果學校需要相關

物品，我家也正好有的話會提供。我會配合學校的教學。(A6 女，2019/10/22) 

 

我不會說客語，所以如果學校邀請我來幫忙，我可能會拒絕；但如果是單純提供東西

的話，我會願意。(A11 女，2019/11/25) 

 

我真的不會說客語，所以如果學校邀請我來幫忙，我應該會拒絕；如果只是單純提供

東西借學校的話，我可以幫忙。(A12 女，2019/11/25) 

 

A2、A6、A11、A12 表示因為自己不會說客語，所以無法進班協助，但是願意提供物

品支援。 

 

學校有需要我會願意提供客家物品；進班協助我沒辦法，家裡三個小孩我就受不了了，

一個班級那麼多人，我沒能力、也不想去。(A3 女，2019/09/09) 

 

我們是雙薪家庭，所以時間上比較沒辦法進班協助，但我很願意提供幼兒園需要的物

品，之前搓湯圓我們也有借學校篩子。(A4 女，2019/09/16) 

 

我和爸爸都是老師，所以時間上比較沒辦法請假進班協助，但我很願意提供幼兒園需

要的物品，因為小孩有反應上課需要的話，我會盡量配合! (A5 女，2019/09/09) 

 

我們夫妻倆除了工作忙之外，真的也不懂怎麼在一旁協助老師，所以進班協助我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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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意願；如果是單純提供物品，比較有可能。(A7 女，2019/10/22) 

 

從上述的訪談中發現 15 位家長中，有 7 位家長願意進班協助及提供物品支援，原因包

括以下幾點：肯定學校活動的教育意義、想陪伴孩子、本身客語流利沒問題、有當志

工協助老師的經驗、家裡務農不必上班、家裡有客家古早的相關物品…等。而表示無

法進班協助，但願意提供物品支援，有 8 位家長，原因包括：不會說客語的家長有 4

位、要上班不方便的家長有 2 位、不願意家長有 2 位。顯示出有一半的家長在實際行

動力方面是願意成為教學的助力；邱碧蓮、林曉專(2018) 都建議家園合作、親子客語

共學的共學方式，養成齊說客語的習慣。由於薪傳師或客語陪伴員入班協同教學時間

有限，社區耆老或有意願的家長如果可進班擔任教學志工，一方面協助教學、另一方

面也能在過程中更了解老師和孩子客語互動模式，更清楚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推行方

式。 

 

(三)參與幼幼客語闖關 

「幼幼客語闖通關」從 101 年度開辦，是為了落實客語向下扎根的目標，鼓勵客

家後生開口說母語、客家文化才有傳承的可能。認證客語腔調分為北四縣、南四縣、

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組，只要年齡 4 足歲之幼童至國小適齡入學前兒童都可報名

參加；用遊戲過五關、互動、情境及一對一的方式來闖關， 各關由檢定人員操作小布

偶與小朋友以客語對話方式進行，讓孩子口說日常生活中基本客語用語，啟發幼童學

習客語的動機與喜好，增加小朋友願意說客語的信心和興趣，過關小朋友，當天可獲

頒認證參加證書及益智趣味獎勵品乙份。家長是如何看待客委會的這項政策呢?以下節

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鼓勵態度 

 

會鼓勵讓孩子去參加；不只是幼幼客語闖關，只要孩子有興趣、想參加的活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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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都會讓他參加或多鼓勵。(A1 女，2019/09/05) 

 

會鼓勵孩子，讓他跟其他孩子一起學習。(A2 女，2019/09/05) 

 

會！因為覺得學了也不錯，學校有舉辦的話就參加呀! (A3 女，2019/09/09) 

 

會，其實不只是幼幼客語闖關而已，只要孩子有興趣、對孩子發展和學習都好的事，

我都會鼓勵孩子去嘗試看看。(A4 女，2019/09/16) 

 

會鼓勵！因為孩子知道參加結束後有禮物，有活動，同學大家一起參加，他會很期待!

我們夫妻重視的是孩子學習的過程，不一定要有明顯的學習成果，樂在其中、活在當

下最重要。(A5 女，2019/09/09) 

 

一定會讓孩子去參加呀!現階段幼兒園是幼幼客語闖關，將來只要孩子有興趣要參加客

語初級認證，我都會鼓勵他參加。(A8 女，2019/10/24) 

 

一定給他去參加呀!其實不一定要孩子挑戰成功，只想讓孩子去嘗試看看，客語在學校

天天都接觸，是否能學以致用。(A11 女，2019/11/25) 

 

會積極鼓勵，因為孩子在校都學習客語了，幼幼客語闖關就是一種挑戰呀！其實除了

幼幼客語闖關之外，將來只要孩子有興趣要參加客語初級認證，或中高級認證，我都

會一路鼓勵他參加的。(A13 女，2019/11/28) 

 

會呀! 因為我先生這邊都是客家人，而且我婆婆每天生活上都和他說客家話，所以我

相信小孩聽多了也一定都會講!讓孩子去嘗試呀!我覺得是很好的事！(A14 女，

20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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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呀!雖然這只是小小的闖關，但是我聽說幼幼客語闖關完會有獎狀，所以我想讓小孩

去嘗試看看呀!我覺得小孩學習也需要被鼓勵、被肯定，讓孩子獲得成就感他學習會更

有動力！(A15女，2019/12/10) 

 

2.不鼓勵態度 

不會耶!雖然現階段在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他會跟著唸，但是我知道他沒太大

的興趣，而且我們是閩南人，將來只要孩子會說國語和台語就好。 (A6 女，2019/10/22) 

 

應該不會吧! 因為我們都是閩南人，說真的，沒有在重視客語。而且客語也不會說又

聽不懂，怎麼複習呀! (A12 女，2019/11/25) 

 

3.依孩子的自由意願 

如果孩子自己回家表示有興趣，要參加，我會讓他參加；但是如果孩子自己意願不高，

我們夫妻倆也不勉強，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不會說客家話，也不是什麼大事，不需要

逼小孩去參加。(A7 女，2019/10/22) 

 

只要小孩子他們有興趣，我都會鼓勵他參加，反正學校的老師在幼稚園也會跟他們說

客家話，也有請外面的客語老師進園幫孩子上客語課，多學一點沒關係呀!雖然我沒讀

什麼書，但是我知道住在客家庄，大家多多少少還是會講客家話，如果會說客家話，

以後找工作會比較容易呀! (A9 男，2019/10/24) 

 

之前本來要讓孫女去參加，剛好他們一家人安排要出國，所以沒有去幼幼客語闖關，

只要將來孩子有興趣、想參加，我會讓他再去參加。(A10 女，2019/11/01) 

 

小結：訪談 15 位家長之中，有 10 位家長表示會鼓勵孩子挑戰幼幼客語闖關，原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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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幾點：學校有舉辦的話就參加、對孩子好的事都會鼓勵、重視孩子學習過程、

視為一種挑戰、讓孩子獲得成就感。而在 A6、 A12 的訪談中，筆者發現族群的不同，

多少還是會影響家長的決定，A6 認為將來只要孩子會說國語和台語就好，不會特別去

鼓勵孩子挑戰幼幼客語闖關，但語帶保留的說：如果孩子自己想挑戰闖關，我們家長

也不反對啦!A12 則表示自己是閩南人，沒有在重視客語。而 A2 、A5 雖然也是閩南

人，但明確的表示會鼓勵孩子，原因很簡單，就是讓他跟其他孩子一起學習。由此可

知，家長的態度的確會是影響孩子學習的因素之一。由於幼幼客語闖通關是採自由參

加的方式，因此如何使孩子自然喜歡說客語、在遊戲中闖關、讓家長願意主動幫孩子

報名是客委會和教育相關人員需要持續深思的課題。 

 

三、社區方面： 

(一)親子參與社區客家活動經驗 

1.參與經驗 

之前上班在楊梅農會附近，所以有參與過社區客家活動，像是：端午節包客家粽、製

作麻糬、現在我們開店就比較少去參加。(A1 女，2019/09/05) 

 

基本上中秋晚會都是客家活動，他們全部都是唱客家歌，這裡的社區都會辦活動，廟

會、廟的祭典比較多。(A2 女，2019/09/05) 

 

有，我公公會跟我講哪邊有活動，有印象的是水美社區有辦過孝親奉茶的感恩活動，

阿公坐在前面，孫女端茶給阿公喝。(A3 女，2019/09/09) 

 

我會跟婆婆帶小孩一起去，我婆婆有很多朋友，所以只要社區有客家活動，他們喜歡

熱鬧，都叫我們全家一起參加，我覺得客家人好像蠻愛唱歌的，常有歌唱活動。之前

我兒子還被我婆婆帶上台表演唱一首伯公伯婆，唱完大家都拍手鼓掌，我兒子表演完

也很開心，回家洗澡時我問他上台會不會害怕，他笑著說不會，因為在幼兒園也常常



77 
 

出去唱給同學聽，我想他在學校應該學的不錯! (A14 女，2019/12/05) 

 

有，只要我們社區有客家活動，全家人喜歡熱鬧，都會一起參加，我公婆平常在家會

唱卡拉 OK，如果有客家對唱比賽，我公婆都會報名上台表演，我們在台下拍手加油，

現在我兒子也常常表演給阿公阿婆看；之前暑假幼兒園放假，我有帶小孩參加新楊平

社區大學辦的客語魔法營，我們有用天然植物染布做頭巾、也有做桔醬!都是花很少的

費用就能參加，覺得很好玩，玩的過程也學到很多。(A15 女，2019/12/10) 

 

A10 和 A11 在訪談中不約而同都有提到參與過客家庄台三線小旅行的經驗，表示

有規畫三種主題路線適合各個年齡層，以全民參與的方式，一路上有專業導覽人員解

說，可以透過自然生態觀察體驗推動生態及棲地保育理念，傳承客家歷史文化之目的。 

 

有參與過社區客家包粽子活動、有一次活動中心辦客語唱歌比賽，我孫女有上台唱幼

稚園教的歌好像是伯公伯婆，現在我們放假都會帶孩子到處走走，像是義民廟、客家

庄台三線小旅行都有喔! (A10 女，2019/11/01) 

 

沒有，但我們有去參加過浪漫台三線客家活動，爸爸放假我們會規畫到不要太遠的客

家庄走走，像是卓蘭、南庄、三峽、美濃、大湖…之類的，讓孩子邊玩邊認識不同的

客家人風俗!我們有做過藍染、親子手作福菜料理、桔醬，孩子都很喜歡還說下次要再

去! (A11 女，2019/11/25) 

 

2.無參與經驗 

沒有，因為不知社區辦過哪些活動。(A4 女，2019/09/16) 

 

目前沒有參加過！我們夫妻對社區舉辦的活動沒留意過，因為放假我們幾乎都會回帶

小孩回台南娘家看望老人家，或帶小孩到處走走；爸爸喜歡露營，所以大自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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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喜歡耶! (A6 女，2019/10/22) 

 

沒有參加過社區舉辦的客家活動，因為說真的，家裡有 4個小孩，年齡層都有差距耶!

最大的哥哥國二了，學校有課業升學壓力，我們夫妻倆工作也忙，所以對社區辦過哪

些客家活動都不清楚，也不感興趣。(A7 女，2019/10/22) 

 

沒有，因為不感興趣，所以不會去留意。(A5 女，2019/09/09) 

 

沒有，我們夫妻有時放假還要加班，沒加班時只想在家放鬆一下。(A12 女，2019/11/25) 

 

沒有參加過社區客家活動，因為放假我媳婦都會回帶小孩回娘家，或帶小孩去南部走

走，老實說我們社區好像也沒辦什麼客家活動，我是知道有新楊平社區大學有開客家

民間文化課程，有時候還會辦客家研討會，但沒有很適合小孩子參加耶! (A8 女，

2019/10/24) 

 

我們這裡的社區沒辦過什麼客家活動，好像有土風舞和詩歌班，也都是老人家參加比

較多，我們全家出去玩的話，我兒子媳婦大多是選親子餐廳，哪裡有玩具和遊戲器材，

小孩才不會無聊。(A9 男，2019/10/24) 

 

沒有參加過社區客家活動，我們社區好像沒辦什麼像樣的客家活動，印象中社區活動

中心都是老人家去有土風舞和詩歌班，好像沒有項目很適合小孩子去參加的耶! (A13

女，2019/11/28) 

 

小結：從上述的訪談內容發現 15 位家長中，有 7 位家長有參與過的經驗，並開心表示

社區舉辦客家活動多元且豐富，有客家美食製作、節慶文化祭、客家唱歌比賽、客家

傳統技藝體驗、客庄旅行…等，其中又以體驗課程，最受到家長青睞，像是藍染、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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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手作福菜料理、學做桔醬，都是能和客家生活文化做結合的活動，家長提到活動安

排及地點規劃也十分完善，開放鄉親一起來同樂，有教育意義又兼具增進鄉親鄰里間

的情感交流，相當不錯。而有 5 位家長表示從沒參加過、另外 3 位家長則表示社區好

像有舉辦過土風舞和詩歌班、土風舞和詩歌班…等活動，適合大家或長者前往休閒娛

樂、結交朋友，卻不適合小孩子所以作罷。研究者推論大多數沒參加過的原因：一、

家長對社區活動刻板印象，認為只是搭配節慶或社區樂齡活動才久久舉辦一次，並沒

有持續性或一系列專屬為孩子設計的客家活動，所以比較少參與。二、家長工作忙碌，

假日只想好好休息充電，對客家文化較無興趣。三、家長工作忙碌對社區活動訊息較

少關注，如果能在當地園所或社區活動中心、社區大學推廣客家相關活動，應該會有

更多家長有意願來參與。 

第四節 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認同程度 

張春興(1991)指出態度是學習來的，而學習是行為改變的歷程，學習者經由直接或

間接的學習經驗才會對某些人、事、物產生好惡或者正向、負向的態度。盧雪梅(2000)

指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能促進學習表現；負向的學習態度，則會阻礙學習，導致學習低

落。而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及高度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能有效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Chang, 2010; Norris, 2011）。 

假設教師認為班上某些學生為資優生，經過老師的提點和鼓勵，即使他們並非真正

的資優，最終能夠回應老師期待成為資優生為目標，及所謂的「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家庭裡，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期待是正向、以鼓勵的方式對待子女，與子女自

我教育期許相符應，對子女學習成績的提升是有所幫助的。相關文獻也支持教育期望與

學業成就成正項關係(張芳全，2006；周文松，2007；許玉絹，2016) 

 

(一)對子女學習客語的想法 

語言代表一個族群的根本與文化，須依賴語言的傳承方可讓族群生命源遠流長。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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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個族群的本土語，同樣也認識這個族群的歷史與生命。針對孩子在學校學習客語後，

家長是否期許孩子客語說得更好呢?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重視客語傳承 

父母雙方都是客籍家長的想法，則都是重視客語傳承，有A1、A4、A8、A15表示

希望孩子客語說得更好，將寶貴的母語傳統延續下去，認為畢竟客語是母語嘛！一定要

學會、母語要傳承，客家人哪有忘本的觀念。 

最近有在楊梅附近的郵局看到客語認證獎勵的海報，不止小孩有鼓勵，連大人都

可以參加有獎勵！希望孩子客語說得更好，目前他還小，大一點會讓他去報名，證照

很重要，多一些也是不錯的，母語傳統延續下去，以後會聽得懂客語、也會講客語(A1

女，2019/09/05) 

 

畢竟這是母語嘛！一定要學會，母語傳承很重要!教孩子我們希望是教正確的，但

我也怕教錯，所以我還是不要亂說好了，希望他將來至少多少會講一些，不要都聽不

懂客語。(A4 女，2019/09/16) 

 

因為我們都是客家人，母語就是客家話，一定要延續下去，將來才會聽得懂、也

會說客語，客語從小學她才不會陌生，我本身很贊成母語要傳承，客家人哪有忘本的

道理，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都是家長不教，如果家長重視每天教，一定會講呀! (A8

女，2019/10/24) 

 

我做媽媽的很希望呀! 因為我在印尼的家人也是客家人，小孩以後他陪我回印尼

可以跟親戚用客家話對話!我希望他國語、客語都學好，這樣以後找工作，工作機會會

比別人多。(A15 女，2019/12/10) 

 

2.主張順其自然 



81 
 

現在年輕一代的家長表示，雖然希望孩子客語說得更好，但主張需以順其自然的

方式最多，不外乎是不想造成孩子的壓力、大一點上國小在選本土語言課時，再多學

一點就好，不勉強啦! 多開口說，將來自然而然學習就好。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

之意見： 

 

我覺得他學校學到的東西，回家會說不錯!有些客語詞彙他聽得懂還蠻厲害的，客

語學習順其自然!他會講、願意聽，還不錯！其實現在的孩子接觸網路資訊很多，比我

們小時候會說的語言更多、更厲害，我認為在客家庄會講客語蠻不錯，因為以後跟客

家人做朋友就可以溝通啦! (A5 女，2019/09/09) 

 

可以呀! 但是我覺得老師的態度也很重要，因為老師如果一直糾正人家的發音，

小朋友對學習客語已經沒有興趣了，那你一直去糾正他，會更降低他們學習客語的意

願。因為剛開學後一個月我小孩曾經排斥，回來他說我說：老師一直請我唸一樣的話，

我很緊張，大家又一直看我，後來我跟老師反應語言自然而然學習就好，不想造成孩

子上學壓力，之後孩子就沒再抱怨，應該慢慢適應了。(A7 女，2019/10/22) 

 

自然就好啦!本來我是想說我可以教 2個孫女閩南語、阿婆可以教客家話、他爸爸

媽媽教國語注音，但是現在擔心孩子注音符號拼音會變不好，因為他們學校都說客語，

我是覺得目前他還小，大一點上國小在選本土語言課時，再多學一點就好，不勉強啦! 

(A9 男，2019/10/24) 

 

當然希望呀! 因為爸爸這邊是客家人，我覺得過年或掃墓大家親戚都會聚再一起，

如果只有我的小孩不會說客家話，怕他們會被其他人笑或排擠，但我是希望沒壓力的

學習，多開口說自然而然學習就好! (A11 女，2019/11/25) 

 

而多數的家長則尊重孩子學習意願和多學一種語言也不錯的開放教育，A2、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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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家長抱持著~可以呀!尊重孩子學習意願，會鼓勵孩子願意學，可以多學一點不一

樣的語言，只是父母能協助的不多；A10、A13、A15 則表示孩子從小環境中就多接觸

不同的語言，至少能開口跟人溝通、以後找工作，工作機會會比別人多。 

 

3.尊重孩子意願，語言多學無妨 

我知道桃園市推蠻多年了，透過海報、電視和廣告有積極推動客語教學。可以呀!

鼓勵孩子願意學可以多學不一樣的語言，只是父母能協助的不多，因為我們也不會說。

其實孩子無論是學哪一種語言只要多聽，生活上多用就好了! (A2 女，2019/09/05) 

 

ok 呀!他想學的話會去鼓勵，讓他去學，如果他想不想學的話就不勉強！現在的

客語教學其實是鼓勵孩子開口說，延伸到國小的鄉土教學，幼稚園現在教，以後他上

國小的鄉土教學就不陌生了。(A3 女，2019/09/09) 

 

還好耶! 因為我們不是客家人，我覺得小孩想學就學!我們是不排斥客語、但也沒

有特別去鼓勵啦! (A12 女，2019/11/25) 

 

希望呀！小朋友我們在家教她說她不一定想學、想說，但是學校老師教他就會開

口學，老師教得比較有效啦！學客語就是多會一種語言呀!說得更好，將來在社會上找

工作也比別人厲害。(A10 女，2019/11/01) 

 

希望呀! 因為我覺得孩子多學一些不同的語言是很好的事，因為孩子從小環境中

就多接觸不同的語言，即使說得不好，但至少能開口跟人溝通。(A13 女，2019/11/28) 

 

我做媽媽的很希望呀! 因為我在印尼的家人也是客家人，小孩以後他陪我回印尼

可以跟親戚用客家話對話!我希望他國語、客語都學好，這樣以後找工作，工作機會會

比別人多。(A13 女，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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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家長(A6)表示自己是閩南人，重視自己的族群、重視自己的台語，如果政

府推動母語教學，語言要傳承，自己一定是要把台語傳給下一代，可見族群的認同影

響語言的學習順序。 

 

不會耶!因為我們都是閩南人，母語就是說台話，所以如果政府推動母語教學，我

比較希望他台語更好，以後國小鄉土教學我會讓他選閩南語，畢竟我們是閩南人，現

在客家人都努力推廣語言傳承，我們閩南人哪有不重視的道理，一定也要把台語傳給

下一代。 (A6 女，2019/10/22) 

 

    而身為客家庄的閩南媳婦(A14)也表示雖然覺得小孩學會客語更棒!客籍婆婆在家

也可以教孩子客家話，但是同時也有一點擔心客語學好了，孩子注音符號拼音會不會

受影響，閩南媳婦(A14)認為因為以後國小考試是考國語，又不考客家話啦!所以希望

孩子國語先學好，以後再慢慢學客家話。 

 

我做家長的人一定希望呀! 因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雖然我覺得小孩學會更棒!

婆婆在家也可以教他客家話，但是其實我也有一點擔心孩子注音符號拼音大班會學不

好，因為以後國小考試是考國語又不考客家話啦!所以我希望國語先學好，以後再慢慢

學客家話。(A14 女，2019/12/05) 

 

綜合以上所述，發現家長對子女學習客語的想法都很支持，但是深入探究家長的

觀點卻很多元，有的家長主張族群文化，覺得子女一定要把學好客語，強調客語傳承

的重要性；有的家長則表示累積專長，多學會一種語言，將來找工作有優勢；有的家

長則認為適性發展，子女學習客語順其自然就好；也有家長表示大一點上國小再學即

可，不需勉強、擔心學習客語會影響注音符號的學習；…等。這說明了學習客語除了

原先溝通的工具性之外，還有更多不一樣附加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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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增進祖孫情感互動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的轉變，家庭型態因而愈趨多元，祖孫關係也隨著

父母的工作與婚姻，呈現不同型態。以前常見模式是父母在外地打拼，年幼的子女交

由祖父母照顧，孫子女長大後再接回(小家庭)父母身邊；而近年來三代同堂，由祖父

母與父母協同照顧子女的家庭也逐漸普遍。訪談家長的家庭結構分為小家庭和三代同

堂。當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對家庭祖孫之間情感交流是否有影響呢? 以下節

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增進祖孫情感交流： 

我們全家人都是土生土長的新屋客家人，全家客語能力都算流暢，會說海陸腔和

四縣腔，生活上也盡量都是用客語跟小孩說，我覺得客家話可以拉近全家人的情感，

因為特別親切! (A8 女，2019/10/24) 

 

我們夫妻雖然是客家人，但因為從小不常說，所以現在還是習慣在家說國語，但

是婆婆和姨婆則比較常跟孩子說生活上的客家話，我覺得客家話可以拉近家人間的情

感，現在小孩也時常會教我們唱一些老師教過的兒歌，我認為親子互動上有幫助! (A4

女，2019/09/16) 

 

我們有跟公婆一起住，公婆是講四縣腔的客語人，生活上每一句都是講客家話，

但老人家碰到孩子聽不懂的，就會改講國語；學校教客語，孩子有時也會唱客家兒歌

給家人聽，後來發現阿公阿婆原來也會唱，現在每學一首歌都會回家說要唱給阿公阿

婆聽，我是覺得老人家特別開心，因為看到孫子會唱流傳下來的客家兒歌，我覺得對

祖孫之間情感交流有幫助。(A3 女，2019/09/09) 

 

我們家是三代同堂，我先生這邊親戚都是客家人，所以客語能力蠻好的。大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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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客語對話，我覺得說一樣的語言(客家話)，可以拉近彼此的感

情，對祖孫之間的情感交流會有幫助! (A14女，2019/12/05) 

 

家裡大人和孩子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客語對話，我覺得我們家人對客家族群都有一

份認同感，也認為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要從小跟他說客語，習慣成自然，沒有學不

會的啦!現在孩子在學校學到的新歌，也會唱給老人家聽，對祖孫情感交流有正向的幫

助。(A15 女，2019/12/10) 

 

客語沉浸式教學，真的有促進我家祖孫之間的情感聯繫，因為小孩會主動去找阿

嬤教他說客家話，尤其是客委會辦的唸謠比賽前，他會緊張常常需要阿嬤陪他複習，

阿嬤也很開心自己能當教孫子的老師，會有成就感啦! (A9 男，2019/10/24) 

 

我們跟婆婆一起住，家人都是客家人，但婆婆跟鄰居互動是說客家話，跟孫女互

動則是換成說國語，我曾經問過婆婆原因，婆婆說因為小孩聽不懂他講的客語，就不

會理他，只好用國語…最近複習時發現孩子會的客語詞彙有增加，相信過陣子，婆婆

就可以用一些簡單客語跟小孩交流，我相信小孩學會說客語，對祖孫相處上一定更融

洽。(A13 女，2019/11/28) 

 

三代同堂家長們在訪談中表示，孩子一回家經常先跟長輩分享學校的一切。 A8

提到全家人都說相同客家話，彼此親切，情感當然好；A3、A4、A15 都不約而同提到

孩子學了客家歌，經常唱給阿公阿婆聽，老人家特別開心，因為祖孫之間開始有共同

的客家話題。而 A9 認為當學校推動客語，家裡客語最流利的阿嬤就成了楷模對象，

阿嬤在家像老師一樣教孫子，心裡也會湧現成就感。A13 則表示婆婆曾說因為小孩聽

不懂他講的客語，為遷就孩子只好改用國語交談，如果小孩會說客語，對祖孫相處上

一定更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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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妻是典型的閩客通婚，我是閩南人，我先生是新屋客家人，生活上先生都

是跟老人家說客語，我則是說國語，現在小孩讀幼兒園，有參加過客語唸謠比賽還得

獎，公婆都很開心，到處跟鄰居分享，孩子跟上一代長輩說一樣的語言(客語)，對祖

孫之間情感一定是有加分的。(A7 女，2019/10/22) 

 

A5 提到夫妻倆雖然都是閩南人，客語不會講，但是爺爺奶奶開店的關係學會了一

些客語，孩子上學後回老家更喜歡表演唱唱跳跳給長輩欣賞，對祖孫情感上也是有加

分的。 

 

我們夫妻因為是閩南人，所以客語話完全不會說，但周休二日回老家，爺爺奶奶

從前是開麵店做生意的，會說一些些客家話，小孩子也像小歌手一樣，將學到的客家

歌一邊跳一邊唱給爺爺奶奶聽，我覺得雖然語言不同，但孩子將學習到的新語言跟長

輩分享，對祖孫之間情感上是有加分的。(A5 女，2019/09/09) 

 

A11、A1 家庭結構都是小家庭，家長表示孩子目前只會說簡單的客家話，還不能

跟老人家對話，但是對於語言的學習能否增進祖孫互動，是表示肯定的。 

 

我先生是平鎮道地客家人，職業是軍人平常住在宿舍，而因為我是閩南人，生活

上都是跟小孩說國語。先生有放假時，大多會一起回公婆家看望，小孩會說簡單的客

家話，公婆就很開心，所以我認為小孩會說客語，對祖孫之間對話一定是有幫助的。

(A11 女，2019/11/25) 

 

我們是小家庭，沒有跟長輩一起同住，但是老人家每天會到公幼接小孩放學，讀

書後孩子學會海陸腔客家話，的確比較會跟阿公阿婆互動，像是叫長輩的稱呼、問候

語之類基本的客家話，我覺得多多少少有幫助。(A1 女，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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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明顯影響 

 

但是也有家長認為無論幼兒園有沒有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對家庭祖孫之間情感

都沒有明顯影響，原因包括：A2、A6、A12 表示閩南族群不說客語；A10 表示祖孫之

間對話仍然以國語為主。 

 

我們家族都是閩南人，對話都說國語或簡單的台語，所以我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

沒有幫助到我家祖孫之間的情感交流。(A2 女，2019/09/05) 

 

這部分我覺得沒有感覺耶!因為我們夫妻是講閩南語，家人也都不會說客語，所以

客語沉浸式教學沒有延伸到家庭，也就沒有增進到祖孫的情感交流。 (A6 女，

2019/10/22) 

 

幫助祖孫之間情感交流這部分我不太認同!因為小孩在學校有學習情境，都很會說

客家話，但是回到家頂多看一下發回的課本，唸一唸而已，在家庭中並沒有增進祖孫

之間情感交流，祖孫之間對話仍然是用國語。(A10 女，2019/11/01) 

 

我們家庭成員全是閩南人，都沒有客語能力。大人和孩子之間大部分也是用國語

和簡單的閩南語交談，所以我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對於我們閩南人而言，並沒有顯

著的幫助。(A12 女，2019/11/25) 

 

(三)校外教學對客家文化傳承的看法 

1.增加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多元文化」，顧名思義就是指「文化的多樣性」，然而文化的多樣性重視的是理

念價值的澄清和社會規範形成的共識， 因此，多元文化關注的是在平等、瞭解、尊重

之中，建立起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間的交流平台，讓文化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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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才能實現真正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平等社會。 

 

因為老師帶去還會解說文化的歷史，他們可以了解這些東西。我平常沒有辦法帶

他們去，因為假日要做羊肉爐生意，所以沒辦法。(A1 女，2019/09/05) 

 

可以多接觸不同的文化很好!像是義民廟賽豬公我有帶他去看，我會盡量抽空帶他

去。但是或許孩子還太小，小孩只是覺得客家義民祭有很多攤販、很熱鬧，但對其他

客語文化或活動並沒有其他好奇的地方。(A2 女，2019/09/05) 

 

我覺得有幫助！有老師帶會比較安心；去戶外走走，就可以多聽多學客家相關文

化。(A3 女，2019/09/09) 

 

一定多多少少有幫助，因為我平常也會帶他們去，有去過客家文化館、李騰芳古

宅。剛開始覺得孩子好像都不懂，所以後來我會帶我爸爸一起去大溪老街，因為有些

建築特色我也不懂無法詳細說明，我爸爸會幫忙解說建築上有魚和蝙蝠是祈求吉慶的

圖案，後來小孩就比較會去留意了！(A4 女，2019/09/16) 

 

覺得蠻好的，現在就是多元文化，在客家地區可以順便學習不同的文化特色。(A5

女，2019/09/09) 

 

校外教學這部分我很贊同！老師帶去介紹，孩子們都會更仔細去欣賞或參與，但

是我認為不必因為學校努力推廣客語沉浸式教學，就侷限只去認識客家的文化和特色，

只要豐富、多元、能讓孩子去探索又安全的場所，我都支持。(A6 女，2019/10/22) 

 

我認為去欣賞或者是參與，對學齡前的幼兒會有幫助，透過校外教學走出教室，

小朋友他們可以親自去體驗客家建築、客家文化和特色，所以這是一種真實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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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要認識客家的文化和特色，不能只是嘴巴說說，要真的去看、去聽，才會有印

象，老師帶去介紹，孩子會更有興趣，因為小孩子都很聽老師的話。(A8 女，2019/10/24) 

 

我是覺得幫助很大！小孩年紀小，正是對周圍事物感到好奇的時期，如果經常參

與客家文化活動，就會對當地的客家文化更了解，才不會陌生。我們當家長的除了希

望老師帶孩子去之外，自己假日也會找時間帶孩子去，現在有很多藝文活動會有 DIY

體驗，有時活動很熱門，有限名額，還要上網搶才有呢! (A10 女，2019/11/01) 

 

絕對有益，現在很多公共展覽都很棒，有靜態也有動態的，我覺得老師帶領孩子

一起去參觀、欣賞，讓孩子對不同文物或活動，都能多接觸。(A11 女，2019/11/25)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發現家長對於校外教學能幫助客家文化傳承的看法都給予

正向肯定，原因包括：平常沒空帶孩子前往、可以多接觸不同的文化、增加客家文化

知識、欣賞不同文化特色。多數家長認為校外教學可讓幼兒時主動的學習參與，除了

讓幼兒從具體實物中去發現、探究、思考和比較之外，老師在事前也對校外教學地點

具備較完整且豐富的文化知識，因此覺得校外教學能促進幼兒經由參觀和體驗而產生

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2.強化地方特色的認同 

地方認同的定義指的是個人與其所生活的地方環境經過長時間的接觸後，對於居

住環境的自我認同及地方歸屬感的正面情感發展，能知覺自己是屬於地方的一份子，

理解該地方的特色、社會文化，並對該地方產生實質的行動表現與態度，進而建構社

會認同的過程。 

 

我認為有幫助！，現在桃園客語藝文活動很多，我覺得學校老師帶孩子校外教學

一起去參觀當地特色景點，讓孩子欣賞桃園這個城市的美。(A12 女，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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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桃園本地人，所以很多活動我都曾經有帶孩子去過參加過，去年我們還到孔

廟參加祈福許願活動，或許是小孩當時年紀還小，所以他們有些沒印象，但每隔半年

我們家族旅行，爸爸都會規劃適合老人家和小孩子走走看看的藝文展覽或客家鄉鎮有

些特殊活動，像到客家鄉鎮~新埔做柿餅、玩柿染、吃粄條，讓孩子認識客家傳統美食

文化和風俗民情。這些對客家文化傳承一定有幫助，孩子逐漸會對家鄉的習俗熟悉，

將來就會傳給下一代。(A13女，2019/11/28) 

 

有幫助，現在桃園有很多景點都很有名，我聽過的有大溪老街、也去過桃園客家

文化館，除了可以賞桐花，還有 3D地景彩繪藝術；龍潭的聖蹟亭先生說是用來焚燒字

紙，祭祀倉頡的爐，好像也是客家地區特有的民間信仰，是很特別的歷史古蹟！這些

景點規劃的都很好，我覺得學校老師帶孩子到處去參觀當地的特色蠻好的。(A14 女，

2019/12/05) 

 

我是覺得會有幫助，桃園跟我當初六年前嫁來台灣時，改變蠻多的，越來越繁榮

了，我放假會跟同鄉的姊妹一起帶小孩子搭桃園的免費公車到處走走逛逛，桃園有很

多活動都很不錯，除了免費參觀之外，有些還能上網預約 DIY課程，上次我們到龍潭

圖書館動手做桐花帆布包，我覺得學校老師帶孩子到處去參觀桃園市當地的客語文化

景點特色蠻好的，這樣孩子才能對自己的客家族群產生認同。(A15 女，2019/12/10) 

 

綜合以上所述，感受到家長對於桃園市認同度高，覺得桃園客語藝文活動很多、

客語文化景點也頗具特色、家長本身是桃園本地人也是原因之一。而新住民則因婚配

的關係，產生與丈夫相同的客家族群認同，並對居住的桃園市產生地方歸屬感的正面

情感，表示許多景點規劃很好，孩子去過才能對自己的客家族群產生認同。 

 

  (四)對客語沉浸式教學延伸到家庭的看法 

張學謙(1996)在文章中指出，若想以學校達成語言復振，並成為母語學習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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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就必須將母語帶出教室，甚至是帶回家，盡量讓母語成為社區溝通的主要語言。

雖然孩子在學校有大量接觸客語的情境，但是習得的客語，能否延伸到家庭，成為家

庭使用語言呢?針對這點，也透過訪談探究家長的想法。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

見： 

 

1.持樂觀態度 

我認為可以！因為現在的客語教法，其實是鼓勵孩子開口說，延伸到國小的鄉土

教學，幼稚園階段現在就開始教，將來他上國小的鄉土教學，客語就越來越流利了(A3

女，2019/09/09) 

 

我雖然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是我婆婆、我先生在家也是可以教孩子客家話的，只

要我們家長有陪著小孩學客家話，他們就會有興趣；所以我覺得學校有教、家裡也天

天說，一定沒問題啦! (A14 女，2019/12/05) 

 

我們全家人都會說客家話，婆婆也常帶小孩一起去參加社區客家歌唱比賽，我兒

子每次表演完都很開心，應該是喜歡被別人誇獎，老師也說他在幼兒園也常常舉手說

要唱歌給全班同學聽，我想他客家程度在班上應該還不錯，我認為客語延伸到家庭是

可行的! 因為現階段大家都很重視教育，只要大人以身作則多說客語，小孩就會跟著

有樣學樣。(A15 女，2019/12/10) 

 

因為我們都是客家人，住的地方也是客家庄，所以大家最常用的語言就是客家話，

客家話要延續下去，從小就要在家教小孩聽和說，不然等大了再教，他就懶得學了，

我認同客語可以延伸到家庭或社區，因為學校已經打好基礎了，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

說到底都是有些家長不教的緣故，如果孩子在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後，家長重視並每

天教，推廣到家庭或社區一定會成功呀! (A8 女，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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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呀!因為我和先生都是本地客家人，客語能力海陸腔和四縣腔都會說，我覺得

孩子能學會客語是一件很好的事，幼兒期孩子可塑性高，所以我們負責在家庭推動，

結合學校教育的力量，客語一定能傳承，不會消失的。(A13 女，2019/11/28) 

 

2. 持悲觀態度 

坦白說，我認為我小朋友在學校會開口說客語，是因為環境和老師的關係。在家

我女兒家幾乎都還是說國語，我們嘗試在家多用客家話跟他聊天，但是目前來說，效

果並沒有非常明顯，不過我認為客語推廣不容易，因為有不同族群，所以要大家說一

樣的語言(客語)，是比較困難的! (A11 女，2019/11/25) 

 

我覺得大眾還沒有凝聚傳承母語的意識，願意開口說客語的人還是不多，需要政

府再多多推廣! (A4女，2019/09/16) 

 

我們雖然居住在客家重點發展區，但周遭的人還是都慣用國語，如此一來，客語

又被棄用，當大家沒人說客語，小孩學習客語的動機也會轉弱! (A5女，2019/09/09) 

 

小朋友在家幾乎都講國語，和鄰居的玩伴說的語言也是國語，所以覺得客語延伸

到家庭很難，因為現在大家都習慣用國語了。(A1女，2019/09/05) 

 

我兒子在家幾乎都講國語，只會唱一些些學校教的客語兒歌，我們雖然是客家人，

但是以前成長過程被要求一定要說國語，久了也怕不標準、不太敢說給小孩子聽，客

語要受到重視，要有大環境的支持，不然現在隱性客家人都不愛說客語了，還談什麼

家庭!那是不可能的事。(A7女，2019/10/22) 

 

孩子在幼兒園學客語，就是融入團體生活，大家說客語他自然跟著說客語；但是

回到家或社區沒人跟他說客語，他就恢復變國語，所以覺得現階段客語要推廣是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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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語言的自由，不能強迫別人一定要說客語呀! (A9 男，

2019/10/24) 

 

我覺得要將客語延伸到家庭或社區很難耶!因為我們不是客家人，小孩在學校加減

學一些客家話，我們父母是不排斥，但真的沒辦法將客語幫忙落實在家庭中啦! (A12

女，2019/11/25) 

 

我們倆夫妻都是閩南人，母語就是說台話，我認為客語只是多學一種語言，但並

不是像美語是國際通用語言，所以在家庭或社區的接受度一定不高！ (A6 女，

2019/10/22) 

 

基本上，我們沒有要求孩子學了客家話就一定要在生活中勤說，我們父母又是閩

南人，也都不會說客家話，因此我個人覺得客語傳承非常不容易! (A2女，2019/09/05)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發現家庭中有客家人的 A3、A8、A13、A14、A15 對於客

語可以延伸到家庭都表示樂觀，原因歸納以下幾點：幼兒園有教客語國小又有鄉土

教學課程、家人重視客語、身處在客家庄會說的人很多。而其他家長則對客語推廣

持悲觀看法，認為家庭或許還有渺小的可能性，但是要順利在社區推行就困難重重，

因為社區人口有不同族群及語言，談何容易；大眾普遍缺乏傳承母語的共識、社區

需要衆人的配合是比較困難的。而最主要且關鍵的原因是大家都習慣用國語了！大

環境下不少客家人都成了隱形客家人，不但在公開場所不說客語，就連在家的客語

使用率也明顯逐年降低。研究者本身對此現象也深有所感，雖然在客家庄任教多年，

但是周遭願意說客家話的鄉親真的一年比一年還少，只剩寥寥無幾的幾位阿公阿嬤  

仍會用客語跟我交談罷了。語言傳承非一朝一夕能改變，要拯救流失的客語，除了

靠學校的教育之外，真的急需家庭的支持才能有機會擴展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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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長對客語政策觀點  

在這題訪談中，15 位家長的訪談回饋中有 11 位家長認為客委會對『幼兒園客語

沉浸式教學』的推廣都表示認真，原因包括：幼兒園階段就向下扎根推廣客語蠻好

的、讓專門的客語薪傳師入園一起跟孩子互動、有語言刺激的環境、覺得客委會的

成立就是很重視客家語言傳承、學校會辦幼幼客語闖關、幫不會說客語的爸媽教育

下一代客語的推廣都相當肯定。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1. 認同客語政策 

做得很好呀!以前政府規定上學只能講國語，所以我兒子客家話只能在家裡說，現在

客委會很重視客家語言傳承，也支持從小教小孩子說客語，有推廣下一代客家話就

有救，如果沒有在學校推動，會聽會說的客家人一定會越來越少，或者以後的人應

該都不會說客語了。(A8女，2019/10/24) 

 

我覺得客委會針對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廣做得很成功，在學校老師們跟孩

子說客語，老師們就是一個良好的語言示範，給孩子能多聽客語、多說客語的機會，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新世代家長，他們雖然是客家人，卻已經不會說客語或不愛說

客家話，那下一代怎麼會說客語呢? 幼兒園學習場所，此時正好可以代替不會說客

語或不愛說客家話的家長們，把珍貴的客語傳承下去! (A13女，2019/11/28) 

 

A8 對客委會政策表示讚許，對於客家話當年不能公開說，現在有機會振興，感

到政府有重視客家族群；A13 也說客委會在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廣做得很

成功，強調幼兒園能幫助家庭把客語教給下一代，是很難得的事。 

 

我認為做得還不錯。像郵局會張貼有關客語認證獎勵的海報、楊梅農會或社區有辦

過客家活動搓湯圓、客家農特產品南瓜大賽，感覺現在政府蠻重視客家族群的，有

時政治人物上台演講也會用客家話說一小段，聽起來很親切！(A1女，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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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客委會經費很充裕，只要申請計畫，客委會就會給經費，讓專門的客語薪傳師

入園來跟孩子互動還不錯，能有另外的語言刺激，推廣蠻好的！客委會經費花在專

門的師資上，總比幼教老師自己下來教來的好，因為不見得每位幼教老師都有客家

背景，而且發音也不一定正確，小朋友可以跟專門的客語薪傳師在情境上互動，當

然更好! (A5女，2019/09/09)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長輩們對近年客委會推動客家語言政策都表示支持，

認為政府有重視客家鄉親才會振興流失的客家話；也有感而發的說~現在會想讓下一

代說母語，有請老師來教很好了! 

還不錯，有教客語，小朋友可以學，在家裡婆婆也會幫忙教。我雖然不是客家人，

但是我覺得小孩小時候學什麼都很快，所以幼兒園階段推廣客語蠻好的。 (A3 女，

2019/09/09) 

 

我覺得在學校自然而然跟孩子說客語，就是給孩子多學語言的機會，語言在小孩之

間是互相學習的，像班上也有原住民的小孩，他們都會互相去學習對方的問候語，

是自然想說而去學，不去勉強學習語言，小孩子才會欣然接受，推廣做得還算不錯

啦! (A7女，2019/10/22) 

 

覺得老師教得蠻好的，上課方式很活潑、孩子都會唱唱跳跳的，推廣方面做得還不

錯。可是回家又自動都講國語，所以學習效果沒有很持久，感覺很有限。(A9 男，

2019/10/24) 

 

客委會的成立就是重視客語傳承，這點做得還不錯。像學校會配合辦幼幼客語闖關、

請專門的客語老師來上課、教小孩子生活上實用的客家話，這樣下一代才會說客家

話呀!但是我還是要建議一下，要讓家長幫忙複習幼兒園客語課程，一定要有資料，

像是印兒歌歌詞或直接發 CD，不然家長怎麼有辦法會唱每一首呢? (A10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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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1) 

 

推廣做得不錯!我覺得老師們在學校自然而然跟孩子說客語互動，時間一久，孩子自

然就會說、去學習第二種語言，也讓閩客通婚的孩子有機會在學校學習客語。現在

很多爸媽都不會說客語，有政府的推動，應該下一代語言會更好! (A11 女，

2019/11/25) 

 

A1 表示從客語認證、社區有辦客家活動，這些實際作為覺得客家族群有受到重視，

A5 則表示感受到客委會經費充裕，讓專門的客語薪傳師入園與孩子互動這點相當肯

定；A3、A7、A9、A11 提到認同幼兒園階段推廣客語的政策，A10 則滿意學校會辦

幼幼客語闖關。 

 

而另外 2 位家長族群背景為越南籍(A14)、印尼客籍華僑(A15)，訪談中表示對於

客委會推廣的內容不清楚，但是支持。越南籍家長認為因為學校可以幫忙傳承語言

教育下一代很感激，而印尼客籍華僑家長則認為幼兒園也教客語的話，我在家就能

幫小孩複習，不會有文化的差異，也不會有被歧視的感覺。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

示之意見： 

 

我不清楚政府推廣做了哪些事，但是如果要我說，我覺得幼兒園學客語，這一點是

很好的，因為我是越南來的外籍新娘，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我不會教小孩講婆婆

說的客語，如果這間幼兒園整天的時間，有老師幫忙教一些些的話，相信小孩多聽

就一定會學會。(A14女，2019/12/05) 

 

政府推廣有做了哪些事，我不清楚，但是光是幼兒園讓下一代開口學客語這點我是

贊成的！因為我是印尼人，之前在印尼也是講客家話，所以幼兒園也教客語，我能

幫小孩複習，不會有文化的差異，不會有被歧視的感覺。(A15女，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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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14 和 A15 的分享中，發現新住民對於客委會推行的政策都不太清楚，推論

原因可能 1.平時家庭教養重心在照顧孩子身上，因此無暇關注。2.對中文字陌生、沒

有旁人輔助說明不易理解。3.客委會的推廣方式可在學校場所多辦客語沉浸式教學相

關的家長說明會，讓新住民家長能更加認同客語傳承的重要性。 

 

也有 4 位家長家長提出不同的看法。A2 對於客委會推廣覺得有待改進，表示幼

兒園推廣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廣要有配套措施，不要教一教又廢除，浪費經費。A4 也

希望除了只在幼兒園推廣客語這個目標之外，客委會也可延伸到公共區域，如：客

家文化館可以定期舉行客家相關活動，讓家長可以帶小孩一起參與，增進客家相關

文化知識；圖書館可加入故事媽媽說客語故事，會讓孩子對客語更感興趣! 

 

2. 批判意見 

其實不講我還真不知道客委會對有對幼兒園推廣客語沉浸式教學，是這學期你們講

我才知道，我們國家教育政策常改來改去，像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像幼兒園推

廣客語沉浸式教學不是不好，但要有配套措施，不要教一教又廢除，浪費經費。(A2

女，2019/09/05) 

 

我覺得客委會的推廣做得尚可，印象中范信尚(客語老師)會進班教，好像一星期一

次，但小孩下禮拜上課又忘記內容了，如果可以一星期二~三次可能會更有效！另外

也希望客家文化館可以定期舉行客家相關活動，讓我們可以帶小孩一起參與，增進

客家相關文化知識。圖書館大多都是故事媽媽說國語故事，如果也能有故事媽媽說

客語故事，會讓孩子對客語更感興趣 (A4女，2019/09/16) 

 

對於非客籍家長 A6、A12 而言，客委會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大力推

廣就會有點困擾，因為家長聽和說都不懂，在複習上就有一定的難度! 也覺得非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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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小孩好像在學校無形中會被洗腦。以下節錄受訪家長所表示之意見： 

 

我覺得幼兒園學客語，出發點是好的，但對於不是客家族群的我們來說，就會有點

困擾，因為我們也不會說又聽不懂，就聽不懂學校教的兒歌唱的是什麼意思。(A12

女，2019/11/25) 

 

客語推廣向下延伸到幼兒園，我覺得客委會做得很認真!如果我是客家人，我會很開

心，因為客委會注意到客語沒落了，希望下一代重新愛說客家話，但是我身為閩南

人，對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我覺得其他族群的小孩好像無形中會被洗腦。

(A6女，2019/10/22)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發現幼兒園的家長其實對於客委會『幼兒園客語沉浸式

教學』的推廣接受度都頗高的，大概跟家長的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也有相關；但也

發現非客籍家長對客委會的認同度明顯比客籍家長低。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家

長對教育的訴求也從以前的被動配合轉變成主動了解，也建議客委會除了學校之外，

也可將客語推廣延伸到公共區域，增進更多人一起振興客語。而非客籍的家長也表

示，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要讓家長幫忙複習客語課程，一定要有具體的教材

搭配 CD 或 VCD，不然連很多家長都不會唸，根本沒辦法憑空幫孩子複習；客語沉

浸式教學推廣要有完善的規劃，避免語言政策更動後又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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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欲研究家長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態度為何，本研究對象設定為桃園

市有子女就讀參與107年度「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的其中三所幼兒園家長，以立意抽

樣的方式設定家庭族群背景分別是客籍家庭、客閩通婚、閩籍家庭、客新通婚，四類家

長進行深度訪談法，以分析歸納方式探究家長的不同觀點和想法。研究者將對研究所得

的結果作一個呈現，然後說明研究者在研究中之省思以及建議的部分。因此本章共分為

「研究發現」及「建議」二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具有普遍性認知 

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在訪談過程中，最普遍同時也是最多人的回答就是

學校推行以客語授課，其次才是有客語專門老師入園一起協同教學、有客語教材、情境

教學。也能說出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的教學差異之處，如：客家文化的介紹、

師生之間的客語互動、多學習一種語言、學校布置充滿客家情境…等。家長對於孩子就

讀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後，客語詞彙數量增加、勇於嘗試用客語與人對話、喜愛哼

唱客家歌謠、認識節慶及客家美食等方面提升都有覺察，顯示家長對子女學習客語成效

高度肯定。 

而研究者再請家長具體說明是否清楚「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定義時，大部分家長對

「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定義--學習者(子女)至少有50%以上的時間，以客語進行溝通及教

學之計畫，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家長是看

不到的、也很抽象，對工作步調繁忙的家長而言，即使開學日學校有介紹過，也容易忘

記；但對於生活上實際聽的到的語言、看的到的客家教材和情境布置及師資就比較有深

刻的感觸。家長對於幼兒園有營造說客語的情境和環境，有助於讓孩子學習，也贊成幼

兒園階段融入客語教學，可彌補了現在很多家長不會說客語的缺點，幫助部分家長傳承

語言給下一代!家長們認知方面的回饋也呼應了客家委員會及教育部公布的客語沉浸式

教學推動實施計畫案中，明確表示以客語做為教學語言，幼兒園以客語融入教保活動課

程，或可使用雙語(華、客語)以漸進方式教學及溝通，創造客語溝通情境，引導及鼓勵

同儕間以客語為日常溝通語言的推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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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包括：以客語授課、有客語專門老師協同教學、客

語教材、情境教學…等；因此，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和職業的家長，在對幼兒園客

語沉浸式教學的認知皆具有普遍性理解，並無顯著差異。 

貳、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動較不踴躍 

研究者在訪談中針對家長對於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際行為表現，從三方面

(學校方面、家庭方面、社區方面)來進行深度訪談，包含 1.在家是否會陪孩子複習幼

兒園課程?2.家庭是否具有客語沉浸式環境?3.有沒有參與過幼兒園客家活動?4.是否願

意進班協助?5.是否有讓孩子參與幼幼客語闖關的意願?6.有無親子參與過社區客家活

動經驗?希望能透過與家長訪談之間獲得的具體描述資料，分析家長在家庭方面、學校

方面、社區方面的觀點。 

家長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家長在家庭方面因為家庭成員重視孩子的學習，所以每

天會抽空陪同孩子複習，會配合學校發的教材和 VCD 及自行印的歌謠、掃描 QR code

播放跟孩子一起聽，也積極主動上網找資源進行複習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家長則表

示雙薪家庭工作忙碌之餘，只能不定時協助孩子複習，用簡短日常對話或在車上放客

語兒歌給孩子聽，當作複習。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家長，則因為族群語言不通或不熟悉，

所以無法幫孩子複習。而受訪家長多半表示家庭沒有特意營造客語沉浸式環境，頂多

在日常生活中老一輩的家人會經常用客語和孩子說話，放客家兒歌讓孩童對客語熟悉

而已，對客家電視台、客家電台、相關繪本、參與社區相關客家藝文展覽與欣賞表演

的經驗很少，甚至沒有！從訪談資料中發現，家裡有跟老人家一起住的小孩子，回家

後因為有更多聽客語和說客語的機會，因此有更多跟人互動對話的機會。而老人家也

習慣晚飯後收看熟悉語言的客家電視台，無形中孩子也在一旁聆聽，對客家語言也較

一般小家庭子女來的熟悉!而年輕族群的家長們，因為本身的客語能力較弱，或是自身

已經不擅長唸客語便無法幫孩子複習，導致大部分幫孩子複習的方式就是聽 CD 和上

網找客家相關影音檔輔助。訪談對象中 A2、A5、A6 、A12 是閩南人，都表示因為族

群的不同，所以完全沒有營造客語沉浸式的環境，是很正常的，但也因此，學校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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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回家沒有實際運用的場所，所以又荒廢了，成效不彰，研究者覺得有些可惜! 

學校方面：訪談中發現 15 位家長中，有高達 12 位家長都參加過幼兒園舉辦的客

語相關活動，這表示現在是少子化的世代，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成長也相對的重視，樂

於參與！家長對學校舉辦的活動給予正向肯定，也認為頗有教育意義。而家長對於學

校活動的支持，可以大約分為精神上的教學支持和實質上的資源支持；而實質上的資

源支持又以提供客家相關物品最為普遍，家長大多是願意提供學校所需的物品資源、

抽空參與學校舉辦的相關活動，對於實際進班協助的意願相對較低，凸顯了家長雖然

知道學校推動客語的目的和做法，但是卻沒強烈動機去配合實踐，顯然家長在「知」

跟「行」的部分有明顯的落差。針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支持與協助，發現實際每天在

生活中跟孩子落實客語對話的家長，僅剩下少部分客語能力中上的客籍家長和老一輩

的阿公阿嬤，研究結果令人唏噓。 

社區方面：15 位家長中，有一半的家長有參與過的經驗，並開心表示社區舉辦客

家活動多元且豐富，有客家美食製作、節慶文化祭、客家唱歌比賽、客家傳統技藝體

驗、客庄旅行…等，其中又以客籍及新住民家長居多。另一半的家長則表示從沒參加

過、 或是不感興趣。研究者推論大多數沒參加過的原因：家長對社區活動刻板印象不

佳、家長工作忙碌、對社區活動訊息較少關注。這些都凸顯出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

的實際行動較不踴躍。 

叁、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認同程度會依自身語言能力而有所差異 

研究者在整理資料中察覺家長對子女在學校學習客語的想法普遍都支持，但是深入

探究家長的觀點卻很多元。有的家長主張族群文化，覺得子女一定要把學好客語，強調

客語傳承的重要性；有的家長則表示這是累積專長，認為從小多學會一種語言，對將來

升學或找工作有優勢；也有家長則認為適性發展，子女學習客語順其自然就好、家長表

示大一點上國小再學即可，不需勉強、擔心學習客語會影響注音符號的學習……等。這

些多元的觀點，也說明了家長內心的情感認同程度，學習客語除了原先溝通的工具性之

外，還有更多不一樣附加的功能性。客籍家長與新住民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

認同顯著高於非客籍家長；在三代同堂的客籍家庭中，長輩大多會跟家人說慣用的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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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之間有高度的語言傳承模式，對晚輩學習客語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而年輕一輩為人

父母的客家民眾，如果具備客語能力，則都會努力教導子女，複習幼兒園課程以傳承母

語為使命。訪談過程甚至表示希望下一代孩子客語說得更好，將寶貴的母語傳統延續下

去；而客語能力較弱或非客籍家長的角度看，學習客語本身在孩子的未來學習上，不具

有太大幫助，也就沒有很鼓勵，因此研究分析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情感認同程度，

會依家長自身語言能力而有所差異。 

肆、學習客語的意義從族群認同逐漸轉化為多一種語言能力 

家長普遍認為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可以讓孩子從小多學習、接觸另一種語

言。運用幼兒園團體(老師和同儕)的力量，在課程中融入有趣的兒歌童謠、美食體驗、

角色扮演、多元的遊戲中讓小孩自然而然一起開口說客語，也幫助不會說客語的父母教

小孩客語，給他們從小有語言學習的對象和接觸客語的機會，同學之間也用客語對話，

自然會慢慢熟悉客家話，大多都是正向的回饋。 

伍、家長的態度、協助和認同，對孩子的客語學習的確有明顯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家長的態度、協助和認同，對孩子的學習有明顯影響，原因分成以

下三點說明：(1)因為家長有為孩子挑選學校的選擇權，如果家長幫孩子選擇實施客語沉

浸式教學的幼兒園，讓孩子從小學習、吸收、接觸客語，師生之間用客語互動、有客語

專門老師協同教學、擁有客語教材、情境教學，自然對客語的習得與使用，較一般學童

來的多。(2)在家的語言使用上，家長是孩子主要的陪伴者，如果父母親能以身作則跟子

女堅持說客語，那麼客語成效一定顯著；因為家庭是傳承客語最重要的場域，也是孩子

和家人互動最頻繁的場所，每天在家庭中大量的接觸客語交流情境，孩子在潛移默化之

下，對學校的客語學習動機必定會提升。(3)家長對於園所活動的參與和支持，對孩子的

學習意願具有影響力，家長的積極鼓勵態度，可以促使孩子更喜愛開口說客語、更樂於

分享學習客家文化的歷程，當孩子察覺出家長對語言的重視，會對學習過程更加投入。

而在學習成效方面也能明顯看出家長的參與度高、對客語持正向肯定的態度，有助於提

升孩子的學習意願，孩子願意開口說客語、分享學校學習的點點滴滴，近而更加投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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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施任芳(2003)在研究中指出，父母持鼓勵態度的學童，在鄉土語言學習態度表

現上較正向積極。這個結果顯示父母的態度對學童的學習有相當的影響力，畢竟家庭是

教育孩子的第一場域，父母若能多鼓勵孩子學習客家語言，能使學童學習態度較佳、學

習意願也較高。因此，若要推廣客語，有父母支持鼓勵的態度，必定會事半功倍。另一

方面，應多多鼓勵學童平時多參與學校或社區所舉辦相關客家藝文活動、增加收看客家

節目或善用客語網路資源，重視「潛在課程」的影響，生活經驗結合客語學習，相信家

庭與學校一起合作會能有更良好學習效果。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為個人獨立之研究，受限於人力、時間的關係，只透過深度訪談法訪談三個

園所中的目前有子女就讀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的15位幼兒園家長，建議未來可擴大研

究對象的範圍，將研究區域擴展至其他縣市或增加訪談園所數量、訪談更多族群的家長，

也可以專門探討非客家族群的家長、不同世代間的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態度做分析與

比較。此外，亦可納入不同年齡層的國小學童和家長，進一步了解國小學童和家長，對

客語教學態度的差異。 

二、就研究的內容而言： 

本次研究採深度訪談法是屬於質的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如果能加入量化研究如：

問卷方式進行，可以更清楚家長對客語的實際參與程度和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各園

所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是否有要改進的空間，幼兒在課程中的參與度、幼兒實際生活

中使用客語的情形，問卷採匿名方式蒐集，能更有系統獲得家長其內心真實的想法，真

正的了解家長對客語沈浸式教學的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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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家長的族群背景、職業、教育程度、客語能力、年齡等不同變項，對實施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態度是否會有所差異，也可以深入核心加以討論，進行量化研究。研究過程也

發現世代間對語言的重視程度有明顯落差，如果能找到合適的研究家庭進行「實驗法」，

透過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對照，探究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的成效，也是一項不錯的研究挑

戰。 

本研究所使用的訪談大綱，為研究者參考學者的研究問卷及相關文獻所改編 

擬，其內容可能有不盡完善之處，期望後續研究者能發展更適當的研究工具，對家長的

態度探討做更客觀、嚴謹的分析和詮釋。 

貳、對政策方面的建議： 

一、持續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計畫、加設相關學分班 

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從104年9月開始推動，培訓課程：每學年至少辦理

30小時之培訓課程，讓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以加強自身客語能力為主；陪伴員以加強各

科專業知能為主。目前各大學校並沒有提供專門客語沉浸式教學相關的師資培訓證照班

及可進修客語能力的學分班，只有客家委員會辦理的「研習」、「工作坊」方式開辦，

不定時增加教師的客語專業知能，但是有些研習因顧及教學品質也有限制參與的人數。

因此，為更有效提升教育第一線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專業素養，建議客

家委員會可結合各縣市大學的師資培訓中心開設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相關學分班，內容可

包含：客語拼音和發音、客語節慶的習俗、客家文化的體驗……等課程，讓有心推動客

語沉浸式教學而客語能力較弱的教師有可以繼續進修和學習的管道。 

二、研擬客語認證的升學加分制度 

目前多數家長認為子女學習客語是增加一種語言能力，但態度上缺乏積極行動，因

此如果欲提升下一代學習客語意願、增加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報考率，需要將語言能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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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際用的到的工具。期望客家委員會能比照高雄市、花蓮縣，凡通過客語能力認證，

可納入12年國民基本教育超額比序加分項目，使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與「就業」、「升學」

有正相關的學習誘因，強化下一代學習客語能力動機、客語認證之價值與效益。 

三、可設獎勵或公開表揚制度，鼓勵教育人員考取客語中高級認證 

唯有客語沉浸式教學教保服務人員精進自身的客語聽、說、讀、寫能力，才能和客

語陪伴員一起協同教學。客家委員會可設獎勵或公開表揚制度，鼓勵更多教育單位相關

人員考取客語中高級認證，一方面能落實學校客語推動、另一方面教保服務人員也能在

社區及家長間成為語言學習的楷模，幫助更多家長願意開口嘗試說客語。 

四、建議可多舉辦績優客語沉浸式教學研討會、發表會 

桃園市是全台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城市，但客語流失情形仍存在，除了祖父母輩還能

流利地使用客語外，許多年輕人的客語能力已退化許多，導致客語產生家庭傳承的危機，

因此更需要學齡前階段加強客語向下扎根；建議客家委員會可多邀請績優園所舉辦客語

沉浸式教學研討會、客語推動發表會，讓更多教育人士關注，進而讓尚未參加幼兒園能

主動申請加入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行列，推行沉浸式教學之學校藉由分享的力量鼓

勵其他園所參與，一起互相交流、給予彼此教學改善建議、精益求精，大家一起為客語

沉浸式教學盡一份心力，讓客語沉浸式教學更落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也帶動更多家長

一起學習的意願。 

五、有系統的舉辦客語藝文競賽、藝文展覽與表演 

客家文化是我國無形的重要資產，保存延續客家文化精神及族群認同，刻不容緩。

多多舉辦客家藝文競賽，讓學童有機會展現在學校學習客語的成果，如：客語歌唱表演

類、客語口說藝術類、客語戲劇類，活動中除了可以在藝文競賽上觀摩交流，同時也可

以讓民眾體會客家語言和生活藝術所激盪出的文化創意之美。讓更多不同族群民眾了解

客家文化，看見學童從小扎根客家藝文的表現，鼓勵更多人接觸客家文化，有效推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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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使用客語的意願與能力。而藝文表演，則是讓更多不同族群民眾能有更多機會接觸觀

賞客家文化的熱情，如：客家八音表演、山歌比賽是客家人特有音樂文化；靜態的展覽

古早農具展、藍染柿染延伸布的變化藝術、油桐花的攝影展、客家建築寫生畫展、醃製

文化由來和體驗、客家文學作品的介紹展覽，也能讓民眾覺察原來客家文化跟我們生活

食衣住行育樂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六、建議客委會能出版更多增近親子間互動的客語影音互動教材或增設客語資源平台 

現在的孩子對影音互動教材都不陌生，甚至非常喜歡！在影音互動課程，用遊戲學

習的方式來學習客語的聽、說、讀能力，互動教材可以涵蓋動畫教學、自我練習、評量

遊戲三個部分，內容可以分為客家文化、飲食、習俗、動植物、稱謂、顏色、水果、生

活對話……等，使課程內容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讓孩子喜歡開口學說客語，就像學一

首兒歌一樣簡單。而對於客語能力較弱的年輕家長或非客籍家長，如果客委會能增設客

語資源平台，則有助於家長自身學習和協助孩子複習，可說是一舉兩得。 

七、規劃更多客家特色行程，讓更多人全家出遊認識客庄之美 

許多人對客家文化還停留在義民祭的賽豬公、客家菜、擂茶桔醬……等傳統刻板印

象，但是有許多縣市其實對客家文化的建設和推廣不遺餘力，例如：(1)三峽的新北市客

家文化園區是新北市客家文化傳承的見證，常設展室規劃成八個主題展示區。不定期有

客籍藝術家特展，展現客家人的多元藝術風貌有道地客家餐廳，是品嚐客家美食的好去

處，想要體驗客家文化洗禮，這裡絕對是首選遊覽景點。(2)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有別於傳

統客家建築設計，以現代化綠建築為主題。展區主要以客家影音中心為主軸，規劃出多

個互動式展示中心，館內固定的展室有鍾肇政文學館、鄧雨賢音樂館，兩位大師都在客

家文化中扮演著重量級角色，望春風、雨夜花等耳熟能詳的歌謠都是出自鄧雨賢大師。

客家文學館、客家音樂館則會不定期推出特展。以互動式多媒體櫃取代傳統展覽，不論

是大人或小孩都可以透過觸控螢幕，以有趣的方式來認識客家文化。(3) 苗栗客家文化

園區內共設有全球館、兒童館、台灣館、文化創意產業館、工藝體驗坊、圖書資料中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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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區與客家特色產業展售區等。一樓主展館區詳細記錄客家人文化歷史，並以趣味

手法將各種不同的客家迷人元素包裝成動人故事，不僅能引導家長們瞭解、探究與貼近

客家文化，同時也達成傳承與創新客家文化意義；園區並設有可供親子互動的DIY體驗

區、學習教室與多媒體影音劇場等，讓家長在參觀時亦能享受寓教於樂的趣味，外頭的

階梯廣場，規劃成舞台區，提供家長駐足欣賞客家音樂、團體表演等藝文活動。建議客

家委員會規劃更多符合全家共遊的客庄特色旅遊行程，讓更多人全家出遊認識客庄之美，

讓體驗客家文化之美，不單在學校、家庭中，還能在出遊中自然而然地享受。 

參、對學校方面的建議 

一、鼓勵園方可以自編、設計在地化且符合幼兒學習的教材、教具 

鼓勵教育單位相關人員可以於寒暑假安排課程規劃及自編設計在地化且符合幼兒

學習的教材、教具，提供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時的使用，如（如繪本、節慶故事、童詩、

兒謠、品格戲劇、諺語、學習區教具），讓孩子在生活中能大量接觸客語情境，進而提

升學習客語的興趣。 

二、邀請家長或社區中的耆老進園，成為協同教學的好夥伴 

當園所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時，除了能在學校帶孩子認識客家文物之外，實際到社

區參觀在地化的客家建築或飲食文化也是相當不錯的方式，也可以於校外教學前邀請家

長或社區中的耆老進園，成為協同教學的好夥伴，分享客家在地生活化的節慶習俗、飲

食、歇後語、客家山歌、客家八音……等，讓客籍幼兒更認同其文化，也能使非客籍幼

兒體認不同文化之美，培養尊重及愛護多元文化的態度。 

三、鼓勵教保服務人員參加客語沉浸式教學模組評選計畫 

桃園市自104年起配合客家委員會政策，推動幼兒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為提高幼

兒園辦理成效，客家局107學年首度推出「客語沉浸式教學模組評選計畫」，希望學校

激勵教師提出更多優質教案，深化客語扎根目標。建議園所可多鼓勵教保服務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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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沉浸式教學模組評選計畫，讓沉浸式教學成為園所客語推動特色，也讓家長更清楚

園方的客語教學方式。 

四、團隊合作，建立客語學習社群、班群 

教保服務人員是幼兒在園觀察學習及模仿的對象，其言行舉止都會無形的影響幼兒

學習態度。當教保服務人員在進行客語教學時，對客語詞彙的發音必須正確、清晰，才

不會誤導孩子，因此需要不斷精進自身的客語能力。除了教保服務人員積極參加客語沉

浸式教學師資培訓計畫之外，在園所也可以建立客語學習社群，協同教學即是教師藉由

和其他人共同合作，透過角色分工，以各種形式進行多樣化的教學。可善用午休時間或

共擬假日校內研習，用「班群教學」方式，由多班級、教師組成教學團隊，針對客語課

程設計、教具製作、教學活動和評量進行分工合作，跨班做教學指導並討論彼此教學上

碰到的問題，共同思考可行的解決方法。 

五、園所多舉辦親師座談會、說明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優點 

園所開學初、學期中、學期末舉辦親師座談會的方式，增加家長與園所的互動性，

良好的交流管道，可以讓更多家長願意多瞭解學校規劃的教學目標與教學課程，透過親

師座談會，跟家長分享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推行方式和目的，適時與家長溝通讓家長了解

客語的流失情況以及學習客語的優點，當家長看到孩子學習客語的歷程和成長，比較容

易得到家長永續的支持和配合，在客語的推廣方面會更順利。 

六、增加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進班觀摩日 

增加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進班觀摩日，則可以讓家長透過進班觀摩的方式，近距離

觀察孩子在校生活與學習語言的狀況、師生互動的模式、老師課程中如何引導孩子探索

中學習的方法，當家長親身體驗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客語情境教學、多樣化的引導方式，

如：繪本分享、節慶故事、童詩、兒謠、品格戲劇、諺語、學習區教具……等，這些方

式都是可以讓家長更了解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廣的方法，進而達到認同客語沉浸式教學的



109 
 

推行，有了家長的認同，在家願意積極營造客語環境的機率就更加提升了。 

肆、給家長的建議 

一、日常生活中盡量與孩子用客語對話交談 

「客語沉浸式教學」是讓幼兒沉浸在充滿客語環境的一種教學方式。幼兒學習客語

的環境如果只限於學校實施推行則略顯不足，如果家庭也能一同來推動說客語的行動，

成效一定會更顯著，因為「家庭是客語學習最重要的場域」。家庭是孩子和家人互動最

頻繁的場所，也是孩子潛移默化的環境，家長的配合與支持，是客語沉浸式教學成功的

一大關鍵角色。希望家長在家庭中以身作則與幼兒使用客語對話練習，可以增加幼兒使

用客語的頻率，一方面讓孩子在自然真實的學習情境下開口說客語，一方面也可以促進

祖孫之間情感交流、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積極參與園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最需要家長的支持及認同！園所辦理各項活動，主要目

的是要讓家長了解「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目標及課程內容。家長的積極參與可以使園所

的教學理念受到更多人重視、更能將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廣到家庭及鄰近社區；家長也可

透過參與園內的活動中，一方面體驗教學的互動模式，另一方面也可提供教學改進的建

議給園方。  

三、用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接納並尊重不同的語言 

若要落實推廣客語，有父母支持鼓勵的態度，必定會事半功倍。但如果家長本身非

客家族群或客語能力不佳時，更應該多陪伴子女參與學校或社區所舉辦相關客家藝文活

動，因為將來的孩子學習模式是團隊合作，勢不可擋的科技革命以N倍的速度加快了全

球化的腳步，大幅縮短人際之間的距離。強力的趨勢驅動下，經濟和社會急速變遷，教

育勢必要跟著創新改變。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在《全球化人才2021》（Global 

Talent 2021）報告中指出，數位技術、靈活思考、人際溝通、全球化運作，是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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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備的四大能力。其中人際溝通代表人與人之間語言的理解和表達，如果孩子從小

對新的語言不排斥，喜歡學習新語言，家長不可禁止，應該用多元文化的角度，正向鼓

勵孩子去接納並尊重不同的語言和文化，鼓勵孩子的學習，教導小孩嘗試與不同族群的

人和平相處，因為多學一種新語言，對孩子而言沒有害處只有益處。 

四、善用學校或社區的客家資源 

若家長能夠藉由學校以外的活動與孩子一同學習並認同客語，將更有助於提升幼兒

對客語學習的動機與喜好度。施任芳(2003)在研究中指出，父母持鼓勵態度的學童，在

鄉土語言學習態度表現上較正向積極。這個結果顯示父母的態度對學童的學習有相當的

影響力，畢竟家庭是教育孩子的第一場域，父母若能多鼓勵孩子學習客家語言，能使學

童學習態度較佳、學習意願也較高。因此，若要引導孩子學習客語，除了需要父母支持

鼓勵的態度之外，應多多善用學校或社區的客家資源，如：在家每天固定時間收看優質

客家節目或善用客語網站資源；社區資源也相當多樣化，如：新楊平社區大學暑期有開

辦免費課程，包括再現伯公岡的客庄風華、客庄三官信仰生活圈探究、南桃園客家耆老

采風集……等，這些都可以帶孩子一同去認識不同的客家文化。龍潭區的桃園市客家文

化館園區，不僅是本市客家文化推廣展示場域，更是桃園市「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

的重要管道，目的是讓到訪民眾親身體驗「參與式博物館」的新模式，深刻感受客家文

化的魅力。另外除了學校的客家教材之外也可到桃園市新屋區客家文化圖書館，館內提

供多元化閱讀與多功能藝文展覽空間，館藏豐富，定期舉辦各式展覽與藝文推廣活動、

親子活動、客家文化研習活動，更有客家藝廊、親子共讀區讓父母可從小培養孩子欣賞

和閱讀的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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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桃園市沉浸式客語教學實施計畫 

 (一)計畫緣起 

有鑑於客語流失的危機，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輔導計畫，

落實鄭文燦市長『希望桃園的孩子都會講母語』之政策，藉由推動幼兒園客語沉浸式

教學，豐富多元的課程活動，期使幼兒能欣賞、認同客家文化，提升學習客語的興趣，

讓客家局、幼兒園、家庭三方共同努力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 

(二)107-108 年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及輔導計畫 

(1)協助各幼兒園順利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舉辦「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

課程  

(2)專業輔導團隊提供諮詢服務，輔導員實地入園入班輔導計畫，期望增進幼兒園

教師與教保員的專業知能，如：客語聽說能力、客語沉浸式教學技巧、增進幼兒

在家客語使用的頻率與動機、提升幼兒客語知識與文化認同等。 

(三)、推動現況 

(1)客語沉浸式教學發展歷程 

(2)客語沉浸式教學政策 

(3)教學之內涵：客語教學之內涵，可分為實施原則、實施方式 

(四)、推行方式 

一實施原則 

(1)強調以語言習得的方式獲得語言能力。 

(2)採漸進方式推行：初期以華、客語並陳的方式溝通，待幼兒熟悉常用客語後， 

再漸漸褪除華語，到最後完全以客語進行溝通及授課。初期至少 50%以上課

程用客語授課，給予幼兒豐富的客語輸入機會。 

(3)創造幼兒真實的語言溝通情境。 

(4)著重聽說能力的培養，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為原則 

二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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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 

A、 實施前：須參與本局(含委託專業機構所)辦理之客語沉浸式教學相關研習、培訓。 

B、 實施後： 

(1)須每月至少參加 3 小時培訓或工作坊。 

(2)日常生活溝通：教師須將日常生活中例行用語（如：問候、點心、上廁所、午餐、

午睡、指示用語）等反覆出現的活動全改為客語溝通。例行性活動使用客語的目的主

要提升幼兒日常客語的使用能力，讓幼兒了解客語的用法及意義，並增加客語的實用

性。此外並視情況教導幼兒一些客家念謠及歌曲，以提高幼兒學習興趣。 

(3)客語課程：各校、園應規劃正式的客語課程，並以客語授課。請教師以主題教學為

主，將客語教學融入主題教學中。教材由教師根據主題課程自行編寫教案，每堂課至

少教 3-5 個客語單字，以及 1-2 個主要句型，句型中必需有問句及答句，以便幼兒在

日常生活中溝通使用。 

(4)教師必需繳交當學期之教學行事曆一份、教學日誌，以及一個客語教學主題完整檔

（內容包含主題、教案、教學流程照片、多元評量紀錄、檢討。 

(5)情境教學： 

A、 創造客語村：在校園內布置客語常用語的情境（如：店家）或有關客家文物風情

物品（如：風榖車、簑衣、甕…等）物品。 

B、 豐富語文情境：張貼幼兒熟念歌謠之大字報。讓家長到園內接送幼兒的時間也能

透過文字一起與幼兒學習。 

C、 角落情境：在教室中設置客語語文角，提供幼兒個別自主學習客語的機會。 

D、 標語情境：張貼倡導說客語之標語，隨時提醒園所人員及家長說客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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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設計 

基本資料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聯絡方式: 

婚姻狀況: 已婚□、單親□   子女數:     位    孩子就讀時間:  年  月  日 

族群:客□、閩□、原住民□、新住民□、其它:        

教育程度: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碩士□、博士□ 

職業:公□、教□、農□、工□、商□、醫□、其他:            (請在□內打√) 

訪談大綱 

1 探討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認知方面分析。 

(1) 請問您讓子女就讀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動機是什麼? 

(2) 您對孩子在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認識有哪些? 

(3) 您認為孩子在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有學到哪些部分?? 

(4) 您的孩子平常生活中會開口說客語嗎?為什麼? 

(5) 您覺得客語沉浸式教學和一般幼兒園教學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6) 請問您認為目前客委會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推廣做得如何?為什

麼? 

2 探討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情感認同方面分析。 

(1) 請問您目前同住的家庭成員有哪些呢? 客語能力如何呢? 

(2) 請問您會跟孩子用客家話交談嗎? 內容大概有哪些? 

(3) 您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可以增進或幫助祖孫之間情感交流嗎?  

(4) 目前桃園市政策積極推動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您期許孩子客語說得更好 

   嗎?為什麼? 

(5) 您認為老師帶孩子參與客語文化或活動對客家文化傳承有幫助嗎?為什麼? 

(6) 您認為孩子在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後，可以讓客語延伸到家庭或社區嗎? 

3 探討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家長行動方面分析。 

(1) 您會陪孩子複習幼兒園課程(客語歌謠或兒歌)嗎? 

(2) 請問在家有客語沉浸式的環境嗎?(鼓勵說客語、看客家電視台、哈客網…) 

(3) 請問您有沒有帶子女參與過社區客家活動? 

(4) 請問您曾參與幼兒園舉辦的客語相關活動呢? 

(5) 請問您會主動幫助幼兒園客家活動的資源嗎?(如：人力~進班協助，物力~提供

物品)為什麼? 

(6) 請問您會鼓勵孩子挑戰幼幼客語闖關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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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我的研

究是「家長對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態度探討」 

    本研究透過訪談法，期望了解家長們對幼兒園開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所持的態度

及實際採取的行動。對自家幼兒學齡前接觸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想法有哪些、能否有意願

共同推動並營造客語學習環境呢?瞭解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政策看法為何？可做為

日後教保人員教學或政府機關制定政策的參考方針。 

    請各位家長不用擔心，此訪談不是什麼正式性的訪問，只是私底下想請您談一談子

女接觸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想法和感受，訪談並沒有一定的答案，也沒有所謂對與錯，家

長您不用緊張和擔心自己不會講話或不知道要講什麼，其實只是希望利用跟家長們聊聊

天的方式，了解各位家長對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想法和感受，很希望家長您能接受我的訪

問。 

    訪談時間約半小時，訪談的時間和地點則以您的方便，我將會前往進行訪談，在訪

談過程中為了能將訪談內容完整記錄下來，我會以錄音機輔助使用，但在過程中，若您

有任何不希望被錄音的部分，您可隨時告知，我會馬上終止錄音。訪談內容將採不記名

方式，因此您的資料完全不會對外公開，您談的內容，也僅供學術研究上的分析，屆時

是以號碼來代替，在研究論文中不會出現您的名字，而在研究最後也會將錄音內容予以

銷毀，以保護您個人的隱私，所以您可以放心地回答。您的參與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幫助！

若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麻煩您在下方的受訪同意書上簽名，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陳栗芳敬上 

受訪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介紹後，本人同意參與此研究，並瞭解 

1. 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研究者會絕對保密。 

2. 在研究的過程中，若對研究有問題可隨時提出疑問或退出研究。 

                                         受訪者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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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分布地區 

資料來源：台灣客家語言地圖 http://www.nknu.edu.tw/~hakka/hakkamap/01.htm 

瀏覽日期 2019/11/30 

http://www.nknu.edu.tw/~hakka/hakkamap/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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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重點發展區—桃園客家人口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https://hakka.mdp.net.tw/service-2999.php 瀏覽日期 2019/11/30 

 

 

 

 

 

 

 

https://hakka.mdp.net.tw/service-299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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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重點發展區—桃園客家人口比例與腔調 

資料來源：https://hakka.mdp.net.tw/service-2999.php 瀏覽日期 2019/11/30 

 

 

 

105-107學年度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幼兒園概況 

資料來源：台灣客家語文學會『客家文化與客語教學』工作坊浮絲曼講師提供 

學年度 參加園數 班級數 老師人數 幼兒人數 

105年度 8 21 36 500 

106年度 11 24 44 570 

107學年度(上) 15 29 60 780 

107學年度(下) 13 33 64 805 

 

https://hakka.mdp.net.tw/service-2999.php瀏覽日期2019/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