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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論文摘要 

本論文有兩個研究目的，第一，整理與回顧 1895 年以來的語言政策，特別

是有關客語教學方面的文獻。第二，探討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的內容。為了這兩

個目的，本研究採用語料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外加歷史檢索法。對於第一個

主題，經過相關文獻的分析與爬梳之後，縱然利用客語或客家兩個關鍵詞，並

無法發現客語教學的相關資料，過去有人竟以為日本時代不把客語列為教學課

程。然而進一步的文獻分析之後，我們發現客語的確是日本時代的教學課程之

一，只是當時都採用「粵語」、「廣東語」。日據時期的教學對象是日本統治者，

而粵語、廣東語並非臺灣的語言，這種誤用讓過去的文獻錯以為客語並非教學

課程。我們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客語研究或臺灣歷史研究領域中，都具有相當

的啟示意義。再者，若想研究臺灣客語在語音或語詞的改變，本研究也有相當

的指標意義。至於對第二個主題，我們發現客語教材內的語詞、語句都是針對

日常生活而編輯，因此本研究的發現讓臺灣教育研究進入新的指標，那就是客

語或者任何語文教學，若要講求效益或成效，不但編輯方法應該反映教學方法

或教學理念，更應該把內容貼近生活。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為我們現代的教材

提共了很好的範本，內容、句型、語詞都不能脫離生活。本研究同時也期盼，

無論就方法或主題上，未來有更多學者或研究者關心過去的客語教材的編輯方

式。 

 

關鍵字：日本時代、客語政策、客語教育、客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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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wofold. The first one is to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the polices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of Hakka since 1985. The oth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Hakka adopted at the period of Colonial Japanese (1895-1945.) To achieve 

the goals, research methods were adopte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dded 

with historical survey. Now central for the first theme lies in the debate whether Hakka 

was treated as a target or a course in education given that no key word of Hakka teaching 

can ever be found.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related literature, most of which was almost 

entirely neglect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most of which was sound enough though, 

leads to the finding that Hakka was one of the subjects taught as a matter of course 

under the term of Cantonese. As is obvious that the target of teaching for the 

convenience of governing was confined to languages spoken in Taiwan, Cantonese as 

a language must have been excluded. With this background Cantonese was used as a 

covering term, inclusive of Hakka in nature. The finding is novel in many respec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ither in the field of Hakka studies or in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education policies, is that Hakka can never be entirely ignored in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texts provide us with more traceable changes in phonology or in morphology, both 

of which await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So far as the second theme is concerned, 

the words or sentences to be taught in the materials reflect the direct needs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How much similarity or difference, if 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ompiled for the present Hakka teaching, would shed light on what should be 

the main focus in the teaching for the beginners. The findings of the thesis bring us to 

new landmarks tha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Hakka or for whatever languages, if effective 

in practice, are in need of two directi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materials should be good 

enough to show what teaching approaches or teaching methods are adopted. Secondly, 

teaching materials are in need of scientifically basis on which empirical experiences 

can be traced. More implications can be detailed in the thesis. However,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this research, methods or findings, can invite  

more researchers or scholar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new field. 

 

Keywords：the period of Colonial Japanese 、Hakka 、Hakka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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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客語經歷 1894年至 1945年日本時代及 1945年後至今日兩個以「國語」

(日本時代日語、國民政府時代華語)作為強勢教育語言的時期。當學校推行國語

教育，壓抑本土語之後，原本家庭中主要的溝通語言逐漸式微，族群母語被國家

通用語言取而代之。國家的語言是代表這一個國家，但是對於組成國家的各族群

而言，它卻成為自己母語的「替代品」1。在公共場所，特別是學校中，均曾嚴格

禁止使用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這樣的規定非常不利於族群母語的傳承，也

導致今日不論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都面臨著存續的危機。 

研究動機 

客家俗諺說：「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

句代代相傳的諺語，意思表達客家族群對自己族群語言的強烈信念。要後世子孫

記得：就算賣掉先輩留下來的祖田，也不可以忘掉祖宗留下的語言。比喻不忘本！

自九年一貫課程正式推動本土語教育以來，客語使用的情形依然每況愈下、不見

好轉，客語存亡危機更是令人憂心！家庭、社區傳承客語，原本是件單純自然的

事，但是客語傳承卻已面臨二者失能，致使今日孩童學習客語的經驗，已和過去

時代大大不同，反而將由學校起而代之扮演傳承客家母語的角色。 

(一)語文教育政策與客語教育的推展 

雖然，過去日本時代並無正式以客語教育為名的政策；今日我們也沒有正式

經過立法機關三讀通過而公布的客語教育政策。但是，在教育部所規劃的語文教

                         

1
 祖國都會的語言就是母語：但實際上，它是母語的替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是他人的

語言(德希達，2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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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計畫中，實際上已包含客家語文教育。因此，筆者將官方或學校課程規劃中所

進行的客語教育，均視為客語教育政策。本論文希望藉由整理 120 年來與臺灣客

語相關的教育政策，進而了解國家語文教育政策對於客語發展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臺灣一直是個綜合族群、多元文化、多樣語言的環境，使用的語

言有國語(華語)、閩南語(客：學老話2)、客語以及原住民語言。根據客家委員會

《105 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研究調查報告》3全臺約有 453.7萬客家人，占全國

人口 2,349.2 萬人的 19.3%，雖然已位屬全國第二大族群。但是長期以來客家

人面對大環境意識同化的壓力，今日客家運動更可感受到客家族群對自己語言文

化可能消失，所產生的危機感(施正鋒，2004：138)。雖然臺灣是個多語族的國

家，但是在教育語言的使用上，日本時代獨尊國語(日語)，現代獨尊國語(北京語)， 

120 年來臺灣客語傳承都面臨獨尊「國語」政策的挑戰。 

國語主要用在正式場合，便可視為國家的高階語言；而主要用於非正式場合

的是族群方言，便屬於低階語言。在多語族國家，一般人認為高階語言(簡稱 H

語言)比較高雅、比較邏輯、比較正式、也比較嚴肅、冷漠；低階語言(簡稱 L 語

言)比較粗俗，比較非正式、比較不登大雅之堂、比較有親和力、信任感。在五四

運動以前，文言文是 H 語言，白話文是 L 語言，官話又是比其他語言更為 H 的

語言。孩童在家中學 L 語言，H 語言則是在學校做為第二語言學習到的。因此，

受到學校教育較少的人，許多學不好 H 語言(黃宣範，2008：14)。 

 參考黃宣範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在日本時代 H 語言就是日語，它是官方語

言，也是當時在學校使用的教學語言。雖然在日本統治初期，學校裡還有漢文課，

但是在 192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便發布廢除漢文的規定，日語成為學校教學

使用的唯一主要語言。相較於日語的統治者地位，以及它在教育政策上的強勢，

                         

2
 學老話(海陸腔：hogˋ loˊ faˇ)，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用法，對照國語為閩南語，

又有人寫作：福佬語、閩南語等，本論文以「閩南語」名稱論述之。 

3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105年度調查報告目前尚未有更新年度的人口統計資料。2020年 8月

11 日下載於：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7585/File_73865.pdf 

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7585/File_738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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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島上的其他語言，如：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則是 L 語。到了國民政府

時代，H 語變成了國語(北京語)，也因推動國語政策的關係，國語是官方語言，

也是學校教學使用的唯一語言，在學校說方言會被視為違規，要罰錢、罰寫、掛

違規牌處罰。當時跟日本時代相似，只是國語從日語換成了北京話，它依舊是統

治者的語言，處於強勢的位置；臺灣島上的其他語言，如：客語、閩南語、原住

民語，依舊處於 L 語的位置。 

在極權時代，以強權來決定語言的高低位階是必然的現象，是為了建立高低

權力關係和維持統治者的強勢結構，所以在臺灣的歷史上語言教育政策，也可說

是政治力的展現。幸而，時代逐漸進步，臺灣對於多元語言的包容與尊重的意識

提升，了解到保存族群語言才能體現該族群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的面貌。各族群

的語言是傳給後世子孫的寶藏，也是族群情感溝通的工具，更是表達族群獨有特

色的一種載體。因此，學習自己的族群語言應該是每個人與生俱有、他人不可剝

奪的權利。生長在臺灣境內的人民，理應有權利學習自己的語言，不論是國語、

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新住民語，都應該要共存共榮。統治者的語言教育政

策影響著族群語言使用的權力、資源。 

 學者在 1987年(民國 76年)7月開始創辦的《客家風雲雜誌》4中書文呼籲，

或是走上街頭的 1988 年(民國 77年)12月 28 日「1228 還我母語運動」萬人臺北

街頭進行的爭取語言權力遊行活動，讓一直處在「邊緣化」、「隱形化」的臺灣客

家民眾，藉由呼籲找回自己的母語提出請願，對於國家語言政策亦產生重大的影

響(王保鑑、邱榮舉，2012：34)。在各方客家先進的努力與爭取下，客語教育終

於獲得重視，也帶動了教育環節對於臺灣客語教育的關注。  

    臺灣客語教育初期的推動，可說是從最基層發酵進而影響上級。剛開始是客

家縣市首長，在縣內自行推動鄉土教育。而後，由下而上去影響教育行政單位做

                         

4
 《客家風雲雜誌》於 1987 年 10 月 25 日創刊，1990 年後改名為《客家雜誌》。資料來源：2018

年 6 月 24 日查詢於：http://hakka226.pixnet.net/blog/category/64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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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改變。後來，教育部規定國小自 85學年度(1996年)開始在國小增設「鄉土教

學活動」，鄉土語言課程則包含其中。90 學年度(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國

小 1 至 6 年級語文領域正式課程中，每週有 1 節本土語課程(客語、閩南語、原

住民語)。 

108 課綱即將全面上路，為了配合 111 學年度國中、高中階段全面實施本土

語教育，中等教育階段需要一批母語教師。可是依據教師培育法，目前在國小教

授母語的老師，並沒有資格到國、高中授課。從 2020 年 7 月起，許多具有師資

培育學分班的學校，開始開辦教育學分的課程。像是：清華大學開辦「109 學年

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類別分為閩南語、客語、

原住民語三類；中央大學開辦「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

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這是以客語為專門培訓的班級；臺南大學開辦 109 年度

「教師專長增能：本土語言學分班」；成功大學開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這些都是為了補足教師資源，以因應未來

國、高中全面實施必修 1堂母語課程。 

不過，就筆者觀點，雖然 111學年度國中、高中才要全面實施 108課綱。但

是今年(109 學年度)的國一、高一已開始進行 108課綱的課程規畫。而教育單位

竟然在今年度才開始進行中等學校本土語教師的培訓，這實在有點亡羊補牢的心

態。急就章培訓本土語教師，會不會又製造另一批找不到任教機會，只能以鐘點

較低薪資聘任、必須到處兼課才足以維生的中等學校本土語教師？這也是筆者想

要探討的問題。  

(二)法令制定對客語教育的影響 

 除了教育政策的規劃，客家相關法律的規定也成為客語教育的另一項影響因

素。2010 年 1 月 27 日《客家基本法》公布 15 項條文，2018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

布 21 項條文，依據修正公布之《客家基本法》第 1 條：以「為落實憲法平等及

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家及客庄文化產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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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 3 條明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語言平等。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

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第 4條：「客家人口

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並由客家委員會將

其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於本法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9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時，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但其同時為原住民

族地區者，則與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同時為通行語。以客語為通行語之辦法，由

客家委員會定之。」 

2018 年 1 月 4 日在行政院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草案第 9 條規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2019

年 1 月 9 日《國家語言發展法》5公布，未來將結合「12 年國教」上路。國家語

言法能決定語言教育的走向，但是政治、社會的情勢將會如何影響或如何決定臺

灣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客語雖然有法令規章的保障，取得臺灣高階語的

地位，但實際應用與通行的情形來看，客語在臺灣社會上還是處在低階語的位置。

不過，有了國家法令的保障，教育現場看待對於客語教師的態度也有所改變。2018

年 6 月高雄市舉辦 107 年度市立國民小學教師甄選，本次專長類科甄選第一次有

本土語客語和本土語閩南語兩個類科的正式教師，可說是國內小學教師甄選的首

創，也是對於客語教學專業的肯定。但，國小、國中、高中本土語專業正式教師

的甄選，是否能在各縣市教師甄試中推行，未來還需要再觀察教育政令推動的效

能。 

                         

5
 民國 111年 8月 1 日，本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行。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

年 9月 5 日，查詢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H017014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H01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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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者呼籲 

客家族群語言如果消失了，那就是客家人衰亡之日；從歷史經驗來看只要某

種語言消失，除了像猶太人這樣的極端情形例外，大致來說，以該語言為代表的

族群文化也一樣難以抵擋消失的命運，那個族群文化必然也很難延續了。一個族

群如果自己的語言死亡了，代表性的族群文化也沒有延續的力量，當然這個族群

就勢必面臨消失的命運；客家族群今日在客語使用比例或是對客語運用的能力等

各方面都在快速下降。其中衰退研究發現，客語能力的低成就在年齡層十五歲以

下的階段，已經處在很嚴重的狀態。在黃雅榆 2002 年以臺北、苗栗、東勢、六

堆等四個臺灣客家人居住人口較密集的區域研究，他選擇幾所過去曾經實施客語

教學的學校調查。從研究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客家父母和孩童的客語聆聽與

說話的能力，在這個數據中能夠說客語達到流利程度的成員，孩童父母的比率是

83%和 78.25%，但是在孩童的表現上只剩下 22.75%和 12%。曹逢甫與黃雅榆更提

醒，相差一代客語能力變化之大，怎能不叫人感到怵目驚心；提醒大眾這是最後

搶救客語的機會，應及時把握不然將悔之晚已(曹逢甫、黃雅榆，2002：2-1、2-45、

2-46)。曹逢甫、黃雅榆的研究發表於 2002 年，然而 2020 年的今日，學者們依舊

憂心忡忡的提醒國人客語保存的重要；更大聲疾呼客家人要了解客家話逐漸式微

的處境。 

有人說「語言不過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這說法是錯誤的！因為語言的地

位象徵著族群之間權力關係是否平等，族群語言在生活社群中的有無也代表著族

群生存的指標；客家族群語言對客家人來說不僅僅只是一種語言能力，它是傳承

客家文化、客家族群集體認同、更是客家社會尊嚴的抽象符號。所以，我們應該

將語言看做是一個族群的基本權利(施正鋒，2004：21)。今日「國家語言法」通

過，客語存續的危機依舊。就現在狀況來說，最要緊的課題應該是客語教學如何

落實，才能恢復客家年輕一代對自己族群的認同。過去，教育單位定位的母語教

學，是把客語傳承當做家庭、父母的責任，將客語置在「鄉土教學」之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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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只佔一小部份，教學效果不彰。爾後，在九年一貫課程國小語文領

域中每週 1 節課、每堂課 40 分鐘的客語教學，原本是令人高興的事。然而課程

自 2001 年推行至今，20年來仍然無法遏止客語能力銳減的現況。2019 年開始逐

年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講求「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之下，期許能將母語學習

時間延長，讓國小、國中、高中能相互銜接。面對十二年課綱的教育革新，客語

是否能力挽狂瀾？筆者認為，教育執行單位必須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誠心檢討過

去客語教育的缺失，徹底將弊端去除，竭盡心力為提升學生客語能力投入更多、

更大的努力，才能為臺灣客語傳承帶來曙光。 

(四)學校客語教學未落實 

一年一度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語、閩南語、客語、國語等各項各組的比賽

6，可說是每年小學、國中和高中語文教育界的盛世。筆者服務的縣市，縣內客語

文競賽的選手，經常是客家話完全不會講的客家子弟或是不曾學過客家話的非客

家子弟。長期致力於客語研究的學者江俊龍曾於 2017 年報紙投書談到： 

「觀察現階段客語教育，臺灣從 2000 年 9 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正式規定九年一貫課程鄉土語言必選的教育政策迄今，整整十七年

了！客語的選修、開課情況如何？各縣市統計的結果普遍不理想，而且明顯

違背法令。行政的怠惰，不思改進，讓違反課綱精神的亂象層出不窮，讓客

語的命脈已然奄奄一息」(江俊龍7，2017)。 

是的！無法為客語選修課程開課，這正是學校現場的真實情況！或許我們可

以推測，這也是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已 20 年來，學生客語能力一直無法提升的原

                         

6
 全國語文競賽，包含原住民語、閩南語、客語、國語，競賽項目，除了原住民語外，其他三

種語言都有演說、朗讀、作文、字音字形、寫字，組別有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

教師組、教育院校組。 

7
 江俊龍：2020 年現任台中市政府客委會主委、國立中央大學副教授。本篇為自由時報投書

〈客語的前途在哪〉，刊載日期為 106 年 10 月 7 日，資料來源 2017 年 2 月 9 日搜尋於網路自由

時報自由論壇：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1978。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3833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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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相信大家應該都認同：語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任何國家、族群、

文化都了解其重要的價值(亓婷婷，2015：1)。現代國小基礎語文教育，為因應時

代需求，除了原本的教學語言國語課程之外，還增加了英語文的教育。國語和英

語的學習時數和其所受到的關注，遠遠高過本土語。因應國際化潮流，坊間更是

認為英語文的學習不能輸在起跑點。但是，本土語教育更需要在國小學習階段奠

定基礎，更應被視為國小階段語文教育扎根的首要工作。如何使客語教育能夠在

國小達到與原住民語相同的待遇：「有一人選課，就必須開課」的原則，是現今

客語教學推動的重要任務。因為，學校教育單位方面，可能以經費不足，而犧牲

少數選修客語的同學；家長方面，可能不願意認同客語的學習價值，寧可送孩子

去英文班、作文班，而不鼓勵孩子學習客語；學生方面，因為在班級中客家人比

例人數少，缺少可以對話的同儕，又欠缺家長、師長的鼓勵，而不願選修客語。

臺灣社會大眾對於客語價值看法的改變，升學考試領導學習走向重國語、英語，

客語就在這樣複雜且變化迅速的新環境裡求生存。 

未來，客語傳承存續之路，依舊艱辛且困難！唯有在國小、國中、高中確實

落實客語教學，未來十二年國教全面實施後，才不會又重蹈覆轍，讓客語教學只

有政策、口號，沒有實際成效。 

(五)為客語研究盡一分心力 

為何要研究日本時代與今日的客語教育？雖然關於日本時代教育方面的研

究數量不少，也有許多豐碩的成果；但是日本時代臺灣客語教育以及客語教材研

究成果仍然還是不足。有鑑於此，筆者雖然看不懂日文，但是採取蒐集國內學者

有關於日本時代客語教育的相關研究，並將這些客語研究比較整理，希望能以語

文教育的視角來分析日本時代的客語教學。所幸，在這些年整理資料時發現，越

來越多研究先進關注到日本時代的臺灣教育，也有越來越多的留日學者，將自己

的日文著作翻譯成中文，並在臺灣出版。這些翻譯書籍，也成為本研究的最大助

力。除此之外，又有許多政府單位，編製專案計畫、書寫地方教育志，或建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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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資料庫，將許多珍貴的日本時代文獻數位化，並以網站資料庫分享，讓有志研

究者能夠取得資料，進行相關研究。筆者相信，在臺灣歷史為縱軸的時序基礎上，

不同階段的客語教育都有它歷時性的意義，在爬梳文獻之後，必定能發現對於現

代客語教育有助益的方法。 

日本時代積極調查臺灣土語，並且要求政府機關雇員、警察要學習臺灣土語，

其所編製的廣東語(客語)學習講義，也在統治臺灣之後便陸續出版。但是這些資

料過去並沒有產生大量的客語研究。因為大部分的資料皆以日語書寫，其記音方

式又是古日語的假名，與今日的日語有些出入之外，許多研究者受限於缺乏日文

和客語的能力，而無法進行相關的研究，抱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憾。 

 早期國內的客語研究者，有的是大學時代為日文系所出生，或者是曾到日本

留學進修的研究者。這些日語系的研究先進，由於具有客家身分，便運用其日語

的專長和語文研究的專業，進行相關的客語研究。這些研究也成為今日我們對於

日本時代客語研究的寶貴資料。只可惜，有些學者受限於服務於日文系所，因此

研究成果必須以日文書寫，使得一份珍貴的研究成果，又再一次因為語言限制，

無法與國內有興趣的研究者分享。日本時代的客語資料，就這樣長期受限於日文

理解的問題，使許多語文教育的研究者無法加入研究行列。要研究日本時代的客

語教育文獻，首先必須要具備客語的能力之外，還要具備日文的閱讀能力。以至

於曾存在於日本時代的客語教育，未能被詳加探討，實在可惜。 

 筆者雖然能說客語海陸腔和四縣腔兩種腔調、也能看懂客語拼音，但是也因

為不具有日文的基礎能力，使得本研究的困難也提升。但是基於對於臺灣客語教

育的熱誠，還是要勇敢的踏入這個研究領域。雖然受限語言能力，但是若能充分

收集參考前人的研究，那怕是只有進步一小步，也是臺灣客語研究的進步。也希

望對客語的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大家一起努力積沙成塔，必定能豐富臺灣客語研

究的內涵、擴展研究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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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綜合上述，一個國家或族群的語言使用或語言選擇，會不會影響不同語族的

命運(黃宣範，2008：1)？答案應是肯定的。過去日本時代，推行國語(日語)同化

政策，客語還是保存了下來。語言本來自家庭傳承，過去生長在臺灣的客家人從

不必擔心自己不會說客家話，因為不論何時，客家話依舊在自己的家鄉角落存在

著。但是，現在許多客家人因為工作、居住地的遷移已不住在客家村，客家話並

沒有機會當成日常生活溝通的工具。還有許多客家人就算住在客家聚落，孩子們

因為在學校使用國語，國語取代了客語變成日常生活慣用語。說國語變成了習慣

且方便，因此變得不需轉化為客語頻道；老一輩的人一看到年輕孩子，反而經常

自動轉換語言頻道，從客語變成了國語，也讓客家子弟減少了用客語溝通的機會。

原本由家庭扮演客語的傳承的工作，產生了斷層現象。因此學校教育體系必須共

同承擔復興客語言的傳承工作，以拯救客語逐漸消失的燃眉之急。 

日本時代初期為了加速臺灣皇民化，一方面以日語推動高壓統治，另一方面

也進行臺灣土語(客語、閩南語)和番語(原住民語)的調查研究與學習。因此，日本

官方曾設置臺灣土語學堂，要求日本雇員和憲兵接受土語教育，並為這些課程編

寫教程。日本時代可說是第一個以官方政令規定，將客語當作第二語言學習的時

代。雖然日本時代所留下的客語資料並不像閩南語、原住民語那麼豐富，但是藉

由這些數量不多的客語學習史料與教材，仍然能提供我們窺得當時日本官方所著

重的客語詞彙和客語對話題材以及學習方式。藉由日本時代與今日的比較，也可

以了解客語在臺灣語文教育政策上的歷史，而日本人學習客語的教材及所採用的

學習方法，也能提供今日客語教材教法的借鏡。因此，如何提升客語在學校的教

學效能，是目前在九年一貫國中、小每週 1 節的客家母語課程，以及未來 12 年

國教中的客語課程的教學要務。學校教育是否能為客語創造一個傳承的契機，是

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為客語教師提供客語教材教法的研究參考，對於客語教育

傳承紮根的功用，也顯得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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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與目的 

(一)研究範圍 

探討臺灣的客語教育，一般首先會想到鄉土教育和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從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開始將客語正式納入語文領域之中，為客語建立一個正式的教

學平臺。從小學階段的基礎語文教育開始，為客家族群及對客家有認同感的人們

提供學習客語的機會，可以說是臺灣語文教育的一大創新改革。然而，臺灣客語

的教育，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時代，那就是長達 50 年之久的日本時代。日本人

領臺之後，日本總督府官方規定日本人學習臺灣語，其目的是為了宣導政令，達

到日常語言溝通。雖然正式實施的時間不長，但是日本時代官定學習客語，可說

是一次較大規模的以外國人身分學習客語的時代。本論文所探討的範圍如下： 

1.今昔對比的時間上：自日本時代起跨越 120 年來至今臺灣客語教育政策。 

2.在空間上：以臺灣地區為範圍。 

3.在研究內容主題上：以日本時代及今日臺灣客語教育政策，日本時代客語教材

研究為焦點。 

4.文獻資料：以日本時代及臺灣今日政府部門之客語教育政策、公文、學者對於

客語教育相關的著作以及研究。 

(二)研究目的 

 身為生長在臺灣的客籍國小教師，筆者觀察客語的教學發現：從融入鄉土教

育推廣之初，客語只是「愛鄉愛土」課程中的一小部分；到九年一貫課程，將本

土語課程安排至語文領域之中，規定每週 1 節 40 分鐘的母語課程，這時才真正

的在正式教育裡紮根。但是，在將近 20 年的推動過程，我們卻仍然無法解決客

語流失的危機。雖然，緊接而來的 12年國教，也已明定依照《國家語言發展法》

保障高中(含)以下學生學習國家語言。但是，接下來是否又將是雷聲大雨點小，

無法真正提升傳承客語的任務。我們都知道，一個族群的語言一但消失，這個族

群也就即將走入歷史文字。可悲的是，客家族群依舊存在，但是卻可能會眼睜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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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的自己的語言凋零。因此，筆者身為教學者，對於臺灣客語的保存更是責無

旁貸。筆者則是希望從研究臺灣客語教育史進而了解客語在臺灣教育體制下的發

展歷史，並提出建議；此外透過分析日本時代的教材瞭解當時發展設計課程的內

涵。希望能達到以下目的： 

1.了解客語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歷史 

首先，我們回顧臺灣歷史，她經歷了荷蘭時代、西班牙時代、明鄭時代、清

領時代、日本時代、臺灣光復、到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戒嚴時期、1987 年解嚴至

現今開放發展時期，為因應各種不同歷史政治背景，而採用不同的語言政策，在

社會文化及教育上也導致不同的結果(陳美如，2009：4)。 

長時間的政權替換，統治者執行的語言政策，也決定了當地本土語言的發展

方向。自中日甲午戰爭(1895 年)之後，臺灣割讓給日本，到臺灣光復(1945 年)為

止，臺灣被日本統治了 51 年。對於日本在臺灣統治的教育體制或是執行的教育

政策，這些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多有記載。爾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949 年)，

在臺灣開始推動各項教育政策與改革。曾聽過一位約九十歲的祖輩談論當時受日

本教育(小學階段)的情形，談到他們在學校學習日語，但是在家中仍然和父母講

客家話。六、七十歲的父執輩則是國民政府執政下接受國小教育，他們學習的情

況則是禁止講客語，若講客語則需要被罰吊掛牌或是請同學吃東西。筆者年紀近

五十，自己上小學的經驗，則是被誇讚標準的國語，老師一樣會禁說客語，說方

言者要罰，也有掛「我不說客語的吊牌」。 

探討客語教育的發展，並非要論斷歷史的功過。客語語言危機，是因為語言

政策的錯誤？或是語言本身歷經時間演變的自然走向？這些都是客語在臺灣發

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很高興復興客語已經不是一個禁忌的客題，並且能夠為客語

的教育政策再做反省與建議，並期待放眼未來客語教育能有更好的發展。 

2.了解國家語言政策對於客語教育的影響 

 觀察家族語言傳承況，發現祖父輩的客語能力，均非常流利。日本時代，進

入日本公學校接受日語正規教育的長輩，也並未失去講客語的能力。國民政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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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之初，還能學習閩南語和國語，在不同的場域更換使用的語言。他們的子女們，

我的父親和母親，也能夠說流利的客語和國語，因為工作需要的關係，也能以閩

南語與他人溝通。但是，筆者幼時卻只能講國語略聽懂客語，甚至在高中、大學

因為求學的關係離開家鄉，學校同儕多講國語、閩南語，導致閩南語的聽說程度

還勝過自己原生家庭所使用的客語。當然與長輩溝通時，早已失去了運用客語流

利溝通的能力，經常必須轉換以國語為主來說明。在學校教書 20 年來，遇到很

多客籍學生，由於家長本身不具備客語能力，家庭為本的母語傳承每況愈下，如

果學校教育再不使出力挽狂瀾的魄力，最終我們的後代子孫會落入完全無法聽懂

客語的地步了。 

語言政策是今日崛起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議題，語言政策的討論與陳述也應

該納入語言的實踐(姚榮松，2012：111)。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臺灣教育偏重英語，

在日常溝通的語言使用上，國語成為強勢語言，讓原本語言多元化的臺灣，趨向

為單一語言為主的溝通方式。語言的生成與發展，是經歷長時間的演變而成今日

的狀況。現今，臺灣本土客語式微，近年來學者更以客語已經進入加護病房這樣

的比喻，來疾呼客語已受到生命的威脅。雖然客委會、教育部及民間機構，積極

推動客語教育，但是客語使用的比例並未因此提高，客語流失的危機依舊存在。

鄭良偉在《語言政治與政策》8論壇專刊中提到： 

語文是一個社會傳遞文化的命脈、群體認同的標誌以及個人構成及傳

達思想的媒介。伊影響社會個人的幸福及發展，有極重要的功能。二百五

十年來，外來統治者先後 ti台9灣採取高壓的語文政策，來配合因 ti政治

上，經濟上，及文化上的壓迫，來達到會面控制臺灣人民的目的。這是為

什麼臺灣存在種種嚴重的語文問題的原因。政治多元化以後，咱應該採取

                         

8
 鄭良偉：〈民主化政治目標及語言政策：七十年代的一個台灣語文計畫草案〉，頁 1，收錄在施

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1996：1-20)。 

9
 本論文中之「臺」字，以臺字為寫為主。但為尊重參考文獻作者，書名、內文用字以「台」

字書寫者，則依照原書原文的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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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款的語文政策，來克服當前存在的語文問題，閣進一步造福人民，實

在是每一位關懷家鄉前途的人應該共同關懷的問題（鄭良偉，1996：2)。 

 本研究整理日本時代教育史，爬梳有關日本時代對於臺灣土語政策中，有關

於客語的學習資料，希望能了解當時日本推行臺灣語言學習的政策時，對於臺灣

客家語的應對態度。另外，也整理今日臺灣鄉土語言教育相關的教育政策，以及

政策演變的過程。藉由這些政策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臺灣客語教育是如何進

行與推動。並希望，未來臺灣的客語教育能確實達到客語傳承的目的。 

3.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研究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同樣地，每一種族群的語言便代表著獨特文

化及思考型態。日本時代日人學習客語，在漢字的基礎上進行語音的學習，與今

日客語在漢字為基礎上，搭配注音符號或是通用拼音學習方式相似。兩個時代，

均具有漢字為理解基礎的共同特色。雖然，日本人屬於外族學習臺灣本土語言，

與臺灣在地人學習臺灣本土語言不同。但是，如上一段所述，筆者在教學現場發

現，目前在國小階段的學童，具有聽說客語能力的客家子弟比例極少。因此，日

人學習客家語為第二語言，而臺灣人學習客家語，也不再是以母語的角色來出發。

二者學習的過程相似，那麼日本時代所使用的教材，如何能使學習者有效學習，

成為本論文想探討的問題。 

每一種語言也都負載著獨一無二的文化價值，雖然這些專屬於特定族群的內

在價值，可能隱藏在不同種族人類的潛意識裡，但在無形中影響著該族群成員的

自我意識，自我認同以及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相同的，若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

人，彼此不了解對方的語言，便失去彼此相互認識的機會，當然更會失去了瞭解

多元文化的良機。自 1987 年解嚴以後，各種尋根運動興起，加上臺灣近幾年民

間社會力量的勃興，紛紛要求學校中落實母語教育(陳美如，2009：4)。  

 身為客家人，應對於自己族群語言的保存和語言教材的開發和研究，貢獻一

己之力。日本時代關於臺灣語的語言研究大多集中在閩南語的部分，因此筆者希

望能夠以客家為主軸的方式，分析日本時代的「臺灣語言」政策下的客家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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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在史書文稿中，挖掘更多有關客家族群語言的歷史資料，添補 120 年來臺灣

客語教育的歷史。本研究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了解日本時代以來臺灣的客語教

育政策，二是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佐證資料從荷蘭(1624 年)來臺至今日，時間長河跨越將近 400

年，而深入探討的論文主題自日本時代起(1895 年)至今也將進過了 120 年，相關

資料頗為龐雜，幸拜科技便利之賜，許多歷史文獻資料已數位化處理且免費提供

所有研究者查詢，讓本研究降低許多尋找資料的困難；又有許多先行客家研究前

輩的論文與書籍，或有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珍貴文本與著作，更成為本研究重要

的參考指標；許多原本由日文書寫的研究，透過專業學者努力翻譯成中文，協助

筆者克服日語的障礙。本論文研究能站在研究前輩們的巨人肩膀上繼續前行，實

屬幸運，讓筆者由衷感謝。 

歷史研究法 

 渡海而來臺灣的客家先民，在歷史發展中也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歷經荷西

時代、清領時代、日本時代到今日，已形成某種歷史基礎(王甫昌，2003：121-122)。

研究臺灣客家的語文教育，必須以歷史為經緯。本研究採現代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research、historical study)，是以嚴謹的態度，從歷史資料中更深入探討歷

史的真相，並將它做為了解現狀和規劃未來的參照，它具有科學性(如：歷史資料

的蒐集與驗證)，當然它也同時具有濃濃的非學術性(如：對歷史事件情感與意義

的詮釋)，教育的歷史研究也曾據此二性質，教育研究不僅在了解教育思想、制

度、方法的演變事實，更在於從中詮釋此事實背後的意義，作為解決目前教育問

題，或規劃未來教育興革的基礎(莊懷義、謝文全、吳清基、陳柏璋等，1990：216)。

人類歷史是一段又一段具有生命意義的成就與紀錄，不只是按照年代數字的順序

來記載每個時間點所發生的事件，還綜合描述各種人、事、時、地、物之間的關



16 

 

係，讓過去事件與現在的時空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延續關係。當然，對於身為教育

學家，我們也可以善用歷史的發展系統，藉由了解過去的教育歷史內涵，以過去

為基礎去認識歷史事件和發展，利用歷史追溯與比對深入了解現有的教育制度中

實際的問題，或者更希望能預測現在教育規劃未來的可能的走向(王文科、王智

弘，2004：248)。 

 因此「歷史研究」評鑑與過去發生的，將有系統蒐集得到的及客觀整理的有

關資料，用來檢核相關事件的因果關係或者發展趨勢，最後更希望能為今日的規

畫提出精準的說明和解釋，進而協助解釋現今狀況，以及預測未來走向的一種研

究過程。歷史研究法也是具有系統的，且也是非常嚴謹的程序，透過這些步驟來

了解過去的事件或制度。俗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研究法試圖藉著史料

的研析，發現資料，對於先前事件或制度的確切了解與客觀解釋，有助於對現況

的了解，以及對於未來發展趨勢的掌握。教育史學家利用歷史發展的脈絡，了解

過去的教育，進而根據歷史事件及其發展，試圖深入了解現有的教育制度、實際

與問題，甚至希望能夠預測未來的動向。蓋現有的教育現象與問題，大多有其背

景，若能掌握過去的史實對於未來教育政策的釐定，才能使之不重蹈覆轍，並能

提供展望計畫，這便是教育的歷史研究的主要目標(吳明清，1991：252；王文科、

王智弘，2004：248)。 

 應用歷史研究的方法來探討教育現象的問題，其範圍可以涵蓋教育活動的各

個層面。舉凡教育的人、事、物，以及教育的環境、組織、制度、問題等，皆可

以採用歷史研究法的方法來探討。無論研究的題材為何，應用歷史研究法來探討

教育的現象與問題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歷史資料的蒐集、鑑定與解釋。大凡從事

教育的歷史研究時，亦須先提示研究的待答問題或假設，據以蒐集相關資料，然

後就所蒐集的史料加以鑑定，進而分析、解釋，並提出研究發現。因此，歷史研

究的方法中，史料的蒐集與鑑定，比研究設計更為重要。歷史研究的史料可分為

原始資料與次級資料。原始資料(主要史料 primary sources)係指歷史事件之當事人

的著作，或歷史事件之見證者的直接報導，是屬於直接證據，既珍貴有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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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蒐集不易。次級資料(次要史料 secondary sources)是指：第三者對當事人的描述，

或者第三者對於歷史事件之見證者的報導而撰述的資料，屬於間接證據，其權威

性不如原始資料，但是具有佐證及補充的功能，所以也有相當的價值，自是不可

忽視。無論是原始資料或是次級資料，就時間而言都是前人的紀錄，故對於資料

的來源及內容必須審慎評鑑後，方能加以分析解釋(王文科，1983：139-140；吳明 

清，1991：253-254)。 

 歷史研究可以給予我們新的智慧，臺灣客家語文教育的歷史，不僅限於民國

時代的教育改革，我們也不可忽視日本時代在客家語領域所留下的教育資料。本

論文透過文件及檔案資料的蒐集，作為歷史研究的資料。其範圍包括：政府機關

之文件與紀錄，如：出版品、教育公報、教育年鑑、教育普查資料、教育法規等，

另外還有社會科學研究研究學者的研究檔案。雖然這些資料範圍很廣，本研究聚

焦的部分有二。一是：整理臺灣日本時代迄今的客語教育政策，希望能夠透過歷

史資料的整理，以客觀的比較與分析，探討日本身為殖民者的角色，如何學習客

語；並希望綜合比對今日臺灣客語教育政策。二是：蒐集整理日本時代有關客語

學習的教材，分析所使用的學習方法；同時，提供給今日客語學習的材料參考， 

希望透過今昔對比，提出創新的客語教材教法。 

內容分析研究法 

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亦稱資訊分析 (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析

(documentary analysis)。在許多研究領域中，透過文獻考究才能獲得資料，所以必

須採用內容分析研究法，這是和歷史研究法類似方法，只是歷史學家主要用來以

考究過去遙遠的紀錄為主，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是內容分析的要旨(王 

文科、王智弘，2004：404)。依分析的類別可分為： 

1.概念的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為了釐清教育的概念，可採取描述概念的一般

或精要的意義，並且確認不同意義的概念，或者選取適當的方式描述各種例子與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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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纂(edition or compilation)：文獻的編輯、出版，可按年代順序被保存下來，並

且能夠對有所助益於以後的研究。 

3.描述性敘述(descriptive narration)：針對某事件做描述性敘述，依年代排列的故事。

雖然描述事件的細節是敘述的重點，但事實上它是具有延續性與流程的綜合故事。 

4.詮釋性分析(interpretative analysis)：乃將某教育事件與該期間內其他事件的關聯

性結合的作法，此類分析包括同時發生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事件，即對該

事件的研究，不採孤立而以其較寬闊的脈絡中，進行分析。 

5.普遍化的分析(universal analysis)：學理的分析或哲學的分析，提供普遍的詮釋。

透過學理的或哲學的分析，歷史的例證、過去趨勢的規則，以及事件的順序所提

議的命題，皆可以用來解釋教育事件的進程、過去與未來。 

 以上這些分析，在教育研究中都有它的用途。教育概念分析能具體指出某一

概念內蘊的涵義和意義。文獻的編輯保存了不可或缺的文獻提供給為未來的研究

參考。描述性敘述可作為後續的詮釋性分析或比較分析提供間接資料。為了進一

步了解過去，詮釋性與比較研究陳述「因果的解釋」。如有新的資料出現或有不

同的社會科學概念呈現，既有的詮釋或分析，可能需做修正，普遍化分析也常有

類似情況發生(王文科，1991：411-413；王文科、王智弘，2004：406-407)。 

本論文採用內容分析研究法，為了解臺灣現今客語教育的發展現況，蒐集整

理文獻資料(如：檔案、志書、報紙、回憶錄、日記等)，針對每一個子題加以描

述、分析，在眾多資料中進行耙梳，作為分析的參考依據。蒐集與整理文獻資料

後，比較臺灣各時期的教育政策與現在的教育政策發展，將有關客語政策的歷史

演變做詳細的資料分析。進行研究時，將過去與現在的客家語學習方式做一比較。

並採用「對比分析法」將現今國小語文課程中所採用的教學方式與現今客語教育

學習進行比較研究。像是，採用的漢字而言，有些漢字是相通的，有些則不相通，

在這裡則必須將它們提出來討論。此外，拼音符號、聲調、詞彙、語法等，也有

異同之處，將相關內容進行分析。收集、整理、描述各種語文教育教學法後，歸

納應用於客語教育的教學中，為有志投入客語教學的老師，提出適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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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主要方式是把兩種以上的事物或制度將之對

照分析，以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異同，進而分析其優勢與劣勢，並進一步歸納出

未來趨勢或執行的原則，其結果可當作解決研究相關的問題，或者研究成果可用

來當作改進制度的參考，使用在教育上則建立了比較教育學 (comparative 

education)。將兩種以上的制度或是現象加以對照分析稱之比較分析法。比較兩個

以上「地區」的制度或現象，稱為橫面式比較研究(horizontal comparative study)；

比較兩個以上不同「時期」的制度或現象，稱為縱線式比較研究(vertical comparative 

study)(莊懷義等，1990：196-198)。本論文進行臺灣 120 年來客語政策比較研究屬

於後者，縱線式比較研究又稱為歷史式比較研究(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或

稱為跨時期式的比較研究(cross-temporal comparative study)。 

 比較分析的目的有(莊懷義等，1990：198-200)： 

1.截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從中認識他國或他時期的教育制度優點或解決教育問

題的好方法，做為改進我國教育制度或解決教育問題的參考。 

2.建立學術上的原理原則：比較研究法是一種歸納方法，可以從各時期教育制度

或各地區教育問題的比較中，歸納原理原則應用在教育計劃上，能幫助建立教育

學術的發展，提供教育從業人員的行動方針。 

3.擴大視野破除偏見：比較研究中，可以使人看到和自有制度不同的其他制度，

閱歷多見識廣，才能以更寬闊的視野角度去看待事情。 

4.促進國際間的了解與和平：透過認識別人的制度，及他人建立制度的社會文化

的背景，同時也可以藉由合作，來增進不同國家與人民的接觸，促進國際間的相

互了解。 

 用比較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可以參考別國或是別的地區教育上的優點，供

改進我國教育之參考；也可歸納出原理原則，做為教育工作的指針；可以擴大教

育人員的視野，以更客觀的立場處理教育問題；也可以促進國人與其他國家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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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了解。 

語料分析法 

本論文以語料分析法(Linguistics Analysis)應用於教材內容分析。將教材

中所呈現的語言內容，進行發音、詞彙、語法、句法、內容、應用等分析。每一

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語料庫，使用語料分析可針對想要深入探究的語言面向，例如：

語言教學、語言應用、語言功能、語義的表述和傳遞、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等，

也可以結合心理學以及統計學，透過語料分析可探索該種語言在所處時代的特色。

也能藉由語料分析，了解當時使用該語言的生活習慣或是當時使用語言的特殊需

求。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臺灣客語 

 客語是漢語方言一支，與閩方言、粵方言、贛方言、北方方言、湘方言、吳

方言、都屬於同一個古老語言，由於人口分布、集體遷徙、地理位置與異族接觸

的關係，慢慢發展為今日的客語；在其中有分化也有統一，有吸收也有丟棄，語

言發展有他一定的歷史因素，也有他一定的語言內部規律。近代的客家研究，大

都肯定客家先民原是中原一代的漢人，在 1933 年學者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

10一書中，對於客家居住地進行考證，在東晉五胡亂華後，這些中原的漢人陸續

向南遷移，有的到達江西，有的到達福建、廣東，根據羅香林的研究，客家族群

大規模遷徙共有五次，在第四次遷徙是在清康熙中葉到清乾嘉之際，由於人口增

加，山多田少，迫使客家人自廣東東北和江西西南部向西走到達了四川，有的進

入廣東中部西部及湖南廣西，有的則飄洋過海東到臺灣。現在臺灣的客家人，大

都是第四次由廣東東北嘉、應州及惠州地區渡海來臺的(羅肇錦，1997：378)。 

                         

10
 羅香林 (1992)，《客家研究導論》(原刊載於 1933年廣東興寧)。臺北：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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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客語」係指在臺灣的客家人、客家族群所使用的客家語，包括：四縣

腔，主要是從興寧、梅縣、五華、蕉嶺、平遠等地稱之「四縣腔」；海陸腔，主

要從海豐、陸豐遷來，稱之「海陸腔」；四縣腔和海陸腔是臺灣客語中佔比例較

高的族群。另外還有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從廣東大埔、廣東饒平及福建紹

安等地前來臺灣，合計上述共有五種腔調；臺灣的客家人一向稱為「客人」，稱

客人說的話為客語、客家話。客語屬於漢語中的一個支系(羅肇錦，1997：378；

古國順等，2005：2)。 

 目前最新的客家人口使用語言調查，是 2017 年 6 月客委會出版：105 年度

〈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符合《客家基本法》定

義「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全國約有 453.7 萬人，

占全國 2,349.2 萬人的 19.3%。若依不同設籍所在縣市客家人口分布情況來看，

本次調查結果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前 5 個縣市依序

為：新竹縣(73.6%)、苗栗縣(64.3%)、桃園市(40.5%)、新竹市(34.5%) 及花蓮縣

(32.4%)，其中新竹縣及苗栗縣有近三分之二的縣民是客家族群，而桃園市、新竹

市、花蓮縣三個縣市也達三成以上的客家人口；其他比例較高的縣市依次為屏東

縣(25.3%)、臺東縣(19.8%)、臺中市 (17.6%)、臺北市(17.5%)、新北市(16.0%)、南

投縣(15.2%)及高雄市(12.6%)等(客委會，2017)。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調查結果發現，有 87.7%的

客家民眾最少會說一種腔調的客家話，會說兩種腔調的客家話的比例有 22.0%，

會說三種及以上客語腔調的比例有 12.1%。客家民眾使用且能分辨出來的客語腔

調，以「四縣腔」的比例最高(58.4%)，其次為「海陸腔」(44.8%)，上述兩種腔調

是客家民眾使用的最主要腔調。其他腔調的使用比例則是相對較低，例如：「南

四縣腔」(7.3%)、「大埔腔」(4.1%)、「饒平腔」(2.6%)及「詔安腔」(1.7%)等。而使

用「其他腔調」的比例則是占 1.7%。客家民眾能使用的客語與其他人溝通的，是

「四縣腔」的比例最多(58.4%)，「海陸腔」(44.8%)為其次，其餘則是「南四縣腔」

(7.3%)、「大埔腔」(4.1%)、「饒平腔」(2.6%)及「詔安腔」(1.7%)等，這些腔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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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相對就較低了。從這個以縣市別調查來看各種客語腔調在臺灣的分布，多數

縣市是以「四縣腔」或「海陸腔」為主要與他人溝通時所使用的腔調。居住在臺

中市客家民眾用「大埔腔」的比例最高；在雲林縣居住的客家民眾則是以使用「詔

安腔」的比例最高(客委會，2017)。 

根據《客家基本法》對於客家人的定義，是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

能認同為自己為客家人的。而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稱為客家族群。談到客語的

意涵，是指臺灣國內所通行的五種常見腔調(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也尊重保存於各地區的客家習俗、文化習慣用語或者融入了現代語彙而呈現出

來的各種獨特的客語腔(客家基本法，2018)。 

二、客語教育政策 

 「客語教育政策」的探討涵蓋有二個範圍，一是指 1895 年馬關條約後日本

統領臺灣期間，其與客語教育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政策，資料來源為日本時代臺灣

總督府公文檔案。二是指臺灣解嚴以後客語在教育上的實施與推動的方式，包含

政令的推行、主辦單位的成立、國家法規的制定，以及客語教育政策在客語推動、

存續上的影響。資料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教育部所頒佈之關於鄉土教育政策、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及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還有本土語教育政策中有關於

客家語教育的條文；二是立法院通過的國家語言法和客家基本法。將此兩個部分

作為本論文研究探討的客語教育政策。教育政策評估方面，則採取整理國內先行

研究計畫、研究資料或是專書著作，分析先行研究中探討客語教育績效或是政策

比較的相關研究資料及論述觀點，做為本論文評估客語教育政策的參考。 

三、客語教材教法 

 1990 年黃光雄主編《教育概論》第四篇〈教育的內容與方法〉第十一章〈課

程〉中談到教材的涵義有兩種界定方式。一是指物品，如：教師用以協助學生學

習的各種材料，像是教科書、學習手冊、操作單、影片等；二是指內容，如各種

教學材料包含的題材或內容。其中要注意的事是教材必須依據學習對象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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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依據教學人員的需求設計(黃光雄，1990：354-355)。 

2006 年吳清山著《教育概論》中談到選擇「教材」必須參酌適合兒童能力、

切合生活需要並具有長遠價值。他談到：教材必須配合兒童生理發展和心理發展

的程序，才不至於揠苗助長，學習效果才能顯著；兒童受到認知發展的限制，過

於理論和抽象性的教材，可能無法理解恐收不到教學效果，因此建議提供生活化、

活潑化的教材；選擇生活化的教材有助於兒童的學習興趣，但是在選擇時也必須

要有長遠價值的材料以及傳統文化精隨(吳清山，2006：200-201)。 

2006 年廖錦文11〈教材編選〉一文中談到「教材」一詞，有兩種英文名稱，

一為「teaching materials」指的是教學活動中所使用的各種教學資源，一為「subject-

matter」指的是學科內容。總括的說，教材是各學科的內容及教學時所使用的材

料。教材包含「教科書」但不等於教科書，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教材也融

入數位式教材，也包含網路線上學習系統(e-learning)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教材

是全面實現教育目標的主要手段。透過教材編制所傳遞的訊息，不僅僅只是學科

的內容，還有關於學科知識系統的重新建構、對教學的理念與想法，當然也包括

了對學生學習的主張。教材內涵除了包含學科概念與知識的客觀論述外，還包括

編製教材者本身對於該學科的認知與理解、教學觀，以及選編教材的教材觀(廖

錦文，2006：104-105，111)。 

「教材」是實現教學目標的工具，是應用於教學活動的參考資料，也是課堂

中實際的教學內容，是具體化的課程編製，而課程編製乃根據教育目標，所以教

育目標分析解剖，乃是教材選擇的方針。有形的學習材料就是教材，設計良好的

學習教材，也算是完成一大半的教育計劃。「教材」有兩種界定的方式：一是指

教師用來協助班級學生學習的各類材料：像是學校用的教科書、學生學習手冊、

學習單、教學影片、教學光碟等。二是指各種教學材料包含的題材或內容。兩種

                         

11
 見廖錦文(2006)，〈教材選編〉，收錄於江文雄主編(2006)，《職業類科課程教材教法通論》，頁

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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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方式，一是指物品，一是指內容。選擇教材時，必須注意適應學生的心理發

展，也應考慮到個別差異。教材可能因地區而不同、因學校而有差異、甚至因人

而異，因為教材必須配合當地的人文元素，才能發揮它的效益。教材必須要有條

理性，選用教材時必須選用生動有趣、能引起學生注意的教材；實用性、迫切性、

趣味性，是選擇教材的標準。教材內容應具備井然有序的條理性，使學生脈絡分

明的理出學習的材料，這對於增進學生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思考能力都會產生

很大的助力(林玉体，1988：359-369；雷國鼎 1990：524；黃光雄，1991：354-355；

黃光雄、王培光、曾火城、楊自強等，1991：135-137)。 

 2008 年陳正治著《國語文教材教法》，在緒論中談到要推展華語文教育也需

要妥切的教材，教材的編定可分為「論理組織」和「心理組織法」兩種，前者依

照語文本身條理系統編定，後者是根據學習者的興趣、需要和能力編制。不管用

哪一種方式編定，大部分的教材都很難完全符合教學者的需要。主要原因除了編

者的各種素養是否足夠外，還受到教材字數限制、受教者不同文化背景的需要、

教學時數太少、售價不宜太高等等約束(陳正治，2008：10)。 

 教材與教法又經常被並列討論，透過教材的研究，可以理解編寫的邏輯與脈

絡，並能了解教材設計中所隱含的教學法。1999 年張世忠著《教材教法之實踐─

要領、方法、研究》一書，在論述教材教法時，則以結合心理學、教學原理的教

學模式、教學設計來綜合論述它。他在教材教法實施之要領中提到所謂「熟能生

巧、巧能生變」的想法，學生學會了各種教學策略與方法、教案之設計技巧和實

際觀摩過現職教師的教學，他們必須將這些理論方法與實務結合，並個別上臺教

學練習(張世忠，1999：58)。 

身為一個客語教師，我們也想成為教學專家並且勝任客語的教學工作。想要

提高教學素質有許多途徑和方法，像是接受師資教育基礎課程、教學方法課程及

教育實習課程等。客語教材是提供教師進行客語教學的重要資料，客語教材的編

寫能引導教師設計教法並創造教學的成效。客語為國小學生選修本土語的正式課

程之一，未來也將全面成為國中、高中學生的必修課程。客語教學理應與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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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一樣，注重教材教法的研究。21世紀的客語教育，也可被認為是一種知識的

運用，必須建構、創造與時代相符的語彙。但是，教師對於教材的使用，必須參

考自己所面對的學生的基本能力，依據學生能力水準來設計適合的客語教學課程，

這樣才不會讓學生覺得課程無趣、不具吸引力。因此，客語教材未來也應融合國

語文、英語文中各種有效、有趣，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國小、國中、高中各

階段的學生們能夠具有客語的思考能力，願意接納客語融入成為他們學習與日常

生活應用的語言。 

客語支援教師進到國小校園，成為母語教學的生力軍。雖然老師們有豐富的

客語知識，但是客語教師們如果能參與大學所開設的師資培育的職前過程，接受

充分的教材研究訓練，進入教學場域時更能得心應手。客語教材必須理論與實作

均重，讓教師能知亦能行。但是，目前客語教育欠缺教材研究專書，使得老師們

必須自尋合適的教學方法，土法煉鋼、經驗摸索雖然亦能成就良好的教學技能，

但是也會浪費老師許多心力。 

本論文嘗試以對比語言教學法進行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的研究，並以語料分

析法研究日本時代客語教材之語音、詞彙、句型、內容以及教法，嘗試整理出

適用於今日客語教材編寫的參考資料。 

臺灣母語 

 教育部在民國 95年 6月 21日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臺灣

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12中，提到關於臺灣母語的定義：「本要點所稱臺灣母語，

指學校所在社區多數民眾日常使用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其他本土語

言。」 

                         

12
 見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臺語字第 1010196705C 號令)，2020年 8 月 11日搜尋於：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616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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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語言 

 依據 2000年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暫行綱要》13總綱第陸項「實施要

點」，其中在語文學習領域關於選修課程，其解釋內容如下： 

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

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教育部，2000)。 

 2011 年林瑞榮著《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本書談到鄉土語言作為一種科

目名稱的內涵，作者認為鄉土語言的意義和鄉土概念具有密切的關係，鄉土語言

至少包含五個概念(林瑞榮，2011：7-8)： 

1.它是指出生地或第一故鄉所使用的語言。 

2.它是居住地所使用的語言，而隨居住環境或學區的不同，鄉土語言會有所

改變。 

3.我們不能限定一個人只能有一種鄉土語言，尤其在目前高度流動的社會，

每一個人應該對其現居地的語言抱持一份認知與關懷；每個人應該能夠同時

具備多種鄉土語言。 

4.鄉土語言代表基層民間社會，同時用以區隔統治階層或官方語言的一種

語言。 

5.曾經存在這塊土地上的語言，也可以算是鄉土語言。 

 綜合而言，鄉土語言課程的範圍，包含學校課程中關於在地語言的各種面向。 

本土語言 

 依據 2008 年(民國 97 年)1 月 11 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修

正草案》會議，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鄉土」一詞全部改以「本土」代替。

                         

13
 見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CIRN)。中華

民國 89年 3 月 30日臺(八九)國字第八九０三九二一九號函正式公告。2020年 8月 9日搜尋下

載於：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9&mid=193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9&mi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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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會議討論內容14：「本土」的定義包括了我們所居住、生長的地區，以及臺灣

這塊土地的歷史發展與變遷。另外也包括在臺灣所發展出來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

和居住者對臺灣土地的主觀意識，像是對於臺灣在地的認同情感與所屬地域的關

懷態度。又由於本土的定義大於且範圍包含鄉土，因此建議修正課綱內文的論述

方式。 

另一方面，站在國家語言的位階上來看，稱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族語為

「鄉土語言」恐怕含有貶抑的意味，為了尊重臺灣多元族群，因此採以涵蓋層面

大於「鄉土語」的「本土語」一詞來代替。而本土語即代表千百年來，土生於臺

灣或是土長於臺灣的語言。據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鄉土語言」全面修正

為「本土語言」，修改的目的是希望提高臺灣各族群語言的位階，並且尊重每一

個生活在臺灣土地上的族群語言。本研究為臺灣客語教育相關研究，因此對於臺

灣語言的定義，則採以涵蓋面較廣，且為教育部官定公布之「本土語言」的範疇，

希望以較高位階及更廣的範圍來看待臺灣客家語。 

對比語言教學法 

學習外語是一種翻譯的活動，學習者會在無意間將自己的母語觀念應用於所

學習的目標語言上，母語一經轉換即成為外語，但是母語與外語一定有其相同與

相異之處，為了避免學習的干擾，可從對比分析方面著手，從語音、語法、詞彙、

生活習慣、文化背景、思維模式等等各方面分析出語言間的異同，掌握異同後對

於目標語學習的困難便能迎刃而解(吳潛誠，2009：12) 

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專有名詞，是指學

習者透過對於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的對比分析觀察語言間的差異，如：語音、

語法、詞彙、句型結構等各種語言學習元素的基礎來做對比，協助學習第二語言

                         

14
 見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修正草案對照表〉，2020年 8月 11日搜尋於：

https://cirn.moe.edu.tw/Upload/WebFile/70680/636858430094804334.pdf 

https://cirn.moe.edu.tw/Upload/WebFile/70680/6368584300948043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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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榮富，2009：1-3)。 

對比分析應用於語言教學時，是將學生的母語拿來跟學習的目標語做語音語

法的比教分析，對比分析的結果可以提供教學的教師預測學生在學習目標語時可

能會遇到的困難(鍾榮富，2006：406)。 

關於「對比語言教學法」，董忠司在〈台灣多元化語文教學的源流與對比語

文教學法的建立－以本國語文教學為論述中心〉文中提到： 

「對比教學法是一種針對於直接教學法的改進方案，它承接人類語言一向的

多語需求，意圖提出更自然的、更本源的、更適用的語文教學法，也是超語

文的教學法。」(董忠司，2014：22)  

董忠司談到「對比語言教學法」的重點在於，以學習者所學習的語言與他自

己熟悉的語言做對比的分析，將其結果當作教學的起點，並且依照語言內對比和

語言外對比等語言素材，運用語言對比的教材作為媒介，藉以來引發學習者的語

言對比分析能力為基調，對比語言教學的目標在於達成所學的目標語兩語互學或

是多語共構。 

董忠司認為臺灣教育「多元語文」的時代已經來臨，學習現場需要一種具有

「多語共榮」的教學法，對比語言教學法即是解答；它是一種同時能提供為臺灣

語文教育與未來人類語文教育的良好方式，它也是能結合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所建

立的一套既自然且又貼近學習者語言的方式；「對比語言教學法」是適用今日與

未來多元語文教學的語言教學法(董忠司，2014：23)。 

108 課綱全面實施後，學校裡將會有國語、英語、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

語、新住民語等語言課程，如何能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因語言多元產生負

擔，教師必須學習如何使用對比語言教學法，研究單位也應投入多元語對比教學

的實驗教學計畫，提供研究成果給現場教師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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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合以上，本論文採文獻研究須大量蒐集與臺灣客語政策及客語教材教法相

關的研究，為求資料完整，後續章節以客語、母語、鄉土語言、本土語言等為研

究題材者，只要與客語明顯相關的資料，即為本論文書寫參考的重要文獻。而關

於教材分析方面，本研究採以對比語言教學法為基礎，分析日本時代關於客語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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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臺灣的客語，受到兩次外來的影響，一次是日本時代推動日語政策；另一次

則是國民政府來臺後，推動國語(北京語)政策。日本政府為造就日本皇民，營造

一個殖民社會，在同化政策中，日語教育成為皇民化主要途徑。五十年的日語教

育，使得臺灣客家語融入了許多日本外來語詞彙，見證了這個時代遺留的歷史紀

錄。臺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為去除日本化、恢復中國化，貫徹以漢文化為主的

世界觀，初期嚴禁日語，大力推行國語(北京話)運動，強勢推動的結果，使得全

國上下百姓「國語」琅琅上口。然而，日本時代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語都存

在臺灣居民生活之中；而後者，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語成為岌岌可危即將消

失的語言。由過去臺灣語言政策的執行方向，可以得知，語言成為國家管理的重

要關鍵，語言政策必須透過語言教育的執行來達成。「語言教育政策」的推行需

先透過語言選擇(language selection)與規劃(language planning)的過程，不同的語言

態度引導語言的選擇與規劃(陳美如，2009：13)。 

 1894 年(日明治 28 年)中日甲午戰爭、1895 年(日明治 29 年)簽訂馬關條約後

臺灣便併入日本版圖，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統治臺灣長達 50

年之久。這段日本在臺灣的歷史，有「日據時期」、「日治時期」、「日本時代」、

「日本統治」、「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統治時期」、「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等，許多不同的說法。本論文以探討教育發展為題，探討兩個時代的語文教育政

策，並分析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因此筆者認為採用臺灣老一輩長者所使用的「日

本時代」的說法較為合適，並以之作為本論文所論述的方式。然而引用文獻時之

名稱，則以尊重作者的論述所使用的名稱為原則。此外，關於臺灣的「臺」或「台」

字的使用，本文以「臺」灣的寫法為主要使用的方式，惟因所引用之參考文獻、

著作若以「台」為用，為了尊重作者，本文引用時則以原本文章或書名所使用的

「臺」為主，為避免讀者閱讀時之疑惑，於此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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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本時代語文教育政策研究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本時代，統治初期，在語言上出現了無法溝通的障礙。對

於日本人而言，當務之急就是如何讓臺灣人懂得國語(日語)，以及讓日本人懂得

臺灣土語，包含福建話(今日的閩南語)、廣東話(今日的客語)和番語(今日的原住

民語)，為了消除語言的障礙，透過教育是最快能讓臺灣人學習日語的途徑，也是

讓日本人開始進行調查臺灣語言語紀錄的開端。 

關於臺灣在日本時代語言政策及教材教法的文獻資料，筆者認為可在臺灣教

育志、臺灣教育史、期刊與學報論文、博碩士論文和其他專書等方面尋得。以下

文獻資料依上述類別，分別條列陳述整理之： 

有關日本時代臺灣教育史的文獻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0 月 14 日出版，由天野馨《地理風俗臺灣事情 附

全島明細新圖》內容主要以日本戰勝獲得臺灣，認為臺灣將是日本南進的鑰匙，

這一本介紹內容包括清領時期的行政區、臺灣歷史沿革、山川地理、氣候、人文、

經濟、都會、商港、植物、土地、語言、風俗、實業、昆蟲、葬儀、常見疾病等，

除了文字以外還附繪圖。其中有一則是作者臺北基隆行旅的所見所聞，包括渡河、

搭車、對臺灣人的觀察以及實務的描寫。 

1896 年(日明治 29年)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15在〈總說〉中提到移往臺灣

的支那人有福建和廣東地方的人民，即閩人、粵人。在《臺灣諸島志》第八章〈住

民〉中，提到臺灣支那住民有客家種族，文中並使用「Hakkas」稱之，並且附註

說明又稱為「客仔」、「哈喀」。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小川琢治著，《台湾諸島誌》(日文書名)，1896

年，(書誌 ID：000000892789)，2020年 7月 9日全文下載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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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日明治 30 年)松島剛、佐藤宏著《臺灣事情》16談到臺灣人民有支

那人(蒙古人種)和土人(馬來人種)；支那人大部分是從福建省移民來臺灣，所使

用的語言是廈門語，也稱之「福老」「Hok-lo」；另外是客家人「Hak-ka」。 

1930 年(日昭和 5 年)8 月 23 日《臺灣新民報》第 327 號的報導： 

向來臺灣的教育政策有兩面，即對內地人採用極積的教育，而對臺灣

人實行消極的教育。如內地人兒童就學率，自早就已達到百分之九十八，

而臺灣人兒童仍自十年來停止於百分之二十八、九。至於中等以上的學

校，都是內地人占多數，這是統計上的鐵證，可免多辯的。故臺灣同胞若

不趕快起來矯正此跛行的教育政策，那就有待百年，恐也沒有教育普及的

一日。 

關於臺灣語文教育史的發展，日本時代對於臺灣教育的一致性看法，教育政

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教化人民為善良忠臣的日本皇民，而提升人民知識教育水

準其實並非日本教育臺灣的目的。 

1932 年(日昭和 7 年)3 月 1 日出版，由原房助編輯的《臺灣大年表》，以編

年史的方式，紀錄臺灣總督府各部的施政要事，教育相關事務亦包含其中，此表

可作為各事件查詢比對的參考。本書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中可以分章下載全

文。 

1977 年派翠希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是他在

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1999 年由林正芳翻譯，仰山文教基金會出版。本書在英文

出版品之中，被認為是有關於臺灣史的巨著，有了中文譯本之後，增加了國內研

究者的便利性，極具價值。本書內容探討日本在臺灣新式教育的發展、殖民主義

以及日本殖民與西方列強是否有差異，並探討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被法國、荷

蘭、英國或美國統治下的亞洲其他殖民地方有多少相似之處；作為殖民發展工具，

臺灣的日本教育的重要性。使讀者能了解日本當年在臺灣的教育概況及其所面對

                         

16
 見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方志叢書編號 114：《臺灣事情》，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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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書中有許多針對田野的調查資料，探討日本時代對於臺灣同化政策的執

行理念、教育執行者與日本官方皇民化政策的衝突與計畫改革。 

1992 年起至 1998 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自 1992 年出版後歷經 6年出版了共 11輯，內文由國史館專業研究員將日文檔案

翻譯成中文，在如此龐大的資料整理工作下，共完成了 11 輯的翻譯，內容包括

自日明治 28年到日明治 29年的甲種和乙種永久保存之公文。2年的公文內容翻

譯量就已經有 11 輯如此龐大的資料，可見日本時代所留下的史料數量之可觀。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一輯)：明治二十八年甲種永久第一至六卷》計 892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二輯)：明治二十八年甲種永久第七卷至十卷、

官房第一卷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一卷》計 738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第三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二卷至七卷》計 540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

中譯本(第四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八至十三卷》計 942 頁、《臺灣總督

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十四至十九卷》計 752頁、《臺

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六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二十至二十五卷》計

710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七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二十至二

十五卷》計 586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八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

進退第二至七卷》計 832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九輯)：明治二十八年

乙種永久進退第八卷至第九卷永久追加第一卷至第三卷》計 714 頁、《臺灣總督

府檔案中譯本(第十輯)：明治二十八年永久追加第四卷明治二十九年甲種永久第

一卷至第三卷》計 884 頁、《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十一輯)：明治二十九年

甲種永久第四卷之一至第八卷》計 964頁。以上資料並無中日文對照，但屬於逐

年逐卷翻譯日文原籍，查詢時可利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查詢系統相互對照。

但是，對於筆者面對日本時代難懂的日文內容有很大的幫助。後因資料內容龐大， 

改為以專題翻譯出版的方式。如：教育、律令、交通、寺廟等等。 

1995 年由南天書局出版的《臺灣教育沿革誌》，原書 1939 年 12 月由臺灣教

育會編著，在臺北出版，本書是由 1895 年起至 1936 年止的臺灣教育資料彙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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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版是日文，內容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原貌。本書由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發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會的第一任會長是伊澤修二，他是當時臺灣總督府首

任的學務部長，因此對於治臺時期的教育政策紀錄，可謂十分詳盡。本書由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於 1939 年出版，內容包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

總督府府報》等官方資料，包括初等教育的國語傳習所、小學校、公學校、原住

民教育、師範教育的師範學校、中等學校教育的中學校、實業教育的實業學校、

高等教育的高等學校......等。2010 年由許錫慶譯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中文翻

譯版本，對於不諳日文的臺灣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大福音，也成為本論文研究

大量引用的重要譯本。 

 1996 年由南投縣政府籌畫翻譯有關南投的日文圖書，輯成「日文南投文史資

料叢書」，其中由林啟三譯之《日據時期南投郡轄內概況》，記載有關於在南投郡

推廣國語(日語)事業的紀錄；並調查當時(昭和 13 年，1938 年)國語普及率以及訂

定欲達成的目標。在這些數據中，可以觀察到日本時代極力在臺灣各地推動語言

政策的紀錄。文中記載要「勵行使用國語」，徹底推廣國語，並要注意對未學國

語者之推廣以及督促已學者勵行使用兩個方面。其進行方式，未學日語者方面則

以「國語戶口名簿」並依年度計畫以「郡教化聯合會長」之名，依序命令入學國

語講習所溫習。對於後者常用國語部分，則認為由於臺灣島民的意識不明，導致

國語推廣上仍感不足，遺憾之處頗多，故另對國語常用家庭及推廣國語普及功勞

者表彰獎勵；除此之外與市街、公共團體、社會、銀行及其他多數雇傭員工之處

所，保持聯繫，務使推廣國語使用的工作徹底達成(林啟三17譯，1996：32)。 

1996 年徐南號《臺灣教育史》日據時期對臺教育政策概可分為二個時期：一、

日據初期的教育政策；二、臺灣教育令公布後的教育政策(徐南號，21-22)。臺灣

                         

17
 林啟三：譯者生於日據時代，7 歲時開始就讀公學校(小學)經本科 6 年、高等科 2 年然後考上

農校，就讀 5 年，畢業後考進日本財閥經營的三井農林會社當職員，受日本教育 13 年為基礎，

至臺灣光復後，在無任何中文素養下轉職臺灣農林公司及南投縣政府等機構，經歷二個不同時

代。後受邀參與南投縣文化局翻譯古日文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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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學校教育的開始，始於日本殖民臺灣之時。「脫亞入歐」的日本，在文化教

育上採用西洋措施，不只在日本進行現代化的文教，也在臺灣推動普及教育，教

育的主旨在要求臺灣子弟變成皇民化的一員。日本在臺五十年的教育成果，不下

於日本內地生或日本在臺學生；「國語運動」、「國語家庭」及「國語學校」在臺

灣各地展開。但是殖民地教育，對於殖民地子女的教育有明顯的歧視，日本時代

原先採取隔離及分別設校的措施，在 1912 年之後採日臺共學制度。但臺灣學生 

少有升學管道(林玉体，2003：67-68)。 

2000 年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由聯經出版，詳細記載航海殖

民霸權在亞洲開始發展時，利用臺灣作為貿易港口的歷史紀錄。並且詳細說明當

時荷蘭、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各國為了與中國貿易，為了取得貿易據點，在臺

灣及附近海域所產生的衝突；以及荷蘭人、西班牙人、明鄭時期佔領臺灣之後，

與當時臺灣住民的接觸，以及與漢人之間的往來。 

2002 年詹雅能著《明治書院沿革志》，由新竹市政府出版竹塹文化發行，1781

年(清乾隆 46 年)明志書院為書院申設，它是清領時期北臺灣第一所，也是第一大

書院，從乾隆後期到乙未割臺為止，約 120 年間，他扮演整個竹塹(新竹)區教育

奠基的角色。在本方志中，也記載了日本軍隊進駐新竹，以明志書院充作「陸軍

衛戍病院避病室」，後來在明志書院設立新竹國語傳習所，後改文新竹公學校(今

日新竹國小前身)。雖然本書為一地方書院志，但是也能了解日治時期對於地方

教育的發展。 

2005 年李園會著《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由國立編譯館發行，書中將

日本時代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至 1945 年(日昭和 20 年)分五期說明。第一期為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臺灣割讓日本之後至 1906 年(日明治 39 年)日俄戰爭，敘述

自首任學務部長的學制計畫和國語傳習所、小學校的創設經過。第二期為 1907 年

(日明治 40 年)至 1919 年(日大正 8 年)，日俄戰爭後所引起的初等教育發達的情

況。第三期為 1919 年(日大正 8 年)「臺灣教育令」發布後至 1922 年(日大正 11 年)

修正「臺灣教育令」制定之時期的初等教育措施。第四期為日臺教育的融合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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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 1922 年(日大正 11 年)修正「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至 1941 年(日昭和 16 年)修

正臺灣教育令頒布以前的時期，日臺人初等教育發展情形。第五期是 1941 年(日

昭和 16年)修正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至 1945年(日昭和 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投降為止的初等教育的變化。 

2005 年許佩賢著《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內容介紹日本時代所建立的臺

灣學校教育制度，除了早期臺灣各地的國語傳習設置，到傳習所附屬分教場，演

進至公學校的過程，本書中也詳細整理學校經費來源、校舍設計、課程內容等。

並以教育者的觀點，探討這些課程設計的內涵、教育同化過程中道德意識的建構

與戰後學校文化的延續性。 

2005 年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原書名《日

本統治下の台灣》)由玉山社出版，本書探討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面貌，本書原為

日文著作，1972年東京大學出版，在過去臺灣戒嚴時期屬於禁書。書中以臺灣人

的主體性活動作為敘述主軸，以臺灣人在想什麼、做什麼為主題來敘述歷史，這

樣的書寫方式以七〇年代的著作而言，實屬少見。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台灣》

與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以及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

族動史》這三本書在日本可稱為一金字塔，該書能有中文譯本，實為受限於日文

閱讀的研究者之福音。 

2005 年李園會著之《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內容以當

時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背景等各層面進行探究，本書說明日本對於殖民地臺灣在

經濟利益與政治隸屬上，如何藉由教育來培育馴良、具有生產力的殖民地百姓，

如何進行殖民統治所需要的執政者教育。 

2006 年陳培豐日文書寫出版，由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的《「同化」的同

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本書探討日本時代日語政策

的歷史，是 1999 年陳培豐在日本東京大學所提出的博士論文，以日語教育為主

軸，探討同化教育在臺灣實施的經過，其內容業已成為研究論文引用的資料。然

而陳培豐這本著作，許多是根據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的論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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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探討，但是這本著作的中文翻譯較晚。 

2008 年涂照彥著，李明峻譯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雖然本書主要以日

本資本主義統治及經營臺灣的經濟發展為主軸，但是臺灣殖民社會中的歷史事件

亦多有記載，因此可以做為日本時代臺灣歷史的佐證資料之一。 

2012 年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18書中納入

十三篇日本研究者的著作，研究團隊抽選篇章並翻譯成中文，方便讀者閱讀。這

是一本以日本研究者視角為立足點的研究文集，在開放的胸懷與自由的研究氛圍

下，讓讀者能閱讀到日本時代初期對臺政策不同的聲音，日本研究者揭露日本在

臺統治者是如何用強權進行社會控制。本書中包含五大部分一是臺灣如何被日本

領有、二是社會控制與反抗、三是社會事業、四是戰爭時期、五是去殖民化的歷

史回顧。其中第一部分探討日本時代初期是如何建構臺灣法制，作者引用日本時

代的報告資料陳述，提供了日本時代初期日本帝國內部是如何看待和處理臺灣殖

民問題、如何處理語言與同化問題。這本論文集也豐富了研究臺灣教育史觀的探

討面向。 

2012 年許錫慶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教育史料彙編》，由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出版，資料涵蓋時間從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1 月份起至 1898 年(日明治

                         

18
 第一部分關於臺灣如何被日本領有，內含五篇論文，本書資料提供關於日本時代初期無方針

主義背後在日本本土觀點的認識。其中：第一篇是小坂井敏晶著〈民族的虛構性〉(〈民族の虚

構性〉)為 2002 年東京大學出版会所出版的《民族という虚構》書中第一章；第二篇是小熊英

二著〈臺灣領有〉(〈台湾領有〉)為 1998 年為新曜社出版的《〈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

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一書的第四章；第三篇是淺野豐美〈梅謙次

郎與後藤新平─初期臺灣法治之法典與慣習〉(〈梅謙次郎と後藤新平─初期台湾法制にける法

典と慣習〉)為 2008年名古屋大學出版会出版的《帝囯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と帝囯秩

序》一書中的地一編〈台湾の領有と住民の地位〉的第四章；第四篇是野村明宏的〈殖民地近

代化統治的社會學─從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植民地における近代統治に関する社會學

─後藤新平の台湾統治をあぐつて〉)；第五篇是栗原純著〈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尊重舊慣與同化

政策─戶口調查簿中女性的姓與改姓名〉(〈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旧慣尊重と同化政策─戶

口調查簿における女性の姓と改姓名〉)為 2008年發表在《史論》第 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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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12 月份止，這段史料是伊澤修二擔任學務部長時期相關教育公文的翻譯。 

2013 年由黃英哲翻譯的《臺灣總督府》，原為黃昭堂在 1981 年日本出版的著

作，本書由日本近代史出發，描述臺灣 50 年受到日本統治的歷史，並且進一步

說明當時日本如何利用「臺灣總督府」來進行對臺灣的政治管理，本書在日本也

被列為日本史叢書，對於日本時代在臺灣擔任官職的官員和事件做了詳細的論述，

其寫法不同於史書的文字陳述，書中收集了許多當時人物的相片、事件和景物的

影像，文字富含故事性、通俗的口吻。 

2013 年王學新編著《日據時期在臺華人史料選編》，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

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研究之涉外關係系列 1，內容章節標題雖為初期之嚴禁、

對茶工之放寬、對華工之放寬、華工經理人制度之運作、在臺華人的發展之路、

對在臺華人非勞動者之管制、在臺華人之權益、假冒籍民問題等篇章，內容包含

編著者對於事件的說明，並搭配當時臺灣總督府公文內容。其中還整理了日本時

代初期日本官廳所雇用的清國人。 

2014 年出版由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這本

矢內原忠雄的著作可說是日本統治過程的透視，並由日本學者的觀點將臺灣作為

具體分析的實例，闡析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型態。本書被譽

為是臺灣研究的經典，原著出版於 1929 年，書中內容以學術論文的著作格式書

寫，是當時擔任日本帝國大學教授的矢內原忠雄對日本統治臺灣所做的綜合性批

判。 

2014 年何義麟著的《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本書是一本以

改寫矢內原忠雄原著《帝国主義下の台湾》，以改寫的方式解讀與介紹。作者除

了重新解讀原文著作外野蒐集關於矢內原忠雄的生平以及相關的評論，是一本以

異國學術研究來認識臺灣的作品。 

2017 年由駒込武著，由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的《殖民帝國日本的文化

統合》，本書為東京大學教育博士駒込武所著，從教育面向分析日本殖民的理念

及其矛盾。其中也考察在臺灣推行的日本語教育，分析當時日本以何種理念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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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殖民地區的人民。駒込武分析日本語是否適合用於臺灣殖民地，探討「同化主

義」與「一視同仁」之間的矛盾。 

 由史籍記載可以發現，推動語言同化對於日本時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門

課題。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日本時代總督府的資料，或者是地方州廳的史料紀

錄，都一致性的在推動日語，執行語言同化的政策。在研讀史料的過程中，也看

到有關地方圖書館的設立紀錄： 

「南投圖書館成立於大正 14年(1925)，草屯圖書館於大正 15年 6月分別設

立，平常具備適合時代的圖書，同時接受總督府及臺中州立圖書館巡迴書庫

之圖書，以應廣泛大眾閱覽之需要，近些年來閱覽大眾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林啟三譯，1996：35) 

可看到臺灣由過去清朝的書院、科舉，在日本時代轉而接受有計畫的日本語

言、日本文教的政策推動下，除了為臺灣創立新式教育的環境，也讓臺灣人民逐

步成為日語使用者。在這些日本時代的臺灣教育史著作中，能夠了解到當時日本

人如何運用教育政策進行語言同化，欲透過教育政策達成將臺灣人民皇民化的目

標。 

有關日本時代語言教育政策的文獻 

 1998 年張良澤〈日治時代臺語正規教育始末〉，提到伊澤修二將「土語」(臺

灣語)列為正規教育課程，警察人員、法院書記及地方官吏皆接受「臺灣語」的教

育。伊澤修二教臺灣學生日本語，所招收的臺灣學生中皆具漢語能力，而他自己

在少年時期曾學北京語亦精通英語，來臺前以獨創發明「日清字音鑑」，原以為

臺灣人必通清音(北京語)，不料到臺灣之後才知道臺灣人發音不同於清人，但是

漢文則無論日本人、清國人、臺灣人皆可通，於是以筆談文換教學，伊澤修二教

臺灣學生日語讀音，臺灣學生教伊澤修二閩南語讀音。也使得伊澤修二重新構思

教學法與教科書之編纂。 

2001 年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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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國體思考〉，透過解析日本時代初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及國體的思考，

來詮釋潛藏在臺灣國語「同化」教育中所包含的近代要素—教育機會均等主義的

實施和大量近代化教材的形成。 

有關日本時代語言教育政策的碩博士論文 

 1998 年申美貞《日據時期台灣與韓國教育政策比較研究：以 1922 年頒佈的

新教育令為例》碩士論文，本論文探討日本在臺灣以及在韓國所實施的教育方針，

並且對比兩地所頒發的教育令內容，分析臺灣和韓國在日本統領下教育制度的不

同。 

2005 年林晉輝《台灣語言教育發展之研究—以日治時期為中心》碩士論文，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教育之發展。日本時代統治的五十年間，完整

建構了臺灣的教育制度。日本所實施的殖民教育，主要採取三大策略：（一）無

方針政策。（二）差別化與同化政策。（三）國語政策。統治臺灣之初，日本透過

「語言同化主義」實施其語言教育政策，在教育體系中同時進行「國語」教育與

臺語教育，確立了「日人學臺語，臺人學日語」的語言教育分工模式，首開臺灣

教育史上雙語教學之先例。後來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為切斷臺灣與中國的文化

連結，開始採取嚴厲的措施壓制本土語言。綜合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教育之發展，

分別比較同時期受日本統治的朝鮮及臺灣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之語言教育發展，

以作為日後制訂語言政策之參考。 

 2008 年石原武峰著《日治下的臺灣與沖繩之語言政策比較》碩士論文，作者

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臺灣與沖繩，發現有許多的相同點。而在日本時代日本所實

施的語言政策中，日本所想要賦予在日語的價值是：不管對臺灣人或是沖繩人都

是賦予著一視同仁的統治者價值觀，但是相對的在被統治者的臺灣人和沖繩人的

眼裡對日語所被賦予的價值觀就有些許差異性。在本論文當中透過分析日本時代

日本對臺灣和沖繩所實施的語言政策、語言教學法、歷史資料、學校制度、臺灣

人和沖繩人對日語所賦予的價值觀等等的面向當中，發現到臺灣人是受到由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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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部（即居住在臺灣内的日本人和日本國内日本人）雙方的差別意識，沖繩人

則是受到外部（即是日本國内日本人）的差別意識。而這樣的情形導致了日本在

普及日語的語言政策上，在對臺灣和沖繩的統治上採用不同的教育制度及教學法

制度、並且在日本敗戰之後臺灣和沖繩在主動或非主動下所選擇的結果也呈現了

不同的道路。 

 2011 年游馥瑋著《從國語傳習所看日治初期臺灣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碩士論文，以 1896 年日本時代設立的國語傳習所之始末，觀察當時的

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對於臺灣殖民教育的規劃與安排。從中了解國語傳習所所扮演

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國語傳習所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在臺灣社會與日本政府之

間扮演的角色。 

 2013 年江孏乙《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教育(1895-1945)》博士論文，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日治官民調查的各項資料、校史紀錄、耆老訪談，與訪談所得

的文件、照片，輔以今人的論著等資料，以探討代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客家子弟

教育推動的情形，包括對新式教育的因應情況、對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及受

教情況與社會地位的關係等三大項。在論文中，呈現珍貴的耆老訪談紀錄，留下

寶貴的日本時代客家人接受教育的歷史。 

 2018 年周美香《荷日時代臺灣語文教語規劃和語文教學法研究》博士論文，

整理蒐集了許多荷蘭統治時期、日本治理時期的珍貴語言規劃史料、雙語教育相

關的語文教學史料，雖然限於對於荷蘭文和日文的閱讀限制，將荷蘭人當時的傳

教教材與語文教育連結，並以歷史時間推測荷蘭人的教學方式，可能受到康米紐

斯當時所提出的語文教學法影響。同時，論文中探討日本時代的語文教育研究，

發現臺灣學界中日本時代的語文教語育相關研究多是日文系的學生。她認為，研

究者應該以更客觀、理性的方式從語文教育的本質來深究臺灣語文教育規劃的內

涵。本論文並整理羅列出許多有關日本時代珍貴文獻、史料檔案的收藏單位，方

便後學能按圖索驥，減少盲目尋找資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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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 

網站資料庫的設置，讓筆者在蒐集文獻時，省去過去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在交

通往返上。現在，只要透過網路，便能在豐富的雲端資料庫中，找尋所需要的文

獻。本研究常用的關於日本時代文獻資料庫，有以下： 

1.「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此系統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所建置，系統典藏

約三百餘種日治時期的期刊，內容豐富多元。日本時代總督府在臺灣建立新式教

育，在這個資料庫中有《臺灣教育會雜誌》（後易名《臺灣教育》）和地方教育

會定期發表的會報，可了解當時教育的發展；《臺灣警察協會會誌》（後易名《臺

灣警察時報》）是研究日本時代關於警察制度和當時臺灣社會發展的珍貴資料。

使用時需要登錄權限，才能閱讀文本影像，筆者是透過學校圖書館電子資源進而

使用本資料庫。 

2.「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此系統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所建置，收錄了很多日

本時代出版的圖書，例如《臺灣史料稿本》為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完

成之打字油印稿本，採編年體，自 1895 年至 1919 年逐月逐日編纂臺灣總督府重

要施政紀要。這個資料庫中可以搜尋到圖書原文影像，能提供線上閱讀，目前約

有 3,700 本圖書可線上瀏覽全文影像檔，筆者是透過學校電子資源系統進入使用。 

3.「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日本時代在臺灣(1895 年-1945 年)長達 50 年，

期間從事了很多全臺大規模及全面性的調查，這些涵蓋廣泛的統計調查報告，累

積了相當豐富的統計資料，這個資料庫是瞭解日本時代關於法律、政治、社會、

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所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個資料庫可透過關鍵字檢索，

查詢到相關的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的存檔影像資料。資料庫架設在臺灣法實證

研究資料庫，所屬單位是臺灣大學。本資料庫可以線上直接使用，目前無需申請

帳號。 

4.「臺灣日誌資料庫」：以日本時代(1895 年-1945 年)統治的資料為主，蒐集的文

獻資料包含日本時代官方及民間所發行的報紙、期刊及一般性書籍，也有一些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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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主題回顧，還有由官方的編纂的歷史報告，資料庫中所收錄的原始材料豐富，

內容來源有 50 種以上，各種搜索的條目總數也多達 38,700 筆。在這個資料庫中

可利用關鍵詞搜尋可得到資料出處的線索，再使用其他資料庫交叉查詢資料的原

文影像。使用方式需在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5.「臺灣人物誌」：資料庫中以日本時代的人物為主，可查詢到該位人士的學、

經歷及相關工作。本資料庫為漢珍數位圖書，必須有帳號才能查詢；採用公立圖

書館連線使用時能夠查詢到相關資料，但是無法連結呈現影像檔案。 

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本資料庫旗下還包含「臺灣史檔案資源

系統」、「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臺灣日記知識庫」、「臺灣文獻叢刊資料

庫」，除了「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外，其餘必須申請帳號後才能使用，帳號開

通後可使用一年。本資料庫中的古籍，已重新製作成電子書，相較於古籍泛黃不

清的字體，電子書文字簡潔美觀更利於閱讀。 

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政府鑒於地方歷史文獻對國家民族認識發展的重要，

於 1948 年(民國 37 年)6 月 1 日成立臺灣省通志館，專責辦理臺灣省通志之纂修，

旋於 1949 年(民國 38 年)7 月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除設委員、編纂從事文

獻研究工作外，並分設編纂組、採集組及整理組，以負責本省文獻史料的採集、

整理、典藏、文獻書刊的出版及史志的纂修。1958 年(民國 47 年)配合組織調整，

改隸民政廳；1997 年(民國 86 年)7 月改隸文化處。1999 年(民國 88 年)7 月因應臺

灣省政府業務功能與組織調整，再度隸屬臺灣省政府。2002 年(民國 91 年)1 月 1

日改隸國史館，更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建置的檔案查詢系統包含出版

的期刊、電子書，以及日本時代的文獻檔案，資料豐富。登入使用可申請帳號登

入，亦可以訪客登入查詢。  

8.「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該圖書館是筆者取得日本時代日

本人著作圖書影像的來源，部分圖書已開放全文下載。有部分圖書雖然無法全文

下載，但是可以輸出單頁的 JPEG 圖檔，使用非常方便。更是補充日本時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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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好資源。資料庫使用不需要登入帳號，日本時代的著作大多已掃描成圖檔，

方便閱讀。 

9.「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国立公文書館)(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本圖書館開放使用，可查詢日本時代的公文資料。系統

還有中文介面，降低了使用的文字障礙。內容可交叉連結到許多儲存日本時代公

文的資料庫。 

 以上所羅列的電子資料庫，是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經常使用的電子資源。由

於科技的進步，公部門對於臺灣史籍的重視，這些電子資料庫的建置，史料以電

子資料儲存能避免紙本損害，顛覆了過去筆者只能在圖書館內、在紙本中翻閱的

方式。讓資料數位化，是協助筆者進行研究的一大幫助，雲端資料庫分享資源，

更能提升資源共享的效益。可惜的是並非每個資料庫都能夠自由使用，必須端看

自己所屬學校是否有充足的經費購買。對於非屬大專院校或是於研究機構的人來

說，想取得電子資料庫的資料就不是那麼便利了。 

結語 

綜合以上文獻，筆者發現： 

1.臺灣總督府引進西方教育制度，開啟了臺灣教育史上殖民教育政策的推動。

2.日本時代臺灣語教育史上關於客語這一環，尚欠缺充足的歷史資料。 

3.雖然研究主題為客家語教育，但是必須擴及日本時代臺灣語實施方案及臺灣土

語(日本時代指客語、閩南語)政策。 

4.過去探討日本時代語文教育，多集中在日語教育和臺灣閩南語，對於客語方面

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必定有許多史料尚未被獨立呈現。 

5.大多研究者著重於日本時代整體教育制度級學校的規劃上，較少專門探討客語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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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關臺灣客語教育政策之研究 

 語言的「政治工具」性格使它成為當權者的利器之一。臺灣在社會結構方面，

國民政府時代的語言政策是推行國語、壓抑方言，代表權力擁有者的外省籍人士，

約占全臺人口的 13%，這個比例約相當於客家語人口，這些人居黨政軍要職，擁

有較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但是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來臺之初即以統一文化至

上，推行獨尊國語的教育(黃宣範，2008：75)。「語言政策」是政府或特定團體企

圖影響一國國民日常語言選用偏好的具體方法。近代的學者將這個定義進一步擴

充，將「控管」個人的語言使用也納入語言政策研究的範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語言政策的運用主要有兩種作用：第一、能夠被用來保存語言、文化面的自我認

同；第二、達成特定政治目的的統治工具(姜茉安19，蔡榮峰編譯，2015)。日本時

代以及國民政府來臺後推動的「國語政策」，就是屬於後者。然而解嚴後臺灣的

語言政策從過去獨尊國語、壓制本土語言，而後逐漸轉向語言多元論，語言政策

也轉而關心弱勢語言的保存與發展問題，則屬於上述語言政策的第一項作用。 

回顧臺灣歷史，有極為特殊的時空組成，歷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本時代、

國民政府來臺迄今，客家人一直都在這段歷史中若有似無的存在著。所幸，臺灣

的客家研究乘著臺灣本土研究議題覺醒之風潮，開始重視關於臺灣客家源流的歷

史考證，投入關於客家人來臺之移墾、政治、社會、文化、語言……各方面的研

究。本研究蒐集客家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客家研究先進們在客家研究領域可說是

處於披荊斬棘的處境，他們抱持開疆拓土的精神，從無到有、從蛛絲馬跡到成篇

文稿，因為他們治學嚴謹的態度，努力為客家相關研究蒐集資料，為吾等後輩奠

定厚實的基礎，筆者幸而能在今日進行關於客語政策及學校客語教育方面的研究。 

                         

19
 網站資料:2018 年 5 月 1 日搜尋於「菜市場政治學」，姜茉安(澳洲國立國家大學亞太研究榮譽

學士)，蔡榮峰編譯，〈微觀語言政策─換一種角度看臺灣的母語角力〉，

https://whogovernstw.org/2015/05/08/marie-alicemclean-

dreyfus1/?fbclid=IwAR16NvwObvLGGJS9wC6BJPlV0hy71kn3DRa5jHc8rPQ_TaQNP0Y4vG_hDoA 

https://whogovernstw.org/2015/05/08/marie-alicemclean-dreyfus1/?fbclid=IwAR16NvwObvLGGJS9wC6BJPlV0hy71kn3DRa5jHc8rPQ_TaQNP0Y4vG_hDoA
https://whogovernstw.org/2015/05/08/marie-alicemclean-dreyfus1/?fbclid=IwAR16NvwObvLGGJS9wC6BJPlV0hy71kn3DRa5jHc8rPQ_TaQNP0Y4vG_h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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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客家歷史研究 

1980 年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本書簡述漢語方言的分布與流轉，並介紹臺

灣語言的分布，書中介紹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原住民語20之音韻結構。本書冊

成書較早，雖然只是一本小書，但是內容具參考價值，因此常為引用資料。 

1983 年《苗栗縣志》為苗栗續修之縣志，由黃新亞、鍾建英等編纂，共十二

冊。由於苗栗縣是客家人集中的縣市，因此具有觀察客家人的發展的參考價值。

本論文參考其中之《苗栗縣志》(一)：卷首(含上、中、下)；《苗栗縣志》(二)：

卷一《地理志地理篇》；《苗栗縣志》(三)卷二《人文志人口篇》。 

1998年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21為臺灣客家人的地位提出看法，

本文可於臺灣文獻館電子資料庫取得原文掃描。客家研究近二十年來才逐漸萌芽

發展，因此身為研究先驅，文章開頭陳運棟不免為臺灣客家族群感嘆，客家族群

雖然為臺灣第二大族群，然而在臺灣歷史上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與重視；就以

反映當地歷史的史書來說，臺灣方志中能如實反映客家歷史的少之又少，以目前

客家聚集最多的桃、竹、苗三縣來說，1871年(清同治 10年)刊行的《淡水廳志》

敘及客家人和客家地區篇幅極少，1976年(民國 65年)新竹縣政府刊印的《新竹

縣志》似乎也找不到幾則和客家人相關的紀錄(陳運棟，1998：171)。 

2000 年劉還月《台灣的客家人》是以鄉土踏查為基礎的客家研究，書中附有

許多珍貴的相片。他認為從臺灣初拓開始，客家人便在這塊土地上，和所有的族

群共同面對所有的危險，然而歷來的統治者未曾正視過客家的問題，甚至連歷史

都遺忘了這些散布在南北各地的客家人，二、三百年後，這些人數眾多的民族，

竟然成了一群隱落在社會中，沒有身分的人(劉還月，2000：33)。 

                         

20
 丁邦新在書中稱「臺灣高山族語言」。 

21
 見臺灣文獻館官網，出版品之期刊查詢，2020年 3月 8日，搜尋於：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thjc.php?GROUPN

AME=&UC01F01=&UC01F02=%E9%99%B3%E9%81%8B%E6%A3%9F&UC01F05=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thjc.php?GROUPNAME=&UC01F01=&UC01F02=%E9%99%B3%E9%81%8B%E6%A3%9F&UC01F05=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thjc.php?GROUPNAME=&UC01F01=&UC01F02=%E9%99%B3%E9%81%8B%E6%A3%9F&UC01F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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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羅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本書為《臺灣客家族群史》研究

系列之一。此系列共九大篇目，包括為「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

會」、「語言」、「民俗」、「學藝」、「人物」，於 1996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邀請客

家界專家學者陸續編輯而成。本書從客話的名稱演變、客家人的分布到臺灣客家

人的入墾與分布，探討關於客話的歷史。除「移墾」、「民俗」、「人物」外，2017

年由客委會出版補助，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製作成電子書22，可於線上下載閱

讀。 

2003 年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由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不同

於客家史料經常附屬於史學書中之一則，本書為以歷史論述臺灣客家史為主軸的

研究，也因此成為許多客家研究的引用參考資料，內容包含文獻分析、踏勘、訪

談等。書中談到客家論述在臺灣以語言學的質量為最佳，人類學、社會學量少而

尚待努力(尹章義，2003：31)。對於臺灣客家族群在歷史上似乎缺席的問題，他

也提到在 1871 年(清同治 10)刊行的《淡水廳志》，論述客家人和客家地區的篇

幅極少；日據時代的《臺北廳志》和光復以後的《臺北縣志》完全看不到客家人

活躍在新莊平原上的痕跡；甚至 1976 年新竹縣政府發行的《新竹縣志》似乎也

找不到幾則和客家人相關的紀錄，認為撰寫新竹區志書的人，似乎沒有察覺到客

家人的存在(尹章義，2003：32)。作者以「余欲無言」感嘆客家人在臺灣一直處

於被漠視的位置，更對於紀錄的客家資料直呼彌足珍貴！ 

2007 年由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這本書是馬偕博士

的原著，紀錄有關臺灣島嶼的地理和歷史，其中也記錄臺灣住民的故事，除了原

住民外，也記錄與漢人的交流。雖然書中僅有極少談到客家人的部分，但是也是

本論文考證臺灣客家人歷史發展時珍貴的資料。 

2009 年由林弘宣、許雅琪、陳佩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

                         

22
 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網頁。2020年 7月 14日搜尋於：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book/?id=22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book/?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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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隸屬於英國長老教會的甘為霖牧師所著，他 30 歲來到臺灣，在臺灣宣教

停留了 46年，一直到 1917年在日本總督府時代離開臺灣，可說是見證日本時代

初期的最佳觀察員。 

2010 年林正慧23《19 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研究西人 Hakka 知識觀

的建立指出：Hakka 的生成是西方人對客方言人群的認知，是 19世紀他們來到

中國後，在某段特定時間中，對某一地區人群的了解與說明。1850 年代前後，

在中國華南的外國人，已確立了用 Hakka稱述客方言人群的用法，而客方言人

群本身，似乎也已用「客家」一詞來指稱自己(林正慧，2010：3、19)。 

2010年湯錦台《千年客家》追尋世界各地的客家移民足跡，親自往南洋與美

洲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內容自唐末開始論述客家人向南方移民的歷史，探討明代

以後中西接觸的過程中，海上貿易對於客家地區經濟的衝擊以及對客家民系形成

的影響。第七章東渡臺灣，專論臺灣從明朝以後的客家移民。 

2011 年陳麗華在臺大歷史學報所發表的〈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年

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一文中，詳細的蒐集臺灣客家族群觀念的史證資料，

從清代客家移民歷史探討「客家」一詞在臺灣的生成歷程。他提出客家先民遷徙

臺灣後，在臺灣南北地區各自形成聚落，當時他們所表達認同方式，仍然是以官

方的籍貫；而「客家」一詞在當時仍是明清以降中國大陸廣東地區廣府化群體對

於外來客體群的稱呼，也含有方言群體的意味，而「客家」這一個詞彙進入臺灣

的過程，則與 19世紀以來帶有種族觀念的西方和日本殖民者有關(陳麗華，2011：

6)。 

2012 年由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Ⅱ：1884-1891》，這本書是馬偕來臺期間每

日的札記，內容記錄他在臺灣宣教發展的過程，其所見所聞正可對照當時臺灣的

                         

23
 研究主持人：林正慧。《19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完成於 2010年，為客委會補助研究

論文。網路資料來源，2019年 12 月 29日搜尋於客委會網站，學術研究目錄下之歷年研究計劃

資訊：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050398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05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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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 

2013 年勁草編著《傳教士到臺灣》從 17 世紀傳教士為何到臺灣開始論述到

20世紀。並且分述荷蘭基督教傳教士、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傳教士、長老教會傳

教士等在臺灣的宣教過程與政治監督的多元任務，書中介紹許多代表性的傳教士，

如：馬雅各、甘為霖、馬偕等人，這些紀錄除了認識傳教士在臺足跡外，也為臺

灣發展史作了許多補充。 

2015 年林正慧著《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本書論述清

領、日本時代、戰後時期關於客家的形成。客家一詞並非臺灣客家方言人群的自

稱，清代習慣稱客家人粵人，日本時代則以廣東人稱之，客家族群則自稱客人。

從清至戰後，漢人人群的分類多採方言為邊界，戰後華南形塑已成的客家自稱被

引入臺灣，且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逐漸成為今日有族群色彩的客家。 

2018 年莊英章、黃宣衛主編之《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本書為中央研究院

客家文化研究計畫的階段性成果集。書中收錄 10 篇學者的論文，其內容除了導

論〈遷徙適應與認同建構〉之外還包含三個部分，其中與臺灣客家相關的有第二

部分：〈客家在臺灣的移墾與族群互動〉。     

有關臺灣客語教育政策發展的文獻 

 2001 年客委會成立，臺灣客語政策有了專職的推動單位。 

2003 年客家電視臺成立。 

2010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是年 1 月 27 日公布的《客家基本法》，

2017 年 12 月 29 日再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客家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客

語列入國家語言，規定客家人口達一定比例的鄉鎮市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加

強客語傳承與發揚。為了營造客語使用環境，三讀條文明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

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並由客委會將其列為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語、文化與文化產業傳承發揚。而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

上的區域，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若同時為原住民鄉鎮，則與原住民族語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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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通行語。 

2012 年王保鍵、邱榮舉著《臺灣客家運動─客家基本法》，第一章臺灣族群

運動與族群政治；第二章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政策；第三章解析《客家基本法》

之立法過程；第四章《客家基本法》重點研析；第五章《客家基本法》與客家運

動之省思；第六章客家發展建言。本書是第一本有系統地闡明臺灣客家運動與《客

家基本法》間關係，自 1987 年一群臺灣客家菁英共同創辦《客家風雲雜誌》，開

始推動臺灣客家運動談起。論述如何以社會運動方式，讓「客家」議題公共化，

並迫使政府及各主要政黨重視客家事務，因而有 2001 年客家事務行政機關（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設置、客家電視頻道、大學客家學院，進而於 2010 年制定

《客家基本法》。 

2015 年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召集研究團隊研究出版的《客家族群與國家政

策：清領至民國九〇年代》，本書為國家族群與國家政策研究計畫之一，由張維

安等人共同完成。算是整合團隊書寫、執行計畫後的成果集。藉由臺灣客家族群

與國家政策的重要論述，認識客家族群的特色，了解客家族群的特質。 

2016 年張維安、陶振超著《跨界思維：臺灣與全球客家的政策對話》是「2015

年客家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發表的論文合集。其中關於本論文可參考的

有張屏生〈臺灣「瀕危客語」語言資源保護的學術構思〉(頁 11-26)、雷耀龍〈臺

灣客家族群權力之制度與實踐〉(頁 283-350)。 

2017 年 6月 15 日《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草案通過，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

6月 23 日全國頻道「講客廣播電臺」開播(FM105.9)。 

2018 年 5月 7 日研議長達十幾年時間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通過。12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3條明定保障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

然語言和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以尊重我國語言文化多樣性，保障各族

群母語使用者的教育、傳播與公共服務權利，期許讓每位國人都能以使用自己的

母語為榮。 

2019 年(民國 108 年)1月 9日《國家語言發展法》公布實施之，第 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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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學校

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未來教育單位必須在課程規劃中加入國家語言，

提供學生選修國家語言的機會。 

2019 年林永豐等著《邁向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改革》本書以「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為主軸，收錄了 10篇論文，以探討 108課綱素養導向的論述。

其中包含對素養導向教學的觀念迷思、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素養導向教學探討等。

雖未明列以政策為本書題目，但是書中內容是以 108 課程政策主軸下的教學探

討，也可算是教育政策實施的資料。 

有關鄉土語言教育的文獻 

1996 年徐南號主編的《臺灣教育史》中談到，許多國家的執政者將人民當作

臣民，把教育當作政治工具。臺灣三、四百年來的歷史，不管誰來統治，都喜歡

用殖民地軍政型態，以教育為灌輸政治思想的手段及工具，而導致所有人民都不

能有自己的想法，奴隸性十足，不敢向鄉土文化認同(徐南號，1996：1)。 

2004 年鄧天德〈鄉土語言教學的省思〉隨著臺灣政治環境的改變，鄉土意識

日漸抬頭，恢復鄉土語言的浪潮，以排山倒海的氣勢衝擊政府，各縣市的鄉土語

言教材也相繼出版，推廣鄉土語言使其永續傳承，已成為大家的共識。探討教育

部於 1999 年(民國 88 年)12 月，通過鄉土語言為國小的必修課程，並於 90 學年度

起全面實施。推廣鄉土語言的主要目的在於使鄉土語言能永續傳承，應無庸置疑。

但是推廣鄉土語言希望達成何種目標，尚未被大家所討論。在目標不明確以及語

言界部分強勢人士不顧語言學習大眾化的條件下，堅持以拼音方式學習鄉土語言，

並且各自借用與鄉土語言發音近似的國字將鄉土語言文字化，使得寫出來的文章，

不知所云。鄉土語言的學習應以創造學習環境，讓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

自然學習才是正途。以拼音方式學習鄉土語言，將鄉土語言文字化，以致母文、

國文混淆使用，均徒增學習困擾。鄉土語言教材及教學方法如能配合鄉土教學活

動的實施，並多製作有聲教材，以鄉土語言朗讀國文，讓兒童應用聽覺來學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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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鄉土語言發音，才能獲得一舉數得的功效(鄧天德，2004：2-3)。 

2009 年黃秀政《臺灣全志卷八教育志》〈學校行政教育篇〉提到：在 2000 年

(民國 89 年)教育部宣布在九十年度開始，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都要選修鄉土語

言，鄉土語文納入學校正式課程。廣播電視語言開始解放，乃至於閩南語、客家

語及原住民語電臺及電視臺的開播及鄉土語文能力認證，確立尊重多種語文的基

調。而外語政策也開始鼓勵學生學習英語之外的語言，近年學習東南亞國家等非

歐美強勢國家語言的風氣也逐漸興起，顯示語文教育的開放與活潑化(黃秀政，

2009：2)。 

2011 年林瑞榮等合著《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一書，該書前半段為鄉土教

育理論，後半段為鄉土教育的課程實例。本書回顧鄉土教育的歷史發展，詳述臺

灣自解嚴後的鄉土教育沿革，書中第四章〈鄉土語言的課程理論基礎〉，以課程

研究為出發，探討鄉土語言課程發展及評鑑，可作為研究客語教育的理論建構參

考。 

回顧臺灣自解嚴後的客語教育發展，首度出現是在 1993 年和 1994 年所修訂

的中小學課程標準之中，才正式將鄉土教學活動納入，客語教育則在鄉土教學活

動之下進行。1994 年頒訂「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87 學年度起在國

小教育階段增設「鄉土教學活動」，規定國小三至六年級上、下學期，每週必須

授課一節，其授課內涵包括鄉土語言、鄉土文化及鄉土藝術等，基於明定的教育

政策，客語教育在鄉土語言課程中開始萌芽。在本土化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的思

潮帶動下，鄉土教育的發展與實施逐漸萌芽。 

以下以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搜尋系統，搜尋自 1987 年解嚴以後國內有關鄉

土教育/鄉土語言教育的研究及著作中，與語言教育相關的研究： 

表 2-1 國內有關鄉土教育/鄉土語言教育的研究及著作(1987-2020) 

時間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版社/期刊 備註(頁碼) 

1988 夏黎明 鄉土定義分析 臺東師院學報，1 283-299 

1993 彰化縣
教育局 

彰化縣中小學鄉土教育補充教材   

1994 黃玉冠 鄉土教材發展與實施之分析研究：
以宜蘭縣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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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李鍌 國民中小學臺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
大綱專案研究報告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
員委託專題計畫研
究 

 

1995 歐用生 國民中小學臺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
大綱專案研究報告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
員委託專題計畫研
究 

 

1995 鄧建邦 歷史、身份建構與臺灣民族主義：
以宜蘭縣與高雄縣鄉土教材為主的
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碩士論
文 

 

1995 黃政傑 
李隆盛 

鄉土教育 臺北市：漢文  

1995 夏黎明 鄉土的結構、內容語教育意涵 鄉土教育 
臺北市：漢文 

3-9 

1995 歐用生 鄉土教育理念與設計 鄉土教育 
臺北市：漢文 

10-22 

1995 鍾喜亭 鄉土教材的設計 鄉土教育 
臺北市：漢文 

27-35 

1996 陳根深 鄉土教材研究專輯 臺北市：景興國民
小學 

 

1997 吳密察 歷史教育與鄉土史教育：一個提供
討論的意見 

當代，120 32-37 

1997 張素貞 落實鄉土教育，實現教育本土化的
理想 

北縣教育，17 63-64 

1998 林瑞榮 國民小學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臺北市：師大書苑  

1998 楊智穎 臺南縣新化區國小鄉土教材發展之
研究 

國立臺南範學院國
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 

 

1999 林佩璇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個案研究：臺
北縣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發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2000 張建成 臺灣地區的鄉土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我
們的課題別人的經
驗 
臺北市：師大書苑 

63-102 

2000 曾祥榕 地方層級課程發展之探討：以宜蘭
縣國民中小學鄉土教學活動為例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02 林瑞榮 
黃光雄 

我國鄉土語言課程決定與實施研究
(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成果報告 

編號：NSC91-
2413-H-024-
003 

2002 林瑞榮 
楊智穎 

國小鄉土語言課程發展的現況分析 第六屆課程與教學
論壇 
臺南市：臺南師範
學院 

 

2003 吳秀梅 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客家語教科書分
析研究 : 以各版本第一冊為例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語
文教學組碩士論文 

 

2003 陳淑蕙 屏東縣國小閩南語鄉土語言教材科
書使用現況之調查研究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語
教系組碩士論文 

 

2003 古登美 
陳進利
黃煌雄 

國小鄉土語言教學問題專案調查研
究 

臺北市：監察院  

2003 楊智穎 國民小學鄉土語言課程實施之研
究：以三所國民小學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課程與
教學組博士論文 

 

2003 施任芳 屏東縣國小學童鄉土語言態度調查
研究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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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學組碩士論文 

2003 鄭英耀 高雄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創意教學
徵文比賽優秀作品專輯(九十一學年
度：鄉土語言教學魔法書) 

高雄市 : 高雄市教
育局 

 

2003 徐玉春 
陳筱涵 

花蓮縣銅門國小鄉土語言手冊 花蓮縣秀林鄉：花
蓮縣銅門國民小學 

 

2003 陳昭蓉 澎湖風：閩南語音標拼音教材 : 澎
湖縣國民小學鄉土語言閩南語音標
教材教師手冊 

澎湖縣政府  

2003 林瑞榮 
楊智穎 

國小鄉土語言課程的實施、評鑑與
設計之研究 

本土教育研討會 
臺北市：國立臺北
市立師範學院 

 

2003 林瑞榮 
黃光雄 
楊智穎 

我國鄉土語言課程評鑑與設計之研
究(Ⅰ)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成果報告 

編號：SC92-
2413-H-024-
013 

2003 楊智穎 臺灣地區鄉土語言課程發展的回顧
與分析 

課程與教學研究之
發展與前瞻 
臺北：高等教育 

161-176 

2003 徐富美 閩、客語語言聲調與旋律曲調的諧
和原則 : 鄉土教育中語言與音樂的
連結 

收錄於「中文領域
的課程設計與實
際」研討會論文集 

1-15 

2004 林瑞榮 鄉土語言與教育的發展與爭議：不
及與過 

現代教育論壇 
屏東市：屏東教育
學院 

 

2004 鄧天德 鄉土語言教學的省思 市師社教學報第 3
期 

 

2004 李慧娟 國小教師實施鄉土語言教學之個案
研究：以客家語教學為例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4 沈嫈勔 閩南語自編教材：鄉土語言 高雄市：高雄市立
小港國民中學 

 

2004 賴幸冠 鄉土語言教學滿意度之研究 : 以國
小臺語例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碩士班碩士
論文 

 

2004 陳紹潔 鄉土語言教學現況之研究：以臺北
縣雙和區國民小學閩南語教學為例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社
會科教學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04 國立編
譯館 

國民中小學鄉土語文教科書評鑑總
報告書 

臺北市 : 教育部  

2005 謝宛真 應用兒歌於鄉土語言教學之研究： 
以閩南語為例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05 蕭淑君 鄉土語言教學之 KANO 二維品質研
究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碩士班碩士
論文 

 

2005 郭金川 國民小學推行鄉土語言教學之研
究 : 以臺中市為例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進修暨推廣部教師
在職進修教育研究
所課程與教學碩士
班碩士論文 

 

2005 紀清珍 
范滿妹 

臺北市鄉土語言親子學習手冊(原住
民語篇) 

臺北市 : 臺北市教
育局 

 

2005 林仟詞 鄉土語言課程實施之研究 : 以雲林
縣閩南語為例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
與領導研究所 

 

2005 林宣佑 新加坡母語教育政策對我國鄉土語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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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育政策之啟示 與領導研究所碩士
論文 

2005 何福田
陳清溪 

鄉土語言實施與教學 臺北縣三峽鎮 : 國
立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 

 

2005 林瑞榮 
楊濟銘 

國小鄉土語言的發展、實施、困境
與因應 

社會價值重建的課
程與教學 
高雄市：復文 

197-214 

2006 林瑞榮 臺南市 95 年鄉土語言融入校本課程
設計種子學校推動計畫研究報告 

臺南市：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 

 

2006 朱玉惠 主題式鄉土語言教學歷程之研究：
以國小一年級閩南語課程為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語文教學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06 臺東縣
政府 

咱臺東三字謠音碟 [錄音資料]：臺
東縣河洛鄉土語言教材 

臺東縣政府  

2006 紀清珍, 
范滿妹 

臺北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師資初
階研習成果彙編(九十五年度) (閩南
語) 

臺北市 : 臺北市教
育局 

 

2006 紀清珍, 
范滿妹 

臺北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師資初
階研習成果彙編(九十五年度) (客家
語) 

臺北市 : 臺北市教
育局 

 

2006 吳鴻瀛 臺灣閩南諺語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
之研究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語
文科教學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06 羅怡玲 國小學童鄉土語言課程學習動機之
調查研究：以臺北縣市為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06 洪志彰 國小原住民鄉土語言教學之探究以
卑南族語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
研究所暑期學校行
政碩士班碩士論文 

 

2006 楊濟銘 國小學童語言聚合與分離現象在鄉
土語言課程實施上之啟示：以臺南
市為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
學系課程與教學碩
士班碩士論文 

 

2006 洪千淑 澎湖縣國小鄉土語言閩南語教科書
使用現況之評析研究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
經營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6 蔡志仁 嘉義縣國小鄉土語言教學實施現況
之調查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
學院國民教育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 

 

2006 楊智穎 課程改革的論述與實際：國小鄉土
語言課為例 

建構臺灣主體性的
課程教學：課程與
教材設計 

289-310 

2007 朱紹菱 提升鄉土語言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
研究所學校行政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2007 李采綾 花蓮縣國小六年級學童鄉土語言識
覺之研究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語
文科教學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07 劉淑菁 臺南市國小鄉土語言閩南語教科書
選用規準之研究 

國立臺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2007 張文壽 臺北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課程評鑑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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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之研究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
究所學校行政碩士
班碩士論文 

2007 王立杰 臺南市：鄉土語言融入校本課程種
子學校成果彙編(96 年) 

臺南市：臺南市教
育局 

 

2007 陳薇琳 歌仔戲教學對國小兒童學習鄉土語
言興趣影響之研究 : 以士林國小五
年級學生為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教學碩士學位
班碩士論文 

 

2007 李月貞 歡喜說客話：臺中市鄉土語言(客
語)補充教材 

臺中市：臺中市政
府 

 

2007 黃郁芳 我國鄉土語言教材客家語教科書之
比較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柯佳蓁 高雄市幼稚園鄉土語言教學實施現
況與困境之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08 王立杰 臺南市「鄉土語言融入校本課程種
子學校」成果專輯(97 年) (第二輯) 

臺南市：臺南市南
區龍崗國民小學 

 

2008 黃良賓 龍崗好所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成
果 : 臺南市龍崗國小「鄉土語言融
入海洋教育校本課程」 

臺南市：臺南市南
區龍崗國民小學 

 

2008 鄉土語
言比賽
獲獎教
師 

開啟數位鄉土語言之心窗 : 臺北縣
國民中小學 96 學年度數位媒材融入
鄉土語言比賽成果專輯 

臺北縣政府  

2008 蕭德光 鄉土語言教學之研究 : 以臺東縣安
朔國小自編族語繪本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
研究所教育行政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2008 廖家興 國小學生對鄉土語言課 程學習動
機之調查研究 : 以高雄縣所屬國民
小學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區域
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公共事務管理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2009 周素娥 桃園縣國民中學實施鄉土語言教學
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09 林秀霞 臺北市與高雄縣國小教師鄉土語言
教學態度之比較研究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
學系課程與教學系
碩士論文 

 

2009 陳貴美 花蓮縣嘉里國小鄉土語言教學現況
之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國民
教育研究所語文科
教學碩士班碩士論
文 

 

2009 歸明治 臺東縣阿美族語鄉土語言教學現況
與困境之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
學系教育行政碩士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09 李秀玲 嘉義縣市公立幼稚園教師鄉土語言
教學態度與教師效能感之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2009 張秀玲 馬祖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與家長對
鄉土語言態度之研究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2009 鄭孟嫻 海島型縣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閩南
語教材名詞代名詞類詞彙之比較分
析研究：以澎湖縣、金門縣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語文
教育研究所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 

 

2010 許嘉惠 臺中縣幼稚園教師對鄉土語言教學
態度與師資看法之調查研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10 潘惟瑄 閩南語童謠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上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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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與檢討：以桃園縣大有國小
二年級為例 

文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 

2010 施敏琪 歌曲教學運用在國小低年級鄉土語
言課程之研究：以閩南語教學為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鄉土音樂
組碩士論文 

 

2010 陳貞宇 從符號互動論觀點探討臺語遊戲教
學法對國小鄉土語言教學的影響 

收錄於創造力與教
育創新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彰化市：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215-228 

2010 王士豪 數位文化典藏融入鄉土語言教學初
探：以白河蓮鄉為例 

收錄於知識社群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第
六屆)(第四冊) 
臺北市：中國文化
大學 

67-74 

2011 林瑞榮 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臺北市：五南  

2011 洪輝煌 臺灣鄉土語言政策現況與省思：全
球化與在地化整合的觀點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2011 李雪莉 臺灣客家俗諺語在國小鄉土語言教
學之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2 柯雪紅 鄉土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下的實
踐：以南投縣竹山鎮社寮國小為例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2012 黃文車 念出地方、唱出傳承：屏東縣閩南
語歌謠及其鄉土語文教學應用 

收錄於文學饗宴： 
2011 屏東文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高雄市：春暉出版
社 

340-391 

2013 曾美惠 臺灣鄉土語言教學講義 臺中市：長茂文史
工作室 

 

2014 吳素汝 鄉土語言教學的實施現況與其教學
意義之探討：以嘉義縣 T 國小為例 

收錄於臺灣語言及
其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第十屆) 
臺南市：國立成功
大學臺灣文學系 

1-21 

2014 姚榮松 從鄉土語言的特質論華文文學的正
俗 

收錄於通俗文學與
雅正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第十屆) 
臺中市：國立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系 

321-329 

2015 張以文 鄉土語言教育的觀察與省思：以蘆
洲地區的閩南語教學為例 

收錄於青年學者臺
灣語言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第四屆) 
臺北市：臺灣語文
學會 

1-22 

2016 張娟娟 國小學童學習鄉土語言興趣之行動
研究：以歌仔戲教學為例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
事業管理學系文創
行銷碩士班碩士論
文 

 

從以上的著作整理可以發現，探討鄉土教育的主題包括鄉土發展、鄉土課程

實施、課程改革後的評鑑以及鄉土教育教材設計研究等。教育部對於鄉土課程規

劃的政策，引領著這些出版作品及研究論文如雨後春筍般產出。自從課程標準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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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鄉土教育主題之後，學者們開始以鄉土教育或鄉土語言教育為研究對象的數量

逐漸增加。不過，博士論文只有 1999 年林佩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個案研究：

臺北縣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發展》和 2003 年楊智穎《國民小學鄉土語言課程實施

之研究：以三所國民小學為例》兩本，其研究主軸也並非關於語言教育政策。 

而以客語為研究主題者數量也非常少，只有 4 本：2003 年吳秀梅《國民小

學鄉土語言客家語教科書分析研究：以各版本第一冊為例》碩士論文、2004年李

慧娟《國小教師實施鄉土語言教學之個案研究：以客家語教學為例》碩士論文、

2007 年黃郁芳《我國鄉土語言教材客家語教科書之比較研究》碩士論文、2011

年李雪莉《臺灣客家俗諺語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之研究》碩士論文。上述四本研

究論文，有三本屬於教材分析，一本為教學者個案研究，欠缺關於客語教育政策

的研究。在以「鄉土語」為名的教育階段，客語教育即使在教育部課程標準和課

程綱要的規畫之下，客語教育的相關研究仍然沒有受到重視。 

有關本土語言教育的文獻 

2008 年(民國 97 年)所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鄉土」

一詞改為「本土」。目的是希望以更高的位階語的觀點和更廣泛的範圍，以「本

土」來取代過去所使用的「鄉土」。因此，接下來關於臺灣在地語言的專書與研

究論文的名稱，也隨著教育部課程綱要而改變。從此「鄉土語」一詞變為「本土

語」。2009 年(民國 108 年)11 月 26 日教育部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35787B 號令修

正發布，將 2006(民國 95 年)5 月 26 日教育部台國（二）字第 0950061634 號函訂

定發布的「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指導員設置要點」更名修正為「國民中小學本土

語言指導員設置要點」。跟隨教育部一系列的政策更名法規公布之後，自此「鄉

土語教育」也跟著改名叫做「本土語教育」。 

2009 年吳俊憲著《本土教育課程改革》一書，書中第二篇為理論探究，內容

包含第二章〈本土教育的意涵〉、第三章〈本土教育的背景與發展〉、第四章〈本

土教育課程改革的立論依據〉，也可看出作者亟欲建構本土教育的理論基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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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談到本土教育的意涵可就狹義和廣義來加以闡述。所謂狹義是指以「本土」作

為教育或核心，幫助學習者者認識自己居住或生活的地區，其範圍包括地理、歷

史、文化、社會、族群及生活。而廣義的「本土」指的是本圖獨特的教育模式，

發展本土人們所用有的意識、知識、認同及主體，其目的在於培養學習者解決生

活上的各種問題，激發其對本鄉、本地、本區域、本國的關懷與愛護(吳俊憲，

2009：31-32)。可惜書中並未有專章討論本土語言的問題。畢竟探討本土教育還

包括地理要素、自然景觀、人類物質進化、土地開發的起源與發展、各種鄉土傳

說、社會法制和生活習俗等。如果不將本土語言教育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課

程，本土語言傳承所面臨的危機問題還是跟「鄉土教育」階段相同，語言只是眾

多本土學習項目之一，勢必無法解決本土語言傳承危機的問題。 

以下整理國內有關本土教育/本土語言教育的研究及著作： 

表 2-2 國內有關本土教育/本土語言教育的研究及著作(1987-2020) 

時間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版社/期刊 備註(頁碼) 

1993 吳清山 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取向 教育研究雙月刊，
31 

15-21 

1995 朱臺翔 教育本土化 北縣教育，7 33-35 

1995 耿志華 臺灣教育本土化的回顧與前瞻 北縣教育，7 30-32 

1995 湯志民 學教建築的本土教育環境規劃 初等教育學刊，4 27-61 

1995 湯志民 本土教育的學校環境規劃 教育研究雙月刊，
46 

20-34 

1995 鄧運林 臺北縣教育本土化的現況與展望 北縣教育，7 7-11 

1996 錢清泓 在熟悉與陌生之間的一堂課：國小
本土語言教學課之分析研究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 

 

1996 尹廉榮 本土語言規劃與實施之研究：以臺
北縣為例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 

 

1997 吳明清 發展本土教育特色的概念架構 北縣教育，17 58-62 

2000 倪美貞
等 

展望本土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1-3)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
教育研究所 

 

2002 洪雯柔 全球化與本土化辯證下知識全球本
土化運動及其對本土教育的啟發 

本土教育研討會論
文集(上冊)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舉辦 

221-246 

2002 彭鴻源 國小教師本土化概念及其運作課程
之研究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2 簡成熙 本土教育理論之建構：教育哲學工
作者的反省 

教育科學期刊，2(2) 36-61 

2002 趙天儀 本土語文研習專輯 臺中市：國立臺中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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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教育部 本土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承辦 

 

2005 吳俊憲 鄉土乎？本土乎？全球乎？─理解
臺灣本土教育的意涵 

教育學誌，18 93-122 

2005 吳俊憲 臺灣本土教育課程改革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2006 林靜芬 國小教師本土意識課程實踐之個案
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士論文 

 

2007 吳俊憲 本土教育議題如何融入國中小學課
程：一個初步的構想 

批判與超越─華人
社會的課程改革學
術研討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
備舉辦 

臺北縣 

2008 吳俊憲 本土教育議題融入國民中小學課程
的理念與作法：兼記一段本土教育
課程綱要起草案起草始末 

認識新興重要教育
議題專刊 
臺北市：銘傳大學 

134-252 

2008 黃德銘 異文化與本土教育激盪下長老教中
學的發展(1885-1939) 

南瀛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稿(第 2
屆) 

19-31 

2008 溫明麗 教育哲學： 本土教育哲學的建構 三民出版社  

2008 紀清珍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輔導團本土
語言輔導小組研究專輯(97 年度) 

臺北：臺北市教育
局 

 

2009 洪宏元 本土語言競賽創作輯：臺灣閩南語 臺北：五南  

2009 呂嵩雁, 
郭澤寬 

臺灣本土語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花蓮市：國立東華
大學 

 

2009 吳俊憲 本土教育課程改革 五南書局出版  

2009 田春梅 本土語言之學校行政支援與其教學
效能感之研究 : 以南投縣國民小學
為例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
行政與政策發展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張明輝 臺南市：本土文化及本土語言融入
校本課程扎根深耕普及推廣計畫教
材成果輯(100 年) 

臺南市：臺南市教
育局 

 

2011 梁有章 本土教育資源中心的教育推廣呈
現： 以南投縣六個本土教育資源中
心為例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成人與繼續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12 歐嬌慧 山海國小本土語言教學的批判民族
誌研究：多元文化之認同與差異的
解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
學組博士論文 

 

2012 鄭女玲 空間領導在本土教育課程發展之行
動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12 周曼華 高雄市國小學童本土語言態度調查
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2 黃瓊慧 屏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童本土語言學
習動機與學習態度調查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
文學系臺灣語文教
師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3 國立屏
東教育
大學 幼
兒教育
學系 

本土語保存及教育國際研討會：客
語復振的行動反思與未來挑戰 

本土語保存及教育
國際研討會 (民
102： 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 
屏東市：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幼兒教育
學系主辦 

 

2013 陳怡蓉 客語童謠精選-現代童謠在國小本土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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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之應用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論文 

2013 王海秀 臺南市：本土文化及本土語言融入
校本課程扎根深耕普及推廣計畫教
材成果輯(101 年) 

臺南市 : 臺南市教
育局 

 

2014 許雪芳 本土教材中的閩南文化：國家教育
研究院委託金門縣國小三年級教材
設計之行動研究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
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  

 

2014 教育部 鄒族神話故事系列 1-5 教育部 102 年度推
展本土語言教育計
畫 

 

2014 古昀澤 臺東縣建和國民小學結合社區文化
資源應用於本土教育之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社會
科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 

 

2014 紀宏翰 問題導向學習在國小本土教育應用
之行動研究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
學系數位學習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2014 林延霞 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實施
現況及其問題之研究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
與領導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14 葉貞伶 臺南市幼兒園實施本土語言教學現
況與困境之調查研究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
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15 黃淑貞 本土教育融入校本課程之個案研
究 : 以臺南市日新國小為例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
學系課程與教學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5 施怡如 從殖民教育到本土教育： 臺南地區
西拉雅族四百年的變遷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
所碩士 論文 

 

2015 陳雅鈴 從客語沉浸教學經驗談幼兒園的本
土語復振 

收錄於臺灣語言及
其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第十屆) 
臺南市 : 國立成功
大學臺灣文學系 

 

2015 羅維仁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之批判論述分析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學系博士論文 

 

2015 陳靜美 幼兒園推動本土語言的歷程探究 : 
與閩南語邂逅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
教育學系碩士班碩
士論文 

 

2015 呂菁菁 以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
參考架構 (CEFR)評析臺灣本土語言
備課用書中的教學活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
系博士班課程與教
學組博士論文 

 

2016 蘇淑禎 夏日樂學計畫方案一(本土語文)實施
之研究 : 以臺中市海線一所國民小
學為例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 

 

2016 吳俊憲 
蘇淑禎 

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方案一(本土語文)
活動課程實施之研究 

臺中市 : 靜宜大學  

2017 王崇憲 啟程：高雄市本土語言核心素養導
向教案 

高雄：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2017 陳曉珊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附設幼兒園本土
語言教學現況調查研究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
事業經營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17 周靜婷 國小本土語言教學：花蓮縣卓溪鄉
族語教學支援人員的專業進修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
與文化事務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2018 王慶華 奉茶(苗栗縣國教輔導團 106 年度本
土語言閩南語輔導小組補充教材) 

苗栗縣：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 

 



63 

 

2018 市川春
樹 

日治前期(1895-1919)的臺灣本土語言
教學、教材之硏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博士
論文 

 

2018 楊真宜 台灣國中生對國語、本土語言與英
語的語言能力、使用與態度之探究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8 吳明果 
鄭子星 
陳國偉 

Flash 動畫應用於國小本土語言學習
成效之研究：以五年級學生為例 

收錄於國際資訊管
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摘要集 
新北市：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 

 

2018 高照明 教育部：「本土語言語料庫建置規劃
研究案」結案報告( 106 年) 

臺北市：教育部  

2018 張學謙 教育部：本土語言使用情況調查計
畫(臺灣閩南語)期末報告( 106 年) 

臺北市：教育部  

2019 曾盈碩 國民小學九年一貫本土語言課程對
新北市某國小學童閩南語態度和課
後使用行為影響研究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系亞太研
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9 (無) 本土語言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本
土語文教學多元策略實踐」論文集
( 107 學年度) 

臺南市：中央課程
與教學輔導諮詢教
師團隊語文學習領
域本土語言組 

 

2019 游雯秀 國小家長對本土語教育的態度及執
行力和學童學習成效知覺之研究 : 
以宜蘭縣某國小為例 

醒吾科技大學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所碩
士論文 

 

分析以上資料，本土教育專書大多以本土教育走向來探討，一樣未能將本土

語言做為論述主軸。上表所整理的以本土語或本土教育研究相關之資料，以出版

時間來看，教育部將「鄉土」更名為「本土」之前，即已有許多研究者使用「本

土」一詞。本土語教育的著作、專書、論文數量較「鄉土語」少。以上僅有 2013

年陳怡蓉《客語童謠精選-現代童謠在國小本土語言教學之應用》碩士論文，是

關於客語教材方面的研究。可見學術研究領域對於客語教育的關注，並沒有因為

教育部將客語的位階提高而增加，客語在本土語言推動下，仍然是研究的少數。 

以本土教育相關的有 6 本博士論文，有：2005 年吳俊憲《臺灣本土教育課

程改革之研究》、2012年歐嬌慧《山海國小本土語言教學的批判民族誌研究：多

元文化之認同與差異的解析》和 2015 年羅維仁《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之批判論述

分析》博士論文、2015 年呂菁菁《以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評析臺灣本土語言備課用書中的教學活動》、2018年市川村樹《日治前期

(1895-1919)的臺灣本土語言教學、教材之硏究》、2018年陽真宜《台灣國中生對

國語、本土語言與英語的語言能力、使用與態度之探究》。這些研究包含政策探

討、觀察教學、訪談、多元文化教育、教材分析、本土語教育政策等等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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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專為客語教育政策或是客語教材的研究。  

從以上的整理，我們可以得知以下： 

1.本土教育研究之內容涵蓋了本土意識的議題，本土教育環境的規劃。 

2.由於本土化運動的影響，本土教育偏向於意識探討。 

3.客家語言教育研究需更多的投入。 

有關臺灣客語教育政策的期刊與學報論文 

 1997 年陳美如〈臺灣戰後語言課程與教學演變之研究〉中國國民黨的語言政

策在 1987 年解嚴之前，可分為兩個階段：一、1945 年至 1969 年為去除日本化改

為中國化的「改制穩定期」；二、1970 年至 1986 年為貫徹國語推行凝聚國家意識

的「計畫貫徹時期」(陳美如，1997：198)。這兩個時期都是中國化的單語政策，

前一期是去除日本話，後一期是去除臺灣族群語言，在建立臺灣人對於中國文化

的認同感。國民黨的中國語言民族主義就是強調一個國家(中國)、一個民族(中華

民族)、一種語言(華語北京語)、一種文字(漢字)。透過獨佔的大眾媒體、學校的

教育系統、教育文化出版事業，提出「說國語等於愛國」、「語言不統一，影響民

族團結」等口號(陳美如，1997：200-202)。語言政策成為身份認同的工具，透過

語言教育成功的讓國語推行在學校，成為最主要的教學語言。當時運用思想的控

制，意識的洗腦，讓臺灣的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自然而然的成為不會說「母

語」的「國語人」。 

2010 年梅家玲發表〈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

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探討從「日語臺灣」轉向「國語臺灣」的轉變，提

到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必須先具有語文學習的基礎，才能進一步談到文學閱

讀與創作。當時臺大語文教育的理念是由「語」而「文」，當時正處於戰後初期

文化認同變遷，因此國民政府遷臺之初最為迫切的研究是展開文化重建工作，而

語文教育政策是首要之務。 

2013 年張學謙〈臺灣語言政策變遷分析：語言人權的觀點〉談到從過去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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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的單語同化政策，在本土化及國際化的內外挑戰下，逐漸過渡到容忍多語言

存在的消極的語言多元論，由於語言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糾葛，目前尚未邁向強

勢的語言多元論，更不用說恢復或發展本土語言，並將之定為官方語言的語言本

土化階段。展望未來，臺灣應該邁向以語言人權及語言生態為基礎的多元化語言

政策(張學謙，2013：76)。雖然，客語已經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客家基本法修正案」正式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之一；草案也規定客家人口達二

分之一的地區，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言。但是如何落實語言政策，才是解決現

今客語流失危機的解決方法。 

有關臺灣客語教育政策的碩博士論文 

 在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之後，對於客家相關語言、文化、政策、音樂、

習俗、戲曲、飲食等，開始有許多相關的論文研究。本節欲了解關於臺灣客語教

育政策或是客家語教材教法的研究數量，筆者於 2020 年 7 月 26 日進行論文資料

搜尋，以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查詢相關研究的論文題目，

得到的結果如下：  

 客語教育政策方面的論文，以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查詢相關研究「政策」的論文題目，得到結果為 11,560 筆，再以「客家」或「客

語」相關的論文題目做搜尋，有 49 筆資料；最後再放寬搜尋條件以「教育」一

詞對論文摘要作搜尋，得到 7 筆與客家(客語)教育相關的論文。有：2005 年林素

琴《客語政策執行之研究─以台北縣國民小學客語教學為例》碩士論文、2009 年

張戴金《國民小學客語生活學校教育政策執行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碩士論文、

2010 年黃倖慧《客語能力認證政策對話之研究—利害關係人觀點》、2011 年李雲

月《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政策與國小客語教育中語言位階之研究-以台北二都國小

學生為個案》碩士論文、2011 年陳旻華《台灣客家語與荷蘭 Frisian 語言政策

之比較》碩士論文、2015年徐慧玉《六堆地區語言類客語薪傳師政策之研究》碩

士論文、2017年林作逸《臺灣客語政策之研究：1945-2017》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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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政策」的論文題目，得到結果為 407 筆，但是只有一篇與「客語」相

關：2009 年張戴金《國民小學客語生活學校教育政策執行之研究─以高雄市為

例》碩士論文。這也凸顯在客家領域方面，較少研究者以客語教育政策為主題從

事研究，較偏向於客家政策領域。 

 以下分述與本論文研究主題相關的論文概要： 

 2017 年林作逸著《臺灣客語政策之研究：1945-2017》臺灣大學碩士論文，探

討戰後至戒嚴前臺灣語言政策之變遷對客語的影響、解嚴後在語言政策的推動規

劃下，客語政策的實際作為與成效。他發現：母語教育政策下，客語教育的制度

推動與實踐內容、當前臺灣客語政策的反思與對未來客語政策規劃的建議。本研

究的發現有：臺灣客家母語運動開啟臺灣客語政策的必然、《客家基本法》實質

影響「客語政策」、《國家語言發展法》提升客語為國家語言地位、客語政策執行

應結合學校母語教學等；本研究基於研究發現亦提出研究建議如下：臺灣客語政

策應有適時評估機制、客語政策應擴大其他族群參與層面、客語媒體近用權24、

以深度訪談進行客語政策研究。 

 2017 年廖貴秋著《古國順客語推廣與國家客語政策之關聯性研究》臺灣師範

大學碩士論文，以古國順先生客語推廣與國家客語政策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

為研究方法，旨在瞭解古國順客語推廣的經驗，歷經客語推展與國家客語政策重

要階段的歷程，藉由古國順先生推廣客語的豐富經驗，研究分析結果提供給客語

推廣者作為學習的標竿，及未來國家訂定客語政策時的參考建議。  

有關客語教育研究 

2003 年林玉体著《臺灣教育史》從語言文字的演變角度談論關於「文化」研

究時，談論到臺灣早期多元語言存在的情況時，也出現關於「客家」語言的論述： 

                         

24
 中華民國 83年 9月 23日之釋字第 364號，司法院大法官關於「憲法第 11條表現自由之意

涵」：人民被保障有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2020年 8月 10日搜尋於：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364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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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粗分為九族，各族語言殊異；客家人移居臺灣後，客家語言系統也

獨自存在；而臺灣絕大多數居民的「母語」，就是從中國閩南或河洛輾轉遷

徙而來的中原之「原音」。......西班牙語文，以及荷蘭人之語文相繼出現

在臺灣北部及南部，不過影響層面不大(見註腳25)；日本人之日本語文，在

進行「國語運動」及「皇民化主義」之後，以日文寫作、取日本名字；俟

中國國民黨跨海取代日本總督府政權後，又大力清洗日本教育及文化，厲

行「國語」運動，以漢文及北京語作官方語文，並用政治手段來處分使用

「方言」及「日語」的學生(林玉体，2003：3)。 

林玉体提出關於臺灣文教的展望，他以羅馬人以希臘的文法和修辭來整理研

究拉丁文(母語)為例，以不久後拉丁語文和希臘語文並駕齊驅來表達自己對於臺

灣母語發展的期許。他在書中又舉了幾個例子，如：文藝復興後，文學巨匠用原

本受到冷落的「方言」寫出流芳百世的著作，像但丁的《神曲》是用義大利文寫

的，馬丁路德用德文翻譯聖經，莎士比亞用英文寫戲劇，還有用西班牙文寫的《唐

吉軻德》。當時的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與拉丁文相比就好像臺灣

語言比北京語一般。只要用現代語言學、語意學、語用學等進步的學術，對臺灣

的母語加以整理與研究，相信有可能臺灣語言不輸給北京語。其中臺灣文可以沿

用漢文，如同日本文字使用漢文一般，但發音不同、學術界應該承擔此責任，打

開書寫風氣，以臺灣母語作為教學媒介，並實施多元語言政策，以臺文來寫作(林

玉体，2003：8)。 

2009 年陳美如著《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作者認為在學習活動

中學生使用語言與教師互動。因此語言的學習與使用成為教育重要的課題，現在

是「多種語言」(multilanguage)的時代，學校應該鼓勵學生語言的學習，母語、外

                         

25
 根據史料，荷蘭人於 1624 年入主臺灣南部，隔 2 年後，1626 年，西班牙人也占領臺灣北部，

本段文字先寫西班牙，再寫荷蘭，讓讀者會誤以為荷蘭人登陸臺灣在後，因此用本註腳說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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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都是應學習的語言。因此教育應不只是單一語言的教育，而是雙語或多語的

教育(陳美如，2009：16)。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觀點來看，教育並不只是提供每位

學生完全相同的教育，而是要提供適合學生背景及經驗的教育，因此在語言教育

方面，更應肯定學生的母語的重要性，及其在所屬社群中使用母語的是當性，而

學校更應提供學生自然地訴說母語，以及以母語進行教學的機會(陳美如，2009：

36)。 

2009 年黃秀政《臺灣全志卷八教育志》〈學校行政教育篇〉：國民政府自 1945

年 (民國 34年)至今日 2017年 (民國 106 年)在臺灣已有 70餘年的歷史，本文

重點在探討這段期間客語的推動。因此，如何將此段期間做適合的區隔。本文嘗

試以較具代表的教育政策作為分水嶺。戰後臺灣的課程演變與教科書的編審採用，

在 1987 年（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受到政治力量、社會開放等因素的促成，日

益到重視。1988年(民國 77年)還我母語運動之後，臺灣對於客語的關注開始提

升。首先是鄉土教育的展開，其後母語教育日益受到重視並蓬勃發展。配合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新課程，「鄉土語言」列為學生必選科目的趨勢，「母語教學」列

為小學必選科目(黃秀政26，2009：9) 

2014 年吳清基《教育政策創新與行政發展》談到，教育的本質是一種成人之

美的工作，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教育在教人成為人，不只是教人增長知識而已；

教育在追求全人格發展，而非只在追求文憑證書；教師、家長和行政人員，都要

為孩子成長而共同付出；教育發展適應社會變遷，教育發展亦可以引導社會變遷；

教育面對社會變遷的衝擊與考驗，教育政策當然要有所創新及調適；教育為了追

求優質、卓越、精緻、創新、公義、永續，教育的發展不僅求有、更在求好；不

僅求量的擴充，也在求質的提升(吳清基，2014：1-17)。 

  臺灣有關語文教育政策發展的專書研究較少，語文教育多為一般教育書籍

                         

26
 見黃秀政(2009)：總論。載於李奉儒著，《臺灣全志》卷八教育志「學校教育篇」(1-22

頁)。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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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部分。而專為客語書寫的語文教育，更是稀少。然而，在一般臺灣教育研

究中可以看到國家教育政策對於語文教育的實施情況。臺灣教育體制中語文教育

領域對於本土語言教育的認同與開創，並非一簇及成。一開始，先逐步接受以臺

灣為本位的教育史觀之後，才逐漸的關注到客家語的教育。 

1993 年教育部公布在國小增設鄉土教學活動，1994 年通過「國小鄉土教育

活動課程標準草案」，1996 年(85 學年度)正式將母語教育納入正規上課時間，客

語教育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增加。本論文所指的「客語教育」是以狹義的「學校教

育」為範圍，依據教育部所訂定的客家語課程綱要，是屬於有形的、正式的、有

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方式，具有特定的學習目標及能力指標。客語教育是在學校

裡透過一定的教材、方式、時間來教育學生，學習客語的學生依照學校的規定和

程序來學習。而客語師資方面，則必須依照教育部的規定，擔任客語教學的教師

必須接受專業養成教育，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能與素養。客語教育中教師是教學者，

學生是學習者；教師需要有專業的教學技能、良好的教材教法，才能達到教學的

目標。又語言為文化的載體，沒有語言的傳承，文化也將消失。因此，本論文之

研究致力於「客語」的教育(其後簡稱為客語教育)，包括客語教學及客語教材的

相關研究，為本論文的研究對象；而有關社會、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藝術

等其他客家發展面向，則因筆者能力限制，而暫無法列入探討。 

關於客語教育的研究，在 1987 年解嚴、1993 年教育部宣布將母語教育列入

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範疇後陸續有學者開始投入。雖然客語教育相關的著作數量，

比起國語文教育、英語教育所出版的專書，數量差距還是很大。但是，這些著作

在客語教育的草創階段助益良多。尤其教學資源缺乏時期，這些專家的研究，讓

想要投入客語教育的教師們，有了可以參考的內容，能夠了解客語教育的內涵，

也能增進自己的教學知識，進一步提升客語教學的效能。 

以下文獻的分類參考江俊龍〈臺灣地區客家方言研究論著選介─1989〜

1994〉，將論著依照研究課題的性質區分成六大類(江俊龍，1995：145-148)。並依

本論文的研究需求調整為：1.通論性研究；2.語音；3.詞彙、語法、語源；4.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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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教材教法；6.字典、辭典；7.民謠、諺語、故事集、文學作品；8.政策法

規；9.客語教育等九個類別。 

(一)通論性研究 

 1969 年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以中古音為基準，比較中古音系與共時音系

為發展主軸，為近年來臺灣第一本有關客家人源流、歷史的專書，黃基正的看法

及音標，後為許多學者參考引用(鍾榮富，2017：39)。1978 年陳運棟著《客家人》

(太原出版社)；1989 年陳運棟出版《臺灣的客家人》(太原出版社)書中完整地提

出客家人的開拓歷史，更糾正許多人對客家人的錯誤觀念。1982 年鄧迅之《客家

源流研究》(天民出版社)。1984 年羅劌雲著《客家話》(聯合出版社)。1987 年羅

肇錦發表〈臺灣客語次方言間的語音現象〉，收錄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報》(16：289-326)。1990 年羅肇錦著《臺灣的客家話》(臺原出版社)、1991 年出

版《閩客方言與古籍訓釋》(學生書局)。1991 年董忠司〈臺灣地區客家語簡述〉，

收錄於詹伯慧《現代漢語方言》中(237-247)；1994 年董忠司發表〈東勢客家語音

系及其音標方案〉，收錄於《臺灣客家語會論文集》(曹逢甫與蔡美慧編，文鶴出

版有限公司：113-126)。1993 年楊國鑫著《臺灣的客家人》(唐山出版社)。1996 年

張光宇著《閩客方言史稿》(南天出版社)。 

1995 年羅肇錦〈客家語的規劃與實施〉一文中，關於客語教學的課程與目標，

他特別提出客語教學的課程，在現階段學生說的能力影響情況下，應著重在說話

教學，其次才進入讀書教學，在進入讀書教學的同時，也要進入音標的學習。客

語教學的首要目標就是先教好說客家話，讓學習客語的學生以說客語為榮。客語

教學時，初級階段以說話為主；中級階段以音標和讀書為主，進入客語與文字結

合的階段。當時，鄉土語言教育的推行已是教育現場的突破，因此尚未實驗出最

具體的教法，但他也提出教法與其他科目配合的想法。有：1.客語教學應利用其

他(如：國語、社會……)教學時間隨機配合運用；2.實施客語教學，應採取活潑生

動的演說、參觀、欣賞、表演，讓學生不知不覺熟練母語；3.可利用音樂課，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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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歌謠、童謠教唱；4.使用語客語教學相關的媒體；5.利用鄉土資源讓學生手作，

學習相關的意涵(羅肇錦，1995：105-106)。 

1996 年董忠司主編《臺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內容包含 15個章節，

第一章謝逸才〈客家民系之形成〉；第二章張光宇〈論客家話的形成〉；第三章臺

灣語文學會〈臺灣客家語音標系統〉；第四章范文芳〈臺灣客家語的音標〉；第五

章呂嵩雁〈臺灣客家次方言語音系統大綱〉；第六章羅肇錦〈臺灣客家話與漢字

運用〉；第七章徐運德〈臺灣客家語的讀書音與白話音〉；第八章黃煥階〈臺灣客

家語詩文朗誦文選〉；第九章羅肇錦〈四縣客家語附著成分結構〉；第十章羅肇錦

〈四縣客家語虛詞的功能結構〉；第十一章教育部〈臺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

(客家語部分)〉；第十二章范文芳〈臺灣客家語教材研究(研討綱要)〉；第十三章

范文芳〈客語教學的現狀與展望〉；第十四章范文芳〈「從動物命名看客家人對自

然的觀念」等講綱〉；第十五章董忠司〈東勢客家語音系述略及其音標方案〉；附

錄一董忠司〈臺灣地區客家語簡述〉；附錄二董忠司〈東勢客家語音系略述及其

音標〉；附錄三董忠司〈師範院校鄉土語言教師研討營手冊〉。 

 關於客語教育通論性研究，在 1995 年由客家雜誌社所承辦，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出版的《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論文共有 477 頁，有語言方面的研

究 4 篇(1-72)、藝文方面的研究 7 篇(73-160)、教育方面的研究 3 篇(161-192)、宗

教方面的研究 3 篇(193-242)、社會方面的研究 3 篇(243-332)、經濟方面的研究 4

篇(330-380)、政治方面的研究 4 篇(381-436)、歷史方面的研究 1 篇(437-477)。本

次研討會論文囊括範圍廣，客語教育的探討，也成為研討會的重要課題。 

羅肇錦長年致力於客家發展，其研究著作有：1994 年羅肇錦著《論客家話的

滄桑與客家特性》(客家文化論叢)；1994 年〈臺灣客家話的現況與走向〉，收錄於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19)；1995 年〈客

家語教學的規劃與實施〉，收錄在黃政傑、李隆盛編之《鄉土教育》；1997 年〈臺

灣客家話的失落、轉型與重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 月 4 日-7 日

所舉辦的《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1998 年《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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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建〉。 

1999 年羅烈師在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刊物《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發表〈臺灣地

區客家博碩士論文述評（1966～1998）〉一文，採取比較寬鬆的選材標準界定所謂

「『客家』博碩士論文」，從而挑出 119 篇論文，並且分成族群、文化歷史地理、

社區、語言、文學等五類予以述評。2000 年羅肇錦編《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2000 年徐富美〈四縣客語比海陸客語好聽？──語言社

會學的研究〉，刊載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3 年徐富美發表〈桃竹苗地區客

語次方言語言態度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討論臺灣桃竹苗地區四縣客語和海

陸客語語言態度差異(臺灣語文研究第 1 卷第 1 期：91-108)。2005 年古國順編《臺

灣客語概論》(五南書局出版)。  

2003 年客家委員會著《客語教學導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本書介紹客語

通用拼音，增強客語教師客語教學能力。 

2003 年徐兆泉著《客語教學導引》，本書可說是最早的一本客語教材教法的

著作，內容除了客語聲調拚音的練習、客家語諺語及唸謠之外，還包含了教學流

程範例、教學活動設計等，在當時是一本非常專業的教學指導用書。 

2003 年教育部出版的《本土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其中有羅肇錦的〈臺灣客

語教學的先驗條件〉(177-178)、何石松的〈從客語教學看本土的內涵〉(179-200)。

2007 年由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所主辦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其中蘇宜青的〈習得客語兒童之子音發展分

析〉(58-83)、呂嵩雁的〈臺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研究－以後山客語為例〉(125-158)

兩篇有關於客語教育的研究論文。鐘屏蘭的〈修辭技巧融入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

探析〉(85-110)，作者認為客家童詩是非常適合教學的鄉土語文教材，一方面可以

藉由欣賞客家童詩，了解客家民俗風情，另一方面可以活用客家話、活化客家文

字，訓練學童客家話思維的能力。以文獻分析法將童詩中情意動人的感受化抽象

而為具體、由物質而精神，分析比喻法、擬人法的妙用，以及對稱及排比的形式。

羅綸新〈客家文化與網路資源調查〉(111-130)探討客家話大量流失，及面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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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滅絕的困境，網路多媒體是二十世紀以後非常重要的載體，該文探討網際網

路對客家文化與語言可能發揮的功能。江敏華、黃彥菁、宋柏賢三人合著〈客語

文獻分析與數位典藏─以客英、客法大辭典為例〉，該文以《客英大辭典》與《客

法大辭典》兩部早期客語文獻為例，說明客語文獻分析與典藏化的過程，並談到

客語數位典藏化計畫仍需持續修改以提供更完整的客語數位文獻資料。 

2016 年張維安著《思索臺灣客家研究》(遠流出版) 本書包括三部分，一、客

家觀點與多元社會：分析客家運動對於臺灣多元文化社會發展的貢獻，以及從客

家史觀的角度來理解客家族群對臺灣社會構成的貢獻；二、族群記憶與客家認同：

討論客家從「族類」到「族群」的過程，特別是在客家文化認同的架構下，族群

記憶的轉變及臺灣當地客家族群意識的形成；三、認知旨趣、研究取徑與研究議

題：主要是討論客家學的特徵及其可能性，特別是關於發展置身事內的方法論之

重要性，分析臺灣民間客家研究者的研究取徑，強調客家作為多元文化的構成、

族群凝聚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本書強調通過客家來認識臺灣，通過臺灣來認識

客家，主張研究其他族群，也是一種認識臺灣社會的途徑。 

2016 年張光宇著《閩客方言史稿》是 1996年出版後的增訂版，內容包括閩

南語和客家語的研究資料。綜論客家語的形成、客家語的音系、客家語的語音現

象，也探討家與語音相關的問題。 

2019 年呂菁菁等著《我應該怎麼做？初任閩客語教學者最想知道的一些事》

本書作者有呂菁菁等 14 位，是一本專為教學者所編寫的書籍。每個篇章並未註

明由何位作者書寫，其內容包含：介紹國小校園中本土語言的教學要點、本土語

言教師所面對的校園教學環境、如何成為一位國小本土語言教師、課堂班級經營、

網路教學資源、資訊融入等內容。本書可算是專為想成為國小閩客語教師的教材

教法入門，其中附帶也說明在九年一貫體系中想成為國小閩客語教師的甄選歷程

以及如何養成自己的教學專業素養，是一本容易上手閱讀的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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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音 

1957 年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22)。1971

年楊時逢發表〈美濃地區的客家話〉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42, vo1.3：

405-456)。呂嵩雁 1994 年發表〈臺灣客家次方言語音探究〉刊載於《客家文化研

討會論文集》(40-57)。1994 年蕭宇超和徐桂平發表〈從句法觀點看苗栗四縣客家

話的陰平調〉刊載於清華大學《第三屆國際聲韻學會暨十二屆全國聲韻學會會前

論文集》(468-497)。1994 年羅肇錦〈客語異讀音的來源〉刊載於《臺北師院學報》

(7:305-325)。 

1995 年曹逢甫與蔡美慧共同編著，由文鶴出版的《臺灣客家語會論文集》，

收錄呂嵩雁〈桃園永定客家話語音的特點〉(55-78)及張月琴〈從聲學角度來描述

臺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95-112)。 

張屏生也致力客語研究，1997 年發表〈客家話讀音同音字彙音系—並論客家

話記音的若干問題〉，刊載於《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師院)；1998

年第七屆國際暨十六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

調變化〉(彰化師範大學)；2004 年於《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發表〈臺

灣四海話音韻和詞彙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997 年古國順著《臺灣客家話記音訓練教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1997 年李盛發著《客家話讀音同音詞彙》(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2 年古國

順、何石松、劉醇鑫合著《客語發音學》，是客語語音學專書，書後還附有綜合

練習的短文，可供客語教師參考或做為上課時的教材。2006 年 10 月羅肇錦在高

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發表〈客家話[f]聲母的探索.宣讀於臺灣語言

學研究的未來〉。 

2007 年鍾榮富《臺灣客家語音導論27》作者為語言學博士，學成歸國後本投

                         

27
 2007年 1月初版，2017 年二版，本文參考為 2017 年版，但文獻時間排序依初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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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英語領域，本身為客家人，適逢臺灣對於客語研究的關注，進而投入客語領域。

陳運棟稱之是臺灣第一位應用現代音韻理論來分析客家語的學人(陳運棟，1988：

184)。《臺灣客家語音導論》是第一本以專業的語音學來解析臺灣四縣腔。在前

三章內容中也探討了臺灣地區客家話的分布研究，其中論及客家區語依其族群集

散地點，他提出可為以桃、竹、苗三縣為主的北部客家；臺中縣、南投縣、彰化

縣、雲林縣為主的中部客家；高屏兩縣俗稱六堆客家的南部客家；以及東部宜蘭、

花東地區也有一些客家人散居於此(鍾榮富，2017：15)。他在 2014年發表的〈臺

灣客家話在地化現象之考察〉論文中提到：客家人在臺灣三、四百年的歷史與閩

南人完全一致，所欠缺的是大環境的語言環境，及學術上應有的重視；又因為客

家話在臺灣始終是個弱勢語言，受到閩南語和國語的影響、融合與互動，使臺灣

的客家話源自臺灣歷史文化而衍生出許多共通的語彙與語音，形成臺灣客家語的

特色(鍾榮富，2014：35)。這已點出臺灣客家語的特殊性，因此臺灣客語學術研

究更有其發展的必要。《臺灣客家語音導論》為一部非常完整的客家話研究著作，

全書共有十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臺灣地區客家語的分佈、第三章文獻回顧、

第四章客家話的語音、第五章各次方言的語音差異、第六章客家話的音韻現象、

第七章客家話的構詞、第八章客家話的疑問句、第九章 客家話的否定句、第十

章客家諺語。 

鍾榮富關於語音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為求資料呈現完整在此以他個人的著

作，一併條列整理之：1990 年〈客家話韻母的結構〉，發表於《漢學研究》第 8

卷第 2 期(55-77)；1990 年〈論客家話介音的歸屬〉刊載於《臺灣風物》(40.4：189-

198)；1990 年〈客家話韻母的結構〉，刊載於《漢學研究》(8.2：47-77)；1991 年

發表〈論客家話的〔v〕聲母〉刊載於聲韻論叢第三輯(435-455)；1991 年國科會專

案研究報告《當代音韻理論與漢語音韻學》；1994 年〈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

收錄於謝劍與鄭赤琰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571-592)；1995 年〈客家話

的構詞和音韻的關係〉收錄於曹逢甫與蔡美慧編《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文

集》(文鶴出版：155-176)；1995 年〈美濃地區各客家次方言的音韻現象〉收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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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逢甫與蔡美慧編《臺灣客家語會論文集》(文鶴出版：79-94)；1997 年《美濃鎮

志語言篇》(美濃鎮公所出版：1317-1477)；1997 年〈美濃客家語言〉，收於《高雄

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政府出版：293-444)；1998 年〈六堆客家各次方言的

音韻現象〉刊載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3-234)；2000 年《閩

客注音符號客語部份研究報告》(中央研究院)；2004 年《臺灣客家語音導論》(五

南出版社)；2006 年《當代語言學概論》(五南出版社)。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

方向〉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及語言學研究》(7.2.：523-544)；2014

年在《臺灣語文研究》第 9 卷第 1 期，發表〈臺灣客家話在地化之考察〉檢視臺

灣客家話共同在地化的現象。 

2003 年教育部編著出版《臺灣客語通用拼音使用手冊》。 

(三)詞彙、語法、語源 

1985 年羅肇錦著《客語語法》(學生書局)；1990 年著《臺灣的客家話》(臺原

出版社)；1994 年發表〈四縣話附著成份結構功能分析〉收錄於謝劍與鄭赤琰編

之《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593-618)。1998 年涂春景印製出版《苗栗卓蘭客

家方言詞彙對照》及《臺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2001 年戴浩一《臺灣

四縣客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NSC 90-

2411-H-194-024)；2006 年戴浩一發表〈分類詞「尾」在臺灣閩南語與客語中的範

疇結構之比較〉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門內日與月—鄭錦全七十壽誕

論文集》(55-69)。 

2005 年徐兆泉著《大家來學客家話》，是一本客語日常生活對話的小手冊，

本書還附有 CD，可以搭配學習。2007 年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客語

辭庫─客語音標版》，收集詞彙並注有音標，能方便查詢詞彙的讀音。2014 年賴

文英《臺灣客語文白異讀探究》，探討客語一字多音的現象，為漢語方言與非漢

語方言有關文白異讀的比較研究鋪路。 

2013 年龔萬灶、楊政男、徐清明編撰《客語辭典》(作者出版，客委會贊助)。

https://www.hakka.gov.tw/File/GetContentFile?filename=..%2FFile%2FGet%3Ffilename%3D%5CAttach%5C1990%5C1%5C511416393671.pdf&nodeid=624&pageid=36406&fileid=67999&displayName=%E8%87%BA%E7%81%A3%E5%AE%A2%E8%AA%9E%E6%96%87%E7%99%BD%EF%A5%A2%EF%A5%9A%E6%8E%A2%E7%A9%B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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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張屏生《日治時期臺灣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以標準廣東語典為

例》(客委會學術研究獎助論文)；2014 年張屏生《客語辭書研究-范德斯达特‧《客

家詞典》的音系及其編纂的相關問題》(客委會學術研究獎助論文)。 

(四)語言問題 

1994 年《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客家雜誌社)收錄了羅肇錦〈臺灣客家話

的現況與走向〉(1-19)、范文芳〈客語教學的現狀與展望〉(58-72)。曹逢甫(1997：

20)著《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以言簡意賅方式說明臺灣的社會語言狀

況及戰後語言政策，他的研究中發現年齡和教育程度都是影響語言能力和語言使

用的重大因素，其中客家人的受試者中，年齡越輕母語能力越差，但受試者教育

程度越高，同時也擁有相當好的母語能力。政府藉由學校教育及傳播媒體強勢推

行國語，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卻也同時造成母語嚴重的流失，尤其對於散

居的客家族群來說，影響更是巨大，所付出的社會代價非常大。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和有志之士都不斷地提出相關政策以解救這個母語流失的危

機，希望我們的母語可以永遠延續下去(曹逢甫，1987：40-41)。此書中探討了客

語教育的困難，並直指出： 

「母語教育只是整個鄉土教育的一環，在小學中、高年級每個星期還分配不

到一個小時，這樣少量的母語教育對挽救快速衰亡的原住民語和客家語到底

能產生多少作用，不得不令人懷疑。」(曹逢甫，1997：61) 

早在 20 年前，曹逢甫教授便提出這樣的呼籲，今日客語教育在國小校園實

施，仍然沒有達到客語普及的成效，客語加速衰亡的危機並未解除。不禁令人感

嘆，學者早已洞悉客語教育執行的困難之處，教育當局若能及早注重這個問題，

今日客語的傳承危機，或許不至於逐日加劇。 

古國順等(2005)合著的《臺灣客語概論》，是一本客語教學叢書，由多位客家

研究的前輩分章節研究的結晶，可供作客語教師進修學習或是大專客語課程的教

科書。本書包含十一個章節，分別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客家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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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臺灣客家的入墾與分布〉；第四章〈臺灣客語的音韻系統〉；第五章〈臺

灣客語與國語的音系對應〉；第六章〈臺灣客語的次方言〉；第七章〈臺灣客語音

系與中古音系的對應〉；第八章〈臺灣客語的詞彙和語法〉；第九章〈臺灣客語的

特性〉；第十章〈臺灣客語教學的檢視〉；第十一章〈臺灣客語同音字表〉。本書

第一章到第九章，可稱是客語教師的教學參考書籍。其中，由彭欽清所撰寫的第

十章探討了臺灣自 1996 年實施鄉土語言教學及 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客

語教育後，按理應該對於客語保存當有所助益，事實上卻沒有(古國順等，2005：

385)。這一章節又再一次提出客語傳承的危機，令人擔憂的是：即使有許多熱心

的教師投入客語教學，但是對於客語普及率的提升，仍然無法彰顯成效。這兩本

著作，一本是在鄉土教育實施的，一本是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期，前後雖然差

距快十年，但是客語流失的問題日益嚴重，令學者們憂心，也一再的為客語的流

失發出警訊。 

結語 

綜合以上筆者發現： 

1.法規的改變影響執行的政策。舉例來說：在客語的課程與教科書方面，也產生

許多變化。客家語也是語文教育中的一環，由語文教育的觀點而言，近年來語文

教育的進展最能展現教育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 

2.獨尊「國語」（北京語）政策開始受到挑戰，客家語爭取了一席之地。 

3.108課綱全面實施後，客語在國中、高中教育上的成效，還是需要長時間評估

與觀察。 

4.對全面實施母語教語的憂心尚未解除。許多人擔心在正式教育課程中將客語列

為必修，可能會受限於母語書寫困難，或是在國中、高中教育中加入母語教學，

會增加學生的壓力。 

5.善用對比語言教學法，是為多元語言教學開啟成功的鎖鑰。筆者認為，只要在

進行母語教學時，通盤檢討學校中，國語標音符號、英文發音系統，以及客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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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統，三者如何相互結合，運用對比語言的方式，可以研發新的客語教材教法，

這樣便能減輕學生學習的壓力。整理資料發現，不論是鄉土教育或是本土教育的

相關著作或是論文，可說是在同一時期發展。 

6.客語的是語文領域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專門探討客語教材研究的內容，可說是

少之又少。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一起加入，共同為客語教育創造更多裨益客語教學

效能的教材。 

第三節 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研究 

有關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研究 

1998 年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一文中，介紹日本時代客家語的

學習教材。1915 年(日大正 4 年)桃園中壢地區警察支廳長志波吉太郎編寫了第一

本客家語學習專書：《廣東語會話篇》，這是為警察等殖民地管理者學習地方語言

而寫的專書。本書為日本人在臺灣地區的漢語方言研究樹立了假名(kana)拼音方

式及聲調標記法。此書引言中稱為四縣腔客家話，但是實際上是海陸腔，調號錯

誤較多(陳運棟，1998：179)。1919 年(大正 8 年)劉克明《廣東語集成》以桃園、

新竹、苗栗、高屏地區的四縣腔為主，採假名拼音；全書分為語音描述、文法分

析，以及 22 課對話練習，對變調有詳細的描述(陳運棟，1998：179)。  

2006 年羅濟立〈統治初期日本人之臺灣客語學習—「臺灣土語叢誌」的成立

及其音韻表記、語彙〉。《臺灣土語叢誌》之〈廣東語〉是目前所見日本時代日本

人學習客家話最早的資料。羅濟立以〈廣東語〉之「第一節單語」為主要研究對

象，在重新檢討統治初期日人學習客家話的目的與背景後，考察該資料之成立以

及音韻表記、語彙，試圖了解當時日人對「臺灣土語」之一的客家話之掌握情形。  

2011 年彭馨平《日治時期臺灣的客語教材研究—以《廣東語集成》為例》

碩士論文，《廣東語集成》是日本時代由臺灣人所編寫的第一本客家話教材。在

論文中整理集成中的語彙，進而分析關於語音和詞彙的特徵。研究者還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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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詞彙資料，跟現在的臺灣客家語做對照比較，觀察其是否具有共時性和

歷時性。研究透過分析語彙來了解日本時代如何利用日本語的假名符號拼寫客

語。對照比較今日客語，也可以找出不同時空環境下客語的變遷與異同。 

 筆者整理了有關日本時代的客語學習資料，目前有以下 9 本：1900 年(日明

治 33 年)，由野田岳陽所編寫。野田的〈廣東語〉連載於《臺灣土語叢誌》第六、

七、八號(1900 年 12 月-1901 年 8 月)，本書是編輯自土地調查局出版的《土地調

查用土語集》。《臺灣語通譯教程》1901 年(日明治 34 年)3 月 30 日出版，是針對

臺灣土語所編寫的學習手冊，本書內容總共有 305 頁。由緒言可知，本書是由憲

兵少尉林康義整理陸軍憲兵一等軍曹池原文明的資料，以及半田敏男所整理之臺

灣憲兵隊本部藏版之臺灣土語入門的資料，將之重編而成，並由憲兵司令部出版。

《廣東語會話篇》，1915 年(日大正 4 年)8 月 10 日出版，作者是桃園廳擔任警部

中壢支廳長志波吉太郎，由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廣東語集成》1917

年(日大正 6 年)出版，作者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師劉克明，由臺北新高堂書

店發行，本書為日本時代初期第一本由臺灣人所編寫的臺灣客家語的教材。《臺

日新辭書》1931 年(日昭和 6 年)7 月 10 日出版，作者是東方孝義，由臺灣警察協

會發行，總共 1386 頁。《警友》雜誌是日治時期新竹州警察部發行的雜誌。創刊

於 1923 年(日大正 12 年)，以統治策略發展來看，是屬於同化時期(1919 年-1936

年)(日大正 8 年-日昭和 11 年)的產品。《廣東語辭典》1932 年(日昭和 7 年)由臺

灣總督府編印，共計 1554 頁，以日語和客語對照編寫，並採用日語假名發音的

順序檢索，收錄日語 2 萬 5 千語。《廣東語の手引》1933 年(日昭和 8 年)菅向榮

著，初連載於「語苑」雜誌，之後重新編寫為單行本：《標準廣東語典附臺灣俚

諺集，重要單語集》。《廣東語の研究》1933 年(日昭和 8 年)出版，由警察官練習

所廣東語特科畢業生河野豋喜壽所著。他是菅向榮的學生，根據自己擔任多年廣

東語教學的經驗，參考菅向榮《廣東語の手引》等著作編寫完成。 

 以上各種辭典、教科書、期刊雜誌等，其文字標記形式，以客語漢字加注日

文假名標注發音，也有搭配羅馬拼音者。日本時代為了順利進行統治，因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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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土語的調查與研究，客語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數量沒有閩南語這麼多，

但是當時的新竹州(今日桃園、新竹、苗栗地區)客家人口占有約 44 萬餘人，因此

為了能和客家人溝通，基於官僚和警務人員對於客語口譯的需求，因此也刺激了

日本時代日人進行客語的學習。透過這些「教材」的編寫方式，可以讓我們了解

到日本時代是如何進行客語的學習。 

有關日本時代客語學習研究 

 2010 年羅濟立〈統治後期殖民地警察與臺灣四縣、海陸客語之學習〉，以及

2011年出版《日治後期之殖民地警察與臺灣客語、民俗文化的學習》。研究論文

以《警友雜誌》中所刊載的講義資料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當時日本人所認識的

客語四縣腔與海陸腔。《警友雜誌》是日治時期新竹州警察部發行的雜誌。雜誌

裡幾乎每期都刊載有「講義資料廣東語研究」之專欄。其以「四縣音－國語－海

陸音」對譯的形態供警察職員學習客語，每個字音語都添加了假名注音，是研究

客語史以及殖民地史相當寶貴的資料。  

2008 年羅濟立〈日治後期殖民警察與臺灣客家語言、文化之學習：以『警

友』雜誌為資料〉，本論文研究對象為『警友』雜誌，希望透過分析其編纂的態

度、目標、內容，進而了解『警友』雜誌中，日本警察研究客家的目的、背景與

時代意義。分析統治者在客家文化研究上的特徴，提供殖民地語言政策研究之基

礎資料，瞭解殖民地臺灣的多語言文化現象以及統治後期異文化衝突與融合的一

面。 

2013 年王森田著《日治時代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困境》，這份研究成果分為

上、下兩冊，隸屬於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第 27、28 冊。本書探討日本時代

為了因應當時需求，編製臺語教科書將兩種不同語言並列對比，並使用共通的拼

音系統勉強對應的情況。作者採用羅馬拼音來做分析，其研究內容包含音韻、詞

彙、語法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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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合以上文獻，筆者發現： 

1.日本時代已進行客語的調查。 

2.要從日本時代初期對於臺灣語的學習政策中，搜尋關於客家語的學習證據。 

3.客語教材分析架構在於語音詞彙表達。 

4.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研究的篇數很少，欠缺研究投入。 

5.客語教材分析以語音為多，較少關注教材如何應用於教學。 

6.研究日本時代教材受限日文解讀能力，致使語文教育專業者裹足不前。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日語能力不足的限制 

由於研究對象為日本時代的教育政策，因此必須搜尋日本時代的原文及著作。

雖然過去大學時代曾修過日文，但是也僅止於問候語和基本日語發音。對於龐大

的日語古籍資料，無法理解與消化。因此，日文翻譯只能倚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總督府檔案等相關資料的翻譯著作，對照著日文影

像檔案閱讀。此外，坊間出版翻譯日文書寫的著作，也是筆者蒐集資料的重要來

源。而國史館資料整理組的研究員，後來也成為筆者請益的對象，本論文關於趙

錦堂的相關史料翻譯、學務部四月中事務報告以及諸多日本著作內文的翻譯，幸

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王學新研究員協助才得以呈現在論文之中。 

筆者雖然受限於欠缺日語原文的閱讀能力，幸而有許多先行研究者，如：李

園會(2005a、2005b)、李明峻和賴郁君(2005)、羅濟立(2010、2011)、許錫慶(2010)、

黃英哲(2013)以及王學新(2013)等學者，具有以日文書寫研究論文的能力，對於日

文解讀為中文的專業更不在話下，因此他們將幾本重要的日文文獻或是日文原著

作翻譯為中文，或是以自己對日語的專業能力發表以日文為資料的中文論文，這

些都協助了本論文需要採用日文資料時的困窘。日本時代客家語言的研究，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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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輩們已經奠定了基礎下，讓本論文能夠站在諸位研究先進巨人的肩膀上，

持續延伸探討。此外由於欠缺日語語法能力，無法在教材分析時做日語和客語的

對比語法分析，這也是筆者日文能力不足的限制。 

限於日本時代初期的客語政策 

日本時代初期，伊澤修二原以為臺灣既然屬於清國的領地，那麼臺灣的通用

語言必然就是清國的支那語。沒想到來到臺灣之後，發現不同省籍的移民所使用

的語言不同。當時，日本人將臺灣語言(廣東語；泉州、漳州語或又稱福建語)稱

之為「臺灣語」，而後關於臺灣語的教育書冊，其實內容多是閩南語。客家語一

直以來不是強勢語言，客家人口比例較少，因此在日本時代也欠缺關於日本時代

初期來到臺灣對於客家語的研究紀錄。為了探究客家語在日本時代初期的歷史，

了解日本學務部所接觸的臺灣語是否包括客家語和閩南語。單是日本時代初期，

就花費許多時間找尋、考證關於臺灣土語課程中客家語的史料，致使研究無法完

成整個日本時代的搜尋，只能聚焦在日本時代初期日本官方臺灣土語學習作為研

究範圍。 

教材分析能力與時間的限制 

本論文書寫時日很長，單就日本時代國內研究資料的閱讀、文件的搜尋、相

關日文書籍的閱讀等，已耗費不少時日，致使無法將教材分析的部分作全面仔細

的探討。筆者採取選擇部分介所收集到的日本時代客語著作，分析所編寫的方式

及選用的語彙範圍，並參考日本時代所公布的教學法，對照所編寫的客語教材內

容，再加入現代對比語言教學法及語料分析法，希望藉此能稍微補足日本時代客

家語教育領域欠缺的客語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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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時代下的客家語教育政策 

本章節的主題為日本時代的客家語教育政策與教學研究，可惜日本時代並無

明文以客家為主體的教育政策。如欲研究日本人如何學習客家語言及教育過程，

必須在日本語文教育政策之下的臺灣土語教育政策中探索。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

教育，集中在日本領臺初期，日本總督府政令上有專門針對臺灣語學習的紀錄也

是在日本時代初期。為了取得相關資料，最重要的資料來源非總督府的學務部莫

屬了。可惜的是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2 月下旬自宜蘭地方發生抗日行動後，

臺北城也受到了攻擊，發生了日本歷史紀錄的「六先生案」28。當時，學務部事

務所內也被破壞，公文紙張散落，這些斷簡殘篇後來就集中燒掉了。芝山巖學堂

是日本時代最重要的教育地點，這次事件使得學務部公文、事務紀錄，或是一些

留存的檔案必定遺失了許多。許錫慶認為這也或許就是《臺灣總督府檔案》1895

年(日明治 28 年)6 月至 12 月間學務部的業務文書不齊全的原因(許錫慶編著，

2013：85)。 

日人初到臺灣，因為語言不通，學校制度尚未完善，首先招攬已具漢文知識

的成年學子接受日語教育，培訓成為通譯人員，這些人後來也成為國語學校的僱

員、地方通譯或是編寫教材時的協助校稿的人員，如：柯秋潔、陳兆鸞、葉壽松、

潘濟堂等。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5 月 8 日，日清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人學習臺灣語

的教材也大量產出，可是客家語教材卻在日本領臺約 5年後才開始有一些零散的

刊載。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本論文就教育政策與教材研究觀點切入，進一步探

究當時的政策方針與教育模式。 

以下本章節內容在彙整日本來臺統治教育史的文獻，觀察日本時代的日人接

                         

28
 六位學務部芝山巖學堂的部員(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

小林清吉)，在 1896年(日明治 29年)1月 1日，遭匪徒來襲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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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臺灣土語教育、如何學習臺灣客家語的歷程。 

第一節 臺灣統治政權歷史概述 

自臺灣 400百年來的歷史觀之，1624 年(明天啟 4 年)荷蘭人入據之前，臺灣

尚為未開化的地區，居民生活主要是以原住民為主的部落型態(黃秀政29，2009：

1)。1624年以後臺灣經歷荷西時期(1624-1662)、鄭氏王朝(1661-1683)、清領時

期(1683-1895)，然後是日本時代(1895-1945)乃至中華民國時期。荷西時期傳教

與行政結合，西方傳教士帶來羅馬拼音文字；鄭氏王朝與清領時期教育以漢學科

舉考試為主；日本時代殖民統治則以日語同化為統治方針；到了中華民國去日本

化、中國化演進至今日尊重臺灣在地語言。臺灣客家語就在這樣的歷史巨輪中演

變。 

荷蘭基督教傳教士抵臺傳教，編寫西拉雅語辭典與祈禱文翻譯成西拉雅語，

創立新港語羅馬拼音與以拉丁文寫出新港語，讓臺灣平埔族新港人擁有屬於自己

的文字；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在臺傳教，也為北臺灣原住民生活習俗留下觀察記

錄。日本領臺之初，臺灣還有許多外籍傳教士，他們在臺灣傳教語言教學的策略，

也曾是日本人請益的材料。而明、清時期移民政策的影響，也與近代臺灣客家人

口及分布有關。因此，不論是西方殖民或是改朝換代，均為臺灣帶來不同的語言

元素，不同時代的語文教育政策，也影響臺灣人民語言的使用，每個時期的語文

教育發展，均值得重視與研究。故以下先依各時代順序，將各階段語文政策做簡

要論述，以作為後續論文中與研究相關的歷史背景之參考。 

荷蘭時代(1624-1662) 

雖然荷蘭時代尚未有所謂的語言教育政策的法制與作為，但是從傳教士的傳

教、聖經教義傳達與教化的工作當中，也能看到具體的教育政策與教學的具體作

                         

29
 見《臺灣全志》第八卷《教育志》，李奉儒著《學校教育篇》之〈總論〉，黃秀政，2009：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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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周美香，2018：32)。荷蘭 Georgius Candidius 牧師來到臺灣從事傳教和教育的

工作，在臺灣居住了 8 年(1627-1631，1633-1637)，他觀察認為臺灣原住民的學習

力比東印度群島的人還快。此外，荷蘭人還覺得臺灣原住民(屬南島語系)，比受

漢化的平埔族或漢人較易接受新觀念。臺灣原住民所使用的理念溝通工具，只有

語音，沒有文字。在教育原住民的過程中，為解決原住民不識字的問題，創造了

一套羅馬拼音文字，以此拼寫原住民語言，將臺灣住民的語言予以羅馬化，以便

傳教且讓原住民就自己的語言學習文字。這種以新港語為語音基礎，結合羅馬字

母所創制出來的拼音文化，即是後世所稱的「新港文」或稱「新港文書30」，可說

是他在臺灣留下最寶貴的歷史紀錄，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資料。Georgius 

Candidius 他將祈禱文和基督教要理等譯為當地語言並進行傳教，1636 年他在新

港社開始辦理學校並且招收學童來上課，教授他們羅馬字拼音以及基督教的教義

與要理。1638 至 1639 年間更為 20 至 35 歲的住民加辦成人教育、傳教士為教師，

以基督教教義為教材；Georgius Candidius 將新港社(今臺南縣新市鄉)分為 14 個教

區，每兩個教區的男女性，在每週特定的時間接受 2 個小時的教育；小孩則是每

天上午 9 時到 11 時上課學習。到了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荷人所教授的羅

馬字拼音法仍有人使用(黃嘉雄，1996：5；林玉体，2003：14-15；陳美如，2009：

69；勁草，2013：30)。 

為了使傳教更為順利，荷蘭人用現在臺南縣附近「新港社」所使用的語言來

做為當時的共同溝通語言，創造了用新港語為基本的羅馬拼音，供所有的原住民

學習（平埔族）以利傳教。換言之，荷蘭人並不強行「荷蘭化」臺灣的原住民。

荷蘭人當時對於原住民教育的推動較後來的清朝要積極得多，荷人雖然以經濟剝

奪了原住民的自主權，但是卻保存了原住民的族群語言，當時原住民在文化上還

有一點自尊(陳美如，2009：69)。荷蘭人在臺灣的拓展政策，是採取由荷蘭人主

動學習、積極整理且研究當時所接觸到的原住民語，並且透過通用的羅馬字拼音

                         

30
 以其最初由日籍學者村上直次郎於 1933 年收錄原住民古書文契，著成《新港文書》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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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住民語言以文字化呈獻。當時來到臺灣荷蘭人，或許在語言轉譯的過程中，

遇到了不小的困難。但是，似乎不管這個政策遭遇到什麼樣的困境，他們終究還

是堅持這樣的對臺灣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荷蘭時代可說是臺灣歷史紀錄上最為重

視在地族群的語言人權之時期(李雄揮，2004：3)。荷蘭改革教會牧師 Georgius 

Candius 來臺在新港社傳教，1629 年(明崇禎 2 年)  Robertus Junius 來協助，教化

事業逐漸獲得成果；1636 年(明崇禎 9 年)原住民各地分社歸順荷蘭之後，荷蘭開

始設立學校，並且由來臺的宣教師教臺灣原住民 ABC 的書寫及教義要理，慢慢

的由於荷蘭勢力鞏固，各社教堂、學校增多，教化事業有相當的進展，到了 1659

年(明永曆 13 年、清順治 16 年)根據當時留下來的紀錄，在新港社這裡，已經學

會祈禱和會回答教理的，這些男女兒童總共統計數量有 1,056 人，分別在目加溜

灣社(412 人)、蕭壟社(697 人)、麻豆社(710 人)，教化較進步的地區，住民 80%均

受基督教教育，其中 40%對教理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曹永和，2000：72)。 

雖然今日我們看到的史料都是荷人記錄的，看不到當時原住民寫的關於被荷

人統治的資料，但由於文字化及學習規劃讓原住民具備了讀寫能力，讀寫能力運

用於宗教教育相關的課程，也內化成語言表達的能力及實際運用於生活當中。如

果從最早的史料即 1636 年 Georgius Candidius 牧師或 Robertus Junius 牧師的宣

教教材開始教原住民書寫到 1818 年最晚的新港文書為止，羅馬字母在臺灣使用

將近 180 年。 

荷蘭來臺建立基地之後，有更多的漢人從大陸移往臺灣。荷蘭人甚至以公司

的船隻，自大陸將漢人運送至臺灣；藉著這些移民的幫助發展農業及貿易(曹永

和，2000：84)。荷蘭時代、西班牙時代以宗教為教育的統治方式，對今日語文教

育的主要作用是值得一提的：荷人將原住民母語譯為羅馬文字，是臺灣方言拉丁

化的嚆矢，對今日教會以羅馬文字保持原住民母語關係頗鉅(陳美如，2009：69)。

雖然荷蘭來臺殖民期間主要還是以經濟利益為主，並未強勢進行大規模的傳教工

作；但是從荷蘭所編譯的傳教教材中，可以看到荷蘭新教在語言對譯的過程中，

他們採取了因地制宜的彈性調整策略；荷蘭人透過適應與調整創造出當時適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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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土化、臺灣當地化的教學(周美香，2018：117-118)。 

戚嘉林在《臺灣史》中，談論荷蘭人在臺灣殖民殘暴的行徑，不僅對漢族課

重稅剝削，對於反抗的漢族和原住民，則採以強烈軍事屠殺鎮壓的方式；在軍事

武力的支持下，迫使各社原住民及漢人臣服(戚嘉林，2007：72)。荷蘭東印度公

司主要以商業至上的基本方針在臺經營殖民事業，在經濟第一、傳教第二的態度

下，受聘於公司來臺的傳教士兼俱公司行政和傳教兩種職務，面對異教徒既要武

力征討，也要招撫教化。在槍砲武器的支持下，荷蘭迫使當時臺灣原住民臣服其

下，並接受宗教洗禮；荷蘭在臺期間，臺灣已有不少漢人來臺墾移，郭懷一抗荷

事件即是荷蘭對漢人課以重稅而引發。 

從上述資料，荷蘭人來臺時，臺灣除了原住民族以外，也已經有漢族居住。

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提到日譯「巴達維亞城日記」中，荷人紀錄：「各村

男人住屋中，都有一、二、三，甚至五、六個中國人同居……說馬來話並使用大

量的中國話成為不一致的混合語。」尹章義認為這混合語值得關注，他並引述

1980 年閱讀周學普翻譯德國史學家 Ludwig Riese 寫於 1897 年的《臺灣島史》

第三篇中談到〈客家人怎樣到臺灣─臺灣成為東亞海盜的巢窟(1368-1600)》，有

關於荷蘭人與客家人接觸的的敘述：「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客家族，散住在臺灣島

西部及平原的諸種族之間。到 17 世紀中葉，荷蘭人與臺灣島酋長之交涉卻由客

家族當翻譯，他們與中國人毫無差別對臺灣物產與外國人之交易也盡了大力(尹

章義，2003：5-6)。如尹章義的推論與佐證資料顯示，荷蘭時期，客家人或許已

經在臺灣落腳生存，只是這些歷史仍有待更多研究者，一起投入發掘更多的證據。 

西班牙時代(1626-1642) 

荷蘭人入據臺灣不久，1626年(明熹宗天啟 6年)信奉舊教的西班牙(1626-1642)

也占據臺灣北部，1626 年 5 月 4 日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巴爾多祿茂、瑪蒂

涅、莫拉、毛烈、若望、厄葵大、雅新達等修士一行人隨著西班牙船之抵達來到

Santiago(今三貂角)，5 月 12 日這些人來到大雞籠嶼(今基隆和平島)，開始向平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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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傳教，後來在大雞籠嶼上建立聖教堂，成為臺灣最早建立的教堂；西班牙修士

來到臺灣傳教的紀錄，可說是非常的辛苦，許多位修士因此而喪失生命。雖然面

對傳教殉道的事件，依舊有致力於在臺傳教的修士深入原住民部落區，例如：類

斯•牟羅修士在淡水傳教時曾成功說服西班牙司令官牧捏屋赦免殺害覓悅修士的

原住民部落，而自己則深入士林、北投一帶的深山，進入淡水河下游的巴老安、

卡馬可、毛柏等平埔族活動的地區(今八里坌)各社傳教(勁草，2013：46-47)。 

西班牙的海外發展，傳教就是主要目的之一，當時要到中國大陸和日本傳教

非常困難，因此占領臺灣北部之後，臺灣就成為西班牙擴大教區的基地，有許多

想到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士前來(曹永和，2000：73)。他們停留在臺灣的時間，不

似荷蘭那麼久(1624-1661)，西班牙在臺灣大約 16 年(1626-1642) 的時間。他們以

雞籠（基隆）為中心，向滬尾（淡水）及臺北盆地躍進，也到過三貂角及蛤仔難

（宜蘭）、七堵、金包里（八里）、八里坌（八里）、關渡、北投、唭哩岸(今日北

投區)、芝蘭堡（士林）等地，所到之處即設教堂。當時，天主教道明派(Dominico)

的神父從基隆上岸，在北部傳教，並以西方醫學來治療臺灣原住民的天花、瘧疾。

他們同樣以傳教方式進行臺灣北部住民的教育工作，編寫《淡水語天主教理》和

《淡水語辭典》做教本，神父們當時教學使用的教材有「聖經」、「教義問答」還

有「原住民母語翻譯本」等等；當時他們對於雞籠、淡水、宜蘭等地區的教育非

常積極投入。西班牙在臺統治 16 年的時光，改信天主者數以千計，臺灣人經過

羅馬拼音的教化後，也能寫「字」，這些人在史書上稱之「教冊仔」。其後，不少

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田契文書都由「教冊仔」來執筆，使漢文和臺灣住民之間可

因「文字」而互通；西班牙時代在臺灣北部停留的這段時間，使得當時有許多居

民學會了聽懂西班牙語，甚至能閱讀西班牙語文字(林玉体，2003：23；陳美如，

2009：69)。西班牙佔據臺灣北部期間實行之教育，亦如同荷蘭人，採傳教與教育

為一體，並採用土語編定教本(簡後聰等編，2000：62)。 

考據西班牙之所以要佔領臺灣，起初是因為對抗日本豐臣秀吉的南進政策，

後來因荷蘭人東來，威脅了西班牙海上貿易，因此至荷蘭人佔領臺灣南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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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為了對抗荷蘭人，而另一方面想要中日的商賈到臺灣北部貿易，同時也想

向中、日兩國傳佈天主教。道明會天主教來臺傳教過程，雖然有許多位修士、神

父殉教，但是這些致力於傳教的神職人員，也為北臺灣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 

明鄭時代(1662-1683) 

鄭成功於 1662 年取代荷蘭人在臺的統治權。鄭成功渡海來臺灣，當時一同

來臺的就有二萬五千士兵以及五千家眷，到了 1664年(南明永曆 18年)鄭經又率

領了六、七千名士兵和若干家眷來臺。根據劉還月《台灣的客家人》的研究，歷

史上客家族群們最早「有規模的」來到臺灣的時期，應該就是那位鄭成功麾下的

部將劉國軒；當時劉國軒是福建汀州府的客籍人士，他所統領跟隨的部隊成員，

大多是跟他來自同樣地區，來到臺灣之後隨著劉國軒四處南征北戰，一直到明朝

鄭氏時代結束，這群原本屬於明鄭的部下們大部分都被清廷遣返回原鄉，當時只

有少數落腳於臺灣南部的六堆地區，但是人數沒有很多(劉還月，2000：80)。 

鄭成功抵臺，臺灣文教事業開啟了另一波發展。自古以來，我國傳統教育的

首要目標，在於明人倫。明鄭時期的教育政策宗旨也不例外。陳永華曾上奏曰：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

人才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淳；使國君能舉賢以助

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

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

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國自固，而世運昌矣！」由此可知，明鄭興學的理念

在於明恥教戰，生聚教訓，以力抗清復明，完成中興大業。因此明鄭的教育政策

可謂說是以育賢士固邦國，並進而完成中興大業(徐南號，1996：8-9)。 

來到臺灣，為了維持政權加強對明朝的忠誠度，接受陳永華的建議，在臺南

建孔廟，號稱「臺灣首學」，以儒家思想為主旨，在各地設立書院、社學、義學。

鄭氏在臺開設學校、舉行科舉考試。當時雖然來到臺灣的難民有些文士，但是大

多數的是目不識丁的開拓者，因此教育和文化事業開拓困難。鄭成功死後，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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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繼位，任用陳永華襄理政事，尤致力推展臺灣教育；當時在臺灣的語文教育

主軸是漢文，在明鄭時代漢文也正式的進入臺灣的語文教育之中；學儒沈光文

(1612 年-1688 年)當時也在羅漢門(今日高雄市東北部)，教授原住民漢文；陳永

華（1634 年-1680年）還曾規定只要是原住民的子弟教育後能夠讀書的，就能夠

減免他的力役，作為到學校學習的鼓勵。當時的教學語言為漢文，並以傳統的中

華文化當作課堂學習的內容，並且用「明恥教戰」的觀念與態度為重心，全心全

意在為達成「反清復明」的目標(林正芳，1999：5；林玉体，2003：27；陳美如，

2009：70)。 

明鄭國祚雖短，前後有兩次興學，足見其對文教工作的重視。第一次興學在

1655 年(南明永曆 9 年)，當時鄭成功在廈門，設「吏」、「戶」、「禮」、「兵」、「刑」、

「工」六部(即六官)，又設「儲賢」、「育林」二館，並令思明州知州勸學取士。

禮部是明鄭時期臺灣最高的中央教育行政機關。鄭成功來臺隔年即歿，鄭經接手

治臺，仍由禮部掌管中央教育事務，地方教育相關的事務則交由「府尹」和「州

知事」來管理。鄭經接受諮議參軍陳永華「寓兵待時，自當速行教化，以造人才，

庶國有賢士，邦以永寧」的建議，同意建聖廟，立學校，開啟了臺灣官方的漢文

教育史業。1666 年(永曆 20 年)鄭經在臺灣興設官學、私學，並辦理科舉。坐落於

承天府之孔廟落成，為全臺首學(今日臺南市孔廟)。孔廟成立之後，鄭經又下令

各里、社設立學校，延請在臺灣的學者擔任教師，並規定八歲兒童可入小學，教

學內容採經史文章為教材，這種是地方學校。此外還有私人講學者，對於當時臺

灣孩童的啟蒙教育，做出相當的貢獻，其中有「臺灣第一士大夫」之稱的沈光文，

更極富盛名且影響深遠。另外還有所謂私塾，即是識字教育(徐南號，1992：7-8；

張鐸嚴，2005：41-42；李建興，2009：60-62)。日本時代關於臺灣移民的敘述，大

多採明鄭時期來到臺灣的這一段歷史。 

清領時代(1683-1895) 

1683 年(清康熙 22 年)6 月清施琅出兵，鄭克塽降清之後，結束了明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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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的統治，正式將臺灣納入成為清朝的版圖之一。原以「孤懸海外、易藪賊」

「僅彈丸之地，得知無所知，不得無所損」而欲將漢人遷返後棄之，但因施琅上

疏，於 1684年清朝將臺灣納入國土版圖，屬於福建省，設立「臺灣府」，以下管

轄「臺灣」、「鳳山」與「諸羅」三個縣。自 1683年(清康熙 22年)迄 1895年(清

光緒 21 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予日本止，清領臺灣共計 212年。清廷在 1760

年(清乾隆 25 年)之前禁止移民到臺灣，禁令解禁之前，大約 100 年之久，清廷

忽視這個鞭長莫及之地。直到 19 世紀中期，西方強大的帝國主義壓迫下，開始

鼓勵移民到臺灣，雖然 1760 年以前移民是違法的，但是清代臺灣漢人的人口持

續增加(林正芳，1999：6；劉還月，2000：80)。 

臺灣漢民籍貫屬福建省者有泉州、漳州、汀州、福州、龍岩州、興化、永春

等地之人，以泉州籍遷來臺最早人數最多；屬於廣東籍的有嘉應州、惠州、潮州

等地之人，以嘉、惠二州籍的人來臺較早數較多，其他省的人則較為稀少；朱一

貴之亂時，客家人平亂有功，藍廷珍上奏請求解除客家人來臺灣的法令限制，自

此以後客家人移民來臺灣的人數便漸漸增多(黃新亞、鍾建英，1983a31：49)。 

根據史料 17、18 世紀臺灣開發之初，客家人也移民臺灣，與閩南移民、臺

灣原住民一起生活，他們的貢獻不下於閩南人，但是可能因為省籍禁令的問題，

閩南人人口遽增，客家人成為佔臺灣漢人百分之十五的少數族群。客家族群開始

移民來臺灣的時間不相同，因此登陸臺灣上岸的地點、在臺灣的分布也不同，但

是大部分多在臺灣的西半部，當然各地方因為當地族群多寡、區域經濟狀況、當

地社會結構……等問題的交互影響與牽連，客家族群聚落產生各種不同的樣貌，

有的村落保留過去客家原鄉的型態，有的因為與臺灣其他的族群人口混居，還有

的受到閩南族群影響，有些客家人因此被同化了變成「閩南客」，而成為今日所

謂「隱形的客家人」。也有的遷到偏遠的地區，最終在臺灣北、中、南、東，都

留有客家族群的身影。以下從「禁令」、「移民」、「傳教士」三方面來認識清領時

                         

31
 見《苗栗縣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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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臺灣客家。 

(一)渡臺禁令 

    臺灣府從 1696 年(清康熙 35 年)到 1838 年(清道光 18 年)共有 27 件主要叛亂，

此地「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廣為人知。反抗清廷不是唯一的騷動狀態，分

類械鬥在居民的種族與次種族團體中蔓延，家族、姓氏團體、聚落之間的對抗；

漢移民與原住民爭地，兩者之間衝突不斷。清廷雖已將臺灣收入版圖，但一直以

來採取消極態度來治理臺灣，為了「防臺」而來「治臺」，對臺灣島內各項事業

的開發並不積極，並且設定一些政策來加以阻礙。清廷在 1760 年(清乾隆 25 年)

之前禁止移民到臺灣，只有政府官吏核准的貿易商可以來臺灣，但是不准攜眷同

行。清廷曾頒布三條的「渡臺禁令」：其一，想要渡船到臺灣者，必須先給原籍

地方照單，經過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後，再依臺灣海防審驗獲得批准者才可以准

行臺灣，並有「潛渡者嚴處」的規定。其二，想要渡海來臺的「不准攜帶家眷」，

倘若已經渡海來臺的，也不得將家眷召來臺灣。其三，粵(廣東)地常為海盜淵藪

之地，因此禁止這個地區的百姓渡海來臺。以上所描述的第三條「粵籍禁渡」規

定，一直到 1696 年(清康熙 35 年)施琅過世之後，這條禁令才逐漸鬆弛，惠州、

潮州等地渡臺者漸多(張鐸嚴，2005：43；李建興，2009：66-67)。 

 明鄭覆亡之後，在施琅提議下清廷同意治理臺灣，當時頒布了〈臺灣編查流

寓例〉，把單身無業的「流寓者」，強制遷回中國原籍，在 1684年(清康熙 23年)

頒布相關的渡臺禁令。清朝納臺灣為版圖之後，因顧慮殘存反清復明勢力以及民

變，採取「禁山禁海」政策。無照不得渡臺，由於明鄭時期客家人加入鄭軍麾下

抗清，使得清初客家移民想要渡海來臺，必須克服艱困的限制；渡臺禁令將客家

人規範在粵東山區，為避免客家人到臺灣之後與海盜勾結，因此很長一段時間臺

灣處於封閉狀態(陳運棟，1998：173-174)。連橫的《臺灣通史》寫道：「琅以惠潮

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連橫，1984：61)。但是，仍然有許多偷渡來臺移墾

者，多為無眷屬年輕之「羅漢腳」。又禁官員兵吏攜帶家眷，亦衍生諸多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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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 年(清乾隆 12 年)禁止客家人渡臺得命令開始鬆動，爾後廢除「渡臺三禁」。 

(二)客家移民來臺 

根據尹章義之《臺灣客家史研究》施琅平臺之後，臺灣成為福建的一府，福

建南部泉、漳二府人民因為距離臺灣最近，對臺灣的情況也最了解，因而大量移

民臺灣；當時粵東的潮、惠、嘉應州客家族群也有意東移，但是臺灣屬於福建省，

粵人到臺灣算是「隔省流寓」，於法不合；客家系漢移民東來臺灣是形成移民潮

的主要動力，但是施琅對於客家人有很深的成見，不許他們到臺灣這片新天地來；

1695年(清康熙 34 年)郁永河到臺灣採琉時，所見到的「皆漳、泉寄籍人」，施琅

去世後移民禁令逐漸鬆動，直至 1703年(清康熙 42年)府城富商由於人力不足，

招請閩西汀州客家人來臺，於是福州汀洲客家人首先東渡，入墾先民大傑嶺社管

轄下羅漢內門、外門一帶(今日高雄縣內門、旗山一帶)，接著廣東潮州和惠州的

客家人也相率東來，使臺灣開發史在清康熙末年邁進一個新的紀元。在 1716 年

(約清朝時代康熙 55 年、56年)的陳夢林（1664-1739）到臺灣撰寫《諸羅縣志》

的時候，今日嘉義、雲林、彰化一代的漢移民大半是客家人；尹章義並且指出客

家系漢人在臺北的比例似乎不同於臺灣中部和高屏地區，其實不然，客家移民在

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之間，在臺北的比例也很高，對於臺北盆地的開發也有極大

的貢獻，只是經過乾隆末年和道光中期的械鬥，又適逢樟腦和茶葉事業大興之際，

客家系脫離臺北的紛擾，遷移到桃、竹、苗和宜蘭等地(尹章義，2003：210、263)。 

    在 1696 年(清康熙 35 年)施琅去世後，對於廣東人移民福建轄下臺灣府的相

關管制鬆懈，當時汀州的客家人移墾到高雄內門、旗山一帶，接著廣東潮州、惠

州的汕頭語群、客家語群都大量湧入臺灣開墾高雄美濃，有些則越過高屏溪開發

今日的屏東，當時在短短的二十年就在高屏地區新建 33 個粵莊，客家人移民臺

灣，不僅使高雄地區增加了許多客家族群，也使得打狗港成為臺灣南部主要吞吐

港(尹章義，2003：282)。 

    明末與清初時代客家人從中國的原鄉渡海移民到臺灣，大多在「打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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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淡水港」或「東港」登陸，客家先民們順著「下淡水溪」進到「屏東竹田」、

「內埔」、「佳冬」、「萬巒」、「高樹」以及「高雄美濃」這些地方開墾；也有一些

客家先民他們從「鹿港」或者「濁水溪口」附近登陸臺灣後，來到「彰化」、「雲

林」及「南投」等地開墾；也有從「崩山港」、「大安港」登陸，然後進入「大甲」、

「豐原」、「東勢」；也有的從「房裡溪」、「吞霄」上岸，來到「房裡」、「通霄」、

「白沙屯」等地開墾；或者是從「中港」、「後壠港」上岸，散居在現今苗栗縣一

帶；而從「竹塹港」、「紅毛港」登陸的，就開發了新竹地區；從「淡水」、「南崁」、

「觀音」登陸的，就是現在居住在桃園市(南半部)的客家族群(劉還月，2000：82)。 

    清初有許多負面的客家書寫，而導致有些學者根據方志史料的主張，認為客

家人因為違法犯紀的行為導致地方排擠，因而被迫從府城轉而拓墾遷徙，這樣是

想錯了方向；反而應該去了解這些客家先祖，是如何在清初勢力壯大起來，因而

受到府城官紳們的注意，才能算是清代的客家研究(李文良，2019：2)。鍾肇政也

認為許多對於臺灣客家的描述散見在許多文獻、方志之中，經常可見誤導、歪曲

事實的情況，客家的歷史亟需要辨正。他還提出 1956 年(民國 45 年)修訂，1976

年(民國 65 年)編印的《新竹縣志》中的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林爽文之役、一個

是戴潮春之役，一樣是保家衛民的行動，客家人的卻被蔑視。鍾肇政的舉例如下： 

林爽文之役：「⋯⋯林爽文屬閩籍，而客家籍民黨附清兵以對敵。此固本乎狹

隘地域觀念使然，然民心之傾向，亦足以資執政者借鏡。」 

戴潮春之役：「⋯⋯戴潮春之役，竹塹名流林占梅，以明屬閩籍之裔，竟傾家

協助清軍⋯⋯其汲汲於眼前之安危，只為顧全安寧，保衛生命財產者，其情

固可原也。」 

此處二起民變事件，民間同樣為協助清兵平亂，客家稱之為「本乎狹隘地

域觀念使然」，閩南則稱之「為顧全安寧，保衛生命財產者，其情固可原

也」，其間褒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撰史之筆竟有如是者(鍾肇政，2004：

15)。 

    從以上探討，日本時代包含從移民歷史或是他者的觀點認識客家，還有清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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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長達兩百餘年對客家的評述。然而，這些是否有助於來臺的日本人建構屬於

客家群體的真實面貌。 

(三)傳教士與臺灣客家的接觸 

    臺灣雖然在清國手上轉交給日本，但是並不影響傳教士在臺灣傳教，因此清

領時代留在臺灣的傳教士，有的因此跨越兩個統治時代。傳教士來到臺灣，也留

下了臺灣客家的紀錄。 

1.李庥32牧師(Rev. Hugh Ritchie ,1835-1879) 

    新教在臺灣南部傳教，這位來自蘇格蘭的李庥牧師他在 1867 年來臺，他所

布道的區域在臺灣南部高雄、屏東平原一帶。在臺灣，李庥有很多的「第一」。

他是第一位有牧師身分的宣教師；除荷蘭時期的傳教士以外，他是第一個會說臺

灣本地閩南語的宣教師；也是第一位學習客家話來傳道的牧師；第一位開始學習

原住民語的宣教師；是第一位到臺東傳教的牧師，開啟東臺灣宣教也是他。1869

年李庥牧師以阿里港(今日之里港)傳教；1870 年設東港教會、琉球教會；1871 年

設立阿猴教會、竹仔腳教會(今日的屏東教會)；1872 年設立杜君英教會、鹽埔教

會；1873 年設加蚋埔教會；楠仔坑教會(今日楠仔教會)；1874 年李庥開創了臺灣

的第一個客家教會（南岸教會）、建功庄、劉厝庄；1875 年李庥和一位里港教會

的長老相約到東部宣教(林玉体，2003：55；陳正慧，2010：54-55；新眼光電視台

33，2018)。 

2.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1841-1921)  

甘為霖牧師是蘇格蘭格拉斯哥人，他是隸屬於英國的長老教會，在 1871 年

                         

32
 見《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頁 368：李庥牧師與夫人抵臺時間為 1867 年，於

1879年離臺。李庥於 1875年發表《東福爾摩沙旅行札記》，是第一本臺東旅遊文學傳記，還記

錄了當時元智民的生活情形及流行病學的珍貴史料。 

33
 見 Youtube 新眼光電視臺節目：我有一個臺灣夢-李庥。2020年 2月 5日搜尋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UWfbecc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UWfbecc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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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 30 歲的時候，甘為霖牧師接受教會指派到「臺灣府」宣教34，甘為霖牧師是

先學習閩南語來作為在臺灣傳教的溝通語言；1917 年時已經 76 歲的甘為霖牧師

告別臺灣長達 46 年的傳教生涯。他離開臺灣的時間，臺灣處於日本時代，甘為

霖的札記紀錄了他來臺灣的生活與觀察，後來在臺出版為《素描福爾摩沙：甘為

霖臺灣筆記》，傳教士積極學習閩南語。用以建立在臺灣與當地居民的傳教的溝

通橋梁，以下摘錄甘為霖筆記中使用閩南語的內容： 

我們便聚在一起進行晚上的禱告，因為在場沒有人會用他們較熟悉的熟番35

話來帶領，全程就都使用福佬話36來進行(甘為霖著；林弘宣、許雅琦、陳

珮馨譯，2009：27)。 

禮拜二，我們回到淡水，之後專心學習福佬話(甘為霖著；林弘宣、許雅

琦、陳珮馨譯，2009：44)。 

另外，也藉由漢人信徒的協助，印製了漢文版的聖經作為宣教的教材。來自

福建廈門的漢人李春生，13 歲受洗為基督徒，來臺建商行號，當時曾提供經費給

傳教士印製漢文聖經，這位李春生即是後來伊澤修二來臺時，大稻埕的巨商，他

懂得英文、漢文，當時透過英國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介紹而認識馬偕牧師。關

於他的紀錄，甘為霖牧師這樣說： 

我相信阿春(A-chun，即李春生)是一個上帝所庇護的人。……他曾提供

經費給一位中國的傳教士，幫助他出版漢文聖經字典。 (甘為霖著；林弘宣、

許雅琦、陳珮馨譯，2009：27、43) 

甘為霖也記下了關於臺灣客家人的紀錄與觀察： 

                         

34
 見《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 9：我的福佬語老師沒有和我一起旅行，但是有一

位澎湖來的年輕人，名叫林兼金(Lim Kiam-Kim)，幫助我繼續學習福佬話。註：林兼金，字講

兌，澎湖南寮人，其父為生員，乃書香世家。初，李庥聘其為漢文老師。曾派駐「大社」、「嘉

義」等教會為傳教師，後病逝澎湖。 

35
 當時稱原住民語為番語，又寫作蕃語。本論文為求書寫一致，皆以「番」字書寫。 

36
 為尊重引文，因此使用「福佬語」一詞，但本論文論述以「閩南語」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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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中壢(Tiong-lek)待了一晚，……中壢的居民大多來自福建

(Fukien)的漢人，只有少數原住民和來自廣東(Canton)的客家人(甘為霖

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2009：46)。 

快到中午時，我們在「貓裡」(Ba-nih，即今苗栗市)稍作休息。這是一

個忙碌的市鎮，當地居民大多是「客家人」。這些「廣東」來的移民是個聰

明、繁盛又有奮鬥心的民族，在「臺灣西岸」各處定居。他們的「語言」和

「福爾摩沙其他漢人所說的語言相當不同」，客家婦女也「不遵守裹小腳」

這種愚昧習俗(甘為霖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2009：47)。 

從以上，筆者將之用引號標示及畫線的地方，是甘為霖對於所接觸的臺灣客

家的印象，這是一段極為珍貴的描述紀錄。甘為霖提到客家來臺分布的地點多在

臺灣西岸，他的理解下廣東地區也被視為是客家的原鄉。他也提到客家族群的語

言，與其他來臺的漢人(應為閩南人)有所不同。 

漢人由超過兩百萬的福建移民或後代，以及二十五萬名廣東省來的客家

人所組成。客家人是一個有些奸巧、卻富進取心的族群。與福建女性不同，

客家女性已放棄裹小腳的惡習，所以他們能夠在外頭，靠背負重物或做苦力，

來賺取不錯的收入。客家人勤於訓練讀寫，所以跟其他族群比較起來，客家

婦女和孩童在這方面取得了領先。客家人通常會讓孩童受教育，不管是到已

立案的私立學校，或是到公學校就讀。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本島上

仍沒有傳教士能夠學會客語。客家人之間充滿了傳福音的機會，希望我們在

不久之內得以掌握這些契機(甘為霖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2009：

239-240)。  

從甘為霖的紀錄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並沒有傳教士為客家區域傳教而學習

客語。當時，在臺灣各地宣教，也注意到語言不同的「另一支漢人族群」─客家

族群。雖然，來臺西方傳教士對臺灣客家族群的理解不夠深入，也或許因為來臺

的傳教士走訪的地點多侷限於某些地區，因此他們留下的關於臺灣客家圖像，不

夠全面與客觀。但是透過他們的實地走訪、留下記錄，無疑也是留給我們非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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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且深刻的客家採訪記錄，對於了解臺灣的客家發展仍是意義重大。這些紀錄

都能協助我們拼湊出當時臺灣客家族群的生活紀錄史。 

3.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 

來自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37灣回憶錄》中也提

到他對臺灣族群的觀察： 

這個島上約 300萬的漢人，其中 100 萬是住在加拿大長老教會有在從事

宣教的教區。這些漢人分為福佬人和客家人兩類。在臺灣北部的漢人中，八

分之七是福佬人(馬偕著；林晚生、鄭仰恩譯，2007：95)。 

由此可以了解因為居住在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福佬人)之間人口比例差

距甚大，使得來臺宣教的牧師或是日後來臺的日本人，在臺灣首要學習的語言會

以閩南語為主。雖然對於客家人的紀錄不如閩南族群豐富，馬偕筆記中也有留下

當時他對臺灣客家族群的認識： 

客家人，據推測是從中國北部某一族人，移到福建然後又移到廣東的後

裔。臺灣的北部約有十萬人，他們勇敢又健壯，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為自己

力圖發展。客家婦女因為不纏足，因此，比福佬人的婦女更為強健。……他

們多住在新竹和苗栗的城鎮和鄉間，是漢人與原住民交界地的開拓者(馬偕

著；林晚生、鄭仰恩譯，2007：95-96)。 

 當時馬偕也發現臺灣人同文而不同語音的特色，他說： 

有一件事必須記得的，就是在臺灣和中國的每個地方，說的話雖然非常

不同，但卻都用同樣的文字書寫，這一點西方人很難了解。每個字的寫法對

所有的漢人都是一樣，不過，字的說法在不同的省份各不相同。不僅如此，

在臺灣事實上得學二種語言，一種是文學上的讀音，一種是日常說的口音。

譬如：「人」這個字，讀音是羅馬拼音的「jin」，而口音是「lang」(馬偕著；

林晚生、鄭仰恩譯，2007：96)。 

                         

37
 尊重原書使用「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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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馬偕眼中的漢語，在當時是指閩南語。而清領臺時期，西方宗教未能

在客家聚落獲得支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應該長老教會或天主教會皆無心積極學

習客語向客家地區傳教；南部或北部僅有零星個別的客家牧師(陳正慧，2010：56)。

《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原文為《From Far Formosa》英文版是馬偕

在 1895 年時寫成，除了記載布教生涯，也細膩描寫清領下的臺灣漢人社會、平

埔族、熟番、生番地界的風土民情、習俗、歷史、地理、自然與生態。不僅如此，

馬偕在當時卻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客家語嚴重的危機： 

他們說的是廣東的一種方言，但是年輕的一代都學福佬話，因此將來客

家話恐怕會消失掉(馬偕著；林晚生、鄭仰恩譯，2007：96)。 

上述這一段話，印證今日客家語言逐漸消失的危機，不得不說馬偕的看法的

確是一個非常前瞻且敏銳的觀察。只可惜，當時的客家人為求生存與經濟的效益

積極學習閩南語，並未能料想到未來自己的族群會面臨語言消逝的困境。 

日本時代(1895-1945) 

進入日本時代，對臺灣人或日本人而言都是新的紀元，客家人也一同處在這

個歷史變化中。臺灣史上開始將廣東等同於客家族群，將省籍與方言的界線拉齊

是始於日本時代；其實日本統治臺灣後對於客家的認知，是經歷過一個由「哈喀」、

「喀家」到「廣東人」的轉折(林正慧，2015：253)。並且在日本史料中也可以看

到日本人稱客家人為「粵人」。 

日本時代可說是臺灣客家形塑的重要時期，日本統治 50 年間，客家族群主

要成員已非外來客家移民，而是清領之後留在臺灣的客家族群，更有臺灣在地

的特色。但是日本時代，客家依然不是研究的主流，因此仍必須在主流教育政

策下才能觀察客家教育的發展。 

結語 

    綜合以上臺灣從荷西、明鄭、清領、日本，四百年來政權的更迭頻仍，臺灣

客家自是在其中一同逐次蛻變。雖然，客家研究並不是各時代的主流，但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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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對於客家歷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拼圖。 

日本時代的臺灣客家論述，未有系統的調查與研究，只散見於多種記述。鍾

肇政在《臺灣客家族群史：總論》中提到： 

「散見於臺灣早期各種文獻，尤其類如方志之中的有關客家記載，屢見謬

誤、扭曲情形，甚至分明出自惡意的誤導亦時有所見。」(鍾肇政，2004：

15) 

因此，吾等從事客家歷史研究時，更需要仔細求證。當時日本為了方便於殖

民統治，對於臺灣閩南語方面完成非常周詳的調查與研究，留下許多關於閩南語

教材與字典。在那個亟需語言交流的時空，日本人學習「臺灣土語」，而臺灣土

語除了閩南語，也還包括客語。雖然關於日人學習客語的資料較少，但那怕是短

簡殘篇也能為日本時代的客語教育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 

不論是初渡黑水溝來臺開墾的客家先民，或是在臺灣開山打林、落地生根，

並建構客家聚落的老祖宗們，客家人都在臺灣這塊寶島上代代相傳。客家族群在

生活上、思維上、語言上也融入了每個時代的元素，創造出獨特的臺灣客家。但

是，在許多的典籍中，客家經常受到忽視，因此更需更多的有志一同投入客家研

究。筆者努力為日本時代客語教育搜尋更多的史料作為佐證，期許自己展現客家

硬頸的研究精神。 

第二節 日本時代的客家 

    隨著時代演進，對於臺灣客家的論述越來越豐富。丁邦新認為客家話可分為

八個方言區，一、廣東東部（包括四縣方言、海陸方言）；二、廣東南部；三、

廣東北部；四、江西南部；五、福建西部；六、廣西；七、川湘；八、海外（指

南洋島各地）；到臺灣來的客家人大部分來自廣東東部方言區，也就是滿清時代

的嘉應州和惠州地區，主要說的是四縣方言和海陸方言（丁邦新，1980：8）。吳

守禮提出：臺灣客家語有四縣，四縣為：興寧、長樂(今名五華)、鎮平(今名蕉

嶺)、平遠，其他有：海陸、饒平、永定、豐順、河婆鎮之別；而臺灣以使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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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語最多，海陸、饒平次之，其餘為數不多(吳守禮，1997：177)。鍾榮富認為

臺灣客家的分類在學術上分為五種：海陸、紹安、饒平、東勢與四縣，並特別提

出認為臺灣東勢客家話可劃為大埔腔(鍾榮富，2017：12-14)。 

2018 年(民國 107年)1月 31日公布的「客家基本法」，第二條關於客家基本

法用詞定義說明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

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今日

臺灣客語常以「四、海、大、平、安」稱之，即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紹

安；若再細分四縣腔，則還有南四縣、北四縣之分。日本時代是如何了解客家族

群，是如何建立對客家族群的知識？ 

日本時代將客語通稱為「廣東語」，稱客家人為「粵人」、「廣東人」。陳俊安

分析日人官民對於客家印象的來源概分為兩大類：一為史料文獻，二為實際的客

家經驗(陳俊安，2012：265)。透過日本人的臺灣著作研究及對於臺灣客家人的

調查，應可了解他們對於臺灣的印象，進而探究當時對於客家語教育政策的歷史。 

志書
38
與著作方面 

    早期日人對於臺灣各族群的了解，以清代臺灣方志及西方臺灣文獻做為基礎，

方志成為日本時代初期認識客家的方式之一。但是，方志中對於客家的負面評價

或描述，也影響了日本人對客家的看法。而日本人自己的著作，也參考志書或是

作者自己到臺灣實地訪查後的見地。 

(一)志書參考方面 

    陳俊安指出：方志有關客家的書寫與乙未之役客家對日軍的抵抗行為，加深

了日人對客家的負面印象；後續研究臺灣的日人，大量地以初期日人的臺灣研究

為範本，客家負面的形象因此被沿襲保留(陳俊安，2012：265)。我們可以透過

                         

38
 志書：記載地方的疆域、沿革、古蹟、人物、風俗、物產等的書籍。如各省通志、府志、縣

志等。有些資料用「誌」字，本論文以「志」書文。資料來源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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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引用或參考志書的情形，了解他們所建立的客家印象。《安平縣雜記》39中寫

到：來臺漢人以籍貫別之，有「臺灣窵處海外，俱係漳、泉、粵民人雜處」；或

有「臺灣孤懸海外，多係漳、泉府流寓與廣東民人雜居；因有閩莊、粵莊之分」

40(林正慧，2015：139-140)。我們從臺灣總督府購入的書籍，可以看到他們當時

曾購買《臺灣府志》(日作：「臺灣府誌」)作為參考資料。下圖項目第四六，就

是《臺灣府志》購入的紀錄，也證明這些清朝時期的志書也是日本人了解臺灣的

參考資料。 

 

圖 1開拓使事業報告書寄贈方大藏省ヘ照會(四六項臺灣府志購入) 41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而日人小川琢治在自己的著作《臺灣諸島志》中也提到清《臺灣府志》中引

述《玉圃筆談》的內容，說道：南路淡水(鳳山附近)33莊皆粵民墾耕(小穿琢治，

1896：168)。從書中引文「粵人墾耕」推測，日本人利用清國作品來了解對臺灣

客家族群，因此日本人統領臺灣時對臺灣本島客家族群應該不是陌生的。從這裡

                         

39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1959)，頁 23。 

40
 見〈兵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兼福撫趙慎畛奏」移會〉，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

案彙錄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3 種，1963)，頁 565。 

41
 「開拓使事業報告書寄贈方大藏省ヘ照會」（1896-01-18）(目錄 03)，〈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六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典藏號:00000017032。2020年 7月 9 日下載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42gEE07FN#7cL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42gEE07FN#7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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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觀察到。清領階段的著作對於臺灣客家人的稱呼曾以「粵人」稱之。 

(二)日人著作方面 

筆者閱讀整理日文著作中，有論述關於臺灣客家人者，介紹如下： 

1896 年(日明治 29年)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42在〈總說〉中提到移往臺灣

的支那人有福建和廣東地方的人民，即閩人、粵人。在《臺灣諸島志》第八章〈住

民〉中，提到臺灣支那住民有客家種族，文中並使用「Hakkas」稱之，並且附註

說明又稱為「客仔」、「哈喀」。小川琢治在書中用了 5頁的篇幅(167-171)說明客

家根源、風俗和村落；根據他當時的調查，客家人口較多的聚落在臺北縣屬的新

竹、苗栗山區和臺南。他也提到客家人驍勇善戰，還認為在臺南與日軍對抗作亂

的大抵就是客家人 (小川琢治，1896：167-168)。行文當中還在「客民」下方附

註閩人呼粵人「客仔」。在此，小穿琢治以閩南人稱廣東人為客家，將廣東與客

家並列稱呼。當時，小川琢治自己應該已建立了廣東人即客家人的概念。 

1896 年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43第八章〈住民〉中，便提到臺灣支那住民

有客家種族：這個族群容貌、風俗和其他支那人不同，這個種族居住在廣東地

方，受到當地土著的排斥，因為這個族群剽悍勤勉，能從事耐苦的勞役工作，

且在當地與土人結婚，人口也逐漸增加(小川琢治，1896：167)。內頁摘錄如下： 

                         

42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小川琢治著，《台湾諸島誌》(日文原書名)，1896

年，(書誌 ID：000000892789)，本論文《臺灣諸島志》內頁圖檔來源均同本註，故後面引用不

再重複註腳說明，頁面 JPEG 檔輸出。2020 年 7月 9日全文下載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43
 見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方志叢書編號 109：《臺灣事情》，1985年出版。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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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諸島志》44(頁 167)關於客家人的論述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小川琢治在也提到客家人驍勇善戰，在臺南(鳳山一帶)都是粵民，辛丑變後

客人和閩人不和，臺南鳳山區域跋扈的客家人經常造成支那官吏的困擾(小川琢

治，1896：167-168)。原文圖檔如下： 

                         

44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小川琢治著，《台湾諸島誌》(日文原書名)，1896

年，(書誌 ID：000000892789)，本論文《臺灣諸島志》內頁圖檔來源均同本註，故後面引用不

再重複註腳說明，頁面 JPEG 檔輸出。2020 年 7月 9日全文下載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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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諸島誌》(頁 168)關於客家人的論述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這裡也引出了日治時期，臺灣客家反抗勢力的頑強，客家族群對日本總督府

而言應該也是頑強抵抗的頭痛的對象。 

1897 年(日明治 30年)松島剛、佐藤宏著《臺灣事情》45第六章《人種》談到

臺灣人民有支那人(蒙古人種)和土人(馬來人種)；支那人大部分是從福建省移民

來臺灣，所使用的語言是廈門語，也稱之「福老46」「Hok-lo」；另外是客家人「Hak-

ka」，是從支那北部移民到廣東居住的族群，後來又移民到臺灣，這個族群的人

                         

45
 見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方志叢書編號 114：《臺灣事情》，1985年出版。 

46
 依書中內文寫法，故不作「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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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較少，風俗習慣也和閩南人不同，客家人在臺灣北部約有十萬人，勤勉勇敢，

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為廣東語(松島剛、佐藤宏著；1897：88-89)。在說明客家族

群的內文中寫道： 

其の用ゆる言語は廣東語なりを雖も客家の青年福老の語を學ぶを以て客

家の語は終に消滅せん(松島剛、佐藤宏著；1897：88-89) 

    松島剛、佐藤宏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以日本人的角度探討了客家年輕一

輩學習閩南語的現況，並且對於此狀況提出了他們認為客語未來將會面臨危機的

看法。又由於筆者以日文翻譯軟體呈現的翻譯「消滅せん」的意思為不會消滅，

似乎與真實歷史不同。很慶幸能得到國史館研究員王學新47先生協助翻譯內文，

並加以解釋。王學新(2020)翻譯內文如下： 

「其所用之語言雖為廣東語，但客家青年學習福佬語，因此客家語終將消

滅。」(王學新譯48，2020年 7月 27日) 

而對於筆者以翻譯軟體查詢的意義時，王學新表示「消滅せん」為「消滅せ

んとする」的縮簡，就是「將要」的意思。雖也有否定之意，但不符合前後文意

思(王學新，2020年 7 月 27日)。因此，本段文字的意思的確是：客家人其所用

之語言雖為廣東語，但客家青年學習福佬語，因此客家語終將消滅。 

其原文圖檔如下： 

                         

47
 王學新：1957年 9 月生於臺北縣新店鎮，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

組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時代臺灣史、臺灣總督府檔案原住民、涉外關係等方面。筆者

於 2020年 7 月 24日向王學新請益多項關於日本總督府文獻內容翻譯的問題，承蒙老師協助於

2020年 7月 27日以電子郵件回覆相關文件的翻譯。 

48
 譯文來源，同上註說明。 



109 

 

 

圖 4 《臺灣事情》49 (頁 89)關於客家人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續上文，在松島剛、佐藤宏合著的《臺灣事情》，也探討到客家年輕人學習

閩南語的情況，並且認為客語有朝一日將會滅絕。由此，我們又一次有證據顯示：

日本人稱客家人使用的語言為「廣東語」。在文中還舉例說明閩、客語發音不同

的地方、文讀音和口語音的差別，另外還有動詞的變化、平上去入八聲的聲調，

因此會說支那語的人常是耳聰舌滑、舉有模仿力的人。客家人說廣東語、閩南人

說廈門語，因此在這個地區懂兩種語言是必要的(松島剛、佐藤宏，1897：90)。

                         

49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松島剛、佐藤宏編，《台湾事情》(日文書名)，1897

年，(書誌 ID：：000000428349)，本論文《臺灣事情》內頁圖檔來源均同本註，故後面引用不

再重複註腳說明，頁面 JPEG 檔輸出。2020 年 7月 24日全文下載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71?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71&__lan

g=ja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71?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71&__lang=ja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71?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71&__lang=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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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圖檔如下： 

 

圖 5 《臺灣事情》(頁 90)關於客家廣東語和福佬廈門語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文段落由王學新翻譯如下： 

「如此，客家人使用廣東語，福佬人使用廈門語，因此在本地有必要學習

兩種語言。原本它們都是支那語，文字相同但是發音不同。例如「人」這

個字客家稱「らん」，福老稱「ジン」，「ジン」是上等社會人用的，「ラ

ン」是下等社會人用的。又無言文一致，俗語與文章用語之間有很大區

別。另外還有動詞的變化（conjugation），以平上去入的八聲來代用，其

數達六萬以上。因此學習支那語的人若非耳聰舌滑且富有模仿力的人就不

能學好。」(王學新譯，2020年 7月 27 日) 

依據在《臺灣事情》中的論述，對臺灣的客家人所使用的語言也是用「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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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來稱之。從這段文章中不僅能了解到日本領臺初期，已經了解臺灣有客家語

言的存在。日本人當時將客家語、閩南語視作清國支那語的分支，也就是說將兩

中語言一起歸納在支那語之下。當然，日本人也發現兩種語言語音上的不同，但

是卻有共同的文字，因此在分析兩種語言的特色時，也將客家語和閩南語並列作

共同討論。並認為他們除了有相同文字之外，還有文讀音和俗語音的差異，還認

為使用文讀或俗語音說法上也有著社會階層上等、下等的差別。接著，還有語言

動詞上的變化和平上去入八聲聲調。關於內容談到語彙達六萬以上，差異性甚大

也造成學習的困難。在行文最後還認為必須要耳聰舌滑，還要具有模仿力的人，

才能將支那語言學好。延續上文的涵義，這裡指的支那語應該就是指客家語和閩

南語兩種語言了。也許也代表著，當時要學習臺灣語言時，日本人所遇到的發音

困境。 

1899 年(日明治 32) 3 月 11日出版，村上玉吉著《臺灣紀要》50第三編〈人

文〉第一章〈人種、人口、族制〉說明臺灣人種分為兩大類，一是蒙古人種的支

那人，另一是馬來人種的番人族。《臺灣紀要》又依照其言語、風俗、習慣將臺

灣人種族分成三大類，支那住民、熟番人、生番人，支那移住民分為閩人(福建

省出身)和粵人(廣東省出生)，(村上玉吉，1899：93)。原文圖檔如下： 

                         

50
 見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方志叢書編號 118：《臺灣紀要》，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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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紀要》51〈人文〉(頁 93)關於臺灣人種族分類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村上玉吉 1899 年在東京出版這本著作時日本統治臺灣進入第 5 年，對於客

家人的稱呼，還是來自「廣東」的「粵人」稱之。他並在文中說明清領時期禁令

解除後以後客家移民來臺，客家族屬性格剽悍勤勉，來臺後之客家人與臺灣原住

民通婚，又被稱為「客仔」(村上玉吉，1899：94)。原文圖檔如下： 

                         

51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村上玉吉著，《臺灣紀要》(日文書名)，1897年， 

(書誌 ID：000000428338)，單頁 JPEG圖檔輸出，不可全文下載，本論文《臺灣紀要》內頁圖

檔來源均同本註，故後面引用不再重複註腳說明。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58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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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紀要》(頁 94)關於客家人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圖畫線部分，王學新譯文如下： 

「臺灣的清國官吏也一時之間對於這些粵人的控制大感困惑，以致於曾設

法禁止自由渡臺，此後其與番人雜婚，而被支那人鄙稱為客仔（出於內山

客人之意）(王學新譯，2020年 7月 27 日)。 

這段文字可對照當時來臺禁令中禁帶家眷的規定，稱客家人為「粵人」。來

臺禁令期間，有許多客家單身漢來到臺灣，在臺灣與原住民通婚的歷史。同篇第

三章〈國語、宗教、教育、文事、美術、衛生〉文中談到臺灣語系的分類，作者

將臺灣語分成兩大類一是土人語、一是番人語。土人語又分為泉州語和廣東語，

泉州語的人佔大部分，廣東語的佔少數；番人語分為北番語和南番語，村上玉吉

並且認為這兩大類合稱為熟番語(村上玉吉，1899：123)。其內文圖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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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灣紀要》(頁 123)關於臺灣語言分類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文中我們看到村上玉吉對於臺灣語言的分類方式，他也是將閩南語(泉州

語)、客語(廣東語)列為支那語，只是他是以省籍的方式表示語言別。村上玉吉

也用「廣東語」作為臺灣客家族群語言的代名詞。 

不過，村上玉吉繪製臺灣人種分布圖時，他用「客家」二字標示客家族群聚

落的位置。下圖為《臺灣紀要》中「臺灣人種分布圖」 (村上玉吉，1899：92與

93間未編碼52)： 

                         

52
 本研究資料參考許世融〈殖民「第一客」〉的研究，但是許世融註明本圖出處時，標註為頁

94，筆者閱讀原書，此圖未編碼，本書為往右翻頁，該書前一章為第二編〈天然〉之第九章動

物、植物，在 92頁結束，排版在左邊頁，右邊頁則空白，未編碼。接著下二頁為本圖，本圖為

橫跨左右兩頁，臺灣北部在右頁、南部在左頁，上圖筆者呈現之方式，以將之向左反轉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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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灣紀要》臺灣人種分布圖53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綜合這幾本有關於臺灣的論述，雖然客家的稱謂還未能取得一致，不論是廣

東人、粵人、客家人都用來指稱臺灣客家族群，客家的存在與發展在日本時代的

著作上並未被遺忘或是忽略。又從以上這些日本人關於臺灣的著作，我們可以整

理出日人對於客家的印象多是剽悍、耐苦，並且在這些的出版書籍中，對於臺灣

客家族群，偶還會以客家稱之。但是，對於以省籍劃分來的角度，日本人還是稱

客家人為「廣東人」居多。因此，廣東人在日本來臺後也逐漸等於客家人的代名

詞。 

                         

成直立。翻頁接續其後，為右邊空白頁，左邊為 93頁，即為《台湾紀要》〈人文〉。 

53
 說明：筆者在國史館圖書館借閱之《臺灣紀要》，本圖遺落未附上，但參考其他書中的附圖方

是為額外貼上一張地圖，並未在該書的排版頁中，也許原書也是如此，因此而沒有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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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文紀錄 

    從志書、著作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筆下的客家印象，在臺灣總督府所留存下來

的資料中，也能看到日本人對於客家的描述。1896年(日明治 28年)1月 13日在

學務部芝山巖成員遇害後，臺灣總督府上陳「警察官吏及雇員退休金撫卹金支付

書面請示案」54給臺灣事務局，內文談到臺灣土匪四起，已有警員 19 名戰死，學

務部亦有 6 名被殺害，希望能為這些因職務而殉職人員爭取退休金及遺族撫恤

金。在這份陳請文之後，附上一段說明臺灣當時狀況的短文，其中有描述談到客

家人，翻譯內文如下： 

    案 

本島雖已歸於平定，但禍根尚未滅絕，動輒叛徒即待機窺狀思動，且本島 

自昔日即在中國版圖之下，人情狡惡，而匪徒常徘徊不絕。加之獰猛之番

族，剽悍之客家族，故如警察吏員，與軍隊做相同之動作，以身在戰鬥中

之心情作為警戒(陳文添、謝鴻嶷、林品桐編譯，1992：389)。 

    在上述這段「案」說明中，提到了日本人處在臺灣當時所面對的動亂情形，

在該文書中，對於客家族群的稱呼，是用「客家族」稱呼。日本領臺之初，想必

受到臺灣各地反抗勢力困擾。關於「剽悍之客家族」的描寫，應該是指抗日的客

家族群。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在 1896年時，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客家族群的稱呼，

即以「客家」一詞表示，並且我們從內文推測日本人視客家人為一群反抗的勢力。 

(四)客家的稱呼 

 從以上我們可以瞭解日本時代初期，就已經認識且接觸到臺灣客家族群。當

時，以為客家人來自廣東，因此以「廣東人」、「粵人」稱之，也有直接稱「客家」

                         

54
 「總督府雇員恩給及遺族扶助ニ關シ臺灣事務局總裁ニ稟申」（1896-01-13），〈明治二十八年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四卷 官規官職恩賞〉，《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

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04031。2020年 7月 20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2517iJ=Mhne#cGj4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2517iJ=Mhne#cG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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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然，對於客家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則以廣東語、粵語、客語來稱之。而我

們後來的研究者，以今日對於香港所使用的廣東語、粵語的定義來解釋日本時代

的廣東語和粵語，認為日本時代所認識的臺灣語不包含「臺灣客語」，而是香港

的廣東語、粵語，其實是不正確的解釋。因為依據這些書籍的說明，已非常明確

的顯示：日本人能非常清楚辨別臺灣語中有閩南語和客語，而且兩者之間有共同

的文字，有文白讀音、八聲調號，二者的語音不同。 

人口調查 

    戶口調查是日本總督府為了管理臺灣人民而進行的掌控手段之一。在日本領

臺後，給予臺灣人民 2 年的緩衝期，可以選擇要當日本人，還是要回去清國。依

據 1895 年(日明治 28年，清光緒 21年)4月 17日所訂定的「馬關條約」(日文：

「日清媾和條約」55)臺灣歸於日本管轄，其中第五條明列原本居住於臺灣的住民

處置方式，內文圖檔如下： 

                         

55
 資料來源日本国立公文圖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JACAR)(有中文介面)，件名：〈日清媾和始末附遼東半島還付始末貴衆両院へ報告ノ

件〉，檔案編號：A01200801300。2020年 7月 28日搜尋下載於：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MetSearch.cgi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MetSearch.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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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馬關條約」第五條(「日清媾和條約」) 

資料來源：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關於第五條臺灣住民處理內容，譯文如下： 

本條約批准互換之後限 2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

方之外者，任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

為日本臣民(王學新譯，2013：259)。 

日本在清國手上接收臺灣時，首先決定給予臺灣住民「國籍選擇」，讓他們

決定是否離開臺灣或是留下成為日本臣民。但是如果 2年期滿還留在臺灣者，則

依照日本規定視為日本臣民。日本總督府規定在 1897年(日明治 30 年)5月 8日

是臺灣本島住民決定國籍的期限，也就是日本將對於成為日本臣民的臺灣人民和

清國臣民加以區別(王學新，2013：217)。 

為了準備接收管理臺灣，雖然給人民 2 年的選擇國籍緩衝期，但是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8 月樺山資紀總督令(第 8 號訓令)便開始為制定「臺灣居民戶籍

調查規則」做準備。當時為了整編戶籍書告民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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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民能各得其所，穩定生命財產者，實得力於政府之保護；欲受政府之

保護，必須取得本島人民身分之證明，是故戶籍至為重要，今本總督命令憲

兵及警察官編製戶籍，作為確認本島居民之憑證，務希各人民體念此意，遇

戶籍官吏調查時，應將住址、姓名、年齡等詳悉開出，俾共享政府之眷撫愛

護，免遭遺漏。」(苗栗縣志人文志人口篇，黃新亞、鍾建英編，1983b：7) 

 日本時代先後舉辦了七次人口普查，第一次是 1905 年(日明治 38 年)10 月

1 日名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當時為了確定人口基本國勢，1905 年 5 月總督

府頒布敕令第 175號「臺灣臨時戶口調查部組織規程」掌理有關戶口調查的事務、

同年 6 月頒布「戶口調查評議員會規程」(第 128 號訓令)，後又以府令第 39 號

頒布臨時戶口調查規則，這次全面調查動用了調查員 7,405 人，花費總金額 18

萬 5千 8百 40圓(日圓)，平均每人約花費 6分 1釐。調查的內容包含 22項有：

1.姓名；2.與戶主之關係；3.種族；4.男女性別；5.出生年月日；6.婚姻狀況；

7.本業；8.本業之職位；9.副業；10.副業之職位；11常用語言；12.常用語以外

之語言；13.日語程度；14.殘廢(包括聾、啞、盲、白癡及瘋癲)種類；15.殘廢

原因；16.吸食鴉片煙；17.纏足者；18.常往地；19.出生地(限查日人)；20.原

籍(限查日人)；21.國籍(限查外國人)；22.渡臺年分(限查日人)(苗栗縣志人文

志人口篇，黃新亞、鍾建英編，1983b：125-128)。 

日本人在設計第一次戶口調查時發現殖民地的調查項目與本國不同，如常用

語、種族等項目，在本國未必重要但是在殖民地顯得重要。此外在戶口調查時所

謂種族，第一層及可分為內地人、本島人、生番人、外國人，其中本島人還有第

二層的分級，有：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番人，其判定依父系種族記入；

依戶口制度的「戶口規則」記入規定，種族欄也依父親的填寫，分別有：內地人、

本島人(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番人、生番人)、清國人等；如果父親種

族不明時，再依母親的種族填寫(詹素娟，78-79)。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5 月 8 日選擇國籍截止日期之後，在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5 月 20 日就有一份關於客家人的調查報告完成：「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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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住居地取調表」。在緩衝期的期間，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做人口調查，而這一份

調查是以臺灣居住的客家族群為對象。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調查有可能是在學

務部長伊澤修二要求下而進行的。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1 月 27 日，伊澤修二

曾以「學第 633 號」發函給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56，要他協助調查轄區內的客家

人居住情況。這個調查比日本人給予清國人選擇國籍的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5

月 8日截止日還要早。其內文圖檔如下： 

 

圖 11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57 (學 633號)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56
 關於公文上臺南知事的名字，第一個字查無漢字寫法，考證日本國會圖書館中之文件 1898年

(日明治 38年)3月 18日《除蟲菊栽培書》中所刊載的的「謝狀」，紀錄其名漢字為「磯貝靜

藏」，2020年 7月 12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5029/16 

57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01-01）(頁 0004)，〈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第七十三卷內務門庶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說明：本件由日明治

29年 11月 27日發文，日明治 29 年 12月 2 日收文登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9733022。2020 年 7月 12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50XLfgA_C#b798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5029/16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50XLfgA_C#b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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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文翻譯內容如下： 

本島土民除自支那大陸漳泉二州中移居者外，也有從廣東地方移居者，但語

言風俗各異，目前實在難以實施教育。譬如廣東人有多數居住本島，故以為

將來對國語學校學生及講習員等除了教授普通土語以外，也有教授廣東語之

必要。請依照附表之格式，告知貴轄區內廣東人之狀況。謹此通知。」(王

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 

據上文，伊澤修二來到臺灣後，也注意到臺灣語與支那語的不同，他認為如

果臺灣的廣東人數眾多的話，還要考慮對未來擔任教師的國語學校講習員，教

授「廣東語」。依據前述日本時代初期關於臺灣人種與語言的研究，臺灣客語即

以「廣東語」稱之，因此我們也可以確定伊澤修二「學 633 號」公文中所說的

「廣東語」，就是臺灣語之一的「客語」，而「普通土語」指的則是閩南語。筆

者相信學務部進行編輯臺灣語對譯專書時，必然也希望同時處理閩南語和客語

的兩種語言對譯工作。根據上圖我們可以發現，臺南縣收到學務部「學 633號」

函後，便將這份工作登錄在臺南縣內部公文「內第 1113號」案。有了這些公文

歸檔的編號，給與我們追溯日本時代各單位業務是否相關的線索。 

許世融以〈打猫難堡事務係劉廷輝ニ就取調タル大要〉的對話內容佐證，認

為臺南縣這個調查應該是具有可信度的。〈打猫南堡事務係劉廷輝ニ就取調タル

大要〉內文圖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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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打猫南堡事務係劉廷輝ニ就取調タル大要」58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根據臺南縣保留的「打猫南堡事務係劉廷輝ニ就取調タル大要」問答內容整

理如下(許世融，2014：363)： 

    問：聽說廣東人當中分為福佬、本地、客家三種族，那麼移住打猫南堡及      

        打猫東下堡的屬於何種族？ 

答：悉皆客家族。 

問:上述移住者是以屯田兵般的組織型態移住呢？還是個人隨意渡臺呢？ 

答：移住者有許多是因商業目的而渡臺，並非以屯田兵般的組織型態移     

    住。 

                         

58
 「打猫南堡事務係劉廷輝ニ就取調タル大要」本件收錄於「廣東人廣西人戶口等取調報告

（元臺南縣）」中，（1897-03-01）(頁面 0035)，〈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九十

九卷內務門庶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9758004。2020 年 7月 12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53EOgFmQg#lI74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53EOgFmQg#lI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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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然則何以會特定居住某些地方？ 

答：此等人渡臺後，找尋朋友知己，在其旁構築住屋，自然而然集中在特     

    定地方居住。 

問：與一般人民的交往情形如何？又從事何種職業？ 

 答：與一般人民時相往來，並未隔絕，職業等方面也無礙大差異。 

打猫南堡當時的範圍包括今日嘉義縣的民雄鄉西部、溪口鄉大部分地區及新

港鄉東北部，日本時代初期亦屬於臺南縣管轄。這份對話內容收錄在「廣東人

廣西人戶口等取調報告（元臺南縣）」中，的確可視做當時臺南縣為了回覆學務

部的「學 633號」公函所執行的任務紀錄。 

而當時臺南縣收到伊澤修二的公文後將之收文列為「內第 1113 號」案。為

了完成任務臺南縣以內部公文「內庶第 80 號」發函給臺南縣警察總部，告知學

務部發了「學 633號」函，希望要臺南縣進行廣東人的調查，請警察部門協助提

供人口調查的資料。我們從公文上可以看到，針對學務部「學 633號」的內容，

由臺南縣內務課課長在 1896年(日明治 29年)12月 3日以「內庶第 80號」發函

給縣所屬的警察單位，要求警察單位協助執行調查，完成學務部請託臺南縣知事

的調查資料。公文中還特別提到，是為了「將來教育」而有調查的必要。 

以下為 1897年(日明治 30年)「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的內容圖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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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59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上圖譯文如下： 

明治 29年 12月 3日臺南縣內務課長以內庶第 80號函警察課長 

學務部長拜託知事之旨謂：從廣東來的移民與其他移民相比，其言語風俗

不同，為了將來教育而有調查之必要。故請依照附表依貴官方便儘速調查

直轄區域內該移民之狀況，謹此通知。」(王學新譯，2020年 7 月 29日) 

王學新並且指出，依日文本意來看，此份報告並不一定能算是非常正式嚴謹

的調查。： 

原文為「便宜御取調至急御報知相成度」 

                         

59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 0005)，2020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16H0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16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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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新認為(2020 年 7月 29日)： 

「便宜」即是有權宜之意或依你方便的意思，又「儘速」，因此認為是草 

率。 

也就是說，當時臺南縣知事用「以盡速、方便」完成此調查的原則，通知警

察課長，這樣的用詞表達意思推測，可見這份臺南縣的客家人口調查不能算是

嚴謹正式的調查報告。 

不過筆者認為，自學務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1 月 27 日發文到 1897 年

(日明治 30年)1月 6日臺南縣回覆，前後也花了 1個月的時間，因此應該也不

算是草率行事。推測因為伊澤修二急於編寫臺灣土語教科書，所以商請臺南知

事協助。他也在「學 633 號」來文中明確表示，要據以參考是否需要為國語學

校和講習員開設「廣東語」的課程。因為急需資料，則以方便取樣為主，不必

要求一定詳查。筆者推測，當時學務部只是想要以此資料，作為是否需要開設

客語教學課程的人口數據參考。而「便宜」一詞有可能是因為領臺之初各單位

公務繁忙，伊澤修二還額外要求地方知事協助客家人口調查事務，此行為又增

加了業務。因此，臺南主管單位以「便宜」作為和緩的通知語氣，應該也並非

任其草率完成。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記錄了臺南縣處理的整個客家人口調查

公文往來的紀錄和結果。從伊澤修二 1896 年(日明治 29年)11月 27日「學 633

號」發文之後，1896 年(日明治 29年)12月 3日臺南縣發「內庶第 80號」調查

通知後，也收錄了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2 月 23 日臺南縣警察課警部長豐永

高義收到各地回報資料後，回覆給臺南縣內務課長竹下康之的公文，從公文編

號我們可以得知臺南縣警察課當時收到「內庶第 80號」函後，又以警察部門內

部公文「警發第 1880號」發函給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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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0(頁面 0006)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譯文如下： 

明治 29年 12月 23日台南縣警察課長豊永高義以警發第 1880號函覆內務

課長竹下康之 

貴官以內庶第 80號請託調查來自廣東之移民，故附上調查書，謹此回覆。

(王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 

據上文，在 1896 年(日明治 29年)12月 23日的警察課回覆完成，也附上轄

區各警署回覆警察課「警發第 1880號」的調查報告書，分列如下：  

                         

60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 0006)，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fJV0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fJ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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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1  

 

圖 16「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2 臺南警察署回覆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以上為 1896年(日明治 29年)12月 15日臺南縣警察課收到臺南警察署的回

覆(王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調查結果有 42戶廣東人，人口數為 179人。 

                         

61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07)，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4Gv0 

62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08)，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Osf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4Gv0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Os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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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3安平警察分署回覆 

 

圖 18「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4安平警察分署回覆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以下是 1896年(日明治 29年)12月 16日臺南縣警察課收到臺南縣安平警察

分署所回報的調查，他所使用的說明方式有依據「學 633號」所提供的參考表格。

調查結果是 9戶，人口 26人(王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 

                         

63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 (頁面 0009)，2020年 7月 12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JTU5 

64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10)，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uAh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JTU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uA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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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5蕃薯寮警察分署回覆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以上是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2 月 22 日蕃薯藔警察分署回覆(王學新譯，

2020 年 7 月 27 日)，調查結果的書寫方式參照學務部「學 633 號」格式，調查

結果 455 戶，人口數為 1894人。 

                         

65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11)，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ty0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ty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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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6關帝廟警察署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以上為 1896年(日明治 29年)12月 16日關帝廟警察署的調查書(王學新譯，

2020年 7月 27日)。 

繼臺南縣各警察署回覆臺南縣警察課「警發第 1880號」廣東人調查任務後，

警察課便回覆內務課的「內庶第 80號」公文。接著，臺南縣知事便在 1897年(日

明治 30 年)1月 4日內部起草文書，在 1月 6日登錄發文。此份公文的內文「案」

可看到學務部「學 633 號」的字樣，並且將本文歸檔於當時收文的「內第 1113

號」案。最後，上呈完成報告給學務部。公文圖檔如下： 

                         

66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12)，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sDJ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sD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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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67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譯文如下： 

明治 30年 1月 6日台南縣知事以內第 1113號函覆學務部長 

貴官以學第 633 號函示調查有關廣東人案敬悉，本案如附件，謹此回覆。 

(王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 

根據「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王學新認為臺南處理「學 633

號」這個案子應該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1 月 6日回覆後已經算是結束了。 

許世融在〈殖民政府的「第一客」〉中提到另一份關於客家人口調查報告：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並認為這份報告可回溯到上述伊澤

修二在 1896年(日明治 29年)11月 27日所發的這份「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

南縣）」(學 633 號)函。下圖為「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內文

                         

67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頁面 0013)，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rmx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45KqCj7p2#rm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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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是一份以回覆臺灣總督府民政局

編號「內縣第 206號」案的公文，內容是全臺客家人口調查統計報告文書。其收

發文圖檔如下： 

 

圖 22「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68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許世融提到： 

根據原臺南縣保存的公文顯示，這個調查最初是由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

二發起，目的在了解臺灣的住民特質，以便進行教育工作(許世融，2014：

362)。 

                         

68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1897-05-01）(頁面 0214)，〈明治三十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一卷土地及家屋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

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1094010。2020年 8月 14日搜尋下載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96=3KyM7w#14cb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596=3KyM7w#14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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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推論，當時學務部應該是直接發文給各縣知事和支廳長，使其下令調查

臺灣全島客家(許世融，2014：364)。依據許世融的看法，繼「學 633 號」之後

所完成的這份「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報告書，應該就是伊澤

修二所推動的客家人口調查。不過，王學新認為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5 月 20

日的「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報告書，與伊澤修二沒有關係。

並以 1897 年(日明治 30年)1月 6日回覆「學 633號」時，就僅只有簡單的回覆，

因此並不能證實後來這份「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與伊澤修二

有關。尤其是，這份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的公文裡面並沒有知會伊澤修二，因為公

文內沒有他的簽署名字。69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是由各地行政廳調查後回覆給民

政局，由民政局再將各地調查數據統計整理成全島客家居住人數的報告。每份回

覆案件都標註登記為「內縣第 206號」，可推測當時民政局應該是以「內縣第 206

號」發函給各地方。因此收回調查檔案歸檔為「內縣第 206 號」。這裡有一個值

得注意的問題，就是這份報告文號紀錄並非回覆「學 633號」的相關檔案。筆者

查詢總督府資料，只能查到學務部「學 633 號」給臺南縣的通知公文和「廣東人

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無法證實伊澤修二曾發給每一縣要求辦理客家人口調

查。目前沒有找到「內縣第 206號」公文，因此也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本島居

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所依據的「內縣第 206號」公文就是伊澤修二

「學 633 號」的延伸。 

但是，在「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這份文件中，各支廳回

覆的公文所採用的調查內容格式，與伊澤修二所發給臺南知事的建議表格相同，

因此我們也不能忽視這兩份調查報告之間可能的關聯性。此外，以報告完成時間

點來看，伊澤修二是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7月 29日被免除學務部長的職務，

而這份報告書是 5 月 20 日登記公文日期，所以伊澤修二應該還是很有可能可以

                         

69
 2020年 7月 24 日，筆者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王學新討論，筆者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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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這份成果報告書。      

不論伊澤修二 1896年(日明治 29年)11 月 27日所發布的「學 633 號」是否

就是促成 1897 年(明治 30 年)5 月 20 日「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

表」調查報告書的源頭。日本時代初期這兩份珍貴的客家人口調查報告，客家語

言教育研究者都不應忽視。希望未來能找到更多的證據，增補關於日本時代客語

教育的歷史。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可觀察到日本人以「廣東人」當

作客家族群代稱的觀點。以下為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製作的「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

口及住居地取調表」統計表圖檔： 

 

圖 23「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70(統計表)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70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頁面 0217），2020年 8月 14日搜尋下載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97cYR=CC0#0Gv6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97cYR=CC0#0G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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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伊澤修二「學 633號」和這份「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

規劃的廣東人調查表看來，一開始日本人應該是認為當時臺灣客家人應該是居住

在廣東和廣西。依據這份調查統計表，當時大部分客家籍人士大多來自廣東(廣

東人)，相信這個調查也更奠定了日本人認為客家人就是「廣東人」的印象。 

下圖為調查報告書內容檔案： 

 

圖 24「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71 (各支廳資料)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在芝山巖學堂時期，學堂地點位在臺北城外北郊八芝蘭(士林)。芝蘭堡約其

範圍包括今臺北市的內湖區全部，士林區絕大部分地區，北投區南端洲尾庄，以

及中山區北部大直庄。根據調查顯示，這裡的客家人只有 37戶，約 200人。   

下圖研究者將「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公文局部放大，

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其中的內容： 

                         

71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頁面 0218)，2020年 7月 11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97cYR=CC0#Os24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697cYR=CC0#O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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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72(局部)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從人口調查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時代初期客家人的居住分布。「本島居住

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一共有 16 個行政單位的資料，各支廳及縣直轄

以堡里鄕為調查單位，總共有 64個統計單位(許世融，2014：365)。這裡採用「喀

家」代表客家族群，又客家人的分類為廣東人、廣西人。只是記錄表上，都來自

廣東，廣西人非常少。也許日本人因此更確認，客家人就是廣東人。1895 年到

1897 年(日明治 28 年到 30 年)日本時代統治 3 年，對於客家的稱呼時有改變，

從粵、廣東、客家、喀家、Hakka，交替的出現，並沒有固定的稱呼。許世融認

為由傳教士那邊所改編而來的的 Hakka，在臺灣島內少有人聽聞，所以用這個稱

呼客家人，顯得有點格格不入(許世融，2014：384)。總括來說，日本時代初期

                         

72
 見：「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頁面 0218)，2020年 7月 11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820=n=yjY1#Os4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5820=n=yjY1#O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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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家還未有統一的名稱，但是應該都了解，這些都是指稱「客家族群」。 

    在日本總督府進行「喀家族」人口調查，這一份調查報告卷名為「明治三十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一卷土地及家屋戶籍人事」件名為「本島

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73，內容不僅只記錄臺灣各地的客家人口數，

詳細標註各區域的戶數、人口數。報告中詳細記錄客家族群居住者的職業種類，

如苗栗支廳第一堡：「從事農業，與一般人民交住」；臺南縣廳安平：「安平處處

有廣東人散在，從事漁業、商業及外國人之雇人」(林正慧，2015：262、263)。

1897年「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這份資料從檔案資料頁 214到

頁 279，是一套非常詳盡的臺灣客家族紀錄。各支廳回覆的同時，幾乎每個支廳

都會附上一份當地客家人移民背景說明書，只是詳述或簡述的不同。內容包括：

鄭成功時期來臺的歷史、客家人屯田、客籍女子不裹小腳、閩粵爭鬥、客族生性

驍勇、閩客語言不通等等；還有談到林爽文之亂時，客家人在六堆地區建功，乾

隆皇帝因之大喜，並為客家建忠義亭的事件。可見這一份調查表，不僅僅只是人

口調查，還包括來臺遷移歷史、族群特色，也可算是一份相當完整、足以讓日本

官方了解臺灣客家人的一份調查報告書。 

    為了能盡速了解臺灣這塊新領地，除了政權的管理之外，從 1898 年開始，

臺灣總督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陸續展開各項調查事業。在 1898 年

（日明治 31 年）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其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就任之後，確立了殖民

統治前期特殊統治主義的基調。曾留學德國的後藤新平提出科學的殖民政策構

想，強調殖民地統治應以進行對於領地舊慣的完整調查、專家的研究分析為基

礎74(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2008)。也因為後藤新平的執政理念，因此在臺灣

                         

73
 見「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1897-05-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十五年保存第十一卷土地及家屋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1094010。2020年 7月 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7103uRgEaz-#6Gvd 

74
 網路資料，2018 年 6 月 30 日搜尋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7103uRgEaz-#6G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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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舊慣調查的行動。1903 年，臺灣總督府制訂「戶口調查規則」，同年 8 月，

東京統計講習會派遣官員水科七三郎到臺灣擔任臺灣戶口調查統計事務的專任

職員，9 月臺灣總督府也舉行了第一回的臺灣統計講習會。11 月時臺灣統計協

會成立，隔月發行了《臺灣統計協會雜誌》該會的創刊號雜誌。為了能順利執

行戶口調查，1904 年 8 月選在臺灣桃園廳桃園街進行了人口調查的實地試驗調

查。1905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成立了「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官制，並於同年

10 月實施了第一次臺灣臨時戶口調查。 

1905 年(日明治 38 年)日本《1905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75第七章

關於「言語」的調查紀錄，在臺日人中約有 10.3%(相當於 6,710 人)會說臺灣話

(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中的任何一種)，且其中 208 人將之當作常用的家常語

言。雖然，今日已無法了解當時能將臺灣語當作日常生活語言的語言能力程度

為何。黃昭堂認為在統治臺灣 10 年以來，日本人會說臺灣語之所以有那麼高的

百分比，實在是因為日語教育並不十分普及，使得日本人因業務需要，不得不

學習臺灣話(黃昭堂著，黃光哲譯，2013：247)。其中，就語言的調查而言林佩

欣(2013：104)研究認為：統計官員認為，語言是人類表達意思的手段，語言調

查對歐洲或日本影響不大，但臺灣是多語言的環境，語言調查特別重要。日本

人在語言隔閡的新領地臺灣實施語言調查，可以了解殖民地語言與母國的共通

點，也能趁機認識臺灣各民族生活習慣，能提供給總督府執政單位如何執行政

令、普及日語教育的決策參考。此外，日本人在臺灣島內開發，各地往來交通

日趨頻繁，了解各地語言及各族群，若有社會組成的變化，也可提早因應。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調查範圍依據日

                         

http://tcsd.lib.ntu.edu.tw/info_about/about_database_3.php 

75
 明治 38 年《1905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漢譯版)頁 173，(日文版)頁 232。網路

資料來源，2020年 5月 9日，搜尋於「臺灣歷史統計」網頁：

http://140.112.36.98:10100/zh_tw/test。 

http://tcsd.lib.ntu.edu.tw/info_about/about_database_3.php
http://140.112.36.98:10100/zh_tw/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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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時代初期三縣一廳76的劃分，臺南縣包括了臺南、關帝廟、灣裡、大目降、噍

吧哖、蕃薯藔等六個辨務署，行政區域包括嘉義支廳、鳳山支廳、恆春支廳、臺

東支聽，以今日範圍來看有嘉義、臺南、高雄、臺東、花蓮等地。「本島居住喀

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5月 20日77前完成調查報

告。其內容包含了臺灣全島各區域的調查，以當時的行政區域劃分包括：臺北縣、

淡水支廳、新竹支廳、宜蘭支廳、臺中縣、苗栗支廳、彰化支廳、埔里社支廳、

臺南縣、嘉義支廳、鳳山支廳、恆春支廳、臺東支廳、澎湖島廳。這樣大規模的

調查工作，凸顯當時日本人對於客家族群以及客家語言的重視。 

日本時代初期，學務部主導臺灣語教學事業，雖然大量出版以閩南語為對譯

的發音表照表、教科書、辭典，並不是因為伊澤修二不知道臺灣還有一群為數不

算少的客家語言族群。「學 633 號」中，伊澤修二還提出希望調查表內容包含居

住的堡里名、戶數、人口數等概略說明。此時，伊澤修二提到「廣東地方」、「廣

東語」這個區域名稱，可能意味著他認為客家人來自廣東，因此客家語言則稱之

為廣東語。雖然許世融認為 1896年(日明治 29年)11月 27日學務部「學 633號」

這份通知，應該有全面下令各地方知事，要求完成此調查，可惜筆者未找到其他

支廳的公文證明。而依據臺灣總督府在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5 月 20 日這一份

專門針對客家人口的調查報告：〈「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這

份調查表，稱客家為「喀家」，也不同於臺南縣以「廣東人」稱客家人的寫法。

因此，如果研究者以「客家」作為關鍵詞在總督府檔案中搜尋，將可能會錯過這

一份重要的客家人口調查資料。但是我們可以大膽推論，人口調查將耗費龐大人

力與金錢，日本時代初期在經濟支援拮据的情況下，仍進行全臺灣各支廳的客家

人口調查，也代表日本人希望對臺灣客家族群有進一步的了解。 

                         

76
 見維基百科，2020年 8月 15 日搜尋於：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日治時期行

政區劃分#三縣一廳 

77
 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依據該份總督府的公文登記，〈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

口及住居地取調表〉是在 1897年 5月 15 日完成，5月 20 日文書收文登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劃分#三縣一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劃分#三縣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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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務部在八芝蘭士林街招募學生時，雖然當時閩南族群人口較多，客家族

群也都混合雜居其中，日本人對客語應對態度為何不如對閩南語這麼積極？臺灣

語方面的研究，卻仍以閩南語為主。是為什麼呢？ 

吳守禮(1997：5)認為： 

回顧臺灣方言之基體集團─漢族─之在臺灣，可略謂始盛於明鄭。但在此之

前固非無漢人之來經營臺地者，且屢發生歷史關係。但其情形疑與福建之秦

漢時代相倣，未受顯著之薰化。必俟至明鄭之來從事墾荒，繼則清代泉漳之

民集體移殖，漢族始遍布全島；而後漢化，始有臺灣方言之可誌者。而形成

住民之大多數者既為閩南系之集團─臺灣方言。 

如吳守禮的考證，由於閩南人口比例較高，因此不難理解，日本時代初期，

亟需解決語言問題的焦點也就放在閩南語上，閩南語也成為日本時代的「臺灣語」

的代表。但是，以上這些資料可以證實，日本時代並非忽略客家族群的存在。可

能是因為客家族群人數較少，倘若投入大量經費研究、編寫教材，實在不敷當時

急需解決語言隔閡問題的時間壓力以及效益。 

筆者認為，在日本領臺之初，解決日本總督府對於通譯的需求壓力，勢必是

學務部的第一要務。在人力有限的困境下，又首先得到願意臣服學習日本語的是

講閩南語的臺灣人。那麼，在編輯臺灣土語教材時，當然以現有人力為主，以臺

灣人使用比例較高的閩南語為主。 

而客家人和客語呢？伊澤修二在1897年(日明治30年)7 月19日被免職了，

學務部也降級為學務課，接續的學務課長兒玉喜八是否也注重客家人所使用的語

言，目前尚未有佐證資料。但是，不論是學務部「學 633號」調查公文或是民政

局「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都能證明在日本時代初期，客家

人、客語對於日本總督府而言均占有一席之地。 

附帶一談的是，「學 633 號」也能體現伊澤修二對於日本人臺灣語教育的雙

語(閩南語、客語)規劃，也能證明客語曾被列入日本人的臺灣語學習計畫中。相

信，如果伊澤修二繼續擔任學務部長，也許客語將和閩南語一樣，成為日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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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譯教學的語言之一。日本時代初期，日本人對於客語的學習計畫，其實從未缺

席。只是這些計畫或許未被付諸實際執行，也因為執掌長官換人而停滯不前。筆

者相信一定還有許多關於日本時代客語教育相關的珍貴的資料，等待研究者們去

發掘。 

日本時代的臺灣語的選擇 

依據「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學 633 號)公文函中，伊澤修二特

別提到要調查廣東人人口分布，並且也指出如果廣東人聚集較多的地方，也要考

慮為國語學校學生和講習員規畫廣東語的課程。其中，內文談到所謂「普通土語」

指的就是佔大比例人數所使用的閩南語。這裡可以推論，當時學務部已採取閩南

語作為日臺對譯的語言，他所選擇的原因應該是在臺灣普遍能通行，較多人使用

的語言，也就是他所謂的「普通土語」即是當時的閩南語。 

關於在臺灣通譯之間語言的選擇，在 1899年(日明治 32)村上玉吉著《臺灣

紀要》中也談曾談論到他對於在臺灣使用通譯語言，以及臺灣總督府選擇泉州語

言為通譯語的看法。首先他將臺灣語分成土人語(泉州語、廣東語)和番人語(北

番語、南番語)，原文如下圖： 

 

圖 26 《臺灣紀要》(頁 123)關於臺灣語分類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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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玉吉說明臺灣語的特色。並且提出他對於選擇泉州語為對譯語言的看法。

全文影像如下圖： 

 

圖 27 《臺灣紀要》 (頁 124)關於泉州語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圖文中前三行畫線處，王學新翻譯如下： 

故吾人應學之需要用語目前是此泉州語，今日總督府於教育上正採用泉州語，

作為日台（以日台而言似乎不太穩妥，但只是便宜暫時使用。）語言交換之

基礎，不過我們所謂的泉州語，決不是純粹的泉州語，而類似是人所謂的廈

門語(王學新譯，2020年 7月 29日)。 

1899 年(日明治 32年)，已實施以閩南語對譯方式編教科書、訓練國語傳習

所各級教師和官署工作人員，也已經有近四年的時間了。在這一段文章中，也

提出臺灣總督府單採用泉州語，其實只是便宜行事而已。文中並且提到臺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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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栗附近還有一群廣東語的使用者(村上玉吉，1899：124)。 

不過，他也分析了當時日語和臺灣語對譯時，所發生的問題： 

 

圖 28 《臺灣紀要》(頁 126)關於臺灣語的聲調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圖譯文概要，王學新翻譯如下： 

這些七聲的區別及變化、發音的輕重、腔調之緩急等，若不到實地去研究，

實在不能了解。特別是台灣語逐漸脫離言文一致之境界，甚多有音無字之情

形。無法以字尋音，不得不以音尋字。故必然是音主字客的情形。例如以國

語說何處（いづこ）時，土語說「トウイ」，欲寫成漢字時，並無字音同義

者，由於不能配以「何處」之文字，而寫成「刀位」。故雖然文法與漢文的

組織相同，但語格相異，故譬如禀（訴狀）等文章頗多無法讀出。當與無漢

文素養之土民筆談時，彼我之間竟有因字義不解而終的情形。現以白話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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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這段「台灣人與支那人不同，十中有八九不知文字，故不僅你我之間有

言語不通的不自由，他們也感到同樣的困難，如所有官署發出之告示，多有

不解而告終者。(王學新翻譯，2020年 7月 29日) 

村上玉吉還說明了臺灣語的特色，以及對於能說臺灣語的日本官吏職員應給

予鼓勵的看法： 

 

圖 29 《臺灣紀要》(頁 128)關於臺灣語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圖村上玉吉的看法，王學新翻譯如下： 

臺灣語大略述之如上，至於無文字之番語就無敘述之必要。即使有文字之土

語，由於並非言文一致，存在雅語俗語之區別，尤以辭彙數達六萬以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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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學習。若非富於模仿性且滑舌者不易通達。故有司78設立學校或對臺灣

憲兵給與通譯加薪，或讓總督府巡查、看守兼掌通譯給與加薪，予以獎勵使

其熟練(王學新譯，2020年 7月 29日)。 

村上玉吉的意見，很明顯與臺灣總督府當初也想在臺灣各處設置臺灣語講習

所時的想法相近，也認為如果會說臺灣語的日本官吏、職員，應該給予他們加

薪的福利。 

 從村上玉吉的看法對照和「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學 633 號」

廣東人調查案件看來。可推測日本時代雖然在來臺第一年便採用以閩南語為主，

積極編寫臺灣語對譯教材，為即將要擔任各傳習所學校教師的日本人和總督府

官吏職員安排「普通土語」(即閩南語)基本會話課程。但是，並不是不知道臺

灣語言還有客家語，而且或許當時也存有「日臺對譯語言」選擇的不同意見者。

只是在時間緊迫與經費限制的壓力下必須先擬採用「本島普遍使用」的語言為

優先。由於客家族群人口數量比例較少，客家語的研究早在日本時代也不是社

會強勢主流語言，所以在語言教育和教材編寫的研究領域上自然而然的就漸漸

被忽略了。 

     臺灣客家族群對於當時來臺執管臺灣的日本人，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族

群。雖然伊澤修二一開始以為臺灣使用的語言應該是清國語(北京話)，來臺之後

發現語言隔閡，積極規劃教「臺人日語、教日人臺灣語」的語言教育政策，但

是為何臺灣語方面，卻是以閩南語為主體。並且在對譯的教材上，還稱之為

「臺灣語」。使得後來在今日臺灣語言正名時，還引起了臺灣語言界對於「誰才

是臺灣語」名稱的論戰。 

    日本人當時所謂的臺灣語相關教材，所使用的語言均為閩南語，的確是日本

時代對臺灣語的語言觀之展現。筆者認為，這跟伊澤修二有很大的關係。因為，

                         

78
 王學新說明：教育網上解釋「有司」為官員。職有專司，故稱為「有司」。翻譯的意思就是

「官員」及「官廳」之意。「其筋」在日文上指主管官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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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為第一任學務部長，學務相關事務有其主導權力。當初誤判以為臺灣都是清

國語言(北京語)，導致他所編輯的《日清字音鑑》無用武之處。他必須解決眼前

語言溝通的障礙，這也是當初他在日本晉見樺山資紀總督時，自己毛遂自薦的語

言專長所需負的責任。因此，他得想辦法盡快排除日臺語言隔閡的問題。是故，

在面對「臺灣語」的選擇時，雖然明知道有客家語，他也發函進行客家人口的調

查。但是，語言教材編寫受限於人力與經費，伊澤修二對於日人臺灣語教育的政

策規劃，也仍然只能先以閩南語為主。 

結語 

日本來到臺灣之後，面對臺灣本地語言所造成的溝通障礙，積極找尋應對的

方案，投入人力調查臺灣土語，可算是日本時代非常有創見的工作之一。筆者認

為，雖然當時閩南族群人口較多，但是客家族群也都混合雜居其中，日本人對客

語的對應態度為何不如對閩南語積極？首先應該是人力的問題。在領臺之初，解

決日本總督府對於通譯的需求壓力，勢必是學務部的第一要務。在人力有限的困

境下，又首先得到願意臣服學習日本語的是講閩南語的臺灣人。那麼，在編輯臺

灣土語教材時，當然以現有人力為主。而客家人呢？以小川琢治對客家人「臺南

與日軍對抗作亂的大抵就是客家人」評語來推論，日本人當時的調查認為，客家

人屬反抗勢力。因此，對於客家語言的態度顯得較為不重視，採取忽略漠視的態

度。待有餘力的時候，才加以處理。 

日本時代所編輯的臺灣語教材、編輯日臺辭典，這些教材都以「臺灣語」為

名，但是這個「臺」字應該其實指的是地域「臺灣」，而非指族群語言。當時，

將編寫的土語教材稱之為「臺灣語」。 

從上述關於客家人口的調查，我們可以確定日本人知道臺灣族群所使用的語

言其實不只有閩南語。只是，編寫教材時只是採取臺灣較使用人數較多的語言，

稱臺灣語言為臺灣語，應只是相較於日本各地而言的其他地區名稱。而對於在教

學語言以及對譯教材的編寫，學務部面臨經費被大幅刪減的情況下，致使伊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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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理想難以伸展，最後也不得不離去。因此，對於百廢待興的日本總督府而

言，還有更多比客語對譯教材重要的庶務工作要完成，也因此真正能夠集合成冊

出版客家語教材的時間，相較於閩南語來說晚了許多。 

日本人來到臺灣之後，參考他們學習清國語言的方式，分析支那語的兩個分

支(漳泉、廣東)的語言成分，將異於清國語的四聲結構，改寫為八聲符號，許多

人都認為八聲符號是針對臺灣閩南語而使用，但是今日語言學分析，也經常使用

八聲來分析臺灣客家語，只是客家語腔調中並非每個聲調都有。這就如同日本人

分析臺灣閩南語時所發現的一樣，當時也歸納只有七聲。因此，筆者認為，日本

時代來臺初期嘗試想用一套標音系統，標注所有的臺灣語言。以標音符號作為橋

梁，輔助學習當時的臺灣語言。只是，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臺灣閩南語因人口、

普遍實用性，而優先被選用。我們以出生於竹塹的劉克明為例，根據維基百科79

描述，他是臺籍教師，幼年時學習客家語，也是日本時代閩南語和客家語教材的

作家。如同前面所敘述的，日人松島剛、佐藤宏和馬偕都曾提到，客家人學習閩

南語的狀況。可見，客家人學習閩南語，能用閩南語作為生活溝通語言，是常見

的。 

過去，在清朝的禁令下，客家人來臺的人數也比較少，因此產生客家族群不

容易受到重視，並缺乏完整具系統性客家族群語言發展的歷史資料的情況。此外，

一如當時馬偕牧師對於客家人所留下的警語：「他們說的是廣東的一種方言，但

是年輕的一代都學福佬話，因此將來客家話恐怕會消失掉。」。歷史資料一再證

明客家人學習其他族群語言的情況，在當時就很普遍。也因此，日本時代如果以

臺灣閩南語溝通，客家人也和今日的客家人一樣，也成為社會中隱形的族群，留

著客家血液，但是為了生活而將通用語言變成了閩南語。既然客家人早已學習閩

南人的語言，這也就難怪日本時代臺灣語教材幾乎都以閩南語為主了。而今日，

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找尋客語的歷史資料，為臺灣客家的語言歷史增添更多的

                         

79
 見維基百科，2020年 7月 30 日搜尋於：https://www.wikiwand.com/zh-tw/劉克明(臺灣) 

https://www.wikiwand.com/zh-tw/劉克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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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 

第三節 日本時代語言教育政策之規劃 

日本領臺之初，對於臺灣領地殖民政策方向爭議不休，統治政策上臺灣有很

長一段時間處在無方針政策之下。但是，日本在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卻逐漸走向

以日語教育為依歸。從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伊澤修二奉派為臺灣總督府學務部

長時，向樺山資紀總督提出「臺灣教育意見書」，首先以：「臺灣的教育，第一應

該使新領土的人民從速學習日本語。」闡述他的政策方向。雖然伊澤修二在臺時

間不長，但他所提出的語言教育政策和規劃，成為爾後日本在臺灣的國家主義教

育方針的範本。後來，臺灣總督府制定治臺飭令，亦規定「臺灣居民學習日語」

是日本在臺灣語言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針。日本領臺初期，統治方針仍在摸索階段，

教學單位的設置與名稱亦隨著政令更易，以下整理日本語言教育相關政策推動及

政策之演變。 

日本時代初期對臺語言政策 

日本統治時期規劃臺灣的教育政策，隨著日本國內對於臺灣角色定義不同而

搖擺不定。依據小熊英二的研究，日本當時為了推進殖民政策而組成了臺灣協會，

臺灣協會之《臺灣協會會報》也介紹了英國、法國、德意志、荷蘭等國各殖民地

的統治模式。各種不同統治路線，也成為日本國內對於臺灣統治的論戰。有的認

為「使之與本國的文化與政治一致」，有的認為「以懷柔主義保存土著人民的思

想習慣」，有的是為了「吸收殖民地的經濟利益」，或是為了「保衛母國國防而設

置的國土延伸」。當時日本已領有沖繩和北海道，所設置的縣令與道的長官是文

官，而在臺灣則是以軍政體制發展。1896年向當時首相松方正義提出的〈臺灣之

實況〉報告書中，舉出了「臺灣的施政方針」的兩種選擇(小熊英二著，吳玲青

譯，2012：65)： 

帝國領有該島完全是國防上的必要，以排斥該島土著居民而致力於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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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民？或者帝國的領有該島主要是為了開發富源，而應該綏撫該島土著

居民，利用其資本勞力？ 

到底要將臺灣設定在國防地理的需要，還是要將之改造成日本人居住的土地？

這些目的都將影響著統治的政策。具上述資料，日本從清國手中取得臺灣後，日

本時代初期採用「無方針主義」，無論是哪一位臺灣總督在任，對於臺灣全力執

行軍事強勢管理是首要方針，統治初期教育政策搖擺不定，雖然有來自母國殖民

的意見，對於在臺灣實行全面日語教育的反對聲浪，但最後仍以皇民同化政策為

走向。後來，日本便建立了在臺灣一貫推動日本語的教育方針。 

初期從教導臺灣人日語開始、與書院漢文及臺灣語(日：土語)共存，並尊重

臺灣舊慣；後來則是將日語作為唯一教育用語，廢除漢文、臺灣語，這些應該都

是來自於日本內部對於臺灣殖民地定位看法的影響。不論如何，最後在各學科的

教學也將日語視為最重要的科目。從日本時代初期採用高壓、懷柔或獎勵的方式，

讓臺灣人學習日語，而日本人則學習臺灣語。 

根據 1932年(日昭和 7年)3月 1日原房助《臺灣大年表》80中的紀錄，在(日

明治 28 年)12月 23 日總督府內開設臺灣語講習，只要是雇員以上的都要參加講

習(原房助，1932：16)。以上資料雖然日期跟《臺灣教育沿革誌》第三篇第四節

〈臺灣語講習會〉內容中所記錄的 12月 18 日不同。但是我們仍可由此得知，日

本人雖然想透過語言教育為手段，以普及日語為目標。但是，在一開始踏進臺灣

土地時，他們也主動的學習臺灣大多住民所使用的的語言，然後希望順利掌管臺

灣，最後讓全臺人民使用日語，讓臺灣人的思想、風俗和生活習慣能臣服於日本

天皇體制之下。當然，臺灣客家人也接受著日語教育政策的規劃，學習日本語言。 

                         

8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2020年 7月 25日搜尋下載於：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cy9G1a/record?r1=2&h1=1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cy9G1a/record?r1=2&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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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臺灣學事教育的規劃 

(一)語言教育擘劃者：伊澤修二 

伊澤修二(1851-1917)(日嘉永 4 年-日大正 6 年) 是著名的日本教育家，也是

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日本的師範教育、音樂教育、體育教育、盲啞教育、國

語教育都是伊澤修二留美歸國後提倡的。伊澤修二本身在 11 歲（1861 年）(日

文久元年)時進入高遠藩藩校進德館就讀，嫻熟四書五經與和漢歷史書；他是明

治維新時第一屆公費留學生，1875 年(日明治 8 年)被文部省派往美國麻州橋水師

範學院(the Bridgewater Normal School in Massachusetts)進修，學成歸國後成為西式

教育的信徒；1877 年(日明治 10年)7月他從美國橋水師範學校畢業後，該年 10

月又到哈佛大學學習理化等科(維基百科81)。伊澤修二在 1890 年(日明治 23 年)創

立「國家教育社」，呼籲日本實施國民義務教育。1895 年(日明治 28 年)，日本從

清國手中取得臺灣為新領土，因伊澤修二曾以「國家教育社」的名義，發表一篇

名為〈臺灣教育意見書〉的文章，論及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最重要的工作是以免

費的義務教育來推廣日語，此一意見被臺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接納，並邀請他赴

臺擔任臺灣總督府的首任學務部長(許錫慶82，無日期)。 

伊澤修二來臺之後，在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0 月到臺南訪問英國傳教士托

馬斯‧巴克萊(Tomas Burkery)，當時巴克萊向伊澤修二談論關於他在臺灣的宗教

教育經驗。根據巴克萊的經驗，他認為要在臺灣實施英語教育非常困難，只有讓

傳教士們學習臺灣語(應指閩南語)，用臺灣語傳教較為可行。當時，他規定來到

臺灣傳教的教士必須在一年或一年半學會臺灣語。巴克萊用羅馬拼音書寫教科書，

教導臺灣人使用羅馬拼音，巴克萊建議伊澤用羅馬拼音教導臺灣語，採取母語教

                         

81
 見維基百科，2020年 6月 26 日搜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BE%A4%E4%BF%AE%E4%BA%8C 

82
 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悅讀檔案，許錫慶為國史館整理組研究員。2020年 6月 26 日，搜尋

於：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14/16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BE%A4%E4%BF%AE%E4%BA%8C
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1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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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但是伊澤希望日語教育，並且認為臺灣的教育不可能用羅馬拼音代替日語教

學，因為臺灣原本就使用漢字，可以利用漢字來推廣日語教學(李園會，2005a：

51-52)。 

當時，法國安南教育局長也曾給伊澤修二建議，他指出：「在語言風俗完全

相異之地設立學校必定非以法語不可，實施了卻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又說「這

是日本對於臺灣教育應該參考的地方」但是伊澤修二並不採信他們的說法，他以

「自己確信，應該要用日語教授」來回答這些建議與疑慮；他更認為「我國教化

臺灣的關係，與其他外國對於東亞各國大大不同。」(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

2012：101-102)不過，伊澤修二並不採用這些人給予的建議，他認為臺灣人與日

本人的關係，不同於歐洲白人對亞州或是美洲有色人種的關係，因此依舊堅持自

己在臺灣推動日語教育的想法。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7 月伊澤修二將學務部遷至芝山巖後，將臺灣教育方針

寫成學務部設施意見書，上陳民政局長。其中關於教育事宜方面，再次提及日本

語言教育，對於將來欲當教員或受雇當吏員之本島人學生，應教以日本語。又對

欲從事通譯等之內地人，應教以土語(譯者注：通常指閩南語)。圖書編輯方面，

強調應編輯新領地用的會話篇，教本島人以日本語，教內地人以土語，藉以溝通

彼此思想(臺灣教育會編，1939：13-14；許錫慶譯注，2010：6-7)。 

日本總督府學務部成立之初，伊澤修二成為日本總督府學校制度建立之前，

臺灣日本語言教育規劃的設計人。伊澤修二亦可說是日本近代在新領土殖民地教

育施政開拓史中最出色的功臣(楊孟哲，2013：3-4)。1895 年(日明治 28 年)他隨艦

隊登入臺北城，登臺第 7 天便召集 6 位教師在芝山巖創辦第一所國語傳習所，開

始教授日語。當時，他發覺自己準備多年的清國語(北京話)在臺灣行不通，於是

他要學生教他臺灣語(閩南語)。當時四十多歲的伊澤修二勤學臺灣語，並以假名

注音的符號，編寫臺語教科書。伊澤修二可算得上是臺灣近代史上創辦近代教育

的先驅，也是第一個把臺灣語、日語列入初等教育的人(黃宣範，2008：89-90)。 

日本時代擘劃臺灣語文教育，將臺灣語言列入正規教育之中，設計者兼實行



152 

 

者就是伊澤修二(張良澤，1998：517)。伊澤修二可說是日本時代初期臺灣語文

教育規劃的重要人物，他本身是教育專家，來臺時受困於語言不通，積極成立國

語(日語)傳習所，以「日人學土語83、臺人學日語」雙管齊下的方式，進行教授語

言課程及培育師資的業務。除了積極培育教學師資、主張日人學習臺灣土語外，

亦包容臺灣本地的漢學教育。這些應與他自己接受西方師範教育、幼時漢學的學

習經驗及他所主張的國家教育的立場有密切的關係。 

(二)擬定臺灣語言教育方針 

日本來到新領地臺灣，首波便面臨反日的阻力，雖然日本以軍事力量等強

烈的手段鎮壓反日勢力，但是新統治者了解到，光靠武力不足以鞏固新領土，

必須引進民政組織、開發臺灣島上的經濟資源，以及取得與臺灣住民的合作，

而「教育」就在此時扮演重要的角色(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1999：

2)。當時提出新領土的教育方針(新領土の教育方針) (臺灣教育會編，1995：

13-14；許錫慶譯注，2010：6)： 

一 關於教育事宜 

師範學校、中學校等預作準備，設立日本語學校即國語傳習所及教員講習

所，其設立要項於後載之，對將來欲當教員或欲受雇當吏員之本島人學

生，應教以日本語。又對欲從事譯等之內地人，應教以土語。師範學校應

開設於臺北近旁，漸次於各縣設分校，同時設範小學校設立要項於後載

之，漸次奠定一般小學校設置之基礎。亦應漸次設立中學校及高等女學

校。應召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

見，以戰後治民之大計，又應設優遇彼等之方法，且應訂定將來受雇擔任

吏員者之資格檢定相科目。應進行其他學術上之調查，俾謀施政及學問上

之利。 

                         

83
 日人稱臺灣語言(閩南語、客語)為臺灣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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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意見書，可以了解到日本人在臺初期，剛到臺灣對於臺灣事務諸多不

熟悉，正在摸索的時期。關於在臺語言教育政策，伊澤修二計畫分為「應急事業」

和「永久事業」，兩者的目標是充分的供應日語教師，開辦日語課程，訓練日本

人和本島人(臺灣人)成為日語教師，教授本島人日語以期成為殖民機構的事務員。

他所設立的「語學部」為本島人役員和通譯提供完整的日語基本訓練，還教授日

本人臺灣土語，當時他們對於臺灣土語所知不多，只知道所謂的廈門話(Amoy)(派

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1999：11-13)。 

不過，我們從伊澤修二採取的語言教育政策，可以看出他並非單純使用教授

臺灣人日語為教育策略，而是採用「雙管齊下」的教育方式進行。當時，推動國

語傳習的想法，主要因為領臺當初苦於官民言語不通，因此他採用「教本島人說

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的策略，於學務部報告書記載可窺其計畫的核心： 

教育之事業雖旦夕不能無之，然亦須收積善之效。尤其如本島般新領土，

主要以播種本邦之言語文章使成彼此溝通之重要工具為當務之急。故本官上

任之初，察知土民綏撫與國語教育兩者不可分離，本年六月將學務部設於距

本府北方二里餘之八芝蘭芝山巖，先行從事土語之研究，並編輯日常必要之

普通用語、商業用語、教育用語的各單語編會話書等，繼而嘗試招集地方仕

紳之子弟開國語傳習之端緒，爾來因部員之熱心及學生之勤勉，方至可做日

常淺近之談話，其中六名學生為第一屆畢業生，於十月十七日舉行修業證書

授與儀式。又於臺北關、宜蘭支廳、新竹支廳，以吏員執勤之餘暇令其著手

言語之傳習，土人等好之而學習。如此方稍見國語傳習之成績，且報告日本

語教科書之編輯事宜，奉許可而印製一干冊。已對日本語傳習方法之教導提

出請示之宜蘭支廳等其他機構，配發該書，希能漸次取得教育之效果(臺灣

教育會編，1995：18；許錫慶譯注，2010：8)。 

伊澤修二身為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來臺後他向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呈

上〈臺灣教育方針意見書〉，內容可分為「當前要緊之教育事項」與「永遠之教

育事業」兩個方向，除了陳述自己的政策理想外，也提及有關在臺語言教育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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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內文摘要如下(臺灣教育會編，1939：6-7；許錫慶譯注，2010：3-4)： 

(原文)： 

一 彼我思想交通ノ途ヲ開クベキ事。 

(甲)新領地人民ヲシテ、速ニ日本語ヲ習ハシムル方法ヲ設クベシ。 

(乙)本土ヨリ移住セル者ヲシテ、日常須要ナル彼方言ヲ習ハシムル方法ヲ

設タベシ。 

右二項ノ目的ヲ達スルタメ、 

(一)近易適切ナル會話書ヲ編輯スルヲ要ス。 之ニ要スル人員ハ、彼方言

ニ通ズル者、支那南邊語ニ通ズル者、英佛又ハ獨語ニ通ズル者、和漢文學

ニ通ズル者トス。  

(二)日本語及彼方言傳習ノ途ヲ開クヲ要ス。 之ニ關スル設備ハ、官衙等

不用ニ屬スルモノヲ以テ傳習所ニ充ツベシ。通譯官ヲ以テ其教員ニ充ツベ

シ。 日本語傳習生ハ主トシテ新領地人民中ノ官吏志願者、又ハ中等以上

ノ地位アル者ノ子弟、彼方言傳習者ハ主トシテ總督府ノ所屬員、又ハ總督

府ノ許可ヲ受ケタル者、傳習所外ニ於テモ日本語傳習ノ途ヲ開クベシ。 

(譯文)： 

領地臺灣教育之方針，大體分二途。第一乃目前急需之教育關係事項，

第二為永遠之教育事業是也。 

日前急需之教育相關事項 

一、應開通彼此思想溝通之管道。 

（甲）應設法讓新領地人民儘速學習日本語。 

 (乙）應設法讓自本土移住者學習日常所需之本地方言。 

達上述兩項目的， 

（一）須編輯淺易適切之會話書。因之所需人員為懂本地方言者、懂支那

南方語言者、懂英法或德語者、懂和漢文學者。 

（二）須開通日本語及彼方方言傳習之管道。相關之設備應以官衙等閒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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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當傳習所。以通譯官充當其教員。日本語傳習生主要是新領地人民當中之

官吏志願者，或具中等以上地位者之子弟，本地方言傳習者主要是總督府所

屬職員或經總督府許可者，於傳習所之外亦應開通日本語傳習之道。 

程大學認為日本初期的教育，本為應急，因此並沒有充實的內容可言，主要

以推行日語普及教育為主，他認為伊澤修二是為抱持「語言同化主義」者，希望

以日語教育，將臺灣人民變成日本人，使之成為日本的一部分(程大學，1994：158-

159)。從上述伊澤修二的「懂和漢文學者」，應可以推測，伊澤修二也注意到臺日

雙方都使用漢文的共同點，臺灣與日本有「同文」的交集，許多溝通即使不用語

言，單用漢文書寫，也能達到傳達意思的效果。不過，急於達成統治績效的總督

府而言，當時日臺之間語言不通，不但造成思想的隔閡，更妨礙了對臺的統治政

策。因此在大環境首重語言了解的前提下，臺灣總督採納伊澤修二的想法，以普

及日語、培養師資、學習土語等方向，作為臺灣的語言教育方針。 

不過，學務部推行日語教育的業務並不十分順利。依臺北縣衙報告書中記載： 

「兵馬倥傯，城內荒寥，官衙破壞，門內塵芥滿地，室內汙穢至極，又市街

以城內為首，艋舺、大稻埕等住民過半離散逃逸，到處民心惶惶相半，茫然

不知所處，徒自顯現滿目蕭索之悲慘狀況。」(許錫慶譯注，2010：5) 

從上述日方角度來看，治臺初期日方認為臺灣的教育是窒礙難行，在此一狀

況之下，可知伊澤修二想要達成自己所提出的教育的計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支持「以日本人學習臺灣語、臺灣人學習日語」政策的還有第二任總督桂太

郎84(1848年 1月 4日－1913年 10月 10日；任期 1896年 6月 2日~10 月 10日)，

他的「蒞任訓示」也提出臺灣推動日語教育相關的方針。其內容是：第一，倡導

「文武官員的協調85」；第二，強調臺灣人與日本人「風俗民情語言的差異」；第

                         

84
 桂太郎在就任後 10天就離開臺灣，自此沒有再回來臺灣。 

85
 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頁 146-147。文武官員的協調；主要是因征服臺灣未久，軍方擁有

強力的發言權，藐視文官所提出的處理方式，甚至加以妨礙，因此雙方非進行協調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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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張「土著教育」，特別是日語的普及，並勸告「官吏在許可範圍內也要研

究臺灣話」(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2005：146-147)。桂太郎訓示第二

點：認同風俗民情語言的差異。是因為此舉能夠有效減少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

摩擦。而第三點「土著教育」的主張，主要是因為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統治臺灣，

引發翻譯政治的弊端，透過翻譯來決定人民生死的情況屢見不鮮，由於當時清朝

官方語言北京話與臺灣話的差異，日本當局的翻譯官只會用日語和北京話對譯，

以致必須另外雇用通曉北京話的臺灣人擔任副翻譯官，成為多重語言翻譯的狀況。

當時即是以這種複雜的翻譯模式進行溝通，也造成諸多不便和弊端。 

雖然桂太郎的任期短，不過他所提出的方案後續接任的總督繼續執行之，他

的看法也與伊澤修二有相似之處，雖然當時對臺統治政策是「無方針主義」，但

是日本當局在臺灣積極推動日語教育。因此，伊澤修二來臺的語言教育規畫，可

視為領臺初期臺灣總督府最重要的語言教育政策。臺灣人不懂日語、日本人不懂

臺灣語，因此希望採取「日語、臺灣語」雙語教育的方式來培養在臺灣的語言人

才。王森田認為臺灣直到 1919 年(日大正 8 年)才進入日本語教育確立的時代，

自 1922 年(日大正 11年)臺灣人幾乎在語言上已進入被日語同化的階段，受過日

本教育的臺灣人都能完全使用日語來進行日常交談，因此日本人也漸漸不再需要

積極學習臺灣土語了(王森田，2013：21)。 

日本時代為了管理與統治上的方便，為了能與臺灣人進行溝通，在教育體系

上進行臺灣語的研究、教材的編纂、課程的傳授，在公務體系的培訓課程、官吏

的招募考試、師範體系的授課課程、警察系統的培訓課程等，日本的語言教育政

策中，臺灣語言與日語教育有段時間是同時存在語言教育體系中。「日語、臺灣

語」雙語的政策下，客家族群是否也因此如今日相同，運用多數他人的強勢語言

來溝通，而將自己的母語擱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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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語言溝通問題為目標 

馬關條約之後，許多懂「支那語86」的日人伴隨來臺，如：在樺山資紀總督

時期擔任學事相關的民政局長心得(心得即權理之意)水野遵87(1850-1900)就曾

擔任日漢通譯。來到臺灣後，日本人發現臺灣的語系不僅只有北京語，還有客

家語、閩南語、原住民語。臺灣島上語言多樣化與日本所了解的截然不同。因

此，缺乏理解臺灣各種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人才，在臺初期僅

能透過口譯者88當作中介溝通的橋樑。當時，伊澤修二的語言教育規劃，首先便

想要達到語言理解的目標，而他主管的學務部便負責規劃編輯淺近適切的會話

書，以及開設日語、土語學堂(周婉窈、許佩賢，2003：5)。 

除了伊澤修二提出日本人學習土語的想法外，大塚貫一少佐也有相同的建

議。在 12月上旬他提議分配懂得北京官話的臺灣人給陸軍通譯，並規劃各職員

公餘進行土語講習訓練(即臺灣語講習會)。同年 12月 18日起開始授課。土語

教師為王興樵、陳文溪；「臺灣語講習會」開設之初有 158名出席者學習，但是

隨著各地方廳的開設，人員外派調任而日漸減少。至 1896年(日明治 29年)3

月，上課人數只剩下 50餘人，後來總督府實施民政之後，土語講習的業務就在

4月 30 日轉給學務部處理，並在 6月 29日廢除了總督府講習所業務(臺灣教育

會編，1939：165；許錫慶譯注，2010：71)。 

日本人剛到臺灣，為了盡速解決溝通問題，亦規劃獎勵來鼓勵日本人學習臺

灣土語。1896年(日明治 29年)2月 17日臺灣總督府曾就土語講習所新設事宜上

                         

86
 也就是會講北京官話的日本人。 

87
 水野遵：1870年，留學中國習得漢文，於 1874年牡丹社事件擔任日漢文通譯（翻譯），之後

著《征蕃私記》鼓吹征臺。1895年 5月 21日，受明治政府任命為公使，全權負責與李經方辦

理交割臺灣後續事宜，同時也兼任代民政局長。資料來源：2019年 12月 5 日搜尋於維基百

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7%8E%E9%81%B5 

88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4月總督府民政開始後，懂得官話且有意願的就被採用為「通譯生」或

是「通譯事務囑託」。囑託：約聘人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7%8E%E9%8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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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給臺灣事務局，原本計畫在全臺各地設置土語講習所，對憲兵、警察施與土語

講習課程。但是提案中臺灣總督府擬對於在講習所中擔任講師者，除原有月俸外，

另加發月俸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當做酬勞。因此當時擔任「臺灣事務局」總裁

的伊藤博文雖同意設置土語講習所，卻對講師增俸一事不予核可，僅核示可對擔

任講師中之有功者發給特別賞與，因對講師增發本俸以外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津

貼一項未獲核准，於各地設置土語講習所一事遂告無疾而終。也就是說，申請書

內容中希望為這些懂得臺灣土語，公餘教授臺灣土語的日本人員申請增加津貼，

並未獲得核准。因此這個計畫最終沒有實行(臺灣教育會編，1939：165；許錫慶

譯注，2010：71)。下圖為土語講習所申請書內文： 

 

圖 30「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89(1)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89
 「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1896-03-28）(頁面 0024)，〈明治二十

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教育及學術交通土木及工事〉，《臺灣總督府

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39003。2020年 6月 22 日搜尋

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dFN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dF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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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90(2) 

 

圖 32「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91(3)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90
 「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1896-03-28）(頁面 0025) 。2020年 6

月 22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dFN5 

91
 「土語講習所設置ニ付講師報酬ノ件事務局ニ稟議」（1896-03-28）(頁面 0026) 。2020年 6

月 22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lId0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dFN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148QBA=fW9#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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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時代初期，為了順利推動管理，以學習解臺灣語為策略，對日本來臺人

員進行臺灣土語教學。但是，語言學習並非短期可成，耗費時間金錢的語言教育，

在利弊考量與權衡得失之下，日本後續選擇的語言教育方式走向以推動臺灣人學

習日本語為主。 

日本時代初期大部分的預算多花在維持治安和建立產業經濟基礎上，在財政

緊迫的情況下，擔任學務部長的伊澤卻實施無償式入學方案，且為了獎勵入學，

還給與津貼。當時，他首先招募具有漢文知識的臺籍成人接受日語的教學。其中

的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 

1. 具漢文知識：當時日本也有許多人員到中國學習漢文，臺人若具有漢學知識

者，表示雙方能在一種共通語言理解的橋樑基礎下溝通。 

2. 成熟的學習者：成熟的學習者具有基本的文字理解能力，如此才能更有效率

的學習新的語言。 

 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公布直轄諸學校官制，在臺灣設

置國語(即日語)傳習所，包含為本島人(臺灣人)設置的的日本語言學校、為內地

人(日本人)設置土語講習所，繼續著手通譯人才養成及臺灣初等教育的研究。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府令第 15 號)，由於苦於官民語言不通，依照伊澤想法

以「教本島人說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雙管齊下的方式，首先在臺灣各地設立

若干語言學校，如：芝山巖的學務部學堂。而後設立國語傳習所，並制定「國語

傳習所規則」，規定傳習所的宗旨、編制、學期、上課時間、放假日、課程表、

上課科目和內容、教科用及參考用書、入退學、考試等詳細的規定；1898年(日

明治 31 年 7月 28日)公布臺灣公學校令，開始奠定臺灣初等教育的基礎(臺灣教

育會編，1939：165-179；許錫慶譯，2010：71-77)。 

雖然日本時代初期在臺實施「教本島人說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的政策，

但是實施時間並不長。在 1902 年(日明治 35 年)7 月 6 日國語學校規則修正(府

令第 52 號)中，便以語學部的土語科(內地人)「基於供需關係早已被認為沒有必

要」為由，而將之廢止。日本廢止國語學校語學部土語科，但是仍保留國語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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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慶，2016：111)。然而根據 1909 年(日明治 42 年)底的統計資料，臺灣的人口

人數：日本人是 89,696 人(2.73%)；臺灣人 3,064,917 人(93.15%)，其中福建人佔

4/5，廣東人佔 1/5；原住民 121,981 人(3.71)；外國人 13,582 人(0.14%)。但是基於：

1.做為溝通的工具。2.做為發展文化的手段。3.做為同化手段，普及日語之受到重

視。因此臺灣的語文教育，可說完全是以普及日語，同化臺灣人為目的。雖然有

短暫並行土語教育，並且是以較高使用比例的語言來做為考量。但是，教育的目

的不是為了提升臺灣人的文化水準，而是為了克服語言不同的殖民地統治上的障

礙，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管道(李園會，2005a：53-56)。 

伊澤修二擔任學務部長期間，他的「雙語」(日語、臺灣語)政策主張，雖然

影響了日本時代初期對於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可惜日本人對於臺灣語言學習的

熱忱，並未持續。從上述 1909 年人口統計資料來看，在臺灣通譯人才的需求是

否僅於 1895 年到 1902 年短短 7 年的時間就已培養充足？或許是日本本島人的

民族優越感，以及對臺實行日語同化的政策趨於成熟，致使認為不再需要培養懂

得臺灣語的日本通譯人才，而是專注培養臺灣人懂得日語的通譯人才訓練上。國

語學校語學部土語科廢止，也代表連多數人使用的臺灣閩南語學習原本首要地位

也動搖。想當然爾，從日本時代初期就已被排到第二順位的客語教育，更是不可

能在此時日人的語言教育中再受到關注。 

(四)開辦日語教學 

伊澤修二為了解決官民言語不通的問題，首先在芝山巖學務部內開設學堂，

開始進行日語的教學。因此面對各縣行政所需，要培養若干學生，未來這些學生

可以充當日本語學校設立時的助教。然而，剛開始學生不多，也沒有傳習日語專

用書籍，教授日語時，就像試驗教學一樣，將教學的經驗當作日後傳習所教學的

建議。然而，推動日語教學，首先必須要讓臺灣人願意到學堂學習，因此初到臺

灣的伊澤修二也利用通譯協助傳達他的語言教育理念，與當地的臺灣仕紳溝通。

當時，他聘用了清朝人吧連德、臺灣本地人林瑞庭兩人擔任學務囑託，令吧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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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學堂招生的事宜(臺灣教育會編，1939：10、161；許錫慶譯注，2010：5、

69)。 

         

圖 33 清人吧連德民政局事務囑託任命92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吧連德為香港高等學校畢業，熟稔英語，因此能夠與伊澤修二溝通，協助

他將所欲表達的內容轉譯為土語；而林瑞庭為從事各種工業，具有相應的學識

基礎。伊澤修二聘任他們協助進行會話書的編輯及其他事務方面的協助，並上

書給當時的民政局長水野遵，說明兩人的背景與工作要項。吧連德當時擬支薪

八拾圓，而林瑞庭擬支薪貳拾圓。 

                         

92
 〈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官規官職〉（1895-01-01）(頁

面 0004)，《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42。

2020年 3月 21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16b3Ex=zC#3e05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16b3Ex=zC#3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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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吧連德、林瑞庭受聘囑託支薪93
 

 

圖 35 吧連德、林瑞庭通譯錄用說明及擬支薪報告書94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93
 「清國人吧連德外壹名〔林瑞庭〕民政局事務囑託任命」（1895-06-26）(頁面 0142)，〈明治

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

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42074。2020年 3月 21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25-oCE=8=#1uN3 

94
 「清國人吧連德外壹名〔林瑞庭〕民政局事務囑託任命」（1895-06-26）(頁面 0143)。2020

年 3月 21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25-oCE=8=#OH9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25-oCE=8=#1uN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25-oCE=8=#OH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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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澤修二為了推動臺灣永久教育事業，除了向樺山資紀總督上陳意見書，希

望設置師範學校、模範小學校外，亦採取招募臺灣本地人擔任學務部雇員的方式，

協助應付「當前亟需」的通譯人才。面對臺灣土語的陌生、支那語(北京語)的不

通行，伊澤修二找到懂英文的臺灣人，他採取以「英語為共同語」做為橋樑的方

式，進行對臺灣人的日語課程。一開始，他希望以速成班的方式培訓臺灣人學習

日語，並在教學的過程中，編寫教學教材以提供日後各地方支廳教學的參考。 

首先須招募子弟。幾番思考，當時恰有本島人且懂英語之吧連德95，遣其至

山下村子進行勸說，謂「此次來芝山巖之幾位大人並非從事戰爭者，亦非奸

細，但請放心，請於明日十時左右來見」，翌日，村民畏縮前來。眾知士林

當時有進士一人。該進士名叫陳(登元)，另有潘姓舉人。秀才則人數眾多，

因不知所談何事而遲疑前來。吾出面直言「我來臺灣非為戰爭，亦非奸細。

實係意欲讓你們成為日本帝國之良民而來。」宛如對孩童說話般懇切而談，

彼等似乎半 信半疑，後來有人答以「我亦讓兒子來上學」。因而，翌日強行

將同在現場者之子帶來而教以日本語。自斯時起，彼等極信任我，首先每日

以日本語教育之話題教導孩童。雖正前方有大砲架於彼等村子各方位，砲聲

轟隆交織作響，然身在其中不以為意，那並非吾等之工作，我只一心一意作

自己之事。不久便招集了十名左右的學生云云(臺灣教育會編，1939：12-13；

許錫慶譯注，2010：6)。(芝山巖誌より，出自芝山巖誌)  

上述文字明白指出學務部的分工內容可知，1895 年(日明治 28 年)6 月 26 日

伊澤修二將學務部搬到芝山巖，為解決語言溝通的困擾，他積極策畫設立國語傳

習及進行教學事務。當時，為了招募已有知識基礎的臺灣子弟，他派遣吧連德到

村落進行說明。在總督府依然以軍事、武力疲於應付抗日行動的同時，他也以強

勢的作風，將臺灣仕紳的子弟帶來學習日語。日本時代在臺灣的前 2 年，總督府

                         

95
 說明：在臺灣總督府保存文獻記載稱吧連德為清人，這裡稱之本島人，應該是與日本內地人

稱呼做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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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部積極獻策，為了讓臺灣人速成學習日語，下了不少工夫。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7 月 5 日芝山巖學務部學堂任用學生柯秋潔、朱俊英為

臨時雇員，並且任命為日本語講習候補生，在同年 10 月 29 日跟隨伊澤修二赴日

見習；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2 月 17 日學生葉壽松、張柏堂奉命跟隨樺山資紀

到日本內地去實習，同年 5 月 5 日令李春生96子弟李延齡等 7 位至東京留學。在

芝山巖學堂學習的學生若學力優秀者則可轉任學務部雇員，一邊領取津貼一邊繼

續求學(臺灣教育會編，1939：34-35；許錫慶譯注，2010：15、68)。伊澤修二企圖

以臺灣賢才之士或是富豪子弟至日本遊學的方式，讓臺灣人目睹日本進步景象，

進而接受日本的教化。 

日本來臺初期，在正式教育系統還未建立之前，便積極培育臺灣在地士族子

弟，成為日本在臺推展教育或語言通譯的人才。以柯秋潔(日明治 5 年 11 月 21

日生)為例，他進入總督府之後除了擔任日語候補生、學務部雇員外，後來也陸

續在在國語學校、公學校擔任教職，還曾到日本日本東洋協會擔任講師，教授支

那語和臺灣語。在《臺灣官紳年鑑》97中，有關於他的介紹：談到他自幼在士林

街的靜齋書塾學習漢文，熟讀四書五經、能做古文詩賦，在教育界貢獻良多(林

進發編著，1934：39)。 

為了開辦日語教學，伊澤修二推動臺灣「永久教育事業」計畫，並向樺山資

紀組督上陳意見書(臺灣教育會編，1939：535；許錫慶譯注，2010：245)： 

一、在臺灣總督府所在地設師範學校，並應在其下設模範小學附屬之。 

二、在各縣所在地漸次設師範分校，並應在其下設模範小學附屬之。 

又為了補足臺灣日語學校教師員額，伊澤修二在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0 月

回到日本東京招募日本語教員，並在同年 12 月，向臺灣事務局提出日本語傳習

                         

96
 見《台灣教育沿革誌》，許錫慶譯注，頁 5：李春生為大稻埕巨商。 

97
 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線上書籍。2020年 7月 25 日搜尋

於：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bookimage.php?book=TN&uuid=DEF6063E-E03F-

4CD2-936C-DB3AAEF16698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bookimage.php?book=TN&uuid=DEF6063E-E03F-4CD2-936C-DB3AAEF16698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bookimage.php?book=TN&uuid=DEF6063E-E03F-4CD2-936C-DB3AAEF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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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習員養成所)開設的相關報告書。說明臺灣接收現況、語言不通的困境，以

及將來如何規畫這些日本語教員的訓練及教學工作，並附上設置日本語傳習所的

經費預算。 

現今本島內之土匪既已趨於平息，達到逐漸加緊行政腳步之時機，因彼

我言語不通，於文武施政進行上滋生障礙之處頗多，於此際從內地招募可擔

任日本語教員者三十七名，由本府施以數個月之適當訓練，畢業後分派至支

部出張所所在地，以廣開向本島人傳授日語之途，茲另以檢附具日本語傳所

預算，謹此秉陳(臺灣教育會編，1939：536-537；許錫慶譯注，2010：245-

246)。 

據上文，伊澤修二需要日本國內的金錢支持，才能執行他在臺灣的日語教育

計畫。他以「島內土匪已趨於平息」來說服臺灣的教育行政業務已達「加緊腳步

之時機」，不幸的是，伊澤修二在臺灣的語言教育計畫面臨許多變化與考驗。當

他還在日本招募人員、爭取經費的同時，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1 月 1 日設在

芝山巖的學務部辦公室，受到土匪攻擊導致 6 名日本部員戰死，學務部的圖書及

設備也遭到破壞。芝山巖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3 月 31

日公布廢止軍政再度實施民政，民政局之下依然設立學務部，依照 4 月 1 日的新

官制，還在日本的伊澤修二受命擔任民政局事務官學部部長心得，他於 4 月 11

日返回臺北，繼續執掌學務部推動臺灣日語教育政策。雖然日語教學計劃受到政

治不安與經費侷促的影響，但是伊澤修二日語教學的理念與實務，成為日本時代

在臺灣語言教育的核心，日後也為臺灣帶來有別於傳統書房的新式學校教育。 

(五)推動土語講習 

伊澤修二認為教化新領土的前提是講求語言思想的溝通。因此首先必須設置

語言學習的單位，讓臺灣人與日本人相互學習彼此的語言。關於當時的社會情勢，

在土語講習所設置相關報告書中提到：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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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不通の為、文武官吏の不便を感ずる事意外に強く、百數十名の陸軍通

譯めりと雖も、臺北地方の土民を尋問するに、譯を重ねて而して尚不通の

語を聞くこと間々有之、況や憲兵警察官の如き、少數相離れて職務に從事

する者にありては、一々通譯を附する能はず、假令之を附するも、官話を

談ずる土民を、其の中間に使用する不便あり、從つて危險も亦、其の間に

生ぜざるを期し難し(台湾教育會編，1995：6)。 

(譯文)： 

因語言不通，文武官吏同感不便之事意外強烈，雖有百數十名陸軍通譯，然

詢問臺北地方土民，幾經翻譯仍間或有聞不通話語，況如憲兵警察官等須少

許人數離開從事職務者，無法逐一給予通譯，縱使給予，在不說官話之土民

當中亦使用不便，因而難期在其中不會發生危險(許錫慶譯注，2010：3)。 

    從以上可知，從當時的社會情勢來看，如何擬定日本人與臺灣人的溝通方法

乃是當務之急(李園會，2005a：34)。日本初治臺灣，於教育方面首要之事項，

便是與臺灣人之間語言溝通的問題，伊藤修二希望臺灣人能夠盡速學會日語，也

要協助日方人員學會本地的土語。語言理解成為伊澤休二心中首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應開通彼此思想溝通之管道」是日本時代初期在臺灣的語言政策推動的主

要目標。 

    關於臺灣土語學習方面，關於講習員的授課狀況，可在伊澤修二 1896年(日

明治 29 年)的報告內容，大略推知當時教授土語的情況，內容如下： 

講習員的授課狀況為，在四月十五日以臨時雇員柯秋潔、朱俊英、

陳兆鸞、葉壽松、張柏堂五人為土語教師，以大久保幸之助、須田小五

郎為體操教師開始授課。土語常有五十音之外的發音及八聲等區別，因

而講習員一齊費心努力，其進步顯著，在四月底的測驗獲得頗佳成績。

從五月一日起增加日本語教學法，又自同日起讓其參觀土人學生的授

課，……另外自教授講習員之際，土人學生為求充分練習而一律不准使

用日本語，但講習員大部分相當熟習土語，在教學用語上大致無礙(許



168 

 

錫慶譯注，2010：247)。 

    據上述，學務部採以臨時雇員柯秋潔、朱俊英、葉壽松、張柏堂等五人擔任

土語教師為講習員授課。第一期講習員主要學習土語發音、熟習土語教學用語、

學習日本語教學法、製作日本語教案，並學習臺灣公文尺牘文。柯秋潔、朱俊英

是芝山巖學堂時期學務部臨時雇員，並被任命為日本語講習候補生；而陳兆鸞、

葉壽松、張柏堂三人亦是芝山巖學堂時期日語傳習志願者。領臺初期還未有一套

正規的教授方法與教材，只好將文法、會話混合教學，伊澤修二開啟了日語教學

的嘗試，也啟動了臺灣語言教育的新紀元，也是臺灣同化教育的第一步(楊孟哲，

2013：9)。 

    伊澤修二在招募臺灣仕紳子弟為雇員並給予薪資，一方面授予日語會話，一

方面令其擔任協助學務部土語教師，這些臺灣人後來也參與日本人研究臺灣土語、

編寫臺灣語教材的工作。 

初期語文教育實務 

(一)設置芝山巖學堂 

1895 年(日明治 28年)7月 26日開設芝山巖學堂，開始對臺灣人傳授日語，

這裡可說是日本時代「國語學校」的前置，更是今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前身。

當時伊澤修二在芝山巖學堂所進行的日語教育，可說是小規模的語言教育實驗，

雖然目的在解決初到臺灣的日本人所面臨的最大困擾(王森田，2013：19)。芝山

巖學堂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總督府成立國語學校令頒布後，納入為附屬學

校，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在培育雙語人才和初等教育的師資(何義麟、簡宏逸，

2016：3)。 

日本領臺立即面臨臺日之間語言溝通的問題，因此芝山巖學堂除了傳習日語，

伊澤修二也並行臺灣土語研究，進行日人學習土語的計畫。在國語傳習所之前，

臺灣各地設有若干語言學校，像是芝山巖的學務部學堂、臺北縣立日本語學校以

及各支廳設立的語言學校。這些學校共通的地方是在於期望在短期內能訓練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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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知曉日語的臺灣人，以便在實施政務時能夠派上用場，因此招收對象是已成年

且具有基本讀寫能力的臺灣人(周婉窈、許佩賢，2003：6)。 

據《臺灣教育沿革誌》98記載，1895 年 (日明治 28 年)5 月 8 日，日清和談條

約批准交換後，日方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奉命任臺灣總督，是年 5 月 21 日制定臺

灣總督假(譯按：暫行)條例，當時擔任學務部長心得(譯按：權理)伊澤修二於 6 月

17 日到達臺北，並於 18 日於大稻埕的一間民宅開辦學務部事務。關於當時臺灣

的社會情勢，自土語講習所設置相關報告書所載可略知一二。報告書寫到：「因

語言不通，文武官吏同感不便之事意外強烈，雖有百數十名陸軍通譯，然詢問臺

北地方土民，幾經翻譯仍間或有聞不通話語，況如憲兵警察官等需少數人離開從

事職務者，無法逐一給予通譯，縱使給予，在不說官話之土民當中亦使用不便，

因而難期在其中不會發生危險。」同年 6 月 26 日，學務部遷移至芝山巖，試圖

為設立師範學校、中學校預做準備，先設立了日本語學校，以之作為教育之核心，

隨著其成熟逐漸在各縣設分校，圖謀小學教育普及(臺灣教育會編，1939：6、155-

157；許錫慶譯注，2010：3、67)。 

1895 年在伊澤修二的履歷書上記載： 

六月二十六日學務部遷移至芝山巖，專門從事土語之研究、會話書之編

輯及土人教育(臺灣教育會編，1939：10；許錫慶譯注，2010：5)。 

當時提到的土語通常指閩南語，而土人指的是閩籍及粵籍臺灣人，也就是閩

南人和客家人。日本時代初期，有關學習科目的教材方面可看出以實用為主，目

的在促進日臺兩方的溝通與了解(台灣教育會編，1995：13-14；許錫慶譯注，2010：

                         

98
 《臺灣教育沿革誌》，是日治時期臺灣針對日文古籍之一，於 1939 年出版發行，著作兼發行

是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該會前身是國語研究會，伊澤修二是第一任會長。成立目的為「研究

對臺灣人教授國語(日語)的順序、方法」編纂始自 1925 年 8 月，由臺灣教育會囑託北原熊土著

手進行，至 1929 年因故暫時中止，至 1934 粘 4 月，又由三屋靜、加藤春城擔任編纂委員，並

聘請渡邊精善繼續編纂，至 1938 年 8 月終告完成，前後歷時使 13 年之久，字數約達百萬之

譜。本中譯本之內容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許錫慶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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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一 圖書編輯 

應編輯新領地用的會話篇，教本島人以日本語，教內地人以土語，藉以溝

通彼此思想，又編輯、出版本島用的各種教科書，並調查本島的地理、歷

史等，編輯新領地誌，俾供施政之參考。 

從基礎、實用的日常生活會話作為教材，這裡可看出在初期語言教育的走向，

偏向於讓臺灣人學習了解日本人的語言，而對於日本人則使之了解臺灣的語言，

教育目標在於能達到溝通彼此思想為目的。另外，也希望透過對於臺灣土地的調

查，成為協助執政的參考。實用的語言，能夠解決彼此溝通的問題，大量臺灣語

(閩南語)的對譯教材，已經能解決日臺人之間統治管理的需求。因此，日本人客

家語研究的會話書、辭書較不受重視，無法成冊出版或是較晚出版。 

從伊澤修二所作本島教育相關懷舊談，可略知來臺推動語言之初的困境： 

「吾等初入臺北時，臺北各處仍陸續有火苗冒出，臺北市街全無人民蹤

影。去至大稻埕、艋舺亦復如此，所見者唯苦力之輩或敵軍殘兵之類怪異者，

中流百姓全無。因而提及欲受教育者未有一人。......吾等並非軍隊，兒係

負有教育任務。然欲接受教育者並無一人，進展不順。」(臺灣教育會編，

1939：11；許錫慶譯注，2010：5-6) 

小熊英二〈臺灣領有〉中提到顧問卡庫德提出由日本管理者學習臺灣土語，

建構統治階層的勢力。認為日語是展現宗主國權威的語言，能使用日語的即為管

理階層，不能使用日語的即為被統治階層，這樣社會的分別即相當明確。具體而

言，日本語只教導給總督府要錄用的官吏，或者要預訂雇用的翻譯員，而只要嚴

選這些人，成為社會組織之間統治協調的人士。日語教授則選擇權威人士和已具

有文化人的子弟為對象(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79)。 

1895 年 (日明治 28 年)，學務部遷移至芝山巖，試圖為設立師範學校、中學

校預做準備，先設立了日本語學校，以之做為本島教育之核心，隨著其成熟漸次

在各縣設分校，圖謀小學教育的普及，當時招募的學生，即以當地仕紳子弟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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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以下說明學堂特色： 

1.招募：當時招集八芝林街鄉紳子弟十餘名於芝山嚴，開始傳授日語，其後又為

國語傳習志願者舉行數次測驗准予入學，又有十餘名加入，成為傳習生。 

2.津貼：當時學堂生以較年長者居多，故基於生活保障之意味而發給膳食津貼。 

3.考試：為日語傳習志願者舉行測驗，測驗科目為論文、書牘、寫字、算法等，

並依其年齡長幼、學力優劣予以分類，共分三組。 

4.授課：學堂之授課方式，最初是由伊澤部長親自以英文教授，令吧連德將內容

譯成土語，主要是以展示實物來傳授其名稱等。然其後逐漸組織化，改為先教片

假名，其次將其組合起來教單字，再及於會話的形式。 

伊澤修二談到： 

「因全無授課法及教科書，所以將研究與應用混合，一邊授課一邊研究授課

法，一旦有少許收穫，便再進一步做研究，又教科書編纂與教科書使用是同

時進行，編纂之後教課之，教課之後編纂之，就是這種狀況。」 

5.成效：國語傳習開始滿三個月後，已達略能進行日常談話無礙之程度。第一屆

修業畢業生，頒給甲組 6名學生。 

6.改制：改為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 

雖然伊澤修二一開始在臺灣所採用的語言教育策略，和國內提出建言的卡顧

德顧問相同，以採取間接統治的模式，訓練內地日本人學習土語，教授日語給當

地菁英人士子女，不過伊澤修二以經費獎勵臺灣人學習日語、鼓勵臺灣兒童進到

學校學習日語的策略，則不受到日本內地的肯定，因此並未獲得經費的支持。此

外，在伊澤修二推動芝山巖學堂的同時，臺灣總督府在 1896年(明治 29年)3月

31日發布的直轄諸學校官制，並將臺灣總督府直轄學校訂定名稱為：國語學校、

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5 月 21 日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的名稱位置發

布(府令第五號)，原本在芝山巖學堂的學生以及伊澤修二自日本招募來臺的第一

期講習員(日籍教員)，便暫時充當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的學生。雖然學務部芝山

巖學堂設置不到一年，隨著臺灣總督府 1896 年(日明治 29年)3月 31日(敕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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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號)所發布學校官制，但是芝山巖學堂的教學實務亦可稱為是日本語教育和臺

灣土語教育實驗的發韌。 

(二)成立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 

依 1896年(日明治 29年)3月 31日總督府直轄學校官制(敕令 94號)，臺灣

總督府直轄學校為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臺灣教育會編，

1939：538-539；許錫慶譯注，2010：246)： 

第一條 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為國語學校及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附屬學         

       校。 

第二條 國語學校及國語傳習所置下列職員： 

       校長或所長 教授 教諭 助教諭 舍監 書記 

第三條 國語學校校長一人，為奏任，成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之命，掌理校 

務監督所屬職員。國語傳習所長涵蓋各所為十四人，令縣廳、島廳、

或支廳支官吏兼任之，承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或所屬知事、島司、

支廳長之命，掌理所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四條 教授四人，為高等觀寺等以下，掌管國語學校學生之授課。 

第五條 教諭四十二人，為判任，掌管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或國語傳習所學生 

       之授課。助教諭九人，為判任，協助教諭之職務。 

第六條 舍監二人，為判任，承國語學校校長之指揮，掌管學生管理相關之  

       事，舍監由教諭或助教諭擔任。 

第七條 書記為判任，承長官之命從事庶務會計。 

據上述官制規定，伊澤修二在芝山巖所創立的學堂自是走入歷史，而以新制

學校名稱代之。其實，另有一說法：當時伊澤修二成立芝山巖學堂，給予學生津

貼、進行日語和土語的教學課程時，尚未獲得總督府同意開設，但是伊澤修二逕

自開始親自上課(臺灣教育會編，1939：155-156；許錫慶譯注，2010：67)。 

1896 年(日明治 29年)創設的國語學校是臺灣示範教育的源頭，以官費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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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語學校(包括附屬學校)，後來是師範學校的前身，成為培育臺灣初等普通師

資的搖籃 (許佩賢，2005b：28)。在日本時代統治的 50年間學校制度經過多次

的擴張與整併，其附屬學校、實業部、中學部、女子部等，這些後來也發展成為

多所臺北市的小學、實業學校、中等學校、女子學校；當時總督府國語學校設置

師範部和語學部，語學部設置土語科和日語科，師範部在學期間享有公費待遇，

畢業後也有服務年限的義務規範(何義麟、簡宏逸，2016：5)。今日臺灣依然保

存著日本時代留下的師範教育學校，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南師範大學99；

臺中教育大學等，以及各學校的附設實驗中小學。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6 月 22 日公布的國語傳習所規則(府令 15 號)，對於國

語傳習所的主旨、編制、學期、上課時間、上課科目及內容、教科書及參考書、

入退學、考試及畢業等，都有詳細的規定，顯示當時教育的規劃把它視為一個學

校的形態來設計。關於國語傳習所之設立目的，在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0 月 22

日學務部所提出的意見書，可見其本意： 

「凡得國無非能得民，得民無非能得人心。而欲得其人心，非先借由語

言能力此一溝通彼我思想工具不可。蓋本島位於舊支那領土之極南，其語言

與北方大異其趣，如先前熟稔官話之通譯官亦幾乎無法發揮作用，證諸先前

軍隊之經驗，自可明白。然而，今日內地人能解土語者甚少，本地人之中能

解日本與者絕無僅有。於此情境，欲施行治民之術、開闢教化之途，實不可

不謂至難之事。故今擬設本所開日本語傳習之途，以謀施政上之便，進而奠

立教畫之基。」(臺灣教育會編，1939：165-166；許錫慶譯著，2010：71) 

1895 年(日明治 28年)日本在臺灣事業開始起步，一方面想要訓練行政單位

所需要的翻譯人才，一方面也意圖透過近代教育達成某種程度的國民養成教育。 

1896(日明治 29 年)6月 22日發布國語傳習所規則(總督府令第 15號) ，

                         

99
 2004 年更名為國立臺南大學成立教育學院，轉型為一般大學，前身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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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傳習所規則第一條即明文敘述其成立宗旨： 

(原文) 

第一條 國語傳習所ハ本島人ニ國語ヲ教授シテ其日常ノ生活ニ資シ且本國

的精神ヲ養成スルヲ以テ本旨トス(臺灣教育會編，1939：168)。 

(譯文) 

第一條 國語傳習所以對本島人教授國語，俾有助其日常生活，並培養本國

精神為主旨(許錫慶譯注，2010：72)。 

國語傳習所存在的時間大約 2年100左右(許佩賢，2005：27)。雖然國語傳習

所是傳習日語的語言訓練班，並不是正式的學校，不過其設立的精神和教學形態，

已具備有學校的雛形。它的目的是要解決日本為了管理臺灣又受限於語言溝通的

藩籬，是為了解決「當前急需之通譯人才」的需求而設立。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8 月 5 日民政局長對地方長官發布通告(臺灣教育會

編，1939：182-183；許錫慶譯注，2010：79)： 

移風易俗、普及語言、溝通彼此相互事情以周全本島之經營，乃目前當

務之急，在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亦在貫徹此一主旨，別無他義，今國語傳習

所招募甲乙兩科學生，當自九月一日開始授課，甲科生畢業後將任職下級行

政機關，或擔任語學教師等，此既與本島經營關係重大，各廳宜採權宜方法，

於此時 在轄區比平常更積極廣泛進行招募，特此通知。 

因此，各地的國語傳習所，快則在 7 月，最遲約在 11 月左右，陸續進行開

所儀式，其主要任務為培養翻譯人才，以應付當下行政需要。1896年(日明治 29

年)在公學校令公布前，臺灣所設置國語傳習所如下表(臺灣教育會編，1995：211-

212；許佩賢，2005：30、36；許錫慶譯注，2010：91-92)： 

                         

100
 見許佩賢著《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 27：澎湖島及原住民地區的國語傳習所存續時間

較長，國語傳習所全部廢除改為公學校要到 1905年(日明治 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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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學校頒布令前國語傳習所一覽表 

1896年 
(日明治 29年) 

1897年(日明治 30年) 1898年(日明治 31年) 

傳習所
名稱 

開所 
月日 

分教場 
許可 
月日 

分教場 
許可 
月日 

分教場 
許可 
月日 

分教場 
許可 
月日 

臺北 7.8 
桃仔園 

大稻埕 

11.1 

11.20 
大嵙崁 10.19 

新庄 

樹林 

2.8 

3.19 

新店 

錫口街 

5.24 

6.14 

宜蘭 8.20     
羅東 

頭圍 

3.28 

3.28 
  

苗栗 9.1 大甲 12.8   
後壠街 

苑里 

6.15 

1.14 
  

嘉義 9.1     

鹽水港 

蔴荳 

蕭壟 

6.23 

新南港 

朴子腳 

店仔口 

6.23 

鳳山 9.1 內埔 5.15       

恆春 9.1         

淡水 9.7 
新庄山

腳 
12.9 和尚洲 12.10     

鹿港後

彰化 
9.10 鹿港 12.14   北斗 3.16   

澎湖島 9.10 
白沙島 

大赤崁 

11.9 

11.19 
  小池角 3.23 隘門 3.23 

雲林 9.11 北港 3.10       

基隆 9.16 景尾 12.10   
金包里 

頂雙溪 

3.2 

3.2 
水返腳 3.28 

臺中 10.1 梧棲 11.22 牛馬頭 3.1 葫蘆墩 3.1 
東勢 

南投 

3.7 

5.10 

臺南 11.4     
噍吧哖 

灣裡 

3.1 

5.10 

大穆降

里 
5.10 

新竹 11.21 新埔 12.24   
中港 

北埔 

1.25 

3.12 
  

猪朥束

分教場 
9.10         

  臺東 9.4 

馬蘭 

卑南 

奇萊 

5.18 

5.18 

12.8 

    

  埔里社 9.1   
魚池 

集集 

3.28 

3.28 
  



176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編，1995：211-212；許錫慶譯注，

2010：91-92) 

各地國語傳習所成立後，其規模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學生分為甲科生及乙科

生，甲科師招收 15 歲至 30歲已具備普通知識者，甲科生可領取津貼，是為了施

政必要而招募已經學習四書五經等，具備普通知識的青年，又由於已具備有普通

知識能力，提供通譯人才應急之所需，因此學習課程以專門學習日語，兼讀書、

作文初步，修業期限為半年，希望能以最短時間讓他們通曉日文(臺灣教育會編，

1939：167、178；許錫慶譯注，2010：72、77)。乙科收 8歲至 15歲一般學齡兒

童，休習的課程除了國語外，兼修讀書、作文、習字、算數，修業期間為 4年，

又可依照地方之情況添加地理、歷史、唱歌、體操之任一科目或是數科，也可以

為女子學生添加裁縫科目。甲乙兩科均招收一班，入學後依照學生年齡及學力再

區分數組(臺灣教育會編，1939：167-168；許錫慶譯注，2010：72-73)。根據報

告書，可以看到當時伊澤修認為統治臺灣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不通。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5 月 21 日本總督府發布在臺灣所設置的 14 個國語傳習

所的位置和名稱。參考上表整理之內容，其中有一些是屬於客家群聚集的區域。

像是：新竹傳習所新埔分教場和北埔分教場，另外還有苗栗傳習所的大甲分教場、

後壠街分教場和苑裡分教場(臺灣教育會編，1939：167；許錫慶譯注，2010：72；

江孏乙，2013：54)。這幾個分教場所收的學生，應該是以客家人為主，不過由於

就學路程的遠近關係，因此還是不能說全部分教場裡都是客家人就讀。雖然當時

傳習所招收的學生並非全是兒童，但是因為傳習所擔任日本時代初期教授國語

(日語)的角色，對於今日要了解日本時代如何推動臺灣人學習日語的政策而言，

這一個階段亦可視為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言的基礎階段。 

(三)編輯教材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4 月 24 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各部分課規程(民臨第

300號)關於學務部的部分有，學務部分為教務課(學事掛、庶務掛、會計掛)和編

纂課(編書掛、刊行掛)。關於處理事項分工，編書掛掌理事項包括(臺灣教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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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1939：33-34；許錫慶譯注，2010：14)： 

第九條 編輯掛掌理下列事務 

一 教科用圖書及辭書之編輯、著譯及校正相關事項。 

二 教科用圖書之檢定相關事項。 

三 本島地理、歷史、文學及學術上之調查相關事項。 

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7月學務部編纂課將事務室遷移至芝山巖第一附屬

學校內，當時便有關於臺灣語對譯的書籍出現。當時編輯中的圖書有(臺灣教育

會編，1939：37-38；許錫慶譯注，2010：16)： 

一 小學校讀本教科書的土語對譯 

二 教育敕語的解釋漢譯 

三 日本語法及文法教科書 

四 書翰文及公文教科書 

五 日本語及臺灣語之對譯辭書 

六 理科會話書及對譯 

七 日本歷史、地理會話書 

另外由學務部長上京中交付刷者有(臺灣教育會編，1939：38；許錫慶譯注，

2010：16)： 

國語教科參考書三卷 

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 

臺灣適用作法教授書 

臺灣適用會話入門 

臺灣適用小學讀方作文掛圖教授指針 

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發聲符號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學務部除了設置教學單位之外，也要負責編寫教材，提供給各支廳、機關學

校使用。 



178 

 

初期教育方針 

日本時代初期臺灣總督對臺教育的態度，久保義三「天皇制國家の教育政策」

101(轉引自程大學，1994：157)寫道： 

「臺灣尚未宣布有關人士教育(指臺胞教育)之根本方針，僅授權總督，尤  

其隨機應變，權宜處置，初期基於所謂同化的目的所創立之各種教育設施，

乃欲使新附之民，迅速被同化為內地人，而銳意謀求教育之普及與文化之向

上。」 

由上述文字可以知道，日本時代初期，尚未有正式的臺灣教育方針。1895 年

(日明治 28 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統治臺灣，對於相關治理臺灣的各項工作，因缺

乏周詳籌畫及經營殖民地的經驗，且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102忙於軍事平略與接

收，雖然在 1896年(日明治 29年) 3月 31日結束軍政，並頒布「法律六十三號」

(即六三法)成立委任立法制度。但是也賦予臺灣總督有頒布具有法律效力命令的

權利，成為總攬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也就是說基於六

三法的規範，使得臺灣人民被置於日本憲法的保障之外。 

1896 年(清光緒 22年，日明治 29年)第二任總督桂太郎103於是年 6月接任，

                         

101
 見《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教育行政篇，程大學〈日據時期之教育行政〉註一七，

(程大學，1994：167)。 

102
 樺山資紀，(1837年 12月 9 日-1922年 2月 8 日)，本姓橋口，原名覺之進，是一位薩摩藩

出身的大日本帝國軍事及政治人物，第一任臺灣總督(1895年 5月 10日-1896 年 6月 2日)。

2019年 9月 15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華山資紀 

103
 桂太郎，（1848年 1月 4日-1913年 10月 10日），長州藩出身（今山口縣），曾任臺灣日治

時期第 2 任總督(1896 年 6月 2日-1896年 10月 14日)，後來三度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1901年-1906 年；1908 年-1911 年；1912 年-1913 年），是日本有史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首

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之一。2019年 9月 15日取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桂太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A7%93%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6%91%A9%E8%97%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6%91%A9%E8%97%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4%BA%BA%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華山資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桂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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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去職；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04接任，當時推動「三段警備制」105，後因

官紀頹敗，瀆職事件風行，最後亦掛冠而去(程大學，1994：155)。 

    1898 年(清光緒 24年，日明治 31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06任用後藤新平

107為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在臺灣推動一系列的殖民計畫，一切隨機變化，

依時事而做，即為無方針主義。不過，後藤新平的政策以漸進方式進行，他注重

臺灣舊慣調查108，1901 年(清光緒 27年，日明治 34年)成立臨時臺灣舊習慣調查

會，並自己擔任會長，對臺灣展開大規模的調查。 

 然而，1895年到 1919 年這段期間，日本總督更換頻繁，多達 7人，依序為：

（1）樺山資紀（1895-1896）、（2）桂太郎（1896-1896）、（3）乃木希典（1896-

                         

104
 乃木希典，（1849年 12月 25 日-1912年 9 月 13日），出生於日本長府藩藩士家庭。為大日

本帝國陸軍大將，任臺灣日治時期第 3任總督(1896-1898 年)，主張將臺灣賣給其他國家。 

105
 三段警備制，著眼點為有效改善臺灣治安的三段警備法，其主要精神乃是依據臺灣治安狀

況，畫分為一等區、二等區，及三等區共三區域。一等區為反日或抗日分子、游擊隊活動最活

躍的臺灣山區，也屬於治安狀況惡劣者。劃分一等區者，其治安維持由日本軍隊組成的臺灣守

備混成旅團負責。三等區為平埔族或漢人居住的平地街庄，治安相對良好，由日本警察官吏負

責治安警備任務二等區為介於一、三等區中間的灰色地帶，該區域由日本憲兵負責警備。2019

年 9月 15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段警備法 

106
 兒玉源太郎，（1852 年 3月 16 日-1906年 7月 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級子爵（追封伯

爵），長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縣周南市），臺灣日治時期第 4任總督（1898-

1906）。2019年 9月 15 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兒玉源太郎 

107
 後藤新平，（1857年 7月 24 日－1929年 4 月 13日），為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政治家、醫師，

陸奧塩釜（今岩手縣奧州市）人，曾任東京市第七屆市長、東京放送局（今日本放送協會）第

一任總裁、拓殖大學第三屆校長、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南滿鐵道會社首任社長、內務大臣和

外務大臣、帝都復興院總裁。後藤也是日本童軍總會的首任會長，是童軍運動推廣者。在臺灣

民政長官（1898 年-1906年）任內，因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軍務繁忙，後藤實際掌握臺灣政

治。2019年 9月 15 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後藤新平 

108
 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

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

獲得保全及勝利。」2019 年 9月 15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後藤

新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BA%E5%B1%B1%E8%B3%87%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5%A4%AA%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3%E6%9C%A8%E5%B8%8C%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E%B5%E8%AD%A6%E5%82%99%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兒玉源太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8%97%A4%E6%96%B0%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8%97%A4%E6%96%B0%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8%97%A4%E6%96%B0%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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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4）兒玉源太郎（1898-1906）、（5）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6）安

東貞美（1915-1918）、（7）明石元二郎（1918-1919）。當時統治方針並無基本原

則，仍為無方針主義，以順應現實需要，制定臨機應變的政策。也就是說以兒玉、

後藤的「漸進主義」為基調，不強迫同化或破壞，尊重固有習慣和社會組織，在

警察專制下求安定，消弭反抗，在此階段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及資本勢力確立，日

本時代前 20 年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可說是其成就，但是對於臺灣當地的教育政策

以及發展，則位居次要地位(程大學，1994：156-157)。 

日本時代初期的語言教育，是短期、速成的教育。亟需有語言的人才，來填

補管理者在通譯人才、基層行政人員、教育人員等的不足。因此以人口比例來說，

在府城附近的商人、大賈為日本人日語推動及土語學習最主要的對象。 

日本時代初期芝山巖學堂時期，伊澤修二在芝山巖學堂親自授課，招募當地

仕紳子女到學堂學習，當時還給與獎學金，希望能鼓勵學生學習日語。不過，免

費學習與給予獎助金的政策，很快的因為總督府軍政費用壓力而刪減了教育費用

而廢止，後來伊澤修二更因為經費被刪、語當時的部長水野遵不合而被非職了。 

不過，初期為了快速產出能學習日語、教授日本語的人才，在招募臺灣人時

人時，採已過教育、具有基礎知識的臺灣人來接受日語教育。這種方式，從教育

人才的觀點來看，已具知識能力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語文能力基礎，

也能增加教學的效益，更能較快速達到速成的目的。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人希望能

先取得臺灣知識份子支持，以懷柔的方式取得日式分子對日本教育的認同。而後，

再成立正式師範學校等教育單位培育各地方學校的教師，這些教師必須先通過各

項資格檢定考試，才能取得資格。 

從政治統治的觀點來看，日本先取得知識分子的認同，一來能夠控制知識份

子，以免他們起而引領臺灣人民對抗日本統治；二來倘若能讓這些知識份子臣服

日本，透過他們在臺灣社會的既有地位，進而影響其周遭臺灣人民，始知臣服新

的統治政權。筆者認為，在教育新方針中，也包含著有關政治統治的目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2%E7%8E%89%E6%BA%90%E5%A4%AA%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0%E4%B9%85%E9%96%93%E5%B7%A6%E9%A6%AC%E5%A4%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9D%B1%E8%B2%9E%E7%BE%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9D%B1%E8%B2%9E%E7%BE%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9F%B3%E5%85%83%E4%BA%8C%E9%8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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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本位的教育政策 

日本領台初期，當時臺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曾向

伊澤修二表示不贊成強制執行單語(日語)教育。他認為應該先推行母語，再將臺

灣語以羅馬拼音化，來協助推展語言教育，才能提升臺灣人的知識水平。以今日

的雙語教育理論來看，巴克禮的見解是正確的(黃宣範，2008：92)。陳培豐在《「同

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政策、近代文化與認同》書中分析日本時代

語言教育談到：日本在臺實施「同化」政策，對於臺灣人政治上、社會上的權利

平等並不注重，但卻全力投入「同化」國語教育政策(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

至純平編譯，2006：23、25、27)。 

臺灣教育令發布前，可說是臺灣本島教育的試煉時期，最初計畫之事業為日

本語學校之創設與會話書之編輯。對臺灣人的語言教育從設置芝山巖學堂開始，

接著設立地方廳立日本語學校、明治語學校、竹城學館、基隆學校等。對內地人

(日本人)則以設臺灣土語講習所為教授語言教育的場所，當時還有幾處私立講習

所。臺灣總督府為了因應時勢之需，因此在臺灣推動語言教育之初，是以日語推

動為最主要的學校本位課程。因為要因應日本來臺所面臨的溝通需求。 

就這樣，在語言同化主義下，伊澤修二在「臺灣學事設施一覽」中，建議訓

練短期的講習員及設立「國語傳習所」(即日文傳習所)，設立「國語學校」、師

範學校，目的在奠定永久之教育事業。希望以日語教育，將當時的臺灣住民變成

日本人，使臺灣真正成為日本的一部份。當時，礙於語言、思想的隔閡，影響出

其統治事宜，因此總督採納伊澤的建議，以普及日語、培養師資、尊崇學者，作

文當時的教育方針。因此而有初創的教育機關，如：「國語傳習所」主要目的為

教授日語；「國語學校」初期主要工作在訓練講習員，進而擔任國語傳習所的教

師(程大學，1994：159)。 

日本時代在臺灣推動語言同化教育，是被日本國內各界所支持的。因此，對

於以日語推廣作為臺灣語言教育的政策，從日本時代初期就已經很迅速的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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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與進行。而日本在臺灣的日語教育政策和日本處理蝦夷和沖繩時的方式不同，

有研究者指出其原因在於日本的「國語」正式成立於甲午戰爭後的 1900年(日明

治 33年)8月小學校令改正時，當時日本文部把原本訂為讀書、作文、習字三門

科目整合為一門「國語科」並將之正式編入初等教育課程中，而在 1904 年(日明

治 37年)才正式將其「國語」發音標準化，以東京中流人士所使用的音調為主；

剛開始日本內地對於國語的制度並不明確，後來還參考了臺灣總督府所制定的內

容和方針，才將日本內地的國語定型與制度化，也就是說其實臺灣對於日本國語

誕生過程也佔有重要的地位(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2006：44、

45)。 

    1898 年 6月(清光緒 24年，日明治 31年)兒玉總督在地方長官會議訓詞中，

表示臺灣教育宜採漸進主義政策。7月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

能負擔為可設立的條件，設立六年制公立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對臺灣子弟授

予實學，目的使其精通日語，養成日本國民之性格。因此公學校成為此時期最重

要的同化教育機關。公學校中亦設有漢文科，延請書房教師或是地方受尊敬之學

者為教師，並頒布「有關書房義塾規程」，漸次加強管理，使書房私塾成為公學

校教育的輔助機關。其中相關於語言教育者，國語學校師範部培養相關師資，語

學部培養日語、臺語(當時為閩南語)業務人才。 

在國語傳習所出現之前，臺灣各地設有一些語言學校，如：芝山巖學堂、臺

北縣立日本語學校以及各支廳設立的語言學校。這些學校共通的地方是，他們所

成立的目的是期望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一批了解日語的臺灣人，以協助他們推動政

策，因此當時招收的對象是已成年且具有基本讀寫的臺灣人，後來國語傳習所設

立之後，國語傳習所的甲科一樣扮演訓練人才的單位。日本時代在臺灣期間，一

直堅守著語言同化的方向。 

日本時代初期，以鎮壓、懷柔為主，當時臺灣住民對日人所提出的新式教育

反應冷淡，例如：國語傳習所以學費全免來鼓勵臺人子弟入學，但是學生的增加

率遠不及當時傳統書房私塾。直到 1919 年（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發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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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教育令」開始禁止書房。此後，公立學校數量及進入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童人數

激增，由 1898 年的 2390 人增至 1943 年的 70000 人。1937 年 4 月（日昭和 12 年），

日本臺灣總督府下令廢止臺灣新民報等報紙的漢文版面，同時取締一切使用漢文

的刊物。1937 年 7 月，七七事變後，推行「皇民化運動」實施所謂「國語常用家

庭」要求臺灣民眾不但要說日語，而且要用日語思考（陳美如，2009：75）。 

根據王森田(2013:27)的採訪研究，有關公學校教師在學校教授課程的過程

中，受訪者多已進入日本昭和時代(1926 年)，這個階段出生的臺灣人已進入同

化時代。這群自幼接受日語教育的臺灣人，已經能懂得日語，不需要再像日本時

代初期需要採對譯的方式，不需要先將日本語翻譯成臺灣土語來學習。在學校裡，

鼓勵學生以日語交談，但是學生彼此之間還是會以母語談話。 

總括而言，日本時代初期這個階段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最主要想解決的問

題就是語言隔閡，因此強化溝通的語言教育政策，是本階段一致的方針。透過語

言學校或傳習所教授方式，也可以看到日人透過對譯的方式來進行雙向的學習，

一方面讓當時的臺灣年輕學子學習日語，另一方面也讓日方的工作人員學習土語，

希望降低雙方的溝通障礙。但是，最終還是希望臺灣人全面使用日語。 

第四節 臺灣語講習所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2 月 18 日至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6 月 29 日所開設的

「臺灣語講習所」109，是為了提供給總督府中央的文武官吏、職員在公務之餘接

受臺灣土語的教育。臺灣語講習所可說是日本人來臺後，除了芝山巖學堂外，第

一個由官方成立的中央部會臺灣語學習專門機構，也可以說是中央部會人員的臺

灣語進修班。本節首先探討臺灣語講習所的成立過程和內涵。其次，探討當時臺

                         

109
 「臺灣語講習所」在臺灣教育會編著之《臺灣教育沿革誌》中稱之為「臺灣語講習會」。但

是，在學務部的報告中有一則關於「臺灣語講習所」成立的規章，因此在本章節以「臺灣語講

習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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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總督府所聘任在臺灣語講習所授課任教的臺灣土語教師，希望藉由了解土語教

師的背景，進一步推論當時所學習的臺灣語言是否有客語。 

臺灣語講習所成立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之後，政治上經歷統治初期的摸

索，但是在語言政策上卻很快的投入學習臺灣本土語言。依據《臺灣教育沿革誌》

附錄之臺灣教育年表紀錄，在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6 月 2 日臺灣完成移交、

6 月 14 日總督府遷至臺北、6 月 17 日伊澤修二抵達臺北，在 6 月 26 日將學務部

遷至芝山巖後，便開始積極投入為解決語言溝通問題的相關事宜： 

原文： 

依澤氏の履歷書に、 

六月二十二日學務部を芝山巖に移し、專ら土語の研究、會話書の編輯、

土人教育に從事す(臺灣教育會編，1995：10)。 

譯文： 

依澤的履歷書上記載： 

六月二十六日學務部遷移至芝山巖，專門從事土語之研究、會話書之編

輯及土人教育(許錫慶譯注，2010：5)。 

在 1895 年 12 月 17 日（日明治 28 年）《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編輯完稿，

同年 12 月 18 日土語講習所便開始授課(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年表，1995：

2；許錫慶譯注，2010：500)。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務部 1896 年(日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110記載了關於成立「臺灣語講習所」的內容，

在《臺灣教育沿革誌》在〈第三篇初等教育〉的〈第一章官公立語學校〉中的〈第

                         

110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896-07-07），〈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

藏號:00000077008。2020 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8369u2a3bxv#63o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8369u2a3bxv#6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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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臺灣語講習會〉也記錄了這一段歷史。不過，《臺灣教育沿革誌》中只是以

極小的篇幅略述。本節期待能以小見大，在這些教育史料中，找尋日本人在臺灣

語講習所學習客家語的證據或資料。 

(一)臺灣語講習所成立規章 

成立臺灣語講習所的計畫是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12 月上旬由大塚少佐所

提議的，當時受到樺山資紀總督的讚賞，因此很快的在同年 12月 18 日便開班上

課。關於臺灣土語講習所的設置，在 1896年(日明治 29年)〈明治二十九年四月

中事務報告（學務部）〉中也略述了大塚少佐提議、樺山資紀讚賞，以及當時三

位在各單位服務且在公餘協助臺灣語課程的陸軍通譯官。其內文圖檔如下： 

 

圖 36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111 (關於臺灣語講習會)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臺灣教育沿革誌》也記錄了臺灣語學習所之講習課程開設，以及當時學習

授課的情況(臺灣教育會編，1995：165；許錫慶譯注，2010：71)，其內容大約

                         

111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896-07-07）(頁面 0052)，〈明治二十九年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77008。2020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2HGdFRQn#OHdb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2HGdFRQn#OH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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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照學務部這份四月中的報告，中譯如下： 

領臺當初因語言不通，文武官吏感到不便非僅一端。故於明治二十八年

十二月上旬，在大塚少佐的主倡下，配附懂官話的本地人給陸軍通譯，並成

立文武職員於公務餘暇進行適用土語講習一案。因總督對之予以嘉獎，故在

同年 18 日於陸軍幕僚部的建築物內開始授課。幹事為大塚貫一，主任教官

為吉島俊明，教官為藤田捨次郎、長野實義、土語教師為王興樵、陳文溪。

開設當時有一百五十八名出席者，但隨著地方廳之開設而日漸減少，至二十

九年三月僅剩五十餘名，在軍政廢止後(四月三十日)便移轉至學務部。六月

十六日經測驗後頒發修業證書給十二人，同月二十九日關閉之(臺灣教育會

編，1995：165；許錫慶譯注，2010：71)。 

    根據這份學務部的〈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和《臺灣教育沿革誌》

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設立背後的要點： 

1.成立官立內部臺灣語文教育機構。 

2.軍政單位的意見。  

3.土語教師支援教學，日語教師協同教學。 

4.日語、北京語、土語，三語通譯。 

5.重視日臺人語言溝通。 

又從這份公文的描述來看，臺灣語講習所並非由伊澤修二帶領的學務部所推

動的業務，而是日本軍官大塚少佐的主意。由此可以了解，除了掌握學務教育規

劃重任的伊澤修二之外，其他日本總督府的中央大臣也很希望盡速解決語言的問

題。大塚少佐提出建議後，獲得日本總督樺山資紀的認同與讚賞，很快地便開始

在總督府所在地陸軍幕僚部開始設班授課。也可以說，日本時代初期日本總督府

上下為了盡快達到解決臺灣語言隔閡問題，不論是對臺人教授日語或是對日人教

授臺灣語，都非常的積極。因為達成臺日雙方語言理解，在日本時代初期，一直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學務部 1896年(日明治 29年)〈四月中事務報告〉中，也明列了關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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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語講習所」設立的相關規則記錄以及內部編制的情形，內文影像如下圖： 

 

圖 37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臺灣語講習所規則)112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編制裡有 4位教員，其中 2人是土人(臺灣人)，

在第 4條臺灣講習所內規中。還特別規定教員通譯官與土人分擔教學的工作。

可見，臺灣語講習所並不是一個草率行事的單位，雖然單位設置在中央，但是

仍為他設立組織規則與規劃單位人員編制。只是很可惜的，在這份文中，無法

看出教授的語言類別。 

(二)申請各地設立臺灣語講習所 

    臺灣總督府對於自己在部會內設立臺灣語講習所的成就是非常肯定的，因此

總督府還因此上書給臺灣事務局，希望爭取臺灣各地的政府單位也設立臺灣語講

習所。他的理由是，在如此不安定的臺灣環境，沒有良好的語言溝通導致管理不

便。除此之外，他認為警察和憲兵在地方成為第一線接觸臺灣人民的人，他們更

需要了解臺灣語，因此向上陳述後，希望能在各地方縣支廳也能和總督府一樣，

設置臺灣語講習所。 

                         

112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896-07-07）(頁 0059)。2020年 7 月 23日：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2HGdFRQn#Ainf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2HGdFRQn#A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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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臺灣總督就土語講習所事宜陳報臺

灣事務局總裁，擬於各地方設講習所，對憲兵、警察施行土語講習，但因對

講師發給本俸以外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津貼一事未獲核准，遂告無疾而終

(臺灣教育會編，1995：165；許錫慶譯注，2010：71)。 

日本時代各支廳立國語學校創設時，宜蘭支廳所開設的明志學校，在晚上 9

點半到 10 點半教導官廳裡的日本職員及憲兵土語(臺灣教育會編，1995：163；

許錫慶譯注，2010：70)。新竹支廳的學生則在上課 6 個月後被任命為警察、憲

兵隊、國語傳習所的翻譯人員(李園會，2005a：29)。當時除了要求文武官員學習

臺灣土語，原定希望在各地均設立土語講習所，不過後來因為爭取加給的經費問

題，並未能全面實施。 

根據日本時代《1905 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記載，當時在臺日人中

有 10.3%(約為 6710 人)會說臺灣話(指客語、閩南、原住民語之中任一種)。而且

其中有 208 人當作最常用的家常語言。雖然日人能說臺灣話到什麼樣的程度，並

無法清楚了解。但是自 1895 年統治臺灣到 1905 年才短短十年，就能有這麼高的

比例，應該是因為臺灣的日語教育尚未十分普及，而日本人迫於日常生活及公務

上的需要，不得不學習臺灣語，雖然並不見得是在語言政策上尊重臺灣語。但是

根據統計，在日本官方的土語政策下，在臺灣的日本人會「說」臺灣話的人口，

在 1915 年達到 16,591 人，占當時人口的 12.2%；1920 年達到 17,273 人，占當年

人口的 10.5%(黃昭堂著，黃英哲譯，2013：247)。 

(三)臺灣語土語教師授課 

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提到臺灣土語講習所有 2為土語教師，王星樵和陳

文溪。不過，由於筆者並未搜尋到王星樵的資料。因此這裡介紹這一位土語教師：

陳文溪。 

依據 1897年(日明治 30年)2月 1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

退第三卷官規官職〉公文紀錄，他曾被任職為製藥所事物囑託月薪為 25 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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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不過在這份公文中記錄他為「清國人」。在王學新《日據時期在臺華人史料

選編》中談到，由於日本領臺之初，兵馬倥傯，檔案雜沓散失，所以導致許多行

政事務難以上軌道，因此便有必要雇用清領時期的一些舊官吏，來協助他們整理

文書資料及賦稅、戶口調查等工作；並且當時臺灣通行的語言是閩南語、客語，

臺灣的住民大多不懂得說北京語，因此在日本時代初期必然有許多清國人可以留

下在臺灣工作(王學新，2013：185)。 

陳文溪後來在 1897年(日明治 30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

退第十卷官規官職〉第 35項，陳文溪加薪為 30 圓(日圓)，不過這次沒有再註明

他是清國人了。不過，我們可以推論，當時(1895 年)他之所以可以擔任臺灣講習

會的土語教師，應該跟他會說北京語有關，因為擔任臺灣講習會的日本課程教官

的吉島俊明、藤田捨次郎、長野實義等人，依據〈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

（學務部）〉的內容，他們都是在日本總督府各單位擔任通譯工作的人員。所以，

他們藉由清國語(北京語)當作共同語言，陳文溪指導他們學習臺灣語，又由他們

三位日本通譯協助用日語說明，日語、清國語(北京語)、臺灣語三種語言交互對

譯應用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也是可行且很有效率的方式。 

1898 年(日明治 31年)11月 4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追

加第十一卷官規官職〉113中陳文溪被任命為法院通譯官，這也很符合日本時代初

期各單位急需通譯專才的情況。我們如果能有更多資料來了解擔任土語教師人員

的背景，那麼就可以知道他教授語言的過程。不過，目前僅能在公文類纂的裡，

依據歷史資料及他們受聘的紀錄來推測。 

    伊澤修二的教育計畫中，其中設立國語學校，包含了師範部和語學部，師範

部訓練日人任職於國民學校和師範學校；語學部為本島人役員和通譯提供完整的

                         

113
 「陳文溪法院通譯任命」（1898-11-04），〈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

進退追加第十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0346043。2020 年 7月 18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1495=Lxtq4w#lI7b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1495=Lxtq4w#lI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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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基本訓練，還教授日本人臺灣土語。伊澤休二曾堅持，日本人需要學習臺灣

話，因而第一小學校補習科開有土語課。他認為臺灣人的日語科和日本人的土語

科有同樣的位階、學程和課程。在他給總督的報告中，他極力主張殖民教育慣有

的(種族)差別待遇，不應在臺灣出現。對於徵募來的教師，他總是強調日本人學

習土語和土人學習日語是同樣的重要。不過最後國語學校中，招收日本人的土語

專攻科，在 1901 年因為乏人問津而停辦了(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1999：

12、21、27、36)。對於土語的學習及課程的開設並非一直受到重視，在 1902 年

(日明治 35 年)學習土語的熱誠似乎消退，總督府在這年決定廢除土語科。我們

從 1904 年(日明治 37 年)竹越與三郎訪臺時所觀察到的情況，應能了解日本不再

持續學習土語的原因：他在覆審法院終看到法院備有通譯者，負責把日語譯成清

朝官話，再轉譯成臺灣話。他覺得很奇怪詢問：為什麼不直接把日語譯成臺灣話？

得到的答覆是：「堂堂天朝法官直接與向來受輕視的土話通譯者交頭接耳，有失

其尊嚴，並不是能使土人信服法庭的做法。」裁判官認為直接和臺灣話通譯者說

話，是一件汙穢的事。114 

不過，來自殖民統治民族的自我強大的意識，以推行本國語言為主的教育政

策方針下，學習土語的需求當然也就隨著學務部長更易後而有改變，最終至廢除

的地步。 

土語教師：廣東人趙錦堂 

    現今的教育研究大多根據《臺灣教育沿革誌》中的說明，作為書寫臺灣教

育史的根據。關於臺灣語講習所的土語教師，大多只論述到王星樵和陳文溪兩

位土語教師。這份〈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學務部的事務報

告中，學務部紀錄了臺灣土語講習所的成立過程，內文中還寫到「廣東人趙錦

堂」。關於趙錦堂的敘述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一直是被忽略的部分。筆者如

                         

114
 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2013：247)：(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史》，19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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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查詢到這份報告的原始檔案，不會發現在原本臺灣講習所設立時曾有位

「廣東人趙錦堂」擔任土語教師。 

    我們從從本章第二節關於日本人對於客家人的印象演進討論說明，可以知道

日本人對於客家人的稱呼，常以廣東人一詞涵蓋當時臺灣各地的客家族群。因此

關於「廣東人趙錦堂」115的內文，我們應該可以大膽推論他是客家人的身分。不

過，必須有更多的佐證才能證明。以下是整理的相關史料與公文： 

相關內文，如下圖公文第一行： 

 

圖 38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 (關於土語教師趙錦堂) 116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頁 0052 到 0053 談論的是關於 4 月 30 日

之後總督府副官部所管理的臺灣土語講習所，歸屬於學務部管理。並且針對臺灣

語講習所的建置過程做了一番介紹。這份 1896 年「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

                         

115
 在此要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研究員王學新先生協助日文文件翻譯。 

116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896-07-07）(頁面 0053)，〈明治二十九年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77008。2020年 7月 12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8369u2a3bxv#lI4e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8369u2a3bxv#lI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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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學務部）」報告內容談到：在 1895 年 12 月上旬的時候，大塚少佐提議在總

督府開設臺灣語講習所，讓文武職員在公餘時間來上課學習，當時這個意見受到

樺山資紀總督的嘉獎，因此同年 12 月中旬講堂安排好了之後，日本籍通譯吉島

俊明、藤田捨次郎、長野實義，和「廣東人趙錦堂」、「臺灣人王星樵」擔任土語

教師，共同協助臺灣語言教學。不過同年 12 月 15 日趙錦堂被辭退了(沒有說明

原因)，他的位置由陳文溪代替，並於 1895 年 12 月 18 日開始上課(這個時間點

與《臺灣教育沿革誌》中的紀錄相符)。後來 1895年 4月臺灣語講習所的經理工

作交給了日本教師安原富次117負責，土語教師王星樵的任務便解職了。關於臺灣

語講習所的內容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僅記錄土語教師為王星樵、陳文溪，以

及當時擔任教官的日籍人員，完全沒有提到廣東人趙錦堂的紀錄。也或許因為這

樣，讓這位客家人曾擔任日本土語教師的紀錄，一直沒有在日本時代臺灣土語教

育的資料中出現過。 

臺灣語講習會是大塚少佐所提議，設置的目的是為日本文武官員、職員提供

課程學習臺灣土語。臺灣日本時代教育史上紀錄日本人學習臺灣土語的部分，文

獻引用時也經常只寫到王星樵、陳文溪，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之前還有廣東人趙

錦堂。雖然根據這一份報告，我們無法知道趙錦堂授課的時間有多長，或者有人

會質疑他可能教授的語言會是閩南語。但是，以日本時代初期，對於「廣東人」

的定義來看，學務部的報告既然明白寫出趙錦堂是廣東人的身分，很可能代表當

時語言教學包含臺灣客語的規劃。這份報告更可能也更證明，當時日本人在領臺

統治的第一時間，面對臺灣語言產生的隔閡時，他們可能同時計畫要學習客語和

閩南語。很可惜，筆者尚未找到相關的上課教材做為證明。 

                         

117
 1898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見：「「安原富次外數名國語學校助教諭等ニ任命」

（1897-07-3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三卷乙官規官職〉，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28122。2020年 7

月 29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20vdLf=u2#atvc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20vdLf=u2#a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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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關於臺灣語講習所土語授

課的時間，以及授課教師： 

 

圖 39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18關於臺灣語授業時間表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這份授課時間表無法確認書寫日期，因為依據這份報告書，趙錦堂在 1895

年(日明治 28年)12 月 15日開會時未說明原因辭職了，他的位置由陳文溪來替

代。不過，事後在這份〈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

卷文書〉中的授課時間表，卻還是還記錄著臺灣語講習所上課的時間，以及擔

任土語課程的講師是趙錦堂和王星樵。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報告書中記錄著土語教師「廣

東人趙錦堂」。可惜這位廣東人趙錦堂的資料甚少，如前面說明，筆者推測他具

                         

118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中事務報告（學務部）」（1896-07-07）(頁面 0060)， 2020 年 7月 23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4072JRnkk=Z#ASa8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4072JRnkk=Z#AS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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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人的身分，很可能臺灣總督府內部初設臺灣語學習系統時，是計畫分

天、分兩種語言進行學習課程的。為了證實趙錦堂是客家人，筆者在臺灣總督

府公文中找到了一些的資料，以下依照公文時間序分述之： 

表 3-2 趙錦堂資歷一覽表 

公文內容 任命日期 補充說明 

民政局醫務囑託119 1895.06.18 通譯 

解囑120 1895.07.17 上書申請 

母親在香港，因病需要

照顧 

民政局外事課事務囑託121 1895.10.22 申請書上註明清國人 

兼製藥事務所通譯122 1896.05.02 加 20圓 

                         

119
 見「日高幸平外七名醫務囑託任命」（1895-06-18）(頁 0074)，〈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典藏號:00000042031。2020年 7月 29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3F8-J=Ar#4JV1 

120
 「趙錦堂解囑」（1895-07-17）(頁面 0095、0096)，〈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

永久保存進退第八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

藏號:00000049048。2020 年 7月 29日搜尋於：

0095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6Qd0=gpu#Otva 

0096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6Qd0=gpu#JIf1 

121
 「趙錦堂雇任命」（1895-10-22）(頁面 0244)，〈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

保存進退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0044102。2020 年 7月 29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7QvkvwU=#lI0e 

122
 「趙錦堂ヲ製藥事務ニ使用ノ件」（1896-05-02）(頁面 0069)，〈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0012010。2020年 7月 2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9Q5Y=y3Z#f1L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3F8-J=Ar#4JV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6Qd0=gpu#Otva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6Qd0=gpu#JIf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7QvkvwU=#lI0e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39Q5Y=y3Z#f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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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所事務及外事課事務囑托123 1896.08.28 兼職金 

外事課事務解囑124 1896.12.28 無必要 

製藥事務所解囑125 1897.09.24 事務結束 

龍王廟街兩廣會館家屋返還申請126 1903.05.25 內文中有申請人趙錦堂

的住址：臺北廳大稻埕

南街四百番戶 

註：本表參考《日據時期在臺華人史料選編》繪製(王學新，2013：186)。筆者

依臺灣總督府公文資料補充整理。 

 以上資料中，除了 1895年趙錦堂受任民政局外事課事務囑託，曾註記清國

人外，其餘皆沒有再做他的身分註記。不過，他在 1895年 10月 22 日擔任總督

府外事課的囑託一直到 1896年 12月 28日因為「無必要」127而被解囑。 

                         

123
 「趙錦堂製藥所事務及外事課事務囑托ノ件」（1896-08-28）(頁面 0255)，〈明治二十九年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六卷之二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09100。2020年 7月 29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0Cm4D=3c#JTU1 

124
 「趙錦堂外事課事務解囑ノ件」（1896-12-28）(頁面 0321)，〈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0114106。2020年 7月 2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1kA=us8R#ftW1 

125
 「趙錦堂製藥所事務囑託ヲ解ク」（1897-09-24）(頁面 009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乙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六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33020。2020年 7月 2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26K_gXk_#9tv0 

126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

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903-05-29）(頁面 0168)，〈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70020。2020年 7月 2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3VQP_Wsa#K8X9 

127
 見「日治初期官廳雇用清國人一覽表」(王學新，2013：186)。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0Cm4D=3c#JTU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1kA=us8R#ftW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26K_gXk_#9tv0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43VQP_Wsa#K8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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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關於兩廣會館家屋返還的申請書中，筆者發現有他的住址。 

 

圖 40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   

        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 

        (趙錦堂地址)128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依據上圖，他也是大稻埕的商家，雖然沒有在臺灣仕紳名錄上找到他的名

字，但是在要辦理迎接日本官員募款的名字上，他曾與李春生等人一起資助活

動。可以推論，他當時在大稻埕，所以也容易接近總督府中央，因為他會說客

語，所以早在 1895 年(日明治 28年)6月 18 日便受日本總督府聘任擔任通譯工

作。 

                         

128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

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903-05-25）(頁面 0168)，〈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70020。2020年 7月 24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4e3Tl=7=#DnWa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16284e3Tl=7=#Dn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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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趙錦堂雇任命」129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從這份〈臺灣總督府檔案開府以降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保存書類 第二門

官規官職/進退〉中表列「百二」項目趙錦堂雇任命的公文紀錄，「九十五」項

是當時學務部長填報的「臨時雇柯秋潔外一名贈給」。從這裡可以推測，廣東人

趙錦堂與柯秋潔是屬於同時期的人物。也就是說他們應該都是著在士林街、大

稻埕，而在總督府剛到臺灣時期就被招攬進用為總督府雇員(通譯)。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

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是臺南縣的兩廣

家屋事件。所謂兩廣指的是廣東和廣西兩省，以日本時代客家人口調查表來觀

察，指的就是客家人。根據家屋返還申請內文敘述，家屋祭祀的神祇在家屋修

繕期間先放置到「三山國王廟」。以這一點推測，我們更可以確定土語教師「廣

東人趙錦堂」是客家人。其內文圖檔如下： 

                         

129
 「趙錦堂雇任命」（1895-10-22）(目錄 06)，〈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

存進退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0044102。2020 年 7月 18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1532G_n=-AV#3JV9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1532G_n=-AV#3J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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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

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0198)130
 

 

圖 43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

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頁 0199)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130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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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圖公文之「會館成立」內容，王學新譯文概要如下： 

原本位於會館土地內之嶺南公所（係廣東商民共同建設，奉祀該省人尊崇之

祖先及關聖帝君、天上聖母等，於春秋兩季施以祭祀，且平時充當該省人之

公議所。）至光緒四、五年之際，破損之處已多而有倒塌之虞，必須改建，

因此當時台灣總鎮廣東人吳光亮及嶺南公所董事洪熙廷等首唱拆毀該公所

並擴大規模而建設成廣東會館。至此該省人等大舉襄贊，而舉董事洪熙廷等

為會館建築之督辦，普遍向居住本島各地之該省人等募捐，聚集資金約六萬

餘圓，收購公所附近之民屋，並拆毀公所及收購之房屋，自光緒七年春起，

開始建築會館，工程將至一半時，廣西省人岑毓英就任台灣巡撫，聞臺南有

設立會館之舉，而捐銀五百兩，因此會館之名改為兩廣會館。其後亦普遍向

居住本島之廣西省民募捐。終於至光緒十年工程大致完工，但內部修飾及附

屬建物等尚未如當初設計般完成，此乃工費不足所致。故關係人等其後商議，

決定再聚集會館將來之維持基金及內部裝飾費用等，其方法定為全台各地兩

省人各商賈交易額每千圓抽取銀二圓。但其後清國於外與法國有事，於內地

方生亂，遭遇民心不安之際，募捐不便，終至未能實行。(王學新譯，2020

年 7月 27日) 

而兩廣會館，為廣東人出資，但因為任臺灣巡撫的廣西人岑毓英捐錢協助設

館，因此此會館名為兩廣會館。這裡也符合了日本時代對於客家人的調查，認為

客家人多來自廣東和廣西。而廣東人出資地敘述，可聯想指稱為客家人出資。 

                         

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903-05-25）(頁面 0198、0199)，〈明治三十七年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70020。2020年 7月 29 日搜尋於： 

0198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Ctb1 

0199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DIA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Ctb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D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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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

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31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上圖關於兩廣子弟之祭祀事宜，譯文如下： 

奉祀兩省商民尊奉之神佛（會館之正廳神龕應安置關聖帝君、天上聖母及兩

廣之開山祖等，關聖帝君為商賈最尊奉之正氣忠良之神，家家祭祀以祈福利，

天上聖母為海上之守護神，係貿易商等尊崇之神。由於會館正在建築，故以

前安置於嶺南公所之神位於公所拆毀之際，移置於城內火銃街係廣東省潮州

府商民所建立之三山國王廟內，預定於會館落成後再奉祀於會館。(王學新

譯，2020年 7 月 27日） 

                         

131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

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903-05-25）(頁面 200)，〈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典藏號:00000970020。2020年 7月 29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Kgh1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Kg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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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中的神明，在修理會館期間暫時借放於客家人供奉的三山國王廟中。於

此，我們更有利證說明這一群人是客家人。否則，不可能將自己的神明放在別種

族群的神廟裡面。 

 

圖 45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

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32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檔案資料查詢系統 

上圖譯文摘要如下： 

惟鑒於帝國領台以後兩省人等去留本島之狀態，退離本島者，也多為清時比

較享有該事業之利益上關係尚淺之一小部分官吏，而占大部分之關係最密切

之商賈甚少退離本島，依然居住本島，各自擁有店舖並從事商業。彼等之商

                         

132
 「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可、台南廳長ヨリ引

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1903-05-25）(頁面 0201)，〈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70020。2020年 7月 29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Vzc3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6857s5boQi_#Vz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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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各種關係上雖不如往昔盛大，但擁有進取堅忍之氣質之彼等如今進一步

前往內地及對岸各港進行商業交易，逐漸使面目一新。原本會館從一方面看

來，有如商業會議所，為通商貿易上之一機構，故東洋各地主要商港極少不

設有會館者。(王學新譯，2020年 7月 27日) 

最後，這一篇公文內中，還記錄了當時兩廣人士在更換統治政權後，大部分

都留在臺灣經營小生意。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做推論，雖然趙錦堂可能從未在臺灣土語講習所正

式開課。但是，他曾經被選入擔任土語教師的歷史，也應該被記錄下來。目前，

筆者僅能依日本時代對客家人的稱呼「廣東人」，以及兩廣會館興建事宜來揣測

趙錦堂可能是客家人身分。但是，筆者還是在此大膽的推測，客家人曾經在日本

時代初期也被納入總督府文武官員學習的語言之一。 

結語 

    從上述史料中可以證實，在日本時代日人學習客家語的教育並未缺席。尤其

是在日本時代初期，由總督府中央設立的臺灣語的語言補習班：「臺灣語講習所」

的歷史紀錄，更是最有力的證據。當時聘任廣東人趙錦堂為土語教師，還有課表

的規畫。筆者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態度，蒐集日本時代對於客家族群稱謂的

歸納研究，確認廣東人趙錦堂應為客家人。這些證據在在都指向日本時代初期就

已經有計畫的要學習客家語。雖然，後來不明原因趙錦堂辭去土語教師的工作，

但是他還是一直擔任總督府的通譯。 

臺灣語講習所的業務轉由學務部負責後，因為培訓後的人員從中央外派地方，

後來參加臺灣語講習課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在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6 月 16 日

停辦。但是，其實停辦並非不重視日本人對於臺灣語的學習。關鍵點應該是在經

費上沒有得到日本國內臺灣事務局的支持，因而在各項教育制度建立後，也就無

疾而終了。但是這些寶貴的歷史公文的佐證資料，也協助我們了解當時臺灣總督

府如何面對選擇何種「臺灣語」作為日語教育教材通譯的經過。經費的支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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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使用比例、時間有限的壓力等，這些勢必影響著後來日本人接受臺灣客家語言

教學的機會。 

第五節 日本時代臺灣土語教育政策 

    日本時代初期，日本人為了與臺灣本島人溝通，登陸時隨行帶有懂得清國官

話北京語和英語的翻譯人員，但是來到臺灣之後發現，實際上在當時臺灣人民普

遍教育程度低，既不會說北京語，也很少人說英語，因次在溝通時產生很大的障

礙(王森田，2013：14)。伊澤修二設立芝山巖學堂時，立即開始負責臺灣土語之

研究及編寫土語會話書的工作。  

日本亟欲解決語言溝通的問題，因此除了教授日語之外，也嘗試學習臺灣土

語，並令行政人員、警察單位必須學習，雖然學習土語並未成為語文教育的主流，

且隨著日本在臺灣初等教育的推行後，越來越多臺灣人在學校已習得日語，且能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本人逐漸不需要繼續學習土語。但是，臺灣語政策(或謂臺

灣土語政策)在日本時代初期可視為重要的語言教育方針。於此，也可觀察到臺

灣總督府採取日語和土語雙管齊下的語言教育政策。 

從事臺灣語研究 

    日本人要學習臺灣土語，首先要了解臺灣當地有那些語言，因此日本進行了

土語調查。關於土語的調查方式，我們可以從伊能嘉矩(1867-1925)來臺進行研

究的方式，來做約略的了解。從伊能嘉矩來臺之前的個人經歷與背景來看，他應

該已經具備閱讀漢文與官話(北京語)的聽說能力。不過，當他來到臺灣，一樣面

臨語言溝通上的困境，這個困境基本上與臺灣在地語言的使用實況有關。就當時

臺灣多元組成的住民們常用生活語言來說，具備漢文基礎且具備清國官話(北京

語)讀寫能力的人，大多是受過書房教育的漢人，這些人以當地仕紳階級為主。

一般階層或是中低階層的漢人，仍然使用各自的母語，如客語、閩南語、各族原

住民語等，作為日常生活溝通的語言。多元的原住民語先暫時不談，單看當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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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漢人社會已經屬於多語的社會，伊能嘉矩當時想要進行臺灣語言調查、原住民

的調查，他們使用各種「番語」，更增加調查的困難(陳偉智，2014：136-137)。 

    日本總督府領臺執政之後，首先面對的就是語言溝通的問題，對於臺灣當地

語言「通譯」的需求大增。當時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便急著建立芝山巖語言學堂、

籌立國語講習所，積極培訓能了解雙方語言的通譯和雇員。在 1895年(日明治 28

年)12月總督府設置了「臺灣土語講習所」，規定府內雇員以上須參加土語講習 。 

    然而，由於來臺後語言不通，翻譯時必須多重語言翻譯，因此引發了諸多弊

端。當時的日本翻譯官雖然會用日語和北京話對譯，但是不懂臺灣語，因此必須

外僱通曉北京話的臺灣人當副翻譯官，透過副翻譯官將北京語再翻譯成臺灣語，

成為二重制度。「三語並存」的對譯方式，也是臺灣在日本時代初期的特有現象。 

     1895年(日明治 28年)臺灣成為日本教育的實驗場域，為了盡速解決開拓臺、

日思想的交通，使臺灣人能學習日語、日本人也計畫學習臺灣土語，雖然其所留

下關於客語學習的資料並不多，但是以語言教育史的觀點來看仍是值得進行研究

的課題。雖然，日本時代對於臺灣語言的研究主要是對閩南語為主，對於客家語

的研究雖然很少，但是這些辭書、雜誌也為日本時代日人對客家語的學習，留下

了珍貴的紀錄 

第二任總督桂太郎(1848-1913)的「蒞任訓示」，為了統治殖民地臺灣，受限於

語言不通的困境，桂太郎把學習臺灣話列為施政方針。他說： 

通曉人情風俗語言，方能達到地方行政之目的。事故。教導當地人學習國 語

之同時，官員亦當盡量努力研習臺灣話。尤其警察、稅吏之類與人民有直接

關係者，更當如是。(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2003：254) 

    但是，雖然總督桂太郎以來一直強調要理解臺灣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實際上

卻沒有積極的作為。   

    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1898 年(日明治 31 年)上任後，將民政局和

財政局合併為民政部，由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就相

當重視警察學習臺灣語，因此趁著官制改革之際，訂定能夠翻譯臺灣話的判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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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與看守，給予他們額外的津貼，並且設立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作為培養

這類人才的機構，後藤新平後來曾提到：練習所設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對

新任警察官進行臺灣話講習(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2005：154)。以上可

以看到，為了提升日本人與臺灣語言的溝通效率，在推動語言政策上所做的積極

策略。 

小熊英二〈臺灣領有〉的研究論著中，提到日本司法省英國顧問卡庫德

133(William Montague Hammett Kirkwood)當時也被要求提出關於臺灣統治的意見。

1899 年卡庫德為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他前一年到臺灣視察的意見。依據卡庫德所

言，殖民統治的兩大原則是「使其為人民、心悅誠服於政府」、「收入要多於支出」，

但是依據卡庫德的觀察，日本統治臺灣離這些原則相當遙遠，他的批判中最主要

一點是，日本人完全無法通曉當地的語言與習慣這一點。卡庫德說：「無法理解

土著語言的話，怎麼能獲得土著信任呢？」卡庫德強調臺灣的統治費用與英國的

略同規模的各殖民地比較起來要多了二至四倍，特別是在治安警察費，也多了五

至二十倍，因此他主張以「如果巡查或警察官、憲兵能說土著語言的話，即使現

在一半的員額，也能充分執行現在所做的工作。」(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

75) 

小熊英二指出雖然卡庫德認為學習臺灣土語，是管理、節省人力經費的要件。

他提議嚴選從日本內地派遣到臺灣的官吏素質，限制下層殖民者流入，認為採用

間接統治的方式，更能達到經濟效益。比起教導當地住民宗主國的語言，更好的

是將當地語言教導給從本國前來統治的官吏，卡庫德強調英國指導全往殖民地赴

任的文官，必須接受當地語言與慣習相關多次考試，中選者必須工作十五到二十

年，並給予優渥的高薪，藉著嚴選的菁英，宗主國方能獲得殖民地住民的信任，

                         

133
 見《カークード氏 台湾二関スル覚書說明筆記》第 1回，頁 2、30、41、49；第 3 回，頁

13、15、19、30。(國會圖書館縣政資料室《後藤新平文書》7-33-3，原文為漢字、片假名文，

在同筆記中紀錄有明治 31年 3月 8 日。)引自薛化元主編，小熊英二著，2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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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實際上當時日本來臺的是劣質官吏與下層殖民者。依卡庫德的觀察這些人招

來當地住民的輕蔑，從內地所募來臺灣的警官皆是「企圖盡早返回內地，只希望

在當地期間可以積攢金錢回去的人，因此不論是否去記憶土著語言，或者要習慣

於土著風土民情，這種想法當然是沒有的。」(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

77、78) 

根據王森田(2013：19)的研究，當時依據伊澤修二的教育理念，日本總督

府為了研究臺灣的語言，將臺灣語言課程融入學校教育課程之中，透過各種單

元的學習來熟悉臺灣的語言及文化內涵，例如：在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有《臺灣

語焉不詳教科書》，內容包含教紹臺灣語與福建人的關係與淵源、臺灣島內方言

介紹、臺灣語的發音法、人倫關係的稱謂、代名詞、名詞、數詞、貨幣單位、

穀類和蔬菜、語法練習、翻譯練習、閱讀、寫信……，讓師範學校的學生學習

臺灣語。 

臺灣土語檢定 

1898 年(日明治 31年)7月 28日臺灣公學校令發布，其中第 8條「公學校教

員須領有經臺灣總督檢定之公學校教員許可證」，同年 12 月 17 日頒布依臺灣公

學校令第 8條之臺灣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府令 111號)發布，其中即有關教員對

於臺灣土語必須有基本認識的規定： 

第五條第二項 

在內地從事小學校教員之職滿三年以上，且具有學習臺灣土語經歷者。 

第六條  

除前條外，依地方長官之申請在學力、品行方面特別認定適任者，得頒給

許可證，但檢定委員認為必要時得進行漢文及土語測驗。 

領臺之初，日本在臺灣各地推動教育，對於日本教員亦規定須具備有臺灣土

語的學習經驗，且必要時須進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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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懷柔後嚴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 年-1919 年，民國 3 年-民國 8 年，大正 3 年-大

正 8年)資本主義發達，亦促進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臺灣在漸進主義的管理下，

社會舊習慣未受禁絕，舉凡修建寺廟、建醮、祭祀等民間活動仍十分盛行，雅號

詩文之士紛紛在各地創立詩社；社會重視漢文，書房仍有其存在價值，且固守傳

統教材及教法。只是，當時日本設立的公學校數量不足，學齡兒童就學率甚低。

伊澤修二擔任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時，他向總督樺山呈上臺灣教育方針意見

書，其中「當前應急事項」便提及為了開墾臺灣，解決日本語臺灣之間的思想隔

閡，他建議應該建溝通之途，對臺民志願為官吏者，選中上家庭子弟，學習日語，

而總督府人員則學習土語。 

1932 年(日昭和 7年)日本總督府禁止漢文書房，並在 1937年(日昭和 12

年)廢除了公學校裡的漢文科目。日本領臺之際，最主要的語言教育方針是在傳

授臺灣人日本語，亦即推行「國語教育」，因為國語教育的目的是做為人際交通

語、文化發達的手段、同化的必要手段。然而，總督府公學校最初教授的用語

是日本語，這是絕對必修的科目，相形之下臺灣土語則是作為隨意科目，亦即

現在的選修科，每週授課 2小時，到了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學校，漢文也是由

日文來唸讀，這樣的教育方式王森田認為是作為文化傳達的手段，可說是功少

而勞多，事倍而功半；對於臺灣而言，則是強制實施國語教育政策無非就是將

同化作為最大的目的，而教育並非其目的(王森田，2013：33)。 

日本時代對臺灣的語言教育，有極長一段時間，在學校亦教授漢文。雖然

使用的語言是日語，但是文字上仍以漢字為教材，以日語為說明。從這個觀點

來看，日本時代初期統治臺灣選擇不同於歐美殖民地方案的原因，亦可看出一

些端倪。臺灣之於日本，並不同印度之於英國，或是阿爾及利亞之於法國。臺

灣與日本都使用漢文，並且都是亞洲黃種人。漢字的意義在溝通之中，依然能

取得不同語言的臺日雙方的理解。甚至，為了讓臺灣人到學校讀書，將書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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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漢文融入學校教育之中。 

雖然當時日本使用假名來拼注漢文教材，但是對臺灣已受過教育的讀書人

而言，進到日本學校就讀時，依舊會看到自己認識的文字，或許還有一些熟悉

親切之感。筆者認為這應該也是日本時代初期，為了吸引臺灣人到日本學校讀

書，不得不將漢文列入學校課程，可算是與臺灣當時現有漢文書房暫時妥協的

教育方式。保留漢文使用，是否亦真正吸引了臺灣學子進入學校學習日語呢？ 

臺灣在轉換為日本統治，轉為使用日本語的過渡時期，臺灣人必須學習日

本語的需求者，大多是需要與統治階層有往來的仕紳或商人居多。因為沒有語

言需求，也因此日本推動初等學校教育數年後，臺灣人民的入學率依舊不高的

主要原因。懷柔的語文教育政策未達效果，後來便採用激進的禁止漢文、廢止

土語科課程的方案。 

然而，在統治較為穩定的後期階段，日本開始禁止臺灣語的使用；同樣的

國民政府的政權也採取相似手段，沒收用臺灣語編寫的聖經，限制臺灣語的使

用，企圖消滅臺灣語(黃昭堂著，黃英哲譯，2008：32)。但是，在這樣懷柔的

政策下，臺灣語言被保存了下來；而在高壓的教育政策下，日本也達到了臺灣

人在學校、公共場域都使用日語的目標。 

客家語的學習 

在日本來臺之前，臺灣已經接觸了荷、西時期的傳教士，當時傳教士以羅

馬字拼讀臺灣土語、翻譯聖經做為教材，進行宣揚教義與傳教的工作；觀察來

臺灣傳教士的殖民經驗，可看到臺灣進行雙語教育的歷史，亦可說是外國人在

臺推行語言教育中很重要一項的語文政策(周美香，2018：96、97)。但是日本對

於臺灣語言教育政策採取不同於當時時西方列強的策略。伊澤修二並不採納英

國顧問科克伍德(W. M. H. Kirkwood)的語言教育建議，堅持推動日本人官員去學

習臺灣話會的政策(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2006：26)。 

客家語在日本時代被學習的情況是如何？吳守禮(1997：177-178)談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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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所見之客家語，有四縣 (興寧、長榮、鎮平、平遠)、海陸、饒平、永定、豐

順、河婆鎮之別。而使用四縣語者居大多數，海陸、饒平次之；其餘則為數不

多。編語學書者則以此理由而取「四縣」代表臺灣客家語，即當標準話。關於

臺灣客家語學書之著作，早期之編述均不見刊行。如野田岳陽編寫之〈廣東

語〉，自序署「明治己亥雙月」，序中稱「早已成冊」，可知確曾完成而未刊行。

日人記錄客家語音最早者，似有日人池原文明(陸軍憲兵一等軍曹，於 1898

年，日明治 31年 4 月有所纂述)及半田敏男(1898年 6月譯述臺灣憲兵隊本部

藏版之臺灣土語入門)，但不知有無刊行。 

從這些情況可以總結，當時日人學習客家語的方式，應該和臺灣語的過程

相近。最初，就是伊澤修二在芝山巖學堂的方式，先透過招募已經有漢學知識

的臺灣人，先教他們講日語，然後也從他們身上學臺灣語。一開始當然因為日

語還未能溝通流利，這時採取比手畫腳、實物指稱還有利用漢字做為橋樑，都

是必要的方法。等到這一批臺灣人也學會日語了，且日本人也學會了一些臺灣

語，他們便可以運用編寫出來的辭書、教材書來進行教學授課。這個階段就可

以順利進入學校場域了。只是，日本時代初期有使用臺灣語對譯的教材，還是

以閩南語為主。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日本時代關於客家語的紀錄較少的原因，一是從族

群比例來看，客家族群人數少，故不是當務之急；二是從語言能力來看，客家

人許多已學會閩南語，故語言隔閡問題客家人自己解決了一半，因此日本人學

習客家語的資料極少。我們僅能找出像趙錦堂這樣的人物，探究他的籍貫背

景，來做為可能有客家語的推論資料。但是，從前幾節所蒐尋到的客家資料，

以及後面章節會介紹的的客家語教材、辭書，再加上對客家人口的調查，我們

可以確定客家語在日人學習土語這一波潮流下，應該是沒有缺席的。     

第六節 日本時代的語言教育政策 

進入不同統治者的麾下，統治方針為最高指導原則，在恪守統治方針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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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語文教育政策才能順利發展；若語文教育理念不同於統治方針，最後

僅能歸於教育理想而無法實踐。1895年臺灣進入日本時代，對於當時日本明治

政府而言，初期對於臺灣的統治方針在外國顧問、國內專家、政客的激烈討論

與建議下，存在著各種尚未實現的選項。而客家語文教育又依附在對臺灣統治

方針的理念之下，雖然渺小但是必定於其中也產生了交互影響。日本時代對臺

語文教育政策，在日語同化教育為主流的統治下，日人面對不同諸多不同語

言，對於臺灣客語方面，到底什麼被選擇？什麼被排除了？影響因素為何？ 

語言同化 

日本時代對臺灣採取同化政策，但是其同化方式與歐洲殖民國家並不相同。

仔細觀察其中的原因有：當時殖民國的殖民地幾乎都是異民族，或甚至是異人種，

而日本對於臺灣就算是異民族，卻又是同人種，而且還同屬漢文化圈，這可能是

促日本接收臺灣之後採取同化政策的原因。日本帝國內部對於臺灣統治的立場，

小熊英二在〈臺灣領有〉文中引述竹越與三郎在 1905 年回想臺灣領有之時，指

出： 

「或許有人想要如同治理九州一部分一樣，或許有人想要當作比琉球稍微好

一點的地方治理，又也許有人想要像英國持有印度一樣治理，總之只可以說

取得領有的土地而已，要將此作為領土？還次作為殖民地？還是要增置一縣？

其見解沒有一定。」(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97) 

臺灣統治方針到底應該仿效歐洲對應殖民地的支配方式，還是應當延長在琉

球、北海道所施行的編入國土內部的路線來加以處理？如何處理在首次在大戰所

獲得的領土臺灣，對於日本而言也是一項新的經驗，這些搖擺猶豫不決的態度，

不僅在日本國內的意見書與刊物論壇上爭議，連臺灣總督府內部官僚們之間也為

政策猶豫與論戰。然而，提倡同化論的觀點認為，日本人與臺灣人，與歐美至亞

州的人種論不同，不是白人對有色人種，因為日本和臺灣在人種上是相同的黃色

人種夥伴，為維護帝國的自尊，在歐美的環伺之下，日本想走出異於歐美殖民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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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而採取「一視同仁」的「日本人化」的政策，亦可以推知其原由。 

到底臺灣是殖民地，還是日本國土的一部分，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便是受

到執政者這樣的選擇左右著。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便曾明確的回答「所謂的臺

灣，最早也是我國的領土，換句話說，所謂的臺灣人民應該是最早成為我國國民

的。」伊澤修二的教育政策目的非常明確，他曾在 1895年 11月的演講中說到： 

「將這一新領土的人民作為我皇民的一部分，如果能夠真正加以同化，可以

說是我國在南方得到了無法比此更大的干城。」(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

2012：101) 

對伊澤修二而言，藉由教育將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是為了讓臺灣以精神臣

服於日本。洋溢使命感的伊澤修二在 1895 年 7 月登陸臺灣後便開始開設學校，

進行日語教育，雖然當時武力抗爭依然持續，伊澤修二還是開始他的日語教育同

化之路。爾後，日本對臺灣採取了同化主義的政策，可是日本所進行的同化方式

與歐洲殖民國家則未必相同。觀察歐洲的情況，殖民地的人幾乎都是異民族而且

是異人種；而日本的殖民地的人民就算是異民族，卻是同人種而且還同屬漢文化

圈，這樣的組成也可能是日本採取同化政策的原因。 

同化論為主軸的教育政策下，日本總督府當然也會顧慮歐美顧問的建言，也

會擔心未來臺灣島民是否能成為良臣順民。對於反對全面在臺灣實施日本語教育

的聲音，統治者更當然介意。同中有異，便是後來實際推動語言同化政策的走向。 

不過，根據許佩賢的研究，在日本統治結束時，臺灣大約有六百萬人，日本

人宣稱當時有 70%的臺灣人懂得日語，但是學習日語並沒有改變大部分農村漢人

的生活型態，雖然統治五十年間，約有一百萬人以上受過日本近代學校的教育，

但是一直到日本時代末期，日本語並沒有取代臺灣話，大部分到日本學校讀書的

臺灣人，很自然的能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許佩賢，2012：177)。 

日語普及 

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擁有全世界殖民地史上所未見、積極而強烈的國語「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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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臺灣人所接受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式的「同化」政策，並非西歐式的

「assimilation」，二次世界大戰後學界敘述日本時代在臺灣的統治政策時，普

遍用「同化政策」一詞，這應是習慣延續的日本時代歷史現場的稱呼。日本時代

在臺灣的教育主軸是「國語」(日語)，世界上許多殖民地普通教育都用土語，高

等教育才用本國語；但是總督府則從公學校開始使用國語，漢文(閩南語)只有每

週 2小時的選修課程，中學以上的漢文是教日本式的讀法；然而，語言之同化不

能視為民族之同化，政府不設法在生活層面上以友愛的態度管理，只想用學校語

言教育來達到同化其效果有限；到了 1920 年時臺灣國語(日語)普及率只有千分

之 28.6，關鍵原因是在 1919年之前，日本政府專注在建立統治權和經濟資本勢

力，忽視臺灣教育的推動，因此無法達到所謂同化的目的，反而是強化了以日本

人壟斷的政治與經濟的地位(何義麟，2014：81)。 

後藤新平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期，日本政府才有將明確的殖民地觀念，

才開始實施殖民地政策，他的教育政策還是認為臺灣的教育應該以日語教育為本

位。後藤引進的是英國的科學殖民地政策，就是依照殖民地民族、風俗、習慣，

來制定統治殖民地的政策，他對於臺灣的統治政策自始至終就是遵循漸進主義、

無方針主義。後藤在 1903 年(日明治 36 年)以無方針主義作為訓話主題，他認為

應該依照殖民地實際社會進展的情況，來制定管理方針。但是，在無方針主義的

背後，其實隱藏著消極的教育，他認為臺灣人教育的主軸，只在於日語普及而已

(李園會，2005a：50-51)。 

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了解無論是哪一位臺灣總督在任，對於臺灣全力執行

日語同化政策的想法，是日本時代在臺灣 50 年一直以來沒有改變的、一貫的語

言教育方針。初期從教導臺灣人日語開始，後來則是將日語作為唯一教育用語，

在各學科的教學也將日語視為最重要的科目。不論是採用高壓或是獎勵的方式，

日本時代透過教育為手段，先以普及日語為目標，然後希望在影響臺灣人的思想、

風俗和生活習慣，希望以語言同化為前導工作，最後將臺灣人民同化為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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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國威 

日本跨海而來，除了政令施達不易、反抗勢力挑戰外，統治臺灣的支出也為

日本帶來經濟的負擔。擁有臺灣的利弊得失，也引發國內討論的聲音。但是，國

際強權殖民國家，更是虎視眈眈的看著他的新領地臺灣。因此，日本領臺初期可

說是處在草木皆兵的時刻。當時，日本是否曾考慮要放棄臺灣呢？ 

管理新領地除了需要鉅額經費之外，臺灣四處發起的抗爭，也造成統治的困

難。因此，日本時代初期日本國內「賣掉臺灣」的想法偶爾有之，但是這派主張

並不至於佔多數；日本與清國戰爭之後，又有「三國干涉還遼」的事件，這塊藉

由戰爭而獲得的土地臺灣，對於日本而言也是展現國際地位、鞏固躍升的殖民帝

國的重要戰利品。因此，即使統治初期，臺灣曾被形容為「內地國庫的一大負擔」、

「母國的一大累贅」(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71-72)。日本依舊很重視

臺灣的經營，只是在統治初期還未能定調臺灣之於日本的定位，到底要成為境外

之一省，還是視之為經濟開發的殖民屬地。不論是何者，都關係著日本向國際展

現實力的成績單。 

小熊英二的研究文中收錄了總督府第一代民政局長水野遵在當時的談話，

其中可以窺得日本政府對於自己是否能統治臺灣一事，視為向歐美列強證明日

本具有國際殖民帝國地位的要素。水野遵一方面承認日本內部的憂心：「世人也

懷疑，稍有動靜就要投入莫大經費的比例，能否從臺灣收得利益」；一方面又指

出國際緊張局勢：「就我國而言，如不想領有臺灣，與德國的膠州灣以及俄羅斯

的大連、旅順同樣，必定會有哪個國家進行領有，這一事是很明確的。」；他也

曾說到：「面對先下列國，失掉了的國的面子。」這一番話(小熊英二著，吳玲

青譯，2012：66、72、73)。小熊英二也引用後藤新平的論述，這些話更證明了

日本對於列強觀點的重視，他說： 

「在外有列國監視之下，現金其經營有一部差錯，……其恥辱不用說，帝國

將來的命運大體也是可想而知。」(小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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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臺灣有許多來自歐美的傳教士，仍然留在臺灣從事宣教的工作。

當然，這些人也成為監督日本統治臺灣政策，及提供歐美殖民國家關於日本情報

的最佳來源。日本考慮歐美列強可能繼其之後進取臺灣，考慮自己本國在國際地

位的觀點之下，也只能先將統治臺灣所需要的經濟成本先置於度外，也可以說在

綜合利弊得失的思考之下，還是認為領有臺灣有其具代表性的意義。 

1898 年 12月 11日《京華日報》〈台湾の經營〉從臺灣的「兵略觀點」，提

出： 

「或有人不把臺灣作為帝國本國之物，應該將之作為殖民地。吾人反對

此法……。臺灣經營的方針，將此作為與本國丁性質，又應該將此全然日本

化。」的主張，日本國內同化論這一派，在媒體上佔有優勢(小熊英二著，

吳玲青譯，2012：88)。 

許佩賢也提到 19 世紀末的日本也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衝擊，也和西方國家

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領有臺灣這個殖民地，更必須小心翼翼的向西方國家證

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殖民帝國；因此藉由提出天皇制度，想走出西方國家以宣教方

式拓展帝國主義的不同路線(許佩賢，2012：86)。 

伊澤修二所提出的教育政策，明白表達希望將臺灣新領土的住民作為天皇子

民的一部分，認為倘若能將臺灣住民加以同化，也等於為日本在南方增加了一個

國防據點。小熊英二在其書中指出：雖然在伊澤修二登陸臺灣之後，在臺灣經營

學校的英國傳教士也曾向伊澤修二說，原住居民不用當地語言教授的話，就會失

敗(小菊英二著，吳玲青譯，2012：102)。但是伊澤修二自己還是確信應該要以

日與來教授。他認為教育的目的不管是為了殖民地的勞動力或是單純傳遞知識，

如果要培養一個忠誠善良的日本人，以日語以外的語言進行教愈，應該是沒有意

義的。 

從以上，我們可以了解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為了維持在國際間的地位，決定

在臺灣推行日語同化政策，並運用教育敕語作為學生精神的引導，期待將臺灣人

教育成信服天皇的日本臣民。也希望在臺灣能展現其統治之效，證明自己晉升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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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帝國的實力。 

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的生成，就處於日本初嘗國際殖民帝國優越地位與面臨

國際觀感對日本統治臺灣的狀態下，也因此促使日本一再地找尋屬於自己的臺灣

語言教育政策道路。最後，在大和民族對於天皇信仰的意識支持下，以「皇民化」

做為大日本帝國在臺灣施政的方向，以日本「教育敕語」134作為引領臺灣人變成

臣服於天皇的日本人的「極致」方針。建構在尊重天皇崇高地位的觀點下，使得

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一改爭議的局面，反而難能可貴的在統治政策百家爭鳴的局

勢下，走向以認同日本、尊崇日語的教育走向。於此共識下，臺灣逐漸生成獨特

的日本語殖民國家，接著設立學校、建立各級教育制度。全面推動日本語的語言

政策方針，成為教育政策的規劃主流，在臺灣逐漸帶入西方新式教育的模型，亦

開啟臺灣以日語為教學官方語言的時代。 

同化政策在臺灣是否達到目標？對於臺灣而言，在語言方面有許多能講流利

日語的臺灣人；在精神思想方面，也有許多緬懷日本時代的長輩。日本而言呢？

1937 年(日昭和 12 年)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國內激起呼籲要發揚國民

精神，當時為了要讓臺灣人成為天皇「陛下之赤子」的皇民運動能推展更加迅速，

日本政府廢止了報紙的漢文欄，推行國語(日本語)常用運動。在 1940(日昭和 15

年)年 2 月 11 日日本「皇紀紀元 2600 年」的紀念日，臺灣總督府將這個日子訂

為實施日，允許臺灣人改為日本式的姓名。當天，森岡總務長官還發表如下談話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2013：176)： 

為了讓本島人(臺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無所差異，有必要在實質上體

認皇道之精神，對事物的看法上也必須與內地人相同。在形式上來說，從語

言開始到姓名、風俗習慣等等之外在形式也能與內地人無所差異的話，那是

想的事。即是，不論精神上、形式上都與內地人絲毫沒兩樣之後，始能稱為

                         

134
 「教育敕語」：1890 年明治天皇所頒發的訓詞，要求日本臣民忠君愛國，爾後訓詞成為教育

的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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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之日本化(鷲巢敦哉《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1941：315)。 

1940 年已是日本統治臺灣的末期，從上述談話可以推測，日本當時仍感受

到臺灣人不夠日本化，即使已經在臺灣統治可說已跨了一個世代，仍未足以讓臺

灣在同化政策下，完全符合日本人的期待。雖然在同化政策的口號下，但是臺灣

人民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要能徹底被同化，骨子裡仍有民族自覺的臺灣人

而言，也許只有語言說著日語的時候，外表像是被同化成日本人吧！ 

結語 

日本統領臺灣，成為第一個非歐洲國家而擠身成為 19世紀殖民強權，日本

想要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克服對於新領殖民地的語言問題。在日本時代初

期日本內閣對臺灣殖民方式尚未確定之前，各項討論意見有些被選擇，有的被

排除。在臺灣的語文教育政策，也在日本各界對臺灣殖民方式的認同與反對意

見的擺盪之下，語文教育政策從多方嘗試才逐漸對焦，建構出日本時代在臺灣

的初期雙語學習的語文教育制度，也創造了一部長達半世紀的日語同化的教育

史。國府種武在他的書中說： 

「(臺灣總督府)對本島人的教育幾乎是全數投入在國語教育中，其他科目只

是附次元的存在」135(國府種武，1931：17；引自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2006：

27) 

    對於臺灣語文教育政策，日本採取不同於北海道、沖繩的統治方式，讓臺灣

本土語言保存下來。日本在臺灣建立了新式教育的制度，成為臺灣教育制度的基

礎。日本大膽採取異於歐美殖民方式，採取全面推行的母國語言的殖民立場。駒

込武說： 

「歐美帝國主義中宣教事業所發揮的角色，在日本帝國主義則由學校教育來

扮演。」(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婷譯，2017：3) 

                         

135
 見原書資料：國府種武，《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臺北：第一教育社，193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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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教育發揮統治的連帶效應，用這樣來解釋日本時代的語言教育政策，

的確能演繹出日本殖民帝國與歐美殖民帝國的差異。可惜的是，由於日本人對於

客語的學習記錄實在太少。因此，想要探討日本時代的客語教育政策時，僅能以

國語(日語)、臺灣土語(閩南語)、客語三層架構並列談論。對於不足之處，希望

未來能再發掘更多的史料來補足。日語、臺灣土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教

育在日本時代初期同時共存，以階層來說，如果日語教育為首，那麼土語教育中

的閩南語則為其次，而客家語教育則是其三。或許，嚴格說來日本時代不算有客

語教育政策。但是，只要是關於客家語文學習的方案、計畫、方式，雖然只是附

屬在大政策之下，我們也不該忽視。因為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上天賜予人類

珍貴的資產，尤其對於客家語筆者來說每一項與之相關的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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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教育改革下的臺灣客語教育政策 

本章探討臺灣客語教育的發展。聚焦於「臺灣」，主要是因為離散在世界各

地的客家人已有迥然不同的歷史經歷，如果要論及集體的認同，生長在臺灣的客

家人，雖然祖先原鄉來自中國大陸，但是對於現在居住在臺灣的客家人而言，客

語是居在臺灣的客家族群語言。臺灣的客家人應該已是臺灣人中的客家族群，即

客家裔臺灣人(Hakka-Taiwanese)，而非客居臺灣的客家人(Taiwanese Hakka)(施正鋒，

2004：140)。面對客家語逐漸凋零，客語傳承更需要國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一同

建立友善的客語教育環境，提供學子良善的客語學習課程。學校教育是最佳發揮

客語教學的場域，透過客語課程教學可以直接或是間接的輔佐客家語的傳承。 

第一節 臺灣語言教育政策改革的歷程 

 語言不僅僅是溝通工具，也是族群文化傳遞的媒介，而母語更是每個族群獨

特存在的證據，是該族群的核心寶藏。因此，「說母語」是一種權利，更是人類

展現自我價值的體現。108 課綱即將全面上路，客家語將成為國小到高中的本土

語課程，我們回顧過去歷史的紀錄，藉以洞澈過去教育政策的優缺點，為未來客

語教育指引更佳的方向。以下就以 1945 年迄今教育改革作為分期，探討臺灣客

語在教育政策改革下的發展歷程。 

國民政府播遷來臺至戒嚴期間教育政策 

 1945 年光復後，陳儀任臺灣省行政長官，派趙迺傳擔任首任教育處長，主管

臺灣教育行政事務，成立「臺灣省行長官公署教育處」。光復之初，臺灣教育政

策首要消除日本時代教育及皇民化的影響。隨著臺灣教育體制的改變，與政策的

變化，教育政策大體可區分為四期，如表 4-1：臺灣教育體制及政策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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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臺灣教育體制及政策之演變 

時期 教育政策 課程與要點推動 

去
日
本
殖
民
化
時
期 

任用及培養本國師資 成立：教員甄選委員會 

建立師範院校：培養普通科學生、師資訓練

班、簡易師範班 

訂定：〈國民教育師資短期訓練實施辦法〉 

1946 年成立省立師範院校 

推動國語 省教育處通令學校禁用日本教科書及以日語進

行教學 

1946 年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6 年除少數山地報刊雜誌之外，一律以漢文

字發行 

1951 年進行注音符號教學實驗 

恢復民族自覺 推動民族精神教育、三民主義思想，廢止日本

時代之日本歷史、地理、日語、修身、武士道

等課程 

重建教育體制 廢除所有實施皇民化場所、廢除國民學校附設

高等科 

臺北帝國大學改名「臺灣大學」 

科改為系、廢除講座制改為學年學分制 

國民學校分場及高砂族教育所改名「國民學

校」 

高等女校改名「女子中學」 

實業學校改名「職業學校」 

1946 年臺灣省議會成立 

1947 年臺灣省政府成立，教育處改名教育廳 

         

反
共
抗
俄
復
國
建
國
時
期 

貫徹三民主義 1950 年教育部頒布〈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領〉 

省教育廳頒布〈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加強民

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生活教育實施方案〉

〈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講授大綱〉 

強調愛國教育、文武合一教育 

強化青年軍事教育 1951 年國防部頒布〈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軍訓

實施計畫〉 

1952 年教育部頒布〈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

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 

1953 年行政院公布〈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

施辦法〉〈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軍訓實施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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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定教科書 1952 年教育部決定由「國立編譯館」重編國民

學校各科教科書 

1968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國民小學教科書全

部改用部訂統編版做為教材 

創設大學文教機構 大陸時期的大學，在臺復校，如：政治大學、

交通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 

新設大學院校 

創立文教機構：1954 年中央圖書館、1955 年國

立歷史文物美術館(今日國立歷史博物館) 

頒行新教育法令及政

策 

1950 年舉辦第一次高中畢業生獎金留學考試 

1953 年公布〈社會教育法〉 

1954 年首度實施大專聯合招生 

1955 年辦理首屆公費留學考試，為臺灣公費留

學制度之始 

1956 年創立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1960 年頒布〈公立大學暨獨立學院試辦夜間部

辦法〉，開辦大學夜間部 

1967 年教育部頒〈大專學生暑期集訓實施辦

法〉 

1968 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 

1970 年頒布〈特殊教育推行辦法〉 

召開全國教育會議 1962 年教育部召開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擬定

全國教育政策。 

1970 年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檢討當前教育問

題。 

改造中央教育行政體

制 

1955 年復設僑民教育委員會 

1956 年復設國民教育司、普通教育司改為中等

教育司、設社會教育司、總務司、國際文化教

育事業處、秘書室、參事室、督學室、主計

室、人事室、教育資料研究室等單位 

1961 年復設國民體育委員會 

1967 年增設文化局 

1968 年人事室改為人事處，主計室分設會計處

及統計處，增設專科職業教育司、學生軍訓處 

1971 年成立空中教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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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化
教
育
時
期 

臺灣的教育政策直接

或間接受到國民黨中

央決策的影響 

許多國民政府頒布之

政令，其實均為國民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

議通國之事宜 

(本欄僅列 1945 年來

臺後之資料) 

受國民黨直接影響有以下： 

1972 年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將中國通史、中

國現代史列為大學共同必修課 

小學到大學公私立學校，其學制、設立、系所

變更、招生名額、學費、預算、學位授予、學

校課程綱要，均由教育部統一規定 

公立學校校長和師資培育一律官派分發 

除部分科目外，教科書採審查許可制 

大專聯考、國家高普考試，三民主義和國父思

想為必考科目 

共產主義、馬克斯思想及左派理論刊物書籍，

均查禁 

校園學生言論、集會及出版自由受到控制 

大學校園透過軍訓教官進行學生輔導管理及影

響工作 

行政院、教育部所發布的法令 

1972、1982 年修正公布〈大學法〉 

1972 年頒布〈自學進修能力鑑定考試辦法〉 

1974 年公布〈私立學校法〉 

1975 年公布〈各級各類私立學校設立標準〉、

〈職業學校法〉、〈專科學校法〉、〈補習教育

法〉 

1976 年全國第一次特殊兒童普查 

1979 年公布〈高級中學法〉、〈國民教育法〉、

〈師範教育法〉 

1980 年修正公布〈社會教育法〉 

1981 年公布〈幼稚園教育法〉、召開全國性國

民教育會議 

1982 年召開全國性教育視導會議 

1984 年公布〈特殊教育法〉、大學首度實施先

考試後填志願，再分發的新制 

改
革
時
期 

 1985 年公布〈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空中大學

設置條例〉 

1986 年空中大學成立 

1987 年各省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改制為師範學院 

資料來源：張鐸嚴，2005：62-80。筆者整理 

1929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此為我國國小課程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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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觴，此後於 1932、1936、1942、1948 年加以修訂。1948 年 9 月在大陸公布的新

課程標準，僅能先在臺灣省實施；試行 2 年後，發現國語和社會兩科課程標準，

不能和當時的基本國策及《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配合，於是修訂國語和社會

兩科課程綱要，於 1952 年 11 月公布實施。歷次的課程修訂中，1952 年、1962 年、

1968、1975、1993 稱之為「課程標準」；2000 年、2002 年則改稱之為課程綱要。

1962 年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其修訂精神強調保存歷次的優點、矯正歷次缺

點，且能順應世界潮流。雖不算是完美無缺的標準，但至少是最進步的一次(白亦

方、劉修豪、黃炳煌，2011：261)。這段期間國小課程之相關修訂，有 3 次：第

一次為 1967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修訂之問卷調查；第二次為 1968-1974 年為期 6

年的課程實驗；第三次為 1974 年邀請各方舉行座談會。教育部表示「課程標準」

被期待給予較大的彈性，而教科書顧及學童個別差異，以及平地與山地、都市與

鄉村因素(教育部，1974)。 

 教育部於 1967 年 8 月 15 日以臺 56 教字第 6191 號令頒「九年國民教育實施

綱要」，作為實施 9 年國民教育之準繩，同時依實施綱要內容頒「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條例」。以上兩項法令規定：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林朝鳳，1994：

8)。 

 1895 年甲午戰後，清朝將臺灣、澎湖劃歸日本，日人除做經濟上的統治外，

亦企圖將臺灣建設為日本的一部分，在臺灣推動日本語教育，希望將臺灣人民教

化成為效忠日本天皇的臣民。就在臺灣接受了 50 年的日本的日語教育後，因應

國際情勢轉變，臺灣又在一次面統治政權的變化。國民政府也帶來了以漢字、國

語為主軸的國語教育，致使我國處在 1945 年至 1987 年間之語言教育政策，特別

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意義。 

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本節介紹課程標準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編寫與修改過程。主要參考李奉儒

之《臺灣全志卷八教育志學校教育篇》中關於課程標準編制修正的歷史以及九年



224 

 

一貫課程規劃的歷程。 

臺灣於 1987 年(民國 76 年)政治解嚴之後，國內政治風氣日漸開放，政府開

始重視本土語的教學。教育部於 1993 年(民國 82 年)4 月 21 日開會決定專案小組，

研究規劃國民中小學鄉土輔助(補充)教材。並在國小 3 到 6 年級增設「鄉土教學

活動」乙科，每週一節，「彈性安排方言學習及鄉土文化有關之教學活動」。並在

1994 年(民國 83 年)年頒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增加基於「立足臺灣、胸懷

大陸、放眼天下」之理念，於國一開設「認識臺灣」（分社會篇、史篇與地理篇），

藉此落實鄉土教育之實施；另增列「鄉土藝術活動」，從培養並維護鄉土藝術的

情操。教育部基於「鄉土教學活動：乃屬新增科目，故另行修正通過「國民小學

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草案」；同年 12 月 2 日，正式公布〈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

動課程標〉，將鄉土教學活動劃分成鄉土語言、鄉土歷史、鄉土地理、鄉土自然、

鄉土藝術等五大類(李奉儒，2009：386)。此階段的語言教育僅屬於鄉土教育之一

環，對於語言傳承的效果不彰。 

1987 年(民國 76 年)7 月 15 日起臺灣解除戒嚴，使臺灣政治體制產生本質上

的變化，言論開放、民主討論之風盛行，此時母語教育的呼聲也正式的浮上檯面。

1988 年(民國 77 年)報禁解除，教育民主運動開始萌芽，各類民間教育改革團體

紛紛成立。1990 年(民國 79 年)臺北市金華國小成立閩南語班，當時參加的學生

多達 200 人。隨後，由民進黨主政的縣市，如：臺北縣、宜蘭縣、屏東縣、高雄

縣、新竹縣等，也紛紛實施母語教學，其他縣市如當時的臺北市、新竹市、臺南

縣、苗栗縣也都開設母語教學班。其中，教學內容除了閩南語也包含客家語、原

住民語(曹逢甫、黃雅榆，2002：2-31)。 

1992 年，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完成，即將公布之前，2月行政院改組，新任教

育部長郭為藩先生在「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認同下，決議在國小 3 至 6 年

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 1 節，以期在國小階段落實「立足臺灣」的

理念。當時，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工作至 1993 年 6 月止完成。而「鄉土教學活動」

課程標準之研訂尚未完成，教育部於 1993 年 9 月 20 日先行公布新修訂之總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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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課程標準，「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則經研訂和審議通過後於 1994 年 3 月

公布(歐用生，2011：282)。 

 1993 年 4 月 3 日，教育部宣布「將母語教育列入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範疇，

在不妨礙推動國語的前提下，讓中小學依興趣及需要，以選修的方式學習閩南語

和客家語」；教育部表示「鄉土教學活動」之設置提供學生學習方言和鄉土文化

的機會，有利於課程活化和本土化的落實，是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一個特色，更

是臺灣課程史上的一大突破(教育部，1993：402)。1993年教育部修訂國民小學

課程標準，提出鄉土教育的相關說明，如下： 

在各科草案完成修訂即將公布之前，由行政院改組，郭為藩新任教育

部長，經審慎考慮總綱草案，並徵得「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委員認

同下，決議在國小三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一節，以

期在國小階段落實「立足臺灣」之理念，繼而「胸懷大陸」、「放眼天下」。

因此該科之設置，實乃課程史上之的大突破，提供了學生學習方言及鄉土

文化的機會，有利於課程生活化，本土化之落實，此亦可謂本次課程標準

修訂之另一特色(教育部，1993)。 

 此外，1994年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學課程，其中增加了鄉土藝術活動、認識臺

灣社會篇、歷史篇及地理篇；又社會篇的講授大綱中包含人民與語言。雖然，國

民中學因為長久以來升學考試的壓力，對於母語課程的實施，並不如國小場域的

落實，但是上述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修訂已可見到母語正式進入國民教育的課程

中。曹逢甫、黃雅榆(2002)研究談到：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我國語言教育政策方針的最大改革，也是

我國教育邁向多元化的第一個突破。比較悲觀的看法認為母語教育只是整

個鄉土文化教育的一環，在小學中、高年級每星期還配不到一個小時，至

於在國民中學則只是認識臺灣社會篇中的一節，這樣少量的母語教育對挽

救快速衰亡的原住民語和客家語到底能產生多少作用，不得不令人懷疑。 

 母語訴求在民間團體與教育機關的促成下，開始成為討論的話題。1994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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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 410 教改聯盟，提出民間教改四大訴求：（1）實施小班小校（2）訂定教

育基本法（3）廣設高中大學（4）提昇教育品質（林新發，2001：77）。1994 年(民

國 83 年)6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推動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

創美好教育遠景」為會議主題（教育部，1994：8）。當時的教育部長郭為藩以〈臺

灣地區教育發展簡報：當前教育主要問題檢視〉為題報告，論及「最近社會大眾

關切的教育議題」時談到當時報上經常談論到的議題，其中第五點為：「鄉土教

育及方言教學的推廣問題，我們應該開放到什麼程度？應該要怎樣來編好鄉土教

材？」（教育部，1994：61）這也算是客語教育在臺灣官方正式教育會議中初步被

提出來討論的一次。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進行時已開始修訂國小、國中、高中課

程標準並進行教材重編。 

1998 年(民國 87 年)9 月，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綱要》，

除了揭示新的課程改革標榜「以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

與國際意識，即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為主要目標」，在課程設計方面提出

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科技與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

領域。然本國語、英語、外國語，卻未能明顯對於母語教學等相關的課程規劃。 

在 1999 年(民國 88 年)5 月 7 日，在九年一貫各領域召集人聯席會議中，明

訂將母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中，確定

了母語成為正式課程的「法定地位」。會議中意見傾向於小一學國語、小三學母

語、小五學英語的分段實施模式，而有關閩南語與原住民小組堅持母語應納入「本

國語文」的正式課程中授課，然有部分人士提議應採選修方式，每週選修 1 至 2

時，不列入正式課程(李奉儒，2009：389)。 

不過，隨著教育改革的風潮，解嚴後臺灣語言政策從過去獨尊華語、壓制本

土語言，逐漸邁向語言多元論。這個語言政策變遷過程，從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觀

點，被稱為「去中國化」或「臺灣化」。由此可見，語言政策會受到國族認同想

像的影響。語言本土化運動在初期有比較強的「去中國化」色彩，以對抗華語霸

權為主；後來受到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比較傾向「多元化」，強調語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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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人權，主張建設「多音交響」的美麗島(張學謙，2013：68-69)。 

解嚴之後臺灣教育體制與政策走向開放與創新，鄉土教育在此階段被提出探

討，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對本土語言的重視，逐步促成為本土語為國小正式課程，

客語教育亦包含其中。1987 年之後相關之重要政策整理如下：  

表 4-2 解嚴後臺灣教育體制及政策之演變 

時期 教育政策 課程與要點推動 

改
革
放
時
期(1987

年
蔣
經
國
宣
布
解
嚴)  

教科書改革 1989 年教育部將教科書審查許可制改採統編與

審訂制並行 

1996 年國民小學教科書實施審訂本，開放民間

編輯 

1999 年高中教科書全面開放審訂本 

2001 年國民中學教科書開始實施審訂本 

課程及教改革 1992 年大學必修科目國文、外文、歷史、憲

法、立國精神、通識課程等五大領域，並彈性

實施，但於 1996 年大法官第三八〇號解釋解

釋有違大學自主精神，因此規定失效，自此共

同、必修科目由大學自行決定 

1993 年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強調鄉

土教學、電腦課、選修第二外語 

1955 年國民小學得實施外語教學 

1997 年發布〈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採五等第九分制、實施多元評量 

1998 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綱要〉，以七大學習領域取代學科、協同取代

分科 

1998 年公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 

升學制度改革 1990 年教育部公布〈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高級

中〉等學校方案 

1990 年成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負責大學考試

及試題改進 

1992 年提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1997 年公布〈五專多元入學方案〉 

1998 年頒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以基本

學力取代聯招、通過〈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 

校園民主改革 1994 年大學法修正公布，明訂大學自主自治、

校長遴選、學生可參加校務會議、改訓導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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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設軍訓室 

1995 年臺大等五所大學院校首先實施校務基

金，開啟大學財務自主先例 

1998 年大法官四五〇號解釋〈大學法〉及其施

行細則，強制規定大學設置軍訓室有違大學自

主 

1999 年公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各國立大學校院全面實施校務基金 

教育機會均等與開放 1995 年修正通過〈專科學校法〉 

1996 年大學夜間部轉型為進修型推廣部 

1997 年發布〈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陸地

區學歷檢覆及採認辦法〉 

1998 頒布〈建立高等教育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

案〉開辦研究所在職專班，公布〈原住民教育

法〉保障原住民教育權，頒布〈各級各類私立

學校設立標準〉 

1999 年開放技術學院更名技術大學、發布〈國

民教育法施行細則〉，開放國民教育階段可進

行在家教育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教育權力下放 1991 年各縣市地方首長取得任命教育局長及公

立中小學校長權 

1994 年縣市可設立高中 

1995 年通過〈空中大學設置條例〉，縣市政府

及私人得設空中大學 

1997 年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各校成立教師評審委員會 

1999 年修正公布〈國民教育法〉規定中小學校

長由遴選產生 

師資培育及權益維護 1989 年教育部設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994 年公布〈師資培育法〉各大學校院均得設

教育系所和教育學程，公費制改為「自費為

主，公費為輔」，建立教師證照及甄選制度，

訓用分離 

1995 年公布〈教師法〉 

1996 年教育部頒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評

議準則〉、〈教師研習進修獎勵辦法〉 

1999 年全國教師會成立、公布〈公教人員保險

法〉、公布〈教育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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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教育改革會議 1988 年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 

1994 年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教育自由化為

主題 

1995 年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

一世紀的教育遠景〉 

1996 年召開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 

1999 年召開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 

資料來源：張鐸嚴，2005：62-80。筆者整理，灰階字體為母語的部分。 

於1995年(民國84年)2月22日教育部公布我國第一本「官方版教育白皮書」，

以「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21世紀的教育遠景」為題，全書以「紓解升學壓

力」與「教育自由化」為主軸，內容涵蓋各級各類教育，並提出十項新世紀的遠

景。隨後，教育部因應社會及教育發展需要，陸續召開「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

（1999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2001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

（2003年）等會議，以促進教育革新與發展。面對新世紀所出現的網路化、少子

女化與高齡化、教育M型化、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發展、全球化、本土化，以及

校園生態轉變等因素，這些對未來教育的重大挑戰，政府必須更積極因應；是以

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檢討過去教育得失、凝聚未來教育革新共識的呼籲

遂成為眾所關心的議題(教育部，2010：3)。 

2010年8月28到8月29日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並依據會議各項結論建議

事項與各界相關意見，研擬「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教育部根據第八次全國教

育會議之結論與建議事項，提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幼托整合」、「健

全教育體制與厚植教育資源」、「精緻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促進高等教育

轉型與發展」、「培育知識經濟人才與創新教育產業」、「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

養」、「推展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尊重多元文化、關懷弱勢與特殊教育族

群權益」、「拓展兩岸、國際教育與海外僑教」、「深化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

等十項發展策略，進一步針對未來十年應發展的重點教育事項擬定具體行動方案，

明確列出方案的目標、方法、具體措施，共計提出「訂定期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方案」、「健全教育法制與體制方案」、「優質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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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項行動方案，一起構成「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內容(教育部，2010：3)。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為了維護甚至弘揚該國、該民族、該地方的文化傳

統和價值觀念體系，而進行本國與在地文化資產及風俗習慣的保護。臺灣如何融

合亞洲儒家文化與西方價值，發揮臺灣特有的地質、氣候、山林、河海及風土民

情與語言文化等特質，加速建構具有本土風格，且能保存傳統及多元文化的教育

特色，尤其要著力於臺灣主體性、原住民與新移民文化的尊重與發揚(教育部，

2010：10)。 

1987 年解嚴之後，臺灣本土化運動得以獲得發展的空間與支持，尤其在政治

上產生變動，引領著社會各方面朝本土化轉型，也影響了教育內涵，帶動了國內

各項教育本土化的改革(吳俊憲，2009：39)。 

 學者黃宣範提出： 

臺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應有法律規範各語言的地位與權利。依一般民

主國家的常軌，任何語言政策必須透過議會的辯論後加以制定。制定之前最

基本的前題是認清語言是一國的寶貴資源，應透過立法加以維護，並界定各

個語言的地位與權利(黃宣範，2008：17)。 

 《國家語言法》已於 108 年 1 月 9 日公布實施，希望臺灣語在法律的保障

下，受到公平的尊重與包容，臺灣社會能成為多語共榮，多語平等的環境，而客

語也能因此在其中滋長、傳承。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訂於 108學年度起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逐年實施，因此又簡稱為「108課綱」。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是依照我國學制劃分的三個教育階段，分別是小學 6年、國

中 3年、高中 3年，合計為 12年，故因此又稱之 12年國教。108課綱是教育部

為了改善過去九年一貫與高中課程銜接落差，所做出的整合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綱

要。教育部自 2008 年(民國 97年)啟動中小學課程發展基礎性研究，第一次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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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至高中連貫 12年的國民教育統合研議，發展至今已超過 10年。教育部在 2014

年(103 年)已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依據「108課綱資訊網」136

資料：自 105學年度起已擴大前導學校試行新課綱，至 107學年度前導學校的設

置，總計國中小 515 校、高中職 133 校、特殊教育班 160 校、新住民語課程 52

校，全國超過 1/6學校參與。 

2019 年(民國 108年)8月 108課綱已在國小一年級、國中一年級、高中一年

級正式開始逐年實施，即將在 2022(民國 111 年)8月新學期完成國中、高中階段

開始全面實施。108 課綱與過去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最大的差別，就是以前強調學

生學的是「知識」，新課綱則是要求學生要學「素養」。依據教育部的解釋：素養

是代表著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而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

和態度。」108 課綱有五項特色，內容有：「素養導向」、「連貫統整」、「多元適

性」、「彈性活力」、「配套整合」(張芬芬137，2019：1)。以客語來說即是傳承發揚

客家語言、結合口說創新客家文學、運用科技學習客語、融合客家文化跨領域學

習客語等面向。 

108 課綱中所包含關於國、高中本土語課程的重大變革是臺灣語言傳承樂見

的規劃之一。自 2018 年(民國 107年)12月 25日《國家語言發展法》138在立法院

三讀通過後，為確保面臨傳承危機的臺灣各族群語言能得以保存，法規中第 9條

和第 18 條明列與國民教育相關的語言法令，其規定如下(立法院法律系統139)： 

第 9條 

                         

13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 課綱資訊網，2020年 8 月 16日搜尋於：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5-2.php 

137
 見《邁向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改革》序文。 

138
 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年 6 月 22日搜尋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43 

139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法律系統，2020年 8月 16 日搜尋於：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4C6006890C03A1CC6006819703184D644689CD0398

0C66E6890C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5-2.php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43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5e4C6006890C03A1CC6006819703184D644689CD03980C66E6890C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5e4C6006890C03A1CC6006819703184D644689CD03980C66E689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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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 

家語言之機會。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獎勵大專校院、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言相關課程，及 

進行相關學術研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致力完備國家語言 

教育學習之教材、書籍、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第 18條 

本法除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  

行。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定，國家語言將列為部定課程，讓學生依照自己的

選擇，選習一種國家語言，保障學生學習母語的選擇權。但不會強迫學校必須對

學生教所有語言，也不會要求學生要學習所有語言。第 18 條規定教育部國教署

目前預計於 111學年度，即 2022 年 8月 1日將全面開始實施該課綱，屆時國中、

高中將全面進行每週一節本土語言的語言課程規劃。 

108 課綱中關於客語實施綱要方面，教育部已於 2018年(民國 107 年)3月公

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但是截至目前(2020 年 8 月)還未公布關於高級中學階段關於本土語各語項的課

程綱要，而是以附錄說明的方式刊載於國民中小學的課綱之後。雖然在國民中小

學領域中已規劃國小、國中、高中三個階段的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但是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階段的學習重點，目前只以附錄的方式附在國民中小學客家語文綱要中，

相較於國語文、英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科技、綜合活動、

藝術、社會、自然等領域課程皆有專屬之高中課綱。面對在 108學年度已經正式

上路實施的 108課綱，至今卻還未能完成各階段專屬的客語課程綱要，不免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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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擔心國中、高中階段的客語教學，是否又只是空有政策而無法實際落實。 

雖然，客語教育在《客家基本法》和《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範引領下，看

似即將展開宏圖大業。可是仔細閱讀客家語文課綱內容，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令人

憂心的細節。例如：國民中學階段(7、8、9 年級)安排在彈性學習課程，在備註

中雖然明文規定學校要調查學施選修語言別的意願，但是備註第二條說到如學校

開設本土語文或新住民語文課課程可以在假日或寒暑假實施。這樣一來，不知是

否又會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窠臼之中。筆者憂心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們

都知道語言學習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短期的進修效果有限。二是：開設在寒暑假、

假日，是否會規避檢核，而以其他學業補習課程替代。 

結語 

108 課綱全面實施後，未來客語課程不再僅限於國小。12年一貫的客語教育

規劃，能夠將客語教學加深加廣，延伸到國中、高中階段。客語將有機會透過長

時間的耕耘，展現客語教育的成果。在課程全面開跑之前，如何充實專業客語師

資，創新教材教法，是急需解決的問題與挑戰。此外，如何將客語教材結合語文

領域教學，讓客語與其他語文領域能相輔相成，也是為來客語教學要面臨的挑戰。

在政府主導的政策下，國中、高中必須依規定安排客語選修課程。政策的落實和

推動，還必須視未來學校如何規劃。因此教育主管單位必須擬定學校考核計畫，

研究如何輔導與督促學校落實客語教育，如此才能實現臺灣社會對於多元的族群

語言的尊重。 

語言教育是百年大計，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學子客語聽說能力並沒有

進步，還有許多學校因為選修客語人數少、課表排課不易，而沒有開設客語課

程。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在車站、部分公共場所聽到以客語錄製的語音

說明或導覽。但是，這些年來，不僅是客語，就人口比例佔臺灣最優勢的閩南

語，都感受到語言面臨消失的危機，這又是為什麼呢？是我們努力不夠？還是

哪個環節疏漏未注意到呢？本土語言政策 108 課綱推動後，如何才能將客語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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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傳承下去，仍然是不可輕忽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 臺灣客語教育政策的背景 

長期獨尊「國語」、壓迫「本土語」的政策下，臺灣傳統語言文化，由於教

育權、傳承權、使用權、傳播權嚴重受到剝奪或限制，面臨了衰微絕滅的危機。

語言是民族存亡的基本條件，語言消亡則等於民族消亡。臺灣平埔族由於語言被

漢語的閩南語和客語同化，造成平埔民族文化的滅亡，這是漢人的一大罪過，也

是臺灣文化的一大損失。我們不希望臺灣再有民族覆亡的悲劇發生(洪惟仁，1992：

232)。有了前車之鑑，客語教育應該如何發展，才能延續客語傳承的一線生機？ 

以法律保障客家語言權 

美國著名教育學教授杜威曾強調教育不是政治手段或工具。教育的目的在實

現神聖的教育使命，不應該有其他政經特權或是政治團體來控制教育，但是許多

國家的執政者將人民當作臣民，把教育當作政治工具。臺灣三、四百年來的歷史，

不管誰來統治，都喜歡用殖民地軍政型態，以教育為灌輸政治思想的手段及工具，

而導致所有人民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奴隸性十足，不敢向鄉土文化認同(徐南

號，1996：1)。良好的語言政策主要是透過立法、教育、族群互動去規範或提供

學習，使各語言彼此尊重，彼此共存(鍾榮富，2002：4-7)。臺灣是個多族群社會，

應有法律規範各語言的地位與權利。 

若要參考國際法律保障少數民族的成效，不能忽視紐西蘭毛利人的案例。紐

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Maori)面臨母語滅種的威脅，積極展開母語復興運動以保

存族群的語言和文化，在 1987 年紐西蘭政府通過「毛利語法案」將毛利語定為

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至此任何人都有權利在法律程序中以毛利語發言(陳

美如，2009：34)。 

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大部分是多語族國家，其中一個是強勢語族，其餘的是弱

勢語族。強勢語族在物質文化、經濟力量或政治方面都比較優勢，而弱勢語族在



235 

 

這些方面都處於弱勢，也經常受到漠視與犧牲(黃宣範，1993：85)。臺灣的語言

教育自從 1895 年日本殖民以來一直都在執行某種別人的目的的語言政策，透過

明確、有意、有目的語言計劃在推行。期間經過日本的殖民，中國外來政權的殖

民。一直都是在殖民的語言政策指導之下，為服務某一個政治目的而計劃、實行，

從來不曾為臺灣人本身來推動語言教育(李勤岸，1996：137)。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客家基本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明定客語為國

家語言之一。又臺灣是多元族群國家，惟因過去歷史影響了各族群語言的自然發

展，造成了許多語言面臨消逝危機。為傳承各國家語言，提升各族群語言使用機

會，落實「語言權」為基本人權之實質內涵，行政院於 2018 年(民國 107 年)1 月

4 日通過文化部《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文化部指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更

是整體文化發展的精髓所在，是從語言保存及永續發展觀點進行規劃，表達政府

積極推動「國家語言」的重要宣示(文化部，2018)。2019 年(民國 108 年)1 月 9 日

《國家語言發展法》發布實施，即日起透過法令優先保障「面臨傳承危機」的國

家語言得以永續傳承與發展，積極改善「母語消逝或斷層」危機、營造多元語言

友善環境，以提升臺灣民主價值。 

《客家基本法》第十二條明文規定： 

「政府應輔導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學前與國民基本教育之學校及幼兒園，

參酌當地使用國家語言情形，因地制宜實施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計畫；並獎

勵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學校、幼兒園與各大專校院推動辦理之。客語師

資培育、資格、聘用等相關事項應積極推動，其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

同客家委員會定之。」 

《客家基本法》、《國家語言發展法》兩法通過後，客語的語言地位更為確立。

但是能否因此提升十八歲以下能聽說客語的年輕學子的比率，達到客語傳承的目

標，就得要確實落實客語教育。唯有靠教育政策的配合，才能建立客語傳承的永

續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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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語言主義的社會 

    多語主義（Multilingualism），指社群或個人，使用兩種（亦稱雙語）或兩種

以上語言的現象。世界 90%以上的人民處於雙語或多語社會中。世界上只有不到

1/4 的國家將兩種或多種語言定為官方語言。很幸運的臺灣已經有《國家語言發

展法》通過，保障客語與其他語言一律平等，客家人民使用客家語也不應受到歧

視或限制。但是儘管語言多樣性的重要性不斷地被強調，但直到現代仍有許多人

認為多語現象是一種浪費，所有其他的語言都應當被一種或是若干種強勢語言所

取代(洪秀菊，2014：14-15)。 

有些人只想學社會強勢語言，而放棄了自己種族的語言。客語自日本時代至

今 120 年來，面對語言強勢統治者帶來的壓力，也不知不覺中被社會強勢語言氛

圍影響，這些年來客語也被國語、英語等強勢言所取代。或許有些人認為，統一

的語言能夠消除人們彼此間文化認同的隔閡，大家說相同的語言意味著能夠更容

易、更簡單、更無障礙的交流，而且還可以省掉語言之間翻譯與流通所耗費的開

支。這樣的說法看似合理，但是卻是扼殺語言生命的可怕想法。 

有許多國家曾以單語政策，企圖以單一語言的方式來進行政治統治。例如：

美國在兩百多年來曾經開展過一系列的「獨尊英語運動」(English-only movement)。

19 世紀時，英國曾經壓制威爾斯語，在校園裡說威爾斯語的孩子都要被掛上寫著

「Welsh Not」的侮辱性的牌子。中國近一個世紀來的語言政策也是以獨尊普通話

為表現形式的。臺灣歷史上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來到臺灣，為了經濟利益、

殖民、傳教、統治管理，也為嘗試進行語言規劃企圖更便於達到目的；日本時代

推行「國語」(日語)，國民政府來臺後，學童在學校學校禁說「母語」(閩、客、

原住民語)，倘若違規將予以責罰，罰錢或是掛「不說方言」禁語牌，也是一例。 

形成多語言的原因(洪秀菊，2014，16)： 

1.歷史因素：歷史的因素導致某個言語社會的多語現象的因素比較複雜，一般而

言，使用多語是該言語社會的成員自己作出的選擇，但有時也可能出於其他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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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譬如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經濟、自然災害等因素。 

2.政治因素：舉凡併吞或重新安定聚居地，以及其他政治和軍事行動都會立刻影

響到語言。人民有可能成難民並被迫學習他們新的聚居地的語言。當某個地區被

外族侵佔後，該地區的人們也可能學習外族的語言。 

3.宗教：人們可能因為宗教的原因離開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他們因此也必

須學習新的語言。 

4.文化：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學習一個族群的語言往往是因為和該族群產生了文

化認同，其中國族認同扮演著尤其關鍵的角色。 

5. 教育：為了能更方便地獲得知識，人們會願意學習其他強勢語言。譬如中世紀

歐洲人學習拉丁語和現代人學習英語。 

6.經濟：出於生計的壓力，經濟落後地區的族群會大批遷往經濟發達地區，從而

改變經濟發達地區的言語社會的語言使用狀況。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的美國和

歐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雙語和多語現象。 

7.自然災害：洪水、火山爆發、饑荒以及其他的自然災害都有可能促使大規模的

人口遷移。當這些難民定居到新的聚居點後，新的語言接觸就產生了。 

 臺灣幾個族群之間都患有「弱勢族群」的情節，而立法者或權力擁有者更一

再刺激這種原始情結。這是臺灣政治文化的不幸。反觀瑞士的政治文化：他們承

認四個官訂語言；他們接受四個語言同享有平等地位；他們把多語族、多文化的

現象視為國家的一種「資產」(黃宣範，1993：75)。希望臺灣在國家語言法的推

動下，也能夠跟瑞士一樣，成為尊重多語資產，建構一個多語平權的的社會，成

為多語共榮國家。 

發展多元文化的特色 

 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為使社會維繫和諧穩定發展，須有一種文化的整合，

避免社會分崩離析。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教育，最核心、最根本的要務之一，即是

語言的學習。多元文化下的語言學習，每一種語言在教室裡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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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當成學習的工具或是學習的對象。而身為與銀教學的教師必須在教室中創造

一個適當且自然的語言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廣泛的使用語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原本豐富多元的語言在日本時代迄今，這 120

年來國語教育的推動下，許多語言已瀕臨絕滅，而該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也將消失。

因此，我們必須關心臺灣每一種語言，不令其再次面臨族語滅亡的危機。 

紐西蘭政府在 1987 年通過「毛利語法案」將毛利語定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至此，任何人都有權利在法律程序中以毛語發言，他們成立毛利語委

員會負責執行監督毛利語的推行；紐西蘭的語言教育政策也提供學校課程安排有

較多的自主空間，並鼓勵將毛利文化與毛利語推展至其他族群。我們可以參考在

1988 年紐蘭教育部的全國課程計畫大綱的重點（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88）

140： 

1.認定英語是紐西蘭的共通語，每一個學生都需要會說英語。 

2.毛利人的學生應有學習母語的機會。 

3.其他族群的學生對毛利語也需要有基本的了解。 

4.肯定各族群母語的教育價值。 

5.鼓勵學生除了母語以外，最少需再學另外一種語言。 

紐西蘭教育部為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在毛利語上獲得很高的成效。客

語也是臺灣多元語言之一。也希望有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規定選修本土語的政

策下，大家一起能一起說客語、建立對客語學習的信心，肯定客語教育的價值。 

紐西蘭毛利語獲得保護，客在語「九年一貫課程」必選本國語文客家語的基

本理念中，也描述發展課語教育的理念，如下： 

1.培養學生熱愛客家文化及主動學習客家語的興趣和習慣。 

                         

140
 Dapartment of Education.（1988）.National curriculum satement：Disscussion 

document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Draft.）Wellington：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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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意，進而發展出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和能力。 

3.培養學生兼用客家語和本國語的習慣，發展出特有的文化視野，開創出新的思

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創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培養學生應用客家語學習各種知識的能力，擴充生活經驗、認識本國多元文化，

且在面對國際思潮與現代化社會之變遷中，體認全球化和在地化共同發展的必要

性。 

5.學習利用工具書及結合資訊網路，擴展客家語學習的機會和環境，培養學生獨

立、自動學習的能力。 

6.激發學生廣泛學習客家語的興趣，並提升其欣賞客家語文學作品的能力。 

 為發展臺灣多元文化的特色，期許客語教學達到以上的目的。雖然，目前似

乎還未能完成，緊接著又將進入 108 課綱的階段。但是，只要秉持包容臺灣多元

文化的特色，發展客語獨特的面向，相信在新的教育改革下，客語必定能達到教

學的目標。 

結合客家文化重點區發展 

全國共有70個鄉鎮市區建議提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包含2011(民國100)

年已經公告之重點區建議全數列入，以持續加強客語、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

發揚。從縣市別的分布情況來看，包含桃園市8個區、臺中市5個區、高雄市4個

區、新竹縣11個鄉鎮市、新竹市2個區、苗栗縣18個鄉鎮市、南投縣2個鄉、雲林

縣1個鄉、屏東縣8個鄉、臺東縣3個鄉鎮、花蓮縣8個鄉鎮市。本次調查新增桃園

市大溪區。  

表 4-3 105年建議提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鄉鎮市區 

縣市別 105年推估客家人口比例達1/3

以上的鄉鎮市區 

105年推估客家人口比例區間

估計未達1/3以上但屬於100年

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

平鎮區、新屋區、觀音區、

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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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 

臺中市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

和平區 

豐原區 

高雄市 美濃區、六龜區、甲仙區、

杉林區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

關西鎮、湖口鄉、新豐鄉、

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

寶山鄉、峨眉鄉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苗栗縣 苗栗市、頭份市、卓蘭鎮、

大湖鄉、公館鄉、銅鑼鄉、

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

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 

獅潭鄉、泰安鄉、竹南鎮、

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 

 

南投縣 國姓鄉、水里鄉  

雲林縣 崙背鄉  

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

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

新埤鄉、佳冬鄉 

 

臺東縣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  

花蓮縣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

壽豐鄉、瑞穗鄉、富里鄉、

光復鄉、花蓮市 

 

資料來源：客委會，2017：5。 

從居住地區來看，桃竹苗與花東地區是客家人口比例高於非客家人口比例地

區，客家人口以居住在桃竹苗的比例明顯較高(43.0%)，而居住在雲嘉南地區的比

例則明顯較低(4.6%)，高屏地區雖是客家人口數較多的地區之一，但是客家人口

比例上並沒有高於全國人口比例(13.5%：15.6%)(客委會，2017：6-7)。這些客家人

口比較高的縣市鄉鎮，鳩應該由地方政府的規劃帶領，協助走出家鄉的特色。 

未來，還能結合旅遊政策、地方建設、在地特色、文化景點、特色小吃等客

家元素，活絡客家語言與環境，讓客家語在生活環境中萌芽，創造新一代客家社

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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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建置客語學習資料庫 

隨著客語流失速度加劇，公部門相對於個別研究者，具有制定法令、充足

資金與統籌人力的優勢，因此更需要以身作則擔負各種重要的工作。以下以教

育部與客家委員會分述之： 

(一)教育部：建置客語拼音系統、客語常用字、客語線上辭典 

客語教育在鄉土語言課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以明文規定之外，未來也將

在 108 課程綱要的推動之下，在國小、國中、高中落實客家語言教育。為了在教

育場域中推動客語教育，教育部也積極進行客語相關的學習材料，2003 年公告

「客家語拼音方案」(2008 年、2009 年、2012 年修正公告)；2006 年建置「臺灣客

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2008 年為方便客家語研究、保存、教學、推廣，教育

部成立「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小組」，研訂「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漢字

選用原則」，並依此原則研議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並於 2009 年推出第 1 批「臺

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共計 305 字，爾後於 2011 年推出第 2 批「客家語書寫

推薦用字」共計 259 字，兩批用字均包含五種腔調，並提供例詞作為參考；2011

年公布「客家語拼音輸入法」(2016 年升級改版)；設置客家語「拼音學習網」於

2013 年更新之；2008 年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編寫「部編版客家語分級教材」，教

材於 2011 年完成，2015 年進行內容定工作，內容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基礎，

搭配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九年級的教學進程，全套教材的電子檔免費提供各界下載。 

(二)客家委員會：舉辦認證考試、建置客家語料資料庫 

客家委員會(客委會)網站的「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哈客網路學院」、「客

語能力認證」也建置了豐富的客語相關資料。2019 年 11 月 29 日客委會發表「建

置臺灣客語語料庫」141第一階段成果，透過 AI 客語語料庫的建置後，期許能保存

                         

141
 見客家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2019年 12月 2 日搜尋於：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34&PageID=42143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34&PageID=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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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讓大家更能認識客語的全貌。臺灣目前是全世界第一個由官方主導建

置客語語料庫的國家，未來希望建置完成後能讓客語不再流失。客委會自 2017 年

底開始建置臺灣客語語料庫，將文字及語音數位化，創建臺灣第一個本土語言語

料庫，並結合 AI 技術，讓客語能與世界上強勢語言，如英語、日語等串聯對話，

當國外的朋友要認識客語時，透過客語語料庫 AI 技術也能互相溝通。 

由公部門投入客語的保存計畫，相信是所有關心客語的人所樂見的。製作團

隊號召了各種腔調的客語薪傳師，藉由辦理教育訓練讓客語薪傳師協助語料的處

理的過程與規範。目前「臺灣客語語料庫」已完成書面語料授權筆數 316 筆出版

品、149 筆單篇文章，且處理語料庫書面語語料 500 萬字、口語語料 10 萬字，並

完成語料庫斷詞系統、權威詞控管系統與後臺管理系統初步規劃。未來預計在 111

年底正式上線。 

2003 年開始，客委會每年舉辦客語認證考試。認證考試程度可分為初級認

證、中級認證、中高級認證，現在還有針對幼兒園小朋友的幼幼客家認證活動。

取得中高級認證資格者，還能夠依據自己的專長申請客語薪傳師的資格，通過審

核得到證書者還能夠開設客語薪傳客程。申請計畫送各地方文客家事務科審查，

審查通過者客委會將依計畫補助將客語薪傳師開課經費。 

專職負責客家事務的客委會，可說是客家語言推動的強大支持力量。客委會

透過建置語料庫，讓客語與時俱進，加快客語進入智能發展的行列，讓客語的傳

承跟上社會環境的變遷，進入數位化時代，結合高科技與人工智慧的相關智能，

相信未來更能有效的提供各種客語加值服務。豐富充足的客家語料，將成為教學

的利器，每年舉辦的客語認證，可以提供學生作為學習的目標，通過認證還可得

到獎學金，對於肯學習客語的學生來說，真是一大福音。認證教材可以提供客語

教師運用，又能跟上時代結合資訊融入的課程，對於客語教學而言可說是很棒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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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對客語的認同感 

一個國家的任何政策(包括語言政策)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反映一般

人對族群文化上的認同感，即各族群對之有情感上的依附作用；二是必須滿足一

般人的需要和利益，即族群對之有工具上的依附作用(黃宣範，2008：17、76)。語

言政策的訂定，決定了語言的存續生命，臺灣社會原本就存在多語的組成，不同

的種族、語族，必須要有一個受尊重、具有公平正義的語言政策，社會更要營造

包容、互相尊重的氛圍，所有在臺灣的本土語言都是我們的珍貴資產，而教育政

策則是協助保存語言資產的重要策略。 

根據客委會研究報告，以單一自我認定的族群分布調查顯示，以「福老人」

者占 69.0%最高，推估人口總數為 1,620.1 萬人，是臺灣人口數最多的族群；其

次為「客家人」者占 16.2%，推估人口總數為 381.5 萬人，是臺灣第二大主要族

群；；再其次為「大陸各省市人」占 5.5%，推估人口總數為 129.6萬人；「原住

民」占 2.7%，推估人口總數為 63.5萬人。其中，近一成七(16.8%)客家民眾 表

示與子女交談主要是使用客語(幾乎全講客語 9.5%、大多數講客語 7.3%)，與歷

年調查相比較，客家民眾與子女交談使用客語的比例相對較低，且 99 年、102年

及 105年的調查比例都在二成以下。 

客委會的研究發現從客家民眾的自我主觀感受來看，有近四成八(47.6%)客

家民眾認為在家庭或出門在外時說客語的機會都減少。整體而言，有 8成 8客家

民眾認為出門在外時說客語的機會減少，近 6 成認為在家庭中說客語的機會減

少。但是，調查發現，11 歲及以上客家民眾有 86.9%表示會讓子女學習客語，客

家民眾對子女學習客語期待的比例逐年增加，自 99 年的 81.7%逐年上升至今年

的 86.9%，由此顯示客家民眾對未來子女學習客語的意願非常高(客家委員會，

2017)。 

從以上的研究報告可以發現，在家庭中使用客語的比例已逐年下降，但是客

語民眾還是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學習客語。在推展語言教育的同時亦應考學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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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家長、社區人士的意願，共同參與語言教育政策（中央、地方政府、學校）

的決策方能成功(陳美如，2009：37)。因此，108課綱實施後，如何能讓學子願意

學習客語，也是首要問題。 

課程進行後，應先強化國小學童客語聽說的基礎教育，為國中客語能力奠定

基礎，那麼未來在國、高中的客語教育，必定能更加深、加廣，也能夠結合其他

語言領域、進行文學欣賞，或是融入其他學習領域來同時進行教學，增添學習領

域間的互動，豐富學習內涵。希望未來本土語課程中的客語教學，能使年輕一代

認同客語，更進一步學習客語、提升客語能力。 

結語 

國家語言的教育發展，國民政府自 1945 年(民國 34年)至今日 2020年(民國

109 年)在臺灣已有 70 年餘年的歷史。在 1988 年(民國 77 年)還我母語運動之

後，臺灣對於客語的關注開始提升。也促成了 2001 年(民國 90 年)客委會的成

立，使臺灣客語政策有了專職的管理單位。2003年(民國 92年)客家電視臺成立；

2010 年(民國 99 年)公布〈客家基本法〉；2017 年(106 年)(2017)6 月 15 日〈客

家基本法修正草案草案〉通過，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6月 23日全國頻道「講客

廣播電臺」開播(FM105.9)；2019 年(民國 108 年)1 月 9 日〈國家語言發展法〉

公布，第 7條明定「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復振及

發展等特別保障措施。」而其保障措施第二項「健全教學資源及研究發展」，更

明確規範了教育面的保障。 

有了法律的保障、社會的包容、各項政策的配合，最後還要結合客語教師的

教學專業。客家語教材教法相較於國語文、英語文的課程實驗成果，數量非常少。

若要讓未來 108課綱國中、高中的客家語必修課程，能夠發揮教學的效益。那麼，

就應該由教育部給予經費，鼓勵大專院校多增加客家語中等教育學程的選修機會。

並且由教學專業教授引領，申請客家語實驗教育計畫，學習英語、國語的教材設

計與教學方法，歷經一定的時間在教學現場中實際操作。並且將教學成果編制成



245 

 

冊，在全臺各鄉鎮辦理宣導研習。如此，才能協助現場教師增進教學技能，擴展

客語教材的廣度和深度，使之成為能結合各領域的專業語文教學，提高客語教育

的效能。 

第三節 臺灣客語教育政策的研究 

客語教育政策的研究 

(一)客語教育政策與課程規劃的關係 

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對「少數群體」感興趣的另一表現，就是在保持和恢

復那些由少數人使用卻日漸萎縮的語言方面給予越來越多的承諾和投入。這個

領域一直吸引語言學家，但在過去，關於少數族群體使用的語言的研究主要限

定於語言理解方面。人們認為，如果把所有的人類語言加以歸類，就能找出普

遍語法的證據，或是可以顯示人類語言去觀的操作方式。除語言保護外，現在

研究的焦點還包括語言權問題。 

語言的消失在現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了，而且以臺灣歷史來看，在歷史進

程中消失的語言也許比現在保存的語言還要多。在人口變動的某個特定時期以

及不同社會活動相互接觸、互相影響、交流的情況下，除非使用使用語言的人

有強烈的動機來維持自己的語言，否則語言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Wright Sue

著；陳新仁譯，2012：12)。 

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領域就是緣於對少數人使用的語言會滅絕的擔憂

而發展起來的。生態語言學家既是語言保存方面的活動家，也是消失語言中的

語言表達方式的紀錄者。他們自信的認為，這些消失中的諸多表達方式可以讓

生活在發達地區的人們睜開眼睛，去看看自己在循環性資源利用和汙染中所犯

的錯誤。生態語言學家主張語言的多樣性顯然是件好事，它同自然界的多樣性

明顯需要保護一樣，也值得保護。當然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較，而是隱喻

性的，而且要單純地用保護自然物種多樣性的理由來支持保護語言多樣性是非



246 

 

常困難的。語言是一種行為，不能獨立於使用它的說話人、寫作者、聽話者或

者讀者而存在。說話人可以轉用另一門語言，保留原有的語言並且可能將過去

的感知方式結合到新語言中。不過，生態語言學家的辯論所需要的證據尚不充

分(Wright Sue 著；陳新仁譯，2012：13)。 

語言教育政策也反映於教育上的語言規劃，因此語言教育政策的推行需先透

過語言的選擇（language selection）與規劃（language planning）的過程，不同的語

言態度引導語言的選擇與規劃。研究世界各國語言教育政策的學者曾把決策者對

語言的態度分成三種類型（陳美如，2009：21）： 

1.把語言視作問題（language as problem）：把境內語言差異當作社會和諧、進步的

阻礙物。因此把減少非官定語言，推廣官話（國語）當作語言工作的要務。 

2.把語言看作權利（language as right）：把少數人的語言權利看作天賦的人權，當

政者的任務便是在效率、秩序和公平的原則下，使各種人的語言權利受到保障。 

3.語言看作資源（language as resource）：把各種語言當作貴重的人力資源和文化財，

能透過交流而促進文化的進步，又可運用境內的不同語言人才增進對外交流。 

教育決策者掌握語言規劃的權利。客語在臺灣語言教育中的規劃的類型，是

屬於語言學習的規劃。學習規劃結合學校教育推動，是最簡易操作的方式。在教

育場域中，教師可以提供學習客語者一個語言純淨、較不受干擾的學習環境，結

合課程規劃設計，按部就班引領學生學習客語。因此，未來臺灣的客語教育政策

和規劃上，我們也要積極為客語爭取，具有發展客家語教育的有利條件。 

(二)落實使用客語的能力與權利 

因為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不僅僅是交流的媒介，況且語言除了是個人

的一種能力(capability)，也是傳承文化的負載者(carrier)，因此語言可以視

為一個族群所擁有的特色或是資產(property)，語言往往是被用來當作辨別集體

認同的一個重要的指標(signifier、indicator)；所以一個人是否能自由的使用

自己的語言，除了是基本權利(right)以外，更代表族群集體的尊嚴；語言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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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代表著族群生命的延續，語言地位關係到國家族群間的平等權力(power)；長

期以來客家族群除了需要有學習母語、使用自己母語的自由以外，更需要有接受

母語教育的權利，不論是學校、社區，都應該設有客語教學的機構，固定實施客

語課程，保障大家學習客語的權利(施正鋒，2004：138、153)。 

今日，臺灣各語言在國家語言發展法平等的原則下，進一步達到相互尊重與

團結的目的。但是，客語從日本時代以來，地位就不敵「國語」(日本時代為日

語、今日為華語)和閩南語，逐漸失去母語的第一地位，退居為第二語言。從 1996

年開始推動鄉土語言教育、2001 年推動九年一貫課程以來，雖然極力將客語融

入國小教語之中，仍然未扭轉客語使用能力逐漸下降的局勢。未來自 109學年度

起，國中、高中也將開設客語必修課程，希望客語學習能從國小往上銜接到國、

高中。然而，教育的改革，是否能挽回臺灣客語傳承的劣勢？吾人期許在新的教

育改革中能看到客語教學的成效，必須仰賴國小、國中、高中等教育單位是落實

執行客語教學政策。 

此外，提高客語使用的社區比例也是落實客語使用權力的要件。政府公務

單位應設置客語服務窗口，落實國家語言在日常生活使用的保障。運用官方的

資金和人才庫，公布客語、閩南語、國語間的共同語彙、新興用語、學術專用

語，使之更利於相互學習。 

(三)執行客語傳承的責任與義務 

施正鋒(2004：149-152)國人對於族群議題如諱醫忌疾，過去在「國語」的

支配下，再加上福佬人的族群人數優勢，客家話在非客語區必淪為非通用語，

除非由政府主動推動多元官方語言，並且在義務教育中推行多與政策，否則客

家族群的語言必定與原住民等語言相同，將會逐漸沒落、衰退，因此客家運動

的訴求中，最令人憂心的辨識語言文化的傳承。然而，所謂母語教育的推動，

大致仍然把客語習得當作是父母家庭的責任，吝於挹注國家資源，以積極的態

度應付過去獨尊國語的反對聲浪，雖然在鄉土教學的遮掩下，客語不再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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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但是在鄉土語、母語教學的視角，客語仍在教學現場處於點綴式的地位。

儘管如此，雖然面對現今臺灣不可扭轉的族群語言結構，如果我們能接納多元

文化的精神，不管族群人數的多寡、實用性的普及，每個語言都是獨一無二，

都是人類的資產，都應享有同等的地位。透過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讓客語具

有平等的官方語言的地位，政府應確保每個人有使用自己母語的權利的積極作

為；並且利用學校教育的推廣，政府應為語言傳承負其責任與義務。 

(四)客語的功能性 

語言有溝通與認同的功能。是一套特有的符號系統。是人與人的表達的橋樑，

語言的表達形式包含口語、文字，一個族群能透過自己特殊的語言取得彼此之間

的情感認同。 

語言有控制與學習的功能。對於統治階級來說，語言也是一種箝制思想的工

具，過去日本時代推行日語同化教育，學生到學校朗誦天皇敕語，這些都是也透

過語言學習新事物，間接或直接影響語言使用者潛意識的認同。控制公共場所、

學校、集會使用的語言，也能達到控制人民思想的目的。語言的功能可以建立自

己的社會認同及自我定位。 

 客家語言也具有一組規律的聲音、獨特的音韻，現在又結合教育部建置的客

語辭典、客委會建置的哈克網路學院，客語已經結合可以書寫的視覺符號和文字，

能夠展現有意義的溝通訊息。客語詞彙包含著客家傳統文化，也融合了臺灣其他

語言的知識。掌握客語聽、說、讀、寫的技能，更能散發客語的價值。因此，客

語也是一種具有社會化、心理與語言發展相關的功能的語言。是一種內化在族群

及社會中，展現臺灣特有客家文化與種族認同的元素 

(五)客語教育政策的觀點 

談到語言政策，多年來客家語並沒有單獨的語言教育政策，多是融合在多

語政策之一，如：「鄉土語言課程」之中。然而，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中對於鄉

土語言的界定，包括了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三種。其實，對於國小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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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客語教學的課程，除了前面提到的「鄉土語言」之外，還有「母語」、「本土

語」等名稱。雖然這些語言的名稱定義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就目前在國小任職

的現狀觀察，客語可採廣義的範圍來定義。即對於客語教育而言，所指的即是

學校裡正式課程中所安排的客語的課程。 

由於客家語政策方面，均包含在本土語言的大範圍之內，雖然本文探討的

是客語教育的發展，但仍需要蒐集臺灣本土語言課程的相關研究，並在引用資

料時，為忠於參考資料的原始內容，便採用原始資料探討相關語言政策時的用

詞。 

林瑞榮在研究中提到課程理念方面的概念，他認為發展鄉土語言課程的理

念主要包括文化學習、族群認同和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三方面(2011：3)。其中，

文化學習又包括文化傳承、文化欣賞與文化創新。整體而言，發展鄉土語言課

程應以認同自己族群語言為起點，進而達到欣賞與包容其他族群語言，最後在

落實到教育機會均等。在課程目標方面，一方面可將鄉土語言視為是學習目

的，亦即在學習鄉土語言本身的知識內涵。這種方式把鄉土語言視為教學科目

來學習，通常能習得較為系統性的鄉土語言知識；另一方面可將鄉土語言視為

學習的手段，即藉由鄉土語言去達成其他教育目標。此方式偏向把鄉土語言視

為教學語言或生活語言來學習，這種學習通常只具溝通的功能。 

客語師資與培育 

(一)支援教師聘任的發韌歷史 

2001 年 12 月，教育部表示，隔年二月間將舉辦中小學閩南語、客家語師資

能力認證檢覆考試，依據當時〈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教師能力認證作業要點草案〉

的規定，現職國中小教師、大學畢業人士，以及其閩南語、客家等各鄉土語言能

力的地方耆老、專家，都可以報名參加認證。現職教師通過認證者，由教育部發

給相關證書後即可到國民中小學兼課任教鄉土語言課程；非現職教師通過認證者，

還需自費參加教育部研議規劃的閩南語或客語教學培訓課程，成績及格者才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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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課程教師；教育部特別強調，未修過教育學程者，只能兼

課，不能專任。2001 年 12 月 31 日，教育部核定發布「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閩

南語、客家語）教師能力認證作業要點」。(李奉儒，2009：392) 

2001 年 1 月，教育部在「九十年教育施政目標」中重申以臺灣為主體的教育

內涵，並以推動鄉土教學。使 2004(民國 93 年)時全國國民小學有 192 萬名學生

必修鄉土語言課程，國民中學有 95 餘萬人選修鄉土語言課程為具體的發展目標。

2004 年(民國 93 年)3 月 27 日，教育部公布閩南語、客家話及原住民語教師能力

認證方式，決議不採筆試，以口試為主，口試時間 10 分鐘，臺灣地區語言、歷

史、地理、藝術、自然等相關問題列入考試範圍，必須現場朗誦詩與短文。教育

部同時決定為配合九年一貫鄉土語言教學等需要，將編製國內第一本官方版閩南

語辭典，預計 3 年後出版(李奉儒，2009：392-393)。 

以上是九年一貫課程規定國小每週有一節 40 分鐘的本土語言課程。當時學

校欠缺專業本土語言教師，因此開放給民間非正式老師參加語言認證，完成研

習課程、通過認證檢核後，便可以應聘擔任國小本土語言支援教師。 

(二)2020年〈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非正式合格教師而欲擔任國小、國小及未來高中本土語言教師者，須依據〈國

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142。目前最新版本為 2020年(民國 109年)6

月 28 日修正公布，相較於 2002 年(民國 91 年)06 月 26 日第一版的 12 條的法

規，新版聘任辦法共計 21 條。其中增加了多項關於支援教師本身是否為有罪判

刑者、違反性別平等法者、違反教師法者的規範，也增加了關於受聘教師工作權

的保障。下表摘錄與客語教學相關的規定如下： 

                         

142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20年 8月 16 日搜尋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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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第 1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學支援人員），指具有

下列特定科目、領域之專長，並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者： 

一、英語文及第二外國語文。 

二、本土語文：包括原住民族語文、客家語文、閩南語文及其他依

地區特性開設之本土語文。 

三、新住民語文：以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及

馬來西亞七國官方語文為主。 

四、藝術。 

五、綜合活動。 

六、其他學校發展特色或經各主管機關指定科目、領域專長。 

第 3條 擔任前條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之教學支援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前條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專長：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二、前條第二款本土語文專長： 

（一）原住民族語文：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

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

上合格證書，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        

證書。 

2.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 

3.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 

書。 

（二）客家語文：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

級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

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閩南語文：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

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

教學支 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前條第三款新住民語文專長：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舉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研習並經認證，取

得合格證書者。 

第 4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除新住民語

文教學支援人員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除資格審查外，應以筆試、口試或展演等方式為之，並於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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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明。但已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或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之本土 語言能力證明者，參加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認證時，

得免本土語文筆試。 

二、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認證程序，應包括教學專業培訓；其

培訓課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前項認證之報名資格及審查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研習對象與研習課程及認證方式，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14條 教學支援人員依其認證類科，以擔任國民中小學特定科目、領域教

學為限，不得轉任或兼任其他課程之教學。 

第 15條 教學支援人員之教學時間，於單一學校（不包括分校）之每週教學

節數，以不超過二十節為原則。 

第 16條 教學支援人員之待遇，依各校實際授課之節數支給鐘點費。 

前項教學支援人員鐘點費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

院核定。 

第 20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據學生需求、學校發展願景及特色，得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聘任教學支援人員，擔任本土語文或第二外國語文課程之教

學。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143 

關於客家語文支援教師的資格，根據本法第 2條，須通過客家委員會所辦理

的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的能力證明。並且須獲得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並且取得合格證書者。本規則即是第 4條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認證程序，應包括教學專業培訓；其培訓課程，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的對應條款。關於這一點，客語認證每年客家委員

會都會辦理，但是直轄市、縣(市)所辦理的支援教師認證，就不是每年都有辦理

了。因此，想從事支援教師工作者，有時需要跨縣市去參加證培訓課程的相關研

習，並取得證書，才能獲的資格。不過，參與跨縣市資格認證課程時，必須先了

解所取得的證書是否得到自己所欲服務縣市的認可。 

在受聘規則第 15 條「單一學校每週節數，不得超過 20 節」，以過去國小一

                         

143
 2020年 8月 16 日搜尋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OldVerList.aspx?pcode=H007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OldVerList.aspx?pcode=H007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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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260 元、320 元的鐘點計算，扣除勞健保費，倘若支援教師只上 20 節課，他

的薪水只有 2萬多元。因此，許多老師都會身兼好幾所學校的支援教師。又或者

所服務的學校第處偏鄉，一所 6班的小學一週也只有 6節本土語課程，教師為了

維持生活，一定得舟車勞頓到處兼課。此外，現在有許多關於本土語言的語文競

賽，擔任學校本土語支援教師，也必須兼任義務指導老師，大多是沒有鐘點費的。

因此，從九年一貫課程本土課程開設至今，本土語支援教師的薪資問題一直存在，

目前還未能給予這群辛苦的老師更合理的鐘點費。 

因應 108 課程綱要即將全面實施，本法第 20 條增列關於高級中學本土語教

學支援人員得準用本法之規定聘任。因為 108 課綱已經從去年 108學年度開始實

施，今年將進入第二年。也就是說，國一、國二，高一、高二學生，學校應該要

提供給學生相關的本土語言課程。但是，由於高中屬於中等教師法規規範，不同

於國小初等教育。本法 20 條提供高中可以合法聘任本土語相關的教師。其實，

看似給予高中階段比照辦理的聘任法規，其實也隱藏著教育單位還未能培訓足夠

的本土語言師資的隱憂。這是否又會再創造出另一批，九年一貫階段必須奔波到

處兼課的本土語老師。 

此外，111年即將全面上路的 108課綱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範下，必須讓

學生自行選擇修習(必修)一門本土語課程(或是新住民語)。學校必須在開學前就

完成徵聘教師的工作、充實相關師資陣容，如此才能在開學的時候順利學生選課。

不過，除非學校教學部門已在前一學期末，先調查學生選修意願，否則代正式開

學時課程也已經排好了，也無法在開學後再讓學生選課，更別說是順利聘任到專

業的老師了。 

(三)師資現況 

 筆者服務於南投縣擔任國小教師，向擔任縣內客語支援老師詢問，調查他們

擔任支援教師的資格審查。目前在南投縣擔任 2688 鐘點客語支援教師，其資格

取得可分為三類，一是在民國九十年起教育部推動母語支援教師時，參加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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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通過者；二是在一○○年時南投縣舉辦支援教師資格審查時取得；三是到外

縣市參加支援教師研習結業後取得資格，再到南投縣各校參加支援教師甄選。 

 筆者發現，在母語推動之初，各縣市舉辦許多有關於客語的研習，筆者曾

經參與的客語研習即有：客語初階研習 36 小時、客語進階研習 36 小時。過去

要申請為支援教師者必須先通過這兩場研習，並且取得客委會所舉辦的中高級

認證通過證書，然後再向所屬地方機關申請取得支援教師證書。另外，還有針

對支援教師所舉辦的研習活動，完成課程之後，便能取得支援教師證書。 

除此之外，中央部會也有客語教師，這一類客語老師是來自客委會歷年來

所推動的客語薪傳師。要通過薪傳師的資格申請，首先必須先通過客委會每年

舉辦的中高級認證，取得中高級認證通過的證書，並且依照自己的專長，可申

請語言類或是歌謠類的薪傳師，經過客委會審查通過後，便發給薪傳師證書。

薪傳師申請，成為客委會每年固定舉辦的業務。各縣市申請通過的薪傳師也逐

年增加，可見願意投注在客語工作上的有志之士。具有客語薪傳師資格者，可

向客委會提出申請開課，客委會將依規定給予補助。地方上，各縣市若能提供

薪傳師完整的研習課程，由中央審查通過的客語薪傳師，也能成為學校客語的

支援教師的來源。如此，中央與地方的資源便能整合，達到更高的效益。 

不過，經過訪查現職支援教師後發現，目前南投縣已經很多年都沒有再舉

辦客語支援教師的相關研習。使得後續已通過客委會中高級認證，有心致力於

客語教學的人員，無法取得客語支援教師的證書。但是，根據支援人員聘任辦

法第五條之規定，未取得支援人員證書者，若是參加學校母語支援教師之公開

甄選，得由校長同意後錄取進用。 

108 課程即將開跑，2020 年 7 月起陸續有大專院校開設客家語中等教師學

程。修畢相關課程之後，依據中等教師培訓規則，完成實習、考試取得教師

證，便能夠到國中、高中參加客語教師的甄選。這樣的方式，比過去支援教師

培訓的型態更為進步，也更為嚴謹。參與教育學程的學員們必須接受客語教材

教法、客家文學、客家語音、客家文化等客家語文的訓練外，還需接受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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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班級經營等課程。如此，將客語教育納入嚴謹的師資培育系統，培育客

語教育專業的師資，未來客語在教育領域的發展是令人期待的。 

客語教材教法研究 

教育政策引領教學走向。客語教育因為教育政策改革而受到重視後，客語

教材的研究也成為教育政策之一環，因為要成為在課堂上具有教學效能的教

師，必須有充足的教材教法相關知識。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身為客語教

師努力靠自己在實務教學上摸索，經年累月之後累積足夠的教學經驗，而後能

在客語教學課堂中發揮所長，引導學生學習。但是，如果能有一本專為客教學

編寫的教材教法專書，教師能透過閱讀吸收在書中的理論與實務教學方法，必

定能縮短教師時間，位教學效能的提升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欲翻轉傳統對於「教」與

「學」的概念，反映講究脈絡化、生活化與重視學習歷程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

學。意即教學設計須以具體事物或道具為媒介，運用觀察、實驗、討論來促發

學生與外在環境交感與互動，或在對話溝通的過程中進行探究與反思，以進行

心理性與社會性的建構 (潘慧玲等，2020：72)。客語教材教法的設計，必須以

客語學習者為中心，透過教育現場具體設計，促進學生深度學習，並將學習內

容與學生之生活結合。俾使學生能夠應用客語知識與口語能力，活用於生活環

境之中，如此才能更切中學生需求，達到客語傳承的目的。本章節以國小階段

學童之客家語學習為描述對象。 

教師在課堂上用以達到教學目標的材料，即是所謂的教材。教師在教材的規

劃和運用方面，可藉由改變教材的難易度，計畫修改教師教學，在教材使用方面，

可加以改編，提供學生學習引導(林進財，2006：99)。為了達到教學目標，客語

教學者在進行教學之前，應該蒐集整理與教學主題有關的資源，並且事先撰寫教

學計畫，務必將所得資料是竊的融入課堂教學之中。 

關於本土語教材的功能，以日常交談、社交應對等人際關係的語言能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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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功能可分為(洪惟仁，1998：457)： 

1..問答：詢問、質疑、反問、問路、問時間、問需要、問福佬話怎麼說。 

2.請求：請求施予、請求幫忙、請求再說/再做一遍、請假、申請。 

3.問候：問好、道謝、道歉、祝賀、送禮、見面、介紹認識。 

4.敘述：說明事件、描寫事物異同、訴苦、表示喜怒哀樂、引起注意。 

5.交談：聊天、打電話、邀約。 

6.陳述：表達意見、同意、反對、確定、確認。 

7.交涉：買賣、問價、會議、商量、談判。 

參照洪惟仁的說明，以上各項這些主題所設計的教材課文，必將較貼近學生

生活，如此所學到的語言對話大部分就能在「說話練習」和生活中落實。 

教材的發展與選擇是教學活動中較屬於執行的一環(林進財，2006：103)。

從教學目標、教學分析、分析學習者與教學內容、撰寫教學目標、發展評量工

具到發展教學策略等步驟，都是希望教學活動能在有計劃、有效率的情況下進

行，讓教與學達到最大的功效，因此教才的發展與選擇，必須循著教學活動的

內容作適當的因應，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結語 

不論是日本時代或是國民政府時代，統治者為了經濟、政治、思想箝制等不

同的需求，施行不同的語言政策，過去的政策也影響了今日的社會文化以及語言

教育方針。在強勢語言主導下的語言教育，看似成功的塑造不同族群之間有共同

的溝通語言，但也導致弱勢族群的語言面臨斷絕的危機。近年來民主意識抬頭，

多元文化受到尊重，在臺灣不論是客語、原住民語、閩南語，許多專家學者都已

警覺語言的危機，而紛紛呼籲政府教育單位要落實母語教育。臺灣因族群多樣化

而擁有豐富的語言資源，語言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在族群共榮發展的原則下，每

個語言都具有自己的語言權力，對於各個語言的包容與保存，更是這塊土地文化

能夠延續下去的重要基礎。筆者希望透過整理臺灣客語教育的資料，了解客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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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展，提供鑑往知來的參考，希望能在客語延續的崗位上盡一分心力。  

第四節 國家語言教育政策對客語教育的影響 

臺灣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歷經大航海時代西方人的殖民佔領、明鄭時期的開

墾、清代的治理及漢人移民與建省，還有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以及獨尊

國語的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迄今面對的是大量的國際知識洪流。過程中，由於統

治者與管理者的政策轉換，對於客家語的教育立場與教育決策也多有不同，但唯

一相同的事是長期對客語發展的漠視與打壓，造成了今日客語所面臨的傳承危機。 

下一代不會聽說客語 

(一)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報告 

內政部 2010(民國 99)年進行之《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中關於〈6 歲以上

本國籍常住人口在家使用語言情形〉，6 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在家使用語言，

以國語和福佬語最多，每百人中有 83.5人使用國語，81.9人使用福佬語；而使

用客家語和原住民族語者，每百人僅有 6.6 和 1.4，客語使用比例隨年齡增加而

緩增，6 至 24 歲每百人中 4.4 人，增至 65 歲以上，每百人 10.1 人。各縣市的

表現，在家使用客家語則以新竹縣和苗栗縣使用人數較多，新竹縣每百人有 56

人，苗栗縣每百人有 52.4人，其他除桃園縣每百人有 17.1人、屏東縣每百人有

12.0 人、花蓮縣每百人有 10.8 人外，其他各縣市均低於 10 人(行政院主計處

144)。筆者服務的南投縣，雖有國姓、水里、埔里等客家鄉鎮，但是，客語使用人

數每百人只有 3.2人。觀察 6歲以上 14歲以下的年齡層，使用客語的比例更低，

新竹縣每百人有 35.9 人、苗栗縣每百人僅有 40.2人、以桃園縣每百人僅有 6.3

人、屏東縣每百人僅有 8.9人、花蓮縣每百人僅有 4.4人，有些縣市甚至降至每

                         

144
 見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2019年 11月 20日搜尋於：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census022(final).html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census022(fin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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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 1人以下使用客語。而筆者所服務的南投縣每百人也僅有 1.4人。從以上的

數據可以看到學齡層的孩子，客語使用比率非常低。雖然 90 學年度開始九年一

貫課程，母語課程正式成為每週一節 40 分鐘的一堂課，卻得到這樣的數據，如

何不令人為客語感到憂心？ 

(二)客委會的研究報告 

 根據客家委員會「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客家

民眾的語言能力現況與歷年比較，整體客語聽的能力從 2007 年(96 年)的

66.5%、2010 年(99 年)67.2%、2013(102 年)65.5%、2015 年(105 年)64.3%，

客語聽力能力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13 歲以下的客家子弟 2007 年(96 年)

的 38.8%、2010 年(99 年)39.0%、2013(102 年)35.1%、2015 年(105 年)31.0%，

這個年齡層的客家子弟，聽力能力本來就不佳的情況下，再加上急速下降的趨

勢，客語的未來更令人憂心(客委家委員會，2017：10)。以客語為例，40 歲以

下的客家人會聽不會說的比例越來越多，小學生會說客語的情形雖看似樂觀，

但長大後受社會通用語言影響說客語的能力卻慢慢退化，造成語言出現斷層。

有調查報告指出，客語每年有 1.1%的流失率，如果缺少推動，2046 年客家話

就可能成為消失的語言。 

(三)學者研究報告 

近二十餘年，臺灣客家年輕子弟大量外移，外移的客家子弟並未在閩南語

區形成客家方言島，而是散居各地(洪惟仁，1992：250)。臺灣地區的語言生態

正急速的崩壞與重整。依據黃宣範教授的語言社會學調查研究，大學生使用國

語交談的比率如下：(單位%，據《臺灣文藝》十一〜十二期〈臺灣話的語言社

會學研究〉1988)(引自洪惟仁，1992：250-251)。 

表 4-5大學生使用國語交談的比率 

 與長輩 與平輩 與晚輩 與朋友 社會交往 

客家 9.2 38.7 50.9 60.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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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佬 7.0 28.0 41.0 49.0 52.0 

這是一個令人警惕的調查結果。這些數字顯示了三個意義： 

1.臺灣傳統語言正急速消失，被國語所取代。 

2.在知識階層中，國語的勢力已遠遠超過臺灣傳統語言。 

3.客家「後生」的母語執著低於鶴佬「少年家」。 

4.在臺灣諸語言的競爭史上，客家話面臨了兩個階段的萎縮。 

5.汀州、漳州(平和、詔安)、潮州(饒平)及長樂客話，因人口劣勢而消失。與閩

南人混居的成為說閩南語的「閩南客」，與海陸客混居的說海陸話，與四縣客混

居的說四縣話。 

6.由於人口外流及喪失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外流人口紛紛變成「國語客」，

客家區內亦岌岌可危。 

 洪惟仁(1992：252-260)談到關於政治、人口、經濟、文化等因素造成客語成

為弱勢語言的分析： 

1.臺灣的語言政策是導致傳統臺語消失的重要因素。國語單語教育剝奪了各種語

言的教育權，語言教育的斷層導致民族母語能力的日漸喪失，加上傳播工具被壟

斷，民族語言無法跟隨社會進步的步伐而翻新，舊語消亡，新語不生，語言新陳

代謝的功能萎縮，必然走上滅絕的命運。當新生代的母語能力喪失到無法「暢所

欲言」時，他們便會感到說父母的話是痛苦的事，不如學校教的「國語」來得方

便。到頭來妨礙母語運動的障礙，不止是統治階級，更是我們的下一代。當我們

的下一代都反抗母語教育時，也就是所有臺灣話「大勢已去」的時候(洪惟仁，

1992：252)。 

2.政治的壓迫可以抗拒，但人口的壓力是無可抗拒的既成事實。客家人口數，國

民以府從來不做統計，有人說是四百萬，有人說是五百萬，佔臺灣人口四、五分

之一。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據一九三○年臺灣總督府的調查，廣東籍有 15%，

其中潮州人屬鶴佬人，福建汀州放部份平和、詔安、饒平人屬客家人，截長補短，

總計客家人口約佔臺灣總人口 13.5%。戰後擁進一批外省人，客家人口比率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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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依美國長老教會一九七九年的調查分析，客家人口佔臺灣總人口一○%。

依現在約二千萬人口來計算，客家人口約二百萬。山地人口佔 1.6%，約三十二

萬。客家人口比例少，曾造成前述客家方言島的消失；近二千餘年客家子弟不斷

移出，移出客家人又散居閩南語區內，尚未聚落成方言區，長此以往，客家人口

有再度萎縮之虞，造成客語人的危機意識(洪惟仁，1992：254-255)。 

鄭良偉145(1996：23-28)在臺灣各方面的問題真多，其中及語文有密切關係的

社會問題是：（1）各語人士之間的摩擦；（2）知識份子脫離生產群眾，大眾受到

壓迫；（3）老幼之間無法互重互惠。這些社會問題的成因當然很複雜，但是與他

們有直接或是間接關的語文問題則有：（1）福佬話及客家話的白話文、書面語很

不普遍；（2）自己的語言和新學到的語言不能平衡發展，很多人又不能說好自己

的話，又學不好別人的語言；（3）華文及華語脫節。鄭良偉並提到：（1）語文教

師對學生的母語沒有研究，無法將母語及新學的語言做比較，違反現代外語教育

的重要理論，因為這樣導致教學效果差。臺灣的華語教育及英語教育，是最消耗

學生時間，效果又是最差的兩件工作。這當然會響到文化的交流以及國內外的合

作。（2）一般人不了解的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往往失去對自己文化及社會的信心

及愛心，產生認同的危機，影響大家的團結。 

 客籍教授范文芳146(1996：165-170)談到專制的國語政策對臺灣人的傷害。 

在臺灣的歷史上，真正透過政府官方的力量，強力推佇所謂「國語」政策，可以

講始於日本昭和千六年（1941），在學校內，禁止講臺灣人的母語，日本政府所講

的「國」語，當然係日語。日本戰敗，退離臺灣，中國國民黨政府，遷徙來臺，

開始強力推行國語教育、嚴禁方言，在學校、公共場所使用。中國國民黨政府用

「國語推行委員會」為負責機構，在國民小學的國語課、師範學校的國語課、師

                         

145
 鄭良偉：〈民主化政治目標及語言政策-七十年代的一個台灣語文計畫草案〉，《語言政治與政

策》教授論壇專刊 3：1-20頁，1996。 

146
 范文芳：〈建國路上的語言障礙〉，《語言政治與政策》教授論壇專刊 3：161-182 頁，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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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大學的國課，全面性推行國音師資的培養、國語教學，以及各級：考試一律都

必須考國語、國文，各種要求標準國語發的演說、朗讀、注音比賽。再輔以各種

行政命令，禁止處罰學童說母語，廣播電視上重重限制方言節日，就算電節目上

出現的臺灣人，也被人醜化為嘴咬檳榔、腳穿屐、口出三字經等低等人種，這種

專制的語文教育與國語政策，對臺灣有樣般的影響？有幾大的傷害？崖想愛分六

點來說：（一）窄化了語文教育；（二）阻礙了文學發展；（三）減低了認知能力；

（四）消除了臺灣的歷史；(五）割裂了臺灣人對土地、同胞的感情；（六）臺灣

人變著無自信；(七）造成臺灣內部族群的對立。 

 黃子堯(2003：29-30)在《文化、權力與族群菁英：臺灣客家運動史的研究與

論述》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提到： 

許多人為何不認同客家呢？由於客家人早期生活困苦社會封閉，人口外

流少，因而能保留客家話，因環境變遷客語漸漸流失，綜合專家學者意見，

有以下原因：一、學校全面使用華語嚴禁客語。二、大眾傳播媒體全面封殺

客語。三、客家話沒有就業市場，會客家話缺乏工作機會。四、升學就業考

試不考客語。大眾傳媒缺乏客語能見度，便顯得沒有地位，學校課程、升學

聯考、高普考、客委會招人才等考試科目皆沒有考客語，政府客家文化單位

沒有舉辦客家文化特考來招攬客家專業人才，因為沒有升學就業前途，所以

家長不願教小孩客家話，年輕人便缺乏認同感。因此客家人寧願去學習英語，

因為學英語能爭取好工作，拓展視野，所以大家寧捨客語拼命學英語。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可以總結客語現今面臨的困境有： 

1.欠缺家庭傳承客語共識 

然而，一連串的語言政策：鄉土教育、母語教育、推動本土教育、九年一貫

等，並未能提升年輕一代對於母語使用的能力。聯合報（2002）曾調查臺語和客

家話使用的情形，結果發現 77% 的閩南人在家說閩南語，19% 在家說華語；41%

的客家人在家講華語，超過在家講客家話的比率（37%）。臺灣過去是以維持雙言

現象的方式，保存母語。也就是說，一般人會說母語並不是因為學校教導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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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習得母語。不過我們已經逐漸失去家庭這個母語最

後的堡壘。因此，我們必須透過學校教育來推行客語的學習，才能解決客語傳承

的危機。 

尤其，客語已經取得國家語言的地位，教育單位更應負起客語教育的復興大

任。因為，一個民族透過語言才能保存該民族的文化，語言本身也代表一種文化，

不同語言有不同的視野和思考方式。而文化的精隨，透過語言的醞釀與流轉，展

現了該族群的文化特質(陳美如，2009：18)。客語必須透過完善的教育體系加以

實施，使客家民眾、認同客家、有客家淵流者都能夠學習客語。 

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觀點來看，並不只是提供給每位學生一成不變的語言教育

課程，而是要提供具有彈性、適合學生背景及生活經驗的教育，因此在客語教育

方面，社會應肯定客語的重要性，讓客家學子擁有使用母語的權力。而教師和學

校單位更應提供學生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以專業的教學協助學生學習客語。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是臺灣客家人搶救自身文化的起點，今日客家能見度已

大幅提高，但是客語是否已還給客家？恐怕還需要加倍努力(新北市政府客家事

務局，2015：1)。 

客語傳承是客家族群燃眉之急的工作，唯有透過教育政策的規劃，將客語

教育嵌入正式的教育課程之中，才能解決客語在家庭語言斷層的危機。然而，

面對強調英語文為語言學習主流的社會，要將客語聽說能力的人口提升，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教育是百年大計，效果不易彰顯，教育措施不能以配合社會

現況，迎合現實為滿足，更要進一步符應未來社會需求，以引導社會進步(林新

發，2001：82)。 

2.欠缺語言認同 

德希達在《他者的單語》中談到「原著猶太人」所面臨的問題，從 1870 年

起他們一直是法國的公民，直到 1940 年公民權被沒收，他們無法取得「認同自

己」。以認同的雙重意義而言，可說是「認定」自己，或是「按照他人而認同自

己」。這群「原著猶太人」，無法根據榜樣、習俗或價值觀來確認自己。在德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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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鄉，他們經常稱呼別人「天主教徒」；他們叫所有不是猶太人的法國人「天

主教徒」，即使他們是基督徒或是東正教的人。他們用「天主教徒」指涉了猶太

人、阿拉伯人或伯勒人以外的人。然而在當時，這些原著猶太人的孩子既無法認

同「天主教徒」或回教徒，也無法認同伯勒人，因為他們這一代的孩子不會說這

些語言。在兩代之前，他們的祖父母輩還有人會說阿拉伯話，或至少懂一些。但

是法國文化卻是他們這群孩子的唯一後天文化，唯一的教學語言，特別而言又是

唯一的語言。同時，他們大體而言並不認識阿拉伯或伯朗文化。大部分的「原著

猶太人」年輕一輩對猶太文化也很無知。德希達說道：「這算是一個靈魂無底的

割離，一個浩劫；別人也許叫它做弔詭的機會。無論如何，這就是一個文化極度

的喪失......。」(德希達，2000：56)。今日，身長在臺灣的客家人，也面臨了如同

德希達書中所談論到的「原著猶太人」所面臨的問題。 

身為客家人，其實對於客家的文化卻不了解。國語的教育成為生活主角，英

語學習更是蔚為流行，一切是如此瘋狂的合理。但是，也在此，客語的傳承遭受

了幾乎窒息的命運。而今，因為政策的改變，一度昏厥的客語，似乎又被活化。

但是，20年的教育改革過去了，能夠操持客語溝通的人數，未增反減，讓客家人

在這個語言共同體裡面，被看似合理發展化麻醉了。這也讓許多客家知識份子警

覺，必須站出來對抗現狀，必須要努力追尋一個語言傳承的新希望。 

3.欠缺客語交談環境 

在國小語文基礎教育環境中，語文教育的主流還是國語。因此國內各種語文

教育的研究與教材教法的設計，都以國語為基礎。所以要了解臺灣的客家語教育

的內涵，必須參考國語語文教育方面的專業書籍，藉以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方

式，抽絲剝繭，連結到臺灣語文教育中有關客語教育的內容。 

4.長期面臨國家語言政策的挑戰 

政府政策影響著教育，教育制度影響著語言學習的動力和方向。臺灣具有特

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人文歷史，曾經由不同的政權管理。因此本文希望藉由歷

史的基礎，教育的觀點，來推論今日臺灣在社會國家期待、教育政策推動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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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客家語在學校裡的發展。因此，在整理語言資料時，因為需要立時完整的政策

資料，故將歷史資料擴增至荷西時期，爾後藉由日本在臺建立新式教育開始，觀

察各種統治政策對於臺灣人民如何面對自己的母語教育。 

日本在臺灣建立起自小學到大學的學校體系。當時，雖然在制度上似乎

一視同仁，但實際上，在初等教育階段就讀「小學校」的臺灣人很有限，就

讀「公學校」的日本人更少，臺灣人主要仍然就讀「公學校」，而「公學校」

使用的課本和「小學校」不同，「公學校」課本的日文較簡單，程度較低。

但是考「公學校」的時候，因為日本人和臺灣人一起考，基本上是以「小學

校」的課本為標準，而且考試的時候都是用「國語」來考試，如此一來，大

部分臺灣人從小在家裡講臺灣話，到了上學年齡，進學校讀書才開始學「國

語」即使讀了六年公學校，日文程度也不可能比日本小孩好，這樣的升學制

度，對臺灣兒童當然比較不利(許佩賢，2012：51)。 

 1945 年光復後，臺灣的教育政策首在消除日本時代的殖民教育和皇民化的

影響(張鐸嚴，2005：64-65)。初期，為了取代日語推廣使用國語，「省教育處」

147通令學校禁用日本教科書以及使用日語進行教學。為了推動國語學習，在

1946 年 4 月 2 日成立「臺灣國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並在各縣市教育行政機關下

設立「國語推行所」，進行推廣國語的工作。 

教育法令規章及政策，影響教育執行的成效。因此，有關客語教育方面的

教育法規探討則顯得很重要。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化，客語教育所面臨的考驗

也不同，因此客語教育的法令與政策也因此面臨許多的考驗，必須與時俱進，

針對現今社會的問題來做調整和修改，才能克服當前客語所面臨的困境。 

法規的改變影響執行的政策，舉例來說：在客語的課程與教科書方面，也

產生許多變化。戰後臺灣的課程演變與教科書的編審採用，在 1987 年解嚴之

                         

147
 台灣光復後，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主管當時台灣省教育事務，張鐸嚴《台灣

教育發展史》，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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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受到政治力量、社會開放等因素的促成，日益到重視。首先是鄉土教育的

展開，其後母語教育日益受到重視並蓬勃發展。配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新課

程，「鄉土語言」列為學生必選科目的趨勢，「母語教學」列為小學必選科目(黃

秀政148，2009：9)。 

客家語也是語文教育中的一環，由語文教育的觀點而言，近年來語文教育

的進展最能展現教育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自日冶中期以來，臺灣的語文教

育就是尊「國語」（日語），壓抑在地語言。本土意識抬頭後，獨尊「國語」（北

京語）政策開始受到挑戰。在 2000 年教育部宣布在九十年度開始，國小一年級

到六年級都要選修鄉土語言，鄉土語文納入學校正式課程。廣播電視語言開始

解放，乃至於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電臺及電視臺的開播、鄉土語文能力

認證，確立尊重多種語文的基調。而外語政策也開始鼓勵學生學習英語之的外

語，近年學習東南亞國家等非歐美強勢國家語言的風也逐漸興起，顯示語文教

育的開放與活潑化。 

2017 年的年底，行政院長賴清德指示教育部成立「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

2017 年 10 月 26 日教育部組成英語推動委員會。何萬順(2018)投書談到：國家的

官方語言，從名稱來看就可認知到它必須是由「官方」訂定的語言，中華民國至

今尚未訂定官方語言。國家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必須是由「官方」

─也就是國家制訂，是這個國家在所有官方場合與官方文書都必須使用的語言，

也是公民和政府互動時的法定語言。所以，關鍵在於「官方」，也就是「法定」。

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制訂官方語，所以臺灣沒有官方語！ 

政大語言學研究所等多個單位邀集學者在 2018 年 3 月 13 日舉辦座談會，

指出這項政策如果貿然實施，將對現有的族群及教育政策產生極大衝擊，壓縮

本土語言的學習空間，並呼籲政府傾聽民間意見(李琦瑋，2018)。 

                         

148
 見黃秀政(2009)：總論。載於李奉儒著，《台灣全志》卷八教育志「學校教育篇」(1-22

頁)。南投市：台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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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中，李勤岸教授（2018）〈有沒有弄錯？英語做官方語言？〉談到： 

曾經被英語殖民的國家，在政治獨立自主之後，無不想盡辦法脫離英語

的殖民，努力追求語言正義，使自己的母語重新復振，回復原本應有的活力

與地位，如印度、愛爾蘭、菲律賓等國家。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未曾被英語殖

民的國家，竟自己主動要把英語做為官方語言、自願被英語殖民的。日本在

戰敗之後，曾有人提議放棄日語，改用英語，但那是極少數人因為戰敗完全

失去自信而發出的瘋言瘋語，日本人當然不會那麼愚蠢。臺灣從未被英語國

家殖民，竟然要推動英語做官方語言？果真如此，必然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而臺灣的母語在被華語殖民之後再主動加入英語，在兩個語言帝國主義的語

言夾殺下，也只有加速死亡一途了。 

賴惠玲(2018)在〈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賠了夫人又折兵〉提到： 

由於〈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臺灣本土語言將成為國家語言，在傳

承上有了一線生機。值此同時，政府卻又提出讓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的政

策。但是這個政策的目的究竟為何？其效益需要多久時間才能達成？以現況

評估，必然需要長期的時間及資源投入。然而，本土語言式微，正需要政府

挹注資源來提振。以臺灣客語為例，根據客委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

語言調查研究報告》，能聽說客語的比率隨著年齡明顯遞減：18 歲以下僅約

3成。13歲以下比青少年稍好，表示國小的本土語言教育雖有其效果，但國

中以上的升學壓力又讓練習的機會減少，導致客語能力的降低。國家語言的

訂定顯示政府重視本土語言的發展，但在資源有限的現實下，又再貿然推行

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勢必降低對本土語言應投入之資源，讓訂定國家語言

之美意大打折扣。「魚」與「熊掌」終究不可兼得，推行不一致的政策，其

後果恐怕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葉美利(2018)在〈失去自我的靈魂還能前行嗎？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省思〉

也提出看法： 

全球知名的演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也是《槍炮、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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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鋼鐵》一書的普立茲獎得主，2000年時在英國的《自然》雜誌發表了一篇

題為 Linguistics: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臺灣給世界的禮物〉的

重要文章。文中的「禮物」指的是臺灣豐富且多樣的原住民族語。然而，現

階段的臺灣原住民族語正面臨瀕危與死亡的危機！當我們為了追逐自以為

可以協助我們走向國際化的工具：英語，因而失去了固有的、能夠真實且真

切表達我們靈魂的這些本土語言，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給這個世界？我們還能

憑藉什麼繼續往前行？國際化本應蘊含著更寬廣的視野、更多元的角度，為

何要把它等同於單一的英語？語言之於人類當真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嗎？ 

何萬順(2017)〈臺灣的英語焦慮症──讓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說道： 

對於一個阿美族的學生來說，阿美語和英語哪一個比較重要？

應該如何取捨？臺灣的「母語」一般公認有臺語、客語與原住民

語，同樣的問題讀者也可以問問自己。一個族群若是失去了母

語，這個族群的靈魂還存在嗎？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中，相較於英

語，母語獲得的重視可說少之又少。這樣的情形持續下去，臺灣

的母語還能存活幾個世代？ 

由以上的討論，倘若英語成為我國的官方語，客語教育勢必面臨更艱鉅的考

驗。因為，現在客家族群中年輕一輩的孩子，大多是只會講國語，我國長期以來

重視英語教育，英語又是正式學考試必考的學科，因此必將產生注重英語能力甚

過各種母語的狀況。而今若將英語定為官方語，更助長了重視英語的風氣。而一

直以來並不受家庭傳承重視的客語，更難具有生存的空間。 

禁語後的困境 

回憶成長的過程，筆者 1971 年出生，就讀小學階段開始，便是處於母語被

「禁聲」的年代，雖然在家裡還能聽到客家話，但是與祖父母、父母的對話從小

就是國語。隨著年齡的成長，逐漸失去了說客語的能力。曾幾何時原本雙語(國

語、客語)的家庭，卻不自覺的變成了單語(國語)家庭。我想可能的原因在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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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打壓國語以外的語言，使得包含客語在內的臺灣各個母語逐漸流失，也導

致居住在臺灣位居語言弱勢族群的客家人，也出現了文化認同的危機(彭文正，

2005：64)。  

 臺灣在日本時代，總督府推行日語普及教育，後來更進一步禁止漢文教育、

禁用臺語，引起知識份子的不滿，在 1920 年代開始不斷抨擊日本人的語言政策，

倡導臺灣語文運動、漢文復興運動，臺語羅馬字運動等。因為語言是公認的一個

族群重要的認同象徵，是凝結族群意識的最大助力，所以當初日本人企圖壓制臺

灣本土語言，強求統一同化，自然極難成功(黃宣範，2008：75)。1945 年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臺灣戰區由行政長官陳儀代表接受日方代表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

投降。1945 年到 1949 年國共內戰，1947 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1948 年舉辦了

臺灣省縣長考試，在這四年間臺灣可說無重要教育政策可言。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政策上推行注音符號，禁用日語及日語教材，將

去日本化為首要工作。在學校裡統一使用國語教學，也明訂學生禁用母語。早期

曾沒收臺語聖經、日語聖經、泰雅語聖經，以作為推行國語政策打擊民間文化的

諸多手段之一；40 年來國民黨在本土語言言就繳了白卷(黃宣範149，2008：52)。從

1945 年至今，國語政策的推行可說是非常的成功。國語在臺灣成為日常生活主要

用語，不論在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專院校，主要的教育語言都是國

語。兩個時代的政治語言政策相較之下，日本時代統治 50 年後至國民政府接手

統治政權時，臺灣客語仍然客家族群在家庭中的主要溝通語言；而國民政府統治

之後，至今日客語存續卻已岌岌可危，客家族群面臨了客語消失的危機。 

  學者所關注到的問題，我們可由客委會研究從客家民眾的自我主觀感受來

看，有近四成八(47.6%)客家民眾認為在家庭或出門在外時說客語的機會都減少。

整體而言，有八成八客家民眾認為出門在外時說客語的機會減少，近六成認為在

                         

149
 黃宣範著：《語言、社會與族群語言》於 1993 年初版，2008 年新版五刷。書中談論的時間，

應是以 1993 年為基準。 



269 

 

家庭中說客語的機會減少。但是，調查發現，11 歲及以上客家民眾有 86.9%表示

會讓子女學習客語，客家民眾對子女學習客語期待的比例逐年增加，自 99 年的

81.7%逐年上升至今年的 86.9%，由此顯示客家民眾對未來子女學習客語的意願

非常高(客家委員會，2017)。但是，筆者在國小服務的學校中調查國小四年級約

160 位學生中，逐班口頭調查，有客家淵源的(父母任一方是客家人，或是祖父母

任一方是客家人)竟然只有 3 位，其中一位是印尼外籍配偶子女，母親在家鄉講

客家話，另兩位父親是客家鄉鎮出身，會講客家話。這三位小朋友都有相同的共

通點，一是家庭並未以客家語為溝通語言；二是都不會講客語；三是詢問家長，

是否願意讓孩子學習客語，都獲的肯定的答案。 

綜合以上，客家族群在重拾母語的道路上，一路來除了語言政策的問題，還

須面對客家族群自身對於語言認同的衝擊。108 課綱啟動在即，在臺灣基礎國小

教育中客語的教學又何去何從？為了能夠展望未來，首先要了解現階段臺灣客語

政策的發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將客語融入語文領域之中已 20 年。筆者在教育

現場看到的是客家族群在家庭中使用客語的比例卻仍然逐年下降，甚至在家庭中

已經沒有再使用客語溝通。因此，教學單位要思考如何強化國小本土語課程中的

客語教學的吸引力，提升學習客語的人數。若能再小學階段先奠定客語基礎能力，

從小將客語紮根，讓學童認識客語，未來 108 課綱全面實施，必然也能提高國中、

高中的青少年們學習客語的意願。 

教育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費德曼從社會心理與多種族多文化的社會觀點看學校教育的功能，他認為社

會文化控制直接與知識結構有關，且社會文對該知識的態度（如語言），表現在

學校的脈絡之中，學校分演一個文化機構的角色，透過學校課程的公共知識，控

制個澧知識的擴展，因此若個體要成為有教養（能讀能寫：literate）的公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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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需提供一個多元途徑的設計，並提供不同的語言觀點的呈現（Federman150，

1991；陳美如，2009：34）。 

然而，在學校教育中，多元選擇途徑及多語言的教育，通常需要極龐大的經

費，除經費之外，亦需要課程、教材、師資，及相關資源興支持系統的配合，在

社會邁向多元文化的過程中語言教育的實施通常備嘗艱辛，在有限的經費、人力、

物力情況下，更需要龐大的熱誠與耐心，而語言教育是一種「點滴的文化工程」，

在現代功利主義講求效率與實際的社會中，有少數人願意投身於語言文化教育的

行列，致使真正的多元文化社會遙遙無期；加上經濟因素也深深影響語言教育政

策，致使語言教育政策無法依據民眾的需求及其語言的特質，不斷在主流文化（語

言）與弱勢文化（語言）中擺盪，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 

客語教學落實困難 

 現行的母語或是鄉土教育政策，不一定有助於客家話的保存，反而有可能加

速客家話的消失(鍾榮富，2002：4-8)。為什麼這麼說呢？2002 年的研討會上，

鍾榮富以政策、教學和教材三方面的問題，提出對於客語教學政策擔憂的看法。

令人扼腕的是，時隔 17 年 2019年的今日，學者所提出的問題依舊存在，也難怪

客語流失至今日田地。筆者參考其意見並整理今日在教學現場所看到的實際情況，

說明如下： 

1.教學目標方面的問題：客語的教學目標以聽、說、讀、寫四個目標來教學，這

是很高難度的政策。聽、說能力的培養，尚能在國小階段進行能力的培養，但是

讀、寫能力，還有要學習陌生的客語用字，就連客語流暢的人士都很難達成了，

更不用說是我們國小的學生了。過去在教學現場，即遇到家長抱怨，這些本來應

該自然學習的母語，卻又變成另一個學習的壓力。因此，愛子心切的客家家長，

寧可犧牲母語學習，放棄客語文化的傳承，讓孩子去學英語、提升所謂的國際能

                         

150
 Federman, M.（1991）. Litera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issues in literacy and bilingual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Kennedy B. 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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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教學課程方面：由於客家人散居各地，除了苗栗、新竹、桃園幾個客家人族群

較多的地區以外。一般而言，在一所學校裡，客家人子弟人數不多，又分散在國

小一至六年級不同年齡層，導致學校排課困難，所以不會為這些客家子弟開課。

沒有開設客家語課程，除了使得學生失去學習機會之外，又由於母語課在國小是

必修，在沒有客語課程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這些客家籍學生反而得去上福佬語，

這不正好加速了客語的流失？ 

 關於上述 2 點亦同樣有其他學者有相同的看法。如：施正鋒(2004：117)在其

〈客家族群菁英認知中的福佬人：政策導向的分析〉一文中也談到： 

 就邏輯上來說，推動福佬化的復育，並不一定會威脅到客家話的保存。然

而，在實際的運作裡，合理的政策難免不會因為執行者的便宜行事，造成另類

的語言迫害。譬如說，在都會區、或是福佬人聚居的地方，學校可能考量人數

不足、或是客語師資不夠、缺乏教材，因而要求客家族群學生改選福佬話。 

學者的憂心並非無道理，筆者目前所服務的學校，的確沒有開設客語課程。

而今日客語已經列為法定國家語言，我們更由衷期許在 108 課綱實施後，義務教

育各個階段，客語教育都能夠在校園中落實。 

結語 

在國際化、全球化衝擊下，要改變獨尊英語和國語的僵化思考並不容易。許

多學生願意學習客家語，但是家長卻不願意孩子參加客語課程，原因竟是認為浪

費時間，還不如去學習英語、國語，這些屬於升學考試的科目。因此，如何提升

客語的教學價值，未來 108課綱在國中、高中實施時的重要問題。如何吸引青少

年階段的學子願意學習客語，是實施客語教學的的重要關鍵。 

客語教學必須風趣又不失內涵，必須輕鬆但具有涵養。客語教學者也必須

在師資培育機構，接受如同國語文、英語文的教材教法訓練。從了解教學理

論、教學心理學、語音學專業、文學欣賞，到編寫教案、進行試教，每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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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學習國語、英語領域的專業培訓方式。如此，才能訓練出不但具有豐富

客語知識，也有教學技巧、班級經營能力的客語教師。 

未來教師們要一起提升客語教學的技能，共同建構客語教學專業領域，集

合眾人之力翻轉一般人對於客語教學非專業語文教育的觀念。傳承客家語，除

了堅守客語教育的崗位外，也要一起監督各教學場域中，是否依法提供學生選

修客語的機會。客家語傳承不可再重蹈過去鄉土語時代、九年一貫課程時代的

覆轍，否則客語真的將如覆水難收，枉費了教育政策與法律保障所給予的舞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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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時代之客語教材教法 

 不論是日本時代或是今日的臺灣，客語均位居第二大臺灣語言族群，但是客

語使用的人口比例相較於閩南語，仍是少了很多。過去，除了為宣教而來的西方

傳教士學習客家語外，日本人學習客家語應該可算是臺灣客家語第一次以官方政

策規推動之下，成為外國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紀錄。客語雖然不是當代的強勢語言，

然而日本時代日本人學習客家語，也為臺灣客語留下歷史上彌足珍貴的資料。 

因此，日本時代的客語學習教材，在客家語文教育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

地位。藉由分析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可以協助我們了解日本人學習客語的方

法，以及了解其客語教材的內容，可提供做為今日編寫的參考。本章節採以對

比語言教學法為基調，分析日本時代客語教材的要點。 

第一節 日本時代初期的語言學家介紹 

日本領臺之初苦於與臺灣住民間地語言隔閡、溝通障礙，因此開始進行日語、

臺灣土語的語文教學。然而，如何才能學「會」一個語言呢？鍾榮富(2006：2-

5)提出：依據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的看法，世界上的語言雖然表面

上各具不同的語音、語法及其他結構，但是其核心語法(core grammar)其實是共

通的(universal)；想要學會語言，應具有該語言的語言知識(linguistic 

knowledge)或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鍾榮富說明，語言知識是指

一個人對某個語言所擁有的語法，那是對某個語言的本能，是語音、音韻、構詞、

句法及句義規律所組成的結構體，也是構成語感的主要基礎。例如：即使沒有上

過中文的文法課程，但是卻能清楚分辨一句話是否合乎中文語法，這就是具有語

言知識。或者是說，能掌握該語言發音的規則。舉例來說：像具有英文知識則會

了解英語音節的聲母不可以有兩個脣音，例如 mpell；或者是在英語音節的聲母

不可以有兩個齒齦音，例如 nlack。而語言能力指的是人們對於某個語言整個結

構規律地掌握，包括語音、音調、句法、構詞及語義等各種語法部分的綜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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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榮富，2006：2)。 

了解學習語言的基本要素後，筆者想探究的問題是：日本時代的臺灣土語教

材中的客語教材設計，是否具有這些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呢？以下，筆者以日本時

代編寫教材的相關學者伊澤修二、小川尚義、上田萬年為對象，希望能了解他們

如何應用語言學專業來編製臺灣土語教材或辭書。  

談到日本時代對於教材、辭書編纂具有影響力的人，第一個人應是 1895 年

來臺的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另一個就屬小川尚義了。除了這兩個人，以下

還介紹上田萬年、神津仙三郎兩位學者，原因是想讓讀者了解日本時代初期來臺

從事語言教材編纂的人士的背景，他們均是語言學的專業。這四個人，除了小川

尚義之外，其他三人都在日本明治時期出國到西方學習語言或是教育。；而上田

萬年一直在語言學領域耕耘，他是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言實驗室的第一任首席教

授，曾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主任之後，還擔任了神宮帝國大學（現為帝國大

學）的校長、東京帝國大學藝術與文學學院的系主任、更被譽為日本語言學之父，

兩人對於日本教育貢獻良多。由此，更能看出日本時代初期，對於臺灣語文教育

的重視。 

一、伊澤修二(1851-1917) 

對於伊澤修二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教育政策上。關於伊澤修二的教育政

策內容，本論文在第三章也做許多資料整理，在此不再重述。總括來說他是日本

時代臺灣語文教育規劃的創始人物，他所成立的芝山巖學堂可說是日本來臺推行

教育時，最早設置的語文實驗教學單位及語文教育研究單位。 

關於伊澤修二的生平簡介，以下以維基百科151，及參考洪惟仁 1994 年刊載

於中研院《臺灣史研究》的〈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2007年

發表於「臺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

                         

151
 見維基百科，7月 3日搜尋於：https://zh.wikipedia.org/wiki/伊澤修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伊澤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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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論文〈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以及 2009年刊載於《臺灣語文研究》

的〈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這也是個有趣的現象，語言學研究領域注重

的是長期耕耘的小川尚義，然而引領他至臺灣的伊澤修二自身的語言學專業，反

而必須依附小川尚義的相關文章中被介紹。不過，2009年黃幸素〈伊澤修二與小

川尚義的語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論述〉中，總算伊澤修二能與小川尚義在語言

學研究上處在對等的地位。以下分為漢學、師範教育、語言學、三個方面來介紹

伊澤修二。 

1.漢學方面 

了解漢學是伊澤修二的特色，也影響了他在編輯日臺語言對譯專書時，使用

漢字的態度。伊澤修二 11 歲時進入高遠藩藩校進德館就讀，嫻熟四書五經與和

漢歷史書。他是日本漢語學界第一個研究北京話的學者，曾以修改的假名符號正

確的標注北京話，1895年出版《日清字音鑑》，這是日本第一部北京話的標音韻

書，後來也修正作為假名拼音符號，他所用的符號也可以說是中國「國語注音符

號」的先驅；隨著總督府來臺後伊澤修二開始研究臺灣土語，編輯會話課本、臺

灣十五音、臺灣話字典等，並且對日本人官吏、教師進行臺語教育；臺灣話的假

名注音符號即以《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加以修改而成(洪惟仁，2009：34)。 

2.師範教育方面 

伊澤修二在 1895 年至 1897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當時他才 44 歲，

但是教育資歷已經非常豐富。1874年到 1890 年間擔任過愛知縣校長、東京師範

學校校長、東京盲啞學校校長。學習經歷上，他在 1876 年奉派赴美國考察師範

教育，進入麻薩諸塞州立橋水師範學校就學。伊澤修二自臺灣總督府辭官回到日

本後，繼續貢獻於教育。後來，他對於日本近代師範教育、音樂教育、聾啞教育、

口吃矯正等領域有重要貢獻。不過，不僅如此，他的語言著作也算是相當豐富。 

3.語言學方面 

伊澤修二是位學有專精的語言學專業研究者。1876 年，伊澤修二在美國隨

電話發明人貝爾學習「視話法」。1901 年(日明治 34 年)伊澤修二在日本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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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話法》一書。我們從他在語言學上面的學習研究，能了解為何他有能力在臺

灣研究臺灣語言。1909 年(日明治 42 年)8 月山形縣立中學(山形県立新荘中学

校)所出版的《錯誤的發音和假名》，其中參考資料中提到考伊澤修二的 3本著作

《視話法》、《音韻新論》、《東北發音矯正法》等書，伊澤修二的著作成為學校編

輯新書的參考書目，也足以證明伊澤修二的語言學專業。 

 

    圖 46 錯誤的發音和假名(誤り易き発音及仮名) 152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伊澤修二曾創國家教育社，主張國家主義教育，主張義務教育。1895年，日

本獲得臺灣新領土，伊澤修二以該社為名，發表《臺灣教育意見書》。該意見書

表示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最重要工作正是以免費的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日語，也

因為這份意見書受到樺山資紀的肯定，邀他來到臺灣推展教育。從這裡也可以看

出，伊澤修二來臺推動免費日語教育、給予學習者津貼的政策背景，他的目標是

希望推動義務教育。可惜，他的教育政策在動亂頻仍、經濟拮据的日本時代初期，

並無法受到重視。1897 年伊澤修二因學務部預算被刪減，學務部縮編改為學務

課，因此憤而離臺，但他所實施的日語教育，不僅成為臺灣日語教育界的濫觴，

同時也為日本海外日語教育開啓首頁(黃幸素，2009：89)。 

綜合以上，伊澤修二身為學務部的領導者，除了他所提出的決策具有影響力

                         

152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00223)，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2110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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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筆者認為大家更不能忽略的是他本身對於語言教育的專業背景。林慶勳研

究報告中亦認為有伊澤修二的付出，才能在日本時代初期出版這本《日臺小字典》

(林慶勳，2005：5)。伊澤修二因著他的專業以及他所擔任的職務，我們可以推

斷他自身的語言專業當然也會決定教材編輯的走向，引導學務部如何編寫臺灣人

學習日本語的教材以及日本人學習臺灣土語的教材，當然也包括日本人所編寫的

客語教材。筆者希望透過瞭解伊澤修二著作，進而分析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 

雖然探討日本時代臺灣語言研究的貢獻時，一般會先想到小川尚義，但其實

任用小川尚義為學務部課員的伊澤修二本身也是個語言學專家。國內對於伊澤修

二語言學相關的研究較少，筆者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論文題目及

關鍵字搜尋「伊澤修二」，只有 2009年劉虹汝碩士論文《日清字音鑑研究》的研

究是關於伊澤修二所做的研究，其他與伊澤修二有關的大多屬於教育史或教育政

策方面。本論文在此要以探討他的語言學著作，進而分析日治時代客語教材，亦

屬本研究創新挑戰的部分。至於，是否能證明伊澤修二對於臺灣日本時代初期臺

灣語編輯書的影響，還需更多研究投入。 

二、小川尚義(1869-1947) 

洪惟仁寫了許多篇關於小川尚義的介紹，其中有：〈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

語音研究之比較〉(1994)、〈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2009)；林慶勳〈日

據時期臺灣閩南語辭書所收詞彙研究之一—以《日臺小字典》為探討〉(2004)也

對小川尚義做詳細的介紹。筆者將之綜合整理關於小川尚義的生平及其貢獻，如

下： 

小川尚義 1895 年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畢業。「博言學」是語言學的舊

稱，日語現稱「言語學」。畢業論文指導教授是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上田萬年，

小川尚義可以說是上田先生的大弟子。1896 年小川尚義即將畢業那年春天，上

田萬年對小川尚義說：「今年七月你就要畢業了，要不要去臺灣看一看？臺灣學

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為了編臺灣語、番語的字典，招聘一名專攻語言學的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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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年 9月伊澤修二回到日本招考第二批講習員，同年 10月召見小川尚義，兩

人談起漢語音韻，十分投機，12月小川尚義便渡海來臺；1896年(日明治 29年)

受聘為學務部編纂課囑託153，便開始了他臺灣語(閩南語)的研究生涯，1911年至

1916年(日明治 44 年-日大正 5年)擔任編修課課長，直至 1936年才告老還鄉回

到日本(洪惟仁，1994：27；洪惟仁，2009：34；臺灣教育會編，1939：146-147；

許錫慶譯注，2010：62-63)。 

小川尚義也是日本時代對臺灣人日語教育、對日本人閩南語教育的領導者。

小川尚義一生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的編修官，主要的任務是編纂臺灣話(臺灣

閩南語)辭典，舉凡總督府所有辭典的編纂工作幾乎都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如《日

臺小字典》(1898)、《日臺大辭典》(1907)、《日臺小辭典》(1908)、《臺日大辭

典》(1931-32)、《臺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臺大辭典》(1938上卷)。小川

尚義任職總督府期間，除了總督府的職務之外又兼任國語學校教授、曾任臺北高

等商業學校校長。臺北帝國大學創校之後的 1930 年小川應聘為語言學教授，兼

任總督府囑託，時年已 62歲。在總督府的委託下，小川編輯了《排灣語集》(1930)、

《泰雅語集》(1931)、《阿美語集》(1933)。小川尚義在總督府時代已著手研究

臺灣南島語，應聘為臺北帝大教授之後，更潛心於南島語的調查與研究，任教期

間接受上山滿之進總督捐出各方贈送的退休餞別金，與淺井惠倫等合作進行南島

語的調查、研究，調查期間一年有半年在高山中渡過。1935年以臺北帝國大學言

語學研究室的名義發表《原語による 臺灣高砂族傳說集》，1936年獲學士院「恩

賜賞」；1936年春，小川告老還鄉，回松山市出淵町養老。歸老後的小川仍為 1938

年出版的《新訂日臺大辭典》校對，並繼續進行南島語研究，發表了五篇傑出論

文。1947 年 10月 21 日小川在故鄉的松山市逝世，享年 79 歲。 

                         

153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編纂事務囑托ノ件」（1896 年 10月 24 日），〈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進

退第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11075。2020 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11075&t=S&v=0233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11075&t=S&v=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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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尚義在臺期間，幾乎都在學務部編纂圖書、字典，由於他待在臺灣的時

間很長，因此更可以看出他對臺灣語言教育的影響力。1900 年(日明治 33 年)7

月 4日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圖書審査規程(府報彙報)發布，本規程主要為審查公

學校的圖書，當時小川尚義也奉命擔任審查委員之一。自圖書審查規程頒布後，

學校教科書也採用民間編輯版本，因此產生教科書檢定的需求。在 1901 年(日明

治 34年)5月 1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編修職員官制(敕令第 83號)編輯教科書，

同年 5 月 18 日小川尚義奉命擔任編修官，直到 1909 年(日明治 42 年)5 月 4 日

總督府官制條文(敕令救 127 號)修正廢止；1910 年(日明治 43 年)擔任學務課

長；1911年(日明治 44年)擔任編修課長直至 1916年(日大正 5年)(臺灣教育會

編，1939：62-63、146-147；許錫慶譯注，2010：26-27、62-63)。 

他的職務與當時的學校教育，有著密切不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在教科書編纂

方面；擁有語言學背景的他，對於當時的日語教育，更無法置之不理。除了積極

參與討論研究外，對於教科書的表記方式更有他獨特的見解。小川尚義對於臺語

標音的看法，與伊澤修二注重漢字的態度大相逕庭。 

根據黃幸素的研究，小川尚義認為於文字只不過是語言的工具，文字的使用

須考慮其效率，而漢字是不符合其經濟效益的；他認為只要用日語的五十音假名

的一部分，及「タ」行「サ」行的符號字、「出氣音符號・」、「八聲符號」等僅

六十幾個符號，即可以表達臺灣語的全部，特別是臺灣閩南語在書寫時，經常很

難找到適當的漢字，用漢字來記述臺灣語，比起用假名記音更加困難耗時(黃幸

素，2009：94)。日語教育界頗為人知的山口喜一郎，在他的《日語敎授原論》

(新紀元社 1943年)裡，提到公學校教科書《臺灣教科用書國語讀本》1至 12卷，

及其會話教科書《國民讀本參照 國語科話方教材》1至 6卷，其中所採用的假

名表記即為小川所提倡的(黃幸素，2009：89-90)。 

在伊澤修二、上田萬年離臺後，只有小川尚義長期留在臺灣並投入臺灣語言

研究。他假名記音的看法後來也影響了日語教科書的編輯，對於當時的日語教材

編寫，小川尚義具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可說是在臺灣語言研究的翹楚，日方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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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權威更非他莫數。 

三、上田萬年(1867-1937) 

上田萬年(1867-1937)，1890年奉派到德國柏林大學、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

學，1894 年 6 月回國，7 月為文科大學教授，教授語言學。1896 年(日明治 29

年)受聘為臺灣總督府編輯事務囑託154(洪惟仁，1994：27)。他曾擔任小川尚義的

指導教授也是由於他的介紹引薦，開啟了小川尚義來到臺灣，一生從事臺灣語研

究的起點。1898年與小川尚義合編出版《日臺小字典》，這是第一部日臺語言轉

譯的著作。上田萬年本身就是研究語言學，除了到國外留學學習外語的經驗之外，

還受到有語言學理論的洗禮。因此，來臺編寫教材必然也將他的專業及經驗融入，

因此也將之在此作介紹。 

四、神津仙三郎(1852-1897) 

神津仙三郎
155
曾留學美國阿爾巴尼州立師範學校，1878年回國任師範學校教

授，1896 年(日明治 29 年)4 月 16 日來到臺灣擔任學務部囑託，後來在 1896 年

(日明治 29 年)12 月 28 日升任課長。任內即開始積極進行臺語研究，曾翻譯馬

約翰的《英廈辭典》，準備編纂日臺對照辭典，可惜 1897 年(日明治 30 年)因病

逝世，後來編纂字典的任務從此就由小川尚義接棒(臺灣教育會編，1939：142；

洪惟仁，2009：35；許錫慶譯注，2010：61)。神津仙三郎是伊澤修二任內的編

纂課課長，也是小川尚義來臺時的直屬長官。在語言能力方面，他留學美國師範

學校的經歷，代表他應該也具有學習外語的經驗、具備外語能力。那麼在編輯教

                         

154
 資料來源，「神津仙三郎外四名編輯事務及學生監督事務囑托ノ件」（1896年 04月 16 日），

〈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之一〉，《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0102068。內容包括：神津仙三郎、上田万年、鳥居忱、石川倉次、伊笠硯哉編輯事務及學

生監督事務囑託。2020 年 7月 3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4058fIfl=hM#uUz2 

155
 同上註。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4058fIfl=hM#uU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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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的時候，對於日臺語言教材採用對譯方式編列，應該也受到外語學習的經驗

影響。 

五、結語 

探討日本時代的語言教育，以上四位可說是日本時代初到臺灣，為日本設計

臺灣語言拼讀符號的功臣。當然，伊澤修二和小川尚義更是帶領日臺教材走向的

關鍵人物。前者是臺灣日語教育的擘畫者，後者是臺灣語言研究第一人，他們都

致力於臺灣語文教育，兩人對於後來臺灣土語教材編寫的方式，都有深遠的影響。

伊澤修二擔任學務部長時，語言教材編寫的方式勢必以他的想法為主，當他離臺

後，繼續在臺灣服務的小川尚義必然起而代之。 

身為學務部長的伊澤休二與在學務部擔任編纂要職的小川尚義，二人均全心

投入在日語和臺灣語言的研究上。在日本時代初期共同面臨：「如何普及日語」、

「推廣日語教育」，以利日本殖民政策順利推展的問題。為了普及日語教育，讓

日臺雙方溝通無礙，兩人的日語教育皆著重聽與說的訓練；雖然教育目標相同，

但從教科書的假名及臺灣語文字上的使用，可看出兩人對於語言兩大要素「聲音」

與「文字」之看法有所不同(黃幸素，2009：95)。 

領臺初期，伊澤修二貴為臺灣總督首任學務部長，他對於臺灣這塊殖民地也

有屬於他自己的教育理想，為了顧及中央與殖民地的連繫，他選擇聽寫一致的表

音假名教學，也將言文不一致的表記方法帶入當時的日語教育。而在臺語的意思

表述方面，雖然伊澤來臺後，編纂《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以假名作為臺語

發音的表記方式；但是從教科書的文字使用來看，伊澤對於意思表述仍然選擇了

倚靠漢字而非假名(黃幸素，2009：95)。 

反觀小川，認為文字只不過是語言的工具，它的功用在於忠實地呈現聲音。

因此只要能將聲音表出的文字符號，都可以記述任何語言。所以在強調聽與說能

力培養的初級階段，他主張排斥使用舊假名，強調假名的表音特質，將假名表示

方式修改為更具系統化與合理化，即小川自稱的「記音假字法」。他認為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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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音表記法，不僅可提高日語學習效果，更是臺日溝通的最佳媒介。從這些文字

的選用來看，小川比伊澤更徹底貫徹表音文字，語言是藉由聲音傳達之語言觀(黃

幸素，2009：95-96)。 

根據 2009 年黃幸素〈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的語言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論

述〉一文，兩人對於是否使用漢字以及假名記音的方式看法不一。筆者認為，較

年長的伊澤修二本身為師範教育專業，具有國族意識，因此希望在自己的規劃下，

臺灣能夠與日本內地的日語教育相同，希望臺灣人民不僅學習日語，其所學習的

日語也能與日本國內相通。又因為伊澤修二自幼即學習漢文，所以他對漢文的掌

握，能應用於編寫臺灣語(閩南語、客語)語言教材。而小川尚義在 1896 年是個

甫從學院畢業的年輕學子，懷抱語言研究的創見與理想，因此在編寫語言教材時，

傾向於以如何有效精準的學會語言為目標。以今日筆者角度來看，兩人對於日臺

語言教育的貢獻不分軒輊，指是因自身專長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學習策略。 

對本研究而言，由於日本時代語言教材教法的研究集中在日語教材和閩南語

方面。因此，筆者希望透過學者們對伊澤修二和小川尚義兩人的分析，除了蒐集

學者們的分析方法，也建構以對比語言教學法對日本時代客語教材分析架構，並

應用於本論文關於日本時代客家語教材教法的研究中。 

第二節日本時代臺灣客家語教材介紹 

從上節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日本時代初期已具有完整的臺灣閩南語語言研

究架構。當時日領臺初期面對語言隔閡的問題，為建立急需溝通的橋樑，因此對

於臺灣語言對譯的研究，採以語言人口數較多的臺灣閩南語為主。那麼，對於臺

灣客家語，日本時代是不是也像對臺灣閩南語那樣的熱衷研究？是否也有關於臺

灣客家語的「發音對照表」、「專用辭書」？ 

丁邦新(1980：67)客家居民大多分布在臺北彰化之間，語言大致分為四縣腔

和海陸腔，兩種方言間的聲、韻母差異有限，但是聲調差異較大；在桃園、新竹、

苗栗等地說兩種話的聚居雜處，地理上沒有明顯的界線；大致而言桃園縣的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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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龍潭等地多四縣腔，關西、新屋、楊梅等鄉鎮說海陸腔，而先竹縣說海陸

腔的比四縣腔的稍多，新竹還有一部份說饒平話的，苗栗縣通行的是四縣腔(今

日稱北四縣)，高雄美濃也說四縣腔(今日已分為南四縣)。 

一般人對於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認識較少，有些教材也取得不易。以下是筆

者研讀資料時所收集到的客語教材名稱，依出版年整理作簡略介紹。 

一、〈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1900 年) 

《臺灣土語叢誌》為 1899 年(明治 32 年)12 月創刊之期刊。野田岳陽所編寫

的〈廣東語〉156連載於《臺灣土語叢誌》期刊第 6、7、8 號。《臺灣土語叢誌》期

刊中所刊載〈廣東語〉是目前所見統治時期日本人學習客家話最早的資料。是保

存客語語言以及文化的第一手資料之一，更是非常珍貴的資料(羅濟立，2006：87)。 

二、《臺灣語通譯教程》(1901 年出版) 

《臺灣語通譯教程》1901年(明治 34年)3月 30日出版，是針對臺灣土語的

所編寫的學習手冊，本書內容總共有 305頁。由緒言可知，本書是由憲兵少尉林

康義整理陸軍憲兵一等軍曹池原文明的資料，以及半田敏男所整理之臺灣憲兵隊

本部藏版之臺灣土語入門的資料，將之重編而成，並由憲兵司令部出版。 

三、《廣東語會話篇》(1915年出版) 

《廣東語會話篇》，1915年(大正 4年)8 月 10日出版，作者是桃園廳警部中

壢支廳長志波吉太郎，由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四、《廣東語集成》(1917 年出版) 

《廣東語集成》1917 年(大正 6 年)出版，作者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師

劉克明，由臺北新高堂書店發行，本書為日治初期第一本由臺灣人所編寫的臺灣

客家話的教材。 

                         

156
 《臺灣土語叢志》，專欄名稱：「會話俱樂部」〈廣東語〉，臺北：博文堂出版。資料來源：日

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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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明，號篁村，新竹人，父親劉廷璧到北郭園授課時，他也在北郭園學習

漢學。進入日本時代，劉克明 12 歲的時候，1987 年(日明治 30 年)進入新竹國

語傳習所就讀，1900 年(日明治 33 年)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後來該校並併入

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明治 36 年(1903 年)劉克明以第一名畢業。畢業後任

職於臺灣總督府下設置的學校擔任教師(吳鈺瑾，2015：16)。 

劉克明是利用假名表記法教授師範學校閩南語的臺籍教師第一人。他在 1916

年(大正 5 年)出版《國語對譯臺語大成》，該書被報紙評為「自發行以來，不論內

地人士及本島人士，爭先購買讀。」他是第一代諳熟日語地方菁英，1903 年(明

治 36 年)畢業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在該校附屬公學校任教幾年後，升任國語學

校助教授。據說他是苗栗人，但是出生後就在臺北成長，並在臺北受教育、工作，

並且活耀於臺北的日本人及臺灣人文化圈劉克明並未受過系統性的語言訓練，但

是從他的經歷中，可以明顯看出近代語言學的影響。 

五、《臺日新辭書》
157
(1931 年) 

1931 年(昭和 6 年)7月 10日出版，作者是東方孝義，由臺灣警察協會發行，

總共 1386 頁。本書分為三章，第一章：臺灣ニ於ケル言語；第二章支那ニ於ケ

ル言語；第三章臺灣ニ於ケル支那語。其中第三章還分四小節，第一節：客人語；

第二節：南部福建語；第三節：南部福建語ノ方言；第四節：讀書音ト俗音。書

本章節排序採用日文字母的順序，在記音方面，採用普通羅馬字歐洲發音，並在

漢字旁標註不同腔調的標音，不過沒有聲調符號，但有加入探討讀書音和俗音的

章節。本書附錄〈國語引臺灣語〉，為日文假名加漢字與臺灣語(閩南語、客語)

的對照，並在臺灣語漢字旁加注假名記音。 

 在辭書第一章〈臺灣ニ於ケル言語〉中也提到當時臺灣語言人口調查的數據，

調查結果原文如下(東方孝義，1931：2-3)： 

                         

157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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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臺灣ニ行ハルル所ノ語言ハ、通例之ラ大別シテ漳州語、泉州語、(即

チ南部福建語)，客人語(廣東語トモ云フ)及ビ番語ノ四種トス、此內漳州語、

泉州語、客人語ノ三種ハ支那語族ニ屬シ番語ハ南洋語即チ「マレイ、ポリネ

シヤ」語系ニ屬ス、而シラ番語ハ便宜上之ヲ熟番語、生番語ノ二種ニ區別ス

ルコトヲ得ベシ、又上記以外ノ支那語及ビ日本語ノ行ハルル範圍少シト七

ズ、今左ニ現今之等ノ言語ヲ使用七ル人員ノ大略ヲ揭ゲン。 

一  日本語         約十九萬人 

二  支那語 

   1 南部福建語 

     ア   漳州語   約百三十二萬人 

     イ   泉州語   約百六十八萬人 

   2 客人語        約五十九萬人 

   3 其他ノ支那語  約三萬人 

三  番語 

  1 熟番語         約五萬人 

  2 生番語         約十三萬人 

 根據調查結果，作者談到臺灣本島使用的語言，最多的是南部福建話(閩南

話)和客人語(客話)，且在書中略述了客家人在臺灣的分布地區。這些歷史紀錄，

也成了本辭書除了語音記錄之外另一個珍貴的參考資料。 

六、《警友》雜誌(1923 年創立~1942年 9 月廢刊) 

《警友》雜誌是日治時期新竹州警察部發行的雜誌。創刊於 1923 年，以統

治策略發展來看，是屬於同化時期(1919~1936)的產品。目前國立中央圖書館分

館所藏期數最早是 1925年(大正 14年)第 10號零星資料，其他有 1935 年的 147

號至 1941 年的 215 號。雜誌主要刊載有「廣東族研究」以及「講義資料 廣東語

研究」兩種連載之專欄(羅濟立，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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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廣東語辭典》(1932 年) 

 臺灣總督府編印，共計 1554 頁，以日語和客語對照編寫，並採用日語假名

發音的順序檢索，收錄日語 2 萬 5 千語。其標音腔調有兩種說法。吳守禮(1997：

186)認為：本辭典譯語及譯音均採用通行於北部所謂「四縣語」中之饒平系語。

洪惟仁(1996：376-382)則認為：本書有例句的不多，大約佔十五分之一，其餘都

只有單詞譯語。客語對譯逐字注音，語音採四縣的鎮平縣方音為標準。彭馨平

(2011：10)考據之後認為洪惟仁的說法較為可信。 

 關於吳守禮對於四縣腔客語在臺灣分布的說明，可見他在後方寫四縣市包

含饒平，應該是排版打字的筆誤。吳守禮不可能認為四縣腔有包含饒平，應該

是鎮平。 

    《廣東語辭典），應是日本時代唯一的體例較完整的課語字典，由臺灣總督

府編纂，用漢字書寫，客語解釋，假名拼音，稱之為客日字典似無不妥。 

八、《廣東語の手引》(1933年) 

 1933 年菅向榮著，初連載於「語苑」雜誌，之後重新編寫為單行本：《標準

廣東語典附臺灣俚諺集，重要單語集》。本書採用客語四縣腔，在書中音調篇的

第一章提到：「通行於本島之廣東語有：四縣、海陸、饒平、永定等語，而四縣

最近標準，且通行最廣，故本書採用為標準音。」作者在書中所用的假名符號，

大致沿用其恩師劉克明的《廣東語集成》，其所收錄的諺語大多是苗栗地方所流

傳(彭馨平，2011：10)。 

1933 年(日昭和 8 年)菅向榮158所編著的《標準廣東語典附臺灣俚諺集，重要

                         

158
 菅向榮(徐向榮)：1989 年(日明治 31 年)出生，本籍愛媛縣，東京高師畢業。曾任臺灣耐火工

業株式會社社長、臺北師範教鞭、臺北第二師範教鞭、支那事變、陸軍囑託、廣東治安維持會

顧問及民政處顧問、從七位、功六級。資料來源：臺灣人物誌，2020 年 7 月 25 日搜尋於：

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8%8F%85%E5%90%91%E6%A6%AE&g

o.x=27&go.y=10 

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8%8F%85%E5%90%91%E6%A6%AE&go.x=27&go.y=10
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8%8F%85%E5%90%91%E6%A6%AE&go.x=27&go.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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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語集》是臺灣警察協會出版的客語辭典，旨在做為警察處理日常事務之參考，

是一本重要的文獻。其內容分三篇，第一篇教授客語之音調；第二篇教授發音法、

語法、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助動詞、敬語、接續詞、感動詞、祝詞等；

第三篇教授日用會話。 

九、《廣東語の研究》(1933年) 

 1933 年出版，由警察官練習所廣東語特科畢業生河野豋喜壽所著。他是菅向

榮的學生，根據自己擔任多年廣東語教學的經驗，參考菅向榮《廣東語の手引》

等著作編寫完成。全書分為四章，關於客語文白讀在聲調方面的不同提出了說明。

本書的編排與《廣東語集成》相近，不過所使用的假名符號有些不同。在語法解

說上比《廣東語集成》詳細，所舉會話多注重在警民之間的對話練習，尤其是加

強警察對於政令之宣導(彭馨平，2011：10-11)。 

第三節 日本時代初期臺灣語拼音教材分析 

日本時代初期，來到臺灣學習臺灣語，此時必須有一套拼音系統，當時伊澤

修二以自己語言學的專業，帶領學務部編纂一套假名拼音，最後演進成為日後日

語和臺灣語之間學習的發音工具。筆者嘗試就伊澤修二和小川尚義二人在日本時

代初期所出版的語言學相關著作，對照今日語言學理論及語言學習方法，分析日

本時代編寫臺灣土語的教材教法理論架構。希望整理出這些理論架構，作為分析

日本時代臺灣客家語教材教法的依據。 

伊澤修二在 1895 年至 1897 年(日明治 28 年-日明治 30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

學務部長，在 1898 年(日明治 31年)亦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顧問159。因此他的影

                         

159
 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學務顧問伊澤修二御用濟ニ付顧問ヲ解ク」

（1898年 06月 27日），〈明治三十一年甲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三卷〉，典藏號：

00000334011。2020年 7月 3 日查詢於：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334011&t=C&v=0002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334011&t=C&v=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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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可以 1895 年之前的著作到 1898 年間的著作為分析對象。小川尚義 1896

年來臺後，一直擔任編纂教材、審查教材及臺灣語言的研究工作，直到 1936 年

才告老還鄉，他編寫教材方式，必然也將成為其他教材的典範。 

以下分析日本時代初期伊澤修二在擔任學務部部長、顧問期間的著作，以及

對臺灣語言研究貢獻良多的小川尚義來臺後的第一部著作《日臺小字典》，希望

能抽絲剝繭，進一步了解日本時代初期為了學習臺灣語言，所發展的假名拼音，

應用於臺灣語教材的情形。 

一、《日清字音鑑》(1895 年) 

雖然論及日本時代的語言教學時，較少研究提及《日清字音鑑》，最多提及

《日清字音鑑》是日本人與清國接觸時，學習北京語言的發音參考書。會讓人注

意到它，主要原因可能是：當時臺灣閩南語的假名注音符號即以《日清字音鑑》

的假名符號加以修改而成(洪惟仁，2009：34)。但是，在國府種武《台湾に於け

る国語教育の展開》附錄〈臺灣國語教授年表〉中，特別紀錄閱讀 1895年(日明

治 28年)6月 8日出版的《日清字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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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日清字音鑑封面 

 

圖 48 日清字音鑑版權頁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160(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1895 年(日明治 28年)出版的《日清字音鑑》是伊澤修二與大矢透合著而

成。根據《日清字音鑑》版權頁，1895年(日明治 28年)6月 5日印刷、6月 8

日發行，伊澤修二 1895年(日明治 28年)6 月 7日從日本出發來臺灣，《日清字

音鑑》1895年(日明治 28年)6月 8日在日本發行。是否是因為伊澤修二即將就

任臺灣學務部，因此在出國前將自己的著作送印。不過，我們可以在這本小書

的發行紀錄，推測伊澤修二來臺之前即對清國語言以語音學的方式進行研究。

而他處理清國語言和日語對譯的方式，必然將成為他來到臺灣之後處理相關語

言對譯的參考。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00223)，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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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日清字音鑑》161序文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在日清字音鑑的序文中，伊澤修二提到《日清字音鑑》，請當時清國人中國

語教師張滋昉162協助校正。他在序文中表述他採用日本假名拼音的方式，及羅

馬拼音字外，還特別強調融入「視話法163」的生理語音學原理(原文：生理言理

學即チ視話法ノ原理)。「視話法」是什麼？如何融入《日清字音鑑》中？以下

就 1901 年(日明治 34年)伊澤修二所著《視話法》作簡略介紹，以進一步了解

他如何應用。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00223)，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162
 見日語版維基百科(フリー百科事典)：張滋昉（ちょう じほう，Zhāng Zīfǎng，(1839

年（道光 19 年）11 月–1900 年(光緒 26 年)11 月 21日）は明治時代の中国語教師。 

163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20年 7月 2 日搜尋於：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視語言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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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話法」(しわほう、英語：Visible Speech164；維基百科)又稱「可視語

言」：是英國語言學家亞歷山大‧麥維爾‧貝爾於 1867年發明的一套語音符號，

他出版《Visible Speech: the Science of Universal Alphabetics, Or, Self-

interpreting Physiological Letters, for the Writing of All Languages 

in One Alphabet. Illustrated by Tables, Diagrams, and Examples》165(《可

視語言：通用字母研究》)，這套系統用來表示發音器官在發音時的位置。這套

系統是由表示喉、舌、唇在發音時的位置和移動方式的符號所組成的，也是一種

標音方式。這套系統曾用來幫助聾人學習說話。伊澤修二到美國的時候，就是跟

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學習這套符號。後來伊澤修二自己也出版了

《視話法》一書。 

 

圖 50 《視話法》166封面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164
 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是可視語言及口語教學法在美國的強力倡議者。資料來源維基百

科，2020年 7月 2日搜尋於：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視語言 

165
 資料來源，Google 線上電子書，2020年 7月 5日搜尋於：

https://play.google.com/books/reader?id=EGwKAAAAIAAJ&hl=zh_TW&pg=GBS.PP1 

166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926164)，單頁 JPEG圖

檔輸出，《視話法》一書下載網址均相同，故其他圖檔不再重複註腳說明。2020年 6月 28日搜

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27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視語言
https://play.google.com/books/reader?id=EGwKAAAAIAAJ&hl=zh_TW&pg=GBS.PP1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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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視話法》目次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圖 52 《視話法》內頁說明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視話法」在《日清字音鑑》的應用，代表伊澤修二已將生理語言學帶入漢

語語言研究中，他利用圖解的方式，協助學習者了解發音位置。從他的著作中可

看到詳細分析子音、母音的分類、發音的位置與方法，還有聲調的變化，他的確

是位具有專業的語言學背景的學者。伊澤修二接受「視話法」的訓練，成為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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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矯正發音教育上的理論依據，他不僅將之應用於英語學習、口吃矯正，還

應用在日後編寫中日語音對照的學習教材上(劉虹汝，2009：7)。因此我們更有

理由推測，伊澤修二來到臺灣擔任學部長時，他親力親為教授日語、學習臺灣語、

編寫日臺語言教材時，必定也融合了視話法專業方式和理論基礎。1906 年(日明

治 39年)9月出版《視話應用音韻新論》在第一章談到他在臺灣教日本人學習臺

灣語、教臺灣人學習日語時，也有用到視話法的精神(伊澤修二，1906：16)。 

 

    圖 53 《視話應用音韻新論》167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除了《日清字音鑑》，伊澤修二離臺回到日本後又陸續出版《清國官話韻鏡

音字解説書：視話應用》(1901年，日明治 34年)、《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説書》

(1904年，日明治 37年 9月)、《清國官話韻鏡：視話應用增訂再版》(1905年，

日明治 38年)等著作。於此，我們可以瞭解伊澤修二持續投入漢語研究，並具有

漢語語言專業。國內對於《日清字音鑑》研究論文，僅有 2009 年劉虹汝碩士論

文《日清字音鑑研究》。 

                         

167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494357)，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7月 6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1746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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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出版的《日清字音鑑》以日語五十音168「ア」「カ」「ガ」「サ」

「ザ」「タ」「ダ」「ナ」「ハ」「バ」「マ」「ヤ」「ラ」……順序標音(如下圖)。 

  

圖 54 《日清字音鑑》169索引目錄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日清字音鑑》存在兩組假名符號，一是唐代日本遣唐使傳入日本的漢字標

音假名，一是伊澤修二改良的假名符號；主要為採漢字發音對照，其中還加上聲

調符號做注記；其中舊假名供日本人查漢字，伊澤修二改良假名供日本人讀出漢

字的支那語發音，並以威妥瑪170式拼音並列參照，而威妥瑪式記音記音符號則提

供對照，以便能更準確讀出漢字發音(劉虹汝，2009：3-4)。 

                         

168
 日語的字母稱為假名(かな)，有平假名(ひらがな)和片假名(カタカナ)兩種。平假名和片假

名是一一對應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是是 1種讀音的 2種寫法,「假」即「借」，「名」即「字」。

指借用漢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義，所以稱為「假名」。 

169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00223)，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170
 威妥瑪：習慣稱作威妥瑪或威式拼音、韋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在英文中用羅馬拼音

於拼寫中文官話讀音的音譯系統，發明後主要用於拼寫現代標準漢語。此系統由 19 世紀中葉時

英國人威妥瑪建立，在翟理斯的漢英字典(1892 年)完成。維基百科，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

於：https://zh.wikipedia.org/wiki/威妥瑪拼音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威妥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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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日清字音鑑》頁 1 

 

圖 56《日清字音鑑》頁 1(局部)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171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觀察圖 8《日清字音鑑》以表格方式排列，右邊第一欄是依照聲調上平、下

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由上而下。最上方依照五十音由左而右排序。觀察圖

9，每個音所對應的漢字寫在中央，漢字右側對應片假名，漢字左側對應羅馬字

母拼音。根據劉虹汝的研究： 

《日清字音鑑》吸收傳統等韻圖的編排方式，橫向四大列表四聲調：上平、

下平、上聲、去聲，其中上平、去聲皆在聲符旁加上直槓的強調符號，例：

「チィア」表示，兩者橫列不同不會混淆；下平聲強調符號標在最後一個韻

母符號旁，例：「チィア」；上聲則在韻符最後標上符號，例：「ヤァ」。此四

聲已經和現在的國語合流(劉虹汝，2009：8)。 

伊澤修二認為《日清字音鑑》最大的特點，在於利用他獨創的視話法，加上

附加的記號、符號、合併字，呈現出一套易懂易學的標音符號來學習清國官話，

此外還應用了當時新穎的威妥瑪標音符號根據劉虹汝的研究，舉例說明如下(劉

虹汝，2009：9)： 

「。」標在「ハ」行字左上方，代表軟顎顫動，如「。ハァ〔xa〕」 

                         

171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00223)，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69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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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シ」之左方，代表其音前出氣，如「。シィ〔ɕi〕」 

「ツ」表舌尖音〔ts〕，後加一點表送氣音「ツ·」為〔ts‘  〕 

日本初領臺灣時，原本以為臺灣既為清國屬地，語言方面應該可以透過清國

語(北京語)溝通，但是來臺之後才發現臺灣有不同漢語族群、原住民語族群，清

國語在此地並不通行。伊澤修二來臺同時出版《日清字音鑑》，推測應該是希望

能協助來臺的日本人應用清語溝通，可惜到了臺灣沒有發揮用處。不過，根據洪

惟仁的敘述，伊澤修二修改《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成為推動臺灣土語教材研

究的工具。這又讓我們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本內含 89 頁的小書，也不得不說，來

到臺灣後，發現要面對的是教日人臺灣語，教臺人日語的局勢時，伊澤修二也展

現了因地制宜的語言專業，將《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改良使用之。 

伊澤修二一直將漢字視為日、清語言之間的共通元素，即使他的著作中，採

用西方拼音做為發音輔助，並創製新的假名拼音符號。但是，他還是將漢字作為

理解的中介符號。而後來創作的《日臺小字典》也延續伊澤修二對於漢字的注重。

也因此，今日筆者可以在時隔百年以後，雖然無法閱讀172當時的假名文字，但依

然可以透過漢字來推論當時的語義。這些要歸功於伊澤修二對於漢字的重視與堅

持使用漢字為語言中介橋梁的態度。「漢字」，也成為今日筆者與日本時代相互理

解的橋樑。 

伊澤修二 1895 年《日清字音鑑》採用雙語拚注漢文的方法。以漢字作為語

言中介的橋梁，搭配語音拚注一直是伊澤修二採用的方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採

用日、西、中合併的對比方式。領臺之初伊澤修二所以保留漢文教育，相信也是

為了在統治臺灣初期日臺人彼此溝通之便。當然，伊澤修二自幼學習漢文，能夠

掌握漢字的意義，因此對漢字的包容與應用自然高於其他日本學者。 

                         

172
 筆者外甥女日文等級為 N2，透過她輾轉請教學校來臺教授日本語的日本人高橋老師閱讀，臺

灣教育會雜誌第 27 號〈後藤長官の訓示〉、野田岳陽的《廣東語》，外甥女及高橋老師也無法理

解翻譯當時的日語，可知古今日語變化的差異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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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伊原大策(2013：77)的研究指出，礙於語言溝通的障礙，日本人當時

沒有可資參考的臺灣土語教材，也只好仿效既有的北京話教本做為雛形來編輯臺

語教本。身為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既然自己來臺之前就已經完成《日清音鑑》，

創製新的假名拼音符號，並利用漢語做為兩種語言的橋梁。那麼，當他學習臺灣

土語、引領學務部編寫日臺語言教材時，必然會採用他自己保留漢字，搭配日本

假名拚注的方式。 

綜合以上，伊澤修二的《日清字音鑑》的內容，可分為編排方式、漢字使用

及雙語應用、語音理論基礎四方面： 

1.以語音為經，以聲調為緯：由右而左按照五十音順序排列；同音漢字同行，並

依四聲由上而下排列。因此，使用者只要找到日語五十音就能對應的漢字發音，

那麼就可以再搭配聲調對應到漢字。 

2.漢字使用：以漢字為識別，識字讀音學習語言。 

3.雙語應用：日語對應漢字發音，畢竟還是有些不同。因此，搭配羅馬拼音協助

提音準校正。 

4.運用語音學：應用生理語音學的方式，以發音位置協助學習語言。 

 《日清字音鑑》可說是伊澤修二在語言學專業的代表，雖然後來並不實用，

但是其內在使用的編寫架構，成為後來也應用於臺灣語言教材。因此，也能提供

給研究者做為日本時代客語教材分析的參考。 

二、《臺灣十五音及字母》系列(1896-1901)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173(今已不傳)是伊澤修二所編纂，其中所使用的字

母符號也是他創製的；後來陸續修改訂正又出版了《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

八聲符號》(1896)和《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成為當時官方標準的臺

灣閩南語音標。小川尚義於 1901 年由學務課出版了《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

                         

173
 訂正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 八聲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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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對伊澤部長設計的臺語假名符號進行了一些修訂。從此以後，總督府出版

的所有辭典以及官方、民間出版的臺灣語教科書都採用這套系統。小川尚義可說

是最後訂定臺灣閩南語假名音標的人(洪惟仁，2009：37)。這套系統後來成為日

本客語教材中，客語拼音所採用的符號。 

日本時代為了解決臺灣語(閩南語、客語)的學習，首先必須制定一套標音系

統。因此，一開始便致力於「十五音字及字母表」的研究，並陸續修正出版了臺

灣十五音及字母表手冊。在此，筆者稱之為「臺灣十五音系列教材」。本論文主

要目的要了解日本人採用假名拼音方案後又如何編寫教材，而這系列的教材也能

讓我們了解，日本學務部內專業的語言學專家們如何企圖解決學習臺灣語言的問

題。他們為了協助日本人學習臺灣語，而發展出這一套能夠使用在臺灣語言的拼

音方案。日本時代初期採取假名語音拼注、漢字輔助的方式學習臺灣閩南語，後

續也影響日本時代臺灣客語相關教材的編寫。日本時代的臺灣閩南語、臺灣客家

語教材中，都可看到使用假名拼音和八聲符號的情形，筆者更可大膽推測伊澤修

二、小川尚義、上田萬年和神津仙三郎，他們在研究臺灣語言的時候，必定希望

能發展一套日語的專屬拼音系統，像西方傳教士使用羅馬拼音一樣，可以適用在

所有的臺灣語言上。 

臺灣總督府出版「臺灣十五音」系列教材，前後經過幾次修改。1997年吳守

禮《福客方言綜誌》〈臺灣十五音〉(吳守禮，1997：94-95)做了詳細說明，筆者

參照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資料庫之相關資

料，將之增補整理如下： 

(一)《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174(1896) 

1896 年(日明治 28年)12月 17日《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完稿，隔天(12月

18日)土語講習所開始授課(臺灣教育會編175，1939：2；許錫慶譯註，2010：500)。

                         

174
 目前無法搜尋到原文檔案。 

175
 見《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年表〉隨書附錄共 p.1-p.71，此資料在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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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仿效清代閩南通俗韻書「十五音」，是伊澤修二在 1896

年(日明治 28年)所編纂，其中所使用的字母符號也是他創製的(吳守禮，1997：

95)。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製作的背景，可溯及 1896年(日明治 28年)7月 16

日伊澤修二在芝山巖開始教授日語時。同年，日本大塚少左提議為文武職員進行

土語講習，成立臺灣語講習會，1896年(日明治 28年)12月 18日在陸軍幕僚部，

由臺灣土語教師王星樵、陳文溪176開始授課(臺灣教育會編，1939：164；許錫慶

譯注，2010：71)。筆者搜尋資料臺灣語教授人(王星樵、陳文溪)資料，關於陳

文溪 1897 年臺灣總督府檔案有註記為清國人陳文溪，另於 1898年受任為法院通

譯，此二人如為同一人，那麼陳文溪應該是會說北京話又會說閩南語了。那麼他

又擔任法院擔任通譯，就是協助日本人以北京語為中介，再由他轉譯成臺灣語。 

另外，對照臺灣教育年表《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完稿隔日土語講習所開課

(臺灣教育會編，1939：2；許錫慶譯註，2010：500)。這個日期與大塚少左成立

臺灣語講習會開課的日期相同(臺灣教育會編，1939：164；許錫慶譯註，2010：

71)。本事件在《臺灣大年表》中記錄為 12 月 23 日，雖然日期有幾天誤差，但

是仍可以推論伊澤修二在芝山巖學堂投入臺灣土語研究，這一本完成的臺灣語語

音對譯手冊，可以提供給臺灣語講習會文武職員，在學習臺灣土語課程時參考使

用。 

這本是發音教材，它類似漢語的韻圖，利用閩南語傳統韻書系統「十五音」

                         

176
 陳文溪：「清國人陳文溪〔總督府〕製藥所事務ヲ囑託ス一ケ月手當貳拾五円」（1897年 02

月 10 日），〈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保存進退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號：00000194052，2020 年 7月 7日搜尋於：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94052&t=C&v=0004 

「陳文溪法院通譯任命」（1898年 11月 04日），〈明治三十一年乙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十一

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46043，2020年 7月 7日搜尋

於：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346043&t=S&v=0165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94052&t=C&v=0004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346043&t=S&v=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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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例依聲填圖，可說是一種臺灣語的單字音表，並利用日本假名改良創出標音符

號，協助日人見表之音，綜括而言除了發音練習外，還有標音符號和標準讀音示

範目的(陳君彗，2002：2)。筆者並未找到《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這本手冊，

所幸能由其他資料中的文字記載來證實有這本手冊。以下為臺灣總督府關於《臺

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印刷 1000本的公文紀錄。 

 

圖 57《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印刷 

 

圖 58 臺灣十五音字母表印製壹千部177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178 

當時臺灣語講習會如何使用《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目前也無資料可參考。

但是從 1896年(日明治 28年)12月 18日學務部的開課紀錄，可以點出日本官方

正式開始進行學習臺灣語的時間點，同時瞭解伊澤修二在臺灣語的學習與研究歷

程與成果。 

                         

177
 資料來源同上，數位檔案碼：000000160100056.jpg。 

178
 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印刷」（1895-12-17），〈明治

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五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

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16010，(說明：本檔案頁面範圍 53-56)，數位檔案

碼：000000160100054.jpg。2020年 7月 7 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6352fNCnjjx#1Os6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6352fNCnjjx#1O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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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1896)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記錄為 1896年 (日明治 29年)臺灣

總督府學務部出版。《臺灣教育沿革誌》〈第三篇初等教育〉〈第十二節國語傳習

所教科書及教學方法〉中提到《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出版： 

「明治二十九年學務部發行。係表土語發音者，因當時教學之際是使用臺灣

語，故供教師發音練習用」(臺灣教育會編，1939：206；許錫慶譯註，2010：

89)。 

以上述「功能性」來看，可推論這應該是日本時代「講習員」的教材。日本

時代初期「教本島人說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是當時的一貫政策。伊澤修二之

「新領土教育方針」意見書：為了讓臺灣各地有可擔任小學校校長或教員者及可

擔任國語傳習所教員者，為之設置「教員講習所」，講習學科之為：「土人教育之

方案」、「本島普通之言語及文章」、「國語傳習方案」共三種（臺灣教育會編，1939：

206；15-16；許錫慶譯註，2010：6-7)。1896年 (日明治 29年)回到日本招募教

授日語的教師，來到臺灣時必須先接受約六個月的「教員講習」。 

臺灣各地國語教學採以日臺雙語對譯的方式，來臺的教師分派到學校執教前，

必須先擔任「講習生」接受臺灣語課程。因此學務部必須編纂關於臺灣語發音手

冊，協助日本人學習臺灣語。但，筆者查詢資料，只在《臺灣教育沿革誌》〈第

三篇初等教育〉〈第十二節 國語傳習所教科書及教學方法〉中看到《臺灣十五音

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出版的紀錄。可惜，未能有紙本內容圖樣。推測是因為

內容還沒有很完善，因此也未被保留下來。 

不過，為了能將當時的八聲符號做具體的考證，筆者以時間軸為準搜尋同時

期關於臺灣語的教材，發現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在 1896年 (日明治 29 年)2月 11

日發行的《新日本語言集》。序文中，關於臺灣語八聲符號的說明，完成時間在

明治 29 年 1 月。同樣是臺灣組督府學務部出版的教材，相信這個臺灣語的八聲

符號，應該就是《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的八聲符號標註方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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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下圖： 

 

圖 59 《新日本語言集》
179
序言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由此資料可得知，臺灣十五音的八聲符號，應該在 1896年初(日明治 29年)

就已經在日本人間通行使用了。 

(三)《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180(1896)  

 前面有談到，為了解決日臺雙方語言隔閡的問題，日本人對於臺灣語的研究，

也和對臺灣人的日語教學一樣的重要。總督府學務部對臺灣十五音這本參考手冊

的內容，又做了修正。 

                         

179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新日本語言集》，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1896 年 (明治 29

年 2 月 21 日)，系統編號：jpli2010-bk-sxt_0736_4_1896，索書號：0736 4，2020 年 7月 5

日全文下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

bin/gs32/gsweb.cgi/ccd=AQ2Qgq/record?r1=2&h1=0 

180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

部，1896 年 (明治 29年 11月 8日)，系統編號：jpli2010-bk-sxt_0735_3_1896，2020年 7 月

5 日全文下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

bin/gs32/gsweb.cgi/ccd=ZNSy0u/search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AQ2Qgq/record?r1=2&h1=0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AQ2Qgq/record?r1=2&h1=0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search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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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訂正臺灣十

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

符號》封面 

 

圖 61 《訂正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

號》序言 

 

圖 62 《訂正臺灣十五音

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八

聲符號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這本手冊是修改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後，更名為《訂正臺灣十五音

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1896 年 (日明治 29 年 11 月 8 日)由臺灣總督府學務課

出版。在 1896 年 10 月寫的序言中，提到臺灣語言有支那語的分支，一支為漳

州、泉州語人數最多，這裡還提到臺灣中部的山地間為「廣東語」。這可說是臺

灣客家語在日本時代初期第一次被記錄在日本人的臺灣語相關教材中。 

並且提到臺灣語有讀書音和講話音的區別，將臺灣語分為常音和鼻音兩大類，

也注意到臺灣閩南語的七聲八調的情況，可說是非常的專業。可見日本人在處理

臺灣語音時，會採用日本學習清國語言的方式。此時，更可以推論，伊澤修二的

《日清字音鑑》將成為編輯臺灣語音手冊時的參考。 

國府種武《台湾に於ける国語教育の展開》181也提到《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

母表附八聲符號》這本手冊曾參考伊澤修二之《日清字音鑑》、傳教士 Rev. John 

MacGowan(中譯：馬約翰)著《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Amoy Dialect》

                         

181
 見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国府種武著，《台湾に於ける国語教育の展

開》，第一教育社出版，(昭和 6年)，書誌 ID：000000761619，可線上閱讀全文，可全文列

印，可將閱讀頁面轉為 JPG檔案。2020年 7月 6日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280031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28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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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中譯：《英華辭典：廈門方言》)及《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183(中

譯：《英華口才集》)，尤其八聲符號完全襲用 Rev. John MacGowan 的方式(國府

種武，1931：91)。 

 

    圖 63 《台湾に於ける国語教育の展開》184內頁 91 

    資料來源：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182
 1883 年由傳教士 Rev. John MacGowan (中文：馬約翰牧師)著。2020年 7月 7日，Google

搜尋全文下載：https://bsop.edu.ph/wp-content/uploads/2013/09/English-Amoy-

Dictionary.pdf 

183
 1898 年由傳教士 Rev. John MacGowan 著，2020年 7月 7日 Google 搜尋全文下載：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gY6vfD4bAyRGV4dkd3NFdGYzA/edit 

184
 見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国府種武著，《台湾に於ける国語教育の展

開》，第一教育社出版，(昭和 6年)，書誌 ID：000000761619，線上閱讀全文，可全文列印，

單頁 JPEG圖檔輸出，。2020 年 7月 6日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280031 

https://bsop.edu.ph/wp-content/uploads/2013/09/English-Amoy-Dictionary.pdf
https://bsop.edu.ph/wp-content/uploads/2013/09/English-Amoy-Dictionary.pdf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gY6vfD4bAyRGV4dkd3NFdGYzA/edit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28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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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英華辭典：廈門方言》：聲

調說明 

 

圖 65 《英華辭典：廈門方言》：聲

調說明 

資料來源：Google 網路引擎搜尋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日本時代初期日人分析臺灣語音時，也勢必廣泛參

考外國人學習清國語言的方式以及相關的著作。臺灣十五音的字母編寫參考《日

清字音鑑》即是一例。不過日本人學習臺灣語時，借助多少來自西方教育或是傳

教士的幫助，就不是本論文能夠繼續探討的部分，留待未來其他有志研究者來發

掘了。 

不過，臺灣十五音及字母內容寫的方式，至此是第一份有關臺灣十五音及

字母的書籍資料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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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 

八聲符號》常音入聲 

 

圖 67 《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

八聲符號》常音之部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臺灣十五音以韻圖的方式呈現，方便學習者對照發音及漢字。 

(四)《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185(1896) 

 

圖 68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封面 

 

圖 69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序言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在 1896年(日明治 29 年 11月 8

日)出版了之後，臺灣總督府馬上接著出版《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

                         

185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完》，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1896年 

(明治 29 年 11月 14日)，系統編號：jpli2010-bk-sxt_0735_2_1896，2020年 7月 5日全文下

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

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2&h1=9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2&h1=9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2&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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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使用說明書」《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完》。雖然書名上寫「完」字，

但是後來還是出版了《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1896 年(日明治 29年 11月 14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出版《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詳解完》。本書有臺灣人柯秋潔、陳兆鸞協助撰字(吳守禮，1997：95)。

柯秋潔等人為芝山巖學堂時即為學務部囑託，除了是第一批學習日語的臺灣人，

也是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老師。在編輯日臺語音手冊時，也擔任教正協助的工作，

這次協助編輯臺灣語手冊，應該也算是伊澤修二進行通譯人才培養、日臺雙語教

育的成功例子。 

這本手冊是《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的詳解，從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詳解本說明字母表拼讀的方式。 

 

圖 70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   

       內頁 1 
 

圖 71《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 

      聲符號》常音入聲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可說是十五音字母表的拼讀說明書，因此並

沒有在每個字旁邊加註假名拼音。應該是因為在字母表對應的漢字旁，已註記了

拚音，並且耶依照臺灣語的聲調排列，使用者可以依照規則拼讀語音。以第一頁

來說，鴉(ア)音為韻母，第一行以「ラ」為聲母拼讀，在第一行漢字旁加註拼讀

符號外，也註記八聲聲調。之後的其他組字則與此相同唸讀，只是聲母改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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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此仍可看出拚注的技巧尚未能完全表達鼻音的部分。 

(五)《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6(1901) 

 

圖 72 《訂正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詳解》封面 

 

圖 73《訂正臺灣十五音

及字母詳解》內頁 

 

圖 74《訂正臺灣十五音

及字母詳解》內頁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並非發布後就一直沿用。繼《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1901年(日明治 34 年 3月 31日)由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出版了《訂正臺灣

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小川尚義將對伊澤部長設計的臺語假名符號進行了一些修

訂。從此以後，總督府出版的所有辭典以及官方、民間出版的臺灣語教科書都採

用這套系統。小川尚義可說是最後訂定臺灣閩南語假名音標的人(吳守禮，1997：

95；洪惟仁，2009：37)。 

這一套假名拼音制定完成後，變成了日本時代第一種由官方制定的標準拼音

字，小川尚義修正出版《訂正台湾十五音字母詳解》之後，日本時代所有的臺灣

語課本和臺灣語辭典都採用了這套音標來標注閩南語和客語 (洪惟仁，2010：

89)。我們也可以說，臺灣十五音是當時的注音符號，而且，這本還可以利用語

                         

186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1901年 

(明治 34 年 3月 31 日)，系統編號：jpli2010-bk-sxt_0735_2_1901，2020年 7月 5 日全文下

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

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3&h1=9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3&h1=9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ZNSy0u/record?r1=3&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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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來查字，又由於對應的字也逐漸擴充，也可以視為是利用語音學習臺灣語字詞

的對照手冊。在這個版本中，日本人對用字及標音也做了修正，八聲符號聲調的

調號上還設計鼻音專用的聲調符號。在這本訂正詳解的序文中，可以知道，從

1895年 6月來臺開辦學務事業至 1901年，研究臺灣閩南語至今已經 5年了，日

本人終於也發現臺灣閩南語有口音的不同。因此在特別說明本冊以廈門腔為主，

其他腔調則做為本手冊的補充，並會在漢字旁做註記，這一本的標音方式以及以

語詞做範例的編排。總括言之，比上一本《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完》更為完

整、詳細。 

這裡，筆者推測可能因為在一開始製作臺灣十五音教材時，便參考了 1883

年馬約翰牧師出版的著作。因此在標示語音時，也就偏向廈門音居多。時過 5年

後，語言研究的技術也較過去提升，更發現臺灣閩南語有許多不同音調，因此將

此教材內臺灣閩南語的語音正名為廈門腔。吳守禮曾說臺灣近兩百年以來不斷又

移民遷入大多來自廈門、漳州、泉州，臺灣島內來自上述各地之各種方言頗已混

雜(吳守禮，1997：57)。1684年(清康熙 23年)清開放海禁，來臺移民開墾混居，

各腔調勢必產生融合，致使日本人分不出漳州、泉州或是廈門音，也是難免的。 

除此之外，內文標音說明方面，比前一本詳解手冊更為詳細，這次還附上羅

馬拼音作為輔助。伊澤修二在 1895年(日明治 28年)出版《日清字音鑑》時就已

採用羅馬音標來輔助，臺灣語的教材也開始採用羅馬音標音。現在看來，這本手

冊的編輯者，也提升了對臺灣閩南語語音準確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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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訂正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詳解》內頁 

 

圖 76 《訂正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詳解》內頁 

 

圖 77 《訂正臺灣十五

音及字母詳解》內頁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在這本訂正的詳解，不止有訂正，還增加了不少擴充語彙。在十五音字母表

上，只能看到單一個漢字，對應臺灣閩南語的語音，而這本《訂正臺灣十五音及

字母詳解》不止能對照，還在對照的單詞上再增加，使之成為一個詞彙。這也算

是日本人臺灣十五音的進階版補充教材吧！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後改制

為民政部學務課)，除了推廣日與語教育之外，另一項重要業務就是編輯教材，

在 1904 年(日明治 37 年)8 月 13 日《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叢書系列

中明治 34 年分的《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蹟提要 第七編》187第 156 頁：〈第四

章 民政部〉〈(二)總務〉〈ニ學務〉之「圖書扁纂及發刊」，也記錄了《訂正臺灣

十五音字母詳解》的出版。可見這本刊物的出版，對於教材編輯而言也是重要的

一項業績。對於本研究，也是一份重要參考教材。 

                         

187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明治三十四年分) 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蹟提要 第七編》，明

治 37 年 8月 13 日，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文書課出版，索書號： 075 3，系統編號：

jpli2009-bk-sxt_075_3_1904，2020年 7月 8日搜尋於：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FmQ.sv/record?r1=1&h1=5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FmQ.sv/record?r1=1&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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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吳守禮說日本時代臺灣方言的記音，自從臺灣總督府訂定標音假名、八聲符

號，編纂「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之後，概衷於一是，少有不遵行。臺灣十五音

的訂定，也帶來臺灣語的時代(吳守禮，1997：94-95)。可見得臺灣十五音在日

本時代紀錄臺灣語音的重要性。吳守禮還說到：臺灣十五音名稱之出現，同時似

乎亦表示「臺灣」方言之形成。(吳守禮，1997：95) 

筆者推測，吳守禮會這麼說，最主要是因為日本人來臺時，原本以為臺灣的

閩南人是漳州、泉州人，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廈門語。但是後來，他們逐漸發現，

臺灣閩南語還有許多不同的聲調，也因此《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一直都在修正。

最後，日本人也記錄下屬於臺灣這個環境的在地閩南語的語音，也就是吳守禮所

說的「臺灣方言的形成」、「臺灣語的時代」。 

到了 1901 年版本，可看到日本人編輯的臺灣語語音教材，對譯臺灣閩南語

的技術越來越成熟，可看到有以下的進步： 

1.除了用假名標音外，還加上羅馬音標，可增加語音的準確度。 

2.從單字單音的對譯，進階到單音對詞彙，可增進對該字的理解。 

3.對應的漢字較為考究，並且數量增加，可應用的詞彙增加。 

4.註記不同腔調的閩南語語音，可覺察不同地區語音差異性。 

關於臺灣語語音腔調的問題，在臺灣語十五音系列的序文中，對於臺灣語音

的腔調說明，有些變動，這必須結合有關臺灣閩南語族群移民史來考證。在此，

本論文主要探討教材教法，因此關於腔調溯源得先將之擱下，期待未來有更多機

會從事此方面的研究。 

三、《日臺小字典》(1898 年) 

1896 年(日明治 29年)學務部分為教務課和編纂課，編纂課可說是個由專業

語言學專家組成的單位。1898 年(日明治 31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出版

《日臺小字典》。我們在序文中可以了解，《日臺小字典》日本詞彙由日本學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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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萬年編選，臺灣語部分除了擔任學務部課員的小川尚義之外，另有一位日人島

山慎吾，此外還有兩位臺灣仕紳邱龍圖、潘濟堂188協助完稿。並由國語學校教授

吉島俊明協助校正，最後由伊澤修二最後編審確定而成。在序文中提到這本字典

的臺灣語以漳州口音為主。 

  

     圖 78 《日臺小字典》189(緒言)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林慶勳 2003年至 2005年間進行「日據時期臺灣閩南語辭書所收詞彙研究之

一：以《日臺小字典》為探討」190研究。他提出：《日臺小字典》是日本領臺之後

                         

188
 擔任學務部編纂囑託。資料來源：「學務部編纂事務囑託邱龍圖、潘濟堂手當增給」（1897年

02月 10日），〈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保存進退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0194032。2020年 6月 28日搜尋於：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94032&t=S&v=0117 

189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47284)，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7742 

190
 見林慶勳 2004 年、2005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日據時期臺灣閩

南語辭書所收詞彙研究之一 —以《日台小字典》為探討》，計畫編號：「NSC92-2411-H-110-

011-」、「NSC93-2411-H110-019-」，2020年 7月 3日搜尋於：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994599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0194032&t=S&v=0117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7742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99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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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的第一部日語與臺灣閩南語對譯詞彙辭典，依序言所說共收 2,500個日

語詞條，這批對譯的閩南語總計有 10,934 條之多，可說是一部「日、臺」對照

的詞彙集；日語部分為上田萬年主編，閩南語對譯部分為小川尚義主編；《日臺

小字典》依照日文五十音序從ア到ワ排列日文詞條，先日語後對照臺灣語，其內

容以實用為主《日臺小字典》 (林慶勳，2004：1)。 

林慶勳(2004：2)的研究，將《日臺小字典》詞彙分析，分為「日語片假名」、

「假名遣191 (詞性)」、「日語漢字」、「臺閩假名」、「臺閩漢字」，並加以國際音標

(I.P.A.拼音)。他的研究報告中提到《日臺小字典》裡所列的「假名遣」，屬於

十九世紀末明治時代的日文，與今天的現代日文不太相同。根據他研究計畫工作

成員之一山口要君（為日籍研究生）說明，這裡的假名遣不是平假名，是草假名。

草假名是用漢字的草書體呈現的簡略的文字，現在已經不使用，它是平假名的前

身。又平假名和片假名於 1900年 (日明治 33年)由日本政府重新公布，因此在

1898 年(日明治 31 年)發行的《日臺小字典》，其中的假名不是現代的(林慶勳，

2004：3)。 

《日臺小字典》是日本來臺後所出版的第一本日臺對譯的參考書，必定成

為當時編寫教材重要的參考資料。並且，其編及者又是具有教育權威的伊澤修

二、專精語言學的上田萬年以及致力臺灣語言研究的小川尚義，更凸顯這本小

字典的價值。 

                         

191
 假名遣用平假名標示，底下有時會用小號字標明詞性。見林慶勳 2004年報告註 2(2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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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9 《日臺小字典》192 (內頁)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如林慶勳的研究，《日臺小字典》除了依照日語五十音的順序編排之外，它

的詞彙編寫亦有固定的方式。每個詞彙的編排固定分成六個部分，第一是以片假

名為首(例：ア)，第二是平假名(例：あ)，第三是在平假名的右下角標註該詞彙

的詞性(例：名、形、動)，第四是寫出日文漢字，第五是以片假名書寫的臺語詞

彙的發音(旁邊會加註調號)，第六是臺語漢字。以下以《日臺小字典》中第 10

頁、第 11 頁為例選擇此二頁是因為本頁詞彙易懂且容易說明，由於臺灣閩南語

片假名拼音及加註聲調的部分在 word 文書處理無法輸入，因此以下分析說明時

以漢字書寫不列標音，臺灣閩南語標音部分則以《日臺小字典》的圖檔做參考。

茲說分析如下： 

1.「日臺同義詞」：即日語之語義和臺灣閩南語語義相同者，單一日語對應單一

臺灣閩南語。例如：日語的「アス」「あす」(名)「明日」，對應臺灣閩南語的片

假名拼音及漢字「明仔日」。 

                         

192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547284)，單頁 JPEG圖

檔輸出，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7742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8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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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語同義詞」：即同一日語詞彙，對應多個臺灣閩南語語義相同或相近者，

單一日語對應多個臺灣閩南語。如日語的「アシタ」「あした」(名)「明日」，

對應臺灣閩南語的片假名拼音及漢字「明仔日」、「明仔早」、「早起」。 

3.「同字多義詞」：即同一詞條之下，日語或臺灣閩南語的同義字，又組成新的

對應詞彙。例如：「アシ」「あし」(名)「足」字條下，日語的「足跡」對應臺灣

閩南語的「腳跡」；還有日語的「足几」對應到臺灣閩南語的「帖腳」。 

4.「衍生多義詞」：即從某字衍生出的另外的意思，衍生出其他意義的語詞。例

如從「アシ」「あし」(名)「足」字條下，衍生出腳穿的鞋子，如：日語的「足

駄」對應臺灣閩南語的「木屐」。 

5.「同音衍生詞」：即從某字衍生出的另外的意思，例如從腳、足這一組發音字，

衍生出部分語音相同，但是意義不同於原詞條的詞彙，例如：從「アシ」「あし」

(名)「足」字條下，加了「お」，變成了日語的「おあし」「錢」，對應到臺灣閩

南語「錢」的片假名拼音及漢字。這類則與原本詞條的「足」字，沒有同意或是

衍生義之間的相關，只存在語音相關。 

上述分類 3.「同字多義詞」、4.「衍生多義詞」和 5.「同音衍生詞」的編列

方式，讓筆者聯想到「集中識字法」和「對比語言」，即《日臺小字典》編選的

辭彙，兼採與原本所條列字音的詞彙的原義相同、相關、不相關等辭彙。而其所

選用該辭彙的原因，主要是因這個字音而聯想到的日語詞彙。《日臺小字典》採

用「語音」為主軸的方式編寫，不但提供同義字的對比參考，也同時提供了相似

音節的詞彙。 

綜合以上，筆者發現《日臺小字典》是以「同音」作為擴充詞彙的基礎。我

們也可以說，這是採相近音對比學習的方式。其操作方式有二： 

1.「前綴法」：在這個基礎詞彙字音前加字音使之成為另一個詞彙，亦可說在字

首或是詞頭再增加其他詞素或詞綴。 

2.「後綴法」：在這個詞彙字音後加字音使之成為另一詞彙，亦可說是在字尾或

詞尾再增加其它詞素或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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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日臺小字典》的內容做舉例，《日臺小字典》的寫法是先寫出後綴

詞彙，再寫前綴詞彙。因此以下舉例說明，也依照字典中的排列。說明如下： 

1.後綴： 

日語發音「アシ」，原本為日語「足」的意思，在字典中以「〇＝(音)」的

符號表示詞彙後方加音。例如在文中以「〇＝アト」，「アシ」之後加「アト」，

其次以平假名書寫「あしあと」，並在と右下角加註「名」字，表示為名詞，接

著以漢字寫成「足跡」，最後用片假名標註臺灣閩南語的音標及聲調後，再以漢

字寫出臺灣閩南語語音對應的詞彙「腳跡」。 

2.前綴： 

日語發音「アシ」，原本為日語「足」的意思，在文中以「〇(音)＝」的符

號表示詞彙前方加音。例如在文中以「〇オ＝」，「アシ」之前加「オ」，其次以

平假名書寫「おあし」，並在し右下角加註「名」字，表示為名詞，接著以漢字

寫成「錢」，最後用片假名標註臺灣閩南語的音標及聲調後，再以漢字寫出臺灣

閩南語語音對應的詞彙「錢」。 

 根據林慶勳的研究，《日臺小字典》本書屬於草創性的編輯，加上前無所承

及值得參考的同類型詞書幾乎是零，處處需要自行「發明」，最明顯的例子，就

是臺灣閩南語假名的使用，另外，《日臺小字典》在某些詞條處理上，包括臺灣

閩南語的用字與讀音問題，例如臺灣閩南語：「尻川」在相類似的詞條，卻將漢

字改成「腳川」，這類用字不統一的情況，全書中還不少，如果無法歸納在一起

集中觀察，必然對整個詞彙的認識有偏差；因此處處捉襟見肘的窘境自然不能避

免。所幸經過上田、小川、伊澤幾位編輯者的辛勞努力，終於完成這部曠世巨著

(林慶勳，2005：4-5)。 

《日臺小字典》雖是閩南語的對譯字典，那是因為閩南語在日本時代初期是

臺灣佔多數的使用要語言。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為了解決語言的問題，從第一任

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規劃下積極進行臺灣土語的研究，當時學務部於 1896年(日

明治 29 年)設置編纂課專門負責教材、書籍、字辭典的編寫。後來到了 18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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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明治 30 年)10 月 21 日官制修正學務部改為民政局學務課，此時學務部雖然

不置課但是其所包含的業務是相同的；到 1911年(日明治 44年)10月 16日官制

修正設學務部，其下又設學務課和編纂課的設置，當時小川尚義還擔任修正後的

學務課長，其後又轉任為編修課長。1907年總督府出版的《日臺大辭典》附錄的

〈緒言〉、〈 臺灣語的發音〉、〈臺灣言語分布圖〉，實為第一部在臺灣發表的語言

學論著，雖然為臺灣總督府出版，其實就是小川尚義的著作。 

洪惟仁認為在小川尚義以前，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站在語言學的立場，尤其

是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閩南語，因此小川尚義不能不說是臺灣漢語語

言學的開拓者，他的研究領域涵蓋了漢語音韻史、漢語比較方言學、閩南語比較

方言學、臺灣閩南語音韻學及臺灣語言地理學；他可說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學方

法研究臺灣語言的語言學家。(洪惟仁，2009：36)。 

因此，筆者可以推論伊澤修二、小川尚義等人，在日本時代初期對於臺灣閩

南語研究及編寫教材的方式，必定也會影響後來日本人對於臺灣客家語的研究，

後人也能據此了解編寫臺灣客家語教材的方式。 

四、結語 

(一)辭書在臺灣語學習的應用 

綜合以上，《日清字音鑑》、《日臺小字典》、《臺灣十五音》我們從日本時代

初期日本人所編著，用來學習臺灣語的教材來看，辭書的編輯是日本人第一時間

選擇的方案。日本人編輯臺灣閩南語辭典，透過辭書的語音對照，再搭配對應臺

灣語的詞彙，進而教授文武官吏、講習員，學習臺灣閩南語。日本時代初期，對

於臺灣語言是陌生的，對於臺灣語言的學習，就像學習第二外語一樣。學習者首

先需要對語音的掌握，才能進一步擴增到詞彙、有意義的對話。 

日本時代初期所出版的《日清字音鑑》、《日臺小字典》、《臺灣十五音》這幾

本語言教材，成為了解日本人初到臺灣時，如何臺灣語視角的資料。隨著來臺時

間越長，語臺灣人接觸越多，日本人後來也發現原來臺灣語除了所謂漳州、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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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調的支那南方語言外，還有廣東語。最後他們也發現，原本所認為的臺灣閩南

語語音是是屬於漳州、泉州腔，但其實還包含著許多不同地方音的差別。這時，

《訂正臺灣十五音》也跟著修正與註記說明。同時，《訂正臺灣十五音詳解》的

內容，也隨著對於日本人對臺灣閩南語的了解，使其更為豐富。 

辭書編輯完善，可以提供國語教材中，相關的土語內容。尤其在來臺初期，

國語教學方面的教材，如：《新日本語言集甲號》、《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卷》、

《臺灣適用會話入門》、《臺灣適用禮儀教科書》、《臺灣適用書牘文教科書》等，

內文多分為上下二段，上段為國語(日語)，下段為臺灣話譯文(臺灣教育會編，

1939：204；許錫慶譯註，2010：89)。以上這些教材，多在明治 29年先後發行。

《日臺小字典》、《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系列關於臺灣語的內容，自然就成為這

些日籍老師們的參考。《日臺小字典》、《臺灣十五音及字母》的編輯與修正，也

促進日本人掌握教科書中對譯的土語，真可說是「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

算是效益極高的教材。 

一本隨身能查詢語音的手冊，更能方便複習與練習。我們試想，日本時代如

果沒有這些辭書的創制，日本人學習臺灣語言必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對於現代而

言，如果沒有這些辭書，那麼當時的語音和詞彙，必定隨著百年時光，消失殆盡，

後人再也無法透過語言的紀錄了解語言的演變。即便是今日科技發達，各式語音

硬體進步，仍需要建置辭書(包括電子辭書、網路辭書)資料庫，進行語語音拼注

符號的設計、語言詞彙的收集。完善的辭書才能保存語言、延續語言的發展歷史。 

辭書編纂辛勞費時，除了編寫適當的語音拚注系統外，研究者還必須實地

進行鄉土調查，才能收集大量的詞彙。有些辭書還包含許多延伸的字詞，可以

擴充學習的廣度。對於辭書，一般人應該都不陌生，它是求學過程中常見的工

具書，如：英漢辭典、國語字典。當臺灣母語受到重視後，也有學者投入心力

編寫辭典，如：董忠司主編的《臺灣閩南語辭典》、徐兆泉的《臺灣四縣腔海陸

腔客家話辭典》。這些辭書都是語言學習者最佳的參考工具，都是非常重要的工

具書。因此，《日清字音鑑》、《日臺小字典》、《臺灣十五音》對於奠定日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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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臺灣語的初步架構，書冊中的語音紀錄，更具有其時代的意義，可說是日

時代研究臺灣語創始的基石。 

(二)漢字在學習臺灣語的應用 

伊澤修二和小川尚義對於漢字使用的觀點不一。筆者認為，伊澤修二自身

對於漢語有深入的了解，應該是希望藉漢字單字即具有的獨特意義的特質，來

協助日本人學習漢語，在學習臺灣語語音的同時，也能學習到漢字識字辨義的

知識。伊澤修二採取漢字作為日臺語言理解互補的橋梁。因此，我們可以看

到，在臺灣十五音系列，除了假名標音外，都結合漢字的運用。 

小川尚義認為語言學習應注重在語音上掌握的情形，認為文字的功用在忠實

呈現聲音，將假名修改創新為「記音假字法」(黃幸素，2009：87、94)。這樣的

方式，應用於「聽」、「說」語言的學習上，的確讓學習者輕鬆許多。 

編寫臺灣土語教材時，是否應使用漢字，應該也能延伸出數篇大論。筆者在

此認為，此二者應該要以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來看。語言學習初期時，礙於語言

困難，如果又要識別文字，當然對學習者而言是一大負擔。但是，如果要深入研

究此語言，那麼這個語言所使用的文字，便是學習者應該認識的。 

不過，對於伊澤修二使用繁複難寫的漢字，還受到當時臺灣環境因素的影響，

對他來說漢字還有另一種功能。那就是當時雖然語言不通，但書牘文字是用漢字，

漢字成為代替口語的文字語言。伊澤修二不只一次在他的著作序文中提到，支那

文字在臺灣共同性。他希望以文字為基礎，增進語言不同時的理解。這個觀點也

適用於多語的國家，如國家具有共同的文字，各族群自可用自己族群的語言來口

述，這也是「書同文」的優點。 

至於日本時代初期，日人教材到底該不該使用漢字，筆者自無法定論。但

是，本研究在書寫過程中，因為漢字具有表意功能而受益良多，自是站在伊澤

修二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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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時代客語教材分析 

一、《臺灣土語叢誌》〈廣東語〉 (1900)(日明治 33年) 

《臺灣土語叢誌》為 1899 年(日明治 32 年)12 月創刊之期刊。野田岳陽所編

寫的 1900 年(日明治 32 年)〈廣東語〉193連載於《臺灣土語叢誌》期刊第 6、7、8

號。《臺灣土語叢誌》期刊中所刊載〈廣東語〉是目前所見統治時期日本人學習

客家話最早的資料。是保存客語語言以及文化的第一手資料之一，更是非常珍貴

的資料(羅濟立，2006：87)。而「廣東語」即是當時日本人對於客家語的通稱，起

因於日本時代以祖籍地做人口調查的依據，因客家人多遷徙自廣東，故將客家人

所使用的語言稱之為廣東語，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也以廣東語稱之。野田岳陽的

〈廣東語〉所使用的客語假名，可以説是之後客語學習資料群中客語假名案的濫

觴(羅濟立，2007：65)194。 

《臺灣土語叢誌》〈廣東語〉可說是截自目前為止所發現，日本在臺灣留下

的資料中，成書最早的客語教材。分析這一份資料能了解日本人在臺灣殖民初

期如何以第二語言的方式學習客家語。此外，既然是第一分客語教材，那麼它

必然影響日本時代後來的客語教材編寫，或者亦具有著啟發的作用。 

以下就《臺灣土語叢誌》期刊第 6、7、8 號的基本內容做整理： 

 

 

 

                         

193
 《臺灣土語叢志》，專欄名稱：「會話俱樂部」〈廣東語〉，臺北：博文堂出版。資料來源：日

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194
 見羅濟立：〈日本統治初期之客語假名遣考─以「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同字異注為

例〉。全文 2020 年 6月 7日下載於：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

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703-x-24-65-100-a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703-x-24-65-100-a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703-x-24-65-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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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臺灣土語叢志》〈廣東語〉 

 第 6號 第 7號 第 8號 

封面 

   

目錄 

   

專欄 會話俱樂部 廣東語 廣東語 

標題 廣東語會話 前號ノ正誤ニ就テ 

廣東語 

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

告(擬講話) 

內容 1.緒言 

2.凡例 

3.第一節 單語 

1.第二節 連語(p.36-

40) 

1.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

告(擬講話)(p.53-55) 

2.派出所家屋借入ニ就テ

(擬講話)(p.55-56) 

3. 第二段 調查ノ準備及

ビ證書調查ニ關スル話

(p.56-60) 

頁碼 第 69-87 頁 第 36-40 頁 第 53-60 頁 

出刊日

期 

明治 33 年 12 月 20 日 

(1900 年 12 月 20 日) 

明治 34 年 1 月 20 日 

(1901 年 1 月 20 日) 

明治 34 年 8 月 10 日 

(1901 年 8 月 10 日) 

作者 野田岳陽 野田岳陽 野田岳陽 

資料來源：電子資料庫「日治時期期刊系統」，筆者整理。 

第 8號期刊資內容，研究找搜尋資料時，在資料庫中，以臺灣土語叢志野田

為搜尋關鍵字詞時，資料庫的內容中僅標註〈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告(擬講話)〉

(p.53-55)作者為野田岳陽，然期內容尚有〈派出所家屋借入ニ就テ(擬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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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5-56)以及〈第二段 調查ノ準備及ビ證書調查ニ關スル話〉(p.56-60)兩個

部分均屬「廣東語」(客家語)的內容。195 

〈廣東語〉刊載於期號第六196號的《臺灣土語叢誌》在期刊中的主要題名為

〈廣東語〉，這次刊載的內容包括 1.緒言、2.凡例、3.第一節單語等三個部分。

緒言主要說明本資料的內容參考自土地調查局出版的《土地調查用土語集》而來，

並說明標音採用臺灣本島廣東人間最通行之語為標準。羅濟立研究《臺灣土語叢

志》〈廣東語〉所採用的的客家語發音，認為應為楊梅四縣腔197(羅按：廣東省梅

州的興寧、長樂(五華)、鎮平(蕉嶺)、平遠)，但其中也發現有同字異注的例子，

因此他認為因為四縣腔客家人與海陸腔客家人彼此方言接觸，而產生了語言融合

的影響，因此生成所謂「四海話」，致使野田岳陽〈廣東語〉語彙的標音有四縣

腔和海陸腔客語的情形(羅濟立，2007：69；2008：47)。 

                         

195
 2020年 6月 11 日，筆者整理資料發現，《臺灣土語叢志》第 8 期，野田岳陽著〈廣東語〉內

容應包含 3個部分，資料庫可能是因為期刊題名只有〈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告(擬講話)〉，因

此僅註記與期刊目錄相同名稱的內容「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告(擬講話)」為野田岳陽的著

作，而其他二者〈派出所家屋借入ニ就テ(擬講話)〉(p.55-56)、〈第二段 調查ノ準備及ビ證

書調查ニ關スル話〉(p.56-60)，僅標註語言別為「廣東語」，未註明作者為野田岳陽，筆者認

為期後二者之資料，既與野田岳陽之〈廣東語〉同列，且於第 60頁，亦註名前號(第 7號)勘誤

說明，因此可研判該內容作者應為野田岳陽。筆者於 2020年 6月 11 日留言於國家圖書館「日

治時期期刊系統」，予以建議，應標註作者為野田岳陽，或是將此三個檔案合併為一個檔案即

可。2020年 6月 11 日收到國立臺灣圖書館回覆：「親愛的讀者您好：很感謝您的來信(編號：

1090611001)，我們非常重視您的意見，有關『土語叢志第 8期關於廣東語作者標示建議』，我

們已給交相關單位處理，預定於 6月 16 日以前答覆，感謝您的等候!」2020年 6月 12 日筆者

收到國立臺灣圖書館回覆，內文如下：「已修正，謝謝。」 

196
 同上注 2，第六號：明治 33 年 12月 20 日出刊(1900年 12 月 20日)：第 69-87頁。2020 年

6 月 7 日全文下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

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

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 

197
 廣東省梅州的興寧、長樂(五華)、鎮平(蕉嶺)、平遠。見羅濟立〈日本統治初期之客語假名

遣考──以「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同字異注為例〉，東吳外語學報》24 期，2007：65-

100。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6-014_no10_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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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此時對於客語尚處於摸索階段，因此勢必對於客語的語音以及

標注的方式，尚未能完全有一套完善的標準，因此在假名標注上不一定能與 

客家語音契合，況且除了聲母和韻母之外，還牽涉到聲調的問題。吳守禮也

認為： 

「關於客語的研究雖停留在草創時期，此時對於標示鼻音、氣音、齒音、

舌音、齒唇音、入聲等音，皆各已擬出「符號」，……，八聲之符號則似未

及擬定」(吳守禮 1997：178)。 

不過，我們可以透過野田岳陽所選錄的〈廣東語〉語彙中了解，當時日本人

學習客語，首要學習的詞彙範圍為何。 

《臺灣土語叢誌》〈廣東語〉版面每一頁分為上下兩列，上半部分用客家語

寫成，下半部分用日語寫成語，其目的在使日本人學習客家語，客家人學習日本

語(羅濟立，2006：96)198。《臺灣土語叢誌》第 6號〈廣東語〉刊載的是「第一節：

單語」，其中包含十三個子題，分別是：1.數字；2.貨幣；3.衡目；4.尺度；5.

里程；6.丈量；7.容量；8.日時、時候；9.天象地理；10.人倫；11.專用語；12

官衙官名其他；13.雜語。我們可以從下表觀察其內容特色。 

5-2《臺灣土語叢誌》第 6、7號〈廣東語〉 

〈廣東語〉第 6號「第一節：單語」 

編

號 

標題 詞彙範例(漢字) 補充說明 

1 數字 壹、貳(兩)、

參、肆、伍、

陸、漆、捌、

玖、拾、陌、

阡、萬、半、零 
 

                         

198
 見羅濟立：〈統治初期日本人之臺灣客語學習 ―「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成立及其音

韻表記、語彙―〉。全文於 2020年 6月 7 日下載於：https://www-airitilibrary-

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609-x-23-

87-123-a 全文於 2020 年 5月 20 日下載於：

http://dx.doi.org/10.29737/SJFLL.200609.000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609-x-23-87-123-a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609-x-23-87-123-a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02593777-200609-x-23-87-123-a
http://dx.doi.org/10.29737/SJFLL.2006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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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幣 錢、點、角、元 附幣值說明：錢(一厘)、點(一錢)、角(十錢)、元(一圓) 

3 衡目 分、錢、兩、

斤、擔 

附單位換算說明：十分作錢、十錢作兩、十六兩作斤、百

斤作擔 

4 尺度 分、寸、尺、丈 附單位換算說明：十分作寸、十寸作尺、十尺作丈 

5 里程 尺、步、丈、

里、鋪、度 

附單位換算說明：五尺作步、二步作丈、百八十丈作里、

十里作鋪、二百里作度 

6 丈量 忽、絲、毫、

厘、分、甲 

附單位換算說明；十忽作絲、十絲作毫、十毫作厘、十厘

作分、十分作甲(一甲約八段六畝二十五步) 

7 容量 管、斤、斗、

石、車 

附單位換算說明：二管作斤、百斤作斗、石斗作石、十石

作車，另說明一斗月日本內地五升 

8 日

時、

時候 

本節選錄 30 個時

間詞彙 

今日、昨晡日、

天光日、後日、

大後日、今年、

舊年、明年、本

月、前月、月

頭、上月、頭個

月、下月、後個

月、月尾、天

光、黃昏、朝

晨、上半晡、上

晝、下半晡、下

晝、當晝、暗時

(又：暗晡時)、

上半夜(夜半

前)、上半夜(夜

半後)、春夏秋

冬、半夜、晚冬

(又：下季)、早

冬(又：上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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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象 

地理 

東、西、南、

北、天、地、日

頭、月頭、月

光、星、風、大

風、落水、雷

公、火蛇、韓、

屬、冷、溫、

山、崙、溪河

埧、大港、海、

海唇、大水、

圳、水溝、坡、

燒水(又溫泉、泉

水(又水源)、分

水、田唇、山

坑、坑溝、曠

野、樹林、荒

埔、消溝、田、

園、天屋陰 

 

10 人倫 男人、男子人、

晡娘人、大細

子、妹子人、後

生人、大人、 

老人(又老人

家)、高、矮、

夫、晡娘(又老

婆)、祖公、阿

姆、阿爸、阿

公、阿婆(又阿

媽)、賴子(又小

兒)、孫子、子

孫、阿伯、伯

姆、兄弟、阿

哥、老弟、

妹、阿 、老

妹、堂兄弟、朋

友、親戚、讀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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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用

語 

業主、田佃、大

租戶、小租戶、

大租、小租、丈

單、賣契、典

契、借銀字、鬮

書、合約字、字

紙、 據、紅

契、白契、墾

單、墾照、執

照、司單、錢

粮、錢粮單、大

租單、官租、水

租、地基主、收

單、完單、申告

書、稟、出告

示、丈田、清

丈、典主、磧底

銀、現銷銀、魚

鱗冊、實徵簿、

合股(又合本)、

開費、欠銀、借

銀、利錢、利

息、定銀、贌

佃、屋稅銀、田

藔、 

 

12 官衙

官名

其他 

縣廳、辨務署、

法院、總督府、

臨時臺灣土地調

查局、局長、知

事、辨務署長、

事務官、課長、

監督官、主幹、

屬官、事務員、

測量員、通事、

區長、庄長、甲

長、事務所、派

出所、分派所、

警察官、警部、

巡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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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雜語 我、汝、伊、我

等、汝等、伊

等、汝大家、

愛、着、把、

同、做、個、

係、裡位、該

位、裡邊、該

邊、那位、那

邊、麽個地方、

麽個、三點鐘、

一下仔、一點

仔、來、去、轉

來、轉去、今、

現時、從前、攏

總、差不多、外

國人、臺灣人、

廣東人、清楚、

打算、想、拿

來、拿去、筆、

墨、紙、關係、

怠惰(又爛尺)、

假做、光景、欵

式、另外、闊、

窄、樣般、聽

候、按樣、入

稟、籬笆、知

背、尚未、開辨

(又起手)、盖

印、打手印、手

指盖印、花押(又

畵號)、代理人、

證人、要緊、己

經、聽、問、

講、話、過世(又

死去)、知、不知 

 

〈廣東語〉第 7號「第二節：連語」 

編

號 

標題 詞彙範例(漢字) 補充說明 

1 第一

段 

區、

庄長

p.37 

區長個名、喊做

麽個名 

喊做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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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等ニ

就テ

ノ話 

姓麽個 

姓林 

委員、有幾多個 

裡位、納官租個

田園、有也無 

裡位、有荒埔也

無 

裡個地方無帶錢

粮個田園、有也

無 

有人開田、無入

稟個地有也無 

裡個所在、到今

未曾清丈個田

園、有也無 

p.38 

我今晡日、來裡

位、係勘界田土

個事情、無別樣

事 

我、天光日、愛

去勘界、汝先去

等候 

做委員個人、着

老實、帶我去 

業主、攏總、都

着去看 

攏總有齊備麽 

業主攏總有來麽 

攏總有來 

樣仔業主無來 

業主帶家係遠、

所以無來 

汝着去喊伊來 

p.39 

我去喊伊都不來 

伊有麽個事情不

來 

伊們屋肚個人、

有病、正不得來 

汝去同伊們講、

業主係無來、得

確愛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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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做委員個人、

每日來較慢、如

此真不好 

得罪  

我敢不係吩咐

汝、每日朝晨六

點鐘、來裡處等

候 

今晡朝晨有落水

個款式所以來較

慢 

按樣不好、係無

落水、得確愛來 

p.40 

好  

昨晡日、我去看

個地方、使人去

喊、汝正來、按

樣真不好 

按樣差無幾多 

得確愛通知百性 

我想汝大家、不

信做按久 

昨晡日牌子打不

見真多、按樣查

真費氣 

汝先去看一次 

〈廣東語〉第 8號 

編

號 

標題 詞彙範例(漢字) 補充說明 

 土地

調查

着手

前人

民諭

告(擬

講話) 

p.53 

我有聽人講、裡

個所在、本成傾

國政府、愛清丈

田地個時候、百

姓不歡喜。係不

歡喜、有碍到清

丈個事、係實在

麽。我想灼不係

按樣。係按樣百

姓心看打算不

着、我講、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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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着聽。元來政

府、愛清丈田地

個事情、得確不

是愛加錢粮、係

臺灣所在、田地

個界址、甲數總

無分明、係無分

明、 

p.54 

屢 百姓愛相

爭喧嘩。按樣係

真費氣個事。所

以裡次、土地調

查局、使人來、

一人一人、所管

個業、愛丈清

楚。係丈了後、

大家得確、不能

相爭不能喧嘩、

各人安心自己個

業。裡項係真歡

喜個事。土地調

查局、主意個事

情、係有分百姓

利益個事。實際

無別樣個意志。

按樣就係汝大

家、愛知裡個道

理、不可心着打

算不着。再無幾

日，派出所愛設

在裡處、起工時

候、汝大家、應

該分伊調查官、

使用較方便、正

好。 

p.55 

我今同汝等人講

個話’不可不記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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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

所家

屋借

入ニ

就テ

(擬講

話) 

 

 

資料來源：電子資料庫「日治時期期刊系統」，筆者整理。 

從數字、常用度量衡單位換算、買賣契約、政府機關和生活常用語，我們不

難發現這第一分客語教材，呈現日本人實務的需求。筆者認為，有以下的特色： 

(一)淺顯易懂的教材設計 

1895 年(日明治 28 年)日本領臺初期設立學務部時，伊澤修二上陳意見書給

樺山總督時，便提到目前急需之教育相關事項，認為首要「建立開通彼此思想溝

通之管道」。當時執行的要點：「應設法讓新領地人民盡速學習日語」、「應設法讓

自日本土移往者學習日常所需之本地方言」。野田岳陽所編寫的〈廣東語〉教材，

正是在這種語言精神下編製而成。並且以「編輯淺易適切的會話」為主軸，提供

給「懂得本地方言」、「懂得支那南方語言者」「懂和漢文學者」學習參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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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所使用的方式，文字方面採用漢字，標音方面採日本假名。溯源漢字的使用，

日本可推到唐朝時期。既然日本與臺灣同屬漢文化圈，日本學者發現雙方可以採

用漢字做為相互溝通的橋樑。讓領臺初期，即使彼此臺日雙方語言有隔閡，仍能

夠編寫基礎教材。 

(二)用「讀、寫」架構「聽、說」 

語文溝通不外乎「聽、說、讀、寫」四大面向。日本時代初期對於客語的聽、

說能力上未能掌握，當時也沒有錄音設備可以應用。因此，首先採用能夠掌握的

方式，就是文字的讀寫。 

日本領臺初期，處於「急需達到溝通目的」的需求下，編寫語文教材者必然

會先考慮採用最方便好用的素材。日本人一定也覺察到，臺灣閩、客方言雖各有

不同，但是在文字上使用上，漢字卻是各族群間的通用文字。有了共通的文字，

日本人嘗試將漢字以假名標註該語言的發音。以漢字作為基礎，衍生出用漢字讀

寫當做溝通與表意的管道，發展以漢字協助字面意義的理解的客語教材，再進而

加入假名拼音而架構聽說的教材，可說是野田岳陽〈廣東語〉的特色。雖然，以

漢字表意會產生認知上的訛誤，相同漢字在日本語和客語的意思表達上不一定完

全相同。但是在百廢待興的時代，能有這樣文字對譯、假名標注的客語教材，相

信一時之間也成為極佳的日本人學習客語的參考資料。 

搭配日文同義詞對照，能增進日本學習者理解客語意義。〈廣東語〉教材除

了以漢字書寫提升書面閱讀理解外，為了口語上的溝通，日本人以假名拼音，協

助拼讀客語。在資源有限的領臺初期，同一分教材同時可以給日人、臺人參考。

從漢文識讀表意，達到溝通的目的。同時，開設傳習所課程，教授臺灣人學習日

語拼音，讓臺灣人學習日語的口說；日本人則靠著這些瞭解當地語言的通譯，用

自己熟悉的假名拼音來學習客語。 

野田岳陽的〈廣東語〉教材對日本人而言，必須再進一步加入客語聲調的變

化，才能學習到真正的客語生活對；對於當時臺灣客家人而言，則必須先學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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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拼音才能夠運用此教材學習日語。並且由於尚在摸索階段，從 6、7、8 號的刊

載中，我們也看到野田勘鄧「勘誤」的內容。只是，以處在摸索時期的語言教材

而言，野田岳陽的〈廣東語〉算是瑕不掩瑜的了。 

(三)詞彙實用且生活化 

這是第一份關於客語的教材，第 6號期刊所刊載了日本人對於臺灣度量衡差

異的說明。詞彙方面，則可以看到用漢字寫出客語語法得詞彙、短語，像是「今

哺日」、「昨哺日」、「天光日」等。除了語彙是客家語結構外，其所使用的漢字也

也同樣在今日教育部客語常用字辭典中使用。期號第 7199號〈廣東語〉一開始便

針對前期的文字或拼音刊誤「前號ノ正誤ニ就テ」，這對於初次接觸客家語的日

本人來說，急就章編寫出的客家語，有很多錯誤勢必無可避免。 

第 7 號主要刊登內容為〈第二節：連語〉，這個部分已經不只有短語，句子

已能表達意思。內容多是調查時的對話，可推測應為進行土地勘查時，透過地方

人士協助與在地人溝通常用的對話短句。當然，也看得到當時臺灣客家人對於日

方不信任，採取消極不出席的態度。而日方人員則告誡之，如果不出席要將業主

法辦。 

期號第 8200號主要題名：〈土地調查着手前人民諭告(擬講話)〉已經從單語語

詞、短語，進步為短篇告示的內容。從 1900 年 12 月到 1901 年 8 月，前後不到

一年的時間，日本人對於客家語的理解，有很大的進步。還特別分析「汝等人」、

「汝等」、「我等人……我等」、「伊等人……伊等」等複數代名詞的用法。只是，

                         

199
 同上注 2，第七號：明治 34 年 1月 20日出刊(1901年 1 月 20日)：第 36-40頁。2020年 6

月 7日全文下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

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

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 

200
 同上注 2，第八號：明治 34 年 8月 10日出刊(1901年 8 月 10日)：第 53-55頁。2020年 6

月 7日全文下載於：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

bin/gs32/gsweb.cgi/ccd=hWLWGT/record?r1=3&h1=1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brwfull?filename=/101/0705-41/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pdf&dbid=jpli2012-pd-sxt_0705_41_n007-009_no06_j-i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record?r1=3&h1=1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hWLWGT/record?r1=3&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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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還是著重在地方土地調查與管理的對話。客語教材的內容依舊著重管理

者的實務功能。 

羅濟立以此資料之「第一節單語」為主要研究對象，在重新檢討統治初期

日人學習客家話的目的與背景後，考察本資料之成立以及音韻表記、語彙，試

圖闡明當時日人對「臺灣土語」之一的客家話之掌握情形。他的研究結果顯

示，日本時代初期客語的學習是一種實用目的。是為了進行臺灣土地調査而刊

載若干相關的語彙、短句和講稿供土地調査員於公務閒暇時參考，這些語彙多

屬専門語且已死語化，語彙的漢字表記也和今日多所不同。而雖然客語假名大

致上都能正確地轉寫客語的音韻體系，由於當時對於客語記音表意尚處於模索

試行階段，因此其中有不少表記不一致的現象。另外，從假名表記綜合考察，

得知「第一節單語」所反映的楊梅客家方言並非典型之四縣音，而是參雜了許

多海陸方言的一種「四海話」。 

二、《臺灣語通譯教程》(1901 年出版) 

 《臺灣語通譯教程》2011901 年(明治 34 年)3 月 30 日出版，是針對臺灣土語的

所編寫的學習手冊，本書內容總共有 305 頁。由緒言可知，本書是由憲兵少尉林

康義整理陸軍憲兵一等軍曹池原文明的資料，以及半田敏男所整理之臺灣憲兵隊

本部藏版之臺灣土語入門的資料，將之重編而成，並由憲兵司令部出版。本書是

以漢字書寫提供為廣東語(客語)學習者參考的辭彙對話手冊，裡面包含：短語、

短話、連話，另外還有模擬警察問話的情境設計對話內容。 (吳守禮，1997：178；

羅濟立，2008：57；彭馨平，2011：8)。羅濟立(2008：57)在《統治初期の日本人

による臺湾客家語音韻、語彙の学習》一書中提到因為本書沒有標記發音，因此

認為參考價值不高。 

著者の林康義は陸軍憲兵少尉であった。本書は 75課がある。短語と

                         

201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2020年 6月 7 日下載全文於：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vIOcDT/record?r1=1&h1=0 

http://eds.lib.ntcu.edu.tw:2314/cgi-bin/gs32/gsweb.cgi/ccd=vIOcDT/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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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語に分けられおり、警察用語及びその問答に重點が置かれている。但

し本書は漢字文だけであって、日本語の訳文もないし、発音記號も欠け

ている。参考に価するところがない。  

 筆者則持不同的看法，本書中採用的客語語法漢字紀錄，能夠清楚辨別是客

語，且內容富有故事劇情，頗為有趣。 

 除了《臺灣語通譯教程》之外，還有一本《臺灣語通譯教程下卷後編》是 1901

年(明治 34 年)3 月 31 日出版，發行者是憲兵司令部。本書一共 361 頁，其中第 1

頁到 321 頁是國語(日語)版的《臺灣語通譯教程》，因此可以進行客語、日語的對

譯。並且，在《臺灣語通譯教程下卷後編》332 頁到 361 頁增加了：一、數名；

二、天文；三、時節；四、地理；五、人倫；六、身体
202
；七、家屋；八、被服；

九、飲食；十、禽獸；十一、魚介；十二、植物；十三、雜。以上一到十三項的

內容，是以漢字和日語對照排列，而其漢字書寫仍舊是採用客語的語法。在日本

時代極少數的客語學習資料中，《臺灣語通譯教程》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以下就《臺灣語通譯教程》做說明。 

  

                         

202
 本字依照《臺灣語通譯教程下卷後編》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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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臺灣語通譯教程》(封面) 圖 81《臺灣語通譯教程》(緒言) 

  

圖 82《臺灣語通譯教程》(目次一) 圖 83《臺灣語通譯教程》(目次二)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日常對話的客語書，其內容以漢字書寫，以客語語法為書

寫內容。以下以臺灣目前客語人口比例較高的四縣腔和海陸腔做為辭彙對照來做

說明，客語標音則採用教育部通用拼音，為了方便讀者識讀，並以「調值」和「調

型」兩種方式呈現。 

 1901 年《臺灣通譯教程》的編寫，仍算是日本時代初期，當時日本人對臺灣

的管理政策，除了盡速使臺灣人通曉日語之外，學習土語以了解殖民地文化，也

是政策之一。因此，這本書可說是憲兵的客語用語參考書，裡面條列了一些生活

互動語詞。在短語中收納了像是你知道、他走了，這一類很簡單的生活動態語彙。

以下分析這本二百多頁的客語對話教材，我們先來看這一本教程的內容章節有哪

些，根據《臺灣語通譯教程》原書影像，其總目次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 5-3《臺灣語通譯教程》原書總目次 

課別 內容 



337 

 

自第一課至第五課 短語 

自第六課至第十四課 短話 

自第十四課至第四十課 連語 

自第十一課至第五十二課 連語 

自第五十三課至第六十五課 連話 

自第六十六課至第七十五課 連話 

自第一課至七十五課 國語 

第一篇 單語鈔 

第二篇 樣式略 

其四 相毆被傷 

其五 偷衣變賣 

其六 夥謀搶劫 

其七 查問軍器 

其八 醫勸衛生 

其九 補匪探情 

其十 相議通曉 

第六十六課ヨリ第七十四課マテ 連話(應對問答) 

第七十五課 連話(包氏裁判奇談)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接下來，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更能快速了解每一課的特色，以下為依照《臺

灣語通譯教程》的內容整理，並附上所分配的頁數： 

表 5-4《臺灣語通譯教程》內容編排 

課別 內容 頁數 

第一課~第五課 短語 p.2~20 

第六課~第十四課 短話(第十四課目錄寫短話，內頁 p.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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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短語) 

第十五課~第四十課 連語 p.58~155 

第四十一課~第四十六課 連語(警察語) p.158~177 

第四十七課~第五十二課 高等連語 p.180~199 

第五十三課~第五十五課 問答一班(一)(二)(三) p.202~212 

第五十六課   連話 (警察問答)  

一窃盜犯案 

p.214~216 

第五十七課 連話 (警察問答) 

二查訊路照 

p.218~220 

第五十八課 連話 (警察問答) 

三詢匪招實 

p.222~225 

第五十九課 連語 (警察問答) 

四相毆被傷 

p.228~229 

第六十課 連語 (警察問答) 

五偷衣變賣 

p.232~235 

第六十一課 連話 (警察問答) 

六夥謀搶財 

p.238~241 

第六十二課 連話 (警察問答) 

七查問軍器 

p.244~246 

第六十三課 連話 (警察問答) 

八醫勸衛生 

p.248~252 

第六十四課 連話 (警察問答) 

九捕匪探情 

p.254~258 

第六十五課 連話 (警察問答) 

十相議通曉 

p.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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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課~第七十四課 連話 (應對問答)一~九 p.264~292 

第七十五課 連話 (包氏裁判奇談) p.294~305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從以上，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主題或是每一課的內容分配，接下來讓我進

一步就以這本教程中的內容，希望能增進了解這本教程編寫的目的。這本教程並

沒有附上日文假名拼音，讓我們很好奇日本時代這些憲兵如何用這本教程學習客

語。當然，我們也可以推測，也許他們跟伊能嘉矩一樣，是跟一個能通曉客語又

通曉清代官話的人，再加上日本人通曉漢語、漢字者，由人員做語言的翻譯來進

行。也許會找到其他資料，來解釋這個部分。不過，在本論文這個段落，我們來

分析它的內容，並探討它在客語學習上是否是一本適當的「教材」。以下就《臺

灣語通譯教程》的內容做分析： 

(一)公務「短語」 

 從第一課到第五課的短語，筆者分析後認為雖然是初階的客語語彙，但是並

非以生活用品的說法為主，主要還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為主的用語，因為這本

教材使要給憲兵、警察使用的，所以在慈惠語料的選擇上非常貼近工作，可說是

系列的公務常見生活用語。簡單的來說，在這幾課裡面大多是 2 字到 4 字的包含

動作句子，或者是狀態的描述。以下整理短語來作說明，若遇到無法用今日文字

打出的字則以「□」代替或今日意思相近的字來代替： 

表 5-5《臺灣語通譯教程》第一課-第五課短語列表 

詞序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一 打狗 我看 鳥飛 真貴 好烳飯裡 

二 過去裡 奔我看 米有 幹賤嫁 莫細貳 

三 入秉來 你看 酒無 幹肥々 無幹仔 

四 去看來 其 風吹 閒要 縛其來 

五 偷行來 我知 風不好 十元內 花舌多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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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偷來 其不知 洗衫 十外人 放火燒屋 

七 毀壞 我哭 斬樹 幹遠路 自己失火 

八 打壞 我笑裡 食飯 極奇怪 入和息 

九 有也無 我買 食水 頂上 追轉來 

十 行轉去 你賣 食茶 幹便議 書甲好來 

十一 出去 其座 食酒 真麼財 誤犯法例(律) 

十二 着不着 我不座 座校椅 真難苦 不好講 

十三 卻緊來 我不去 負細人仔 真發財 不敢講 

十四 慢々行 其走 婦人縫 照實講 莫講 

十五 快々去 我不睡 男子人耕 聽不識 不敢講 

十六 幹多食 其有 病本々 曉得否 愛記得 

十七 却緊喊 我無 人㓾狗 曉得裡 做館仔 

十八 打重 你座 燒肉 不曉得 關館仔 

十九 幹笑 你來 燒紙 不曉 落館仔 

二十 真驚 我不來 著衫褲 我笑裡 你住何位 

二一 真險 不奔你 開  

(註：窗的異體字) 

無 倒 做耕田 

二二 幹大膽 奔我 關門 有 倒 做生理 

二三 真無膽 你食否 點火 無事件 做何工 

二四 好天 我食裡 幾多價錢 無多事 做工人 

二五 好食 有問你 何個名 無廉耻 做木匠 

二六 細魚 我歡喜 上古話 無體面 做何個生理 

二七 大鳥 我想定 雞卵  帶來否 賣何個東西 

二八 赤花 何位來 女子 不遂意 你幾多歲 

二九 白糖 在此來(這裡來) 鹿與狗 始愛去 怕小賊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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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屋炭 裡何個 蚊與蜂 喊何人來 差其角 

三一 靑草 何個名 竹葉 相差一日 㓾造其 

三二 橋夾 愛去個位 禾種 未有去了 打嘴角 

三三 路濶 今日熱 蜘蛛網 小過失 造家甲 

三四 山高 今日寒 來講 幹老草 造戶籍 

三五 河壩深 今日涼 來講話 的曉 騙我 

三六 白米 今日冷 來看 無帶來 你同我講 

三七 路夾 個好 去看 酒醒了 報我 

三八 香花 裡歹 走去 睡醒 來報 

三九 毛真美 你着 逃走去 做三晚 裡個弊病 

四十 面四方 個不着 不來 差不多 也有聽到 

四一 長橙子 其受氣 入來 不敢講 間不愛 

四二 却緊 喊其來 灣轉去 真繁華 也有看到 

四三 快々 我□(難)(註：無法

辨別原字形) 

灣轉來 真熱鬧 再過來 

四四 幹慢 我愛睡 無相干 幹肚好 真不淨 

四五 慢々 我肚飢 蕩你個工 真不幸 加一百着 

四六 我亦 其嘴燥 有相干 拿奔我 九點零鐘 

四七 我隨時 其有病 㓾好也 未有嫁 油係幹多 

四八 我不 我感風 食飽裡 壞棄裡 裡個真好 

四九 幹怜悧 茶奔我食 不愛食 有外人否 真多賊仔 

五十 真好食 我屋下 愛食 洗々拿來 幹多土匪 

五一 真美 我錢 做何個 奔我先行 彼個真歹 

五二 真醜 我腳 喊來 無橋過坑 得曉否 

五三 真無閒 你個靴 自己做 來去釣魚 期限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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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逃走去 鹿走 縛來 有路否 真得人畏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二)內容篇實用性 

     《臺灣語通譯教程》第一課到第五課短語內容，每一課都列有五十四個不同

的短語。其中只有極少幾個重複，例如：第四課第四一個短語「不敢講」、第五

課第十三個短語「不敢講」就和第五課第十五個短語「不敢講」重複了三次。這

或許是編寫時校稿的疏忽，也有可能是憲兵問話，代表較高權利一方的常用短語

的呈現。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短語極少數是單一名詞語彙，這個僅出現在第一課例如：

第二七個到第三一個短語「大鳥」、「赤花」、「白糖」、「烏炭」、「青草」，還有第

三六個短語「白米」。其他大多數為溝通時會用到的內容，像是表達意願，例如

第二課第一個「我看」、第十二個「我不去」。也有表達情感和感受方面的，例如：

第二課第二六個短語「我歡喜」、第四四個「我愛睡」。還有日常問候方面，像是

天氣狀況，例如：第二課第三三個到三六個的短語：「今日熱」、「今日寒」、「今

日涼」、「今日冷」。當然，這是一本憲兵的較程，因此提出詢問的短語也很多，

例如：第二課第二八個短語「何位來」、第三一個「何個名」。因為使用對象為憲

兵，為了因應他們在執法工作上的需求，所以會有一些關於違法行為的短語，例

如：第五課第十一個短語「誤犯法例(律)」、第二九個短語「怕小賊仔」、第四九

個短語「真多賊仔」。或者是在詢問嫌疑人的短語，例如：第四課第十四個短語

「照實講」、第五課第三五個短語「騙我」。 

 以此可以推論，這本教程的教學目的，極符合伊澤修二所提到的緊要事業。

為了增進新領土官吏的語言能力，以求快速達到臺灣人成為了解日本文化的一份

子，因次在統治臺灣初期要求日本人學習土語的政策。 

 雖然教程在用字方面，與今日的客語用字多有相異，造成今日閱讀理解的困

難。但是，熟稔客語的人，應該可以根據這些漢字的意思或是語音的諧音，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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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來讀出九成以上的語彙。這也看出日本統治初期，日本人在學習客語時的重

點。他們在挑選語彙的同時，講求實用、生活化，也許意考量到使用頻率。 

(三)生活常用「短句」 

 第六課到第十四課是「短話」，它的內容跟短語最明顯的差異，首先是字數

比較多，再者是跳脫短語的模式，開始有完整句子。很像我們現在學成語時，又

加上每日一句。現在客家委員會的課語認證教材，也是以句子呈現學習內容，將

語詞融入完整句子一可增進應用能力。 

     這幾課內容有幾個特點；一是在教程中類似對話會用到的句子會排在一起；

二是採用對話的方式呈現，在對話情境中，可能使用的句子會並列排一起。第六

課到第九課以及第十一課到第十四課，內容上較屬於生活對話。第十課的內容情

境較為特殊，就很明顯呈現的是警察問話的模擬了。每課短話的數量，除了第十

課、第十三課以外，其他每一課都列有三十六句短語。 

(3)「連語」 

 第十五課到第六十課都是屬於連語的單元，但是內容又分為連語、連語(警

察語)、高等連語、連語(問答一班)(一)(二)(三)。連語是這本教程中數量最多的類

別。其句子的程度比連話又更加長，內容不在只限單一完整句子以外，而是以複

句呈現。如果該句子是問句的話，也會一次問好幾個問題。雖然第四十一課到第

四十六課的連語，有特別註明警察語，但是其實在第十五課開始，很多內容都有

類似警察問話的情節。連語的對話內容豐富，設計了不同事件的對話，裡面的內

容值得一一去分類討論。 

(四)民間故事：「包氏裁判奇談」 

 〈包氏裁判奇談〉其實就是民間故事包青天辦案。從這裡，我們竟能發掘以

客語說法書寫的民間故事，也是一項特別的收穫。讓我們也了解到，當時日本時

代對於客語的學習，不僅只是生活中的對話，也願意認識當時的民間文學。雖然，

也許是因為這本教程是由憲兵司令部出版，他們屬於執法單位，因此所蒐集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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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就以執法相關的內容為主。 

(五)客語專用語彙 

 雖然在用字上，日本時代尚未有客家語統一用字，而以漢字作為書寫代表，

不過非常容易能辨識出是客語。例如：「快快去」 (華語：快點去；今日客家用

字：遽遽去)(出自第一課短語第十五)，四縣腔：giag2 giag2；giag  giag ，海

陸腔 giag5 giag5；giag giag，便是異於閩南語的「趕緊去」(kuánn-kín khì)和

漢語的「快點去」。 

(六)沒有拼音符號 

 只是因為沒有拼音表記，所以不能明確判定這裡所使用的客語的腔調。例如：

例如：「慢慢行」(華語：慢慢走)(出自第一課短語第十四)根據教育部臺灣客家

語常用辭典，客語四縣腔會說「慢慢仔行」(man55 man55 e31hang11；man man e

hang )，客語海陸腔則會說「慢慢行」(man
33
 man

33
hang

55
；man  man hang)。但

這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對於客語四縣腔描寫上的省略，或是未能注意這樣的語音。 

(七)使用替代字表意 

 當沒有合適的漢字語詞時，則用替代字。例如：「哪位」(四縣：nai55 vi55；

海陸 nai33 vui33)(華語：哪裡)(出自第二課短語第二八)，在本書中則寫成「何

位」。「哪」字就以「何」來代表。另一個常在口語出現的語辭「麼个」(四縣：

ma31 ge55；ma  ge，海陸：ma24 gai11；ma  gai )(華語：什麼)，在本書中則以

「何個」(出自第三課短語第二五)寫出。 

三、《廣東語會話篇》(1915年出版) 

 《廣東語會話篇》，1915 年(大正 4 年)8 月 10 日出版，作者是桃園廳警部中

壢支廳長志波吉太郎，由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見下圖一）。吳守禮(1997：

179)指出： 

標有假名的客家語書，於今可見而成書最早者為志波吉太郎著之《廣東

http://eds.lib.ntcu.edu.tw:2197/cgi-bin/gs32/gsweb.cgi/ccd=olYdDj/search?q=cau=%22%E5%BF%97%E6%B3%A2%E5%90%89%E5%A4%AA%E9%83%8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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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會話篇》。出刊於民國 4年(大正 4年)8月 10日，時在日據期間第二次國

勢調查之前，應為一時之需要編刊者。其自序略謂：「日本人研究臺語者多

偏重福建話(閩南語)，而忽略廣東語(客家語)。蓋因此族分布地域較小，又

無前人之著可資參考故也。」初未加注發音符號，及至同年 11月 16 日再版

時，重新請文秀才吳榮根訓導林添奎之協助完成，並加標音調。 

 2008 年羅濟立出版《統治初期の日本人による台灣客家語音韻、語彙の學習

「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廣東語會話篇》を手がかりに》一書中，對於本

書有相關的研究，可惜是以日文書寫出版，對於筆者日文能力是一大考驗。 

 全書有七十六課，共 201 頁。其客語記音的腔調，根據 著者自述為四縣腔

（見下圖二）。全書排版以上下對照的方式，上半部是日語，下半部是廣東語(客

語)(見下圖)。 

  

圖 84《廣東語會話篇》（內頁） 圖 85《廣東語會話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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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廣東語會話篇》(頁 7) 圖 87《廣東語會話篇》(頁 10)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分析其特色如下： 

(一)雙語對照 

日語部分以漢字及日文書寫並在字旁有假名記音，記音為該字的日語發音；

廣東語部分由漢字書寫，漢字書寫的方式與《臺灣語通譯教程》的書寫方式相同，

按照廣東語語法的形式寫漢字，漢字旁則有假名記音，標音的內容為該字的客語

發音。書中逐句對照，上下對應，是一本日語和客語對的教材。日本人可以看到

自己日文的寫法和讀音，對照客語的漢字寫法和讀音；反之則相同(見圖)。也可

以說，如果使用這一本會話書，日本人能夠看到自己本國的語言寫法，並且對照

著臺灣課語的寫法，其中使用日本人的記音符號，讓學習者可以對照練習，是這

本會話集的一大特色。但是還為加上聲調符號，可能跟日本人上未能掌握客家語

聲調有關，因為四縣腔和海陸腔的聲調不同，其他幾種腔調發音差異也較大。這

樣的教材，說實在的，如果是日本人光看假名拼音很難真的講出客家語。這方面，

閩南語的教材就進步很多了，1896年就寫出十五音字母調和聲調符號了。 

(二)內容由淺入深 

 本書從最簡單的數數開始，從一到十開始練習，再加上百、萬、十萬、百萬、

千萬、億的說法。第四課開始學習你、我、他的說法。每一課的句子數量不一，

內容逐課加深、加廣，算是很有計畫的編排。問話的句子在第六課開始出現，。

本書的設計是會話應答的形式，前一句的問題，後一句便是回答。特別的是，回

答的句子不只一句，會設計好幾種情況來回答，讓使用者能夠針對一個問題，練

習多種可能的答案。而且，類似的結構的句子會在同項並列出現，類似照樣造句

的學習方式。 

四、《廣東語集成》(1917 年出版) 

 《廣東語集成》1917 年(大正 6 年)出版，作者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師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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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由臺北新高堂書店發行，本書為日治初期第一本由臺灣人所編寫的臺灣客

家話的教材。 

 《廣東語集成》成書後，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寫序，依據序文當時

劉克明擔任國語學校助教，這本集成完成之前，他已經出版了國語(日語)對譯臺

語大成。序文中下村宏提到「粵語族亦是臺語ノ一部」，並讚賞劉克明完成廣東

語集成，才是真正的「臺語大成」。下圖為廣東語集成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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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廣東語集成》(封面) 

 

圖 89 《廣東語集成》(序 1) 

 

圖 90 《廣東語集成》(序 2)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書館日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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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介紹 

我們從民政長官下村宏的說法，又一次證實本論文在第三章的關於日本人

對客家族群、客家語的論述：一是，日本時代稱呼客家人為粵人，客家人所使

用的語言則稱為廣東語；二是，日本時代所指稱的臺語是包含閩南語和客家

語。 

《廣東語集成》書分成三篇，第一篇為音調篇，第二篇為語法篇，第三篇為

會話篇。音調篇中共分八章，分別是廣東語的種類、四聲、符號假名、出氣音與

非出氣音、存在於福建語但不存在於廣東語的音、存在於廣東語但不存在於福建

語的音、轉調、「福建、四縣、海陸三音的比較。語法篇分五章，包括疑問、代

名詞、數詞、形容詞、助動詞，各章又分小節，解析不同情況使用方式。會話篇

分為二十二章，題材不出《臺語大成》的範圍。另外與《臺語大成》相同的地方

還包括在每一章節後面附加單詞以利學習。為該書做校閱的，正是畢業於東京帝

大文科大學語言學系，且當時職任總督府編修官的小川尚義，在當代語言學家看

來，小川尚義是當時對臺灣語言研究貢獻最大的語言學家。小川尚義在 1899 年

到 1901 年曾在總督府國語學校任教，剛好是劉克明在該校讀書的時間，因此可

能劉克明早已受到他的影響(吳鈺瑾，2015：85-86；陳麗華，2015： 151)。 

(二)第一部臺人自編客語教材 

 劉克明是第一個對「廣東語」做出如此細緻分類的人。文中的「四縣」指的

是廣東省境內興寧、長榮(今五華)、鎮平(今蕉嶺)、平遠四個縣。他們在清代均隸

屬於嘉應州管轄(梅縣是 1914 年新設，當時未列入)現在人們普遍殭屍視為客家大

本營。而「海陸」是指今廣東省汕尾市海豐、陸豐縣，清代屬於惠州府管轄。「堯

平」(饒平)、「風順」(豐順)則是清代廣東省潮州府轄下的兩個縣，河婆也在潮州

府內，但地域單位要小得多，是揭西縣下面的一個城鎮；「永定」是指福建省永

定地區，清代屬於福建省汀洲府。可以看出，「廣東語」下面的分支，各個大小

不同的地域單位為名稱，並且亦不只是廣東省範圍內的語言，可以說在「廣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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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籤下，劉克明試圖定義的是今日所謂的「客家話」。後來的廣東話研究，亦

受到劉克明這分類方式的影響。像是菅向榮203、河野登喜壽204，也都沿用他的分

類(陳麗華，2015：153)。 

 吳守禮(1997：180)指出： 

 臺人編著臺灣客家語文獻，而成書現存者，以劉克明氏為最早。劉氏原為泉

州系人，前此已有閩南系《臺語大成》之著。後為教授師範學生兼習客家語，

乃根據其少時習聽之客家話，更加實地調查拮据努力，完成《廣東語(即客

家語)集成》，以與其前著《臺語大成》(即，廈門系臺灣福建語)並行。於是

臺語大成之名實俱全。全書分為三篇音調篇、語法篇、會話篇。客話語音至

此有較詳細之發音說明。四聲聲調之標示，斟酌其與福建話相似之情形如何，

各略加更動而已。 

 2011 年，彭馨平《日治時期臺灣的客語教材研究-以《廣東語集成》為例》

碩士論文，其中對於《廣東語集成》的語音系統、詞彙現象，有許多詳盡的研究

探討。該論文研究指出：《廣東語集成》是日本人學習客家話的方法與教材，以

日本人原有的語音系統和語法架構導入客家話的學習，這些學習方法與材料和我

們現在學習中文或英文之教育方式有所差異，未必可以符合現在臺灣客家話教學

的範本。但是，本書的編排方式完整，會話內容貼近生活，附錄的詞彙雖然許多

已成為死語，卻也意味著這些詞彙符合當時潮流與實際需要。另外，還有一個特

色，就是隨時將說明內容作日客或是閩客語的對照比較。舉例說明時，盡量選擇

學習者較熟悉的語言來作對照比較的方式。這些都是今後客家話教材編纂者，編

寫教材時值得注意的地方(彭馨平，2011：209)。  

(三)具有標音符號和聲調 

 前面幾部教材，欠缺客語標音符號，劉克明的《廣東語集成》中採用類似閩

                         

203
 菅向榮(1933)，《標準廣東語典》，臺北：古亭書屋。 

204
 河野登喜壽(1933)，《廣東語の研究》，新竹：新竹州警察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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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語十五音的發音模式，編排發音字母，並且還加上聲調符號。在劉克明自己寫

的緒言中表示，他的內容是採用四縣腔。而在書中，他也使用語言對比的方式說

明，對照閩南語、客語、日語的發音。我們也可以將這套書籍列入以對比語言教

學為策略的客語教科書。 

 

圖 91《廣東語集成》(聲調符號)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書館日文書庫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十五音系統」的標音方式，並且，劉克明音也

擅長閩南語，所以在標音時還能兼論閩南語語音的狀況。所以，據此也驗證筆者

之前假設，我們相信伊澤修二等日本時代初期的語言學家，他們當初急於編寫「臺

灣十五音」系列，發展日本假名標音符號，是為了希望以一套日本發音系統來標

注臺灣語言，藉以協助日本人學習臺灣語。「臺灣十五音」系列並非只是單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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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習閩南語而設計。下圖為劉克明在集成中所寫出的語音對比，我們從中可以

觀察當時對於日本假名拼音的使用，以及劉克明運用對比語言教學法的概念。寫

法跟臺灣十五音字母表很類似，也已加上八聲符號，如下圖： 

 

圖 92《廣東語集成》( 13 頁下半部) 

 

圖 93 《廣東語集成》(14 頁上半部)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書館日文書庫 

劉克明以其語言專長，編寫了這本《廣東語集成》，可說是日本時代客語教

材的大成。據上圖他採用對比語音的方式，最上排是八聲「真、振、進、責、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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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疾」「黨、凍、督、同、洞、毒」。下排依序是福建語、客語四縣腔、客語海

陸腔的發音對照。在《廣東語集成》說明中，劉克明也提出如何運用符號標音的

方式，將日本假名標音應用在客語教材上。對比語音的排列方式，可以協助學習

者迅速掌握語音的規律，也可以察覺語音異同，是一個學習語言非常適合的方法。 

五、《警友》雜誌(1923 年創立~1942年 9 月廢刊) 

 《警友》雜誌(1923年創立~1942年 9月廢刊) 

2010 年羅濟立〈統治後期殖民地警察與臺灣四縣、海陸客語之學習〉，論文

以《警友雜誌》中所刊載的講義資料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當時日本人所認識的

客語四縣腔與海陸腔。2011年以前述論文為基礎，出版《日治後期之殖民地警察

與臺灣客語、民俗文化的學習》一書，羅濟立書中對於警友雜誌的資料蒐集及說

明詳細，值得參考。 

(一)《警友》雜誌介紹 

《警友》雜誌是日治時期新竹州警察部發行的雜誌。創刊於 1923 年，以統

治策略發展來看，是屬於同化時期(1919~1936)的產品。目前國立中央圖書館分

館所藏期數最早是 1925年(大正 14年)第 10號零星資料，其他有 1935 年的 147

號至 1941 年的 215 號。雜誌主要刊載有「廣東族研究」以及「講義資料 廣東語

研究」兩種連載之專欄(羅濟立，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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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警友雜誌第四年第六號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205 

參考羅濟立的研究，筆者採以「日治時期期刊系統」資料庫搜尋，可找到

自 1925 年(日大正 14年)11月 6日出版的警友雜誌第 10期以後的內文影像檔

案，發現不同於羅濟立「廣東族研究」、「講義資料 廣東語研究」，在 1926年

(日大正 15年)6月 1日出刊之六月份講習資料單元之一：「語學」中，即有編

輯閩、客、日三語對譯的講義。 

(二)客語學習方式記錄 

《警友》雜誌中以「福建語(閩南語)－廣東語(客語)－國語(日語)」對譯的形

態供警察職員學習客語，為了方便日本人學習，其客語表記法，每個字音都添加

了片假名注音符號。下圖為警友雜誌〈六月份講習資料〉，「語學」單元，所編排

                         

205
 見 1926 年警友雜誌第四年第六號(大正 15 年 6月 1日出刊)(封面)，系統編號：jpli2008-

pd-sxt_0705_325_y1926m06-001_cp01_j。2020年 8月 7 日搜尋下載於：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50&h1=0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50&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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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語對譯的教材： 

 

圖 95 警友雜誌：〈六月份講習資料〉「語學」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206 

片假名注音符號是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在其所著的《日清字音鑑》

(1895)中所構想的，在《新日本言語集甲號》(1896)中制定的，之後又有修正方案

〈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後來，小川尚

義制定了〈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901)。1902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

局學務課發行《假名遣法》，稱之為「臺灣土語記音假名」，不過這裡指的土語主

要是以閩南語的音系為本思考而來的(羅濟立，2011：51)。在〈七月份講習資料〉

                         

206
 見 1926 年警友雜誌六月份講習資料(大正 15年 6 月 1日出刊)(1-20頁)，系統編號：

jpli2008-pd-sxt_0705_325_y1926m06-019_no17_j。2020年 8月 7日搜尋下載於：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47&h1=0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47&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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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編選的客語常用生活對話中，可發現其中有四縣腔的語彙。如下圖： 

 

圖 96警友雜誌：〈七月份講習資料〉207「語學」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新竹縣客語腔調以四縣腔、海陸腔為大宗，日本人也發現了客家語語音和用

法的不同。只是，當時應該還未有能力在講義上區分客語的腔調，而分別呈現。

上圖廣東語項目打星號的部分，「按仔細」、「不好按仔細」、「勞力」等說法，即

是屬於客語四縣腔的用法。 

《警友》雜誌，是日本時代及少數出版品中，有關注到客語的出版品，主要

                         

207
 見 1926 年警友雜誌七月份講習資料(大正 15年 6 月 1日出刊)(4-25頁)，系統編號：

jpli2008-pd-sxt_0705_325_y1926m06-021_no19_j。2020年 8月 7日搜尋下載於：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49&h1=0 

http://eds.lib.ntcu.edu.tw:2196/cgi-bin/gs32/gsweb.cgi/ccd=M0h0Qo/record?r1=49&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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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應該是新竹州管轄區域中客家聚落較多，因此警察在執行公務時，也必須具

有客語基本溝通的能力。「假名」是日語表音的文字，借用來表記客家語音，勢

必花了不少功夫，是研究臺灣客語發展史以及殖民地語言發展史中相當寶貴的資

料。當今學者論及之四縣音與海陸音的區別特徵幾乎都能反映在『警友』的資料

裡，可見當時的日本人已經相當意識到四縣音與海陸音兩大客語次方言的存在。

然而，礙於假名符號體系或是日語音韻體系和客語音韻體系根本上的差異，兩音

在片假名表記上仍有若干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有可能是當時印刷技術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對客語語音掌握能力不足。但是，無減《警友》在臺灣歷史上的具體

貢獻，因為它讓我們能見證日本時代日本人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客語學習。 

(三)拼音學習 

我們可以由這些標音記號看到當時日本人的學習軌跡，日本人採取了以自己

母語的拼音方式，轉而去拼讀客語來學習。目前臺灣客語教育的教科書，也樣有

兼採學習者熟的拼音，來學習客語。只是，今日令客家族群傷心的是，我們必須

用「殖民者」所帶來的拼音，來拼讀自己的「母語」。但是，在現在也已經變成

不得已的合理行為了。在此也看到客家語的標音聲調符號，和福建話通用，這裡

更可以證實本論文的假設，日本人嘗試使用一套標音系統標注臺灣語。發明臺灣

十五音字母表時，並未忽略臺灣客家語的存在。 

六、結語 

應包含語音、詞彙、語法、語義、遣詞造句等項目，我們從上述這些客語書

的編排來看，從基本語音單位的日客對應，在進步到短語、短句，然後逐步增加

內容變成成篇的文章；編寫的方式可說是依由淺顯而加深、由簡易而困難的方式

來安排教材的內容和教法的順序。 

整理日本時代關於臺灣客家語的教材、辭書，正式刊載公布為 1900 年《臺

灣土語叢志》〈廣東語〉，僅是刊載在叢志內，雖然此時已經以〈廣東語〉為題，

顯示異於臺灣閩南語，但是當時也未能印製成冊出版。這跟 1985 年便陸續被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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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出版、努力修正的臺灣閩南語相關教材比起來，真的差距很大。而且，繼《臺

灣土語叢志》〈廣東語〉，接著下一本以「廣東語」為名者，是時隔 14 年的《廣

東語會話篇》(1915 年)。 

可知，臺灣閩客聚落雜居的現象，早已形成。為何日本時代初期會將客語

放置一旁呢？ 

日本領臺之初，為解決語言溝通問題，伊澤修二提出了教日人土語的政策應

急。自芝山巖學堂開始便積極編輯臺灣語教材。當時帶著《日清字音鑑》觀念來

臺的伊澤修二，面對與他計畫中差異甚大的語言環境時，想必也頗為震驚，但是

為了執行自己提出的臺灣教育計畫，只能積極的投入研發臺灣閩南語音的相關教

材。 

當時，他在臺北芝山巖開始招募當地子弟來學堂學習，透過吧連德到村落

說服當地人使其子弟來上學。據臺灣教育沿革誌中的紀錄，有進士陳登元、潘

姓舉人還有秀才人數眾多。當時吧連德被臺灣總督府註記為「清國人」受聘為

囑託，而伊澤修二親自對臺灣人授課的方式是，伊澤修二講英文，吧連德翻譯

成土語。這裡可以推測，吧連德當時與這些進士、舉人、秀才講的應該是閩南

語。也因為一開始伊澤修二接觸的的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是閩南語，因此學

務部投入日臺對譯教學教材編寫時，會去蒐集傳教士所編輯的廈門語字典做參

考。學務部(課)是日本時代中央編輯部門，等於是國家編譯館，因此所出版的

教材自是成為帶領臺灣語言研究的風向球。 

雖然，很快地的他們發現臺灣還有一群使用「廣東語」的族群，在 1896 年

10 月《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序言中日本人也以提到臺灣語中

還有一語系「廣東語」。可是，他們同時要編寫對臺日語教學教科書和對日臺語

教科書，在經費、人力有限的困境下，客家語的相關語言教材研究與編寫，只能

暫時擱下。 

而其臺灣其他地方官對於客家人的接觸呢？我們可由今日客語族群聚落較

密集地區的地方官制來觀察。新竹地方官制設置，最早在(日明治 29 年)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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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縣下設置新竹支廳了。此外，當時臺中縣轄有今日客家大縣苗栗支廳，

這裡應該就是《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序言中發現臺灣中部有

廣東語的地區。 

但是，日本人仍然不需要積極的學習客家語。是僅倚靠通譯就足以應付日本

時代初期與客家族群的業務？或者是閩客混居的關係，對客家人講閩南語也可以。

我們不難理解，一定是對客家的溝通問題較少，客家語的研究才會直到 1932 年

才出版《廣東語辭典》。 

而由於新竹州家群人口較多些，雖然相對於其他文武官員、警察不需要用到

客家話溝通嗎，《警友》雜誌中還是出現「廣東族研究」以及「講義資料 廣東語

研究」關於客家語的專欄。羅濟立也推測是新竹州管轄範圍廣，所以警察也需要

學會客家語。 

日本人在 1895 年來臺之後，隨著領臺時間越長，也開始認識更多的臺灣語

言，在 1896 年《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編寫時，日本人就發現

臺灣還有另一族群。雖然，客家區域的語言被注意，但是當時的學務部又要編

輯日語教材、也要解決土語對譯的問題，於自是無法再多投入客家語的研究。 

1900 年(日明治 33 年)臺灣總督府公布教科書審查制度，自此教科書不再全

是由民政局編纂，民間出版的教科書通過審查後亦能獲得採用。此時，客家語

的教材逐漸的產出。 

第五節 對比語言教學法的應用 

雖然在伊澤修二離開學務部之後，日本時代引進直接教學法為教學策略。但

是日本在臺灣日語教學推行直接教學法的時候，也發覺無法完全貫徹教學的情況

(董忠司，2014：5)。因此在面對日本學習者或臺灣學習者的時候，經常採取彈

性變通的方式進行教學，其實在教學的過程中，經常運用的彈性方法就是對比語

言教學法。尤其在分析臺灣語言的時候，日本經常語支那語(北京語)做比較，並

將平上去入四聲，在增加為八聲符號，協助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發音，這樣的歷程



360 

 

也是對比語言學的應用。雖然，對臺日語教育引進直接教學法，但是日本人學習

臺灣語，我們從教採採用雙語對一的編排方式，便可以知道依然是採用對比語言

分析法。以下，整理臺灣總督府關於教學的公文或是教育令有關於使用對比語言

學的描述，或使實際教學應用的資料說明。 

一、對比語言教學 

伊澤修二可說日本時代初期在臺灣應用對比語言學的最佳代表。在 1895 年

至 1897年(日明治 28年 5月 21日-日明治 30年 7月 29日)學務部擔任部長時，

所帶來《日清字音鑑》成為與臺灣語言對譯編寫的基礎，又應用《視話法》的學

理知識。學務部在他執掌下出版了《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

(1896)、《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

(1896)、《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1896)、《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

母表附八聲符號》(1896)、《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完》(1896)、《新日本語言集‧

甲號》(1896)、《臺灣適用會話入門》(1896)、《臺灣適用 國語讀本初步》(1896)、

《日臺小字典》(1898)等。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伊澤修二他對於學習語言採取對

比語言教學法的策略，在教學過程中，他利用語音的對比、漢字的文義對比、語

料的對比，協助日本學習者以第二外語的角度來學習臺灣語。 

我們今日所謂的對比語言教學，簡而言之就是伊澤修二當時所採取「對譯

法」。他用此方式編寫日臺語之間的各種教材語辭書。除了一些出版的教學用書

之外，總督府學務課在 1895年(日明治 28年)出版的《日本語教授書》和 1896

年(日明治 29年)出版的《國語教授参考書》，也都一樣是採用「對譯法」來作

為課程語言教學的主軸(董忠司，2014：2-3)。 

    董忠司認為伊澤修二時期所使用的對譯法，已經做了許多改進，可稱之為「對

譯解析法」。伊澤修二在編纂的這些教學用書籍，內容編寫非常重視語言的解析，

它們從臺灣語的發音、日臺語音之間的比較、臺灣語語彙(詞彙）、臺灣語的句型、

臺灣語會話甚至到文章，最後大都會以日本語來做講解(董忠司，2014：3)。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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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教學法 

當時聘任柯秋潔、朱俊英為學務部臨時雇員、任命他們為日本語講習候補生，

另外招募了八芝林街鄉紳之子弟，分成甲、乙、丙三組學習。最初芝山巖學堂的

授課方法是由伊澤修二親自以英語教柯秋潔、朱俊英，並令吧連德將內容翻譯成

土語。而且，在《日清字音鑑》開始伊澤修二就採用日語與所學習的目標語「共

同點」的方式在編寫。 

所以，在語言學習的時候，伊澤修二也會採用漢字為中間傳達語意的初步橋

梁，可以協助學習者從視覺的字對應語音，強化兩種語言間的學習連結，提升學

習的成效，並且對照日語和臺灣語作說明解釋。我們在客語教材、辭書中也可以

看到利用對比語言學習的模式。 

二、語義對比 

臺灣歷史上關於語文教學法的提出，首推日本時代在 20 世紀初推行於臺灣

的直接教學法，在此之前，日本在的日本語教學、或臺灣語教學，都是採用「對

譯法」(董忠司，2014：2)。觀察上一節分析《日臺小字典》的內容可知，在一

個日語主題的語詞下，羅列相關的臺灣語，讓學習者可以對比日文和臺灣語書寫

的異同和發音的異同。這樣的方也應用於日本時代的國語教科書和教師手冊中。

一般而言，課文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面為日語書寫的內容，下方則為臺灣語對譯

的句子。 

在 1895年(日明治 28年)天野馨《地理風俗臺灣事情 附全島明細新圖》在

書中談到他對臺灣語言的觀察時，說道：臺灣大部分是來自支那南部廈門福建的

人民，語言溝通方面須樣藉由通譯官協助，但是因為土民識中文字，所以用筆談

來溝通(天野心，1895：61)。由此也可以知道，在真實的生活上，日本人在臺灣

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也發現利用漢字「筆談」建立兩種語言的語義，經過比較之

後進而了解對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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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音
208
對比 

伊澤修二 1896 年(日明治 29年)的報告內容提到： 

土語常有五十音之外的發音及八聲等區別，因而講習員一齊費心努力，其進

步顯著，在四月底的測驗獲得頗佳成績(許錫慶譯注，2010：247)。 

伊澤修二察覺臺灣語音與日本五十音之間的差異，在沒有教學講義的情況下，

為了教授土語研究編寫教材，於是首先有臺灣十五音字母表及八聲符號的產出，

先教個別字母的發音，然後再進一步學習語言。 

在 1896年(日明治)29年 9月 25日發布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府令第

38 號)第三章「教學之要旨與教學科目之程度」，師範部之教學要旨第六點提到

(臺灣教育會，1939：550；許錫慶譯注，2010：251)： 

「正確明白的言語對本島教員尤其重要，故國語科不待多言，於教授其他教

學科目之際，須力求注意學生之口述以矯正其發音及語法，以此作為語言練

習」 

第十七條師範部教學科目程度第四點 

「國語須教授音韻之性質、假名用法、語言種類」 

當時日本語言教育注意語音，在對臺灣得日語教學上，也強調音韻的性質。

第十七條師範部教學科目程度第五點，也列出關於臺灣語的教學要點： 

土語依廣泛通行本島內之口音，教授音韻之性質、語言種類、會話實習及 

會話文與公文之讀法、寫法等。 

教授土語時須常注意發音及語調，使其熟習解釋他人思想及表達自己的思

想，且熟練作文典範。(臺灣教育會，1939：550；許錫慶譯注，2010：

251)。 

                         

208
 語音：語言的聲音系統，以及聲音如何與字母符碼一起出現。參考 Jeanne M. Machado 著，

簡楚瑛、陳淑娟、黃玉如、張雁玲、吳麗雲譯，2009：53。《幼兒語文教材教法》。臺北：新加坡

商聖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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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土語的教學科目程度所論述，關於臺灣廣泛通行的口音，在此不難

理解應該就是閩南語。日本人對於閩南語的教學首先亦教授音韻，而後進入會話

練習，最後學習公文讀法寫法。這樣的教學歷程，與今日先聽說、而後讀寫的方

式有異曲同工。 

然而，語音學習母語的語音單位、特定聲音和獨特的發音時，初期的學習者

必須先將聲音分門別類，並且學習者可能也同時需要經歷不同人在不同情境說的

話，因為述說一種語言時，是一連串的順暢聲音的組成，這也使得語言學習變得

困難(Jeanne M. Machado 著，簡楚瑛等譯，2009：54)。因此，日本人在臺灣土

語教授上，還特別注意到發音和語調的問題。日本採用的土語教學策略，以採用

語音學的理論架構。筆者認為伊澤修二的語言學專業，必定間接或直接的影響臺

灣土語教材編寫與教學法。 

四、對比語言教學的彈性應用 

(一)日小學之土語學習 

根據臺灣總督府國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府令二八號)(臺灣教育會編，

1939：411、417；許錫慶譯注，2010：187、190)： 

第一章 通則 

第二十一條 補習科之土語依據本島內廣為使用之口音，教以音韻性質、語

言之種類、會話實習及白話文公文之讀法、作文等。 

教授土語需經常注意口說及語調是否正確，將其意義譯成國語，以能熟練

迅速解釋他人思想及表達自己思想為要旨。 

上文是 1896年(日明治 29年)4月開始實施民政後，獎勵日本總督府官員攜

帶家眷來臺，因為來臺日本人子月日益增多，因此開始需求小學校的設立。這是

當時官舍設附屬於國與學校的小學校落成時，所發布的命令。其中第 21 條關於

學習臺灣語的部分。我們可以再次看到以第二語言學習應用對比學語言學習法的

模型。除了注音語音聲調的正確外，還別提稻將所學習內容的意義翻譯成國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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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雙語對比檢核語義，就是對比語言教學的極佳例證。 

(二)臺灣人之日語學習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4 月 24 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各部分課規程(民臨三〇

〇號)，學務部分為教務課和編纂課，當時日本人亟欲在臺灣推動教育政策，因

此積極編寫教材，以因應臺灣教育的需要，學務部變是盛載此大任的單位；當時

的教材是以日本內地教科書，附上臺語對譯(林品桐譯著，2001：7)。 

1896 年(日明治 29年)8月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及附屬學校報告中也記錄

了關於對臺灣人教受會話時，也採取對譯方式。 

 

圖 97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中事務報告（國語學校）」209(頁面 0058)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查詢系統 

上圖譯文： 

                         

209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中事務報告（國語學校）」（1896-11-11）(頁面 0058)，〈明治二十九年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85004。2020年 7月 30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7240ZVjDNgs#Kv96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7240ZVjDNgs#Kv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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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即將學之文字讓其前後連結應用，詢問其各種淺顯問題，使之回答，將

其有過錯之處訂正教示，或課以習題作業，讓其作成適當之講話，又給與臺

語使其翻譯之，要使其能區別判明全部自稱，稱人之語言(林品桐，2001：

25)。 

除了教授日語會話時，會應用臺語翻譯的方式，增進學習效果外，日本時代

最注重天皇的教育敕語，也被列入這一波對譯學習的材料。下圖是 1896 年(日明

治 29年)11月 1日請是關於教育敕語翻譯為漢文的公文。 

 

圖 98「教育敕語漢文訓義著述囑托ノ件」210(頁面 0275)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查詢系統 

上圖譯文： 

恭讀教育敕語為目前本島教育最重要者，因彼此語言不通，即有聖上旨意亦

有難於貫徹之虞。原來恭讀本敕語後即接連恭讀其漢譯文，而為要使本島學

                         

210
 「教育敕語漢文訓義著述囑托ノ件」（1896-12-02）(頁面 0275)，〈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司法教育學術〉，《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00022。2020年 7月 30日搜尋於：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7236__FE7vA#cb38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207236__FE7vA#c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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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詳悉聖旨，尚有附以漢文訓釋衍義之必要，茲擬請該著述囑託內藤恥叟辦

理(林品桐譯著，2001：7)。 

因為擔心臺灣人無法理解教育敕語的意涵，又當時恭讀教育敕語是一件非常

重要神聖的事，因此當然除了以日語朗讀之外，必須提供臺灣人以漢文對譯說明

內容的教材。這也是臺灣人學昔日語過程中一件對比語言教學的代表。 

五、《臺灣公學校國語教授要旨》中對比教學的說明 

《臺灣教育沿革治》第三篇初等學校第三章公學校第八節「公學校國語教學

要旨頒布」，談到日本國語傳習所時代的日語教學，教學時所使用的方法是以日

語和土語(臺灣語)對照為主，目的在為使學習者了解所學目標語的意思(臺灣教

育會編，1939：256-257；許錫慶譯注，2010：113)。在 1898年(日明治 31年)8

月 16日公學校規則(敕令第七八號)發布，其中第十條「公學校教學科目之程度」

說明之第二項和的四項，也明確點出日臺語對譯教學(臺灣教育會編，1939：263；

許錫慶譯注，2010：101)： 

二 

國語係講授音韻之性質、語言之種類、典則應用及會話實習、及地理、歷

史、理科相關內容，傳授國語時以熟練使用本國現行語言精確並流利說明

自己的思想，並能明白解釋他人語言為目的，應常與土語對照使其體會其

意義，兼通曉語言及文章典則。 

四 

讀書係傳授假名之單字、單句及簡易會話及普通文章之讀法，且一併就古

體漢文傳授句讀法及訓點。傳授讀書應經常與國語作文傳授相連，注意文

字之音訓及語勢，且令其將之譯成土語以檢試是否了解語句文章，應使其

能完全了解整體意義，兼啟發其智德(臺灣教育會編，1939：263；許錫慶

譯注，2010：101)。 

在教學要旨中，呈現出日本人在教授日語時教學方式，日語對臺灣人來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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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因此臺灣人具有母語作為日語的學習基礎，日語示學習的目標語言。

在學習的過程中，可經常的將母語拿來和日語對照，以增進對日語的理解和掌握

日語的使用規則。雖然對比語言教學未在當時提出理學基礎，而後日本教授橋本

武又引進法國人葛安氏的直接教學法，當時也在臺灣獲得一致好評，而成為臺灣

語言教學的方式。當時日本也一句葛安式的教學法，編寫出教學流程。但是，也

提出了教學時的注意事項： 

第一 

教國語時盡量不要用臺語翻譯，直接語觀念連結為要。……至於動作姿態 難

以表達者，用臺語引起觀念方便者，可以用之，觀念以引起以上，立即應將

其觀念語語言聯結(林品桐，2001：1380)。 

雖然風行當時的直接教學法，其實還是有無法達到教學目標的歷程，因此還

是必須例外的採用對譯的方式協助。當時國語學校教授渡邊春藏分析直接教學法

的優劣之後，提出這種教學法的蔣導致語言學習的缺失，可惜當時因無法提出修

正方案，也沒有辦法改變當時教學的方式。或許，倘若時空轉移至今日，他就是

可能就會學習到董忠司(2014)所提出的修正式的對譯法，以對比語言教學取代直

接教學法，渡邊春藏便能夠發展出更有彈性的對比語言教學法。 

六、臺灣語方面的研究參考 

2013 年王森田著《日治時代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困境》中整理了日本時代

所留下來的文獻資料，及各資料內容的特色有以下： 

1898 年(日明治 30 年)侯野和吉編《軍人用臺灣語》，可以在其中看到當時

日本軍人學習語使用臺灣語的狀況。 

1901 年(日明治 34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編定《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

詳解》，可以看出當時日本總督府對於臺灣語教材編制的狀況。 

1912(日大正 1 年)川合真永編著《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可以了解到日

本人已透過通信來學習臺灣語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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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日大正 11 年)范亞丕所編著《臺灣語捷徑》，可以看出當時日本人

擊破想要學習臺灣語的狀況，因此才會有捷徑的教材產出。 

1923 年(日大正 12 年)編定《專賣局臺灣語典》，可見得日本對於臺灣語的

重視。 

   1926 年(日大正 15年)、1927年(日昭和 2年)、1929年(日昭和 4年)、1936

年(日昭和 11年)由臺灣受驗準備研究會編訂《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

其中關於臺灣語科的內容，可了解當時日本人在學校教育方面，除了日語之外仍

關注臺灣語的教育。 

1927 年(日昭和 2年)編訂《臺灣總督府小公學校教員檢定試題文題集》，其

中關於臺灣語科的部分，可以看出不論日本人或是臺灣人，當時想要進入小公學

校擔任教員的話，資格測試考科中，臺灣語也是必考的科目。 

1930 年(日昭和 4年)熊谷良正編著《臺灣語之研究》，本書可以了解當時日

本人對臺灣語研究所下的功夫。 

1931 年(日昭和 6年)岡田正之所編著《新制漢文讀本》，本書可以了解日本

人當時編制漢語教材的狀況。 

1933 年(日昭和 8年)今田祝藏編著《刑務所用臺灣語集》，本書可以了解到

日本當時刑事學習與使用臺灣語的狀況。 

1934 年(日昭和 9年)陳輝龍編著《臺灣語法》，本書可以了解到當時日本人

學習臺灣與法的狀況。 

1935 年(日昭和 10 年)小野西洲編著《警察官對民眾臺語訓話要範》，本書

可以了解日本警察當時學習臺灣與的狀況。為了讓警察能夠使用臺灣語，特請專

家編寫與警察公務相關的演講稿，或是對臺灣民眾的訓話稿，並將這些演講稿和

訓話稿收集成冊，讓警察可以照本宣科講出相關的內容。本書包含有與警察職務

說明的部分，包括：警察、行政警察、安寧秩序的維持、生命財產的保護、打破

錯誤的觀念等；有關飲食營業方面，有：飲食店營業與社會關係、飲食業營業臨

檢、飲食店與司昌的關係、飲食店與賭博的關係、未成年者與咖啡的關係、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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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與小心火燭、飲食器具注意、飲食店與犯罪防治等；有關交通規則的部分，

有：交通警察的意義、交通道德的尊重、左側通行的倡導、遵循交通警察的指揮、

交通速度的保持等；亦有關衛生的部分，有：瘧疾的預防、傳染病的預防、病菌

媒介的杜絕與免疫等；有關保甲的訓話，有：遺失物的尋獲、違警處理、投訴他

地申請、對於兒童的注意、關於兒童的嬉戲、偷竊現場的保持、指紋的重要性、

火災的預防、道路的修繕、輕鐵經營者的注意等；還有對於理髮營業者的訓話，

有：營業公共衛生、理髮師稱謂的由來與意義等；還有關於思想、吸食鴉片、修

養訓話等(王森田，2013：23)。 

1936 年(日昭和 11 年)語言研究會編訂《漢字起源の研究》，本書可以了解

日本人當時研究漢字的情形。1944年(日昭和 19年)9月 20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

及司司獄官練習所發行《臺灣語教科書》。書中將臺灣語的發音分成常音、出氣

音、鼻音、促音等作說明練習，拼音符號以日本舊五十音來記錄以方便日本人研

讀(王森田，2013：23)。 

七、日本時代初期語言教學法 

(一)應用對比語言學 

臺灣土語教材不論閩南語、客家語，都是以假名拼音編寫，臺灣總督府民政

部總務局學務課在 1902年(明治 35年)出版《仮名遣法：国民読本参照》211，說

明假名使用之原則及方式。其中第十章專門討論〈臺灣土語記音假名〉，在說明

的同時，亦採取對比語音學的概念，例如下圖內文的紀錄，除了探討日語閩南語

發音的差異性外，還用羅馬拼音做協助標音說明，並指出日人發音學習可能遇到

的困難： 

                         

211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全文下載(書誌 ID：000000934213)，2020年 6月

28 日搜尋於：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2899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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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9 《仮名遣法 : 国民読本参照》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述資料也非常有趣的呈現「交、狗、教、猴、厚」發音語意義上的差異，

並且標注臺語八聲，可見編輯者對於臺灣閩南語已有深入的了解。此書出版於

1902年，日本領臺統治方 7、8年光景，對於臺灣土語能掌握如此精細，實屬難

得！ 

    日人來到臺灣，為了能達到與臺灣語言對譯的目標，採用了很多對比語言的

概念與模式，下圖是在村上玉吉《臺灣紀要》中論述到臺灣語言差異時所舉的例

子，他以假名標音數字一到十的說法，陳列臺灣常見語言各種不同的發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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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 《臺灣紀要》212 (頁 127)語言對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 

上圖，我們可以看到六種語言的對比分析，在共用一種拼音系統的架構之下，

學習另一種語言的發音。並且在共用同一組文字(如：一、二、三，1、2、3)的

表現方式下，學習用不同語言表述同樣的事物。 

(二)採用直接教學法 

《葛氏語言教授方案》1898 年(明治 31 年)8 月 16 日〈臺灣公學校規則〉

                         

212
 国立国会図書館オンラインへのリンク，村上玉吉著，《台湾紀要》，1897年(日明治 32

年)，(書誌 ID：000000428338) ，單頁 JPEG圖檔輸出，2020年 7月 28日搜尋於：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58?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58&__lan

g=en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58?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58&__lang=en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67058?itemId=info%3Andljp%2Fpid%2F767058&_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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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令第 87號)公布(臺灣教育會編，1939：231；許錫慶譯註，2010：101)： 

第十條 公學校教學科目之程度如下 

二 國語係講授音韻之性質、語言之種類、典則應用及會話實習，地理、歷

史、理科相關內容，傳授國語時以熟練使用本國現行語言精確並流利說明自

己的思想，並能明白解釋他人之語言為目的，應常與土語對照使其體會其意

義，兼通曉語言及文章。 

四 讀書係傳授假名之單字、單句及簡易會話文及普通文章的讀法，且一併

就古體漢文傳授句讀法(日式的漢文讀法)及訓點(日式訓讀及標點)。傳授讀

書應經常與國語作文之傳授相連，注意文字之音訓及語勢，且令其將之譯成

土語以檢試是否了解語句文章，應使其能完全了解整體意義，兼啟發其智德。 

國語傳習所時代的國語教學，採用方法是以國語和土語對照為主，讓學習者

了解它的意思，公學校令實施後，因為無替代方案，因此繼續沿用著樣的教學方

式；土語的對照成了必要條件(臺灣教育會編，1939：256；許錫慶譯註，2010：

113)。但是在 1899 年(明治 32年)國語學校教授橋本武向大家介紹法國葛安氏的

語言教授法，經由第一附屬學校幾位教諭試用後獲得良好成效，此教學方在當時

受到矚目。總督府學務課便於 1900年(明治 33年)頒布葛安氏語言教授方案及臺

灣國語學校教授要旨。 

八、結語：以使用場合為對比學習語料 

伊原大策的研究指出，礙於語言溝通的障礙，日本人投入臺灣土語調查與學

習，但是當時沒有可資參考的臺語教材，也只好仿效既有的北京話教本做為雛形

來編輯臺語教本(伊原大策，2013：77)。雖然臺灣當時語言使用人口比例以閩南

語居多，因此日本人語言研究的重心首要在閩南語。我們也可以推測日本人對於

客語的學習教材的編寫，不免也會參仿當時閩南語學習教材的方式。來臺擔任學

務部長的伊澤修二，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而是具有教育專業的學者，關於日本

時代教育政策的研究，一定不能忽略這位為臺灣教育規劃創始貢獻的人，但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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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語言專業也一樣也值得受到重視。 

伊澤修二上呈給樺山總督的新領地臺灣教育方針中提到，為了完成目前急需

之教育相關事項，開通彼此想溝通之管道，應設法讓新領地臺灣的人民盡速學習

日本語，應設法讓自本土移往臺灣者學習日常所需要之本地方言，又為了完成這

兩項目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便是編輯淺顯易懂的會話書籍。因此，語言教材

內容偏向日常生活實用對話。 

語言教學的材料是由學務部編纂課負責，1896 年 (日明治 30 年)7 月 10 日遷

移至芝山巖，當時編輯中的圖書有：(1)小學校讀本教科書的土語對譯。(2)教育敕

語的解釋漢譯。(3)日本語法即文法教科書。(4)書翰文及公文教科書。(5)日本語及

臺灣語之對譯辭書。(6)理科會話書及對譯。(7)日本歷史、地理會話書。其他另有

學務部長於上京中交付印刷應於 12 月完成的有：《國語教科參考書三卷》、《臺灣

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臺灣適用作法教授書》、《臺灣適用會話入門》、《臺灣適

用小學讀方作文掛圖教授指針》、《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發聲符號》、《臺灣

十五音及字母詳解》等(臺灣教育會編，1995：34、37-38，許錫慶譯注，2010：15-

16)。以上編纂課所編輯的教材，我們可將之分為教學用及公務用兩大類；而伊澤

修二所主導印刷的教材，主要可分為日語教學使用及常用會話兩類。以此二者看

來，日本時代初期所編寫的教材，均為了實務而作。 

日本時代發展以日語假名來拼寫臺灣土語(客語、閩南語)。根據伊原大策的

研究指出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材一開始是由軍人編寫213，後來才出現由民間或官方

編輯的教材；初期教材內容常常含有軍事統治目的，而民間所編的教材，主要基

於產業需求的觀點而編寫；觀察這些教材，就會發現其中往往顯現出一種固定的

模式與內容；日本人來臺後面對不熟習的臺灣語言，急需編寫教材應急，因此後

刊教材拿前刊教材做為雛形加以仿效的情況在所難免；如今透過這些教材的共有

                         

213
 此點筆者較質疑，作者並未舉證為何為軍人編寫。筆者認為應該是「為軍人」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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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可以推知當時日本對臺灣社會與臺灣語言的觀念(伊原大策，2013：70)214。

伊原大策所說的臺灣語，應該是當時的閩南語，他的研究說明了日人來臺後面對

伊澤修二所提出的「急需解決的問題」，所採取的因應之道。 

對比語言教學具有彈性與包容，能適應第二外語學習時的水平遷移，也能協

助學習者以自己語言知識為基礎，對目標語採取分析的策略，在對比各種語言特

質後，進而順利學習。日本時代，不論是日本人學習臺灣語或是臺灣人學習日本

語，在教材語教學方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對比語言教學的身影。 

第六節 綜合討論 

在上述章節中，我們了解日本時代在與言教育政策推動的方針，伊澤修二為

了在臺灣的語言溝通問題，建議日本人必須學習閩南語，然而客家人在日本時代

之後，又在何時才被注意到呢？客家語又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使用呢？在日本

領臺初期清代臺灣方志成了官方研究臺灣的重要依據，方志中的客家書寫，以及

乙未之役日人對客家的抗日行為，使官方對於客家產生了負面書寫。日本領臺 50

年期間，日本對客家描述也有不同的變化，在地日本警察的實際客家記錄明顯與

官方有落差(陳俊安215，2012：264)。雖然記載客家的內容，不若閩南語和原住民

語的料豐富，且必須在各歷史方治中搜尋片段的紀錄，但是這更顯得史料的寶貴

以及投入客家研究的重要性。 

羅濟立提到：在目前所能掌握統治時期日本人學習客家話的資料中，除了『警

友』雜誌之外，還包括有「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第 6 号（1900 年 12 月）

                         

214
 見伊原大策〈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本系譜〉，作者為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2020年 6

月 7日全文下載於：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

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14858-201309-201410030004-

201410030004-67-98 

215
 見 2012 年《臺灣文獻》季刊 63 卷 3期，陳俊安〈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客家社會印象之探

討〉，頁 264-301。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14858-201309-201410030004-201410030004-67-98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14858-201309-201410030004-201410030004-67-98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nthulib-oc.nt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14858-201309-201410030004-201410030004-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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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号（1901 年 2 月）・第 8 号（1901 年 8 月，野田岳陽、臺北博文

堂）、『臺灣語通譯教程下卷前篇』（林康義 1901、憲兵司令部）、『廣東語會話篇』

（志波吉太郎 1915、臺灣日日新聞社）、『廣東語集成』（劉克明 1917、臺北新

高堂）、『語苑』月刊（第 15 巻第 4 號(1922 年)～第 29 巻第 12 號(1936 

年)、臺灣語通信研究會）、『廣東語辞典』（臺灣総督府 1932、臺灣総督府）、菅

向榮 1933『標準廣東語典』（菅向榮 1933、臺灣警察協會）、河野登喜壽 1933

『廣東語の研究』（河野登喜壽 1933、新竹州警察文庫）等八種類，幾乎都是出

於警察之手，直接或間接地與警察有關(羅濟立，2008：178)。 

日本在臺長達 50 年，引進各種近代化的設施，透過小學(初等)教育在臺灣

推行日本語言教育，企圖傳達並塑造臺灣人民對於統治者的認同。從西方傳教士

的紀錄可知，當時在臺的閩南人口占絕對多數，而日本為達到溝通的目的，訓練

通譯所採用的語言一定是比例較多的閩南語為主，尤其在來臺初期百業待興的情

況下，客家語顯然較不受到重視。因此直到統治臺灣約 20 年後，才有 1915 年

《廣東語會話》、1919 年《廣東語集成》客語的教材。 

在 1915 年（日本領臺 第二十年）即有由志波吉太郎編訂的《廣東語會話》

刊行，「此書為 日後日本人做臺灣地區的漢語方言研究樹立了『假名』（Kana）

拼音 方式及聲調標記法。雖然此書引言中說是以四縣話為準，而實際上卻是海

陸客家，因為去聲也分了陰陽。同時，此書的調號錯誤百出，不足以採信」。(陳

運棟五十年來臺灣的客家研究) 

1919 年成於臺人劉克明的《廣東語集成》，內含語音描述、文法分析外加二

十二課的對話練習課文，亦採「假名」拼音，以四縣話為主，此書應可視為一種

四縣客語課本。1933 年復有菅向榮的《標準廣東語典》上梓，亦為四縣話，含 38

課的對話課文，另加單字表及客家諺語，亦可視為客語課本，惟內容更趨完備。 

    依據日本時代初期的紀錄，伊澤修二可算是日本在臺灣教育展開的關鍵人物。

他對於臺灣教育的主張，也深深影響了日本統治臺灣的政策。伊澤認為：臺灣教

育的方針應當以「孔孟」為依循，並應該尊重「四書五經」。從伊澤的觀點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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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正好呼應當時臺灣在殖民統治下，地方上卻還有許多書院、私塾存在，可見

當時的社會注重漢文的風氣並不受影響，日本人設立的學校裡也設有漢文的課程。

以上這些，應該和伊澤修二當時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或許更可以進一步推

論，既然書院與私塾延續存在，那麼當時上課老師所使用的語言，應當依舊是當

時各地通行的語言。也就是說，如果是在客家村落的書院，那麼老師所使用的語

言應該仍然是客家語。客語在日本統治初期，在教育上應當仍然保有其自由使用

的空間。 

以上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日人治臺之後，著眼於語言教育的政策以及做法。

其後，雖然有禁說土語、鼓勵國與家庭的政策，當時的臺灣人民在學校說日語，

在家裡說自己的母語。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受過日本教育的長輩，能說流

利的日語，也能講一口流利的母語。當時，母語並未因日本的語文政策而致使消

失，筆者曾訪談鄰家八十幾歲的阿婆，她在日本時代就讀公學校一到四年級，五

年級時開始轉為學國語。她向筆者說起，回憶起小時候日本警察來家中時的狀況，

她說當時她母親很緊張聽不懂警察說的話，要她趕快出來翻譯，後來才懂得原來

警察口渴要喝水，跟他們討水喝。筆者的父親(已逝)出生於 1927 年(日昭和 2

年)，日本公學校小學畢業，客家語依然是他的生活主要語言，而日語則是他小

時候上學溝通使用的學校語言。 

因此，可以推論當時可能家中長輩不懂日語，子弟就算到公學校就讀必須

講日語，但是回到家後母語依舊是生活常用語言。所以，即使在日本時代長達

五十年的時間，臺灣客家語依然能夠在民間保持使用的功能，而這群接受日本

初等教育的臺灣人則成為雙語使用者。而這處於日本時代後期出生的臺灣人，

並未經歷日本初到臺灣時高壓、殺戮引發的抗日行動的衝突，因此仍對於當時

日本老師非常尊敬，也依舊嚮往過去在日本時代上學的生活，筆者父親甚至到

了五、六十歲還會開國小同學會，他曾說有一年還把日本老師從日本邀請來臺

參與同學會，看著與日本老師合照的老相片，用流利的客語講述當時的情況，

一直是父親生前津津樂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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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來臺後，編寫客語教材，是因為有先見之明，知道必須保存臺灣多元

語言？抑或是對於多元文化語言的重視？羅濟立的研究指出日本時代初期編纂

客語教材目的並非在語言保存，而是為了在了解當地民風習俗、輔助政令推行，

因此客語教材的出版多以實用為目的，且主要由與客家人接觸較多的警察相關人

士編纂，但是在數量上、内容上不及閩南語的研究也是不難理解的事。日本時代

對客語的關心主要目的在：1.戸口調査等行政事務、商業交易、社交、旅行等實

用面：2.推行日本語教育之教化政策的一環、民族融合等統治目的；3.警察業務

關係等三大方面(羅濟立，2005：3)。日本時代對於客語產生研究興趣，期出發

點是傾向實用的部分，為了解決管理與統治的需求。臺灣與日本過去同屬漢文化

圈，漢字也就成為日本與臺灣語言溝通的中介橋樑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積

極向西方學習，派遣學者到西方留學，這些人帶回了西方教育思維、羅馬拼音，

最後也成為日本來臺初期採用的參考。來臺的日本人學習臺灣客語大致可分為三

種方式進行：一是利用日語假名來拼寫臺灣土語的詞彙以協助學習；二是利用漢

文作為語彙理解的中介；其三，使用羅馬拼音拚注客語。 

觀察日本時代的客語教材，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日本人注意到

臺灣多語環境，當時有臺灣有許多傳教士，他們學習臺灣人的語言來傳教，也曾

建議日本人採用相同的方法，雖然日本人沒有接受傳教士的意見，但顯然也想了

解臺灣語言；二是當臺灣反抗勢力逐漸安定之後，有些在日本公部門工作或是擔

任教師的客家人，由於環境的需求學習日語之後，反過來以日文書寫客語教材，

協助日本人學習自己客家族群的語言。以上整理了許多日本時代，與客語相關的

雜誌、教程、辭書等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隨著統治時間越長，日本人所使用的

學習材料也越來越成熟。以下是整理其中的特色: 

(一)標音符號的兼容並蓄 

 從一開始只有漢字與日文對照，接著在漢字旁標注客語發音。但是，隨著日

本統治臺灣時間越長，日本學者開始進行臺灣語的研究。而且，該書也不再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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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本人使用。又由於書本內部的標音，使得臺灣人也可以利用辭書來學習日文，

或者閩南人可以學習客家語，客家人可以學習閩南語。標音符號方面，也不再限

制於假名符號，由於東西方的交流，也讓日本人採用羅馬拼音的符號來記音。這

樣的記音方式，增加了閱讀的對象。使得辭書的功用，不限於只能共日本人查詢，

更進一步提升了它的專業水準。 

(二)內容的實用與專業並重 

 由這些珍貴的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日本人在官方要求下，進行

客語學習。從草創時期，為了盡速達到與當地客與族群溝通的目標，他們設計

各種生活中實用的對話語料，並且以最需要的警察對話，先做為學習的內容。   

日本人對於客語也是相同的態度，羅濟立認為明治政府或是臺灣總督府為了

推行教化統治政策，對臺灣的語言進行全面的調査和研究，特別是日本人開始經

營殖民地之時，在通行客語的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栗）等地，基於眼前的

必要，以實用目的為出發點學習了客家話(羅濟立，2005：2)216。 

關於教材內容的編排標準，洪惟仁在閩南語教材編寫研究中，曾提出以下幾

點 (洪惟仁，1998：458-459)： 

1.詞彙由淺入深： 先介紹常用詞彙，一些出現頻率較低的實詞或虛詞，則安排在

後面的課程。 

2.字數由少而多：課文字數隨著學生的程度逐課逐年增加，初階每一課以不超過

一百字為限，高階在三百字至一千字之間。 

3.由聽說而讀寫：初階以聽得懂教師講授內容，發音正確、表達順暢為目標，逐

漸增加讀寫訓練。 

4.由發音而文字：初階部要求拼音訓練，只訓練聲調、聲母、韻母的分辨，逐漸

                         

216
 見羅濟立 94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日本統治下臺灣客家話的學習與研究》，計畫編號：

NSC94-2411-H031-013。網路資料，2020年 6月 9 日，全文下載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099074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09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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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音標、漢字的書寫訓練，高階應有文白異讀、方言異讀的課程。 

5.由趣味而知識性：初階以遊戲、活動性的課程為主，培養學生的興趣，逐漸增

加社會溝通能力訓練，文化知識的灌輸，文學藝術鑑賞力的培養。課文內容避免

說教式的議論，設計一些幽默笑點。 

6.先口語而文言：課文內容使用語言應以現代口語為先，歌謠也以現代童謠、流

行歌曲為主，傳統歌謠不符合現代口語者，也應加以改寫。補充教材應以介紹傳

統諺語、謎語、歇後語、慣用語為主；中階以後逐漸增加四句聯、採茶歌等傳統

文學作品及現代創作文學；高階以傳統文學作品及現代文學為主，再增加漢文、

漢詩。 

7.配合時令：課程順序的編排應注意配合時令，與季節有關的生產活動或是節慶

習俗，課文實施時間應與實際日期大略一致，以達到課程和生活結合的目標。 

雖然現代學者距離日本時代也以有 100 年之久，但是古今對照，可以發現過

去日本人所編寫的客語學習教材，亦包含著現代本土語教材編寫的核心觀念。以

實用為觀點的教材編寫，可看到選材貼近生活實用，語料則由簡而繁、詞彙由淺

而深、字數由少到多等特色。 

(三)對比語言教學法的應用 

 在田調收集語彙之後，也在書中寫出日語和臺灣語的對譯內容，使得學習客

語的內容更加豐富。其後，不只蒐集到更多的客語詞彙，更將閩南語和客語不同

漢字說法共同呈現，更方便比較學習。專業的語言學教育方式，影響了教材的編

排。因此，運用專業的語言學知識，能促進教材與教學的成效。 

張惠貞在所著的《閩南語教材教法》中也談到關於使用國語來協助閩南語學

習的看法： 

國臺語的的應對轉換課程，可以幫助孩子從國語的認知中學習閩南語，

因為我們的孩子自進入幼稚園就讀，大部分的孩子就幾乎是使用國語為主，

即使是講閩南語的家庭也是如此，更何況目前有許多的七年級生幾乎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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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為主要的生活語言，而他們所教養出來的下一代，就自然是以國語為主

要的語言了。在學校上閩南語課，老師運用國語來輔助閩南語教學，自然也

是普遍的情況，又能讓孩子從中比較國臺語的差異(張惠貞，2008：86)。 

他提出這種國語和閩南語應對轉換在教學上的看法，他認為國語和閩南語不

是只有消極的翻譯功能，它還能從語彙中去學習和比較，也能做教學活動設計的

運用。以這個現代的想法，我們拿到日本時代日本人所編寫的教材來看，日本人

利用假名當作語音的橋樑、用漢字當作語意的連結，再彼此相互對比學習。可以

創造出精彩的學習效果。 

揣想日本人在學習客語之前，除了使用教材之外，也會由以客語為母語的臺

灣人作為協助日本人學習客語的中介，這個腳色就好像是現在教室裡的客語教師

一樣。當臺灣人學習日語有成之後，也熟悉了日語的語音、語法，再結合自己客

語的專長，就成為像劉克明這樣能編寫客語教材的專業人士。因此，客語教育的

進行，對比語言教學法的應用，必能有效培育出良好的多語人材，也能更快速的

達到客語學習的目標。 

(四)專門學校語課程的建置 

 日本為的推動皇民化政策，設置國語學校，為了使日方人員具有客語溝通的

能力，更要求必須學習客語，除了編寫教材，提供學習之外，也會進行評鑑考試。

因此，專責的教育單位，是客語學習的重要硬體 

(五)教材開發與研究 

 沒有一份能適合所有人的教材，語言的學習必須運用專業知識，隨時吸收新

知，開發不同的語言教材。才能因應學習者的需求。辭書的建立，雖然限於田野

調查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時間與金錢，但是收集語彙是非常重要的語言保存工

作之一。 

 教科書在教學活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很多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

導致有誤用的現象，像是：1.視教科書為至高無上的權威；2.視教科書為全部的



381 

 

課程；3.視教科書為唯一教材；4.僵化的使用教科書(吳清山，2006：202)。日

本時代的客語教材，距離今日 2020 年已有 100 年的歷史。在當時，日本人以不

懂臺灣語言的狀態下，透過一套標音系統，運用漢字建立初步詞彙語義理解的橋

樑。選擇與生活貼近，以實用的目的的語彙和對話來學習臺灣語，協助日本人以

外國人的身分，學習了臺灣本土語言。 

 日本客語教材的編排和選擇語料的方式，成功協助他們快速的學習臺灣語言，

能達到日常溝通的目的。反觀，現在臺灣本土語教材的編寫，國小階段學習 6年

的課程，學生還是無法達成日常生活的對話。如何才能藉由教材的適當編寫，協

助語言傳承，筆者認為 100年前這些客語教材，已經給予我們很好的示範。 

(六)結語 

 臺灣客家族群的語言正面臨被遺忘的危機，值此之際，也提高了客家人的危

機意識，有許多研究學者投身研究客語。不過，所見多為語音、語彙、語法等研

究或專書。有關於客語教學上所需要的教材教法，卻較少有專書。因此本節所蒐

集有關日本時代客語教材，希望藉由分析日本人以第二外語的角度學習客家語時，

其編寫內容是否能提供給今日的客語教材教法參考。 

 相信不論是過去或是未來，教師使用教材都必須跳脫僵化的限制，應把握以

下原則(吳清山，2006：202-203)： 

1.靈活彈性運用：教科書只是教學時的參考，雖然是教學課程的主要材料，但是

依然可以配合學生的需求斟酌調整、靈活運用。 

2.適時提供補充教材：教科書因為編排版面、頁數有限，使得內容可能不足，因

此教師必須補充課外的知識或相關題材，與教科書相輔相成，協助學生達到學習

目標。 

雖然日本時代距今已遠，我們以古鑑今也能為今日的客家語教材增添一些創

意與思考。目前不管是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編出來的教材，或是民間編出來的教科

書，即使材料、範文都很好，也不是金科玉律，不能更動。教材只是供教學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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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考的例子，教師要深入研究教材、活用教材、補充教材，使教材發揮「舉

一反三」的教學效果。因此，教，要朝著促使學生「反三」的標的去活用教材。

數學過程中的「教材研究」，就是要教師深入研究教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語

文學習領域，列有「致材編選原則」，教師可以根據這些原則自編教材或選用各

出版社編出的語文教材(陳正治，2008：10)。分析日本時代客語教材，我們可以

由一種對於客語陌生的角度，去分析這些教材如何因應盪時時代的需求而編寫。 

  



383 

 

第六章 結論 

    探討日本時代與今日的客語政策，筆者想凸顯的是，相似的「國語」獨尊的

語文教育政策之下，我們的母語是否因此遇到了相似的困境。 

    從解嚴之後、還我母語運動的呼籲，我們看到了今日母語凋零的速率倍增，

客語消失的速度更勝過日本時代。或許是科技進步，帶來了國際潮流，使得今日

客語要面臨的挑戰，不只有國語、閩南語，還多了國際語言。 

第一節客語教育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語言是族群文化的根源，語言能呈現族群獨特的信仰與文學，語言是族群緊

密溝通的連結，思考習慣與智慧結晶。臺灣客家族群雖然語言人口比例位居臺灣

第二，但是或許是因清代以籍貫分類的影響，或是因社會族群械鬥及政治事件所

造成的族群成見，再加上早期臺灣歷史研究客家文化常被視為漢人文化之一而未

關注其獨特性，而使得客家語歷史定位不彰。長久以來臺灣客家族群的研究相對

其他族群的發展，一直有弱勢、邊緣化的趨向，近二十年來更產生文化、語言流

失的危機。 

因此，客語相關政策，為客語提供法律的權利保障，雖然隱含著政治的角力，

但是我們期待透過政策的制定，傳承客語，也讓國家族權間的語言權力走向平等

的立足點。過去，語言是族群間最有效的辨識方式，但是隨著語言的消失，語言

族群辨識已經不再是族群的標誌。我們更不希望，客語成為族群血緣中僅存的歷

史與記憶！因此必須以過去經驗為基石、以現在的努力為砥柱，為客語的未來建

築一座引領傳承的燈塔，並且持續集眾人之力使之綻放光芒，吸引認同客語、喜

愛客語、甚至是對客語好奇的人們，一起學習客語、傳承客語。 

日本時代對於客家語的教育政策，設置土語講習到禁止土語。國民政府來臺

之後，從全面推行國語，到現在學校設置母語課程。歷史讓我們看到語文教育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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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日本時代的啟示 

看似也被日本時代初期忽略的臺灣客語，其實在史料交叉比對下，我們可以

推論客家語一開始並未缺席。從臺灣土語講習所擔任土語講師的廣東人趙錦堂、

臺灣十五音編輯時在緒論說明 

從日本時代初期的歷史記錄觀察，客家語在日本時代人數比例較閩南族群少，

客家語受到的重視相形之下也很少。但是，這依然是外國人在臺灣學習客家語的

一段重要歷史。因此，即使資料很少，對於臺灣客家語教育史而言也是珍貴的史

料。但是，過去的研究資料，大多以分析單一辭典或教材內容為主，並未探究教

育政策及教材教法的精神，因此本論文投入日本時代臺灣客語政策與教學研究。

但在研究內容上，客家語政策相關的資料實在太少，因此必須以日本時代的語言

教育政策為依循，才能在其中將客家語相關的資料抽絲剝繭的挖掘、整理出來。 

日本時代初期之語文教育政策是為了為了培養通譯人才、解決臺灣人與日本

人之間的語言溝通問題。日本人學習在臺灣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

目的，也是為了解決語言隔閡。在殖民同化政策的引領下，日本時代以學校推動

「國語」教育，當然在統治 50 年間日語逐漸成為臺灣在校園學習的共通語言，

而臺灣語教育也在其中轉為廢除、停止。根據江孏乙的訪談研究，耆老們雖然鳩

受過日語教育，但是日常生活都使用客家話，他們平日在書房及詩社活動時，都

以客家語教學、溝通及創作(江孏乙，2013：12)。但是，我們也看到在日本時代

50年的日語教育的政策下，臺灣客家語依舊存在。 

在此，並非讚賞日本時代對於臺灣土語的包容，而是我們必須去了解，即使

在一個建立共通單一的語言教育政策下，我們的母語還是有生存的空間。當然，

大家也不可忽視馬偕博士所看到的情況，他當時他已經預言客家人學習閩南語之

後，未來有可能面臨語言的滅亡危機，後來的閩南客聚落即是此類。 

不過，筆者相信日本時代的客家語教育必定還有許多精彩的內容，未來期待

能有更多有志共同在這些塵封、不被注意的史料中找尋出來，共同努力充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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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教育的發展史。 

二、今日：客語教育的困境 

 1988 年（民國 77年）還我母語運動興起時，客家有志即提出一針見血的宣

言，直至今日，我們仍未能跨越藩籬，身為客家子弟深感汗顏，以下為刊載在客

家風雲雜誌中對於客家的宣言217： 

1.我們認為母語是人出生的尊嚴，原無貴賤高低之分，堅持完整母語權的目的，

即在維護完整的人性尊嚴。 

2.這是客家人維護母語尊嚴及族群延續的運動，故其目的實非對臺灣社會人群的

分類運動。 

3.臺灣本土語言包括臺灣少數民族、客家語及閩南語等，都在現行語言政策下受

到鉗制，因此只有在臺灣語言政策通過真正民主的方式被批判的重建以後，實現

本土和諧之語言生態，我們運動的目標方能達成。 

4.我們的運動當然摒棄各種形式的暴力，而建立對於社會多元價值之承認，以及

對人權平等之信仰及維護。 

5.語言同時也是詮釋權利義務的工具，並且蘊含著文化價值，因此，平等和諧的

語言生態不但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更有助於文化體系的豐碩壯大。 

    基於上述態度，我們的母語運動一方面是客家人主體亦是覺醒運動的一環，

也是少數民族母語運動之一環，更是臺灣民主運動本土化重建運動之一環。 

 客語傳承的危機，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早期客家移民到臺灣，為了生活與經

濟，客家人必須學習其他語言，有些客家人新的語言最後取代客語成為客家人的

生活常用語。舉例來說，宜蘭縣和臺北縣的一些鄉鎮、桃園縣北部、臺中縣山城

地區、彰化平原及八卦山脈西側、雲林縣西螺、二崙、崙背地區、嘉義新港、大

林、北港、阿里山和臺南縣的一些鄉鎮，以及屏東縣的潮州、屏東市和恆春半島

                         

217
 見客家風雲雜誌，1989 年 1 月，15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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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其實早年都還是客語區，現在多半成了「福佬客」218，客家話都已消失殆

盡，後代子孫只有在溯源時，才會發現自己的客家血統。福佬客已經忘記自己是

客家人，甚至以為自己的祖先就是福佬人。雖然福佬客的形成有還有其他的歷史

背景因素，如移民政策、居住安全、族群自救、通婚……，但是過去歷史的經驗，

卻似乎也呈現出現代客語傳承的危機。今日的客家族群很可能卻如同當時的福佬

客一般，極可能在未來忘記自己是客家人，只是不同的是取代客語的可能是國語。

馬偕曾說道：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Hakkas learn the Hok-lo dialect and in time the Hakkas 

may become extinct. （George Leslie MacKay,1895：102） 

 延續馬偕的想法，聚焦到今日的臺灣客家人身上，筆者發現客家人所要面對

的不僅只是學習福佬話所帶來的影響，其中還包含學習國語以及英語潮流的衝擊。

客家人自己對於母語價值觀念的問題，筆者在國小執教，許多客籍家長認為與讓

子女花時間學客語，還不如去學英語來得有實質效益。保存母語的珍貴價值，無

法抵過英語考試的現實。家庭組成的改變也是客語傳承困難的因素之一，過去我

們常說學習母語為的是可以跟祖父母溝通，但是隨著國語教育的推動，祖父母也

都用國語和孫輩說話。況且，今日小家庭結構，少有三代同堂，能有機會與祖父

母講客家話的比例也不多。現代人跟著工作轉換居住地點也影響了客家人使用母

語，客家人很難剛好居住到客家族群較多的鄉鎮，孩子成長過程中無法在平日就

                         

218
「福佬客」是部份客族在台灣墾殖與移民時面對強勢團體而形成，其間有些物競天擇的無

奈，或因通婚和居住在福佬人強勢地區，語言和生活習慣轉化為福佬人。一九六三年，已故民

俗專家林衡道把南彰化一群自稱有「客底」的人，命名為「福佬客」。若不是從禮俗信仰上來推

溯，福佬客與閩南族群已難分辨，尤其在彰化平原的客家居民，福佬化的程度更是徹底。「福佬

客」並不太知曉自己的祖籍或血統源自客家，尤其彰化平原的客家居民，福佬化的程度已相當

徹底，要找到能講流利客家話的人相當困難，且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是閩南人，只能勉強從民俗

學上「天公爐」的形式和放置的位置，或是從宗教信仰來推溯客族的遺緒（編按：客家人天公

爐放在屋外，福佬人置於正廳且形式互異；客族宗教信仰多崇祀三山國王廟及義民廟）。資料來

源：2019 年 4 月 13 日搜尋於網路：客家雲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6149。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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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聽到客家話，客家人欠缺使用客語的生活情境，更讓原本就告急的客語傳承，

增添更多的困難。新婚夫妻也可能是福佬人與客家人通婚，這樣一來所謂的母語，

到底應該教爸爸的語言，還是媽媽的語言呢？最後的結果是全家都用國語溝通，

不管客家話、福佬話都不再具有家庭語言的優勢。 

 2008 年胡愈寧在〈客語生活學校國小學童客語使用及能力之分析〉研究論文

中，採取抽樣的方式研究，他取客家人口密度高之客語生活學校 10 所，並且針

對該校各年級進行集體面訪，研究對象共有 1800 人。經過他深入調查分析學童

客語習得與使用情形，發現：客語生活學校之國小學童，有 55.4%的表示會聽客

語，能完全聽得懂客語者僅佔 23.7%，有 49.8%的表示會說客語，非常會說客語

者只有 16.1%，學童與兄弟姐妹及同學交談則幾乎皆是以國語溝通，學童與父母

交談使用客語的比例 23.3%；學童間語言溝通以使用國語的最多有 91.0%，客語

的只有 5.9%；學校老師在下課時間較常使用國語和與學童溝通佔 87.6%(胡育寧，

2008：47)。課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率低，也造成傳承困難的問題，如何建構客

語友善校園環境，是學校推動客語時必須納入考量的問題。 

 2009 年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的〈客語沈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

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客語沈浸班級的幼兒雖然八成以上為客籍人 士，但幼

兒家庭成員與幼兒使用客語溝通比例卻不及 30%(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2009：

345)。這個研究是關於客家語家庭使用率低的關係，導致即使在學校以沉浸教學

的方式上課，但是學生回到家中後，即使是客語家庭也不跟孩子說客家話。筆者

認為，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父母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了，或者是客家會很不流利，

只好選擇較擅長的國語來溝通。這是客家話流失的重要因素，但是就像許多不可

逆的科學實驗一樣，目前沒有辦法讓這些成年人去學習客家語，但是我們可以透

過社會文化的活動，讓他們願意帶孩子去接觸客家文化，或是鼓勵各地方的客家

協會辦理親子客語活動，讓這些不會假客家語又想學客家語的成年人，可以有機

會再重拾自己的母語能力。 

 從上述的研究顯示，雖然隨著母語課程的推行，不論是客語、福佬語、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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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語，在國小每週有一節 40 分鐘的正式課程，未來國中、高中也將加入客語加

入一週一節必修的母語課。但是這三個族群語言流失的情況來看，這 40、50 分

鐘的課程是否有達到力挽狂瀾的效果？  

 今日客語傳承的困境，在十多年前學者也早就提出警告。曾逢甫曾談到：一

個語言的最後堡壘是家庭。如果連家庭內成員的溝通都已改用母語以外的語言，

那麼不久的將來原來母語也就不再是母語了。從這一個觀點看來，雖然說臺灣三

個族群母語流失是政府以過分霸道的方法推行國語所造成的，但這三個族群的人

們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如果我們都堅持在家裡使用母語，那麼惡化的情形也不

會像現在這麼嚴重(曹逢甫，1998：177)。沒錯！今日大部分的國小學童，他們最

擅長的母語幾乎都是國語了。而且，現今家庭傳承母語的功能，早已大不如前。

因為國語不僅是官方語言，也是教學語言，甚至取代母語而成為家庭生活語言的

主角。這樣的情況，在臺灣的家庭中，不僅僅存在於客語家庭中，也是福佬人、

原住民家庭所面對的問題。 

 母語本是小孩從媽媽那裡學會的語言，人們通婚後，夫婦的語言不同，小孩

初學的語言，既不是媽媽的話，也不是爸爸的話，而是國語(華語)，這些年輕一

代的人的母語已經由方言轉為國語了。因為國語的通用範圍大，小孩改以國語為

母語是很自然的事(雲惟利，1998：164-165)。因此，我們必須反過來，不能再單

純依賴家庭傳承客語，而必須從教育中，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與

學習教材。 

 語言的意義為何？從經濟角度來看，就個人而言，語言溝通的能力代表一個

人在職業場域最起碼的資格，而多種語言能力甚至是一種競爭力；就社會整體而

言，成員的語言能力更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再來，從文化的層面來看，

語言往往是集體認同的重要表徵，因為不論是族群的集體記憶、智慧、或是價值

觀，都要透過語言來傳遞；當然，站在國家的立場，各種族群的語言都是獨一無

二的文化資產(查施正鋒的文章，客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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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建構客語教育的專業 

 保存客家話的最後一條防線是求之於教育；原本客家話的傳承重任應該委任

於家庭，但由於臺灣歷經日本時代、國語政策的推行，如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章

所整理的因素，在過去為了意識而推行的語言政策影響下，現在的家庭已經無法

肩負傳承客語的大任。然而，現行的母語或鄉土語言教學，並不一定有助於客家

話的保存，反而有可能促進客家話加速消失(鍾榮富，2002：4-8)。 

(一)落實客語法律地位，確實執行客語教育政策 

 《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賦予臺灣固有族群語言和手語法訂定地位。

客語成為國家認同的官方語言，雖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如何落實法律，

真正的扶植弱勢母語，進而讓客語的地位與今日國語達到實質的平等，而不只是

流於口號，才是最重要的。要讓客語不只在客家族群的家庭中扎根，更要拓展客

語是國家寶貴公共財的概念，吸引不同族群學習客語。就像許多客家人過去為了

生活便利的需要，也操持一口流利的福佬語一樣。 

 2022 年(民國 111 年)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國、高中學生將比照現今國小

一樣，必須必修一門本土語言。為了充實師資，立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27 日也

三讀通過了「師資培育法」修正案，本土語文師資的培育有明確的法源依據，教

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司長鄭淵泉也表示，預計明年(民國 112年)正式啟動

本土語文師資職前培育，目前也積極協調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客語、福佬語的師資

培育相關課程。219如同筆者之前提出的看法，在客語傳承已無法單靠家庭達到目

標時，公部門必須投入支持的力量。個人樂見客語教育延伸至國高中的教育制度，

但是，鑒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第四階段(7~9 年級)語文領域也有規畫本土語言課

程的學習，但是國中階段面對升學考試等校園排課因素，並無法落實每週一節的

                         

219
 見聯合新聞網，2019 年 12月 3日搜尋於：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199448?fbclid=IwAR1p_RbOVVfoaP0l4mb-

39HSgzceui78ubGnbx2_xMH46FpCApr_cG9xb2I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199448?fbclid=IwAR1p_RbOVVfoaP0l4mb-39HSgzceui78ubGnbx2_xMH46FpCApr_cG9xb2I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199448?fbclid=IwAR1p_RbOVVfoaP0l4mb-39HSgzceui78ubGnbx2_xMH46FpCApr_cG9xb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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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未來，教育單位必須嚴格落實教育政策，監督各階段的學校開設客語

課程。 

 如何在立法的支持下，從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協同合作，共同為客語建

構完整的學習網絡，並且建立實用的具有實質意涵的教學配套資源，是現階段的

重要任務。除了客語教育環境的營造、客語教學師資的擴充外，在國家的公共建

設、社區營造上，也必須融入客家文化，讓國人對於客語的尊重，讓客語的使用

實質落實在臺灣日常生活中。 

如何刺激客語生活化、提升客語的能見度；如何站在國家法律給予的地位上，

翻轉長期以來被漠視的客語，這更是客語教學者必須致力耕耘的目標。因為，客

語不會因為具有國家語言法律定位後，就在臺灣社會成為通行語言，客語救亡圖

存的危機依然存在，吾等致力於客語教育的腳步不能停歇。 

(二)他山之石：學習教學的方法 

 探討客語的教材教法，集思廣益為客語教學灌注創新與改革。希望有更多的

研究者一起投入客語教育，一同整理相關的語文教材教法，將有助於客語教師對

於客語教材教法知識以及客語學習者需求的認識。不論是國語、英語、客語、福

佬語或是原住民語的第一線教師，都應該在教學課堂中具備許多不同的教學「壓

箱寶」、「錦囊妙計」，才能應對不同的學生與多元的教學情境，刺激學生學習興

趣。 

 語言學習的領域所包含的範圍廣泛，舉凡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生理學

及社會學等(曾月紅，2000：49)。為了達到教學目標，教師必須選擇適合的教學

教材，掌握教學重點、教學基本概念，結合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便進而有效的提

升學習的成果。 

 於是，如能以國語、英語為基礎，並且善加利用學童在國語和英語的學習技

巧，相信必能使之相輔相成。才能在強勢國語和英語當道，這樣艱困的語言學習

環境下為客語教學找到學習的途徑，進而提升客語教學的效益。基與此想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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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國語、英語相關教材教法，協助客語教師透過學童熟稔的語言來進行客語

學習，是本章欲討論的重點。因此，本論文整理國語和英語相關語言或語文教材

教法的研究與書籍，希望能蒐集整理語文教材教法，統整出適合客語教學所使用

的內容。期望藉此客語教材教法的研究，賦予客語教學者和學習者更為多元的活

力。 

   

(三)客語教材教法專書 

 近二十年來，不論是客語用字或是客語拼音方式，雖然一開始各有主張，不

過逐漸進步到有一致共識的階段。客委會所建置的哈客網路學院，有各腔調的線

上詞彙查詢系統；教育部也建立「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提供客語教師與學習者

線上免費查詢。雖然，仍偶爾有查不到對應的客語字詞或發音的困境。但是，在

公部門和民間研究學者各方合作與努力之下，也逐漸降低了客語教師在教學時，

遇到教材用字和拼音紛亂不同的教學困境。國小自九年一貫課程開始正式推動客

語教學，至今在許多客語研究先進、客語老師、客家耆老的努力下，已累積許多

品質極佳的教學資源。但是，客語成為正式課程，該怎麼教？用什麼方法教？教

學理論的基礎為何？ 

 然而，除了坊間教科書出版社為搭配各冊別教科書所編製的教師手冊之外，

客語仍然欠缺客語教材教法的專書，若能有一本專書讓教師們能隨手翻閱、查詢，

這將是教學者的得力「助手」。因此，筆者希望在這本論文之後，也能吸引更多

客語教學研究者，共同蒐羅包含客語研究、適用於客語教學的國語教材教法以及

英語教材教法中，依照系統分類，未來提供客語教師做為教學時的參考資料。 

 本章整理教育理論、教材教法，希望能藉由學習現有的教育成果，進而省思

如何運用在國小進行客語教學。雖然客語名為母語，但是現階段國小學童，普遍

不能聽、說流利的客語。反觀國語(華語)反而成為孩童的第一語言；並且在國小

課程中英文比客語有更多的學習時數，甚至若加上家長給孩子們到坊間英語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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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課的時數，原本位居母語的客語，早就被排到學童日常生活語言學習的末位，

孩子能接觸客語學習的時間與機會實在寥寥可數了。 

(四)客語教師教學共備 

 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學習，是現今教育場域中的潮流。由於開設客語課程有

時數和區域性的限制。因此，一所學校，大多只有一為客語教師，甚至於有好幾

所學校共用一位客語教師的情形。客語教師長期以來單打獨鬥，要負責教學，已

無暇進修精進。如何讓現職客語教師與校內教師組成教學共備的夥伴關係，筆者

認為這也是一種協助教師教學共好的一種策略。雖然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

國語、英語，多元語言種類不同，但是都同屬於語言領域的教學，相信在教師彼

此合作分享之下，必能同樣的激發教學創意。 

(五)結語：達到「語」教於樂的境界 

 寓教於樂，國小每週一節 40 分鐘的課程中，如何不流於遊戲，客語教師必

須建立嚴謹的語言教學態度，兼顧「寓教於樂」，達到「語教於樂」的境界。 

四、未來：建構客語教學專業的優勢 

 目前國小的語文領域，包含了國語、英語、客語、福佬語、原住民語還有新

住民語。對於客語來說，在教學上還是具有學習的優勢，筆者認為有以下： 

(一)學生素質齊一 

 由之前的一些研究報告顯示，客家區域國小學生在家說客語的比率極少，因

此筆者大膽推斷，在非客家人集中的鄉鎮，能流利說客語的孩子比率更少。因此，

客語老師在教學的時候不會受到學生的客語能力落差大的困擾。學生素質齊一，

降低了教學的困擾。不會像英語，許多孩子可能從幼稚園階段就在外面補習班補

習，也有家長讓孩子不斷的接受英語教育，使得進到國小後，由於課程已經是他

學過的內容，很容易產生學生學習不專注、不專心聽講的狀況；反之，客語的課

堂就比較不會產生這樣的情形。教師較能夠掌握課堂教學，讓課程活動的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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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達到教學目標。 

(二)沒有考試壓力 

 考試試大多數學生不喜歡的事情，但是國小客語課程能讓學生在自由輕鬆的

情境下學習，降低學習的壓力，如果在教材教法上多下工夫，創造課堂上的有趣

的元素，當然就能吸引學生學習的興趣。反觀國語、英語，有許多的作業、還有

解釋、單字要背，在學習壓力方面，客語則能在不使學生感到課業壓力的狀態下

學習。這樣一來，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必定能提升，到客語課堂學習時，也能以輕

鬆的心態，愉快的學習。 

(三)國家語言政策的鼓勵 

 過去在教育政策制定下，學生可以選修母語課程，因此在國中、高中階段，

客語教學就呈現停擺的狀態。國小所學習的客語，沒有後續延伸的課程，久而久

之也就遺忘了，甚是可惜。透過國家語言法的規定，在國中、高中也將客語列為

必修的語言客程，以教育制度的規範，強制國中、高中推動母語教育。在政策的

推廣下，相信也喚起了許多客家籍人士對於自己母語的傳承信念，客語面對長期

以來國人對英語的偏愛，也許也將創造一條新的語言學習思維。 

第二節建構客語教材教法 

語言是族群文化的根源，語言能呈現族群獨特的信仰與文學，語言是族群緊

密溝通的連結，思考習慣與智慧結晶。既然客語已經取得法律上的認可與尊重，

那麼我們更應把握在學校教學的領域，提升客語教師對教材教法的重視。本研究

的目的很單純，只想為客語教學融入專業的教育哲學與方法，讓客語教材教法也

能與國語文、英語文教育一樣，獲得專業教學的認同。 

一、客語教學的考驗 

 國小實施鄉土語言開始，就有許多擔憂的聲音。例如：2009年石國鈺《現行

國小語文教育的缺失與改善途徑》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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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鄉土語言的學習為例，現行的鄉土語教學不論是在教學法或教材上，都還

不能稱得上具有系統的學習制度。教材的編纂成了燙手山芋，幾乎沒有一套教材

較為適用，除了用羅馬拼音教拼字外，在鄉土話俚語和諺語的學習也不能像本國

語文的學習一樣，那麼容易而能運用。不僅是意思必須弄懂，家庭環境是否能提

供協助，在家庭是否能接受鄉土語的學習，這樣對於學校設立鄉土語課程才會有

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倘若只依靠每個星期一個小時的鄉土語言課程，就希望學

生能開口，並不容易(石國鈺，2009：88)。 

 石國鈺所提出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整理為以下五個類別： 

1.教材教法方面：教材的數量顯得不足，欠缺具有系統的教學內容。 

2.拼音系統方面：欠缺通用易懂的拼音教學。 

3.語彙方面：詰屈聱牙的鄉土語，不像國語那樣容易明白。 

4.家庭支持方面：家庭對於鄉土語言是否提能供練習的環境，增進學習效果。 

5.課堂時間方面：一週一節的母語課程，不易讓學生能學會說母語。 

 客語教學在 90 學年度起在國小推行至今 20年來，以上幾個問題也已逐漸找

到方法應對。例如教材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教科書的發展得知，今日客語教

科書不論是數量或是教材品質已經有十足的進步。2013年鄭明中、徐碧珠〈國民

小學客家語教科書學習內容之比較分析220〉一文中提到：國民中小學的教科書於

85 學年度全面開放民間編輯，教科書需送審通過後學校才能選用。本土語文教

科書在 100 學年度之前是不需送交教育部審查，只有在民國 93 年時教育部委託

國立編譯館完成國民中小學鄉土語文教科書評鑑。客家語教科書全國版本眾多，

其內容品質的良莠也令人產生質疑。教育部為了提升客家語教科書的品質，也為

解決社會各界對其內容的疑慮，明定從 100 學年度起鼓勵本土語言教科書送審，

審查通過者得於封面或版權頁標註「教育部審查通過」字樣(鄭明中、徐碧珠 2013：

37)。 

                         

220
 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第 40期，2013年 3月，頁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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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歷經了日本時代全面推行日語的考驗、國民政府推行國語的打擊，至今

我們有客家電視臺，有專家審定通過的客語教科書，有每年舉辦的幼幼客家、客

語初級認證、客語中高級認證。這些成果，得來不易。 

(一)學生的因素 

 智力、發展層次及動機等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果，智力是天生的、遺傳的，老

師無法改變；發展層次是自然發展的，有固定順序不能跳躍的，最多是靠教育的

力量，稍微加快速度，提前到達目標；教師在學生方面最能夠發揮作用的，是激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黃光雄，1990：379)。 

(二)環境的因素 

1.家庭環境方面： 

 父母每天與孩子聊天，傾聽孩子在學校所發生的趣聞、讀過的書籍，可增進

家庭和諧的氣氛，也會影響孩子的用功態度。孩子年紀小，老師教的東西常常是

長大以後才知道所學有用，如果父母親能夠巧妙的引導，便能維持孩子的學習動

機(黃光雄，1999：378)。身為第一線的教師，想必都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學

生家長所提供的家庭環境，對學童放學後是否能持續學習，有極重要的影響。另

外，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支持態度、對學生的關心方式與引導技巧，更是學生在

校學習成就的關鍵。雖然我們都知道家庭環境對於學習的重要，但是許多研究發

現，現代家庭似乎已無法繼承客語傳承的工作。 

 2007 年朱紹菱的碩士研究論文《提升鄉土語言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中也

提到：學校應加強對家長宣導從「家庭中找回鄉土語言教學環境」， 

2.教室環境方面 

 同樣的學校、同樣的學生，由於班級不同，學習氣氛也就不同。倘若班級氣

氛和諧，同時具有力爭上游的目標，那麼這的班級的學習表現便會有一定的水準

(黃光雄，1999：378-379)。 

3.同儕環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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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尤其在國中、高中階段的影響力更大。同儕團體會

影響學生的活動方向、學生行為和態度，以及學生對於克也的看法(黃光雄，1990：

379)。 

(三)教師的因素 

1.教學品質 

 教學的時間越多，固然很好，但是還要加上教學品質才有效果。如果教學時

間常而品質低，或是教學品質高而時間不足，對於學生都沒有多大幫助(黃光雄，

1900：379)。 

2.教師的期望(Teacher Expectation) 

 教師的期望是對於學生學業成功的潛能所表現的態度，教師的期望影響學生

的學習效果，教師透過與學生間的互動產生的微妙影響。教師對學生的肯定、支

持，給予同期望學生的訊息，影響到學生是否信任自己的能力(黃光雄，1900：

379-380；吳清山，2006：235)。 

3.教學策略 

(1)複習：正式上課開始前 5 到 8 分鐘的時間複習之前教過的教材，訂正家庭作

業及複習以前教過而與現在要教的內容有相關的知識。在這段複習的過程中，教

師可以確認學生是否具有當日上課的先備能力，以及為需要重教的事實和技能提

供額外的練習(黃光雄，1999：380)。每日的複習對於有連續性的教材，是很重

要的環節。 

(2)呈現新的教材：一個教學效果良好的教師，在課堂呈現新的教材時，有以下

幾種的特質(黃光雄，1990：380-381)。 

a.花較多的時間提供額外的講解與實例。 

b.檢核學生的學習狀況，減少學生獨立練習時的困難。 

c.集中學生注意力，降低教材呈現的複雜性。 

d.依次呈現要點，一個學會了再提供實例幫助學生具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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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暫停教學，以提問、要求摘要、個別練習等方式核對學生學習狀況。 

(3)實施指導的練習：此一部分的主要目的是督導學生對於一項技能的初步練習，

為了使新的技能從暫時記憶移到長期記憶之中(黃光雄，1990：381-382)。 

a.提出問題，要求學生回答。問題可分成兩類，一種是特定答案，另一種是解題

過程，說明如何得到答案。 

b.增加全體學生積極參與的機會。 

3.採用多樣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甚多，沒有一種教學方法可以適用於各個學科；而且個個教育ˇ技

巧也有其優缺點；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式學科性質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吳清山，2006：235)。 

4.激發學生的動機 

 語言使「經驗」成為「我們的經驗」。語言除了在人類生活中展現之外，為

達到工具性與象徵性的功能，需透過教育的過程，語言教育即扮演文化傳承及促

進社會經濟發展的角色(陳美如，2009：15)。 

 由臺灣的歷史來看，不論是日本時代或是國民政府遷臺，都強硬地運用語言

政策，企圖以語言統一，來達成不同族群之間的思想共識。從歷史的紀錄中，我

們不難發現控制語言的成為當權者積極想掌控的的統治的利器之一。但是，臺灣

的本土語言在這日本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卻有截然不同的後果。日本時代，客

家語可說仍然保有它家庭母語的地位；但是，今日我們卻需要去「保護」客家語，

因為臺灣客語已經面臨瀕臨滅絕的危機。 

 臺灣語言政策的轉變，須等到 1987 年解除戒嚴令以後，原先的語言政策因

有戒嚴令相配合，七十年代以後臺灣本土的政治力量越來越大，形成極大社會壓

力。爾後，戒嚴令解除了、言論開放，於是母語教育的聲音便漸漸被聽見，最初

在反對黨主政的縣市，也逐漸實施母語教育。在 1993 年小學正式教授母語，刪

除廣電法有關方言節目的限制，相較於戒嚴時期，母語的發展已是大有改觀(雲

惟利，199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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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現代客語逐間消失的原因相當複雜，從英語學習成為教育主角，世界觀、

國際觀主導教育潮流，到客語家庭不再以客語為主要語言、客家族群為適應工作

環境、融入新社區而改說福佬語，或者是原本人口比例就弱勢的客語，因為族群

通婚，客語喪失了家庭主要溝通語言的地位；又或者是新一代客家人根本就不住

是客語，也不願意讓子女花時間學習客語……，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都會影響客

語的存續。 

 語言教育政策直接反應於教育，教育是傳播語言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徑，九年

一貫母語開始在校園實施後，人們希望在學校實施國語教育之外，也教授母語，

希望能與家庭和社會配合，確保每個孩子會說自己的母語，使母語得以傳播和延

續(雲惟利，1998：180)。 

 身為教育人員，只能以教育的途徑來找尋客語的傳承生路，即使在語言學習

大環境中，需要面對這麼多的困難，或許是蚍蜉撼樹的傻勁，或是螳臂擋車的自

不量力，都希望本論文能夠對於客家語的教學，以正向的心情思考，做出一點貢

獻。 

 任何地方語言的興衰都和當地的語言政策有關，而語言政策則和當地的政治

氣候以及主政者的思想意識有關(雲惟利，1998：170)。 

二、語文教育與客語教學法 

 2018 年 5 月 7 日立法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審查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規定教育部應在國民教育階段將國家與研列為基礎或必修課程；手語也正式列為

國家語言。《國家語言發展法》在倡議十多年後，跨出重要的一步，建立了時代

性的里程碑。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第 9 條規定，教育部應將國家語言列

為部定課程，但是目前 108 學年到 111 學年度為國高中新舊課綱併行，在不干擾

學校課程規劃，保障學生學習權益的前提下，法案中規定有關國列為國民教育基

本課程，會等到 12 年國教 108 年新課綱實施後 3 年才正式實施。其中，相關的

配套系統仍需持續努力，如：建立國家語言資料庫和書寫系統、研議成立國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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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發展中心以及教育部現行語言課程與師資整合等。文化部表示，會調查研究國

家語言的傳承情形。根據傳承危機訂定相關復振及發展辦法，協調中央地方推動、

落實(楊惠芳，2018)。 

  日本時代的客語學習狀況延伸而來許多寶貴的研究議題，像是語言學習、語

言使用現象、日常生活語彙、臺灣文化、政治管理……等等，隨著研究者專業領

域的不同，延伸許多寶貴的議題，身為一個語文教育研究者，在研究先進的研究

成果為基礎下，作為筆者的研究典範，也希望能繼續繼往開來，為客語教育投入

更多的研究，開拓更廣的未來。 

1999 年張世忠著《教材教法之實踐─要領、方法、研究》各行各業的人都想

知道如何學習技能和提升競爭力，以成為領域的專業(professional)。身為一個客家

語文教師，我們也想成為專家並且勝任客家語的教學工作。想要提高教學素質有

許多途徑和方法，像是接受師資教育基礎課程、教學方法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等。

然而想要達到教學目標，最具有關鍵性影響的是各科的教材教法；因為，教材教

法是應用所學的教育基礎理論，例如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等課程，並將它們實

際展現在教學情境中，教師接受嚴格有效的教材教法訓練，將會影響未來教學品

質的表現(張世忠，1999：3)。 

 1999 年張世忠著《教材教法之實踐─要領、方法、研究》一書，在論述教材

教法時，則以結合心理學、教學原理的教學模式、教學設計來綜合論述它。他在

教材教法實施之要領中提到所謂「熟能生巧、巧能生變」的想法，學生學會了各

種教學策略與方法、教案之設計技巧和實際觀摩過現職教師的教學，他們必須將

這些理論方法與實務結合，並個別上臺教學練習(張世忠，1999：58)。 

 身為第一線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該精通教學方法，並且在教學課堂中加以

應用；教師除了理解教學方法本身的特性外，還須將各種教學理論與方法加以整

合，統整教學理論基礎與運用情境，使教學活動的進行順暢並達到高效能的教學。

一位高效能的教師具備嫻熟的教學知識與經驗，能有效融合課程與教學的知識，

面對複雜的教學情境能慎慎採取行動，並能批判的檢視行為的後果；在教法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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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具有快速理解或判斷線索的能力，也願意嘗試新的任務，願意花更多的時

間與努力去完成；在師生方面的關係融洽和諧，具有良好的教學管理技巧(林進

財，2006：265)。 

三、客語教材教法分析 

教材教法方面，筆者認為身為教學者，我們並不需要去守住單一的教材教法，

不論是國語教材教法、第二語言教學法或是外語教學法都課以是我們的教學方式。

但是，老師要學習如何應用教學方法。例如，運用國語教材教法作為教授本土語

的應用材料，這也是對比語言教學的一種變化應用。在 1998 年舉辦的「臺灣語

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上，湯廷池談到： 

一向居於強勢語言的國語擁有非常深厚的教學資源，無論是現有的師資

人數、教材教法的研究開發，都不是母語能望其項背的。……然而，共通語

的國語教學與各族群的母語教學都應該受到同樣的重視，而且這兩種語言教

學必須相輔相成才能事半功倍。我們應該設法把國語教學雄厚的資源轉移或

利用到母語教學上面，使之成為母語教學資源的一部分。……凡是可以利用

的資源都必須盡量加以利用，包括學生運用國語詞彙與語法的能力在內。也

就是說，利用國語與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之間的比較分析來徹底了解

這幾種語言在語彙與語法上的異同，然後設法輔導學生「有知有覺」地利用

某一種母語的語言知識與語言能力來「迅速有效」地養成另一種母語的語言

知識與語言能力(湯廷池：1998，106)。 

因為目前語言教學既已分成各個專業領域，既然國語已經是既成的強勢語言，

國語當然也可以變為客語教學的好工具、好橋樑。身為客家研究者當然也必須學

習應用這個已經開發出各式教材教法的語言。學習國語的教學方式，創造新的客

語教學，為客語多研發教材教法。2006年廖錦文在〈教材編選〉文中提出有關教

材的概念，整理出以下幾點(廖錦文，2006：111-113)： 

1.教材是依據教育部頒布課程綱要中該科目之學分數、教學目標、教材大綱來編



401 

 

製的。 

2.材內容應包含學科概念與知識範疇進行客觀而周詳的陳述，始知更能貼近社會

與科技的發展、跟上國際潮流，並引導學生延伸學習的方法與管道。 

3.教材內容除了紙本之外，另應有數位化教材，透過資訊網路平台提供豐富的教

學資源，有應提供各種協助學習能力發展的各方面資訊。 

4.教材是教師教導學生的主要依據，作為教師編寫單元教學活動的參考，其中包

含教學活動步驟的安排、教學目標、教學時間以及評量。 

5.教材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媒介，因此教材的編制要符合學生的心智能力發展，結

合學生生活經驗，並且與學生興趣要相互配合。 

6.教材作為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共同材料，必須兼顧二者的需求。 

7.教材除了提供學習主充分去了解所學科目的原理之外，也應多使用教具、影片、

網路資源來支援教材。 

8.結合科技，運用網際網路的資源，擴增教材的多元性與多樣性。 

9.教師在教學活動實施前，應依照所選定的教科書結合學校的行事曆，預先擬定

教學計畫，並依照教學計畫表的進度針對各單元設計教學活動。 

10.教師在教學活動中不僅傳達教科書的內容，也要引導學生提升學習的方法、

開啟學習的興趣、拓展學習的管道、適性的體察學生學習的需求。 

國小客語教材取得的方式可大致分為選編教材、自編教材兩類，不過自編教

材費時費力，根據研究者任教於國小的經驗，教材選擇的方式多為選擇現成的教

科書為主，任課教師會依照授課需求，配合教科書的內容，以自編教材加入課程，

增加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學校目前多已採用教科書選編小組，依照教師專業

分領域來選擇下一年度所要使用的教科書。以客語為例，會組成客語教科書選評

小組，老師們依照評選教科書的評分表，評選坊間出版社所編製的課本。 

四、語言觀 

語言的根本，是來自同樣的一個源頭，它是透過聲音傳達思想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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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一族群專屬的溝通訊號。臺灣客語身處在這塊存在許多語言的土地之中，只

要客語研究者、教學者、學習者願意投入，這些學習與保存的想法，必定能將客

語學習變成不費力的學習。筆者認為，身為客語保存守護者，我們可能會一直去

做語言地位的討論，認為客語基於弱勢，所以會消失。語言的主體，是透過客體

化的對照，比對出自己主體的身分。筆者認為我們不應該一直在客體的地位探討

客語的身分。應該給予一個絕對的地位，應該覺察客語存在的機會和所有語言的

地位沒有分別，然後繼續和所有語言一樣，常常去使用它、認識它，以積極的語

言存在未來觀點，返回來看現在客語存在的積極目的。 

然而，人類的思想並不會一致，隨著思想的變化，客家人從放棄自己客語的

角度覺醒，發現自己的語言是不應該變成生活用語的相對少數，希望客語能夠恢

復到它原本與世界各種語言相同的平等的起源的位置，應該要恢復客家族群所專

屬的語言。為了這個目的，國家客家政策因應而生，客語研究者(包括我自己)、

客語教學者、客與支持者也如雨後春筍在成長著。支持客語的人們持續在這個臺

灣社會發聲，想要重新找回客家人對語言的集體意識，希望客家人不要忘記自己

的語言。 

這是一個在語言二元對立下，理性的思考方式所形成的優勢與劣勢地位。當

有一個語言二元對立下的強勢語言、弱勢語言的所謂說法時，客語在現代自然而

然成為弱勢的地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也是客家人集體意識的改變，

這是歷史的潮流，是否可逆？有待未來證明。或許，再過二十年，這本論文已經

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客語已經非常輕鬆自在的在臺灣各地有客家族群的部落，

自然的存在著。也或許，這本論文成為一本客語紀念文，人們知道曾經在臺灣有

一群人叫做客家人，透過今日的科技，還記錄下許多聲音，不像平埔族就消失在

臺灣這塊土地。但是，差異只是未來保留了許多的證據，語言消失這件事和歷史

上曾經發生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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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觀 

從日本時代，我們看到殖民政府利用政策的方式來希望運用所謂同化語言的

方式，拉近臺灣人和日本兩個大主體之間的關係，這是基於一種統治管理的恐懼

與擔憂，因此推行了許多的政策、設立日語學校，想要降低日本人統治的困難。

而國民政府時代，也一樣遇到語言溝通的問題，因此少數的執政權力者在憂慮的

恐懼之中，這個階段的執政者和日本時代執政者的態度相同，擔憂不理解多樣化

的語言，因此想要用國語政策來降低管理的困難，希望在臺灣能用同樣的語言，

在這裡應該說執政者聽的懂的語言，來作為居住在臺灣人們的一致溝通語言。這

個想法和日本初到臺灣的語言溝障礙與恐懼是相同的，因此兩個階段的執政者，

對於語言政策的想法同出一轍。 

六、結語 

客語教材教法尚未建構足夠的參考教學教案，坊間也甚少出版關於客語教學

實驗的專書。因此樣談到教材教法的內涵，必須由大範圍的教育概念談起。   

  坊間以教材教法為題的教育專書，也少見單一以「教材教法」一詞作名詞內

涵解釋。大多將之分為「教材」與「教法」兩個方面分開來論述，但是卻有必須

合併探討。 筆者認為理由是：教材教法包含了教學者與被教學者、教學者與教

學知識、教學者與教學技能、教學者與教學設計之間各種材料、課程、教學技巧

等相關事物的總稱。教材教法所涵蓋的範圍不是單一的領域，而是縱橫交錯的理

論與技術，如同一個經緯交織的布疋，每一根線軸都牽引著整塊布匹的完整性。

但是，若是合併一起說明，「教材」與「教法」二者合一論述，又無法能將其中

的涵義敘述明白。因此，談論教材教法時，雖然名為教材教法，實則以教材與教

法二者分別論述。 

 語文教學包含聽、說、讀、寫各種活動，各個相關的課程活動是同時進行的，

並非將語文課程分割成聽、說、讀、寫各自獨立實施。又教學對象的身理、心理

發展、成長背景以及先輩經驗，也會影響教學者的課程設計，所以了解教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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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發展理論，也是教學者必須具備的知識，當然也應當放在教材教法的參考

書中。然而，綜合論述介紹兒童語言學習或是發展的理論，是無法達成的，因為

每個理論都是各個派別歷經長時間的研究結果，因此教材教法參考書在論述時必

須分章說明。一堂語文教學克，涵蓋了理論與實際教學的技巧，教學者必須發揮

自己的專業，將相關的教學技巧融入在課堂中，讓環環相扣的課程活動來協助學

生達到學習目標。為因應現代教育環境的需求，教師必須清楚了解所交受科目的

教材與教法的意義、種類、範圍及其特性，才能在教學上事半功倍，順利達成教

學目標。 

教學者透過教學相關的教材教法的專書，可以學習各種教學理論與技巧的知

識。國內不乏語文類教材教法的專書，大部分書籍是採取以緒論概述該門學科的

特色，接著以各篇章分別論述各種教學法，結合以上二者來編寫教材教法專書。

有的教材教法專書會介紹該門學科相關的理論，例如：兒童發展、語言發展或是

心理學發展的相關理論。研究整理教材教法專書的內容後，發現主要是分章介紹

各種教學方法為主。 

以上專書，除了介紹課程設計的方法、課堂活動如何融入教學，另外更融合

語言教學理論作為教材教法的基礎。因為語文教學包含聽、說、讀、寫各種活動，

各個相關的課程活動是同時進行的，並非將語文課程分割成聽、說、讀、寫各自

獨立實施，因此不單只是教材的設計，兒童語言的發展、兒童語言心理等相關基

礎知識，對於教師而言亦是格外的重要。這些語文教材教法專書的內容包羅萬象，

教學者必須發揮自己的專業，將相關的教學技巧融入在課堂中，讓環環相扣的課

程活動來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這些專書雖然不識以客語教學微微書寫對象，

但是，同樣是語言教學領域重要的方法，因此也都是客語教學所需要具備的礎石。 

此外，從參考文獻資料中也可以發現，近十年出版了不少關於客家研究的專書，

這些來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或是由客委會補助的大專院項研究計畫。由此，也可

以看到公部門對於客家事務的經費挹注，讓許多研究單位能夠進行客家相關領域

的研究計畫。又由於公部門豐富經費的投入，使得關於客家的研究不僅侷限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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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特定範圍，而能擴充到整個臺灣的客家村落。這些，對於客家族群而言，

無非是一大福音。我們更希望，這樣的客家學的研究發展，不因政治風向而改變，

客語的推動與教學，能真正實際落實在未來 12年一貫的客家語文課程之中。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了解大時代政策下的客語教育政策，最終仍要建構專業的客語教材教法。雖

然這些並非僅靠一人之力能夠為之。未來必須要透過更多國小、國中、高中的客

語實驗教育計畫，進行教材教法的實作，才能建立客家語專業的教學的模型，提

供給客語教師們參考。 

    唯有建構客家語教學地位，提升到如同國語、英語教業領域的水準，是客家

教育研究的未來展望！ 

    即使教育政策已提供給客語在教育場域發揮的舞臺，有如此良好契機是必須

好好掌握。但是，一堂 4、50 分鐘的客語課，客語教師在這一堂課要教給學生什

麼？是發音？說話鍛鍊？認識生活文化？文學欣賞與創作？要教什麼，要如何有

系統的教學？教材的安排與設計如何學生建構適合的客語課程？ 

    12 年的課程架構已從能力指標轉為素養導向。但是，在剛接觸這些國、高中

教學的課與教師們，更擔負著這客語教學新目標的 

設定之後，即針對所設定的教學目標，選擇教材、思索教學策略、設計教學活動，

教材教法即是因應配合教學流程所適時加入的活動與策略。教法到底有多少種？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但是明確知道的是，絕對不只有一種。所以，身為教師不

可以侷限在單一的教學法上面。身為一個客語教師怎樣才能提升教學的效能，為

一週一節的母語課創造傳續客語的價值？ 

 客家語是臺灣多元族群中，是一個佔有人口的第二大的本土語言，是必須受

到尊重且享有語言使用權利的族群，更是國家語言教育中必須受到重視的語言之

一。初次見面時我們會說自己是新竹客家人、苗栗客家人、桃園客家人、臺中客

家人、屏東客家人、高雄客家人……。進而再介紹您新竹哪裡？我新竹湖口。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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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哪裡？我苗栗頭份、我桃園新屋、我臺中東勢、我屏東美濃、我高雄六堆……。

筆者身為臺灣第二大語言使用的族群後裔，協助客語教師了解臺灣客語教育的發

展與未來規劃，是九年來書寫本論文的最終意義。 

一、過去的憂心 

 教育改革之初，由於對於實施後的成果，必續歷經多年才能看到，難免使得

人心惶惶。記得九年一貫課程推行時，許多人都擔心國語文課程節數減少，增加

了英語，認為學生的語文能力可能下降。將母語成為語文領域必修課程時，擔心

沒有充足的母語教師、母語文字沒有統一、質疑教材的編輯是否符合需求……。

筆者在教學現場看到的是，許多傑出的國語文教師應用新式的教學引導學生學習，

現今成為教育的領頭羊，例如：張輝誠、溫美玉、戴翠華、林怡辰等，現場教師

們不斷地提出創新的教學方法，在有限的國語課堂中，一樣能讓學生學得精實且

精彩。 

    當然，過去欠缺母語教師、擔心母語教師水準不足的問題，在客語推行之初，

的確是令各校頭疼的問題，但是今日也因為各縣市政府及教育大學開設相關的進

修研習課程，慢慢地解決了過去師資不足的問題。此外，還有客語認證考試，以

及各學校教評會把關徵選教師的素質，使得近年來國小客語教師也具有極佳的教

學專業素質。再加上教育部編寫客語參考辭；客委會舉辦客語認證、編寫各級認

證教材以及收集語會建立網站資料庫；客語拼音與客語文字的使用上逐漸統一，

歷年來也提高了教學的便利性。 

    108 客綱實施後，我們應該看到的，不能只是這塊就業的大餅。而是必須了

解，教學對象將有很大的不同。青少年的母語課程，唱唱跳跳的兒歌需進化為適

合這個年齡層的歌曲、有趣可愛的唸謠可能必須進化為具有文學底蘊的散文或詩

歌。這些材料，在近年來舉辦的客家文學獎中，都可以搜尋得到，我們為客語教

師也可以將之融入在教學課堂之中。文學欣賞也是語文教育的要點，客家語文的

教學也是專業的語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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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國語、英語和客語同時存在於國小課程中，並不

會造成學生學習的困擾，也不會因此造成國語能力降低的狀況。現在我們要思考

的是，如何善用這一節課，用更好的教材教法指導學生，如何提高客語學習的成

效，是現階段應該努力的部分。 

二、今日的展望 

(一)語言權方面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的《國家語言法221》第 9 條關於國家語言之教育及學習

資源：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家

語言之機會。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學

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獎勵大專校院、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言相關課程，及進

行相關學術研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致力完備國家語言教

育學習之教材、書籍、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第十條關於國家語言師資之培育及聘用明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並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 

國家語言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另定之。 

                         

221
 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查尋日期：2019 年 7 月 16 日。網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43。見植根法律網，查詢日期：2019 年

7 月 16 日。網址：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60000021800-1080109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60000021800-1080109&ShowType=Ref&FLNO=1000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43。見植根法律網，查詢日期：2019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60000021800-1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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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教育受到《國家語言發展法》的保障，立意固然良好。但是，未來必須

如實依照法條所規定的去執行。108課綱實施之後，學校方面若能落實校園母語

課程，教育部方面則協助培育客語師資、審查客語教材、定期評鑑教學成果；客

委會擴大客語能力認證分級制，到校園舉辦客語能力測驗。如此一來，各教育單

位分層負責、國小至高中的課程縱貫連結，各部會多方配合，相信新的一個十年，

客語教育將能達到預期的理想目標。 

(二)落實政策方面 

 法定之後，如何不僅止於紙上談兵，就必須落實教學現場的執行。林宜箴

222(2018 年 4 月 12 日)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報導：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天(12 號)邀文化部長鄭麗君及教育部次長

蔡清華針對我國本土語言使用及保存復興進行報告，教育部表達未來將配合

文化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積極執行推動。 

教育部次長蔡清華表示，原住民族語、客語認證分別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客

家委員會辦理，教育部辦理「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從 99 年辦理至今，

累積報考 5萬 7,264人。 

蔡清華並表示，將完善國家語言的教育與學習資源，持續推動本土語言融入

教保活動課程，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家語言的機會，未來也將配合《國家

語言發展法》訂定，將國家語言列入部定課程，教育部將擬定相關教師增能、

課程安排、教材內容編排等後續配套計畫，並持續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

畫及國中小夏日樂學計畫，並將與客家委員會會銜發布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

試辦計畫，並鼓勵各級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進行教學；他也指出，在

                         

222
 見教育廣播電台記者林宜箴報導，〈我國本土語言使用與保存 教育部未來將配合《國家語言

發展法》積極落實，查詢日期：2019 年 7 月 16 日。網址：

https://www.ner.gov.tw/news/5aceeefc7da1110008333971 

https://www.ner.gov.tw/news/5aceeefc7da111000833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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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師資培育部分，也將持續完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開設師資生「本

土語言專長學分班」，並鼓勵在職老師進修。 

 我們從蔡清華的報告中，似乎能看到客語的新希望。教育部將擬定相關教師

增能、課程安排、教材內容編排等後續配套計畫。2018年報導至今，筆者論文書

寫今日已 2020 年，以筆者服務的縣市，這兩年並未有教師客語教學專長研習。

關於未開課的原因，筆者推測有：一是目前各校已有足夠的客語教學支援人員，

多開課所培育的師資，可能又造成母語教師人力過剩，無法順利就業的問題。二、

母語教師上完相關研習課程後，仍需要通過教育部師資認證，才能有資格成為學

校支援母語教師，所費時間較長，一般人受到經濟壓力，無法耗費時日去完成一

系列的課程及參加資格考試。三是在職教師的參與意願不高，因為學校課程搭配

已固定，人力運用與配課上的困難，使在職教師無法得到教授母語課程的機會。

此外，政府應該給予充足的教育經費，提高學校開設客語課程的比例，最佳狀態

應為分級開課。 

此外，為解決學校教學排課的困難，同一時間應分級聘任教師，不應圖求方

便或節省經費而讓一位教師包辦一整天的客家語課程。教育部應撥給充足的經費，

因為同一班級的母語課程不可能排在不同一節，必須在同一時間聘任兩位或多位

母語教師，這樣一來而這些學生才能依據自己選擇的語別，在同一時間上課，而

不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時間。 

再者，有些學校為了節省經費，將客語安排為混齡上課。雖然混齡上課有其

教學的優點，其缺點也不容小覷。教師必須顧及年幼或是新進學生的程度，而影

響進度。筆者認為，分級授課才是較佳的方式。分級授課造成排課的困難，則以

增加經費，聘足母語教師的方式來解決。畢竟，國家語言法各語言均在平等的地

位，不能只是法律幻境，既然願意為臺灣各族母語努力，應該就應該增加校園中

客語學習的機會，不可因為選擇客語課程人數較少而影響開課。 

 國家訂定三讀法案，幫助了客家語的地位提升，但是並無法保證客語未來的

生存。社會環境、公用領域還是存在強勢語言，舉凡生活中的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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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都受到勤是語言的控制。處於弱勢的客家語，要如何能站穩腳步，建立自

己在國家語言的一席之地，不只是單靠國家立法就能完成的。想要挽救客語的流

失問題，還是需要在教育執行上著手。 

 尤其是客家人口集中的縣市，更能以此作為教學特色，可以推動課語實驗班，

將日常課程以課語教學，學生自國小一年級開始，便習慣於雙語的教育，對於語

國語、甚至英語常用辭彙，更能建立相連的理解迴路，增進學生語言學習的成效。 

(三)師資培育方面 

有了法律政策的支持，客語教學需要良好充足的教學師資來執行。陳宛茜

223(2019年 7月 15日)聯合新聞網報導： 

「國家語言發展法」近日公布施行細則，明定 2022 年 8 月 1 日前，必須針

對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訂定合宜課程。教育部藝教

司司長鄭淵全說，教育部已從師資培育大學中挑選相關系所，規畫設置培育

國家語言師資的課程。此一課程預計兩年，學生上完課取得認證，即可投入

國家語言教學。 

現行教育政策，國小將母語教學列為必修，國中列為選修，高中則無。根據

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教育部將在三年後於十二年國民教育各階段，將國家

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亦即國小、國中、高中皆將國家語言列為必修。 

目前國小的母語教師主要依賴教學支援人員，但國家語言發展法要求將國家

語言老師「專職化」。鄭淵全透露，教育部將在三年內培育大量國家語言專

職師資，估計光閩南語教師便有數千名。 

各族群語言皆為「國家語言」。鄭淵全表示，主要的「國家語言」有三種：

閩南語、客語和原民語。以客語為例，教育部將在六所客家文化重點培育大

                         

223
 見聯合新聞網 2019 年 7 月 15 日陳宛茜報導，〈培育國家語言師資將設 2 年課程〉，查詢日

期：2019 年 7 月 16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92861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8B%E5%AE%B6%E8%AA%9E%E8%A8%8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6%A9%E5%8D%97%E8%AA%9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E%A2%E8%AA%9E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92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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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挑選客語相關系所，設置為期兩年的客語師資課程。學生完成此一課程

取得認證，即可成為客語老師的專職師資。 

鄭淵全表示，目前規畫國、高中的國家語言師資都必須取得證照，國小教師

則採在教師證上加註專長。他表示，如今十二年國教都希望老師具備多元專

長，因此建議對教授國家語言有興趣的學生，最好具備兩種專長，比方同時

能教授數學和客語，增加參加教師甄試優勢。 

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亦明訂，必須規畫及推動學齡前兒童學習面臨傳承

危機國家語言之機制。國教署組長武曉霞指出，教育部也與原民會、客委會

等部會合作，在多所幼兒園推動母語沉浸式教學。她指出，幼兒園依規定採

不分科教學，不能單獨教授母語，因此是透過沉浸式教學，將國家語言融入

教學活動中。 

 充足的師資是傳承客語的強大基礎，在師培中心培育能以客語教學的教師，

未來更以全客語教學，讓學生能沉浸在全家客語言的環境中，學習客語就將成為

自然而然的事。培訓課語教施，必須如同其他師資一樣，修畢相關教育學程的課

程，使其通過教師甄試之後成為專業的教職人員。不論是教學、班級經營、教材

編寫，都應授與一般合格教師應有的課程。具備有全客語教學能力的教師，可在

教師證上給予額外的註記，或是在教師甄選考試時，作為特別加分的註記項目，

在學校排課時，則必須規定優先將學校客語課程排定給這些客語合格的教師。 

(四)鼓勵學習方面 

今日臺灣客家語所面臨的危機，不只是被「國語」同化問題，而是年輕一輩

的客家族群，由於社會組成、居住環境變遷，客家族群逐漸失去使用客語的意識

和責任感。 

從社會組成因素來看，過去以客語為家庭的常用語，今日因為族群通婚，即

使父母其中一方為客家人，也為了溝通方便，而放棄了客語這一塊，全家溝通的

語言只剩下國語。教育現場中，許多有客家血緣的孩子，完全沒有母語的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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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只會國語這一項單一語言。 

又有些客家家庭因為居住環境的關係而放棄客語，居家附近沒有客家人，客

語變成只有家中使用。對自己客家人身分的認同不足，缺乏對於客語的信心。又

環境因素，對於客語使用的需求性降低。改而與周遭鄰居說福佬語，不知不覺的

連在家庭中，客語出現的頻率也逐漸降低，甚至也說起福佬語來了。這些客家人

日常生活用語的習慣改變，使得他們忘記了傳承客語的責任，導致住在非客家聚

落的客家家庭，能在家中使用完全使用客語的比例急轉直下。 

 現在既然已有法律明文保障，我們除了需要真正的落實培育國家語言師資，

樂見政府教育機關願意投注心力在客語上。但是，如何確實落實在教育現場，使

之這些良好教育政策發揮功效。未來在校園中鼓勵客家人學習客語，是非常重要

的工作。希望從學校散發的影響力，去改變客語家庭。 

家庭使用客語、傳承客語的工作以產生危機，因此學校教育單位必須擔負起

語言傳承這個重大的責任。在國小階段可以輔導學生以建立日常生活對話為基礎

目標，國中可以輔導通過初級認證為目標，高中則以中高級認證為目標，持續給

予將學金，並在升學申請項目上，列為設學科學、語文領域等相關科系的家分或

是基本門檻。筆者擔憂，未來 108 課綱實施，各階學校會以學生不願意選修作為

藉口，使得非客家族群居多的縣市或是鄉鎮的學校，全部都只開福佬語，那麼客

家語的傳承又掉入泥淖之中無法翻身。 

為了鼓勵客家子弟學習客語，學校應進行學生包含父母與其祖父母使用語言

別的調查，以祖孫三代語言別的調查結果，找出有客家血緣的學生，並加以鼓勵

使其選擇客語作為必修。因為，從臺灣歷史發展觀察，客家人多具語言天分，長

期習慣於隱身在強勢語言之中，因著外在環境而隱藏自己的族群語言，導致今日

課語傳承斷層的危機。倘若不透過學校教育多以鼓勵誘導，即使 108 課綱規定母

語必修，學習客語的人數也將不見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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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語教育的現在的問題 

(一)勇敢面對：語言危機的挑戰 

 客家族群雖為臺灣第二大族群，在臺灣的歷史上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與重

視；就以反映當地歷史的史書來說，臺灣方誌中能如實反映客家史的少之又少(陳

運棟，1998：171)。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今：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菊蘭在客

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序言中曾提到：長期以來，客家族群在臺灣社會隨然是

主要族群之一，但是在語言的普及及人口數都居於劣勢極少數，在人文學術之研

究發展上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葉菊蘭，2002：1)。 

客語的衰亡就是客家人的衰亡，客語一旦衰亡，客家文化也難以持續，因此

客語危機便是客家人的危機。由於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客家傳統文化受到衝擊，

在年輕一輩的客家族群中，我們不難發現客家意識與族群觀念日漸淡薄，導致客

家文化面臨被西方文化與強勢族群文化所同化的危機，為加強客家意識與凝聚力，

須加強客家文化的傳承以及客語的學習。語言與文字是表現文化特色的工具，客

家文化的特色是客語，唯有從客家母語出發，才能真正探討政治、歷史、經濟、

藝術等方面的問題，從而建立屬於自己的文化內涵；客家族群的歷史過程中，充

分體現文化改觀的多重面，在不同的客家聚落發展，由於地理環境、人口組成、

社會經濟條件、發展歷史、地方政治生態等差異，也展現不同的族群認同組合，

面臨族群認同危機時，應強調客家語的使用，並加強客家文化認同措施(黃子堯，

2003：29-30)。 

因此，身為客家人，我們必須認清自己語言的危機，必須有救亡圖存的危機

感。因此，更要投入研究臺灣的客語教育發展，在客語教育中去搜尋蛛絲馬跡。 

同化危機 

丘昌泰談到臺灣的主流民系是福佬人，客家人雖然號稱第二大民系，但是人數比

例差距甚大，因此成為弱勢民系，當人口比例差距太大的兩個民系為了生存需要，

在就業、教育等更多的接觸之後，變開始出現同化現象，客家人開始說福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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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產生族群語言危機（丘昌泰，：72）。 

(二)繼往開來：傳承客語的決心 

 個人非常肯定教育部在國小語文領域中推廣客語教育，為客語扎根。當然，

能有今日客語教育版圖，要感謝客語前輩們努力爭取。今日客語的種子已經在國

小正式課程中發芽、成長，我輩客語教師更應緬懷客家前輩努力的腳步，在篳路

藍縷的客語教育環境中「開山打林」，使客語教育能持續成長，期許客語傳承在

未來能更為茁壯。 

(三)立法保障：培育專業客語師資 

2019 年 11月 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師資培育法224」修正案，讓本土語言師

資更加多元，包括職前培育、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士後專班等管道。其中「師

資培育法」第 8條之 1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可招收大學畢業生。教育部業進

行各師培大學，希望在 109學年度正式推動本土語言師資職前培育，加開客語、

福佬語、原住民族語課程。 

為了 108課綱的全面實施，已有相關大學開設客語中等教師的教育學程。但

是，可以進修的學校數量還是少於閩南語，以筆者服務的中部地區，有志投入的

老師必須遠至中央大學修課，實在是很辛苦。筆者希望教育部不僅要規劃平均在

北、中、南開設教育學程，更必須協助這些修畢課程的完成實習，並且確實提供

任職的通路，讓這些有志於客語教育的教學者，能順利投入客家語的教學。 

四、未來展望 

 客語獲得官方法律得認定，108 課綱即將全面一貫的展開，縱向國小、國中、

高中的母語教育。身為一個客語教師，只有不斷的學習、充實自己的教學技巧，

使自己具備成熟專業是必要的條件。除此之外，對於各種教學方法與教材的掌握，

                         

224
 網路資訊，見聯合新聞網文教快訊：2019年 11月 26日搜尋於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18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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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依照自己的專長去發揮，並不需要成為全能的教師，每位老師對自己要有

自信，要掌握自己的專長去發揮。一所學校中，客語教師可能任教的年級很廣，

可能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課程，未來還要面對國、高中程度的孩子。那麼，

就必須要掌握不同年級成長的進度，不可以照本宣科，必須正視教學是專業，為

不同年齡的學子帶來符合程度的交育內容，這樣在教學時自己會失去信心與樂趣。

如果欠缺教學專長與熱忱，在教學的過程中可能會覺得，自己不過是傳遞客語的

機器，無法在工作中得到肯定與成就感。 

 許多人都不喜歡閱讀教學能力指標，其實那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習發展進程，

如果老師尚未能掌握各年級教學的差異性時，建議仔細閱讀分段能力指標的內容，

它可以協助我們了解，每一個年段教學如何縱貫連接，也能協助我們掌握教學的

節奏與內容。這樣一來，不同的年級學會不一樣的東西，低年級學會的是中年級

的基礎，中低年級學會的將成為高年級應用客語的基礎，只要有完整的教學掌握，

孩子們自然會發現，自己學習有成長，客語課程和國語課、數學課一樣，都是有

完整系統的專門學科。 

 我們身為客語教師，要把客語課當成專業來教，它不是一個只是說說唱唱的

課程，那是和英文、國語一樣，是專業語言使用的課程。唯有我們自己將教學課

堂的素質提升，這樣才能建立課與專業的形象，翻轉大眾對於客語存在於國小、

國中，未來進入高中語文領域的看法。客語教學，也是語文專業的教學！ 

五、結語 

 這本研究論文，在此暫時畫下句點。由於自己能力的限制，致使無法達到研

究計畫時的鴻圖大志，無法達成本論文兩位指導教授和五位口試委員在研究計畫

提出時給予的提點與建議。這都是因為筆者本身能力限制，無法完成目標。本研

究論文，若因此有些立論不周，都是筆者自己的因素，與指導教授們無關。筆者，

僅能以由衷感恩的心，謝謝教授們耐心給予我的包容與鼓勵。 

回顧在這幾年的研究過程中，從大量收集資料開始，在這一系列的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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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到即使研究立場或觀點不同，也必須對所整理與閱讀的歷史資料，具備

不恥下問、追求真理的嚴謹態度。本論文指導教授、五位口試委員和國史館的王

學新研究員，還有許多本書參考倚賴的著作的作者們都是本研究的貴人。諸位師

長都是孜孜矻矻在研究領域的前輩，至今仍抱持實事求是的研究精神，更是我學

習的對象。我學習到面對歷史資料必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不可因為已經有前

人的研究，或是研究主題可能冷僻，就因此失去自己追求史料真實性的堅定態度，

更應努力去追求研究的目標。這是我在這一段書寫博士論文的生涯中，所學習到

最重要的事。 

期待未來能繼續做研究，完成當初博士論文計畫中，還未能達成的目標，也

希望未來有更多關心臺灣客語教育的夥伴，一起加入客家語教育的研究，一起豐

富臺灣客家語文教育，為客家語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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