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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客籍孩童的客語習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摘要 
本計劃探索非客籍孩童習得客語的情況，關注的焦點為這類個體在發展

標的語言技能的過程當中，所呈現的社會語言和心理語言特徵。我們透過刻

意取樣的途徑，挑選高雄都會區兩間國小的 15 名高年級學童做為參與者。透

過態度量表、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等工具的使用，本計

劃蒐集研究所需的各類資料。 
態度量表的分析結果顯示，參與者對於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語言態度

和語言行為之傾向這項議題的贊同程度高，勝過客語流失和發展客語技能的

潛在限制這兩項議題。半結構式訪談的分析結果證實，參與者對於客家語言、

文化、族群的評價性認知大體上相當一致。他們普遍認定客語的功能、地位

排名較低，雖然勝過原住民語，但無法和國語、英語相互抗衡。參與者對於

「語言平權」的主張大都欣然接受，也具備學習客語的意願，但受限於居住

的都會區域和語言學習環境，技能進展有限。如此一來，他們在學習材料的

獲取和使用客語進行溝通方面都遭受限制，語言混雜的情況也並不嚴重。再

從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的分析結果來評斷，多數參與者在學習材料的取用上

趨向單一化，侷限在教科書，所習得的客語技能則偏重在口語層次，書面語

層次大都未能顧及。由於語言輸入的貧乏，他們對於客家文化、族群尚未培

養完善的知識。值得注意的是，參與者習得標的語言的地點或場所均相當特

定而受限，互動、溝通的對象也大都侷限於學校客語教師。諸多因素影響所

及，參與者在客語習得方面並未遭遇嚴重的困難或焦慮情況，但是其興趣水

準、成就感，進步情況也並不顯著。  
本項研究的諸多發現可望提醒社會大眾正視客語的潛在價值，並提醒年

輕世代培養多語本領的必要性。其次，我們所獲致的研究成果也可望產生詮

釋性的知識，開拓客家研究的相關次領域，提供以台灣為本位的關注和洞見。 

 
關鍵詞：客語習得、語言態度、優勢語言、弱勢語言、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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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explore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by non-Hakka 

children. The foci of our investigation were directed towards the socilolinguistic and 

psycholinguistic traits these individuals displaye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evelopment 

of target language skills. Purposeful sampling was adopted to select 15 participants, 

who were upper-graders from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n urban Kaohsiung area. 

Research data were gathered via the employment of the instruments of language 

attitude scale (L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SI), and log of Hakka learning and 

use (LHLU).   

The analysis of the LAS suggested that, as shown on their responses to a 

five-point scale,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most with the part of psycholinguistic 

dimension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ttitude and the tendency of language 

behavior. The mean score surpassed those of the parts characterizing Hakka language 

lose and potential constraints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kills.  

The analysis of the SSI confirmed the participants’ evaluative cognit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 Overall, they realized the relatively inferior 

function and status that Hakka maintained, which outperformed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languages yet was never on a par with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participants mostly embraced the concept of “linguistic equality” with pleasure 

and were equipped with a drive to learn Hakka. Still, they were limi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 language skill due to the limitation imposed by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situation for language learning. As a consequence, they become 

confined with respect to free access to Hakka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he use of Hakka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they experienced no big 

problem of language mixture because of their insufficiency in basic Hakka 

competence.  

Moreover, the analysis of the LHLU reveal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opt 

for single source of learning materials: the textbook. They gave undue emphasis to 

the acquisition of spoken language skills at the expense of written language skills. A 

poverty of Hakka input contributed to their inability to gain fully-fledged knowledge 

of Hakka culture and ethnicity. Also noteworthy was the limited supply of sites or 

domains for them to acquire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ir dependence on Hakka 

instructors at school as the sole partner fo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far as the acquisition of Hakka language is concerned, these 

individuals were subject to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which relieved th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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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or anxiety of an enormous scale. On equal terms, they did not report 

impressive gains in their interest level,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condition of 

progress that are neede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findings generated by our research help to remind the general public of the 

potential value underlying Hakka. They as well encourage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put in their min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Other than 

these, the research outcomes obtained are expected to yield interpretative knowledge, 

expand the subareas for Hakka studies, and offer academic concentrations or insights 

that are Taiwan-based.   

 

 

Keywords: acquisition of Hakka, language attitude, dominant language, dominated 

languag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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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劃的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本計劃探索的主題關乎非客籍孩童的客語習得。我們所關切的焦點不在

這類個體在音韻、句法、語彙等語言型式層面的習得狀況，而是他們在發展標語

言技能的過程當中，所呈現的社會語言和心理語言特徵。現行的〈客家基本法〉

明白規定，所謂的「客家人」是「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

家人者」。本計劃據此把「非客籍孩童」界定為「來自其他族群背景，不具有客

家血緣或客家淵源的孩童」，以免產生概念上的混淆。至於這些個體對於客家人

或客家族群的認同程度，則暫時不加細究。 
近幾年在執行客家研究的計畫時，我們注意到一些非客籍人士的存在。他

們對於客語學習顯露出高度熱忱，其動機水準比起客家人士往往有過之而無不

及。特別是最近一、兩年，我們巧遇一些對於客語學習心存嚮往的國小學童。他

們不但把握機會修習每週僅有一節的客語課，而且在任課教師的激勵之下，勤於

參加教育部的深耕計畫、夏日樂學等密集課程，甚且「進軍」客家語文競賽，甘

願犧牲假日而接受訓練。  
在受到這些非客籍孩童的「精神感召」之餘，我們心生鼓舞，決定規劃此

一計劃案，試圖針對其行為和背後的態度、動機一窺究竟。眾所皆知，客家青少

年和孩童的客語流失是一項顯性的客家問題；先前諸多調查研究紛紛指出，客家

人士對於自己母語的忠誠度不斷在棄守或流失。這種問題尤其以在都會區居住、

成長的客家孩童和青少年更為顯眼，其後果便是為數可觀的客家人士在母語或第

一語言的發展上顯露「未習得」(non-acquisition)或是「習得不完全」(incomplete 
acquisition)的窘態(Montrul, 2002, 2011)。在這種不利的情況之下，非客籍孩童為

何選擇客語做為語言習得的選項，出現「以客為尊」的傾向，在在引人好奇。畢

竟，強勢語言的個體之所以學習弱勢語言，其行動背後的動機、態度傾向必然有

其特殊之處。為此，本計劃採取多重個案研究的設計，針對高雄都會區的非客籍

孩童來進行探究。 

 

二、相關文獻之回顧 

在深入剖析非客家孩童的客語習得這項議題之前，我們不能不先從學理和

現實的層面著手，檢視臺灣社會現存的語言生態，以及廁身其中的各種語言的功

能和「勢力」的消長狀態。畢竟，任何語言技能的習得或發展一如其他高階人類

技能的習得或發展，其成敗結果往往受制於社會情境或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學

者如 Farsides and Woodfield (2003)曾經主張，個體的學習有很大的幅度乃是情境

特性的函數，可謂是言之成理。 
(一)、客語流失：一項顯性的社會問題  

眾所皆知，在臺灣社會當中，客家青少年和孩童的客語流失是一項顯性的

社會問題。伴隨著客家語言流失而來的往往是對於客家文化、族群之認同感的流

失。對此，許多有識之士紛紛引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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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8 年的「還我母語」運動落幕之後不久，徐正光曾嚴肅指出了客家人

和客家社會所面臨的四項重大問題，首當其衝的就是「客家話的大量流失及文化

即將滅絕的困境」(徐正光，1991, p. 8-9)。相隔大約十年之後，徐正光再度注意

到都會化現象以及跨族通婚加諸於客語的衝擊。他提到，「都會區的第二代客家

後生，就幾乎完全離開自己族群母體的臍帶了，與其他族群通婚所生的子女，尤

其如此。」(徐正光，2002, p. 192)。對於徐正光的警語，宋學文、黎寶文(2004)
深有同感。他們直言不諱說道，母語的嚴重流失是客家運動者的最大憂慮。 

楊國鑫(2008)曾經將所謂的「客家問題」區分成兩大類，一類是客家文化實

踐的問題，從積極的角度來說，就是對於客家語言或文化的發展或新創；另一類

是客家人生存發展的問題。他認為，徐正光(1991)所標舉的其他三項問題如重新

建立歷史的詮釋權、建立民主公平的政經體制、重建合理的族群關係等大都陸續

解決或轉而趨緩，唯獨客語流失這項問題似乎讓人感到束手無策。為此，楊國鑫

不免有感而發說道：「客家運動 20 年了，但是客家話的流失仍然未見到顯著的改

善」(楊國鑫，2008, p. 136)。 
若干調查研究業已指出，客家青少年乃至孩童之所以棄守自己的母語或第

一語言，原因不外是客語本身功能和地位受限，客家語族群的活力顯著下降，外

加社會結構的改變，乃至都市化程度的加深，使得客語雖然身為臺灣境內的主要

語言之一，地位卻相形見絀，無法和國語或閩南語平起平坐。面對這些不利情況，

客語社群的「局內人」尚且不免對於學習和傳承客語一事心存觀望，或是逃之夭

夭，何況來自其他族群背景的「局外人」。究之實際，任何社會的成員在學習和

使用語言方面無可避免都會呈現出從眾心理，這就是法國社會學家 Durkheim 
(1858-1917)所謂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社會事實」所反映的是某個團體

所抱持的集體信仰、傾向、和作為，它們是「存在於個體之外的行為、思想、情

感方式，充滿壓迫性的力量」(Hall, 1982, p. 52)。在臺灣社會裡，客語的功能和

地位雖然比起原住民語略勝一籌，但是和國語、閩南語相比，則相對遜色許多。

對於為數廣大的語言學習者和使用者而言，這似乎也是一項不爭的「社會事實」；

因此，他們無可避免會採取一種汰弱存強，趨利避害的務實傾向，一種自求多福

的必要手段。況且，臺灣境內的諸多語言原本就存在著奧妙的競合關係，因此弱

勢語言的人士經常被迫要向官方語言(國語)或強勢語言(閩南語)靠攏、傾斜(鄒嘉

彥、游汝傑，2007；鍾榮富，2011)，這種現象也是無可挑剔。  
在這些大環境的嚴峻限制之下，任何非客籍人士願意選擇客語作為附加語

言(additional language)，投入學習、使用客語的行列，都可說是熱誠可感。對於

這類個體，我們有必要探究他們所面臨的社會、文化環境的限制，以及他們在既

定的社會脈絡之下，如何利用客語來達成有意義的互動標的，才能充分領略他們

在社會語言方面所顯現的特徵。。 
(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語言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  

語言習得或發展的成敗除了受制於社會因素之外，個體的心理趨向當然也

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有時甚至是舉足輕重。就這個角度來看，個人從靜態的語

言傾向如語言動機、語言態度到動態的語言行為如語言抉擇、語言轉移、語碼轉

換等，都有其心理語言的脈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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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觸有關非客籍孩童習得客語的心理因素時，我們不能不首先正視語言

態度的影響力。知名的心理學家 Katz and Stotland (1959)認為，態度是由認知、

感覺、行動傾向(action tendency)等三個體層面所構成。認知層面係指個人對於事

物之了解的情形、知識程度及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評價性的認知。感覺層面係

指個人對於事物的情感與好惡，至於行動層面則是指個人對於事物的可觀察或覺

知的行動傾向。依此推斷，所謂的「語言態度」無非是指語言學習者或使用者在

這三個層面上的整體性觀感，包含對於某一語言的功能、地位的認知，對於該語

言社群成員的好惡感覺，乃至在特定情境中所呈現的具體行動。Katz and Stotland
的學說促成了日後態度量表(attitude scale)的研發和應用，貢獻相當卓著。 

依照 Stern (1983)的觀點，語言態度是個體透過語言來履踐各種社會身分、

角色的重要元素之一。加拿大學者 Gardner、Lambert 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提

出了第二語言學習的社會心理學觀點。此一觀點的要旨提到，「學習者對於特定

語言群集的態度，勢必會影響他們在接納該語言各個面向上的成功程度」(Gardner, 
1985)。對此，我們不妨也聽聽社會語言學家 Fasold 和其他人的高見。Fasold (1984)
提到，語言態度是區分高階和低階語言變體的重要指標，特別是在出現雙言關聯

現象(diglossic relationship)中的群體更是如此。語言態度的研究有其效用，因為

它可以勾勒出語言在社會層面的重大意涵，方便我們檢視語言如何被用來當作群

體身分的象徵。Williams (1994)依照自己對於歐洲語言教育的觀察心得，也提出

了類似的觀點。他強調，學習外語所包含的事物遠遠超過學習技能、規則系統或

語法，它還包含自我形象的改變，接納嶄新的社會與文化等行為方式。在這方面，

語言學習者的態度至為關鍵。 
Edwards (1994)將語言態度定義為個人對於某個群體或個體的喜好或厭惡的

反應，他的論點淺顯易懂。反觀 Garrett, Coupland, and Williams (2003)，他們把

語言態度看待為檢視語言變化情形的重要指標。首先，語言態度能夠顯示語言使

用的實際情形和當前的語言發展狀況。其次，語言態度是社會心理的反映，涉及

到眾人對於某種語言或方言的評價。眾人的語言態度反映了該語言的社會地位，

以及其相關的社群成員在他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匈牙利學者

Dörnyei and Csizér (2002)的論述。他們曾以 Gardner (2001)的理論作為詮釋對象，

分析語言態度如何決定個人的動機和其他語言行為。他們認為，Gardner (2001)
所標榜的融合取向(integrativeness)指的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普遍興趣，為的是更加

親近另一個語言社群。在某種層面上，這隱含了對於其他文化群體及其生活方式

抱持開放態度與敬意，不會出現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維。在極端的

形式上，它可能涉及到對於該群體的徹底認同，一種不加挑剔的態度。 
Chakrani (2017)的觀點比較具備後現代主義的思想色彩，因為她遵循了 Gal 

(2012)的建議，將語言做為一種區隔化的工具，把不同的語言和言語社群妥善分

成不同階層。此外，她刻意標榜語言的工具取向(instrumentality)，將各種語言的

物質性價值和語言成分一起看待。Chakrani 調查摩洛哥的大學生對於該國的教育

場域中所存在的摩洛哥式阿拉伯語、標準阿拉伯語、巴巴里語(Berber)、法語、

英語的公然性態度，其調查對象為都會區兩所公立大學的 464 名學生，所接受的

教學語言分別是法語和標準阿拉伯語，或者兩者擇一。調查結果顯示，受試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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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學語言的不同，在面對法語、英語時，採取工具性動機的學生會抱持正向態

度，反之則不然。至於接受標準阿拉伯語教學的學生，他們顯露出在地認同的態

度，重視語言的融合性動機。Chakrani 為此聲稱，對於語言態度的研究不應該只

探討某些既存的認同方式，還要一併檢視導致眾人採取特定態度的因素究竟為

何，評估那些態度加諸於人類行為的影響。  
在國內學者的研究方面，也有若干觸及和本計劃直接相關的論著。礙於篇

幅起見，我們僅能從中擇要討論。在一項探索性的調查中，楊永仕(Russell Young, 
1989)探討閩南語及客語的保留與語言轉移的情形，並觀察閩、客族群對於國語

及母語使用的態度等議題。楊永仕(Young, 1989)的調查顯示，當時華語尚未大舉

入侵家庭場域，但是閩、客的年輕世代在家庭場域使用華語的比例已經明顯增

加，而且年輕世代比起老一輩使用華語的比例也高出許多。此外，在閩、客的年

輕世代當中，只有少數的會使用族群語言；客家族群使用國語的比例高於閩南族

群，但是其母語流失的情況也比後者更為顯著。值得注意的是，閩、客族群和外

省族群相較之下，對於母語的情感依附以及保留母語的態度更趨正向。至於客家

族群，他們對於母語的情感依附以及保留母語的態度比起閩南人還更強烈。 
黃雅榆(2001)透過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的方式，探討台北、苗栗、東勢、萬

巒四個地區的家長及學生對於客語和客語教學態度上的差異。他們發現，四個地

區的家長對於這兩者的態度都是非常支持，學生的態度則以無意見的比例偏高。

其次，家長對於母語的態度會影響學生母語的聽說技能，而且居住在客家地區與

否也會影響客家人對於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度。蘇政傑(2011)透過個案研究調查

北部一所國立大學的 181 名學生，調查重點在於青年世代對於臺灣本土語言所抱

持的態度。該研究的重要發現包括：女性對於本土語言的認同程度高於男性；母

語背景為客語的受試者對於本土語言的認同程度顯著高於母語背景為國語、原住

民語的受試者，但是與母語背景為閩南語的受試者則大致相當；本土語言使用流

利的受試者對於該語言的認同程度高於不流利者；長期居住在都市地區的受試者

對於本土語言的認同程度高於居住在非都市地區的受試者。 
(三)、非客家孩童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  

就理想層面來評斷，非客家孩童願意投入學習客語的行列，投注精神、心

力於其中，當然是難能可貴之事。就現實層面來審視，想要透過制式的課室教學

來達成語言習得的標的，這個理想原本就不容易實現，先前許多文獻皆已載之甚

詳。為此，我們有必要檢視非客家孩童可能遭遇的潛在限制。 
最明顯的限制非語言環境莫屬。Lightbown (1987)曾明白指出，語言學習個

體必須能夠在溝通場合或環境中接觸到標的語言，因為這是促發語言習得的必要

條件，這種情況和語言學習有所不同。其他學者如 Rumelhart and McClelland 
(1986)、O'Grady (1999. 2003)、MacWhinney (1999)也紛紛標榜外在環境變因對於

語言習得的重要性。他們主張，即便我們承認語言習得乃是一種人類共通的現象

或行為，受到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的驅動，仍然必須正視孩

童所身處的環境如何定奪他們在語言習得或學習上的成效。孩童唯有身處於合適

的環境並和他人進行互動，才可望為自己建構語言的真實性(linguistic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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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環境也攸關到個體最終獲取或學會標的語言的方式是否適切。Brown 
(2014)認為，語言教學的用意無非是要促成 DeKeyser (2003)所謂的演繹式和顯性

的語言學習。依照 DeKeyser 的觀點，這類學習和第一語言習得的一般常態並不

相符，因為在後者的情況中，孩童是透過歸納而且隱性的方式來獲取第一語言或

母語本領，對於語言結構不必多加思索。Brown (2014, p. 22)把語言習得的理想

狀況描述成「只要我們提供所有孩童一個正常發展的環境，他們便可以以一種非

常流利而且有效率的方式，習得自己的本土語言。」雖然他們在過程當中並非毫

不費力或漫不經心，卻可以「自然」獲取該語言，無須接受特殊教導。 
值得注意的是 Brown 所指的是本土語言，而非第二語言或其他標的語言，

這和非客家孩童習得客語的狀況未必完全類似。就環境的議題來看，非客家孩童

其實是面對一個相當不利的態勢，因為他們大體上仰賴語言課室作為語言習得和

練習的處所，交談對象又大都侷限在課室裡的教學者或是學習同儕，不像客家孩

童，可以選擇家庭場域作為替代方案，以客語做為自己的遺產語言或是具有「家

族血緣」的語言(family lineage language，見 Montrul, 2011)。除此之外，這類孩

童有可能身處於都市區域，而都會化環境對於客語的接觸和使用在在會產生不利

影響。羅烈師、吳中杰、邱彥貴、俞龍通、廖倫光等人曾經進行實證性探索，調

查大臺北都會區域的客家問題，並針對語言問題著力很深。他們明確指出，「臺

北都會區的客家移民呈現了點狀分布的狀態，在營造語言使用環境上是有其困

難」(國立交通大學，2013, p. 66)。大臺北都會區域是如此，其他城市何嘗不然？ 
第二項限制則關係到語言輸入或刺激的多寡和品質。按照 Goodluck (1991)

的看法，語言輸入指的是孩童所接觸到的言語型式，它們可以藉由情境線索來獲

得強化。至於正式的語言教學措施，多數學者認為它派不上用場。Lightbown (1987)
直言批評說，接受正式英語教學的學習者在課室裡所接觸到的並非英語本身，而

是它經過扭曲的映像(distorted reflection)。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室中的語言材

料乃是以一種高度結構化的線性方式來呈現，每次僅能講求單一語言元素的演

練，對於語言的溝通用途鮮少顧及。Brown (2014)也有類似的看法。他提到，成

人的語言輸入對於孩童的語言習得似乎會產生形塑作用，尤其孩童和父母的互動

方式會伴隨著自己語言技能的增長而產生變化。問題是，親子使用客語互動對於

許多客家孩童而言是可望而不可及，對於非客家孩童則是不可望也不可及。在當

前的臺灣社會中，眾多的客家家庭在母語傳承上處於「失能」狀態，無法克勝厥

職，因此其子女的語言習得任務泰半已經委交學校和客語教師負責。由於這項限

制，個人獲取標的語言輸入的主要管道大體上是以課室教學為限，而且欠缺生產

可理解性語言輸出的機會。如果語言輸入的問題不能妥善解決，孩童與他人使用

客語互動乃至獲取可理解性語言輸入的機會將大打折扣，客籍和非客籍孩童都沒

有例外。 
最後，非客籍孩童若想在客語的習得上有所斬獲，就不得不審慎處理因為

語言接觸所導致的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語言轉移等現象，以及使用客語

這種弱勢語言的困難。理論上，不管使用語言的情境為何，兒童在語言混雜方面

通常不會遭遇困難，因為這是孩童時期的雙語現象(child bilingualism)所具備的一

項特色，Cook (1995)曾經詳加解釋。即便如此，臺灣社會目前仍然存在著強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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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弱勢語言的功能分野，乃至高階語言和低階語言的地位區隔，所謂「語言平

權」的理想有時並不易落實。這種現象對於整體社會的語言生態和個別成員的語

言態度勢必會有所影響，連帶引發其語言抉擇、語言轉移、語碼轉換等各類行為

的變化。 
誠如張屏生、呂茗芬所述，目前在臺灣語言的生態上，閩南話對於客家話

來說，一直普遍存在著「語言上的優勢」(2012，p. 114)，因此大多數的客家人

都可以很流利地使用閩南話和別人交談，但是閩南人卻不太會說客家話。他們進

而指出，所謂「語言上的優勢」，指的是在限定區域之內，人口數量眾多，分佈

比較集中，有較強的社會功能，使用的領域較廣，文化、經濟活動比較發達等指

標。呂嵩雁(2013)觀察後山花蓮地區的客家人與原住民接觸後所產生的語言演變

現象。據他分析，兩者的強弱情勢對比顯現在是否說對方的話而定。事實顯示，

會講南島語的客家人數量微乎其微，即使會講，也只是很簡單的會話而已。反倒

是屈居弱勢的原住民，或者因為嫁入客家家庭而學習客家話，或者跟客家人士接

觸日久，深受影響，耳濡目染之後，大多能夠使用客家話交談。徐貴榮(2016)曾
經表示，桃園市的平鎮原為客家話通行的地區，但因為工商業的發展乃至外來移

民進入，因此語言變異相當快速。如今的情況是閩南語、國語成為市場的交際語

言，客家話逐漸退入家庭、宗族、與族群間使用。張屏生、呂茗芬(2012)、呂嵩

雁(2013)、徐貴榮(2016)的研究在在顯示，都會區的非客籍孩童在發展客語技能

的過程當中，不免會受制於語言接觸的幅度所左右，連帶其學習、使用客語的意

願和機會可能受到影響。 
(四)、總結  

上述各小節審視了和非客籍孩童的客語習得密切相關的三個議題。究之事

實，台灣身為多語主義的國度，客語和閩南語、國語、原住民語、英語等必然存

在著奇妙的競合關係，這是再自然不過的語言現象，也是一項不爭的「社會事

實」。這種現實情況對於這類孩童的語言態度、動機取向必有所影響，連帶左右

了他們在既有的語言環境之下，接觸客語刺激和輸入的機會，以及應運而生的各

項語言行為。 
基於這樣的領悟，我們挑選了高雄都會區的非客籍孩童做為參與者，透過

不同的質性工具的運用，試圖探索以下的問題：  
1.在習得客語的過程中，非客語孩童的語言態度和傾向大致為何？ 
2.這類孩童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抱持何種評價性認知？ 
3.這類孩童發展客語技能時面臨哪些實際限制？ 

 

三、研究方法 

本計劃採取多重個案研究的設計方式來進行相關探索。我們之所以這樣

做，原因是它允許研究者對於某一既定的社會單位例如個人、群體、機構、社群

進行密集探究，就其背景、現狀、或與環境互動的狀況提供合理的詮釋。此外，

在語言研究的領域當中，個案研究經常涉及到追蹤某一個體或群體在語言本領方

面的進展，儼然具備了發展性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的優勢和功能(Br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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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gers, 2004)。 
我們之所以選用多重個案研究的方式，也是不得不然的做法，因為我們不

容易在單一學校找到所需的個案人數，即便可以，也可能因為參與者系出同門，

同質性太高而作罷，形同是犯下取樣偏誤的毛病。因此，我們將轉而尋找分佈在

不同地點，具有相同屬性的非客籍孩童當作不同個案，期盼能夠在有限的時間之

下，對於參與者進行全面、周延、深入的觀察，採行個案內和個案間的比對(Yin, 
1994)。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期盼能夠觀察孩童在客語習得上的異同之處，達到

和先前研究如 Sacchi (2014)、孫煒(2019)相同的實質效果。 
進一步而言，我們的研究作為乃是受到 Adelman, Jenkins, and Kemmis (1976)

的激勵所致。Adelman 等人揭櫫了個案研究的六項主要優點，其見解令人印象深

刻。這些優點包括：(1)個案研究具備「強烈的真實性」(strong in reality)，因此

可以對實做人員產生吸引力；(2)個案研究便於讓研究者從某一個案類推到其他

事例(此即所謂的外在效度)；(3)個案研究可以呈現多面向的觀點，對於替代性的

詮釋方式提供奧援；(4)個案研究可以為研究材料提供資料庫藏，以供日後的研

究者重新詮釋之用；(5)個案研究所產生的洞見可以立即應用，因應不同目的之

需求；(6)個案研究的資料比起傳統的研究報告更易讓人親近，可以為許多類型

的閱聽人(audience)提供助益。董奇、申繼亮(2003)也肯定個案研究的諸多長處，

認為它結合了質性和量性方法，對於把握個體的心理狀態、發展水準、影響因素、

現象成因等具有重要價值。 
(一)、研究地點 

本計劃延續先前的研究作為，挑選高雄都會區當作研究地點，鎖定兩所推

行客語教學卓有成效的學校。先前若干研究明白提到，都會區域的語言生態自成

一格，相當不利於客語的學習、使用、和傳承(丘昌泰，2006；程俊源，2017；
國立交通大學，2013)。我們推估，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客語相較於閩南語、國

語、原住民語、英語等各類語言，勢必會呈現出不同的功能與地位的樣貌，其使

用場域也可能因此生變。  
(二)、參與者之挑選   

透過刻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或譯為「目的性抽樣」)的途徑，本計畫

挑選所需的研究對象。Patton (1990)強調，刻意取樣技巧的優點在於能夠抽取那

些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量的研究對象，而且它在實務上是緊扣研究設計的理

論架構，依此來進行抽樣。陳向明(2010)認為，這種挑選研究對象的技巧在本質

上就是一種「偶遇式」的過程，因為樣本數通常比較小，有時會可遇而不可求；

不管如何，抽取的對象必須適合研究所需，這是先決條件。 
我們所挑選的自願參與學童分別來自甲校(三民區)和乙校(苓雅區)，共計 17

名；扣除掉 2 名具有具有客家血緣的學童，有效人數為 15 人。其中男童 4 人，

女童 11 人；他們的年齡範圍介於 10 歲 9 個月到 12 歲 5 個月之間，平均 11.36
歲。 
(三)、研究工具   

本計劃的研究工具包含態度量表、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客語學習和使用札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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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態度量表 
此項工具的內容包括五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料，包含 12 個題目，分

別詢問參與者性別、年齡、出生地、成長地，父母親的族群背景、父母親的日常

用語、自己認定的族群背景、自己認定的母語和日常用語、參加客語能力認

證考試的經驗等。第二部份為量表，包含 22 個敘述題項，分佈在 3 類議題之

下：(一)、客語流失：一項顯性的社會問題(6 題)；(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

語言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12 題)；(三)、非客家孩童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

(4 題)。其中第(二)類所占比重較重，又細分為和認知層面、感覺層面、行動層面

相關的態度或傾向。參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就每項敘述表達贊同的程度，在 1
到 5 之間選一個數字，把它填在空格裡；數字愈大，贊同程度愈高。具體而言，

1 =十分不贊成；2 =不贊成；3 =中間；4 =贊成；5 =十分贊成。此一工具以團測

方式進行，參與者大約花費 10 分鐘左右完成。 
2.半結構式訪談 

此項工具的目的在於讓研究者深入探詢促使參與者學習客語的社會和心理

因素，他們看待客語本身和客語使用者的態度傾向，以及本身在發展標的語言技

能的歷程當中，實際面臨的有利和不利條件。訪談內容包括三部份，分別為(1)
第一部份：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的評價性認知(3 題)；(2)第二部份：語言

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3 題)；(3)第三部份：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4 題)。 
陳向明(2010)認為，比起其他調查工具如問卷、檢核表、量表，訪談具有更

大的靈活性以及對意義進行解釋的空間。對於他的論點，我們欣然贊同，因為在

執行先前的計畫時，我們已經實際嘗試過，效果頗佳。不容否認，半結構式訪談

的好處在於研究者可以針對訪談的結構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時也允許受訪

者積極參與這項言語事件(speech act)。在實務上，我們事先備妥訪談大綱，以此

做為提示。在實際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鼓勵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問題，並根據訪談

情況，靈活調整訪談的程序和內容。此項工具以個別方式進行，參與者大約花費

15 至 35 分鐘左右完成。 

3.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 

此項工具的目的在於讓研究者透過定期的文字記載，反覆檢視參與者日常

用語的情況，特別是語言抉擇、語言轉移、語碼轉換等各類語言行為出現的頻率，

以及在不同語言場域中使用各種語言的情形。參與者記錄自己每一星期學習和使

用客語的情況。札記內容包括三部份，分別為：(1)一、學習材料和學習內容(複

選題，4 題)；(2)二、學習情境(複選題，6 題)；(3)三、學習者因素(單選題，5 題)。 

在學理上，研究對象所提供的是頗具價值的自陳資料(self-reported data)。依

照董奇、申繼亮(2003)的看法，自陳資料涉及到個體對其生活、發展歷程的描述，

類別包括自傳、日記等。透過這類資料，研究者可以窺探到許多透過外部觀察會

難於理解，或是根本無法明白的某些訊息。就實務層面來看，本項工具讓我們正

確把握參與者的發展狀況，洞察其心理脈絡，有助於了解他們對於相關問題的感

受與歸因，不失為一項寶貴的資訊來源。此項工具以個別方式進行，參與者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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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我們原先的規劃是記載時程須為期八週，但受限於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緣

故，未能如願達成這項標的。 
按照學理，本計劃在性質上屬於質性研究取向；因此，各項研究工具的研

發和運用無非是為了考察變因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對於因果關係的確認，而不是

要仿效實證性研究的做法，再三強調信度、效度、客觀性、概括性等要項。即便

如此，我們對於量化研究所標榜的基本要件如內在效度、外在效度仍善加斟酌，

因為這兩者也是構成良好質性研究的必要條件。在實務上，研究人員先針對有所

關聯的特定條件確立其因果關係，以便和虛假不實的關聯性做成區隔；如此一

來，我們將可以編訂具備構念效度和內在效度的工具，針對研究對象和情境獲取

正確而周延的認識。 
(四)、資料蒐集與分析 

針對各項工具所產生的研究資料，研究人員首先確認參與者的回應方式和

內容有效、適用，再談其他。針對態度量表的第一部份，我們檢視參與者之雙親

的族群背景、自己認定的族群身分、主要的家庭用語、自己的日常用語、乃至參

加客語能力認證考試的經驗等題項，進行簡易統計。針對第二部份，我們就

參與者在參類敘述題向上的的平均分數來推估他們對於三類議題的態度或傾

向，特別是認知、感覺、和行動層面的意向。 
對於半結構式訪談的資料，我們首先繕打錄音檔案的重點內容，以便建立

原始資料。接著，我們利用質性分析為主的方式來處理這項工具所蒐集到的描述

性資料，探詢促使參與者學習客語的社會和心理因素，他們看待客語本身和客語

使用者的態度傾向，以及在發展標的語言技能的歷程當中，實際面臨的有利和不

利條件等要項。我們試圖把訪談回應的各種意義單位擺放在特定的概念類別或主

題之中，反覆檢視、比對，之後透過歸納方式，找出兩者之間的關聯性。最後，

研究者密切相關的各種議題合併成較大主題，期能針對參與者的經驗和意義作成

「解釋性理解」或「領會」(陳向明，2010, p. 9)。 
對於參與者所記載的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我們同樣仔細審閱他們所提供

的描述性資料。研究人員並透過反覆分類、編碼、及比對的程序，剔除札記內容

中無關緊要的概念或構念，逐漸萃取出本研究擬欲探求的主要概念和附屬概念，

即是參與者在日常語言使用中，出現語言抉擇、語言轉移、語碼轉換等各類語言

行為的機率和傾向，以及在不同語言場域使用語言的情形。 
整體而言，本計劃採用各種不同的方法來蒐集、分析資料，而不是侷限在單

一步驟，為的是確保質性研究的品質。我們除了注意蒐集來自不同管道的資料以

外，並留意在不同的時間、空間裡，對於研究對象的行為或觀察的現象是否保持

一致。本計劃委由不同的夥伴觀察同一場景或現象，透過彼此不同的詮釋方式，

全面理解個案，並做成合理的解釋。這些做法適切體現了 Lincoln and Guba (1985)
所強調的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的要領，可以有效排除利用單一方法所產生的觀

察偏誤或盲點。 

  

四、研究結果 



15 
 

 

在以下的各小節當中，我們將依序呈現透過各類研究資料的分析結果。 
1.態度量表的分析結果 
(1)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此一部份的分析結果顯示，在 15 名參與者當中，有 1 人的出生地為新北市，

其他人都是高雄市。關於成長地方面，參與者 CBC 曾經多次隨同家人搬遷，在

高雄市三民區、嘉義縣中埔鄉、屏東縣恆春鎮居住過；LYF 的成長地點包括新北

市蘆洲區和高雄市的小港、三民等區域，SYC 包括高雄市苓雅區和屏東縣新園

鄉；至於 LYR，他曾在高雄市左營區和英國度過童年。這 4 人是比較獨特的例子，

其他參與者的成長地則散佈在高雄市的不同行政區域。 
絕大多數的參與者其父母親都屬於閩南族群，其中 1 人的母親具有原住民血

統。在 15 人當中，有 5 人其父親的日常單一用語為國語，其他 10 人為閩南語和

國語；有 3 名參與者其母親的日常單一用語為國語，2 人為閩南語，其他 10 人為

閩南語和國語。 
認定自己屬於閩南語族群的參與者共計 14 人，LYR 則認定自己屬於「無

國界居民」，其觀點相當特殊。至於自己所認定的母語方面，有 6 名參與者

認定國語為其單一母語，4 人認定閩南語，5 人認定自己具有雙母語，即是閩

南語和國語。在日常用語方面，所有的參與者都選定國語做為日常用語，其中 7
人選定閩南語和國語，1 人(參與者 HSY)選定國語、閩南語、和客語。參與者 LYR
十分特別，他選定國語和英語做為日常用語。最後，關於參加客語能力認證考試

的經驗方面，有 2 人通過初級，其他人則未曾報考。   
(2)第二部份：量表 

態度量表的第二部份包含三個次部份(subpart)，其敘述題項關注 3 類議題，

分別為：(一)客語流失：一項顯性的社會問題(6 題)；(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

語言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12 題)；(三)、非客家孩童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

(4 題)。其中第(二)類議題所占比較重，又細分為認知、感覺、行動三個層面。參

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從 5 等級的數值中選定 1 個適切的數字來表達自己的贊同

程度。數字愈大，贊同程度愈高。 
表 1 參與者對於態度量表之回應的敘述性統計 

 平均數 標準差 

(一)客語流失：一項顯性的社會問題 3.53 0.28 
(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語言態度和語言

行為之傾向(認知層面) 
4.08 0.40 

(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語言態度和語言

行為之傾向(感覺層面) 
3.67 0.75 

(二)、語言習得的心理面向：語言態度和語言

行為之傾向(行動層面) 
3.78 0.69 

(三)、非客家孩童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 2.92 0.40 

 
表 1 呈現了參與者對於量表之回應的敘述性統計。我們可以透過平均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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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這兩類數值來推估參與者的態度傾向。本計畫並非以量化為主的研究作

為，因次我們僅僅挑選適合觀察所需的參與者。受限於樣本數大小的緣故，本

研究不宜進一步執行各類統計考驗。整體來看，參與者對於第(二)次部份的反應

較為正面，其平均數略高於第(一)次部份，比起第(三)次部份更高出不少。我們

進一步執行逐題分析，結果顯示，在第(一)次部份的 6 個題項當中，參與者對於

第 4、第 5 題項的贊同程度較高，其平均數分別為 4.47、4.13。反觀他們對於第

3、第 2 題的贊同程度則相對偏低，其平均數分別僅有 2.07、2.87，低於中間數

值。由於第 3 題是採反向題的方式設計，因此較低的平均數顯示參與者對於「讓

語言自然消失」這項主張的贊同程度並不高。第(一)次部份各題項的敘述內容為： 
1.客語需要好好保護，才不會在台灣社會裡消失。 
2.客語的保存和維護主要是客家人的責任。  
3.任何語言如果無法和其他語言競爭，我們只能讓它自然消失。  
4.客語的存在對於客家文化的保存相當重要。 
5.客語是客家人身份很重要的象徵。 
6.許多客家人不會說客語，這是一項嚴重的問題。 

 
至於第(二)次部份的議題，參與者對於認知層面的題項其反應比起感覺和行

動層面的題項更為正面。具體而言，在認知層面的題項(第 7-10 題)當中，除了第

9 題以外，其平均數皆達到 4.4 以上。乍看之下，該題項的平均數僅有 2.93，但

是它採反向題的方式設計，因此平均數愈小，顯示參與者贊同程度愈低。認知層

面的題項其內容如下所述。 
第 7 題：各種語言的功用大小雖然有所不同，但是它們都有存在的價值。 
第 8 題：各種語言的地位高低雖然有所不同，但是它們都有存在的價值。 
第 9 題：許多青少年都認為客語是一種熱門的語言。   
第 10 題：台灣是多元化的社會，應該注重「語言平等」的原則。 

 
就感覺層面的題項(第 11-14 題)而論，第 13 題的平均數僅有 2.60，其他各題

的平均數皆達到 4.0 以上。該題項也是採反向題的方式設計，因此平均數愈小，

顯示參與者的贊同程度愈低。感覺層面的題項其內容如下所述。 
11.透過學習客語、使用客語，我更加喜歡客家文化。 
12.透過學習客語、使用客語，我對客家族群更加有好感。 
13.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感覺到學習客語的用處。    
14.雖然使用客語的人大多是長輩，但是兒童其實也很適合使用。 

 
再就行動層面的題項(第 15-18 題)來檢視，除了第 15 題以外，其餘各題項

的平均數皆低於 4.0。這顯示參與者對於第 16 題(平均數 3.87)或是第 18 題(平均

數 3.80)所提到的行動要求其贊同程度略高於中間數值。第 17 題為反向題，其

平均數僅有 3.27，顯示參與者贊同程度略大於中間數值。行動層面的題項其內

容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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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為了更加了解客家文化，我會持續學習客語。  
16.我會更加積極學習客語，為的是更加了解客家族群。 
17.即便我努力增加自己的客語能力，但是它卻用不到。     
18.假使我們想要「搶救客語」的話，就必須經常學習、使用客語。 

 
量表的第(三)次部份關乎非客家孩童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第 19-22

題)。就參與者的回應來看，他們的贊同程度似乎並不高。這四個題項的平均數

依次為 2.00、3.60、3.20、2.87。第 21 題為反向題，其平均數僅有 3.20，顯示參

與者的贊同程度大約位於中間水準。其他各題項的平均數顯示了在發展客語技

能時，外在環境和語言混雜等問題加諸於參與者的困擾程度。他們平常使用客

語的機會不多，同學或朋友大多不熱衷學習客語，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事實。

第(三)次部份各題項的敘述內容為： 
19.我目前學習客語的環境並不算很良好。 
20.我平常使用客語的機會並不多。 
21.我的同學或朋友大多很熱衷學習客語，我因此受到鼓勵。  
22.我要學習的語言相當多，因此難免會把它們和客語搞混。認為自己 

 
2.半結構式訪談的分析結果 

半結構式訪談的內容含括三個主要議題，分佈於第一部份：對於客家語言、

文化、族群的評價性認知(3 題)、第二部份：語言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3 題)、
第三部份：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4 題)。受限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在此只能

擇其要者陳列參與者的回應。 
第一部份：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的評價性認知 

第一部份詢問受訪者在台灣社會裡，客語和其他語言相較之下的功能強弱和

地位高低的情形，並請他們就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國語、英語等各語言逐

一排名。研究者也詢問受訪者對於客家文化、族群的了解情況，並請他們舉例說

明。就這部份的分析結果來看，絕大多數的參與者都體認到一項事實：客語的相

對功能、地位不如國語、英語、閩南語，僅僅比原住民語略勝一籌。  
問題 1.在台灣社會裡，客語和其他語言相比，它的功能是強還是弱？請針對客

語、閩南語、原住民語、國語、英語的功能強弱加以排名。 
在評斷各語言的相對功能之強弱時，絕大多數的受訪者是根據使用頻率的高

低和使用場域的多寡這兩項因素。以參與者 WWC 為例，當訪談者請他進行比較

時，他不假思索提到，功能最強的是國語，最弱的是原住民語。他分析說：「因

為平常講話都是講國語，比較少講其他的(語言)」，「原住民住在比較山區的地方，

(我)比較少去，也比較少跟他們接觸」。他強調，「平常去菜市場比較老一輩的攤

販們都講閩南語，所以閩南語也很重要，然後爺爺奶奶也都講閩南語。」此外，

「英語比較常接觸，在外面也看得到很多英語補習班，也能常常聽到英文。」至

於客語，它只比原住民語勝出，連閩南語也不如。他進而指出：「只有一次去美

濃的時候有聽到客語，和上客語課的時候會聽到，覺得客語講起來很好聽、很酷，

剛好學校也有(客語)課可以上，所以我就學了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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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WCY 分析了國語功能最強的原因。她提到：「因為我們平常用的就是

國語，所以比較習慣。」訪談者詢問她為何原住民語功能最弱，她回答說：「因

為就平常沒有甚麼接觸(原住民語)，也沒有學，所以比較弱。」當訪談者反問她

為何英語的功能比客語和閩南語強時，她直白說道：「因為英文，我比較常出國，

所以出國的時候都會用到。然後阿嬤、媽媽就會叫我試著去跟店家講一些英文，

然後就是問(問題)，所以，然後平常也會學，所以它[功能排名])第二。」她直覺

上認定英語雖然是外國語言，但相對功能卻勝過閩南語和客語。她表示：「因為

外國的話有時候，可能有甚麼外國的…那種專業人士來台灣的話，可能會請那種

比較熟習英文的(人)去跟那些外國人訪談。」  
參與者 LYR 同樣認為英語是功能最強的語言；他是根據自己未來的求職考

量來做成這樣的論斷。他分析說：「現在很多公司要應徵要求要有英語能力，不

然沒辦法找到高薪工作。」這個想法源自他的父母的影響。訪談者詢問他原住民

語功能最弱的原因，他直接了當回答說：「因為現在沒有什麼工作需求需要原住

民語，然後還有原住民語言，我不知道要用到什麼地方。」 
參與者 WAY 的阿嬤是賽夏族，但是她將原住民語列為功能最弱的語言，原

因出在「講[原住民語]的人比較少。」至於閩南語，因為「…有些年輕人不一定

會講」，所以它的功能不如國語。WAY 認為在台灣社會裡英語比客語更常被聽到，

因此英語的功能的排名勝過客語。她在校外聽過英語，但沒有聽過客語，因此具

備這樣的體認。至於自己為何把客語的功能的排名列在原住民語之前，她並無法

說明原因。 
問題 2.在台灣社會裡，客語和其他語言相比，它的地位是高還是低？請針對客

語、閩南語、原住民語、國語、英語的地位高低加以排名。 
在評斷各語言的相對地位之高低時，絕大多數的受訪者同樣也是根據使用頻

率和使用場域這兩項因素。 
參與者 LYR 將國語列為地位最高的語言，「因為大家現在在學校溝通，還有

大部份場合都用國語講話。講英語或一些語言，大家可能聽不懂，或沒辦法溝通。」

他認為客家民族的文化漸漸地被淡忘掉；而原住民語也是如此。受訪者 CJW 認

為國語的地位最高；她解釋其中原因：「因為…就是在學校學習…然後在整個生

活中最常講到的是國語，在台灣社會也滿多原住民跟客家人都會說國語，在台灣

交流我們最常用的也是國語。」至於客語的地位何以不如英語，她也有所說明：

「很多人學，大型考試也都會有英語，但客語就比較少，而且客語是自行選修，

沒有人會強迫你，可是英語不能自行選修，來學校就是一定要學英語。」 
WWC 同樣給予國語最高的地位評價，原因在於「大家一出生都講國語，也比

較多人說國語。」對他而言，閩南語排名第二，「因為閩南語也是漢人的母語，所以它

也很重要，也是要學習。」客語排名第三，地位低於閩南語，「因為客語比較少人在講，

然後客家人也比閩南人晚到台灣。」至於原住民語，「因為很多人都不會講原住民語」，

「平常不會講它，(聽到其他人)有講客語、英語、國語，但幾乎沒有聽到原住民語」，

所以排名倒數第二。最後，英排名語最低，「因為英語是大家有興趣去學的，而不是台

灣原本就有的語言。」 

WCY 的生活經驗有別於大多數的學童，特別是 WWC，這使得她深切體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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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在台灣社會中所扮演的特殊功能有深切體認。相較之下，客語、閩南語都望

塵莫及。此外，她也認為客語的地位低於閩南語，原因是「因為客語…就是它現

在沒有，很少人，就已經很少人在學，如果阿公、阿嬤沒有傳下去的話其實是還

好，但是閩南語會(流傳)比較多。」受訪者 HHY 明確將英語列為地位最高的語言，

因為「要找到比較好一點的工作，可能就要會英語或者是要什麼英語證照。然後

有些學校也會要求說你要有什麼英語證照才可以畢業。」她向訪談者透露，這是

她先前的英文老師告知父母親的談話內容。據她觀察，國語是台灣境內的國家語

言，但是地位不如英語，閩南語、客語就更不用多論。受訪者 WSA 同樣將英語

視為地位最高；在她眼中，英語除了是國際通用的語言以外，還是使用人數最廣

泛的語言，就算非英美國家的地區都能使用。 

參與者者 LYT 從另一個角度來判斷一個語言的地位高低。她表示：「嗯…我

覺得應該就是…地位高的就是自己會的(語言)…就是大家都會的(語言)。」這樣的

觀點其實還是關係到語言的使用頻率和使用場域這兩項因素。  

問題 3.你對於客家文化的了解情況是如何？客家族群呢？請舉例說明。 

一如我們所預期，多數的參與者對於客家文化、族群的了解十分有限，因為

這並非他們生活經驗的重心事物。  
針對這個問題，WCY 回答說：「也…沒有很多啦，就是一些衣服啊，飲食那

些在社會課有學過，然後平常客語老師也會教。」，「文化就是聚落啊那些的，就

是客家聚落，然後他們平常的生活習慣，然後…就是科技啊甚麼之類的。」CJW

坦承自己對於客家文化了解有限，「有些(客家)傳統食物會了解，但其他部份就沒

有那麼熟。」至於對客家族群部份，她說道：「平常生活也都不會知道這些。」

WAY 同樣提到，自己對客家文化了解不多，僅有的印象集中在食物、服裝方面。

對於客家族群，她認為自己的了解程度極低，「對此一無所知。」 
相比之下，HHY、WSA 稱得上是文化知覺較為敏銳的學童。HHY 在受訪過

程中提到敬字亭、新丁粄。「敬字亭有什麼然後把寫過字的紙然後去燒…好像是

美濃的文化。」、「有男生出生的時候會做新丁粄。」關於客家族群的部份，她留

意到新竹有比較多客家族群，是使用客語比較頻繁的地區。WSA 認為自己對於

客家文化的了解程度屬於中等；她從客家文化村、美濃、六龜這些地點來了解客

家習俗服裝、歌謠、食物，但是對於客家族群的了解程度則偏低，直覺上認為客

家族群很團結，會互相幫助對方。 
問題 4.有人主張「語言平等」，就像「人人平等」的主張一樣。針對這點，你有

什麼看法？ 
本項問題涉及到「語言平權」的概念，多數參與者對此表示同意，但可能

無法產生言之成理，層次井然的邏輯思辨。WAY 提到她自己十分贊成「語言平

等」的主張，但卻無法解釋贊成的原因為何。其他參與者的情況和 WAY 有所類

似，而且也大都贊同這項主張。  
參與者 CJW 說明自己贊成的原因；她說道：「因為有些語言雖然地位不同，

但是它們都有存在的意義。」訪談者進一步探詢，如果語言的功能不一樣是否

還能平等。她思考一下後表示：「有人在講，它們就有存在的意義。」受訪者 LYT
則提到：「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就是…語言多多學習，不同文化的語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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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族群的特色跟宗教信仰那一些，這樣才能讓我們的知識更豐富。」訪談者

進一步詢問她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她補充說： 

「因為我覺得不應該要去…有些人就是會以自己的國家的語言為傲，但

是我不覺得這樣是很好，因為這樣可能會去那個…排擠不同文化…不同

國家的人，所以我覺得語言要平等。」 

 
LYR 對於「語言平等」沒有意見，但是他強調：「不要強迫人家學不同的語

言」。他提到自己被阿嬤要求學會閩南語，為得是跟購物時有辦法跟小販殺價。

他朗朗上口說道：「用國語講買豆干 15 塊，然後用閩南語講買豆干 10 塊。」這

樣的「痛苦經驗」使他對於強迫式的語言學習不表贊同。 
反觀 WSA 則對這項主張不表贊同。她發現，即使「語言平等」的主張看起

來很美好，但是世人的心中確實存在著無法消除的歧視。她以失望的口吻說道：

「還是會有人歧視啊。」她並以美國、英國白人歧視黑人做為例子，證明即使

許多人同意「人人平等」的想法，卻依舊無法消除社會大眾對於黑人的歧視行

為。  
問題 5.你的同學和朋友如何看待客家語言、文化、族群呢？ 

針對這個問題，LYR 提供了十分有趣的觀點。他發覺，同學和朋友對客家語

言的看待方式還算正面。他說道：「他們覺得客家語、客家語言還不錯，是個還

不錯的語言，唸起來像英文。」 
相較之下，WJW 和 WWC 都注意到自己的同學或朋友所展現的平淡態度。

WWC 提到，「他們就只是覺得是一種語言而已，沒有很常在用，所以不需要學，

跟閩南語一樣。他們都把閩南語、客語和一些其他比較不會用到的語言放在一

旁，就只去學英語那些的(語言)，所以對英語的看法都比較高，對閩南語和客家

語的地位都比較低。」WJW 說道：「他們不會排斥客家語言，可是也不會特別注

意到客家語言」至於同學和朋友對客家文化的看法，她強調：「他們也是不會排

斥客家文化，像學校如果有體驗客家文化的課，他們也會去體驗。如果有人來做

教學，他們也都會接受。」面對客家族群，他們的態度也大致如此，「他們看待

客家族群就像看待一般群體一樣，…他們不會歧視客家人，可以跟他們做交流，

不會把他們放在心上，他們就跟我們一樣是一般人。」 

LYT 所觀察到的情況和 WJW 和 WWC 略有不同。例如，她有一位好友就是

客家文化的欣賞者。她描述說： 
「她說節慶很好玩，就是了解他們(客家人)的風俗習慣那個，因為老師

都會講故事，然後我們就聽的津津有味。然後我們覺得那個故事…很那

個…就是很……很精彩！」 

 
即便如此，她也不否認多數同學或朋友並不會積極去接觸、了解客家文化、

族群，甚至抱持無所謂或是負面的態度。以客家文化為例，她注意到：「他們好

像…覺得不必要學這個東西(客家文化)」，「因為他們說，又不會跟客家人交談

到」；「然後，他們覺得…台灣有台灣人就好，不必要去認識客家人。」至於不喜

歡的原因，「就是他們就是認為，跟上一題一樣，他們就是認為不必要去學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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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客語跟文化)。」她隨即又補充說道：「因為他們覺得客家人的衣服太俗了」，

「而且他們(客家人)說話有一個腔調。」訪談者最後請教她是否許多同學認為不

講國語和閩南語的人就不是台灣人，她回答：「有一些，比較少」，「大部份的同

學是覺得無所謂。」 

問題 6.客語不算是一種熱門的語言。既然如此，什麼原因使你想要學習客語？  

對於此一問題，受訪者 LYT 表示：「我想多認識客語的那個…風俗習慣，

因為我之前有去唱他們(客家)的歌謠，我覺得他們的歌謠很好聽，然後再經過老

師他們有講那個故事，我覺得上客語課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好像就這樣子。」

受訪者 WWC 覺得客語很酷、很好聽。他就讀的學校正巧提供閩南語和客語科

目供學童修習，他於是決定選客語，原因之一是「客語老師分數都打很高。」

更重要的是，他認為多學這一種語言，日後有機會前去美濃或接觸客家人時，

可以試著跟對方溝通。WWC 的想法來自於自身的體悟，並無他人提醒。LYR
則略帶批評意味說道，在學校裡，「英語老師教[書]就是一直玩遊戲，我覺得沒

有怎麼學習到東西。客語老師不一樣，比較熱情。國語老師比較凶一點。」 
針對這個問題，WCY 也提出自己的想法，心思明快卻又不失細膩。她說道：

「因為我覺得啊，(學習)客語比閩南語還要有興趣。」她向訪談者表示自己其實

幼稚園時期就學過客語，後來中斷，四年級上學期才又接續。促使她學習客語

的因素之一是「很多好朋友也有學客語，然後想說跟大家一起上可能比較好。」。

她表示描述自己的觀察，語帶生動 
「那個客家人(客語老師)她講得比較生動，不像閩南語老師她講得比較

呆板，就是：『喔你這個課文啊看過去就好了。』，然後就是客語老師啊

會帶我們親自體驗，就是比如說，像上學期的最後一課，老師她教名產，

老師就自己帶了那個鳳眼糕來給我們吃，然後就體驗一下那個各地名

產。」  

 
對於受訪者 WAY 而言，客語是個特殊的語言，「很少人說」，而這正是她

想學客語的原因。至於 HHY，她回憶起自己當時不想上閩南語的課，因為考試

有拼音項目，她背不起來。再者，自己在家中就能學習閩南語，於是決定選擇

客語。她規畫未來要參加客語認證考試，以此設定自己的努力標的。 
 

第三部份：發展客語技能的潛在限制 
問題 7.和學習國語、英語的情況相比較，你覺得自己學習客語的環境有什麼不

同？(或者，它們沒有差別?) 
本研究的參與者身處都會區域，學習客語的環境和學習國語、英語無法相提

並論，這是極其明顯 D 事實。 
參與者 WJW 察覺到，學習國語和客語的校內、校外環境有所不同。「客語

沒辦法全方面的學習，只有課文裡的語詞…。」此外，「…客語的話，我們有次

去美濃，點餐的時候因為他們(店員)會客語也會國語，但我們客語沒有很好，所

以我們都是用國語，很少接觸客語。」CYC 表示，自己在校外仍會使用國語、英

語，但卻不會使用客語。據她觀察，使用國語的場合極為普遍，使用英語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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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親班，使用客語的場合卻難以找尋。 
WSA 認為，國語、英語的學習環境比客語良好一些，因為她可以使用國語、

英語和朋友溝通，但是客語就只能在學校才有機會接觸。SYC 表示，學習國語和

英語可以由家長跟自己講[解]，但是學習客語需要有「專業人士」，也就是「會講

客語的人才有辦法」。她所指的「專業人士」包括學校的客語老師或是客家人。

如此一來，學習客語的環境更形受限。 
問題 8.和學習國語、英語的情況相比較，你覺得自己獲得客語學習材料的情況

有什麼不同？(或者，它們沒有差別?) 
在某種程度上，語言學習環境的好壞也取決於學習材料的取得是否便利這

項現實因素。對此，許多參與者都有所體會。WJW 分析說：「國語有課本、習

作、生字簿，英語的話，在補習班會要求看小說，上課的文法為了方便複習會

用錄音筆、錄音機錄起來，也會有課本跟讀本。客語我目前看到就只有課本。」

受訪者 WWC 提到，「客語沒有報紙，客語好像也沒有文字？」另外，「課本，(客
語)有分腔調，但國語只有一種(腔調)。」如此一來，學習客語比學習國語困難

不少。 

CYC 表示，父母只會買學校推薦的英語光碟給自己，卻不會買客語光碟，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不會努力聽，而事實也的確是如此。換言之，在家庭、學校

以外的地方，「客語方面的[材料]應該比較不好獲取…」、「數量也比較少。」

訪談者進而追問 CYC 哪裡可以獲得客語學習材料，她指出了圖書館、網路這

類場域。    
WCY 針對客語和國語學習材料加以比較，提到她的發現：「國語的(學習材

料)比較多，客語的(學習材料)就在學校而已…就是真正獲得的就只有在學校。」

HYY 表示自己聽過客家電臺，看過客家語配音的動畫，但是比起國語，我們很

較難取得客語的學習材料。「客家語好像比較難，大部份節目可能都用國語，然

後客家語好像發音很少。客家電臺好像也蠻少。」 
問題 9.在日常生活中，你經常有機會使用客語和別人溝通嗎？ 

受訪者 SYC 在聆聽訪談者的提問之後，不假思索便回答：「沒有」，「因為

都使用國語比較多」。她描述說，即便是在學校，情況也大致如此，「除了上客

語的時間，基本上都沒有[機會]。」WAY 表示自己完全沒有使用客語和別人溝

通的經驗。不過，她的姑丈是客家人，所以自己偶爾會聽到客語。CBC 也提到

自己不常有機會使用客語溝通，僅有和會說客語的阿姨聊天時才會用到，但是

大部份都聽不太懂。  
LYT 提到自己會和姑婆使用客語溝通，「…但是姑婆她住在台北，所以不常

下來，然後不常溝通。」訪談者接著探詢姑婆是否為客家人，她表示：「她不是，

但是她會，因為她的那個…鄰居朋友都是講客家話，就是客家人。」她最後表

示，除了姑婆和學校老師之外，自己並沒有使用客語溝通的對象。 

絕大多數的學童受限於居住和求學環境的緣故，很少有機會使用客語做為

溝通用語。這 4 名參與者學童可算是例外。 
問題 10.除了客語之外，你還要學習國語、英語甚至其他語言？你會不會把它們

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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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學童並未遭遇到嚴重的語言混雜的經驗，有些人則出現局部混淆的情

形。據受訪者 WWC 表示，他有時候會把閩南語和客語相互搞混，「在講台語的

時候會突然講出客語，對方就會聽不懂我在說甚麼。」例如，他在跟爺爺奶奶

說話的時候很容易就把閩南語和客語混雜一起。訪談者進而詢問他會不會把客

語和國語、英語搞混，他卻說不會。 
CYC 提到，她會把英語音標跟客語搞混。「有時候[英語]課本上…會有英語

的音標，然後我會把它看成客語的[音標]。」LYR 也有略似情況，把客語發音跟

英語發音搞混，原因出在客語也是使用羅馬拼音。具體而言，當他看到“nei”這
個客語拼音方式時，會把它唸成英語的讀音。至於 WJW，她並不會把客語音標

和英語音標搞混；她明確指出，「…音標的部份是閩南語跟客語比較會搞混，但

有些音是大同小異，」 
若干學童的問題出現在字彙層次。SYC 回答說：「寫字比較容易搞混」，像

是某些客語和國語的字彙看起來一樣，但是發音卻不一樣。至於客語和閩南語

的字彙，她覺得有些看起來一樣，但無法舉例。受訪者 LYR 也承認他會把客語

的字詞和國語的字詞搞混。他指出：「因為客家的字就是比較不太一樣。」WCY
則提到，若是國語和客語都有的字詞可能就會讓人搞混。她解釋說道：「…比如

說『我』(客語為『𠊎』)嘛，然後翻成國語就…就是那個『吾』，啊比較不會搞

混。」至於會搞混的字，她解釋：「就是…可能同音同字，然後跟國語的(字)又
一樣。」訪談者請她進一步舉例說明，她說：「像…『个』嘛。」，「還有……就

是爸爸的『爸』。」WAC 同樣出現把客語的羅馬拼音和英語拼音搞混，或是把

客語漢字跟國語漢字搞混的問題。 
受訪者 WSA 的情況大不相同。她提到自己會針對新學習的語言形式額外

加以標示，因此不會搞混；發音也好，字彙也好，都是如此。WSA 在客語學

習方面似乎已經具備了良好的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本領。 

 

3.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的分析結果 

針對札記的第一、第二部份，我們透過內容分析的方式，逐一檢視參與者在

為期四週的研究期程中所記載的內容，以便能對其學習、使用客語的狀況獲得粗

略掌握。 
第一部份(學習材料和學習內容)的分析結果  

這一部份的題項詢問參與者有關他們發展客語技能和客家文化知識所需的

學習材料，以及所學習的內容。具體而言，第 1 題詢問參與者在一週之中所使用

的客語學習材料，第 2 題詢問他們所學習的客語技能，第 3、4 題要求他們思考

自己所學習的客家文化、族群的相關知識。 
就第 1 題的回應情況來看，參與者所使用的材料大都侷限在教科書，未能

顧及多元化的選擇，善用其他選項如報章雜誌、課外讀物(書籍)、光碟、MP3、
電視節目、廣播節目、網路等。即便如此，參與者 HSC 會利用光碟來進行自學，

利用爺爺、奶奶的電腦登錄網路，尋找學習資源；參與者 WSA 偶爾會觀看客語

電視節目；SYC 利用自己的手機上網搜尋客語資源；HSY 利用下課時段借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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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師的電腦，搜尋網路資訊，應證課堂所學。面對客語習得一事，這些學童可

算是多所用心。 
就第 2 題的回應情況來看，參與者所習得的客語技能大體上偏重在口語層

次，包括發音、聽力、口說等各項，至於書面語層次如閱讀、作文或寫字技能則

大都未能顧及。值得注意的是，參與者 LYF 強調練習寫字的重要性，CHY、WAY
重視課文的閱讀，而 SYC 則因為參加客語會考的緣故，轉而注意到練習本所強

調的寫字訓練。這些個體比較留意要兼顧口語和書面語技能的同步發展。  
第 3、4 題詢問參與者獲取和習得有關客家文化、族群相關知識的情形。整

體而言，他們所學習的客家文化內容不脫物質層次，大都侷限在飲食、服飾等事

物，偶而也會透過社會科的課室教學，接觸客家習俗、慶典等相關概念。至於客

家文化獨特的宗教、音樂、歌謠、建築等要素，客家族群所特具的精神樣貌和性

格趨向，他們大都疏於關照。  
第二部份(學習情境)的分析結果  

這一部份的題項詢問參與者有關學習各項客家語言、文化技能或知識的情

境，包括學習、使用客語的地方或場所、學習客語的對象、請教的對象、溝通

的對象、以及所參加的客家文化活動等等。大致而言，參與者的學習地點或場

所均相當特定而受限，並未超越學校客語教室以外的範圍。至於校外客語班、

居住社區、圖書館等其他場所，照理也頗適合參與者進行標的語言的學習，卻

不在其考慮之列。參與者 WCY 在外公、外婆家學習客語，WSA 把學習地點延

伸到家中，可算是特例。至於參與者使用客語的場域，也大都侷限於校園之內。

參與者 CHY 和 WSA 的情況比較特殊；前者會在家中使用客語，以便應付父親

的考問；後者則是回家之後和母親練習學校所教授的客語教材。  

任何形式的語言訓練都必須講究互動、回饋，這是確保語言習得能夠成功

奏效的要件。就參與者所記載的內容來看，他們互動、交往的對象幾乎都侷限

於學校的客語教師，其他師長、同學、父母、親戚、鄰居等大都無法提供助力。

這種學習條件和其他語言如國語、英語相比，可說是等而下之。值得欣慰的是，

參與者 LYT 的學習對象包括親戚、鄰居，WCY 有外公、外婆可以依靠，而 CYS

則充分展露自信，以自己為學習對象。參與者 CBC、LYT 選擇親戚和鄰居做為

請教和溝通對象；WCY 的溝通對象主要是外公、外婆；至於 SYC，她選擇特定

同學做為交談對象。 

第二部份的最後一個題項詢問參與者所參加的客家文化活動為何，選項包

括(1)美食展覽、(2)文化慶典、(3)宗教儀式、(4)音樂表演  (5)歌謠表演等等。他

們也可以註明其他活動。意外的是，沒有參與者曾經在研究期間參加這類活動。  
第三部份(學習者因素)的分析結果  

這一部份的題項主要是促請參與者「反求諸己」，思考自己在學習客語方

面所具備的興趣水準、所遭遇的學習困難和焦慮、所享有的成就感和整體的進

步情況。各題項的敘述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也顯示了全體參與者對於 5 個題項的回應概況。他們同樣從 5 等第的

數值中選定 1 個適切的數字來提供回應；數字越大，表示所感受的程度越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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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所經歷的情況愈常見。透過敘述性統計的各項數值如最小值、最大值、平

均數、標準差等資訊，我們發現，面對客語習得一事，參與者所遭遇的學習困

難或學習焦慮並不嚴重。這或許是因為客語並非語文領域中的主要學科，學校

對於學習者的訓練強度和期望水準因此相對寬鬆許多，不像國語、英語等科目

哪樣緊迫盯人。如此一來，他們學習客語的興趣水準即便高於中間值，但並不

突出。相同地，這類孩童或許能夠從學習客語中獲得成就感，察覺自己整體的

進步情況，但是幅度並不明顯。 

表 2 參與者對於學習者因素之回應的敘述性統計 
             統計數值 

 
敘述題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11.你學習客語的興趣是如何？ 1.25 5.00 3.53 1.06 
12.你遭遇學習困難的情況是如何？ 1.00 3.75 2.17 0.81 
13.你感覺到學習焦慮的情況是如何？ 1.00 3.25 1.90 0.69 
14.你獲得成就感的程度是如何？ 1.75 5.00 3.38 1.10 
15.你整體進步的情況是如何？ 1.50 5.00 3.25 0.93 

事實顯示，參與者過度仰賴學校的課室教學做為單一的學習管道，大幅憑

藉教科書做為單一的語言輸入來源，可能構成客語習得的一項隱憂。以甲校的參

與者為例，他們記載札記的第一週正值學校成績考查時段，因此客語課暫停，結

果多數參與者當週的學習陷於停擺，紛紛表示沒有使用客語學習材料，也沒有學

習任何客語技能或是和客家文化、族群相關的知識。如此一來，這類孩童吸收標

的語言輸入的機會必然大打折扣，學習效果也難以提振。 

 

五、結論與討論 

本計劃探索非客籍孩童習得客語的情況，關注的焦點為這類個體在發展標

的語言技能的過程當中，所呈現的社會語言和心理語言特徵。我們透過刻意取

樣的途徑，挑選高雄都會區兩間國小的 15 名高年級學童做為參與者。透過態度

量表、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等工具的使用，本計劃獲得所

需的研究資料。透過質性為主，量性為輔的分析方式，我們獲得各項發現，在

此總結如下。 
1.在習得客語的過程中，非客語孩童的語言態度和傾向大致為何？ 

身為非客籍孩童，參與者面對客語大都不失好感，這和某些同學、朋友所展

現的平淡或負面態度有所不同。他們對於「語言平權」的主張大都欣然接受，

認為各種語言均有存在價值，無論其功用大小或地位高低。 
多數參與者認定客語並非熱門語言；即便如此，他們仍然投入學習作為，無

論自己的客語技能是高是低，對於客語文化、族群所知是多是寡。這或許是基

於「語言平權」的觀念，加上若干外在因素的激勵而促成。持平而論，若干參

與者對客語抱持好奇甚至是欣賞的眼光，有人甚至設定更進階的學習標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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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過客語認證考試。 
然而，參與者也顯露出一些細微的語言態度和傾向。具體來說，態度量表的

分析結果透露，對於客語流失、客語的保存和維護、以及客家人不會說客語等

顯性的社會問題，參與者似乎缺乏警覺。再以第(二)次部份(語言習得的心理面

向：語言態度和語言行為之傾向)為例，他們在感覺層面上大都同意自己透過學

習、使用客語，更加喜歡客家文化，對客家族群更具好感。然而，他們在認知

層面上卻並非高度同意「客語需要好好保護，才不會在台灣社會裡消失」、「許

多客家人不會說客語，這是一項嚴重的問題」等命題敘述。在行動層面上，也

並非人人都願意更加積極學習客語，以便更加了解客家族群。 
2.這類孩童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抱持何種評價性認知？ 

各參與者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的評價性認知大體上相當一致。他們

普遍認為客語的功能、地位其排名順序勝過原住民語，但是無法和國語、英語

等強勢語言相互抗衡，甚至難以和閩南語一較長短。客觀而言，他們的主觀評

價是根據各語言的使用頻率的高低和使用場域的多寡這兩項因素而建立。就社

會和心理層面來論斷，同儕壓力的有無、語言教師的個人風格、父母所傳遞的

價值觀、家庭選定的日常用語、乃至世俗風尚的趨避等，也在在左右了這類孩

童對於客語所抱持的觀感和評價。 
面對客家文化、族群這兩個面向，參與者大都欠缺足夠的基本知識。由於

他們本身不具客家血緣，並非以客語為母語的人士，因此對於客家文化、族群

的認可程度彼此有別，好惡傾向也因人而異。這項事實可以從各項工具所蒐集

的研究資料中看出端倪。半結構式訪談的分析結果顯示，參與者對於客家文化、

族群的了解其實相當有限，畢竟這兩個面向難以構成他們生活經驗中的重心事

物。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的分析結果則證實，參與者獲取有關客家文化、族群

相關知識的管道、途徑相當受限。他們所學習的客家文化主要是物質層次的事

物，疏於關照客家宗教、音樂、歌謠、建築等獨特要素。面對客家族群所特具

的精神樣貌和性格趨向，他們同樣是所知甚少。這些社會事實都可能影響參與

者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族群的評價。 
3.這類孩童發展客語技能時面臨哪些實際限制？ 

據我們觀察， 參與者在發展客語技能時同時面臨了內在限制和外在限制。

就前者而言，我們不妨檢視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的第三部份的分析結果。這部

份的題項關乎學習者因素；統計數值顯示，關於客語習得一事，參與者所遭遇

的學習困難或經歷的焦慮情況並不嚴重，平均數均遠遠低於中間值 3.0。相對而

言，他們學習客語的興趣水準並非十分突出，平均數僅僅略高於中間值；其次，

他們雖然獲得了成就感，產生整體的進步情況，但是其幅度同樣也並不明顯。 
就後者而言，這類孩童身處都會區域，學習客語的環境並不完善，和國語、

英語無法相提並論。他們在獲取客語學習材料方面缺乏便利，不但數量寡少，

而且許多人仰賴學校的客語課做為單一管道。 
客語學習和使用札記的分析結果顯示，參與者所使用的客語學習材料大都侷

限在教科書，未能顧及多元化的選擇；僅有少數參與者會試圖開闢其他取得客

語資源的途徑，像是觀看客語電視節目，搜尋網路資訊等等。其次，參與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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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的客語技能偏重在口語層次，包括發音、聽力、口說等各項，至於書面語

層次如閱讀、作文或寫字技能則大都未能顧及。關於學習情境方面，參與者的

學習地點或場所均相當特定而受限，並未超越學校客語教室以外的範圍。影響

所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少有機會使用客語，互動、交往、請教、溝通的對象

也相當固定而受限，幾乎僅能依靠校內的客語教師，僅有少數參與者可以訴諸

於親戚或鄰居的協助。如此一來，他們的客語技能自然難以更上層樓，對於客

家文化、族群也無法具備完善的知識。 
本計劃的研究發現可望促使客家族群乃至其他群體正視客語的潛在價值，

並提醒年輕世代培養多語本領(multilingual competence)的必要性。此外，我們所

獲致的研究成果也可望產生詮釋性的知識，開拓客家研究的相關次領域，並為

語言學界或應用語言學界提供以台灣為本位的關注和洞見。整體而言，這些實

質貢獻正是本計劃的重要意涵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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