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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客家文化在台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十七世紀客家人來到台灣

之後, 在高雄屏東地區客家人發展成「六堆」客家文化聚落；本研究計畫將行動裝置

融入客家語言與文化學習之中，並進行客語學習數位內容 App 與客家文化介紹開發。

利用行動裝置 App 教材學習以提高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的動機與興趣，探討利用行動

裝置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相較於傳統紙本與教師授課方式之優勢與阻礙。計畫以近幾

年之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內容為主，將題庫系統利用 App 設計成行動多媒體學習軟體，

並將利用行動學習成效與傳統課堂授課方式進行比較。藉由本計畫可實現利用先進之

資訊科技來學習客語與客家文化，並可與傳統課堂學習方式進行優缺點之比較與改進。 

關鍵詞:客家文化、行動學習、行動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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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Hakka culture occupie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After the Hakka came to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Hakka 

developed into a "Six Piles" Hakka cultural settlement in Pingtung, Kaohsiung; 

this research plan incorporates mobile devices During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ing, digital content App for Hakka learning and Hakka cultur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Use mobile device App textbook learning to 

increase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obstacles of using mobile devices to learn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paper and teacher teaching 

methods. The plan is to focus on the primary certification of Hakka proficiency 

in recent years. The question bank system will be designed as a mobile 

multimedia learning software using an App,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mobile learning will b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With this project,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learn Hakka 

and Hakka culture,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learning methods can be compared and improved. 

Keyword: Hakka culture、Action learning、Mobile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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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客家族群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家文化也成為台灣在地文化

拼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屏東在歷史上是客家人在台灣發展的重心。十七世紀客

家人來到台灣之後，有許多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客家移民，往南墾殖定居於現今高雄、

屏東地區。因應清朝時期台灣特殊的移民社會環境，高雄屏東地區客家人成立的自衛

武裝民團團體，後來逐漸制度化，發展成「六堆」地方自治組織，成為台灣客家精神

文化重要的象徵。隨著二十世紀後半，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六堆客家文化

區的聚落文化風貌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趨勢，六堆地區客家

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已經成為地方重要課題。 

資訊科技已成為社會和文化發展之主導力量，由於行動科技與資訊和通訊科技(ICT) 

的技術發展成熟，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 App 應用程式不斷地被開發，使得利用行

動裝置學習(Mobile Learning)成為現今教學常被教師使用的模式之一。此外，手機及平

板等行動裝置已經融入人們的生活中了，手機也是隨時會攜帶的工具，顯示出裝置的

普及促使行動學習使用的範圍不僅是涵蓋自學的使用，教師也可以運用到課堂的教學

使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技術，運用影音、動畫等資訊科技融入客語教學中，能以

感官視覺的變化，補足學生對傳統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化學習的不適應，並且輔助教科

書功能的不足，讓學生能更認識、更瞭解、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化，進而提高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與興趣，為此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 

本研究計畫將行動裝置融入客家語言與文化學習之中，並且進行客語學習數位內容

App 開發，利用 App 教材與情境式的學習以提高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的動機與興趣。

學習研究對象以大學部一年級學生為主，學習內容以客家食衣住行語彙及屏東內埔老

街附近相關客家文化為主。 

本計畫研究之目的如下： 

1. 客語學習數位內容 App開發。 

2. 探討利用資訊科技融入客家文化學習，對學習者學習客語所產生的成效。 

3. 探討利用行動裝置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相較於傳統紙本與教師授課方式之優

勢與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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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探討 

 
第一節 數位學習與行動學習 

學習是人類適應環境與社會的重要活動，透過教授或經驗，學習者獲得新的價值、

知識或技能，進而改變其外顯行為。在過去 20年間，數位學習(e-Learning)[1]的發

展已經讓許多在傳統教室進行的學習活動成功地轉移到虛擬空間。不僅於傳統教學活

動的數位化，數位學習的發展更帶來許多創新的學習活動，這些創新學習活動都有賴

於資訊通訊科技，近年最後矚目的是智慧行動科技得教學應用。時至今日，已經有許

多不同形式的數位學習活動被應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與持續教育當中。 

 
(a) Reading 

 
(b) Exploring 

 
(c) Discussing 

 
(d) Demonstrating 

 

圖 1 數位學習活動進行情形 

傳統教學往往受到教學時段與教學場所的時間空間限制，而且教學方式偏向教師

向學生單一方向的傳授。數位學習利用資訊通訊科技可以放寬教學時間空間限制，更

能強化學生與教師的雙向互動以及同學間的互動。圖1展示不同的數位學習活動進行情

形 [2] ，目前行動裝置學習比較熱門的方式有遊戲式學習與情境式學習分別敘述如

後。 

   隨著行動科技日益普及，不管是在教育或企業領域對於「行動學習」（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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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Learning）的概念均有極大的重視，。由於行動學習與傳統課堂的面對

面授課方式有所不同，教學者若要能夠採用各式各樣的行動裝置來促進多樣化的學

習，就必須針對行動學習的內容進行教學設計，並且培養有效透過行動載具來促進學

習成效的教學能力。學習者也要調整學習心態，以自我控制且主動學習的態度面對新

型態的學習方式。 

  關於什麼是「行動學習」，許多學者皆提出其定義，Lehner 與 Nosekable(2002)

歸納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定義為透過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服務或設備,提供

學習者所需之數位化的資訊教材,以協助學習者取得知識。吳明隆(2011)認為透過行動

裝置的輔助所進行的教學活動,只要具有可跨越時間與空間限制者,就可被認為是行動

學習的呈現。 

  簡而言之，行動學習是讓學習者在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下以行動裝置與網際

網路獲得資訊或知識的學習方式，通常具備：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能夠自我掌控

學習內容與進度、學習者可在任何時間或空間使用行動裝置進行學習等特性。行動學

習讓學習者成為學習的主人，傳統面對面的課堂上課多以教師講述式教學為主，學生

較無法選擇上課內容，甚至課室的互動是少之又少。透過行動學習，教師可以設計更

多樣化的教學內容與學習活動，學生也能夠依照自己的狀況調整學習速度。 

此外，透過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所帶來的互動性，能夠讓學生、教師與教學內容

三者間充分互動，學生能夠與同儕一起完成學習任務，利用行動裝置的即時互動、傳

遞資訊以及搜尋資訊等功能，學習的情境不再侷限於課堂教室裡，不僅提升學生的同

儕協同互動，也能夠活化學生在資料蒐集與歸納統整的能力，不再只是單向接收教師

提供的資訊，讓學生更有學習動力與學習興趣，並將學習視為一種有趣的、團隊合作

的活動。 

 

第二節 遊戲式學習 

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在學

習活動過程中的專注程度。[3]中國自古以來即有「寓教於樂」的說法，傳統教學也一

在強調教學活動的趣味性，但是受限於軟硬體，成效始終有限。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

了數位多媒體遊戲的流行風潮，遊戲的類型與涵蓋範圍擴大，使得遊戲式學習有了大

幅度的發展。Hogle [4]提出遊戲對於學習有下列優點： 

可引發內在動機並提高興趣：遊戲中好奇與期望、控制與互動性以及故事情節的

幻想性等特性，都可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和內在動機。學習者會為獲得成就感，在

面臨困難挑戰時，能願意不斷的嘗試。 

保留記憶：相較於傳統的課程，模擬遊戲在記憶保留方面有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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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練習及回饋：許多遊戲學習軟體提供練習的機會，讓學習者可以反覆的操作，

並獲得即時的回饋，讓學習者可以自我評估學習成效，促進學習目標的達成。 

可提供高層次的思考：電腦遊戲的設計，符應了人類的認知結構。將教學內容融

入遊戲當中，讓學習者不斷的在遊戲中解決問題、做決定，學習者要能夠整合自己所

學，以找到解決方式。教學內容將不斷的重複進入學習者記憶中，是最好的學習形式。 

 

 
圖 2 遊戲式學習活動設計 

遊戲式學習活動需要仔細的設計，才能達成所期望的教學成效。必須要將學習內

容單元與遊戲內容單元進行適度整合。在整個遊戲過程中，達成遊戲目標所需要的技

能必須涵蓋教學目標所設定的技能，如圖2所示。 

 

第三節 情境式學習 

情境教學起源自建構式學習理論中，強調知識的獲取來自於經驗，學習是發生於建

構知識的過程中，知識學習應在學習情境中透過學習活動獲取經驗中進行。[5][6]  

 
圖 3 建構式學習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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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情境式學習：置身於情境中，透過親身體驗獲取知識 

有效的情境教學可以使學生主動參與學習，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去想像、思考、

探索，去解決問題。換言之，情境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習者置身於教學情境中，

其過程是參與行動學習、反思探索與回饋，其目的在於使學習者在多元環境中互動，

能適性發展而建構出自身的知識能力。 

由於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情境式學習近年在語言學習方面受到相當的重視。籃

玉如[7]展示如何應用透過將學習內容與虛擬實境中特定場景綁定，達成華語情境式學

習的目的。然而由於必須事先將虛擬實境中的特定場景綁定學習內容單元，這限制了

實際所能應用的真實區域。 

 

第四節 客語數位學習現況 

在客委會的努力推動下，客語數位學習已經有一定的成果。哈客網路學院

(http://elearning.hakka.gov.tw/)有系統地累積與整理相當多的客語數位學習內容單

元，也推出不少客語網路學習課程，提供有興趣的學習者選讀，其範圍涵蓋客語檢定

與客家文學等。哈客網路學院也有行動版，不僅可以透過個人電腦瀏覽器存取，透過

行動裝置瀏覽器存取效果也相當不錯。不過哈客網路學院主要在於將傳統教室學習網

路化，並沒有引進新情境式學習的概念。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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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哈客網路學院(http://elearning.hakka.gov.tw/) 

 

「客語百句認證網」則是客委會推出的一個客語學習 App，主要提供客語檢定發

音教材行動學習，以日常生活方面的客語學習內容為主，而且質量俱佳。但是太過重

視語言典藏，竟然提供 6 種不同的客語腔調！對於客語初學者，特別是非客家族群的

客語初學者，形成很大的困擾。「客語百句認證網」App 主要提供客語反覆練習通過客

語檢定為主，也沒有引進新情境式學習的概念來提升學習效果。 

 

 
圖 6客語百句認證網客語(easytalk.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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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本計畫以行動裝置來學習客語與了解客家相關文化，學習內容以客語能力初級認證

及認識客家文化為主的學習內容，以多媒體 App 及情境式學習場域進行實作。本計畫

由本校二位專任老師共同執行：計畫主持人劉旭榮專任老師自 103 學年度至 106 學年

度參與成功大學智慧種子聯盟課程亦強調跨領域學習，帶領同學探索屏東在地客家文

化製作「當科技遇見文化」擴增實境(AR)書製作與開發擴增實境(AR)英語學習 App 等

議題，產出成果豐碩(如圖 7)。共同主持人黃美文專任老師曾主持客委會計畫帶領同學

建置客語學習網站，並主持教育部資訊志工服務課程多年並獲頒多項獎項，實務經驗

相當豐富。 

本計畫以過去執行經驗為基礎，檢討執行成效，強化執行團隊，引進情境式學習的

概念，以強化學習成效。 

 

 

 

 

 

 

 

 

圖 7參與教育部智慧種子聯盟課程成果 

 

第一節 研究計畫場域-屏東在地客家場域介紹 

十七世紀客家人來到台灣之後，有許多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客家移民，往南墾殖定居

於現今高雄、屏東地區。因應清朝時期台灣特殊的移民社會環境，高雄屏東地區客家

人成立的自衛武裝民團團體，後來逐漸制度化，發展成以忠義亭所在地為中心，冠以

前、後、左、右、中、先鋒堆之名，長治、麟洛地區為「前堆」，內埔為「後堆」，新

埤、佳冬為「左堆」，里港的武洛庄、高樹、美濃地區為「右堆」，竹田為「中堆」、萬

巒地區為「先鋒堆」，形成特殊的「六堆客屬文化區」。形成特殊的「六堆客家文化區」。

「六堆」並不是一個明確的行政區域劃分，而是同一族系因語言、風俗、習慣相同，

福禍與共、團結合作，敦親睦族的前提下所產生的地方組織。六堆地區實際客家聚落

分布與其他族群聚落犬牙交錯，難以用明確的地理界限區分。隨著二十世紀後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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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六堆客家文化區的聚落文化風貌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因

應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趨勢，六堆地區客家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已經成為地方重要課題。 

內埔屬於後堆，內埔老街指的是以六堆天后宮與昌黎祠為核心的周邊街區，在原本

六堆中屬於商業最為發達繁榮的地區。隨著交通的發展與城市的磁吸效應，內埔老街

一度呈現蕭條沒落的景象。然而近年來，在地文化典藏與創意產業的發展，內埔老街

正逐漸以另一種面貌重獲新生。內埔老街正好可以作為客家族群生活型態轉變最典型

的範例。也是客語學習的典型生活情境。 

 

 
圖 8 內埔老街地圖 

 

第二節 本研究執行方法 

本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訪談法：訪談當地耆老，深入了解內埔老街實作場域，確認本研究建置相關學習內

容的景物。 

文獻研究法：蒐集相關六堆客家文化重要資料，透過 App 與擴增實境互動技術，展

現客家文化內容。 

系統開發：客語學習數位內容 App 開發與擴增實境互動技術開發，以多媒體互動方

式展現客家文化與客語教學教材。 

問卷調查：參考相關文獻設計問卷調查表，本計畫以科技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對於參與者進行學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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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研究執行步驟 

本研究執行步驟說明如下： 

本研究計畫主要執行目標在於客語學習數位內容 App 開發：主要內容以近幾年之客

語能力初級認證內容(如圖 9)為主，目前客語學習認證自學資料提供題庫及語音檔案，

需要將資料印出並輔以音響設備將語音檔撥放使用學習，操作起來相對不方便；若將

題庫系統利用 App 設計成行動學習軟體，利用多媒體方式呈現以方便使用者學習每頁

逐題顯示及播放語音效果除了方便操作外，亦可以不受場域限制，達到隨處學習之效

果；執行進度甘特圖如下表所示： 

 

表 1、本研究計畫進度表 

                  月次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客語詞彙內容收集             

客家文化 APP內容選定製作             

App 設計             

App 教學與傳統教學實施             

TAM 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             

進度累計百分比 8 15 30 40 50 60 65 70 80 90 95 100 

 

此外，本計畫也將以客家文化學習之範圍，讓參與研究學生了解自己成長環境之

相關客家文化；本計畫以客語學習詞彙與客家文化相關主題學習為範圍，確認可以建

置相關學習內容的景物及擬學習客語詞彙先行建置相關內容並建置成 App，例如以客語

介紹食衣住行相關語彙，主要在於利用以多媒體技術將客語食衣住行相關語彙及相關

客家文化介紹製作成 App，結合客家文化在地文化資源，讓使用者能利用行動裝置透過

互動技術，瞭解客家相關文化。此外，由於 3C產品促進互動性功能使用，本計畫亦結

合現今熱門之擴增實境技術，利用行動裝置進行將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客語學習領

域，利用擴增實境多媒體技術來吸引及增進了解地方客家文化。將靜態的客家文化介

紹，結合行動裝置動態影音介紹，透過擴增實境技術，結合客家文化資源，讓使用者

能利用行動裝置透過互動技術，瞭解客家相關文化與增進對客家文化之興趣。開發完

成後之 APP將提供在本校客家研究中心網站，讓有興趣學習者可以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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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客語能力初級認證題(資料來源:客語能力初級認證題庫網站) 

 

 
圖 10、帶領同學至內埔老街進行客家文化踏察以進行 APP 內容開發 

對於利用科技產品增進學習成果研究部分，本計畫以科技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對於參與者進行學習研究，科技接受度模型目的在於評

估使用者對於科技使用之接受性。其研究方法以特定群體作為使用及施測的對象，進

行量化之問卷調查，並進一步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研究模式之評估與研究假設之檢測。 

Davis(1989)以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為基礎，探討認知與

情感因子與科技使用的關係，發展出 TAM，此模式希望能普遍地應用於解釋或預測資訊

科技使用的影響因子。TAM 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用以瞭解外部因子對使用者內部的

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與意向(Intention)的影響，進而影響科技使用的行

為。計畫將對於受測者之年齡、性別、3C 產品使用度..等因子對於影響學習成效之相

關性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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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執行內容 

 

第一節 以 SmartAPP 電子書 APP軟體開發客語學習電子書 

因為行動設備的普及，App 的應用已經深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也因此開發製

作 App 的能力就越來越重要。過去在學習 iOS 或是 Android 的 App 開發都需要長時間

的訓練與投資，對大多數人來說十分困難。SmartAPPs Creator 的出現帶領開發者進入

另一個境界。 

SmartAPPs Creator 是一套可以開發 APP 製作軟體，可以廣泛的應用於數位書籍、

行動學習、資訊導覽、互動遊戲…等 App 製作，SmartAPP 有全中文的開發環境，並採

用類似 Office的操作介面，只要使用滑鼠拖曳操作，即可編輯素材內容的設定動畫效

果。除了支援 iPad、iPhone 與 Android等行動設備、智慧電視及觸控式螢幕外，甚至

還可以輸出成執行檔在 Windows 上執行或是 HTML5文件夾檔案，可以完成「一次製作，

跨平台發佈」的功能。 

 

 
圖 11、SmartAPP電子書編輯軟體設計介面 

 

計畫聘任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大學部三年級程百謙同學協助客語 APP 電子書開發製作, 

設計依不同主題建置行動裝置客語詞彙 APP,類別分別為 1.食衣住行篇. 2.居家生活篇. 

3.自然與景觀篇. 4.心理活動與感覺篇. 5.事務狀態與變化篇.6.人體與醫療篇。本計

畫以 SmartAPP Creator設計開發客語學習 APP軟體，開發之學習系統主要分成以下幾

個大主題:食衣住行、居家生活、事務狀態與變化、自然景觀、心理活動與感覺、人體

與醫療等六大類客語學習主題; 學習者可以利用行動裝置(手機或平板)下載所開發的

客語練習 APP 軟體, 隨時隨地點擊每個詞句練習聽力並開口說客語, 每大類均有數十

組詞語與句子可以練習，利用手滑換頁模式可以輕鬆地開啟下一頁繼續練習，完全沒

有操作上的困難度，相信連第一次使用此客語學習 APP軟體者，都能輕鬆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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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利用 SmartAPP 開發之客語詞彙學習 APP 電子書軟體 

 

 

第二節 以 SmartAPP 電子書 APP軟體開發客家文化介紹電子書 

此外，為了使學習者更能了解客家文化，本計畫亦開發了一個介紹客家文化的 APP，

供學習者使用;客家文化介紹 AP 內容包括以下主題: 

客家腔介紹:包括四縣腔、紹安腔、大埔腔、饒平腔及海陸腔等，以及各客家腔的客

家人在台灣分布的情形。 

客家的起源: 「客家」的「客」一詞出現在宋朝製定戶籍時，用來指由外地遷徙作

客他鄉的移民，客家人的祖居大概在黃河流域一帶，原是居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歷

史上，客家人歷經六次大遷移，客家人的大遷徙在歷史上有 6 次紀載，從最早的秦始

皇統一全國時期到最後一次清朝中期廣東客家人大量遷徙到南洋及台灣等地，在本計

畫電子書內均有詳細說明。 

客家的飲食:從客家菜的特色重山珍輕海味、醃漬文化、客家經典菜餚「四炆四炒」、

米食文化及擂茶文化等，本計畫電子書內均有詳細介紹。 

客家的衣著: 從藍染與藍衫與「客家花布」出發，過去客家人的確有屬於自身的服

飾文化，現代臺灣已很難從穿著習慣，確認客家的族群屬性。近年開始將客家服飾從

象徵性的標籤，轉回生活化的新時代客家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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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信仰: 客家的民間信仰是多元構成的，屬於多神信仰，只要認為是可以保護

自己的，對天的崇拜，視天為至高無上的神靈，是眾神之神，稱之為『天公』、『天神』、

『天神爺』、『天帝』等; 對土地的崇拜則轉化為對保護神的崇拜，稱土地神為『公王』、

『伯公』、『城隍老爺』、『社官』等。客家人在節日或從事生產活動前，必須進行祭祀，

祈求庇佑農業豐收、人畜平安。 

客家的節慶: 

(1)蹦龍-蹦龍亦寫作“火旁龍”，為元宵節慶典節目之一。“北天燈、中火旁龍、

南蜂炮”，這是形容台灣地區北、中、南的元宵民俗活動。 

(2)天穿日-天穿日是客家人才有的節慶，就是在元宵節後五天的正月二十日。這天，

一般農村婦女用過年用的甜粄，以油煎熟，或用“油堆子”蒸好，在上面插上針線，

稱做“補天穿”。傳統上，農民在補天穿時都會在家做其他的工作，而不下田耕作；

因深信「這天下田會觸怒天神，全年將出現天旱」的古老傳說 。 

(3) 二月戲-歷經過長期流亡與艱辛歲月的客家人，對於生活的態度早已養成一種戰

戰兢兢、嚴謹保守的特性，反映在常民文化的層面上，缺乏放縱豪情的狂歡，僅有單

一的山歌對唱或“三腳採茶”，也許是最好的註釋。因此，早期的客家人，一年一度

最重要的事莫過獻演酬神的平安戲。 

使用者藉由反覆學習上述開發之客語學習 APP 軟體及客家文化介紹 APP 軟體，經由

操作後問卷回饋，均得到相當優異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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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利用 SmartAPP 開發之客家文化介紹 APP 電子書軟體 

 

第三節 製作「客家擂茶」與「客家盤花」擴增實境APP 

4.3.1 擴增實境介紹 

「AR 擴增實境」按字面解釋，只要是能在現實世界的基礎上疊加資訊或內容，都是

廣義上的「擴增」實境。舉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大家去美術館參觀時，藝術品的旁

邊有介紹與註解的說明板，就能被歸類在廣義的 AR 範疇中，因為這塊說明板「擴增」

了藝術品這個存在於「實境」中的物品，為體驗者提供了額外的資訊，即是一種 AR 的

應用。 

目前 AR 體驗設備以手機為主流，目前市場上已有許多 AR 應用案例，但多為「點

狀式體驗」，亦即體驗模式為掃描特定圖示（酒標）或物件（人臉），並圍繞其周圍建

立 AR 體驗，這樣的體驗範圍會被限制在圖示或物件的周圍，AR、VR 之間的核心差異

在於，VR 的整個世界是虛擬的，包含物體和環境；AR 則是在真實世界的環境上疊加虛

擬的內容。 

 

4.3.2 「客家擂茶」與「客家盤花」擴增實境APP 

由於利用文字或圖片來介紹客家文化資料已經相當廣泛與普遍，如何藉由新興科技

融入客家文化學習亦是本計畫主要目標之一；本計畫利用擴增實境技術，開發有關客

家擂茶起源與客家盤花由來之詳細介紹；擴增實境軟體的操作方式說明如下：使用者

只要下載開發之 APP 軟體並安裝後，先開啟軟體，將行動裝置攝影鏡頭對準預先設計

好之圖卡圖片或照片拍攝，APP 在判斷拍攝到與預先認定好之圖片(或照片)後，會在圖

片上方顯示出設計好之 2D(或 3D)動畫，並對圖片或動畫的內容以語音(或音樂)的方式

解說(或配樂)；透過多媒體內容的呈現方式，讓使用者可以更加瞭解圖片所要表達的

內容。本計畫開發了兩組擴增實境作品，分別為客家擂茶起源與內容介紹及客家盤花

介紹；使用者只要拿起行動裝置對準擂茶或盤花辨識圖卡拍攝，畫面就會有相對應的

3D人偶顯現出來介紹擂茶起源內容或是盤花的 3D旋轉動畫，如下圖所示；畫面極其生

動有趣，很容易引起使用者注意而印象深刻，加深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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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辨識圖卡(上圖)與擂茶擴增實境(AR)作品(下圖) 

 

對於 AR圖片掃描識別需要利用到 Vuforia網站協助，對於 Vuforia網站的介紹如下: 

進入 Vuforia 官方網站，點擊畫面右上方 Register 註冊開發者帳號。註冊完成後，

到個人信箱收 e-mail 開啟驗證信，點擊其中的連結完成驗證程序。登入 Vuforia 網

站即開發者管理頁面，主要分為 License Manager 和 Target Manager(在上方綠色

列)，分別用來管理 license 和辨識的目標物。 

Vuforia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1. Vuforia引擎、2. Vuforia 系列工具 、3. 雲識

別服務 。 

Vuforia引擎: Vuforia引擎是一個靜態連結庫，作為客戶端封裝進最終的 App中，

https://developer.vufor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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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進行最主要的識別功能，支援 iOS、Android 和 UWP，並且根據不同的平臺開放出

了不同的 SDK，可以根據需要從 Android Studio、Xcode、Visual Studio 以及 Unity

中任選一種作為開發工具。本系列是以 Unity 為開發工具，因為 Unity 本來就是個遊

戲引擎，對 3D模型的匯入以及控制非常方便，非常適合開發 AR程式 。 

Vuforia 系列工具:Vuforia 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用來建立物件、管理物件資料庫

以及管理程式 licenses。Target Manager 是一個網頁程式，開發者在裏面建立和管理

物件資料庫，並且可以生成一系列的識別影象，用在 AR 裝置以及雲端上。Licenses 

Manager 用來建立和管理程式 licenses，因為每一個 AR 程式都有一個唯一的

licenses。Vuforia Object Scanner 是 Vuforia 近段時間新出的工具，用來進行十分

黑科技的功能--實物掃描，但是目前只支援某些 Android裝置。 

雲識別服務: 當 AR程式需要識別數量很龐大的圖片物件，或者物件資料庫需要經常

更新，可以選擇 Vuforia 的雲識別服務。Vuforia Web Services 可以管理數量龐大的

物件資料庫，並且可以建立自動的工作流。 根據功能的不同，Vuforia 支援很多型別

的 AR 識別型別，主要有以下幾種： Image Targets 這是最常用、也是最簡單的識別

物件，即單一靜態的平面圖像，比如列印的圖片或者產品包裝； VuMark 這是 Vuforia

研發的一種新型條形碼，並且被稱為下一代條形碼，設計者可以隨意設計這種條形碼

的樣式，並且在其中融入相關的資料資訊； Multi-Targets 多物件識別，可以同時識

別多張 Image Targets，並且可以把它們和幾何立體物體結合起來，比如一個紙盒子，

或者任意形狀的平面； Cylinder Targets 是形狀類似於圓柱形的圖片，可以將這些

圖片貼到一些圓柱形物體上比如瓶子、杯子等等，進行識別。 

 

 
 

圖 15、Vuforia網站圖卡辨識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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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邀請專家學者講座 

   本計畫為使學生能明確比較由老師於教室進行客語教學與利用行動裝置學習客

語，學習情境與效果之差別，特別安排大學部一年級通識課程中邀請徐儀錦老師於 3

月 5 日針對六堆 300 年歷史進行說明並安排客語初級認證內容客語詞彙教學，徐老師

畢業於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為客語薪傳師，對於屏東地區客家相關文化有

獨到見解，藉由徐老師娓娓道來, 同學們對於六堆地理位置與文化演進能有更深一層

之體認，並且對於客語詞彙也有初步的認識，徐老師授課時風趣幽默，同學們上課時

很踴躍開口唸出客語詞彙並於課程結束後與徐老師拍照留念；課程計畫原本安排徐老

師至班級進行 3場之客語教學課程，由於 Covid-19疫情影響之關係，教室教學課程只

進行到一場，未能更進一步仔細聆聽徐老師精闢之客語語彙及客家文化之現場教學，

實為可惜。 

 

  

  

 

圖16、邀請客語薪傳師徐儀錦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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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問卷與結果 

 

第一節 使用意願量表 

本研究計畫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並將其問項修改為適用於本計畫

所開發之客語學習 APP 系統使用之情境。原來量表題項有 6 題分別為 (1) 如果有機

會，我希望能經常使用特定資訊系統、(2)如果有需要，我有意願使用特定資訊系統、

(3)我沒有意願經常使用特定資訊系統、(4)我盡可能的避免使用特定資訊系統、(5)如

果有機會，我將使用特定資訊系統進行其他任務，以及(6)如果有機會，我樂於使用特

定資訊系統。本研究計畫將問項修改如下列 6項，以符合本研究計畫需求: (1)我覺得

利用平板(或電腦網路)學習或查資料,可以讓我學得更有效果（如：讓我更了解上課內

容、更懂得將所學的知識靈活運用在生活上）。(2)我覺得課後會想繼續運用平板(或電

腦網路)的軟硬體幫助自己學習（如：查詢資料、合作學習、課後練習）。(3) 我希望

未來的課程也能採用平板(或電腦網路)方式進行。 

(4) 我覺得家人會支持平板(或電腦網路)課程的教學與學習活動。(5) 在家中可以

使用哪些行動載具？(只要有一項就打勾)(6) 每周使用過 3C 產品(包括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比率 

 

 我覺得利用平板(或電腦網路)學習或查資料,可以讓我學得更有效果（如：讓我更

了解上課內容、更懂得將所學的知識靈活運用在生活上）。 

認同利用平板(或電腦網路)學習可以更有效率者達 82%(同意 32位(64%), 稍微同意

者 9位(占 18%)), 不認同者占 18%(稍微不同意 16%(8位), 不同意 2%(1位)), 顯示現

在大學生認同利用行動裝置可以幫助學習的比例超過八成, 相信行動裝置可以有效協

助學習。, 

 

 我覺得課後會想繼續運用平板(或電腦網路)的軟硬體幫助自己學習（如：查詢資

料、合作學習、課後練習）。 

課後會想繼續運用平板(或電腦網路)的軟硬體幫助自己學習者達 76%(同意 23 位

(46%), 稍微同意者 15 位(占 30%)), 不認同者占 24%(稍微不同意 6%(3 位), 不同意

18%(9位)), 顯示現在大學生繪想利用行動裝置幫助自己學習者達七成六，1不會想要

利用行動裝置幫助自己課後學習者雖然有達到二成四,但是有可能是沒有養成利用行

動裝置進行課後學習的習慣,或者是沒有適當的行動裝置(線上)教材來輔助學習。 

 

 我希望未來的課程也能採用平板(或電腦網路)方式進行。 

希望未來的課程能利用行動裝置學習,同意者高達 88%(同意 40位(80%),稍微同意者

4 位(占 18%)),不認同者占 12%(稍微不同意 8%(4 位),不同意 4%(2 位)),顯示大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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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未來能夠利用行動裝置來學習，也高達八成八的學生希望能有行動學習的教材可

以利用。 

 

 我覺得家人會支持平板(或電腦網路)課程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覺得家人會支持使用行動裝置學習,同意者高達 92%(同意 38 位(76%),稍微同意者 8

位(16%),不認同者 8%(稍微不同意 4%(2 位),不同意 4%(2 位)),顯示現在不論是學生還

是家長均普遍認同行動裝置可以有效學習的觀念,僅有少數人不認同行動裝置可以帶

來有效的學習。 

 

 在家中可以使用哪些行動載具？(只要有一項就打勾) 

桌上型電腦佔 46%,筆記型電腦佔 22%,智慧型手機 100%,平板電腦 18%,以上裝置皆

無者 0% 

顯示目前擁 3C電子產品可以支持學習已經是相當普遍,其中智慧型手機更達到 100%, 

所以學生要獲得學習載具已經不是太大的問題,所以發展方便的行動學習(電子書)內

容的確可以讓學習者有效且方便的學習。 

 

 每周使用過 3C產品(包括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比

率。 

每週使用 6-7天的比率達 92%, 每週使用 4-5天者有 8%, 低於 3天者為 0%; 顯示現

在對於 3C產品的使用已經幾乎達到每天使用的程度, 幾乎很少學生超過 3天沒有接觸

到 3C產品。 

 

第二節 知覺易用性 

本研究計畫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並將其問項修改為適用於本計畫

所開發之客語學習 APP系統使用之情境。原來量表題項有 6 題分別為(1)學習特定資訊

系統對我而言是容易的、(2)我認為使用特定資訊系統來完成我想完成的工作是容易

的、(3)與特定資訊系統互動是清楚易懂的、(4)使用特定資訊系統來增進工作技巧是

容易的、(5)特定資訊系統具有高的使用彈性、(6)整體而言，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對我

的工作而言是容易的。本研究聚焦於客語學習 APP 系統的有用性，對學習者使用系統

態度之影響，因此我們認為題項(1)著重對這個資訊系統的學習，而非應用這個資訊系

統來進行學習，容易混淆受訪者，而題項(4)中的核心概念，在本研究脈絡下不易定義

與衡量。此外，題項(5)中的系統使用彈性亦難以定義，亦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程度低，

而題項(6)則在判讀時易與「知覺有用性」的題項(4)混淆，故考量上述因素，刪除此 4

題項，而只保留題項(2)與題項(3)，並依循研究目的與合適性，將之修改為適用於行

動學習系統使用之情境，題項內容分別為：「這個客語學習 APP 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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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達成學習客語的目的。」，以及「這個客語學習 APP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易使

用。」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

表示越同意該數位學習系統易用性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

為 0.80。 

 

 「這個客語學習 APP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易使用。」 

同意者達 92%(同意 43位(86%),稍微同意者 3位(6%),不認同者 8%(稍微不同意 8%(4

位), 不同意 0%(0位)),結果顯示有九成二的受測同學認為本研究計畫所開發的客語學

習 APP 是容易使用的，只有 4 位受測同學稍微不同意此系統是容易使用的，說明本研

究計畫所開發的系統操作起來是符合大多數人的使用習慣。 

 

 「這個客語學習 APP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易達成學習客語的目的。」 

同意者達 88%(同意 33 位(66%),稍微同意者 11 位(22%),不認同者 12%(稍微不同意

10%(5位),不同意2%(1位)),結果顯示有八成八的受測同學同意本研究所開發的客語學

習 APP 系統可容易達成學習客語的目的，不認同者原因是因為受測時間尚不足判斷是

否可以容易達成學習客語的目的。 

 

第三節 「知覺有用性」 

本研究計畫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並將其問項修改為適用於本計畫

所開發之客語學習 APP系統使用之情境。原來量表題項有 6 題分別為(1)使用特定資訊

系統能讓 我更快速的完成任務、(2)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可以提升我的工作績效、(3)使

用特定 資訊系統可以提升我的產能、(4)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可以增進我的工作效率、

(5)使用特定資訊系統，讓我的工作更容易完成、(6)整體而言，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對

我的工作而言是有用的。本研究聚焦於數位系統的有用性，對學習者使用系統態度 之

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原題項之(1)著重於完成工作速度，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程度低，而

題項(3)中的核心概念－產能，在本研究脈絡下不易定義與衡量，因此刪除此兩題項，

而保留題項(2)(4)(5)(6)共 4 題，並依循研究目的與合適性，將之修改為，「使用 這

個行動學習系統，可以改進我的客語學習技巧。」、「使用這個行動學習系統，可以提

昇我的客語學習效率。」、「使用這個行動學習系統，可以方便我的客語學習。」、 「整

體而言，使用這個行動學習系統，對我的客語學習是有用的。」以符合本計畫研究脈

絡。採用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

表示越同意該數位學習系統有用性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

為 0.86。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改進我的客語學習技巧。 

同意者達 78%(同意 28位(56%), 稍微同意者 11位(22%), 不認同者 22%(稍微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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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位), 不同意6%(3位)), 結果顯示有接近八成的受測同學認為本計畫製作之客語

學習電子書 APP可以藉由反覆練習來達到改進客語發音的技巧。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提昇我客語學習的效率 

同意者達 80%(同意 29 位(58%),稍微同意者 11 位(22%),不認同者 20%(稍微不同意

16%(8位), 不同意4%(3位)), 結果顯示有八成的受測同學認為本計畫製作之客語學習

電子書 APP可以有效提昇自己客語學習的效率。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方便我的客語學習。 

同意者達 92%(同意 39 位(78%), 稍微同意者 7 位(14%), 不認同者 8%(稍微不同意

8%(4 位), 不同意 0%(0 位)), 結果顯示有高達九成二的受測者認為本計畫製作之客語

學習電子書 APP 可以很方便隨時隨地學習, 顯現製作電子書 APP 利用行動裝置學習客

語是方便的。 

 

 整體而言，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 對我的客語學習是有用的。 

同意者達 90%(同意 39 位(78%), 稍微同意者 6 位(12%), 不認同者 10%(稍微不同意

10%(5 位), 不同意 0%(0 位)),結果顯示有高達九成的受測者認為本計畫製作之客語學

習電子書 APP 對於客語學習是有確實幫助的, 進一步詢問稍微不認同者意見為所學習

的內容還是不夠多, 不足以讓他們能實際會說(聽)客語，這需要更多的學習內容才能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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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計畫以行動裝置來學習客語與了解客家相關文化，學習內容以客語能力初級認證

及認識客家文化為主的學習內容，並以多媒體電子書 App進行實作。計畫初期帶領學

生至內埔老街訪談當地耆老，讓同學深入了解內埔老街客家文化場域，確認本研究建

置相關學習內容的景物。蒐集相關六堆客家文化重要資料。在實作方面完成客語學習

數位內容 App開發與擴增實境互動技術開發，以多媒體互動方式展現客家文化與客語

教學教材，本計畫以 SmartAPP Creator設計開發客語學習 APP 軟體，開發之學習系統

包括食衣住行、居家生活、事務狀態與變化、自然景觀、心理活動與感覺、人體與醫

療等六大類客語學習主題; 學習者可以利用行動裝置隨時隨地點擊每個詞句練習聽力

並開口說客語；如何藉由新興科技融入客家文化學習亦是本計畫主要目標之一，本計

畫利用擴增實境技術，開發有關客家擂茶起源與客家盤花由來之詳細介紹。本計畫為

使學生能明確比較由老師於教室進行客語教學與利用行動裝置學習客語，學習情境與

效果之差別，特邀請徐儀錦老師針對六堆 300年歷史演講並安排客語初級認證內容客

語詞彙教學。最後，本計畫以科技接受度模型(TAM)並參考相關文獻設計問卷調查表，

以大學部一年級學生進行學習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同學們認同利用行動裝置可以有效

增進客語學習效果，並可以利用電子書 APP來認識客家相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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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客語學習 APP 電子書每頁畫面 

 

1. 生活用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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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語-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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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用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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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語-衣(續) 

 

 
 
 
 
 

3. 生活用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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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語-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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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用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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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體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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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心理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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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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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事務狀態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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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居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