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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一個實際教學的經驗分享，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欲探討「白話字教學」t„

幼兒階段進行的可能性。研究對象的來源是新竹市「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的

社區服務部對附近的社區所開辦的「幼兒台語班」，招收社區中年滿三歲至五歲的

幼兒十二人做一班。上課的時間是 tùi 2001年9月28號開始到 2002年1月25號為止，每

禮拜五上午11點到12點。由研究者親身擔任老師以及教材kah 教法的設計者。課程

以「認bat 白話字」做目標，原本的設想是招收會曉聽kah 講台語的幼兒，但是這十

二個囝仔攏干單會曉講華語niä-niä，為著欲配合 in的程度，所以將一點鐘的課程時間

約略分做兩階段：半點鐘訓練幼兒聽kah 講的能力；半點鐘進行白話字的教學。內

容的設計是用幼兒日常生活的經驗做主題，配合chhit-thô 活動、歌謠、表演、講故

事......等等的方式來增加課程的趣味性。Tùi 幼兒上課的反應kah 評估的結果會當證明

「白話字教學」的確會當 t„ 幼兒階段實行； tùi 所回收的家長問卷會當看出家長對母

語教育的支持kah 肯定。阮相信白話字的教學是一支拍開幼兒認bat 台語文的鎖匙，

對 in以後的讀寫能力會有幫助。 

 

關鍵詞 ：  幼兒台語、白話字、母語教育、台語文、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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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台語班」的教學實務KAH成果 

 

0.前言 

白話字 t„ 當初傳教士推動的時期，造福真chë (多 ) ̃  bat 字的文盲，透過簡單的羅

馬字字母表記台語的音素，根據台語語詞的發音，自然 kä 結合就會當用來表達感

情、傳遞思想，因此真chë 婦女、兒童以及無受過漢字文言教育的人，因為學習白話

字這個簡單、容易學習又koh 方便的工具，拍開in閱讀、創作的一扇窗仔門（賴永祥，

1990）。但是因為漢字教育的普及，這套拼音文字系統漸漸h³人淡忘，甚至h³人認

為是真phái°學習的一套符號（江文瑜，1996）。漢字的優點在 t„ 伊「表義」的功能，

但是學習的階段卻真長。台灣的國小階段，兒童每一日攏必須學習新的漢字，根據

學者的研究，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的口語裡一般最少有5000個詞素，但是伊所學過

的漢字上chë bë 超過1000個。所以漢字課本的編輯並無適合學生的語言能力，文字傷

難但是內容傷淺，又koh 真phái°完全表達學生的生活經驗。這種漢字書面語的困難，

致使學生從(chëng)細漢就培養為著文字來犧牲內容的不良的寫作習慣（鄭良偉，

1988），錯失了引導學生提早讀寫的最佳時機。本文的研究是一個實驗性的教學，

對猶未正式學習漢字的幼兒實施白話字的教學，探討伊的可行性。Jean Piaget 將兩

歲左右到五、六歲這個階段描述做“前運算思維期”（preoperational thought），這

個新的認知發展階段上重要的成就是符號思維的能力，也就是會當理解一個符號會

用得代表另外一個物件（郭靜晃、吳幸玲，1993）。阮盼望發展兒童這個時期的認

知能力，將 in口語聽覺符號kä 轉換做白話字書面上的視覺符號。培養注意、運用家

己語言的習慣，來建立學習新能力的興趣及自信，h³白話字會當成做 in閱讀以及表

達的工具。 

兒童的語言發展過程是先理解，才講出喙 (嘴)，最後才是讀寫慾望的產生。因

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設定在「用台語做母語的幼兒」，但是因為「幼兒台語班」的

招生過程並˜  是研究者所會用得控制的，致到所招收的學生全部攏是用華語做第一

語言的幼兒。這款的結果，h³原本設想的教學內容必須做一寡修改，也致使研究的

方向有改變，雖然按呢，卻mä得著一寡值得咱深入探討的問題，是從事母語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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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會當共同來思考面對的。同時亦盼望本研究的教學經驗會當提供有志望t„母語

幼兒教育的人士一寡參考。 

 

1.「幼兒台語班」背景介紹   

「幼兒台語班」是屬於新竹市「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的社區服務部，這

個教會的地點t„ 清華大學對面，會友的來源大部分是t„ 科學園區、工研院上班的人

士或者是清大、交大的師生以及附近的軍眷區居民和一般生理人。教會的社區服務

部是t„ 1996年成立，透過各種才藝班的設立來服務附近的社區，每一擺開班攏吸引

真chë人來報名，因為各班的名額有限，通常 t„ 報名的頭一工就額滿。「幼兒台語班」

是研究者徵求教會的同意了後所開設的，同一期針對幼兒所開設的班猶有：「幼兒

英語班」、「幼兒韻律班」、「幼兒美勞班」。因為各班的時間相閃開，有bë少家

長是一擺報名四個班，因此雖然「幼兒台語班」的招生對象要求幼兒要具備台語聽

kah 講的能力，但是 t„ 家長報名的過程中卻無法度貫徹這項要求。 

「幼兒台語班」上課的時間是tùi 2001年9月28日到2002年1月25日每禮拜五上午

11點到12點，其中有一擺教師因為破病請假，所以總共是17擺的上課時間。上課的

地點設在教會的主日學教室，教室內面有幼兒的桌仔、椅仔、白板、電視機。每一

擺上課的時攏有家長輪流來教室做助教，主要是協助老師處理幼兒的突發狀況。 

 

2.幼兒的基本資料（資料表內容請參考附錄一） 

??年歲 
出生年月  1995年9月-1996年8月 1996年9月-1997年8月 1997年9月-1998年8月 
當時的年齡 5歲-6歲  4歲-5歲  3歲-4歲 
人數 1 5 4 
 

??幼兒生活中使用的語言（這題是請家長依照使用頻率來填寫數字，使用頻率懸(高)

的t„ 頭前） 

類型 只有華語  華語>閩南語
>英語 

華語>閩南語
=英語 

華語>英語
>閩南語  

華語>英語  華語>客語>英
語>閩南語  

人數 3 3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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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語言的名稱，台灣人一般是用:台語、台灣話、福佬話、福佬台灣話、閩南語、

台灣閩南語......等。筆者的報告所根據的語言教學活動及社會環境是指台灣，並無指

涉中國福建南部地區。) 

 
??上「幼兒台語班」進前的閩南語能力 
「聽」的能力  完全無問題 沒問題  普通  會曉一點仔 完全bë 曉 
人數 0 0 1 5 4 
「說」的能力  完全無問題 沒問題  普通  會曉一點仔 完全bë 曉 
人數 0 0 0 6 4 
 
??上「幼兒台語班」進前曾經學過的語言符號系統（會當複選） 
語言符號系統  攏無學過  注音符號 英文字母  英文音標  其他 
人數 3 3 6 2 0 
 
??上「幼兒台語班」期間曾經學過的語言符號系統（會當複選） 
語言符號系統  攏無學過  注音符號 英文字母  英文音標  其他 
人數 0 6 9 2 0 
 
??在生活中會使用閩南語和幼兒交談的人（這條t„ 題目中，分別列出父親、母親、

兄弟姐妹、阿公、阿媽、外公、外媽、其他長輩、幼兒交往的朋友 ......等九項h³

家長複選，現在將結果整理如下）  

類型 攏無 母親  父親+母親  母親+阿媽  外媽 父親+母親+阿公、阿媽+
外公、外媽  

人數 3 1 1 2 1 2 
 

3「幼兒台語班」教學實務 

3.1課程的目標  

為著配合幼兒的台語能力，將課程的目標設定做兩點：a.提升幼兒台語基本溝

通能力，b.認識白話字。 

a.T„ 提升幼兒台語基本溝通能力方面，主要透過兩種活動來進行：一個是生活

對話，包括相借問(拍招呼)、自我介紹、禮貌用語、家庭親子對話......等。設計生活

情境，h³學生透過角色扮演學習kah 人用台語溝通的能力。另外一個就是透過主題

教學，針對幼兒的生活經驗以及感覺有趣味的事物來介紹基本詞彙和基本句型，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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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五官、身體器官、表情、服裝、親人、食物、果子、動物、交通工具、色彩、

數字、天氣、節日......等。參考兒童常用詞彙（黃瓊華，2001）kah 句型（鄭良偉等

編，1990），配合實物、圖畫、道具、 chhit-thô 物仔、家己做的活動教具......來進行

教學。 

另外，教師也設計「家長協助練習表」請家長t„ 厝內幫助幼兒練習本禮拜所教

的對話kah 詞彙，請家長 t„ 幼兒達到目標了後簽名，幼兒會使根據家長的簽名得著老

師的鼓勵──蓋一個‘一級棒’的âng仔印仔。 

b.在認識白話字方面，教師透過家己設計的拼音符號卡、詞卡、聲調卡、幼兒

彩色畫來進行教學。教學的順序是：先教元音才教輔音，一擺干單教一個新的符號，

聲調的教學是隨機穿插t„ 當中。元音教學干單(kan-nä)教 單元音 和 複合元音，另外

的 三合元音、鼻元音、鼻音韻母 因為考慮著困難度的問題（許慧娟，1989），並無

特別強調，只有 t„ 例字出現的時才說明。當幼兒完全會當掌握著六個主要元音了後，

才進行輔音的教學。教學的時特別強調輔音的對比現象，來幫助幼兒掌握發音的原

則。（因為時間上的限制，本實驗教學 t„ 輔音的部分干單介紹六個niä。）每一個發

音符號分別設計四至六個單音詞加上圖畫，幫助幼兒了解發音kah 意義的對應關

係。在設計單音詞的時特別注意聲調的問題，因為幼兒比較khah 會當掌握華語的聲

調，台、華語 t„ 語音上有三個調真相像，相像的關係如下： 

華語 調值 台語 調值 調型 
第一調 55 第一調 44 高平調 
第二調 35 第五調 24 中升調 
第四調 51 第二調 53 高降調 
 
所以設計例字的時儘量用 chia-ê  khah 相像的調型。其他四個華語無的聲調，就利用

對比的原則（聲調懸低、音節長短）來教學。T„ 教聲調的時教師會要求幼兒配合肢

體的動作，一方面增加趣味性，一方面會當幫助 in了解。 

幼兒彩色畫是針對羅馬字的教學來設計的，在A4紙頂面有一個空心的字母，四

周圍是配合這個字母的單音詞圖畫，譬如：單元音‘a’所配合的例字kah 圖畫是

‘ma（媽）、pa（爸）、ka（剪）、kha（骹）、ah（鴨）’，例字中的單元音‘a’

也是用空心的表現方式。利用幼兒佮意畫圖的天性，滿足in寫字的慾望，也會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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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in會記得符號kah 意義的連結。另外一方面，家長也會用得透過這張圖畫間接來學

習羅馬拼音。 (教材樣本請參考附錄二) 

 

3.2上課的方式 

以下就根據每一擺上課大約的過程來介紹： 

A.準備期（1分鐘） 

a.收回「家長協助練習表」、「幼兒彩色畫」。 

b.師生彼此拍招呼。 

B.生活對話教學（5-7分鐘） 

a.複習頂禮拜的對話內容。 

b.介紹這禮拜的對話內容。 

c.練習對話：老師kah 學生一個一個對話或是學生透過角色扮演來對話。 

C.主題教學（13-15分鐘） 

a.簡單複習頂禮拜主題詞彙以及句型。 

b.透過教具的出現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c.介紹相關詞彙kah 句型。 

d.延伸活動：會使配合主題講故事、唱囝仔歌抑是唸謠、做美勞......等。故事

的內容上好t„ 對話方面會當重複出現，一方面h³幼兒滿足預期的心理，一方

面會當練習基本對話。歌謠方面上好是有押韻並且配合這禮拜的白話字，koh

要加上誇大的動作表演。美勞通常是簡單的摺紙抑是拼貼khah bë了傷chë時

間。 

D.白話字教學（10-13分鐘） 

a.簡單複習頂兩禮拜所教過的符號。 

b.展示字母卡，chhoä幼兒練習發音。 

c.展示第一個單音詞卡，chhoä幼兒發音。先問看幼兒敢知影這個音會使代表

啥物物件，老師才t„白板頂面將物件畫出來，通常幼兒看到圖以後會用華語

說出來，老師就用台語來介紹。其他個單音詞也是用仝款的方式來介紹。 

d.等候所有的詞攏介紹了後，老師將所有詞卡 thçh落來，鼓勵學生到白板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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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it-tho‘配對’，答案著的幼兒會當得著一張貼紙做獎品，每一個幼兒攏有

s¡g的機會。 

E.白話字評量（10-13分鐘） 

a.辨音：這是用t„ 音kah符號的配合方面。在白板頂面貼3個符號（3個元音或

是3個輔音，或是3種無仝的聲調），老師準備一個塑膠摃槌仔，欲s¡g的囝仔

khiä t„ 白板頭前，依照老師的發音用摃槌仔摃 t„ 白板頂面正確的符號頂，就會

當得著一張貼紙。 

b.連看mäi：這是測驗音kah義的配合。在白板頂面一邊貼5個已經教過的POJ

詞卡，一邊貼5個對應的圖畫，兩邊的順序無kâng，囝仔要用筆畫線來連接兩

邊。這項測驗mä 會使 t„ 紙頂面來做。 

c.填空格：將詞卡頂面的某一個符號am(掩)起來，囝仔根據老師的發音tùi三到

四個字母卡中選擇正確的填落去。 

d.拼音：t„ 白板兩邊分別貼3個元音、3個輔音，囝仔根據老師的發音選擇正確

的符號來拼音。 

以上四種評量方式，a項每一擺攏做，b、c、d每一擺選擇其中一項來評量，

每一個幼兒的評量結果教師攏kä 記錄起來。因為每一項評量攏是用s¡g的方式

來進行，而且有貼紙做獎品，所以每一個幼兒攏真愛參與。 

F.個別指導（10-13分鐘） 

這段時間老師發h³每一位幼兒這禮拜的彩色畫h³小朋友彩色，老師利用這段時

間kah小朋友做一對一的指導。按呢會當koh一擺確認每一位幼兒今仔日的學習成果

來做成紀錄。也會當針對每一位幼兒khah 無熟識的所在加強輔導。 

G.放學的準備（3分鐘） 

a.在白板頂面貼出這禮拜的對話，老師chhoä小朋友讀兩擺，h³小朋友習慣羅

馬字的文句。 

b.老師、學生互相再會。 

H.課後娛樂 

T„ 等候家長接送的時間，放台語叮噹貓錄影帶h³幼兒觀賞，透過畫面kah情境訓

練幼兒聽的能力。 



Niô Siok-hüi (梁淑慧)‧「幼兒台語班」的教學實務KAH成果 

2002 PÇH-Ö E-J‚ GIÁ N-THÓ-HÖ E‧C1 - Të 8 iãh 

 

3.3教學心得﹕下面列出值得今後參考的幾個重點。希望對一般幼兒POJ教學有建議

的作用。 

(1)實質的獎品和口頭的鼓勵共款重要。T„ 幼兒有好的表現時，除了口頭頂面的

鼓勵以外，一寡小小的獎品（譬如：貼紙、蓋印仔......）往往會當帶h³幼兒真大的歡

喜來提高in的學習意願。另外，我也會利用放學進前的個別指導時間，配合今仔日

所教的主題和句型發h³幼兒相關的獎品當做鼓勵。譬如：主題是“色彩”的時陣，

獎品是彩色氣球；主題是“果子”的時陣，獎品是果子糖仔；主題是“動物”的時

陣，獎品是動物形狀的餅......等。 

(2)對幼兒來講，誇大的表情kah動作khah 會當吸引in的注意。因為這個時期的囝

仔是想像力上豐富的階段，t„ 生活中愛 s¡g幻想的遊戲（郭靜晃、吳幸玲，1993），

所以角色的扮演、道具的操作會當大量應用 t„ 課程當中，將語言融入去假想的情境

中來滿足囝仔表演的慾望，也提升in學習的效果。 

(3)教學的過程要有變化，一個活動上好mài超過十五分鐘。囝仔的專心度猶無夠

額，現在國中一節課45分鐘，國小一節課40分鐘，何況這呢細漢的囝仔欲叫in乖乖

坐一點鐘是無可能的。所以動態的kah靜態的活動要互相交替配合才會h³囝仔感覺趣

味。 

(4)注意重複的技巧。仝一字抑是文句要學生不斷重複會h³學生感到厭siän，mä 

bë-tàng達著記憶的效果。上好是隔開一段時間了後才koh練習，這禮拜復習頂兩個禮

拜所教的，每隔一個月會當koh練習一擺，印象才會深刻。 

(5)教材要經過選擇，排列的原則需要tùi 簡單到困難、tùi 具體到抽象。考慮著幼

兒的學習能力kah身心發展的情形，教材要tùi 幼兒的舊經驗做出發點，根據類化

(analogy)的原則引chhoä幼兒學習新智識（張翠娥，1981）。 

(6)教室規矩的管理。有時會因為一兩個囝仔的情緒無穩定影響著其他的囝仔上

課的氣氛，教師著愛即時kä伊安慰，若情形無改善，會當將這個囝仔的座位kah其他

的囝仔隔開，等候伊願意參與活動的時才h³伊加入。這個時陣如果有助教t„ 邊仔協

助處理會khah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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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評量結果   

雖然幼兒t„教室裡的對話大部份猶是用華語來交談，但是若遇到已經教過的情

境，真自然就會改用台語來交談，譬如： t„ 向人借彩色筆的時陣，in會講‘多謝’

‘免客氣’；t„ 無小心妨礙著別人的時陣，in會講‘失禮’‘無要緊’......等等。老

師會隨時給 in鼓勵，加強 in講台語的意願。家長也時常向我反應講囝仔 t„ 厝裡，有時

陣會講出上課教過的詞彙或是對話，教過的歌謠mä 時常會 thçh出來唱。 

白話字的評量方面，‘辨音’kah‘連看mäi ’是所有的幼兒攏會當掌握的方

式，‘填空格’kah‘拼音’年歲較大（滿四歲半以上）的囝仔有較好的表現。 

 

4家長的回應 

T„ 學期結束的前兩個禮拜，有發h³家長一份問卷調查表，想欲了解家長對「幼

兒台語班」的看法，發出10份收回10份。（有兩個家庭t„一月份的時全家出國旅遊，

所以無填著問卷。）問卷的內容用華文發問，採用半開放式的問題，家長˜免寫名，

填了後交h³教會的師母收齊才做夥交h³我。以下就是問卷調查結果的整理：（問卷

內容請參考附錄三） 

4.1家長的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人數 2 8 
 
??年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人數 0 9 1 0 0 
 
??kah囝仔的關係 父親 母親 阿公、阿媽 外公、外媽 其他 
人數 2 8 0 0 0 
 
??聽、講攏真流利的語言（會當複選）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人數 10 6 0 0 1 0 0 
 
??t„  厝裡kah囝仔講話上時常使用的語言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人數 1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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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厝裡kah囝仔講話有時陣會使用的語言 （會當複選）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人數 10 8 1 0 7 0 0 
 
4.2問題kah回答的整理  

1.家長h³囝仔參加「幼兒台語班」的動機 tùi 回答會當分做下面幾種： 
類型 加學一種語言 學習母語 參加團體活動 
人數 6 3 1 
 
2.家長感覺囝仔敢有佮意參加「幼兒台語班」： 
 非常佮意 佮意 普通 無佮意 非常無佮意 
人數 7 2 1 0 0 
 
3.家長感覺囝仔 t„ 生活中敢有增加台語詞彙： 
 增加真chë 增加一寡仔 無增加 
人數 3 6 1 
 
4.T„ 囝仔參加「幼兒台語班」了後，家長和囝仔講話的時陣敢有增加台語詞彙： 
 增加真chë 增加一寡仔 無增加 
人數 2 7 1 
 
5.家長報名以前敢知影上課的主要內容是教「羅馬拼音」： 
 知影 ˜知影 
人數 4 6 
 
6.家長敢有贊成囝仔學習「羅馬拼音」：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無贊成 非常無贊成 
人數 2 5 2 1 0 
理由 發音khah

正確。  
a.發音khah正確。 
b.khah好學。 
c.但是加學一種符號驚會
kah英文字母分bë清楚。  

會當接觸其
他語文的拼
音方式。 

語音真奇
怪，爸母拼
bë出來。 

 

 
7.家長認為「幼兒台語班」的教學重點應該注重t„ 叨一方面，tùi 回答會當分做下面
幾種： 
類型 生活用語 加強聽kah講的能力 h³囝仔佮意講 唱歌 無意見 
人數 6 1 1 1 1 
 
8.若是有機會家長敢願意學習「羅馬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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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 無願意 無回答 
人數 9 1 1 
理由 a.會當和囝仔做夥學習。 

b.會當運用到其他的語言，譬如：客語。  
老啊，已經無
需要啊。 

對羅馬拼音
並無了解。 

 
9.家長認為老師上課的方式需要改進的所在： 
      逐位家長攏真肯定老師的認真付出，感覺上課真精彩，真滿意。 
 
10.家長敢有贊成國民中小學實施鄉土語言課程：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無贊成 非常無贊成 
人數 4 6 0 0 0 
理由 a.加學一種語言。  

b.加接觸一種語言。 
a.加學一種語言真好。 
b.增加族群彼此了解，開拓文
化的眼界。  
c.要看囝仔的興趣。  

   

 

5.討論 

5.1強勢的語言已經取代母語t„家庭中的地位 

根據了解，t„這十個家庭當中只有一個家庭的爸母雙方攏是外省籍，其他九個

家庭的爸母至少攏有一方是閩南人，但是 t„和囝仔溝通的語言選擇頂面，所有的家

庭攏是以華語為主，有的家庭mä將英語kh¤g(囥)t„比母語koh khah重要的地位。在 chia 

咱真清楚看著強勢的語言已經入侵到家庭這個親密的所在（黃宣範，1995）。會記

得有一擺上課的主題是‘色彩’，當我thçh出一個藍色的氣球問幼兒：「敢有人知

影這是啥物色？」結果全班的小朋友同齊大聲回答：「Blue！」。Hit 當時我心內的

震撼kah 複雜的情緒到現在猶原無法度bë記得。 

台語的危機是：台灣人的囝仔從細漢就習慣講華語，當 in sçh過頭來學台語的

時，已經成做in的第二語言，甚至是第三語言的學習，t„  in的感情認同頂面，台語一

定比bë 著華語hia呢親切自然（洪惟仁，1992）。T„ 這款情形下面，學校雖然一禮拜

有一擺的母語教學，對t„ 囝仔來講親像是生活中無一定用會到的語言，何況 t„學校的

華語教學體制、私人英文補習班的競爭之下，母語教育並無受著老師的重視，莫怪

鄉土語言教學干單變成做講講唱唱咧的教學niä-niä。 

咱會當看著家長對母語教育攏是抱著贊成的心態，koh khah歡喜看著有外省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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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願意將囝仔送來學習台語，這對本土教育者來講是一個真大的鼓勵。但是 t„另

外一方面咱也看著台灣人家長心中的矛盾： ‚n t„心態頂面認同母語，但是t„生活當中

卻無法度堅持用母語和囝仔溝通，甚至老一輩的阿公、阿媽koh 要反倒轉用家己所

不熟的華語來和囝仔講話。雖然阮時常利用家長接送囝仔的時間和父母溝通家庭母

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h³阮失望的是，t„家庭中家長並無親像阮所想的會增加真 chë

台語的詞彙，大部分攏是增加一寡仔niä-niä，真chë 家長表示並無主動引 chhoä囝仔講

台語的機會，反倒轉是囝仔有時陣會主動問爸母某一個物件的台語欲按怎發音。阮

感覺造成這款的結果是因為政府「國語推行運動」所造成的，chia-ê年歲t„ 31-40歲的

少年爸母，攏是 t„ 華語教育的體制下面長大的，從細漢就h³人灌輸「講母語是不雅

的、無愛國的」的觀念，因此對家己的母語產生文化自卑感，當家己做人的爸母了

後，真自然就將華語當做是教育囝仔的第一語言。koh 加上政府kah 民間直直teh 強

調英語這個國際性語言的重要性，為著˜  要h³囝仔輸 t„ 起點頂面，真chë爸母寧可開

規把(kui-pé)的銀票將孩子送去讀英語幼稚園，這 kap ˜免了半先錢就會當學會曉母語

比起來，爸母應該用心計算看按呢的投資報酬率敢有價值。 

其實，將咱母語的基礎chhäi h³好才來學英語會當有khah正確的發音。因為 t„ 台

語的聲母kah 英語的子音裡底攏有清音(voiceless) kah 濁音(voiced) 的對立，華語卻無

這款的對立，干單會曉講華語來學習英語的發音比較khah有困難。  

 無聲聲母
(voiceless) 

vs. 有聲聲母
(voiced) 

例字  

台語的聲母  p vs. b 比  vs. 米 
英語的子音  p vs. b speed vs. bee 

台語的聲母  g vs. k 礙  vs. 改 
英語的子音  g vs. k guy vs. sky 

台語的聲母  s vs. j 是  vs. 字 
英語的子音  s vs. z precedent vs. president 

 

另外，英語是屬於重音語言(accent language)。T„漢語裡，重音主要是表現t„ 聲調

的變化。 雖然台灣話kah北京話的輕聲真豐富，聲音的輕重kap語法之間的關係真明

顯，但是“台灣華語”的輕聲卻真少，只有chhun(剩)助詞輕聲niä-niä（鄭良偉，1997）。

這對標準北京話以及英語的學習實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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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從事母語教育的老師會當向家長推銷以上所講的好處，增強in t„ 厝裡傳承母

語的動機。 

 

5.2白話字教學的成果 

雖然t„ 報名「幼兒台語班」進前，有半數以上的家長並˜知影上課的主要內容是

教羅馬拼音，但是 t„看著幼兒的學習成效了後，大部分的家長攏抱肯定的態度。認

為羅馬拼音會當幫助幼兒有khah 正確的發音，mä 願意有機會的話和囝仔共同來學

習。也有一些家長一開始會擔心學習羅馬拼音會和英文字母的發音濫做夥，但是真

趣味的是，幼兒家己會知影家己即嘛當咧學習的是什麼語言，上英文課的時陣發英

文字母的音，上台語課的時陣發白話字的音。連家長攏感覺實在真奇妙。對台語的

詞彙認bat 無chë 的幼兒來講，認bat 羅馬拼音會使幫助in t„ 看著新字的時陣，會曉 t„

老師的指導下面家己拼出hit個字的音出來。 

但是，為什麼羅馬拼音卻會 t„母語課程當中被認為是上困難的一部分咧（江文

瑜，1996）？甚至有的老師認為一旦教羅馬拼音會影響著學生上課的興趣，所以故

意無愛教（陳淑嬌、余光雄，1997）。這款的做法其實是忽略學生讀寫母語的需求

（錢清泓，1996）。在chia我要分享一個教學的經驗：在八十九學年度上學期我 t„ 竹

師附小擔任母語教學的代課老師，任教的班級有三個三年級、一個五年級、一個六

年級。學期的前半段教 in日常生活的用語，學期的後半段大約有七禮拜的時間教in

羅馬拼音。每一擺的上課攏有各班的導師t„ 現場。學期結束進前針對羅馬拼音這個

項目進行一擺的測驗，並且發h³老師kah學生一份無記名的問卷調查表。其中有一條

題目是問學生關係羅馬拼音難易度的感覺，結果如下： 

難易度  非常簡單 簡單 普通 困難 真困難 
百分比 18.12% 18.12% 41.61% 6.04% 16.11% 
 
學生的羅馬拼音評量成績如下： 
等第 優 甲 乙 丙 丁（無及格） 
百分比 16.98% 43.40% 19.50% 14.47% 5.66% 
 
所有的老師也攏真肯定羅馬拼音對學生台語文能力提升的幫助。可見，只要透過活

潑趣味的教學方法，學生其實會當 t„真短的時間內就kä這套符號學起來。所以阮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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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重要的，是幫助鄉土語言的教師發展一套趣味的「羅馬拼音教學方法」，破

除老師心中的成見，才會當h³老師 t„教學的時得心應手，也幫助學生會當t„ 趣味的學

習方式中快樂來學習。 

 

5.3幼兒台語班實施的困難 

(1)教師方面：對一個干單受過中等教育師資訓練的老師來講，雖然本身已經有

七、八年的國中教學經驗，但是這是頭一擺面對年歲這呢輕的學生，一開始感覺真

混亂，經過一、兩擺的上課以後才漸漸進入狀況。如果老師本身受過幼兒教育的訓

練，就˜免經過這段適應的過程。 

(2)教學對象方面：因為學生的第一語言是華語，一開始有一寡簡單的基本詞彙

不得不借用華語來解說，時常是一句台語、一句華語的方式，差不多一個月以後，

老師上課才會當全部使用台語來教學，透過誇大的肢體語言，學生mä漸漸會當了解

老師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可能因為「幼兒台語班」是無收費的社區服務性質，所

以學生的出席率相當不穩定，加上這個年紀的囝仔抵抗力khah弱，時常有破病請假

的，除了固定出席的四個孩子以外，其他的學生平均攏有五擺以上的缺席紀錄，這

款情形加減影響著學習的成果。 

(3)在時間kah地點方面﹕如果家長 t„厝裏無營造一個母語的環境，一禮拜只有靠

一點鐘的教學，幼兒實際上接觸台語的時間並不夠額。而且幼兒上課的教室是屬於

教會的公共空間，並bë 當布置做一個讀寫萌發（ Emergent Literacy）的環境。真 chë

研究發現幼兒所接觸的讀寫事件（literacy events）的質kah量，對 in讀寫能力的幫助

有真大的影響。幼兒必須處 t„語言和文字是有意義的使用環境中，才會當學習講話

和閱讀、寫字的能力，這是全語言（ whole language）的教學觀念（李連珠，1996﹔

黃瑞琴，1997﹔陳淑琴、程鈺菁，1999﹔周淑惠，1999）。如果若有一個正規的幼

稚園，所有 t„幼稚園內面的時間都用台語作主要的語言，而且 t„幼稚園的環境布置，

tùi 門窗、工作櫃、教具、公佈欄......逐個所在攏貼上台語文寫的標示，幼兒長久處t„

一個充滿語言、文字的情境中，相信對in台語聽、講、讀、寫程度的提升會更加有

幫助。 

(4)教材方面：因為母語教育當咧起步的階段，教材的開發也是處t„實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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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幼兒教育方面的教材猶是一塊等候開拓的園地，阮期待有koh khah chë 的學

者、專家投入t„幼兒母語教材方面。在教學的時阮也發現一寡傳統的囝仔歌、唸謠

當中所描述的情境和現代幼兒的生活經驗相差真遠，對幼兒解說起來真費工。雖然

目前有一寡現代台語囝仔歌的創作，但是chia的作品卻無注意著語言的自然聲調kah

音樂懸低音的配合關係，致到唱起來真無自然，希望有志t„囝仔歌的創作者會當注

意著這點。另外，咱mä真需要台語文的兒童讀物，規畫適合 t„逐種語言程度的台語

文故事冊，h³兒童會當透過家己閱讀來增加詞彙。 

(5)台語連音變調的教學問題：因為白話字是標本調，t„幼兒班教學的時陣若教

著兩個音節以上的詞或者是一句話的時，通常的做法是加唸兩擺，無去解說變調的

問題。在國小的教學經驗是，當一個全羅馬字的語詞或是文句出現的時，學生會一

個音節、一個音節先拼出本調，然後才透過家己口語的認知基礎，將這句話轉變做

正確的聲調唸出來。事實上，兒童 t„「學得」一個語言的起初，真 chë 詞彙攏是照單

全收無去kä 伊分類的，等候到累積相當數量的詞彙了後才有分類的觀念（許慧娟，

1989）。所以t„幼兒的階段雖然無適合解說這呢複雜的變調規律，˜ -ko 咱會當透過

口語中真豐富 koh真趣味的重疊形容詞的練習來加強 in 對變調的語感，譬如﹕骹

（腳）蹺蹺、手短短、喙（嘴）臭臭、桌闊闊、鼻啄啄、毛長長、耳重重、葉白白、

肉滑滑......等（鄭良偉，1993）。相信對 in 以後的變調認知會有幫贊。 

 

6.結論 

其實，kä 台語以及白話字當做是一項才藝來教並無適當（郭峰淵、鄭詩宗、張

復聚），也不是研究者本來的意思。但是我想在母語流失率chia呢懸的情形之下，這

個現象也一定是從事母語教育者必須去面對的問題。當初紐西蘭毛利人面對40歲以

下的族人bë 曉說毛利語的危機，開始成立「母語幼稚園」，經過族人的努力來挽回

毛利語失傳的命運（張學謙，1996）。今仔日在台灣所面對的情況可能無hia 呢嚴重，

但是台灣人自我認同意識的低落，社會上將語言問題看成是政治亂源的錯誤觀念，

koh 有教育單位以及家長看重英語、看輕母語的心態，卻會強迫母語教育行向無希

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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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學習有一個「關鍵年紀」，學齡進前的幼兒是語言學習能力上強的時陣，

咱向望政府會當重視這個問題，透過宣導重建台灣人爸母對母語教育的注重kah信

心。將母語的學習提早tùi 學前教育來定根，獎勵、補助公、私立幼稚園實施母語教

育，建立自然適當的母語環境，h³母語成做囝仔生活當中的語言kah接觸新智識的媒

介。更加透過台語文的讀寫萌發，h³囝仔會當用家己的母語來閱讀、表達思想，tùi 細

漢奠定母語的學習基礎，將來才會當創造出本土的文學kah文化，h³咱的語言kah文

化會當永遠流傳，h³台灣社會會當行向文化多元、族群融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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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幼兒台語班」幼兒基本資料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了有效評估孩子的學習成果並做為教學時的參考，麻煩您填寫下列的幼兒基

本資料。謝謝您的協助！ 
梁淑慧  敬上 

 
★幼兒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幼兒生活中使用的語言（請依照使用頻率填上數字，使用頻率最高的請填 1，第二

高的請填 2，依此類推）：╴╴華語（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

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請說明╴╴╴╴語） 

★上「幼兒台語班」之前的閩南語能力 

「聽」的能力：□完全沒問題    □沒問題    □還可以    □會一點   □ 完全不會「說」

的能力：□完全沒問題    □沒問題    □還可以    □會一點   □ 完全不會      

★上「幼兒台語班」之前曾經學過的語言符號系統：□注音符號      □英文字母   

□英文音標     □其他（請說明）╴╴╴╴   

★上「幼兒台語班」期間（2001年10月-2002年1月）曾學習的語言符號系統：□注音

符號      □英文字母     □英文音標     □其他（請說明）╴╴╴╴   

★在生活中會用閩南語和幼兒交談的人有： □父親     □母親      □兄弟姐妹╴╴人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其他長輩      □幼兒交往的朋友 

 

再次感謝您，請您填寫後交給鍾師母！L¯-lãt ! To-siä !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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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這是縮小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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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幼兒台語班」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您好！ 
謝謝您對「幼兒台語班」的支持，為了進一步了解您的想法，麻煩您撥空填寫

這份問卷，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日後教學改進的參考，本問卷採取不記名方式，請您
依據實際情形放心作答。衷心感謝！  

梁淑慧  敬上 
 
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21-30  □31-40  □41-50  □51-60  □61以上 
◆您與孩子的親屬關係：□父親    □母親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其他（請寫
出稱謂） 
◆您聽、說都很流利的語言（可複選）：□華語（國語）  □閩南語    □客家話    □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您在家中與孩子溝通最常使用的語言：□華語（國語）  □閩南語    □客家話    □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您在家中與孩子溝通偶爾使用的語言（可複選）：□華語（國語）  □閩南語    □
客家話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1.請問您讓孩子參加「幼兒台語班」的動機是： 
2.您覺得孩子喜歡上「幼兒台語班」嗎？□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
非常不喜歡。 
3.您覺得孩子在生活中比以前使用了更多的閩南語詞彙嗎？□增加很多  □增加一
些  □沒增加。 
4.您覺得孩子上「幼兒台語班」之後，您自己在生活中比以前使用了更多的閩南語
來和孩子交談嗎？□增加很多  □增加一些  □沒增加。 
5.您報名之前知道上課的主要內容是教「羅馬拼音」嗎？□知道   □不知道。 
6.您贊成教孩子學「羅馬拼音」嗎？□非常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非
常不贊成。理由是 
7.您認為「幼兒台語班」的教學重點應該著重在那些方面？ 
8.如果有機會的話，您願意學習「羅馬拼音」嗎？□願意  □不願意。 
理由是 
9.對於老師的上課方式您覺得需要改進的是 
10.您贊成國民中小學實施鄉土語言課程嗎？□非常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
成  □非常不贊成。理由是 
 
 
再次感謝您寶貴的意見，請您填寫後交給鍾師母！L¯-lãt !  To-si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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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Ù -JÎ TÂ I-GÚ -PAN Ê KÀ U-HÃK SƒT-BÜ  KAH SÊNG-KÓ 
 

Niô Siok-hüi 
Sin-tek-su-i° Tâi-oân gú-iân kah gú-bûn gián-kiù-s  ̄gián-kiù-seng 

flora.liang@msa.hinet.net 
 
 

Tiah-iàu  

 Pún bûn s„ ch…t -ê s…t-chè kàu-hãk ê keng-giäm hun-hióng,gián -kiù ê chú-iàu bõk-tçk s„ beh 

thàm-thó Pçh-oë-j„ kàu-hãk t„ iù-jî kai-toän chìn-hêng ê khó-lêng sèng.Gián-kiù tùi-siöng ê lâi-goân 

s„ Sin-tek-chh„  Tiong-hoâ Ki-tok-kàu Sìn-g„-hoë Sèng-l„-tông ê Siä-khu Hõk-bü-p³ tùi hü-k„n ê 

siä-khu s¯ khai pän ê Iù-jî Tâi-gú-pan,chiau-siu siä-khu tiong nî móa 3 hoè chì 5 hoè ê iù-jî chãp-j„ 

lâng chò ch…t pan.Siöng-khò ê sî-kan s„ tùi 2001 nî 9 goçh 21 hö khai-sí káu 2001 nî 9 goçh 21 hö ûi 

chí,múi lé-pài g³ siöng-ng¯ 11 tiám kàu 12 tiám. Iû gián-kiù-chiá chhin-sin tam-j„m läu-su í-kip 

káu-châi kah kà-hoat ê siat-kè chiá.Khò-têng í “j„n-bat Pçh-oë-j„” chò bõk-piau.Goân-pún ê 

siat-sióng s„ chiau-siu ë-hiáu thia° kah kóng Tâi-gú ê iù-jî,tän-s„ chit chãp-j„-ê gín-á lóng kan-nä 

ë-hiáu kóng Hoâ-gú niä-niä,u„-tiõh beh phoè-hãp in ê thêng-t³,s -̄í chiong ch…t tiám-cheng ê 

khò-têng sî-kan iok-liõk hun chò n¤g kai-toä°:poà° tiám-cheng hùn-liän thia° kah kóng ê 

lêng-lçk;poà° tiám-cheng chìn -hêng Pçh-oë-j„ ê káu-hãk.Läi-iông ê siat-kè s„ ëng iù-jî 

j…t-siông-seng-oãh ê keng-giäm chò chú-tê,phoè-hãp chhit-thô oãh-täng,koa-iâu,piáu-ián,kóng 

k±-sü......téng-téng ê hong-sek lâi cheng-ka khò-têng ê chhù-b„ sèng.Tùi iù-jî siöng-khò ê hoán-èng 

kap phêng-k¬ ê kiat-kó ë-tàng chèng-bêng Pçh-oë-j„ káu-hãk tek-khak ë-tàng t„ iù-jî kai-toä° 

s…t-hêng;tùi s¯ hoê-siu ê ka-tió° m¤g-koàn ë-tàng khoà° chhut ka-tió° tùi Bó-gú-kàu-iõk ê chi-chhî 

kah khéng-tëng. Goán siong-sìn Pçh-oë-j„ ê káu-hãk s„ ch…t ki phah khui iù-jî j„n-bat Tâi -gú-bûn ê 

só-sî,túi in í-äu ê thãk-siá lêng-lçk ë ü pang-ch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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