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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二十世紀中葉開始，美國與加拿大因移民與族群的問題而興起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美國與加拿大也是多元文化主義發展最早的國家。1964 年美國的非

裔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強調「沙拉碗」(salad bowl)的說法與 1988 年加拿大

多元文化主義法案(Canadian Multicultural Act )的頒布，顯示美國與加拿大對多元文化的

重視 (莊明貞，1993；單文經，2000；Gay, 1997；Mark, 1996；Volk, 1998)。 

 

1950 年代，美國全國音樂教師學會(Music Supervisors National Conference，MENC

前身)開始在學校有民族舞蹈的展示、非裔學生的音樂會與民族歌曲的教學，顯示學校

開始重視不同族群的音樂與文化。Volk(1998)指出，此時期民謠成為音樂課程中音樂欣

賞以及連結其他學科(如歷史、地理等學科)的素材。1967 年唐格伍德研討會(The 

Tanglewood Symposium)、1969 年的目標計畫(Goals and Objectives Project) 與 2000 年目

標：美國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等，皆在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教學素

材等方面，提出多元文化音樂教育施行之方式 (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5; Volk, 

1992)。 

 

Volk(1998)指出，二十世紀初，加拿大由於移民人口的增加，不同文化的音樂教 

育漸受重視，不過仍以愛國歌曲為主。1920、1930 年間，民歌成為音樂課的部分素材，

唱片也成為音樂課介紹民歌的媒介，學生藉由欣賞唱片得以瞭解文化的多樣性。1950

年代，音樂課中使用民歌的教學則以讚頌某特定族群的偉人或事蹟為主，1954 年出版的

《加拿大民歌集》Folk songs of Canada，提供音樂教師多元文化教學的素材。1960 年代，

加拿大受到高大宜(Kodaly，1882~1967)教學法的影響，音樂教師開始採用英、法等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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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當作教學素材。1970 年代，加拿大本土的音樂或本土音樂家創作的作品受到重視。

1980 年代，多元文化的音樂教育成為加拿大音樂教育的一股熱潮。 

 

隨著多元文化議題的興起，多元文化觀念也逐漸在各國的教育上落實。在台灣，包

含福佬、客家、原住民與外省之多族群形成台灣多元文化的內容。1987 年解嚴是台灣多

元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台灣開始正視不同族群之語言與文化。1996 年行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與 2001 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相繼成立，顯示台灣對不同族群與多元文化的重視1。

在教育方面，鄉土教育、鄉土藝術與學校本位等課程也呼應多元文化教育的主張。1993

與 1994 年，教育部將鄉土教學活動與鄉土藝術教學納入學校課程；2003 年之九年一貫

課程，在基本理念、課程目標與課程實施方式中，對多元文化教育之理念與實施方式皆

有說明。 

 

客家為台灣族群之一2，有必要探討客家族群在台灣多元文化音樂教育議題下發展

之相關因素。「客家人」是指外來之客，宋朝時期，這些從中原南遷的客家人即稱為「客

籍」，是相對於當時已經居住在南方之「土著」而名之(黃雄祥，2002)。這些客籍所使用

的客家語，是中國五大語言之一3。客家人始自西元四世紀東晉五胡亂華之後，距今約

一千五百年，於宋朝開始不斷南遷，目前在許多國家都有其遷徙的足跡。客家人大約在

明朝後東移來台，由於來台時間較福佬民族稍晚，故都以移至丘陵區為主。最早的客家

人是從嘉應州來到台灣，嘉應州的四個縣，講的是「四縣」話，爾後，其他各縣的人也

前來，有廣東省與福建省，腔調上則多了海陸腔與饒平腔(鍾肇政，2002)。 

 

台灣南部的六堆地區可以說是第一個客家人的根據地，先來的移民起初集中在台南

                                                 
1客委會成立宗旨為延續客家文化命脈並促進台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現代社會；原民會成立宗旨為

維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發展多元文化。 
2 根據洪維仁(2004)之研究指出，台灣四大族群人口為閩南人 74.3%、外省人 13%、客家人 12%與原住民
0.7%。 
3 中國五大語言：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福佬語與客家語(Journal of Asia and African Studies,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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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以後漸漸向南部發展，來到下淡水溪，即現高屏一帶，包括屏東縣內埔、長治、

麟洛與高雄縣的美濃，也就是現今六堆地區的客家人。之後，從長山來台的客家人漸漸

增加，西部沿海各港口都有客家人登陸，北部大港滬尾(今淡水)與雞籠(今基隆)，也有

不少台灣客家人的祖先。北部客家人集中的地方，在桃竹苗三個縣，人數有一百多萬人。

桃竹苗三縣的客家人，大部份都是由西部各港口，以及北部滬尾、雞籠兩大港遷徙而來。

根據行政院客委會(2004)對台灣客家人口的調查，台灣各地皆有客家人口的分佈，只是

在比例上有所不同(如表 1-1-1)。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之「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調查研究」，將台灣地區各縣市之

客家人口的比例分成高密度地區、中密度地區與低密度地區，高密度地區為各縣市內客

家人口比率達30%以上者，含桃園縣、新竹縣、苗栗縣等；中密度地區為各縣市內客家

人口比率居於10~25%者，含台北市、台中縣、屏東縣、台東縣、花蓮縣、新竹市等；

低密度地區為各縣市內客家人口比率在10%以下者，含台北縣、宜蘭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林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基隆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等。 

 

曹逢甫(1995)與黃雅榆(2001)等人的研究指出，客語受到閩南語音韻及詞彙內容的

影響，不同年齡層客語的流暢度與母語能力的落差等，顯示客語嚴重流失的危機。依據

客委會的調查(2002，2003，2004)，目前能流利使用客語者，集中在五十歲以上年齡層，

其比例約佔95％，十三歲以下會聽客語的比例則僅有13.8％，台灣的客語以每年百分之

五的速度流失(客委會，2004)，客家人聽說母語的能力亦逐漸減弱。受到其他語言及文

化斷層的影響，客家文化的保存面臨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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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93年度台灣各縣市客家人口比例之調查表 

縣市別 
各縣市人口數

(萬人)  

各縣市客家人

口所佔比例(%) 
客家人口數(萬人) 

客家人口結構縱

向百分比4(%)  

台北市 262.8  11.64% 30.6  10.71% 

台北縣 368.1  8.04% 29.6  10.36% 

桃園縣 182.7  32.24% 58.9  20.61% 

新竹市 38.3  21.41% 8.2  2.87% 

新竹縣 46.0  63.04% 29.0  10.15% 

苗栗縣 56.1  60.61% 34.0  11.90% 

台中市 101.1  8.70% 8.8  3.08% 

台中縣 152.2  13.67% 20.8  7.28% 

南投縣 54.0  8.33% 4.5  1.57% 

彰化縣 131.7  2.96% 3.9  1.36% 

雲林縣 73.9  2.71% 2.0  0.70% 

嘉義市 27.0  2.59% 0.7  0.24% 

嘉義縣 56.0  3.39% 1.9  0.66% 

台南市 75.0  2.80% 2.1  0.73% 

台南縣 110.6  1.45% 1.6  0.56% 

高雄市 151.0  5.30% 8.0  2.80% 

高雄縣 123.7  9.22% 11.4  3.99% 

屏東縣 90.3  16.94% 15.3  5.35% 

基隆市 39.2  4.85% 1.9  0.66% 

宜蘭縣 46.3  4.10% 1.9  0.66% 

花蓮縣 35.1  22.22% 7.8  2.73% 

台東縣 24.2  12.81% 3.1  1.08% 

總計 2245.3  12.73% 285.8  100.00% 

資料來源：彙整自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及洪維仁(2004) 

 

客家歌謠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楊兆禎，1982)，簡上仁(2000)指出民謠是屬於自己

文化的東西，是音樂的根源，而高大宜更指出，民謠是全民生活的遺產。因此，客家歌

謠是客家民族的文化遺產，客家人是愛唱歌的民族，因此客家民族保有豐富的民謠歌曲

                                                 
4 縱向百分比係指全台灣各地客家人口分布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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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資產，客家歌謠的傳唱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極為重要。 

 

歌唱在人類生活與音樂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楊兆禎(1972)指出音樂的起源與

歌唱有密切的關係，而歌唱與人類生活密不可分。許雲卿(1992)指出歌唱是人類本能的

表現，人類不論是愉悅或悲傷的時候，都能以歌唱傳達其思想與情感，而歌唱也是人類

自然表達情感的方式之一，是最音樂化的語言。 

 

歌唱除了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音樂教學上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幼兒音樂教

育之父裴斯塔洛其(Pestalozzi，1746~1827)指出，學生在學習看譜或寫譜前一定要先學會

唱歌；美國音樂教育之父梅森(Mason，1792-1872)，1838 年於波士頓將音樂課程列入學

校正式課程，即以歌唱教學為主，強調歌唱教學的重要性；高大宜的音樂教學法亦以歌

唱為主，其理念為有了歌唱的基礎，更高層次的音樂教育就得以發展，因此也強調小孩

在未學會唱歌之前，不要接近任何樂器。 

 

美國國家藝術教育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1994)在音樂課程綱要

中也指出歌唱是音樂教學的一部分，而學生要學會獨唱、合唱與演唱多樣的曲目。我國

現代音樂教育之開端─清末民初之「學堂樂歌」，此時期完全以歌唱為主，民國 11 年始

改為「音樂課」。在之後逐漸演變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中，歌曲皆為教材綱要之一，

同時亦有共同歌曲須背唱之規定；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也指出，學生可以藉由

歌唱達成各階段之分段能力指標，顯示歌唱教學是音樂課中重要的部分。 

 

音樂課程是施行多元文化教育的方法之一，Anderson & Campbell (1996)認為多元文

化音樂教育即是以音樂為起點，進行文化上相互理解與欣賞的音樂課程。Goodkin(1994)

與 Anderson & Campbell(1996)強調歌唱是多元文化音樂教育實施的方式之一，藉由歌唱

教學可以落實多元文化音樂教育。此外，音樂與語言經常自然結合，音樂可以幫助語言

之學習(陳曉雰，2003)。因此，藉由客家歌謠可以幫助客家語言之學習，具有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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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習效果。 

 

目前客家歌謠教學之研究(李雪燕，2000；林韻娟，2002)數量不多，有必要擴充客

家歌謠教學之相關研究。有鑒於歌唱是多元文化音樂教育施行的方式之一，而研究者具

客家與聲樂背景，得以了解客家歌謠之教學，因此，本研究選取客語生活學校春景國小

(化名)之客家語言班與客語歌謠班，探討教師在客家語言課程與歌謠班中進行歌謠教學

之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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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了解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相關因素，首先了解多元文化音

樂教育與客家歌謠之意涵，進而探討客家歌謠教學之施行，並根據研究結論提出建議，

以供日後施行客語生活學校或客家歌謠教學之參考。 

 

本論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多元文化音樂教育之意涵。 
 
二、了解客家歌謠之意涵。 
 
三、探討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背景。 
 
四、探究客語生活學校客家歌謠教學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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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列待答問題： 

一、多元文化音樂教育之意涵為何？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與施行方式為何？ 

  (二)多元文化音樂教育的目標與施行方式為何？ 

  (三)台灣多元文化音樂教育之發展為何？ 

 

二、客家歌謠的意涵為何？ 

  (一)客家歌謠之內容為何？ 

  (二)客家歌謠之分類為何？ 

  (三)客家歌謠之藝術性為何？ 

 

三、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背景為何？ 

   (一)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配合之政策為何？ 

   (二)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行政因素為何？ 

 

四、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方式為何？ 

  (一)客家語言班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理念與課程設計為何？ 

(二)客語歌謠班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理念與課程設計為何？ 

(三)客語歌謠班學生學習成效為何？ 

(四)客家語言班與客語歌謠班教師教學理念、選材與課程設計之異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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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客語生活學校 

為使客語回歸主流地位，提升學生對母語之認同及使用客語之意願與能力，客委會

於 92 學年度開始遴選有意願推廣客語之公私立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使客語在校園

常態生活中成為被接納、鼓勵及廣為使用的生活語言或教學語言。客語生活學校最主要

的目標在營造生活化的客語學習環境，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會，及建立聽、講客語

的自信心，因此朝生活化、公共化、教學化、及多元化等四大原則推動客家相關活動(客

委會，2004)。 

     本研究中客語生活學校即指申請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之補助，開設客家文化與相關

課程之學校。 

 

貳、鄉土語言班 

九年一貫課程語文領域之規劃，欲讓兒童養成熱愛家鄉、珍惜文化、學習尊重包容，

並具備世界觀、地球村的開闊胸襟，並擴充國小語文領域的學習範疇，包含本國語言(國

語文、鄉土語言)及英語的學習。本國語文的學習包含國語及鄉土語言，其中本土語言

自一年級起每週授課四十分鐘，國小一至六年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等

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台灣光復至今，本土語言第一次單獨設科、明訂授課時數且列

入正式授課時程中 (許學仁，2000)。 

    本研究之鄉土語言班，係指依九年一貫本國語言之學習所開設之客家語言班。 

 

參、歌謠 

依辭源 (吳澤炎等編，1989)，歌謂謌，謠則稱徒歌，歌謠即歌曲。“歌謠＂，或歌、

或謠，在我國已有悠久歷史之載記，如民歌、民謠、兒歌、童謠等。爾後，歌謠之範圍

擴大，除上述歌曲外，亦包括創作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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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客家歌謠是指以客家語演唱之客家歌謠，包括傳統客家山歌與現代創作歌

謠。 

 

肆、客語歌謠班 

    客語歌謠班係指以教授客家歌謠為主之班級或社團。 

本研究中客語歌謠班是指受客委會補助申請成為客語生活學校，而在客語生活學校

下開設屬於社團性質之客語歌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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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探討客語生活學校施行客家歌謠教學之個案研究，研究範圍如下： 

  一、研究區域：本研究以大台北地區開設客語歌謠班之客語生活學校，為研究對象之

搜尋範圍。 

二、研究內容：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歌謠教學之相關因素，因此研究內容以歌謠教學

為主。 

  三、研究時間：本研究於 93學年度進行，對客語生活學校或相關資料以 93學年度以

前之資料為分析對象。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由於個案研究具個案之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結果不推論於其他

客語生活學校。另外，客委會所提供之資料僅以網路上之資料為主，其他相關經費或申

請學校數目因未公開而無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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