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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之自我效能及教學行

為，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於兩者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兼採調查法及訪談法，以研究者自編之「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

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調查問卷」及「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

能及教學行為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以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新北市國小客家

歌謠比賽音樂教師（N=28）為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再根據教師接受訪談之意願，

進行個別訪談（N=5）。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教學現況為 1.接受訪談教師之任教學校其

客家歌謠比賽團隊多為學校合唱團，主要以公開甄選方式招募團員；2.客家歌謠教學方

法與一般歌曲教學方法相近，一般課堂實施之客家歌謠教學教材為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

書，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材則以教師補充教材為主；3.客家歌謠教學教師具有一般音樂

教師知能，以有客語背景為佳，客語能力不足者則進行協同教學；行政支持度高對客家

歌謠教學及比賽有所助益；4.在一般課堂實施客家歌謠教學可增加學生接觸多元文化音

樂的機會，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則可以凝聚團隊向心力，增加學生表現機會；現有教材適

合國小學童演唱之客家歌謠不足，教材未考量學生程度，亦非各年段皆選用客家歌謠，

編選方式缺乏順序性及連貫性。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之不同背景音樂教師在

「不同學經歷」、「不同任教總年資」、「不同客語能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無顯著

差異，在「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教學行為」有顯著關係。碩士學歷、一般型學校

畢業、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越久及非客語生活學校教師自我效能較佳；碩士學歷、一

般型學校畢業、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6-15年及非客語生活學校教師教學行為較佳。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分別對學校行政、音樂教師、相關單位與未來研究提

出建議。 

 

關鍵詞：教師自我效能、教學行為、客家歌謠比賽、客家歌謠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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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behavior of music teachers selected from New Taipei city’s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comparing the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rvey and interview are 

adopted during this research, ‘Questionnaire of the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btoohavior of music teachers selected from the New Taipei city’s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and ‘Interview Outline of the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behavior of 

music teachers selected from the New Taipei city’s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which 

are devised by the author are used as research instruments, while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28 music teachers selected from the New Taipei city’s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from academic years 99 to 102. Furthermore, 5 individual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by 

teachers’ willingn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interviewed teachers’ teams are the choirs in their schools, and team members are 

open recruited; 

2.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Hakkanese folk songs are similar to general music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s for the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ar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composed by teachers, while for general Hakkanese folk song teaching, 

textbooks in Arts & Humanities area are adopted; 

3. teachers selected from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should have better skills of both 

general music teaching and Hakka language, whil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is adopted 

without Hakka language skills; Administrative supports also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team; 

4. teaching Hakkanese folk songs in general music classroom will provide more chan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multicultural music, and joining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team and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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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The existing textbooks for Hakkanese folk songs in elementary school lack 

order and continuit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music teachers don’t have much 

differentiation in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behavior in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experience, Hakka language skills and whether the school is Hakka language-living school; 

while different levels in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behavior have obviously positive 

correlation. 

Teachers who have master degree, graduated from general type school, have mor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and not a Hakka language-living 

school teacher are better on teacher self-efficacy. 

Teachers who have Master degree, graduated from general type school, have 6-15 years’ 

experience in teaching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and not a Hakka language-living 

school teacher are better on teacher teaching behavior. 

Above all, suggestions are recommend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music teachers, related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teacher self-efficacy, teaching behaviors, 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Hakkanese folk so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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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各個族群皆有其自身的文化與藝術，經過世代傳承成為珍貴的資產。客家族群是臺

灣多元族群之一環，也是傳統文化特色之一，客家歌謠與客家文化內涵則是息息相關。

隨著時代變遷，客家傳統文化及語言逐漸式微，藉由教育推廣客家歌謠，營造有利於客

家文化的環境，將有助於客家音樂文化的傳承及振興。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灣是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包含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外省人及新住民。黃

雄祥（2002）認為「客家人」是「外來之客」，是宋朝時期自中原往南遷徙的「客籍」人

士。謝重光（1999）認為「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客家族群的產生，是在特定歷史

時期，遷入特定區域，以其人數、經濟、文化的優勢，同化當地住民，融入固有文化之

精髓，而形成的一種文化體系。 

  臺灣於 1987 年解嚴，隨著社會的改變與發展，人民開始重視不同族群的文化與語言，

各族群對自己之權益意識日漸覺醒，並發出請願之聲（劉靖國，2005）；1998 年，一萬兩

千多名客家人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其主要訴求即是「還我母語」、「廢除廣電惡法」及「客

家話上電視」（宋學文、李寶文，2006）； 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代表政府

對於各族群及多元文化的重視；2010 年政府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傳承與發

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

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客家基本法》，並自公布日施行（廖中秋，2012）。 

而在學校教育方面，教育部於 1993 年將鄉土教學納入學校課程，1994 年將鄉土教學

活動及鄉土藝術教學編入學校課程；2003 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對多元文化教育之理念與

實施方法提出說明，同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亦頒布《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鼓勵

學校以生活化、公共化、教學化、多元化及社區參與等五大原則推廣客語，在各校積極

的配合下，申請並通過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之學校由最初 2003 年的 63 所增加至

2014 年的 56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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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客家文化的重要性已逐漸受到重視，但曹逢甫（1995）比較原住民、客家人、

閩南人三個族群的母語能力，發現客家人因居住型態多為散居，通常以國語與其他族群

溝通，故母語能力減弱最快。黃雅榆（2001）指出家長與學生之間客語聽說能力、流暢

程度有巨大落差，顯示客家文化的傳承產生斷層，客語活力衰退。胡育寧（2008）的研

究則顯示高密度客家人口地區的學生，客語表達能力流利的比例僅有 16.1%，與兄弟姊

妹、父母使用客語溝通的比例也偏低。上述客語能力的低落，將會影響客家文化的傳承。 

音樂是人類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人類共同擁有的文化（謝俊逢，2000）。楊兆禎

（1972）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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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能的

表現，也是表達情感的方式。客家人天性含蓄內斂，但喜歡唱歌，早期中原客家族群客

遷他鄉，大多定居於窮鄉僻壤之間，以勞力工作維生，在採茶及煎茶時，為了解悶、解

勞、抒發思鄉情懷，總喜歡高歌一曲。客家歌謠亦為客家文化內涵之一，與客家族群生

活方式、先人所傳遞之精神及智慧息息相關。客家人以客家歌謠傳達思想及情感，客家

歌謠字詞所代表之意義，在研究裡經常被探討（陳淑惠，2005；曾瑞媛，1994；馮輝

岳，1999；楊佈光，1983）。客家歌謠中所使用的字詞，與客語的語韻及字義密不可

分，故體會客家歌謠字詞中的意境，須仰賴客語能力之基礎。語言與音樂有密切的關

係，二者都有句子、韻律、重音等特色，歌唱教學的相關研究指出藉由學習歌謠可幫助

辨別語言的發音，掌握其重音、節奏、語句、語調等，並提升學習興趣（王子芳，

2012；李雪燕，2000；李慧芹，2010；施敏琪，2001；曾瑞媛，2011；楊雅雯，

2009），故客家歌謠的傳唱對客家語言傳承極有幫助。 

為了培養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的興趣，加強各級學校鄉土歌謠教學，以推展本

土音樂教育，教育部於 2000 年依據《藝術教育法》，訂定「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施要

點」，由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主辦，自 2000 年八十九學年度起舉辦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

賽，每學年舉辦一次，中間曾一度因政策改變而停辦，但部分縣市仍自行舉辦，參加學

校數量不因比賽中斷減少，而後在眾所期待下於九十六學年度續辦。八十九學年度第一

屆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中語言類別項目分為福佬語系類及客家語系類，比賽組別分成

團體組及個人組，依學制分為高中職、國中及國小組；九十一學年度加入原住民語系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wLcAd/search?q=auc=%22%E6%9D%8E%E6%85%A7%E8%8A%B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KwAUq/search?q=auc=%22%E6%96%BD%E6%95%8F%E7%90%AA%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KwAUq/search?q=auc=%22%E6%A5%8A%E9%9B%85%E9%9B%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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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九十六學年度，為鼓勵教師與學生共同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增設教師組，在組別

方面刪除個人組，僅剩團體組比賽（高如玫，2007）。客家歌謠比賽由學校師生組隊參

加，演唱形式為合唱。陳學謙（1994）認為合唱的目的，在於促進音樂水準之普遍發展

與提升；蘇慶俊（1988）認為舉行音樂比賽，可使合唱訓練的結果得以展現，也增加各

校間互相觀摩、切磋的機會。藉由合唱讓團隊的歌聲融合在一起，感受旋律與和聲的優

美；更重要的是透過準備比賽的過程，能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及增進團隊音樂素養。

因此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價值，就是讓學生們有表演的舞台，展現練習客家歌謠的成

果，並藉由不同團隊間之交流，增進其學習經驗，提升團隊表現。  

  教學是教師的行為核心，教學是一種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卻是相當複雜的觀念及行

動。由於教學必須依據情境、事件而調整，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會經歷許多選擇，而這

些選擇背後的核心因素就是教師的個人信念、思考及創造和維持學習環境的能力（鄭英

耀、黃正鵠，1996）。關於教師個人信念有多種不同看法，包括心理構念、態度、自我效

能等，以及認知、情感、價值判斷等層面（Rokeach, 1980），其中自我效能為個人經由概

念形成、覺知、判斷等心理活動所獲取之知識，為認知機制中的一部分（Bandura，1993）。

根據 Bandura（1977b、1982、1997）的看法，自我效能的高低會影響個體思考的模式，

並對其行為的選擇、努力的多寡及持久度產生影響。教師的自我效能亦會影響教師對教

學課程及行為的詮釋、思考及情境的抉擇（朱陳翰思，2000）。教師的教學行為是指在教

學情境中，教師思考後依其自我效能表現出來的外顯行為（湯仁燕，1993），以達成預定

教學目標、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為首要目的。 

  有關教師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高自我效能的教師在教學行為及

教學效能之表現，並協助教師進行教學的反思，以提升教學成效。國內朱陳翰思（2000）、

張俊紳（1997）、何郁玲（1999）等人的研究指出教師個人的背景變項與教師自我效能之

間有所關聯，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自我效能與其任教年資、學歷、教育背景相關；不同背

景變項的教師，對於教師自我效能的知覺不同。但也有研究顯示，教師個人的背景變項

與教師自我效能之間沒有顯著關係，孫志麟（1991）、劉威德（1994）以國小教師為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教育程度、任教年資的教師在自我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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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教師教學行為之文獻顯示，教學行為會受到教師自我效能的影響。江易穎

（2001）、李俊湖（1992）、孫志麟（2001）、鍾佳穎（2003）等人的研究結果指出教師自

我效能與教學行為有顯著正相關，但無法以此推論教學行為表現；換句話說，教師自我

效能和教學行為之間的連結尚未真正建立。 

  研究者本身為客家人，自幼生長在客語的環境中，現服務於新北市公立小學，對於

保存及推廣客家文化有使命感。由 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

成果數據可知，新北市客語人口眾多，僅次於桃園縣，為全國第二，故研究者希望透過

本研究，瞭解新北市國小音樂教師對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及客家歌謠教學之自我效能及

教學行為，進而提出建議供致力推廣及振興客家歌謠之學校行政、音樂教師、相關單位

與未來研究作為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新北市參加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 

二、探討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四、分析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性。 

 

 

 

 

 

 

 

http://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4111215163771.pdf
http://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41112151637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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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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北市參加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為何？ 

1-1 客家歌謠比賽之組訓方式為何？  

1-2 客家歌謠教學之教材與教法為何？ 

1-3 客家歌謠教學之師資與行政為何？ 

1-4 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對客家歌謠教學之看法與建議為何？ 

 

2.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2-1 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2-2 不同年資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2-3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2-4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3.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3-1 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3-2 不同年資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3-3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3-4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4.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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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及研究變項意義明確，茲將其定義界定如下：     

一、客家歌謠比賽（Hakkanese folk song competitions） 

    歌謠係指具有民間特色及精神、包含詞或曲的音樂作品，如民歌、民謠、兒歌、童

謠等（吳澤炎等編，1989），早期「歌」與「謠」差別在於「歌」可唱可和，有固定曲調，

有樂器伴奏；「謠」則是可吟可誦，無固定曲調，無樂器伴奏。但到了現在，「歌」與「謠」

已沒有明顯區別，並逐漸走向合流（曾逸昌，2008）。早期客家歌謠意即客家族群在勞動

中所產生的歌謠，或為傳達自己思想，或為抒發男女情感（張哲榕，2005），而後客家歌

謠逐漸發展，開始出現客家流行歌曲。 

  本研究之客家歌謠比賽係指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由教育部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指導，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鄉土歌謠比賽中之客家語系類，比賽組別為國小組、演

唱形式為合唱之音樂比賽。 

 

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Hakkanese folk song in general music teaching）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係指學校一般課堂間所實施之教學活動，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藝

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音樂課，不包含社團、藝文課程、課後班等。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之教師，為瞭

解教師在指導比賽及一般課間教學之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差異情形，在題目設計上

有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及一般音樂課教學兩種情境，藉之進行比較。 

 

三、教師自我效能（teacher self-efficacy） 

    教師自我效能是教師在進行教學工作時，對自己教學能力的主觀認知與評價，以及

認為自我能影響學生學習的自信程度（Hoover-Dempsey, Bassler & Brissie, 1987）。 

本研究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個人教學能力、技巧，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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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預期之判斷，是一種未來導向的信念，可分成兩個層面： 

 （一）個人教學自我效能：指教師對自己教學專業能力的評估，即教師本身教學能力

所能影響學生程度的信念，包含教師專業效能、教學執行效能、教學革新效能。 

  （二）一般教學自我效能：指教師對教學效能的一般性看法，即教師在家庭、學校、

社會等外在不利的限制下，能夠影響學生程度的信念。 

    本研究受試者在「教師自我效能量表」上，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題項中，得分越高者代表效能較高；得分越低者代表效能較低。 

 

四、教學行為（teaching behaviors） 

    教學行為即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定期複習、呈現新教材、引導學生團體學習、適當給

予回饋與矯正、引導獨立練習等，有助於教學表現的行為（Rosenshine，1983）。 

本研究之教學行為是指教師為了達到教育目標，在教學過程中發揮專業知能、擬訂

完善教學計畫、運用一連串多樣且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行為表現。 

本研究將教學行為的內涵區分為五個層面： 

  （一）「教學計畫」：指教師在教學前的計畫程序及準備工作，用以作為實踐教學行

為及達成教學目標的依據。 

  （二）「教材內容」：指教師能依照教學目標與學生差異，進行教材選定、課程內容

設計及教學進度之安排。 

    （三）「教學策略」：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引起學生興趣，集中注意力，而運用

的不同教學方式，包含教學法應用、發問、討論技巧等，幫助學生有效學習的各種行為。 

  （四）「教學評量」：指教師依據教學計畫及教學目標，藉由不同評量方式瞭解自身

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程度之行為。  

  （五）「班級經營」：指教師依教學主題進行教室布置，營造愉快和諧的教室氣氛，

尊重學生意見，滿足學生個別需求，以積極態度鼓勵學習，並建立班級常規等。 

   本研究受試者在「教師教學行為量表」上之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教學行為越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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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低者代表其教學行為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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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國小音樂教師為研究對

象，不考量教師為正式教師或代理教師。由於參賽資料僅可追溯至九十九學年度，故僅

以九十九學年度至一零二學年度間曾參賽的十九校為研究對象來源。研究者確認參賽學

校名單後，以電詢方式確認各校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國小音樂教師之人數為二十八人，因

整體人數不多，故採普查方式，以此二十八人作為問卷施測之對象，並從中訪談五位教

師。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教師個人變項，包含學經歷、年資、客語能力及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教師

為背景變項，探究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情形及兩者間之相關性。 

    本研究之客家歌謠比賽係指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新北市鄉土歌謠比賽客家語系類

國小組；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係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教學活動，

不包含社團、藝文課程、課後班等。為了瞭解教師在指導比賽及一般課間教學之教師自

我效能及教學行為差異情形，在題目設計上有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及一般音樂課教學兩種

情境，藉之進行比較。 

  此外，為瞭解九十九至一零二年度間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情形，研究者亦針對此四年

間使用之教科書歌曲選用情形進行分析；而九十九至一零二年度客家歌謠比賽各校參賽

歌曲，則因資料收集不全未能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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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推論 

    本研究僅以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為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地區學校之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及一般音樂教師，亦

無法推論至其他層級及年級音樂教師之客家歌謠教學情形。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及訪談大綱，部分問題內容可能涉及填答者專業自主及教學效能

之評量，受試者可能會產生防衛心理，以至於填答及訪談時有所顧忌和保留；此外，受

試者對於問卷內容的解釋與理解亦有可能產生偏差，故每個量表之得分情形可能會有測

量誤差存在。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有關量表向度之分析，係參考相關文獻綜合歸納而成，有關各向度題目之選

擇，亦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選取因素負荷量.70 以上之題目，建構成「教師自我效能量表」

及「教師教學行為量表」，因此，相關的信度及效度皆已通過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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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國小音樂教師之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根

據研究內容，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客家歌謠探討；第二節為教師自我效能理論與研

究；第三節為教師教學行為理論與研究。 

 

第一節 客家歌謠探討 

  本節依序探討客家歌謠之意涵；國小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客家歌謠所佔比例

情形；客家歌謠比賽；及客家歌謠教學之相關研究。 

 

一、客家歌謠之意涵 

  客家歌謠長期以來融合了客家族群的歷史發展，包含語言、風俗習慣、人生態度和

情感等特色（曾喜城，1999）。但由於 1937 年後日本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禁止

臺灣戲曲、歌謠等傳統藝術，因此客家歌謠相關的資料甚是有限；一直到 1950 年代，楊

兆禎開始將客家歌謠整理出版，而後才陸續有其他學者進行臺灣客家歌謠研究。 

  歌謠係指具有民間特色及精神、包含詞或曲的音樂作品，如民歌、民謠、兒歌、童

謠等（吳澤炎等編，1989）；早期客家歌謠意即客家族群在勞動中所產生的歌謠，或為

傳達自己思想、或為抒發男女情感時所歌之曲（張哲榕，2005）。許常惠（1986）認為

客家歌謠常給人濃厚鄉土性及即興的感覺，相當具有特色。 

  客家歌謠的美感和特質，簡單來說就是自然鄉音之美。客家歌謠來自鄉野，是客家

先民從事耕種或閒暇時創作出來的，既無宗教或儀式的目的，更不為服務王孫公侯，只

純粹抒發情感。客家人質樸內斂的個性，及其對於生活的描寫、愛情的歌詠，自然的表

現在客家歌謠當中，這種發自於內心的真誠，是客家音樂最珍貴的內涵。 

    以下將客家歌謠分為童謠、民謠、流行歌曲三類進行討論： 

（一）童謠 

古今中外，任何民族只要有兒童的地方就有屬於他們的童謠。童謠即是兒歌，在早 

期人們多採用「童謠」一詞；而現代，大部分人改用「兒歌」（陳淑惠，2005）。童謠

是兒童快樂的泉源，也是百唱不厭的詩篇。童謠所詠的內容無所不包，傳統的文化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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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也藉著童謠的流傳，得以傳承。兒童學習兒歌有許多優點。李慕如、羅雪瑤（2000）

認為學習兒歌對兒童的影響有： 

1. 訓練聽覺：兒歌是幼兒最早接觸的語文資料，語彙豐富，聲調優美，最能刺激幼

兒聽力；和諧兒歌亦可涵養性情，陶冶人格； 

2. 訓練口才：兒歌對幼兒而言，是訓練口才最優良的工具。從發音訓練的急口令、

繞口令，到增加生活情趣的遊戲歌，都包含許多詞彙，可供兒童練習語言； 

3. 增加兒童生活情趣：兒歌內容幽默可愛，符合兒童生活經驗，自然可引起兒童興

趣； 

4. 增加兒童記憶：兒童的記憶力很強，可利用兒歌向其傳輸知識； 

5. 陶冶德行：兒歌琅琅上口、生動有趣，可以由此潛移默化兒童的德行、陶冶性情、

訓練思考，使其充滿自信心； 

6. 催眠止哭：兒童可由歌唱兒歌破涕為笑，靜靜安睡。 

   

  客家童謠屬於客家歌謠的一部分，學習客家童謠有助於客語的學習，兒童的學習潛

力是無窮的，童謠活潑，用字淺顯及具有娛樂和教育功能，可讓兒童產生興趣，助於其

客語的學習。楊兆禎（1974）曾指出客家童謠與客家民謠的共同性是語句通俗，而且每

句句尾都用同韻字，所以琅琅上口，只要小時念熟，即使年歲增長，仍可牢記不忘。 

  童謠的內容，可依照歌詞內容分成幾類，研究者整理陳淑惠（2005）、馮輝岳（1999，

1991）的論點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客家童謠內容分類 

類別 細項 內涵 

娛樂類 
1.遊戲類 一邊玩耍，一邊吟唱的歌曲，用以助興起鬨。 

2.謎語類 透過童謠的表現，讓兒童以所見、熟悉的事物聯想謎底。 

3.問答類 

 

或稱盤歌或對口歌，是針對兒童好奇心、好問心理所做，充滿打破砂

鍋問到底的樂趣。 

4.逗趣類 在遊玩中互相逗弄、取笑、揶揄，戲而不謔。 

5.裸翻歌 或稱顛倒歌、錯了歌，故意以字詞的矛盾、相反、衝突製造滑稽效果。 

6.連鎖歌 或稱連鎖調、連珠歌，類似頂真的手法。 

教育類 1.育子類 包含催眠曲和保育歌，歌詞中多帶有祝福、消災、祈願之意。 

2.語音訓練類 歌詞中使用許多聲韻又富有變化的詞，有矯正口音、糾正錯誤發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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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知識類 包含動物、植物、器物、顏色及數字歌，內容包羅萬象，主要在於增

進兒童知識。 

4.歲時節慶類 藉由童謠讓兒童瞭解各種客家傳統節慶，通常帶有歡樂、喜氣又忙碌

的景象。 

5.生活類 提示兒童日常生活禮儀，展現生活常態。 

6.勸勉類 勸導、勉勵、鼓舞兒童向善的童謠，大多以正向描述的方式讚揚兒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童謠可分為傳統及創作兩類，傳統的客家童謠特色是以「唸謠」居多。陳淑惠（2005）

認為傳統客家童謠遣詞用字不避俚俗，想像新奇有趣，音韻鏗鏘悅耳，且語彙淺近易懂；

黃瑞枝（1995）則認為傳統客家童謠具有民族性、鄉土性、娛樂性及教育性；曾逸昌（2008）

則提出下列幾點特色：1.曲式自由；2.結構奇變；3.比興較多；4.聲韻活潑；5.情趣深厚；

6.意境清新；7.語言平白；8.順口成章。 

   

由上述可得知，傳統客家童謠內容包含廣泛、口語淺顯易懂、節奏鮮明、講究聲調

優美、琅琅上口，相當適合作為教學的教材。 

 

  在創作童謠方面，自從 1988 年「還我母語」大遊行之後，越來越多關心客家歌謠傳

承的創作者，開始創作生活化的童謠，如涂敏恆、林子淵、湯華英、馮輝岳等。曾逸昌

（2008）認為創作童謠依照詞曲性質可分為三類： 

  1. 傳統唸謠歌詞配上新作的曲，如〈月光光〉； 

  2. 詞曲皆為全新創作，如〈屋簷鳥子好講話〉； 

  3. 借用名曲，填上新創作的客家歌詞，如〈童年真快樂〉。 

   曾瑞媛（1994）則是在客家童謠的評析中，對當今創作客語歌謠提出以下看法（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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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創作客家童謠特色 

項目 創作客家童謠特色 

字音 一字配一音或一字多音為主 

節奏 視歌詞情況不同有不同節奏 

音域 八度居多 

音階 多為五音音階 

曲式 二段體為主 

句型 大多為長短句 

押韻 一韻到底、換韻各半 

修辭 疊字（詞、句）為多數 

形式 齊唱或獨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民謠 

  客家民謠有時候也稱為客家山歌，這與傳唱的空間有關係，客家山歌大多是歌者在

茶山採茶工作時所唱，以排遣漫長且孤寂的工作，或作為工作間的休閒娛樂。這種情況

下的客家山歌，隨著演唱者與工作情境改變，而有不同的歌詞內容；至於歌唱者所使用

的曲調並非各唱各調，而是利用若干固定曲調，即興的填入唱詞（呂錘寬，2005）。客家

山歌極具有客家歌謠的韻味，但由於客家口音因地區而不同，且歌詞大多是即興、唱法

自由、並有較多裝飾音和半音的使用，故以現代樂譜來掌握其韻味是非常不容易的。 

  音樂學者楊佈光（1983）、賴碧霞（1993）、楊兆禎（2000）、呂錘寬（2005）等人，

曾針對客家民歌中的音樂要素作進行探討，綜合上述學者的論述，並參考徐瑜瀅（2008）

之研究，對客家民歌的特色做以下描述（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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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客家民歌特色 

項目 特色 

曲式 1.多為二段體。 

調性 1.以小三和弦為基礎； 

2.老山歌調、山歌仔調以 La、Do、Mi 三音為主；平板調、小調以五聲音階為主； 

3.旋律受客語聲調影響很大。 

音程 

 

1.老山歌調、山歌仔調常使用完全四度； 

2.平板調、小調常使用大二度及小三度。 

音域 1.老山歌調音域在 8 度內； 

2.山歌仔調音域在 12 度以內； 

3.平板調音域在 10 度以內。 

節奏 1.多屬於二拍或四拍子； 

2.老山歌調節奏較自由。 

歌詞 1.大多是七言四句； 

2.內容通常是即興。 

終止 1.大多使用二、三、四度音程。 

樂器 1.即興時，使用樂器伴奏較困難； 

2.為演出可加入弦樂器、打擊樂器。 

演唱形式 獨唱、說唱、擂台鬥歌、對唱、齊唱、合唱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楊兆禎（2000）認為客家人擁有很多洋溢著鄉土芬芳、滿懷清感而獨具風格的客家

民謠，每一首都優美生動、真摯純樸、流暢自然。客家歌謠伴隨著客家人度過篳路藍縷、

披荊斬棘的奮鬥生活，客家人的生活因客家歌謠而快樂，並得到安慰。以下參照楊兆禎、

曾喜城（2004）對客家民歌提出之分類及特色，將歌曲分為老山歌調、山歌仔調、平板

調、小調進行討論： 

 

1. 老山歌調 

  老山歌調是歌者在這座山唱給另一座山的人聽的，音提的很高，拉的很長，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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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o、Mi三個音為主，並巧妙運用各種裝飾音和微分音。所有七言四句的歌詞，都可

以用老山歌調唱出，老山歌調悠揚豪放、節奏流暢、自由、可無伴奏，是最動人，但也

最難唱好的調（表 2-1-4）。 

 

表 2-1-4 老山歌調特色 

名稱 特色 

老山歌調 1. 或稱為「大山歌」，是客家山歌中最古老的曲調； 

2. 演唱聲音拉的長又高； 

3. 沒有固定歌詞，大多即興； 

4. 歌詞常為情歌、勸世歌或大自然歌； 

5. 歌詞為七言四句； 

6. 使用 La、Do、Mi 三個音為主； 

7. 多運用裝飾音及微分音； 

8. 節奏自由，無須伴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 山歌仔調 

  山歌仔調也稱「山歌指調」，由老山歌演變而來，於較小、較近的地方演唱，所以不

像老山歌必須拉的又高又長。山歌仔調有許多與老山歌相同之處，如同樣使用 La、Do、

Mi 為主、多使用七言四句歌詞，但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山歌仔調具有明顯的節奏，大多為

四拍子，一板一眼，清清楚楚，不像老山歌自由即興，除此之外，通常都是有伴奏的（表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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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山歌仔調特色 

名稱 特色 

山歌子調 1. 由老山歌演變而來； 

2. 曲調不如老山歌那樣高、長； 

3. 歌詞不固定； 

4. 歌詞音節分配多為「二字、一字、一字、二字、一字」組合而成； 

5.  使用 La、Do、Mi 三個音為主； 

6.  具有明顯節奏； 

7.  歌詞為七言四句； 

8.  通常有伴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 平板調 

  平板調又稱為「改良調」，是由老山歌及山歌仔調演變而來；和老山歌及山歌仔 

調一樣，平板調可用七言四句歌詞唱出且與山歌仔調非常類似，節奏規律多屬於四拍子，

但使用的音階擴大，屬於五聲音階系統，微分音的使用也較少，是最適合初學者入門的

調式（表 2-1-6）。 

 

表 2-1-6 平板調特色 

名稱 特色 

平板調 1. 曲調平坦順暢，容易演唱。 

2. 可在茶園、家庭或戲台演出。 

3. 歌詞可用七言四句，也可自由。 

4. 歌詞配法與山歌仔相同。 

5. 多為四拍子。 

6. 為五聲音階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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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調 

  老山歌調、山歌仔調、平板調以外的很多客家民謠大多都有歌名，一種唱腔就代 

表一首歌，歌詞大多是固定的，也可以有即興，總稱為小調。小調歌曲有：病子歌、挑

擔歌、桃花開、出一朝、十二月古人、撐船渡、十八摸、苦力娘、送金釵、糴酒、思戀

歌……等。 

 

（三）流行歌曲 

所謂現代客家流行音樂，其實是與山歌、八音等傳統客家音樂區隔的一種說法（劉 

楨，2005）。謝俊逢（1994）指出，受到 1974 年興起的校園民歌風潮影響，許多客籍作

曲家，包含涂敏恆、呂金守、吳盛智等人開始創造客家新歌，開創了客家運動的風潮，

使臺灣的客家歌謠進入新的里程碑。雖然有堅持客家歌曲文化傳承意義的人士，對流行

客家歌曲存疑，但劉楨認為流行歌曲是偏向消費型的文化產物，過分強調文化承載性，

反而會侷限創作者的思考。在現今母語能力流失嚴重的情況下，以歌曲來推廣客家話，

進而延續客家文化是很重要的方式。 

  歌曲的發展與社會脈絡是息息相關的，以下就楊國鑫（1998）、顏志文（2005）、

劉楨（2005）的論點，依照年代整理如下（表 2-1-8）： 

 

表 2-1-7 客家流行歌曲發展脈絡 

時期 年代 內涵 代表 

新曲初探時期 1914-1934 1.日治時期仍以演唱傳統北管、客家民歌、小

調為主，或將當時流行句種曲調、民歌等轉為

客語演唱，光復後才有大規模轉化； 

2.歌曲具有濃厚愛國情操。 

 

翻唱歌曲時期 1963-1980 1.日治時期民族歌曲受到壓抑，光復後才復甦； 

2.閒暇之餘除了看平安戲、撮把戲，廣播是最

重要的娛樂； 

3.上海國語歌曲風行，日本演歌形式翻譯曲、

改編曲不少； 

4.客家音樂唱片公司：苗栗的美樂、中壢的遠

東、臺北的惠美、鈴鈴、月球等； 

文光〈斷情〉、明朗（本

名呂金守）、賴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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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光、明朗共同編寫之「李文古」唱片劇大

受好評造成轟動。 

創作萌芽期 1981-1987 1.政府禁止方言，導致鄉土語言流失； 

2.中美斷交，歌曲充滿愛國情操及理想。 

吳盛智〈無緣〉、池秋美

〈捱係中國人〉、涂敏恆

〈大憨牯汽車〉 

山歌班時期 1988-1991 1.客家流行音樂蓬勃發展時期； 

2.各地成立客家唱片（傳播）公司； 

3.本期創作大將：涂敏恆、林子淵； 

4.代表歌曲眾多：〈客家本色〉、〈細妹仔恁

靚〉、〈伯公伯婆〉、〈吾係你介人〉、〈一

枝擔竿〉； 

5. 〈客家本色〉歌曲描述客家祖先渡海來臺歷

史及祖訓，被譽為客家國歌。 

鄧百成、劉平芳、魏海珊 

新臺灣音樂運

動時期 

1992-2000 1.以滾石唱片「新寶島康樂隊」發行為開始，

是客家音樂第一次用主流音樂的包裝型式打

進主流市場的作品； 

2.受民歌餘風及創作比賽的影響，產生許多優

秀創作歌手； 

3.臺灣第一個客家話演唱流行歌曲的搖滾樂團

－硬頸樂團； 

4.客家流行歌曲創作者及演唱者大幅成長。 

謝宇威、黃連煜、顏志

文、陳永淘、山狗大音樂

工作室、〈你記得嗎?〉、

〈多情兄〉、〈山歌搖

滾〉、〈係麼人佇介唱山

歌〉、〈頭擺介事情〉……

等 

客家發聲－ 

多元時期 

2001-至今 1.風雲雜誌（現客家雜誌）推動客家發聲運動，

1994 年成立寶島客家電台； 

2.出版劉劭希客家電音舞曲專輯「嘻哈客」； 

3.2001 客家委員會成立； 

4.2003 客家電視開播、金曲獎增設客家流行音

樂獎。 

顏志文、陳永淘、謝宇

威、劉劭希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客家流行歌曲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在 1934 年至 1963 年間，因日治時期受到壓迫，

沉寂長達將近 30 年，光復後才漸漸復甦。而不同時期的發展情況也各有其特色，這其中

對客家流行歌曲發展最重要的就是 1988 至 1991 年的山歌班時期。山歌班早期是由胡泉

雄、賴碧霞等在推廣傳統山歌時所成立，而後也開始教授客家、閩南甚至國語流行歌曲，



 

20 
 

師資主要是山歌比賽的得獎者或出版唱片歌手。客家山歌不像閩南或國語歌曲有媒體的

曝光度及傳唱度，且客家山歌具有即興演唱的特色，因此山歌傳唱必須仰賴老師口傳心

授，故此時期山歌班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對客家流行歌曲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二、國小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客家歌謠所佔比例情形 

    教科書係指編者依據課程綱要，將各科教材編列組織，提供學校教師教學及學習使

用的圖書，包含課本、學生習作、教學指引等（康瓊文，2000）。以往教科書都是由國

立編譯館統一編輯，臺灣所有國民小學都使用同一個版本的教科書，直到八十五學年度

起，國民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為審定本，教科書市場呈現多元風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分為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本研究僅探討音樂教材

之內容。 

     

（一）各冊教科書歌曲分析 

  本研究對象為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為瞭解九

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情況，故選擇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出版之教科

書進行歌曲數量分配之分析。一、二年級為生活課程教科書；三至六年級為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教科書，包含康軒、南一、翰林共三個版本，以下就教科書進行客家歌謠所佔

比例情形之分析。 

  在歌曲分析上，研究者以歌詞和曲調作為判斷依據，將歌曲分為國語、福佬（包含

閩南語）、客家、原住民四類；由於各版本教科書中除了單元歌曲之外，亦會額外補充

歌曲，故在分析中將一併列入討論，以求資料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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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康軒版教科書歌曲數量分配情形 

       年級 國語 福佬 

 

客家 原住民 總計 

 

99

學

年

度 

一 28 1 1 0 30 

二 27 0 0 1 28 

三 35 1 0 1 37 

四 28 1 0 2 31 

五 34 2 0 1 37 

六 27 4 3 4 38 

總計 179 9 4 9 201 

 

100

學

年

度 

一 28 1 1 0 30 

二 27 0 0 1 28 

三 35 2 1 2 40 

四 28 1 0 2 31 

五 34 2 0 1 37 

六 33 4 3 4 44 

總計 185 10 5 10 210 

 

101

學

年

度 

一 30 0 0 0 30 

二 27 0 0 1 28 

三 35 3 1 2 41 

四 26 2 0 1 29 

五 28 2 0 1 31 

六 32 6 2 4 44 

總計 179 13 3 9 204 

 

102

學

年

度 

一 29 0 0 0 29 

二 22 0 0 0 22 

三 35 3 1 2 41 

四 27 2 1 2 32 

五 30 2 2 1 35 

六 33 6 3 4 46 

總計 176 13 7 9 205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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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南一版教科書歌曲數量分配情形 

       年級 國語 福佬 客家 原住民 總計 

 

99

學

年

度 

一 25 5 1 2 33 

二 37 1 2 1 41 

三 32 7 1 2 42 

四 31 3 4 4 42 

五 25 2 4 4 35 

六 19 7 2 3 31 

總計 169 52 14 25 260 

 

100

學

年

度 

一 26 5 1 1 33 

二 37 3 2 0 42 

三 28 1 1 1 31 

四 30 3 4 4 41 

五 24 3 3 3 33 

六 21 7 4 3 35 

總計 166 25 15 12 218 

 

101

學

年

度 

一 26 3 0 1 30 

二 33 3 2 0 38 

三 20 0 0 0 20 

四 29 4 0 1 34 

五 29 3 3 4 39 

六 21 7 4 3 35 

總計 158 20 9 9 196 

 

102

學

年

度 

一 25 3 0 0 28 

二 28 2 1 0 31 

三 20 0 0 0 20 

四 22 3 0 2 27 

五 20 5 3 5 33 

六 21 7 4 3 35 

總計 136 20 8 10 174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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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 翰林版教科書歌曲數量分配情形 

       年級 國語 福佬 客家 原住民 總計 

 

99

學年

度 

一 27 1 0 1 29 

二 29 2 0 1 32 

三 28 2 0 0 30 

四 26 3 0 0 29 

五 24 4 2 3 33 

六 22 4 0 0 26 

總計 156 16 2 5 179 

 

100

學年

度 

一 28 0 0 0 28 

二 28 2 0 1 31 

三 29 2 0 0 31 

四 26 2 0 0 28 

五 22 6 2 3 33 

六 22 3 0 0 25 

總計 155 15 2 4 176 

 

101

學年

度 

一 28 0 0 0 28 

二 29 1 0 1 31 

三 25 2 0 0 27 

四 26 2 1 0 29 

五 24 6 3 3 36 

六 22 3 0 0 25 

總計 154 14 4 4 176 

 

102

學年

度 

一 25 0 0 0 25 

二 29 1 0 1 31 

三 25 0 0 0 25 

四 28 1 2 0 31 

五 24 8 2 3 37 

六 21 3 0 0 24 

總計 152 13 4 4 173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由表 2-1-8 至 2-1-10 統計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康軒、南一、翰林版六個年級教

科書歌曲選用情形發現，國語歌曲佔教科書比例最高，其次為福佬歌曲、原住民歌曲，

最後為客家歌曲。三個版本中，以南一版本選用客家歌謠為最多，翰林版本選用客家歌

謠為最少。各版本內容每年皆有些微調整，一百學年度時，因九七年修正之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實施，故調整內容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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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版本教科書選用之客家歌謠曲目 

根據上述各版本教科書所選用之客家歌謠，依出現年級、歌謠名稱、教學目的及歌

詞內容分類方法歸納為表。 

 

表 2-1-11 99 至 102 學年度各版本教科書選用之客家歌謠 

版本 年級 歌謠 分類 教學目的 總計 

康軒 （一上） 楊搖仔 童謠 歌唱 5 

（三上） 火焰蟲 童謠 歌唱 

（四上） 挑擔歌 民謠 歌唱 

（五上） 天公落水 民謠 欣賞、歌唱 

（五上） 客家本色 流行歌曲 欣賞、歌唱 

南一 （三下） 揚搖仔 童謠 歌唱 10 

 

 

 

 

 

 

 

 

 

（四上） 生日快樂歌 童謠 歌唱 

（四上） 採茶歌 民謠 欣賞 

（四上） 阿啾箭 童謠 歌唱 

（四下） 月光光 童謠 歌唱 

（五上） 光陰好 民謠 歌唱 

（五下） 油菜花 童謠 歌唱 

（六上） 撐船調 民謠 欣賞、歌唱 

（六上） 挑擔歌 民歌 欣賞 

（六下） 食飽未 民謠 歌唱 

翰林 （四下） 催眠曲 童謠 欣賞 4 

（四下） 桃花開 民謠 歌唱 

（五上） 桃花開 民謠 欣賞 

（五上） 撐船調 民謠 歌唱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研究者統計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三個版本之教科書：發現客家歌謠出現次數明顯

少於國語、福佬及原住民歌謠，顯示客家歌謠在教科書中較不受到重視、客家歌謠教學

確實存有式微的危機。教科書中出現過的客家歌謠（含歌唱曲及欣賞曲）共有 15 首，各

版本選用的客家歌謠曲目變化不大，僅在年段上有調整；出現的歌曲當中，僅有〈撐船

調、挑擔歌〉二首歌謠被兩個版本教科書在不同年級採用，這顯示客家歌謠的共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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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歌唱曲明顯不足，且歌曲選用大多為配合單元教學，並非依照難易程度先後排序。教

科書內容相關研究中，康瓊文（2000）及林昀珊（2011）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客家歌謠在

教科書中出現次數較低，故客家歌謠教學情況確實令人擔憂。本研究除了探討教師使用

教科書進行客家歌謠教學的情況，也希望瞭解除了教科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補充教材

可供使用。 

 

三、客家歌謠比賽 

    教育部在 2000 年為了培養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的興趣、加強各級學校鄉土歌謠

教學，以推展本土音樂教育，依據藝術教育法第二十四條：「為提升社會藝術水準，各級

主管教育、文化行政機關應整體規劃及推展社會藝術教育活動，並結合或輔助各公私立

機構、學校及社會團體舉辦相關活動。各級主管教育、文化行政機關、社會教育、文化

機構得設或附設展演團體」，訂定《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並載明鄉土歌謠

的比賽目的為培養教師與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之興趣、提升音樂素養，加強各級學

校師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推展鄉土歌謠教學，落實本土音樂教育。自八十九學年度起

舉辦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每學年舉行一次比賽，由當時的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現

已改為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八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共舉辦十二屆比賽，其中九

十四、九十五學年度因政策改變而停辦；九十七至一百學年度改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主辦，一零一學年度後開始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在九十六學年度，增設教

師組，共四組，自此改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本研究所指之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即為在新北市舉行的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

賽客家語系類之初賽，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自行主辦，比賽辦法由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訂定，相關實施要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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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  102 學年度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 

比賽組別 1. 國小組 就讀於本市公私立小學學生組成之團隊，不得跨校組之； 

2. 國中組 就讀於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組成之團隊，不

得跨校組之； 

3. 高中職組 就讀於本市公私立高級中學高中部及高級職業學校、五專一、二、

三年級及七年一貫制大學一、二、三年級之學生組成之團隊，不得

跨校組之； 

4. 教師組 任教於本市公私立學校教師及退休教師組成之團隊，含實習老師、

代課老師及大專院校教師，得跨校組之，退休教師人數不得逾全隊

三分之ㄧ，需以校為單位進行報名。 

比賽項目 1.福佬語系類   

 2.客家語系類   

 3.原住民語系類   

比賽方式 分區方式 1. 一區：板橋區、土城區、三芝區、石門區、淡水區、帄溪區、貢

寮區、瑞芳區、雙溪區； 

2. 二區：三重區、蘆洲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深坑區、汐

止區、金山區、萬里區； 

3. 三區：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 

4. 四區：八里區、五股區、林口區、泰山區、新莊區、三峽區、樹

林區、鶯歌區。 

參賽對象 1. 任教本市或於本市退休之教師； 

2. 就讀本市高國中小學之學生。 

評分基準 技巧及風格：60％、音色：20%、指揮及伴奏 20%。 

獎勵基準 1.  特優：平均分數 90 分 以上。  

2.  優等：平均分數 85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  

3.  甲等：平均分數 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者。  

4.  評分未滿 80 分者，概不錄取，亦不列入等第。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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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歌謠教學與比賽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客家歌謠研究大多著重在探討創作者及其背景、風格、作品內容等，而教

學方面則主要是與客家歌謠班或學校一般教學相關；至於比賽方面相關研究，則以研究

參賽曲目為主，以下列表說明。 

 

表  2-1-13  國內客家歌謠教學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2001 李雪燕 國小教師 國小低年級客家歌

謠教學實施之行動

研究 

1.客家歌謠能做為國小低年級學生學習客語的教

材； 

2.客家歌謠能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3.教材應顧及學生生活經驗及學習興趣； 

4.發音困難的指導可善用各種注音符號及手勢提

示。 

2003 林韻娟 國小教師 客家歌謠在六堆地

區國民小學班級與

社團音樂教學之個

案研究 

1.教師可將歌謠的曲調，移到較舒適的歌唱音域，

或以樂器演奏及欣賞活動等形式來進行教學； 

2.相關單位應儘快成立客家歌謠的曲譜資料庫，將

其依風格、曲式、難易度等項目加以分類，以提供

給各出版社或教師來選用教材； 

3.教師們需發揮合作教學的精神，來協同設計與客

家歌謠有關的活動。 

2005 張哲榕 國小教師 客語生活學校施行

客家歌謠教學之個

案研究 

1.客家語言班教師施行歌謠教學之理念為引起學

習動機、讓學生容易學習與營造學習環境，其教材

與課程設計活潑； 

2.客語歌謠班教師之教學理念為自然、生活化與結

合奧福律動之教學，其教材與課程設計具多樣性； 

3.歌謠班學習成效良好，對學校、教師與學生皆有

正面影響。 

2006 黃立涵 客家歌謠

民族藝師 

客家歌謠之多媒體

於教學應用研究 

透過教師製作之多媒體教學媒材，可以有效提昇中

學階段學生對於傳統藝術客家歌謠的認識，以及對

客家文化的正向接觸，教學過程師生互動關係良

好。 

2008 徐瑜瀅 六年級學

童 

高高屏地區實施

「客語生活學校」

學生對客家歌謠態

度調查研究 

1.居住於非六堆地區的學童對於客家歌謠的態度

較六堆地區學童積極； 

2.客語能力較佳的學童，在客家歌謠各項態度上表

現較正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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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持鼓勵態度的學童，在客家歌謠態度的整體

表現上最正向積極； 

4.母親族群為客家籍的學童，在客家歌謠態度的整

體表現上皆較積極正向；父親族群為客家籍的學

童，在對客家歌謠的功能及重要性的認知態度上沒

有影響，僅在客家歌謠的喜愛及認同態度以及學習

態度較為正向； 

5.居住於非客家地區的學童對非客家族群音樂的

喜愛及認同態度較居住於客家地區學童正向。 

2009 宋淑貞 高雄市客

家歌謠班 

高雄市「客家歌謠

班」之現況、發展

與文化傳承 

透過全球化影響下之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審視客

家歌謠班未來的發展，並提出建立相關制度、創新

觀念與演出、加強行銷與包裝、建立完善設備與服

務、及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具體建議。 

2013 古綺靚 臺北市客

家歌謠班 

臺北市客家歌謠班

推動客家文化成效

之研究-以台灣客

家山歌團為例 

1.「台灣客家山歌團」在歷年來辦理的客家文化活

動，對客家文化的推動上有顯著的成效與影響，包

括：凝聚客家族群向心力、客家師資培訓的成效、

提昇表演藝術型態、改變客家固有印象、達成客家

文化傳承的目的； 

2.客家山歌團在推動客家文化之困難在於缺乏年

青人的參與、部分團員客語能力不足、場地限時使

用、政府經費補助有限、經營管理與經費不足、優

秀人才流失等。 

2014 彭玉錢 臺北市客

家歌謠班 

臺北市客家歌謠班

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1.臺北市的客家歌謠班由發展期進入了變遷期，現

已為穩定期； 

2.因為有政府每年固定經費的補助，歌謠班已呈現

不易突破的飽和狀態； 

3.年輕人是將來客家歌謠班接棒的關鍵，唯有使客

家世代人文生根，才能讓客家歌謠班傳承客家的命

脈，永遠生生不息。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BTlqR/search?q=auc=%22%E5%AE%8B%E6%B7%91%E8%B2%9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BTlqR/search?q=auc=%22%E5%8F%A4%E7%B6%BA%E9%9D%9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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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4  國內客家歌謠比賽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2008 高如玫 決賽曲目 全國學生鄉土歌謠

比賽研究－以決賽

曲目為對象 

1.越來越多學校投入訓練學生演唱鄉土歌謠的工

作，確有達成加強各級學校鄉土歌謠教學的目標； 

2.原住民語系是最見保其原本特色的組別，從大部

份福佬語系和客家語系參賽者所展現的精緻風格

看來，和鄉土歌謠原本的面貌似乎相差甚遠。 

2012 何心怡 決賽自選

曲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比賽自選曲之研究

-九十六~九十八學

年度國小組為例 

客家語合唱曲之歌詞類型以趣味類 31.03%最多;歌

曲為全新創作佔 70.69%,在選用次數上,以"客家本

色"及"花樹下"各六首最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述與客家歌謠教學相關的研究中，研究對象以教師占多數，針對客家歌謠班有三

筆，僅有一筆對象為學生；與客家歌謠比賽相關的研究中，主要著重在分析曲目的選用

及特色，未針對教師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方面進行探討。   

  參考本節相關文獻內容後，研究者擬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一，探究新北市參加國小

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以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30 
 

第二節 教師自我效能理論與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自我效能之理論與研究，分別從自我效能、教師自我效能、國內

外教師自我效能相關研究等三面向進行探討。 

 

一、自我效能 

  教師自我效能之興起與應用主要是自 Bandura（1977a）的自我效能論中衍生而來，

因此，在探討教師自我效能之前，應先瞭解自我效能的概念。 

 

（一）自我效能之背景 

    自我效能理論源自心理學家 Bandura 的學說。Bandura 反對行為學派的主張，強調個

人思考對心理運作的影響，且認為個體行為並非受立即後果所控制，而是受到認知機制

（cognitive mechanism）的影響，這個認知機制即稱為自我效能（朱陳瀚思，2002）。在

Bandura 的理論中，形成自我包含兩個重要因素：自我增強及自我效能；其中，自我效能

是影響個人面對事物成功與失敗的關鍵，當一個人擁有強烈的自我效能時，就會相信自

己有能力去完成重要的工作任務。 

  Bandura 認為自我效能透過四種方式：認知、動機、情感及選擇來調節人的信念。在

認知上，個人的思考會受到自我效能的影響，而個體是根據行動的結果和預期來訂定行

為的目標和方向（謝寶梅，1995）。在 Bandura 提出此理論後，自我效能論即成為研究教

師自我效能之重要理論基礎。 

 

Bandura 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本身執行某一事物能力的效能預期，並指出自我效

能的四項主要資訊來源為（簡玉琴，2002）： 

1. 表現的結果（performance attainment） 

  表現結果是影響自我效能最重要的原因，亦即先前成功的經驗可以提供自我及往後

行為與能力的預測。若先前的經驗是成功的，則證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將會提高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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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若是失敗的，則會降低自我評價及自我效能。 

2. 觀察他人表現的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 

  替代經驗指的是當個人看到他人類似或相近的行為表現時，個人將會提升或降低自

我效能，因為藉由觀看他人的表現，可以進一步評估自己的能力並推論可能的結果。當

他人類似行為結果為成功時，個人之自我效能會提高，反之則會降低。 

3. 言詞說服（verbal persuasion） 

  言詞說服是指藉由他人鼓舞性的談話或正面的回饋，提升個人自我效能，使之相信

自己有能力並且可以達到成功的結果。 

4. 生理及心理狀況（physiological and emotional status） 

  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反應也會影響到自我效能之高低，在自我效能的過程中，如果受

到生理和心理壓力的影響，可能會導致較低的自我效能，反之則會提高個人的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較低者，容易因失敗經驗而降低個人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較高者，即使

面對困難和挑戰，也比較能夠繼續努力克服挑戰，因此強化個人自我效能，可以促進其

行為之改變。 

 

（二）自我效能之意義 

Bandura（1982）認為自我效能是指適應生活所感受之恰當、有效率和能夠勝任的 

感覺，它是個人知識或技能與行為間的重要中介因素，是個人對於自己能夠獲得成功所

具之信念。自我效能的增加與降低會隨著自我是否能達到一定標準而改變，因此自我效

能對個人往後的行為和目標有重大的影響，也是個人決定改變行為的重要因素。瞭解影

響自我效能改變的因素，可以幫助個人建立並提升自我效能的策略，增加成功經驗，降

低失敗經驗，適時調整個人行為的認知機制。 

 

二、教師自我效能 

  Bandura（1977b）認為自我效能之判斷會影響個人思考、選擇、感受、動機、行為

等表現，並進一步影響個人所選擇從事的活動、願意付出的努力程度、持續性及情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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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自我效能包含兩個部分，一是有關個人能否成功執行完成某種結果必要的能力

判斷，稱為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s）；二為某一行為導致某一結果的估計，稱為

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兩者關係如圖 2-2-1 所示。 

 

 

 

 

 

 

 

 

圖 2-2-1 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之關係 

資料來源：Bandura (1977, p.193).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Bandura（1997）認為教師自我效能由兩個獨立向度構成：教學自我效能與個人自我

效能。教學自我效能是指教學工作能影響學生學習的預期，是一種結果預期的概念；而

個人自我效能是指教師個人對本身具備影響學生學習能力的評估，是一種效能預期的概

念。 

   

  從文獻中發現，國內外研究教師自我效能的學者甚多，但所使用的詞彙不盡相同，

國外有稱“teacher efficacy”、“teacher effectiveness”、“teacher self-efficacy”、“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國內有稱「教師效能感」、「教師自我效能」、「教師效能信念」、「教學自我效

能」、「教師自我效能感」、「教師自我效能認知」等，雖然詞彙略有不同，但代表的意義

卻很相近，主要都是在討論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對自己教學能力的知覺及信念，及

其影響教學態度及行為的認知機制（Bandura，1993；陳美言，1998）。在本研究中，研

行為 個人 結果 

效能預期 結果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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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參考 Bandura（1993），將上述名詞統稱為「教師自我效能」。 

 

  Ashton 等人（1982）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對自己能夠完成所有教學活動的

信心。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將教師自我效能區分為三個面向：個人效能（personal 

efficacy）、教學效能（teaching efficacy）、個人教學效能（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個

人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於成為一位有效能教師的一般意識；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於教學

和學習之間關係的信念；個人教學效能則是整合個人效能和教學效能，即教師對於成為

有效能教師及教學與學習之間關係的信念。 

 

  Gibson & Dembo（1984）將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應用到教師自我效能上，包含

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s）、結果預期（results expect）、個人教學效能（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一般教學效能（teaching efficacy）。效能預期指的是教師對自己能夠影

響學生正面改變的能力之評價和信念；結果預期反映教師能夠控制教學環境的程度，例

如不管家庭背景、智商為何，所有學生都是可被教導的；個人教學效能指教師所具有幫

助學生學習的教學能力和技巧之信念，一般教學效能指教師能克服環境以改變學生能力

的信念。 

 

  Hoover 等人（1987）認為教師自我效能即教師對自身教學能力及專業知識之自信程

度，Hoover 等人將教師自我效能分為三個面向：1.教師認為自己能夠有效地從事教學工

作；2.教師認為自己的學生具備學習能力；3.教師認為自己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在教學需要

時能夠充分發揮。 

 

  Skaalvik & Skaalvik（2010）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對自己本身能力的信念，包

括為了達到教育目標所需具備的計畫、組織與發展相關活動的能力，其內涵包括：1.有效

教導學生的能力；2. 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所採取的適當教學策略；3.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的能力；4.維持良好班級紀律的能力；5.與學校同事及家長的合作能力；6.應對變化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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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能力。 

 

  劉威德（1994）指出教師自我效能即教師對於自己教學能力的認知，此教學能力包

含 1.積極正面教導學生；2.消極抗衡外界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不良的影響；3.導正社會大

眾影響的效能；4.個人從事學科教學的效能；5.對於學生常規管理的效能。 

 

  孫志麟（2001）則認為教師自我效能指的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對自己教學能

力的一種信念，包括個人可以正面影響學生學習以及抗衡外在環境對教學負面影響的能

力判斷，分為個人教學效能及一般教學效能。 

 

  簡玉琴（2002）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能夠依據教學計畫教

學，達成教育目標，促進有效的教與學，分為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陳秀如（2009）認為教師自我效能為在教育環境中，教師對於自己能夠正向影響學

生學習、班級經營策略、教學能力影響學生學習程度及轉換外在環境等能力的信念。 

 

  從上述的文獻可得知教師自我效能之意義，因為研究及關注焦點不同而有多重的定

義，而大多研究將教師自我效能指向能夠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並達成教育目標的表現。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個人教學能力、

技巧，及教學成果預期之判斷，是一種未來導向的信念。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將教師自

我效能區分為以下兩個面向： 

  1.個人教學自我效能 

  指教師自己本身所具備的教育專業能力與技巧，可使其在專業角色扮演稱職的自信

程度，也就是教師對個人教學能力的評估。包含：(1)教師專業效能：教師評估自我教導

音樂課程所需的專業知能，如演奏（唱）技巧、音樂教育理論等信念。(2)教學執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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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估自我使用教學法、輔助媒體及設計新教材能力的信念。(3)教學革新效能：教師

運用新的知識及觀念，瞭解時代及環境的影響，能夠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並創新教學，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 

    2.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指教師受限於家庭、學校、社會等外在不利因素，仍肯定教學能對學生的學習與行

為產生助益。也就是教師預期自己的教學工作能影響學生學習之程度。 

 

參、教師自我效能相關研究 

大部分教師自我效能之研究都以 Bandura 為基礎，由於 Bandura 認為人類的行為和環境

以一種交互決定的過程在運作，因此，有關教師教學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都與教

師的教學行為、教學環境以及個人自我知覺三方面相關。 

    國內外關於自我效能的研究眾多，以下就年代列表說明（表 2-2-1；表 2-2-2）。 

表  2-2-1  國外教師自我效能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1974 Barfield & 

Burlingame 

國小教師 教師控制意識

及自我效能之

相關研究 

1.學區社經地位較低的教師，比中、高社經地位地

區教師對學生的控制意識更加保守； 

2.相較高自我效能教師，較低自我效能的教師，對

學生的控制意識更加保守； 

3.控制意識可能表明學校經營的模式。 

1981 Rose & 

Medway 

國小四年

級教師 

教師控制信

念、教師行為及

學生行為對學

生學業成就之

影響 

透過適當的控制學習環境，可讓學生進行更有效且

適當的學習活動，得到較高的學習成就。 

1984 Gibson & 

Dembo 

教師自我

效能 

發展教師自我

效能量表 

1.在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時，不應侷限於單一教學情

境； 

2.應更切確的探討工具的效度； 

3.進行教師自我效能探討時，須兼顧教師的個人特

質； 

4.應探討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師對於任務的堅持度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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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時，必須同時觀察學生學習情

況； 

6.應探究教師自我效能和學生學習成就之關係。 

1990 Woolfolk, 

Rosoff & 

Hoy  

6、7 年級

語文教師 

教師自我效能

與管理學生信

念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個人教學效能與控制意識呈負相關； 

2.國小教師一般教學效能與控制意識呈負相關； 

3.國小教師一般教學效能與動機信念呈正相關。 

1992 Smith 國小教師 小學教師領域

感、教師自我效

能與工作滿足

關係之研究 

1.一般教學自我效能與現在及一般工作滿足有顯

著相關； 

2.個人教學效能與現在工作滿足有顯著相關； 

3.人口變項影響很小。 

1995 Sarabun 國小教師 教學自我效能

與任教年資之

關係：一所小學

之個案研究 

1.任教年資與教師自我效能無顯著相關； 

2.教師效能知覺與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可能有關，而

此關係可能因年資經驗的不同而不同。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2-2-2  國內教師自我效能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1992 王受榮 國中小教

師 

我國國民中小

學教師效能及

其影響因素之

研究 

1.國民中小學教師效能因教師個人、教室情境、學

校情境、社會情境因素之不同而有差異； 

2.教師效能影響因素可以有效預測我國國中國小

教師效能，且該影響因素與其教師效能間有典型相

關存塹。 

1996 顏銘志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信念、教師

效能與教學行

為之相關研究 

1.國小教師教學信念大部份趨向進步取向，但不同

變項間仍有差異存在； 

2.國小教師在「內控性教學效能」上偏向高效能，

在「抗衡性教學效能」上偏向低效能。教學年資和

教師效能成正相關； 

3.國小教師教學行為雖大部份趨向進步取向，但強

度卻較教學信念低； 

4.「內控性教學效能」對教師教學行為的解釋力最

大，次為教師對「學生差異」的信念。 

5.國小教師教學行為趨向進步取向的強度因教學

信念趨向進步取向強度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6.國小教師教學行為趨向進步取向的強度因教師

效能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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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陳馨蘭 國中小教

師 

教師人格特

質、自我效能、

學生行為信念

與班級經營風

格之相關研究 

1.不同的任教學校、教學年資的教師在自我效能上

均有顯著差異；而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務狀況、服務學校班級數在自我效能上則無差異存

在； 

2.教師的四項人格特質與自我效能之間具有顯著

正相關。 

1999 周惠民 國小教師 原住民地區國

小教師自我效

能感與工作投

入之研究 

1.原住民地區男性教師的一般教學效能感顯著高

於女性教師，在個人教學效能感上則無性別差異存

在； 

2.師專、大學教育院校所畢業的教師無論在整體或

自我效能各層面皆顯著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

教師。 

1999 郭明德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自我

效能、班級經營

策略與班級經

營成效相關性

之研究 

1.國小教師整體自我效能得分屬於中等程度，但在

一般教學效能層面上偏低； 

2.教師特質因素（性別、服務年資、情境知覺、學

歷及專業訓練等）是影響國小教師自我效能的重要

因素。 

2000 洪靖惠 國中音樂

教師 

國中音樂教師

自我效能與生

涯規劃之研究 

1.國中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認知的加強，足以彰顯教

學成效，且能提升教學品質； 

2.自我效能與生涯規劃息息相關、相輔相成。 

2000 劉月娥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

專業決定與教

師效能感之研

究 

1.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決定與教師效能感在中等以

上程度； 

2.教師效能感因教師個人變項、學校環境變項之不

同而有差異； 

3.教師專業決定與教師效能感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即典型相關；專業決定程度高的教師其教師效能感

高。 

2002 朱陳翰思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

自我效能感與

專業之能關係

研究 

1.國小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專業知能會因個人背景

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2.國小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專業知能會因學校環境

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3.國小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專業知能之間的確存在

中度正向關係。 

2002 簡玉琴 國小教師 桃園縣國民小

學教師自我效

能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背景變項中，僅有最高學歷及任教年資在自我效能

上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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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洪嘉宏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

增權與教師自

我效能關係之

研究 

1.國小教師職務、性別、年齡、年資等背景變項，

在教師自我效能上有差異； 

2.學校地點與規模則沒有明顯差異。 

2003 陳惠萍 國小教師 高雄市國小教

師閩南語教學

態度與教師自

我效能感之研

究 

1.不同背景變項僅「專業背景」、「擔任職務」、「個

人使用母語」、「學校規模」有顯著差異； 

2.科任教師自我效能感高於級任教師。 

2003 孫志麟 國小教師 教師自我效

能的概念與

測量 

1.教師自我效能為一多向度的概念； 

2.此研究所發展的測量工具，可以反映教師在教學

領域細微層面的效能評估。 

2007 謝天合 國小教師 台南縣國小教

師班級經營信

念策略與自我

效能感之相關

研究 

1.國小教師具有良好自我效能感，並因年資及擔任

職務不同而有差異； 

2.服務年資 20 年以上且擔任主任者，自我效能感

最佳。 

2009 黃秀月 國小教師 高雄市國小教

師情緒管理、教

師自我效能與

師生衝突因應

策略之相關研

究 

1.年齡較高與年資較高之教師有較佳自我效能感； 

2.男性教師在一般教學中，自我效能感高於女性教

師； 

3.兼任行政之教師，教師效能感較級任教師佳。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述研究針對教師自我效能提出不同的測量方式，下列提出幾筆研究者主要參考的

工具進行探討。 

 

1. Barfield & Burlingame 教師自我效能量表（The Teacher Self-Efficacy Scale） 

Barfield & Burlingame（1974）評量教師自我效能的工具為「教師效能量表」，主要 

在於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學生管理理念的關係，內容包含 5 項題目：教學準備、教學

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教師專業，以同意或不同意擇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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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se & Medway 教師控制信念量表（Teacher Locus of Control Scale） 

Rose & Medway（1981）根據 Rotter 的期望理論編製「教師控制信念量表」，用來評

量教師在教室控制的知覺。此量表包含 28 題，其中一半呈現教師在教室控制的知覺；另

一半則呈現班級失敗的情境，可以測量出內外控信念不同的向度。張世慧（1999）研究

分析指出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 

 

3. Gibson & Dembo 教師自我效能量表（Teacher Efficacy Scale） 

Gibson & Dembo（1984）依據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中的「預期效能」及「結果 

效能」發展出 30 題教師自我效能量表，採李克特式 6 點量表的計分方式，經因素分析、

多特質─多向度分析及班級觀察，測量兩個主要因素「個人教學效能」、「一般教學效能」。

Fink（1988）曾指出此教師自我效能量表信、效度都相當良好，故後續許多研究皆參考

此量表。 

 

4.王受榮（1992）教師效能量表 

王受榮根據 Ashton（1983）與 Gibson & Dembo（1984）的評量工具，編製 40 題的 

教師效能量表。此量表採李克特式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內涵包括：教師個人因素、教室

情境因素、學校情境因素、社會情境因素等。 

 

5.顏銘志（1996）國民小學教師效能量表 

此研究工具以 Gibson & Dembo（1984）所編的教師效能量表為基礎，並參考蘭德公

司 2 個題項的敘述方式，用正反兩種陳述方式呈現量表。題目內容為國小教師從事教學

工作時，可能面對的各種教學情境與狀況。 

 

6.簡玉琴（2002）教師自我效能量表 

此量表以 Gibson & Dembo（1984）的量表分類為依據，並參考國內有關教師自我效

能的評量問卷，將問題向度方為兩個層面：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一般教學自我效能，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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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特式 4 點量表計分方式。 

 

7.孫志麟（2003）的教學自我效能量表 

  此量表以「我能」與「我不能」的方式編寫，重視預期效能的概念，而非結果效 

能。採用李克特式 4 點量表計分方式，內容架構分為六個向度：教學執行、班級管理、

學習評量、親師溝通、教學革新與環境轉化。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教師自我效能研究的結果發現，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學歷背

景、擔任職務等背景，均是影響教師自我效能的因素。參考上述相關研究並考量新北市

為客語人口眾多之區域，其客家歌謠教學亦與客語相關，故本研究分別選擇學經歷、年

資、客語能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教師作為主要探討變項。 

關於教師自我效能測量工具方面，可看出相關研究大多採用李克特式加總量表進行

測試，讓受試者依據自我感受及想法逐題作答，最後統計各題分數的總合，作為教師自

我效能各向度的指標。 

參考本節相關文獻內容後，研究者擬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二，探究新北市參加國小

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以 Gibson 及 Dembo 提出的

「個人教學效能」、「一般教學效能」量表為基礎，並參考簡玉琴（2002）、孫志麟（2003）

設計之自我效能量表，擬定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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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教學行為理論與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教學行為理論與研究，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份。首先探討教師教

學行為，其次為教師教學行為的分類，最後為教師教學行為的相關研究。 

  

一、教師教學行為 

    教學是一項有目的、有系統的行動，教學活動是一種「教」與「學」的雙向回饋歷

程（林進財，1998），包含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教師是學校的主體之一，教師與其

教學行為的表現，關乎學校教學活動的成敗（馬榮哲，2004）。就概念而言，教學行為及

教學實踐，是教學工作與實際行動的綜合，是思想、信念的外顯形式。孫志麟（2001）

從評量的角度分析，認為教學行為的內涵、指標、界定都是研究的重點，但卻見仁見智、

迄今仍未有定論。 

  關於教學行為之定義，國內外研究者常將教學行為及有效教學混合使用，有效教學

通常指的是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利用教學的原理原則，達到預期學習的目標，提升學生

的學業成就，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李國楨，2001）。但有效教學中的「有效」又包含

兩種意涵，一是「效果」（effect），即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及發展任務；另一是「效率」

（efficiency），即以最經濟有效及最高產值的方式，來達到教學的效果（方郁琳，1997）。

由於兩者都是強調教學過程中的行為，而有效教學含括在教學行為之下，故在本研究中，

將有效教學視為教學行為的一部分。為瞭解不同面向之教學行為定義，以下就國內外各

專家學者對教學行為的觀點及看法加以探討。如表 2-3-1、2-3-2。 

 

表 2-3-1 國外學者對教學行為的定義 

研究者 定義 

McCormick (1979) 指教師瞭解教學內容的結構與實質、學生的特性、熟悉學習原則

的運用，透過策略的應用使教學活動的進行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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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shine (1983)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包括複習以前所學的，適當呈現新教材，

引導學生團體學習，適當給予回饋與矯正，引導獨立練習，能定

期複習，以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 

Haigh & Katterns 

(1984)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有效控制整個教學的情境，提供學生最佳的

學習內容，以進行有效的教學 

Brophy (1988) 一位有效能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認為學生有能力學習，教師

有能力從事教學。 

Money (1992) 效能的教學應包含下列重要概念：1.有效教導主題內容的知識；

2.有效的師生溝通；3.良好的教材組織能力；4.有效激勵學習動機

的能力；5.親切的態度；6.良好教室管理技術。 

McHaney & Impey 

(1992) 

有效教學包括下列要項：1.課程設計與發展；2.教學觀的策略；3.

教學統整的策略：4.問題解決的策略；5.課程教材呈現的方式；6.

作業的指導策略；7.教學活動經驗的評鑑。 

Borich (1994) 有效教學行為必須符合五項重要指標：1.必須是明確性的；2.必須

是多樣性的；3.必須是任務取向；4.必須是全心投入；5.必須是提

高學習者學習成就的比例。 

Juhnston (2000) 有效教學是透過趣味性的教學方式，運用各種材料及多元策略以

促進學生學習。 

Gurney (2007) 有效教學的五個因素包含：1.教師知識、熱忱及對學習的責任感；

2.鼓勵學習的教室活動；3.藉由經歷鼓勵學習的評量活動；4.建立

學習過程的有效回饋；5.師生間有效的互動，創造尊重、鼓勵及

刺激學習的環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3 
 

表 2-3-2 國內學者對教學行為的定義 

研究者 定義 

林清山（1986） 有效教學是教師能有效應用教學心理學原則，如動機原則、順序原

則、學習遷移等，產生有效教學，幫助學生獲得有效學習，進而達

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簡紅珠（1988） 教師行為指的是教師在教學時穩定的言行，如：教學風格、維持教

室氣氛或與學生互動的行為。 

吳清基（1989） 有效教學是指一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重視教學績效，講求教學

方法，熟悉教材，鼓勵學生，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 

李俊湖（1992） 教師在教室中透過師生的互動歷程，運用有效的教學，採 

取一連串的策略行動及教學習巧，改變學生的行為，達成教育的目

標。 

湯仁燕（1993） 教學行為是教室在教學情境中，經思考後所表現的行為，會依其教

學信念而表現出來。 

李詠吟（1995） 有效教學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能設定一些教學改進目標、實

施、檢討與反省等過程，以加強自己的教學能力，同時抱持熱心、

愛心及溫暖的態度，並與同校教師討論教學方法要領，成為具有高

度專業水準的教師。 

陳玉蘭（1999） 有效教學行為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上明顯可見的教學行為。 

張世忠（2000） 有效教學是優秀教師尋求有效教學方法及策略。 

吳品玫（2000） 指出教學行為是教師表現在外，與教學動有關的一切行為。 

孫志麟（2001） 教學行為是教師在班級教學中所展現的行為，以及有關實際教學的

活動。 

黃儒傑（2002） 有效教學行為包括具有教學有效性或教學效果的教學行為，前者指

教育專業人員共同認可的教學行為，後者則指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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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為。 

吳威廷（2004） 認為教學行為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一切語言及非語言的

交互行為。 

馬榮哲（2004） 有效教學行為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具有效性或教學效果的教學行

為，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並達成預定的教育目標。 

洪宏蔚（2009） 指在教師中透過師生互動歷程，使學生在學習表現上能達成特定教

學目標，而教師所展現的各項教學行為，其行為本身具有規範性、

明確性、多樣性、提升學習成功比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以上各學者對於教學行為的定義，因為切入的角度不同，對教學行為所持的認知也

有不同的看法。不論所持的論點為何，整體來說，皆認為教學行為是教學過程中的外顯

行為，以達成預定教學目標，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為首要目的。根據上述，本研究將教學

行為定義為「教師為達到教育目的，在教學過程中，發揮專業知能，擬訂完善教學計畫，

運用一連串多樣且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表現」。 

 

二、教學行為的分類與內涵 

依據研究目的與主題，會產生不同的教學行為指標，而教學指標的分類與內涵也會 

因此有所改變，下列就各學者對於教學行為的分類進行探討：  

 

  Bennett（1976）將教師的教學行為分成「學生中心」與「教師中心」兩種型態，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師多採非指導、民主、讓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方式；採教師為中心的教

師，則傾向直接教導、命令、由教師決定的教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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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ormick（1979）認為教師有效與無效教學之差別，在於有效教師在教學中會注

意到下列事項：  

 （一）瞭解教學內容的結構與實質。  

  1.課程目標十分明確。  

  2.能正確判斷完成教學所需的時間。   

  3.教學過程中，內容呈現轉換時，經常給予結構性的註解。  

  4.能將教學內容轉化為實用及合邏輯的程序。  

  5.能預期教室內的問題，並加以處理。  

 （二）瞭解學生的特性  

  1.針對學生反應修正教學。 

  2.配合學生年齡調整語言用語。  

  3.依學生能力提供不同問題。  

  4.為多數的學生提供適度困難的問題。  

 （三）學習原則的運用  

  1.經常鼓勵學生建立適切可行的目標。  

  2.創造有關課程內容的學習氣氛。   

  3.給予學生即時的回饋。  

  4.經常檢視學生可完成的工作。  

  5.適當考慮學生練習的時間。  

  6.教師經常使用分類及歸納的方法，並鼓勵學生也如此。  

  7.教學合乎邏輯的順序。  

 

  Modaff（1992）認為有效教學內涵應分為五個部分：1.班級管理、2.動機策略、3. 

教師期望、4.個別化教學、5.群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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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eill（1988）參考有關教學行為的多筆文獻後，歸納並提出三大教學群，二十個 

重要教學行為因素如下：  

 （一）教學前階段（preactive stage）  

  1.學習環境 2.教師知識 3.教師組織（包含計畫與準備）4.課程教材  

 （二）教學歷程階段（interactive stage）   

  1.教師期望 2.教師熱忱 3.教室氣氛 4.教室管理 5.教學清晰 6.先導架構  

  7.教學模式 8.發問深度 9.直接教學 10.學習時間 11.變化 12.彈性  

  13.督導教學速度  

 （三）教學後階段（postactive stage）  

  1.回饋 2.教師讚賞 3.教師批評  

 

  張德銳等人（1996）探討六個有效教學領域，每個領域包含二到四個特定的 

教學行為，茲說明如下：  

 （一）清晰：引導學生進入教學脈絡，獲得概念及技能，並重建其知識系統  

  1.提供完整的知識架構。  

  2.清楚教導概念及技能。  

 （二）多樣性：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媒體及發問技巧呈現教學  

  1.引起並維持學生注意力。  

  2 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和媒體。   

  3.使用不同的發問技巧。  

 （三）關懷：關心學生，創造溫暖的學習環境  

  1.重視學生個別的學習困難。  

  2.建立和諧愉快的班級氣氛。  

  3.給予每個學生公平的待遇。  

 （四）溝通技巧：運用良好的口語和非口語技巧表達教學內容  

  1.運用良好的口語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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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清楚的文詞表達教學內容。  

  3.適當的運用身體語言。  

  4.用心傾聽學生說話，促進師生互動。  

 （五）工作取向：掌握教學目標，提供學生充足學習機會  

  1.充分準備教學。  

  2.掌握教學目標。  

  3.有效利用時間。  

  4.評量學生表現並提供回饋與指導。  

 （六）教師管理與紀律：妥善管理與紀律  

  1.布置教室環境，增進學習效果。  

  2.建立教室常規和秩序，激發兒童自治和自律。  

  3.有效運用獎懲手段，增強與維持學生良好行為。  

 

  陳金木（1997）探討教師教學行為，包含六個向度的行為表現，茲說明如下：  

 （一）教學自我效能信念：教師進行教學時，對本身我具有的能力，及對學生影響程

度的主觀評價。  

 （二）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呈現教材內容時，明確傳達教學意向，提供完整知識架構，

清楚教導教材知識。  

 （三）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採用有效教學技術，引起並維持學生注意力，使用不同教

學方法，運用肢體及發問、討論等技巧。  

 （四）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合理分配每一教學活動時間，維持緊密流暢教學步調，促

使學生積極學習。  

 （五）建立和諧師生關係：重視學生個別反應與需求，營造和諧愉快的氣氛，積極關

懷激勵學生向上。  

 （六）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維持良好的秩序，保持良好師生溝通，創造融洽的學習氣

氛，學生遵守班級公約，學生能與老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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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碧娟（1999）指出有效教學行為，應包括下列五個要項，茲說明如下：  

 （一）教學計畫準備：教師依學生差異，擬定教學計畫，精熟教材，事前做好教學準

備。  

 （二）系統呈現教材：教學時會說明單元目標，層次分明呈現教材，提供學生學習機

會，掌握教學內容，彈性調整教材。  

 （三）多元教學策略：教師教學時會引起動機，集中學生注意力，運用不同教學方法，

掌握發問技巧。  

 （四）善用教學評量：教師會適度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立即回饋，給予合理期待，獎

勵學習進步。  

 （五）良好學習氣氛：教師會維持和諧師生關係，掌握教師管理，以積極的態度鼓勵

學生。  

 

  李國楨（2001）針對教師有效教學行為相關研究中，歸納四點有效教學的內涵，茲

說明如下：  

 （一）教學計畫：教師在教學前準備的思考與活動，用以指引實際教學行為及達成預 

定的教學目標。  

 （二）教學策略：教師根據教學計畫，所表現出種種有效的教學行為。  

 （三）教學評鑑：教師在教學後評量學生學習成就，用以反省、改善教學的思考與行

為。  

 （四）班級經營：創造積極的學習氣氛、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布置有趣的學習環境、

建立合適的班級常規及維持行為的紀律等。  

 

  葉金裕（2002）將有效教學行為內涵分為七項，茲說明如下：  

 （一）提供教學線索：提供清楚的定義，告知學生學習目標、主題、內容，提供範例

引導學生有效學習。  

 （二）清楚呈現教材：有系統方式呈現教材，依邏輯順序傳遞課程內容，適當切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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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主題，清楚解說教材知識。  

 （三）運用教學時間：適當分配每一段教學活動，維持流暢的教學步調，掌控上課時

間，增進教學與學習效果。  

 （四）多元教學技術：運用教學媒體，變化不同教學方法，使用討論、發問技巧，並

使用肢體動作配合教學，提升教學效果。  

 （五）建立師生關係：在教學中關懷學生，重視師生互動，促進師生情感交流，建立

和諧師生關係。  

 （六）班級經營策略：有效班級常規管理，及班級經營技術運用，創造良好教學氣氛，

已進行有效的教學。  

 （七）教學回饋校正：適當的評價學生學習成效，給予練習的機會，並提供回饋，改

正教學，提升教學效益。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學行為的分類與內涵，雖然各研究對於教學行為的分類 

及名稱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整體來說可歸納為教學準備、教學技巧、教學評量及班級經 

營。依據上述學者之觀點，本研究將教學行為分類為「教學計畫」、「教材內容」、「教學 

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各要項內涵分述如下：  

 

（一）教學計畫：指教師在教學前的計畫程序及準備工作，用以作為實踐教學行為及達

成教學目標的依據。 

（二）教學內容：指教師能依照教學目標、學生差異，進行教材選定、課程內容設計及

教學進度之安排。 

（三）教學策略：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引起學生興趣，集中注意力，運用不同教學

方式，包含教學法應用、發問、討論技巧等，幫助學生有效學習的各種行為。 

（四）教學評量：指教師能依據教學計畫及教學目標，藉由不同評量方式瞭解自身教學

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之程度。  

（五）班級經營：指教師能依教學主題進行教室布置，營造愉快和諧的教室氣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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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學生意見，滿足學生個別需求，以積極態度鼓勵學習，並建立班級常規等。 

 

三、教學行為相關研究 

  教學行為相關研究是教育研究中經常探討的主題，如有效教學、教學表現、教學行 

為等，幾乎都是根據不同的研究主題與目的建立不同的教學行為指標以進行研究。一般

而言，有關教學行為之研究，旨在探討教師有效進行教學活動之行為，以正向、 

積極的態度，希望歸納相關資料，以幫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掌握教學行為的關鍵要素， 

使教學行為更加成功。國內外與教學行為相關之文獻頗多，以下就年代列表說明。 

 

表 2-3-3 國外教學行為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1983 Breeding 國小教師 教師有效教學過程

及結果之研究 

1.重要的教學行為包含：(1)學生的參與； 

(2)主動的教學；(3)教師常規；(4)教師情感 

；(5)教師期望；(6)教學策略。 

2.針對研究結果歸納 12 種有效教學活動：(1)教師

發問技巧；(2)顧慮全班教學；(3)熟悉教材；(4)適

時讚美；(5)具有彈性；(6)控制情境；(7)良好的師

生互動；(8)學生的參與；(9)鼓勵發問；(10)講解清

晰；(11)保持學生注意力；(12)一級回饋。 

1984 Forster 國小教師 教師行為評估的標

準 

1.將教學行為歸納成計畫、教學及專業三部

分：(1)計畫包含達成目標、考慮個別差異、

適時修正；(2)教學包含有效的組織、使用教

學技巧、與學習者互動、熟悉教材知識、鼓勵

或增強學習者參與、適當的評量；(3)專業包

含符合專業標準、參與專業發展。 

1996 Borich 教師 有效的教學方法 1.關鍵行為：包含講解清晰、教學多樣化、教師工

作取向、參與學習歷程的程度、學生成功比率。 

2 輔助行為：包含善用學生的理念與表達方式、結

構化的教學活動、發問、深入探討、教師情感等，

可以有效協助教師展現上述各項關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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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國內教學行為相關研究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1992 李俊湖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專業成長

與教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1.不同性別、任教年資、不同學歷及不同職務之國

小教師在專業成長上有顯著差異。 

2.國小教師專業成長的各層面及整體專業成長與

教學效能及整體教學效能之間，均達顯著正相關。

但只有教學發展及個人發展可以預測教學效能。 

1997 陳金木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效能評鑑量表編製

之研究。 

1.根據教學效能文獻分析，歸類六大教學行為類

型。 

2.量表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佳。 

3.量表各向度因素分析佳。 

1999 張碧娟 國中教師 國民中學校長教學

領導、學校教學氣

氛與教師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國中教師教學效能良好。國中教師自評在「良好

學習氣氛」向度上效能最佳，在「教學計畫準備」

向度上效能最差。 

2.學校規模、教師之年資、年齡與職務對教師教學

效能有顯著影響；地區與教師性別對教師教學效能

無顯著的影響。 

2002 蘇鳳珠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建構

式教學信念與教學

行為之研究 

1.國民小學教師之整體教學信念與各教學層面均

偏向建構式教學。 

2.國民小學教師之教學行為除了「教學評量」的層

面之外，其餘教學層面以及整體教學行為均偏向建

構式教學。 

3.國民小學教師之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等個

人變項，以及不同任教地區的環境變項在建構式教

學信念上有顯著差異。 

4.不同性別之國民小學教師在建構式教學行為上

有顯著差異。而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等個人

變項，以及學校規模、班級人數、任教地區等環境

變項，在建構式教學行為上並無差異。 

5.國民小學教師的教學信念與其教學行為具有差

異性。 

2003 鍾佳穎 體育教師

及學生 

臺北縣國民小學體

育教師效能信念與

教學行為之相關研

究 

1.臺北縣國民小學體育教師之教師效能信念大致

良好，但內控性教學效能高於抗衡性教學效能。 

2.臺北縣國民小學體育教師之有效教學行為大致

良好。 

3.男性、已婚、年齡年資愈高、研究所、體育主修

之體育教師其教師效能信念較高。 

4.教師效能信念高者，其有效教學行為亦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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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信念低者，其有效教學行為亦低。 

5.任教年資、性別及現任職務可預測體育教師效能

信念。 

2003 葉金裕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有效

教學行為之研究－

以澎湖地區國小教

師為例 

1.國小教師有效教學行為表現方面均達中上程度。 

2.不同背景變項在國小教師有效教學行為方面有

顯著差異。 

3.不同情境變項在國小教師有效教學行為方面有

顯著差異。 

4.在有效教學行為層面：教師均有正面的認知。 

2005 王美華 慈濟教師 國小慈濟教師教學

信念與教學行為之

研究 

1.慈濟教師的教學信念均傾向進步取向。 

2.不同背景變項的慈濟教師在教學信念上有顯著

差異。 

3.慈濟教師的教學行為均傾向進步取向。 

4.不同背景變項的慈濟教師在教學行為上有顯著

差異。 

5.慈濟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間有顯著相關。 

6.慈濟教師教學信念能有效預測教學行為，「學生

差異」是主要的預測變項。 

2007 簡鈺蓁 國中體育

教師 

台中縣市國中體育

教師自我效能、教

學信念與教學行為

相關之研究 

1.臺中縣市國中體育教師自我效能狀況佳，個人教

學效能高於一般教學效能。 

2.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信念因背景變項的不同，部

分層面具有顯著差異。 

3.教學行為與背景變項未具有顯著差異。 

4.教師自我效能、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各層面均達

顯著的正相關。 

5.教師自我效能各層面對教學行為，以個人教學效

能具有最高的解釋力。 

2008 林小詩 國小客語

教師 

桃園縣國民小學客

語教學教師自我效

能與教學行為之研

究 

1.國小客語教師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傾向於

中等以上程度。 

2.在教師自我效能的向度中，以「個人教學效能」

得分較高；在教學行為的向度中，以「教學歷程」

的得分最高。 

3.「教學時數太少」、「專業師資不足」是桃園縣國

小教師實施客語教學時最大的困難與限制。 

4.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的背景變項中，「性

別」、「年資」、「專業背景」、 「個人使用的母語情

況」、「學校規模」達顯著差異。 

5.「教師進修的專業性」是國小教師客語教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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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與客語教學行為表現的關鍵。 

6.桃園縣國小教師客語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

之間整體及各向度皆有正相關。 

2009 洪宏蔚 國小教師 澎湖縣國小教師數

學學習領域有效教

學行為、自我效能

及教學效能相關之

研究 

1.教師的有效教學行為、自我效能及教學效能表現

均佳。 

2.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數學學習領域教師在有效

教學行為有差異。 

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數學學習領域教師在自我

效能無顯著差異。 

4.教師的有效教學行為、自我效能與教學效能彼此

間有顯著的高度正相關，彼此表現會有互相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國內學者編製之教學行為量表，大多以達成教學目標所表現之教學行為主，以下就

三位專家學者所發展之量表加以探討。  

 

1.李俊湖（1992）國小教師教學行為問卷 

  此量表總題數為 40 題，量表的構面分為：1.教學計畫、2.教學策略、3.評鑑活動、4.

管理活動，其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自「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有五

個層級。  

 

2.陳金木（1997）國小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此量表總題數為 36 題，量表的構面分為：1.教學自我效能信念、2.系統呈現教材內

容、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6.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其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自「完全符合」至「完全不符合」有五個層

級。  

 

3.張碧娟（1999）教師教學行為問卷 

  此量表總題數為 35 題，量表的構面分為：1.教學計畫準備、2.呈現系統教材、3.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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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4.善用教學評量、5.良好學習氣氛，其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自「總

是如此」至「很少如此」有五個層級。  

 

  教學行為是教育研究的重點之一，從國內外教學行為相關論文研究主題來看，其研 

究主題除以教學行為自身為重點進行外，其他大多是以教學行為作為一重要指標，來針 

對某些主要研究主題進行探討與分析，如教師信念、自我效能、校長領導、教學效能等。 

上述研究之評量工具，大多採用李克特式加總量表進行測試，受試者依據自我感受及想 

法逐題作答，最後統計各題分數作為教師教學行為認知各向度的指標。 

  參考本節相關文獻內容後，研究者擬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三、四，探究新北市參加 

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以及教師自我效能與教 

學行為之相關性。以 Rosenshine (1983)對教學行為的定義為基礎，參考李俊湖（1992） 

及陳金木（1997）設計之教師教學行為量表，進行本研究工具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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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實施客家歌謠教學之

情形，探討不同背景教師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及客家歌謠教學之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情

形及其差異，並探究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性。 

    本研究相關文獻之蒐集透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圖書館資料庫及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蒐集有關「教師自我效能」、「教師教學行為」相關博碩士論文及

期刊論文，以瞭解「教師自我效能」、「教師教學行為」在教育研究及其他領域研究之情

形，將此作為研究架構及待答問題之依據，並參考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教學行為相關研

究，編製「教師自我效能量表」、「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實施

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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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及目的、待答問題提出以下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架構包含教師個人變項、教師自我效能、教師教學行為。參考文獻內容，本

研究之教師個人變項包括教師學經歷、年資、客語能力、客語生活學校；而教師自我效

能分為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學自我效能；教師教學行為則有教學計畫、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 

    本研究部分待答問題無法從問卷結果中得知，故輔以訪談，採質量並用之方式。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取樣原則 

    本研究對象係以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登記於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網站及書

面資料，曾參加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之客家語系類學校為母群體，再以電訪方式確

認各校指導比賽教師人數，最後以各校指導教師共二十八人作為施測對象。訪談邀請函

教師背景變項 

 

學經歷 

年資 

客語能力 

客語生活學校 

 

 

教師自我效能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 

 

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教師教學行為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評量 

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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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問卷一併寄出，待回收問卷後與同意訪談之教師進行聯繫，共有十二位教師願意接受

訪談。為瞭解不同參賽經歷教師之看法，故選擇三所參賽次數較多學校及兩所一零二學

年度參賽學校，各校訪談一名教師；若該校有兩名以上指導教師，則以參賽之指揮教師

為主，總計五位教師。由研究者親自至該校與教師面對面進行訪談、五位教師分別進行

一次訪談，訪談時間為兩小時，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名單及指導教師人數 

編碼 學校名稱 參賽年度 指導教師人數 訪談日期 

1 中和區秀山國小 99、100、102 2(訪談一位) 2014.10.24 

2 永和區永平國小 102 2  

3 新莊區榮富國小 102 2(訪談一位) 2014.11.14 

4 新莊區新泰國小 102 1  

5 新莊區裕民國小 99 2  

6 新莊區新莊國小 100 1  

7 蘆洲區鷺江國小 100、101、102 1(訪談一位) 2014.11.4 

8 蘆洲區忠義國小 102 1  

9 新店區中正國小 102 1  

10 新店區安坑國小 99、100、101、102 2(訪談一位) 2014.11.12 

11 汐止區金龍國小 99 1  

12 汐止區秀峰國小 102 1  

13 林口區麗園國小 101、102 2  

14 林口區頭湖國小 102 1(訪談一位) 2014.11.7 

15 土城區安和國小 99 2  

16 瑞芳區瑞芳國小 102 1  

17 板橋區板橋國小 101 2  

18 泰山區泰山國小 102 1  

19 樹林區大同國小 101、1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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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

問卷」，以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對於客家歌謠教學之「教師自我效

能」及「教師教學行為」；及「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

為之訪談大綱」，以瞭解新北市參加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 

 

一、問卷編製依據及過程 

    本問卷為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並參考 Gibson 和 Dembo（1984）「教師自我效能 

量表」、謝寶梅（1995）之「教師效能量表」、江易穎（2001）之「國中音樂教師教學效

能調查問卷」與盧怡伶（2007）「國民小學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問卷」後，自行編製而成。 

本問卷初稿完成後，委請一位任職於大學音樂系之音樂教育學者專家、一位任職於公立

高中之客家歌謠研究專家及一位任職國小並有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驗之音樂教師，進行

專家審查並提供修改意見，以建立效度，意見如附錄一；最後，再請指導教授檢核問卷

內容，經多次修改後，確定正式問卷共 73 題，如附錄二。三位專家資料如表 3-3-1。 

 

表 3-3-1 專家資料一覽表 

專家 現職 職稱 學歷 專長 

A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 博士 音樂教育 

B 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音樂教師 博士 音樂教育 

C 臺北市立福德國民小學 音樂教師 碩士 音樂教育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內容分為（一）基本資料；（二）教師自我效能量表；（三）教師教學行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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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個部分，其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分為 1. 個人資料、2. 學經歷、3. 客語認證三部分，其分項說明如下： 

1.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共四題，由受試者勾選適當之選項。內容包含「性別」、「父親籍貫」、「母

親籍貫」、「客語能力」等項目。題項內容如表 3-3-2。 

 

表 3-3-2 個人資料之題項表 

內容 問卷題項 選擇題項 題型 

一、個人資料 1.性別 （1）□男性 

（2）□女性 

單選 

2.父親籍貫 （1）□客籍             

（2）□非客籍 

單選 

3.母親籍貫 （1）□客籍             

（2）□非客籍 

單選 

4.客語能力 （1）□精通（可以聽說所有客語詞彙） 

（2）□優（可以聽說大部分客語詞彙） 

（3）□尚可（可以聽說部分客語詞彙） 

（4）□不理想（可以聽說少部分客語詞彙） 

（5）□極不理想（無法聽說客語詞彙） 

單選 

 

  （二）學經歷 

  學經歷共十一題，除了第六、第七題，其餘皆為單選題，由受試者勾選適當之選項。

內容包含「最高學歷」、「最高學歷畢業學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現任職學校之年

資」、「任教總年資」、「於現任職學校所擔任之職務」、「於現任職學校之任教科目」、「現

職學校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指導客家歌謠經歷」、「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指導目前任職學校客家歌謠比賽經歷」等項目。題項內容如表 3-3-3。 

表  3-3-3 學經歷之題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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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問卷題項 選擇題項 題型 

二、學經歷 1.最高學歷 （1）學士 

（2）碩士 

（3）博士 

單選 

2.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1）師範型（含師專、師院、教育大學，例：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改制後教育大學，

例：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2）藝術型（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3）一般型（例：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東海大學）。 

單選 

3.最高學歷畢業科系 （1）音樂本科系             

（2）非音樂本科系 

單選 

4.現任職學校之年資 （1）1~5 年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單選 

 5.任教總年資 （1）1~5 年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單選 

 

 6.於現任職學校所擔

任之職務 

（1）導師  

（2）科任  

（3）教師兼行政  

（4）社團指導老師：＿＿＿＿＿(請註明社團名稱)  

（5）其他：＿＿＿＿＿＿＿＿ 

複選 

 7.於現任職學校之任

教科目 

（1）語文【國語、英語、閩南語、客語、 

 原住民語】  

（2）數學  

（3）社會  

（4）藝術與人文【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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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綜合活動  

（6）健康與體育  

（7）自然與生活科技 

 8.現職學校是否為客

語生活學校 

（1）是 

（2）否 

單選 

 9.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1）1~5 年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單選 

 10.指導新北市客家

歌謠比賽經歷 

（1）1~5 年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單選 

 11.指導目前任職學

校客家歌謠比賽經

歷 

（1）1~5 年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單選 

 

  （三）客語認證 

    客語認證共兩題，由受試者勾選適當之選項。第一題內容為是否通過客家委員會

舉辦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此係指客家委員會為加強客語之聽、說、讀、寫能力、鼓

勵全民學習，提高客語服務品 質，並落實客家文化傳承任 務，而訂定之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不限國籍、族別皆可參加。第二題則是依照客語認證級別勾選初級、中級或中

高級，題項內容如表 3-3-4。 

 

 

 

 

 

表 3-3-4 客語認證之題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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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問卷題項 選擇題項 題型 

三、客語認證 1.是否通過客家委員會舉辦之客

語能力認證考試 

（1）是（請跳答下方第二題） 

（2）否（請續答第二部分） 

單選 

2.您所通過的客語認證級別為何 （1）初級            

（2）中級 

（3）中高級 

單選 

 

二、教師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共 15 題，由受試者勾選適當之選項。分為「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

學自我效能」。此部分問卷題型為李克特式四點量表，量表之四個選項由非常不符合到非

常符合分為四個等第，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教師自我效能越高。題

項內容如表 3-3-5。 

 

表 3-3-5 教師自我效能量表之題項表 

內容 問卷題項 題型 

個人教學 1.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唱客家歌謠。 單選 

自我效能 2.我能掌握客家歌謠的發音及字義。  

 3.我能夠在客家歌謠教學時進行範唱。  

 4.我喜歡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5.我能在客家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潑的教學活動。  

 6.我會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客家歌謠讓學生學習。  

 7.我喜歡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8.我有足夠能力指導學生參加客家歌謠比賽。  

一般教學 1.當課本教材不足，我能補充其他教材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自我效能 2.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3.不論家長支持與否，我也能夠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4.不論有無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態度不會 

受到影響。 

 

 5.不論是否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態度不會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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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論參與客家歌謠比賽學生之多寡，我對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態度不

會受到影響。 

 

 7.不論學校行政支持與否，我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態度不會受到影

響。 

 

 

三、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本量表共 41 題，皆為封閉式量表，由受試者勾選適當之選項。分為「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五部分， 此部分問卷題型為李克

特式四點量表，量表之四個選項由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為四個等第，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教師教學行為越佳。題項內容如表 3-3-6。 

 

表 3-3-6 教師教學行為量表之題項表 

內容 問卷題項 題型 

教學計畫 1. 我能確切掌握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目標和內容。 單選 

 2. 我能確切掌握客家歌謠比賽的目標和內容。  

 3. 我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異。  

 4. 我在客家歌謠比賽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異。  

 5. 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6. 我會在比賽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7. 我在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8. 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9. 我能針對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擬定教學計畫。  

 10. 我能針對客家歌謠比賽擬定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1. 我會適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 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活動，教導應景的客家歌謠。  

 3. 我會依學生學習喜好，選擇適合學生的客家歌謠。  

4. 我會選用客家歌謠比賽曾使用的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5. 我會選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6. 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7. 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比賽曲目。  

 8. 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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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10. 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11. 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比賽曲目。  

教學策略 1. 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2. 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

趣。 

 

 3. 我會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4. 我會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5. 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  

 6. 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客家歌謠比賽曲目。  

 7. 除了演唱客家歌謠，我會以其他方式，如吹奏直笛、欣賞影片等方式來教

導客家歌謠。 

 

 8. 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客語背景教師的協助。  

 9. 我會因為參加客家歌謠比賽而調整教學策略。  

教學評量 1. 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2. 我會以「演奏」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3. 我會以「欣賞」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4. 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5. 我會根據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  

班級經營 1. 我會在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前，建立班級常規。  

 2. 如有分部練習的情況，我能有效掌握學生秩序。  

 3. 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的客家歌謠學習資源。  

 4. 我會營造有利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情境。  

 5. 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客家歌謠。  

 6. 我會鼓勵學生參與客家歌謠比賽。  

 

三、問卷預試 

    問卷編製完成後，隨即進行預試，因論文撰寫時期，一零三學年度客家歌謠比賽尚

未舉辦，故將一零三學年度指導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教師三位、曾經指導其他縣市

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但現任於新北市之教師三位，共六位教師作為預試對象，以瞭解問卷

之信度。預試問卷於 2014 年十月初發放，於十月中回收完畢，共收回六份有效問卷。 



 

65 
 

四、項目分析 

      回收六份有效問卷後，分別就【第二部分】教師自我效能量表之「個人教學自我

效能」、「一般教學自我效能」及【第三部分】教師教學行為量表之「教學計畫」、「教學

內容」、「教學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等問題，以 SPSS22.0 統計軟體進行 Cronbach 

α 係數分析，以檢視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分析結果顯示，各層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分布於 0.709 至 0.909 之間，問卷整體

Cronbach α 係數為 0.843，如表 3-3-7 所示。 

 

表 3-3-7 問卷內容信度係數分析表 

內容 題數 信度 

二、自我效能量表 1.個人教學自我效能 8 .866 

2.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7 .909 

三、教學行為量表 1.教學計畫 10 .709 

2.教學內容 11 .725 

3.教學策略 11 .902 

4.教學評量 6 .872 

 5.班級經營 6 .785 

整體         59    .843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自 2013 年四月開始進行，首先確定研究主題，就研究者本身背景及興趣，開

始蒐集客家歌謠、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之研究與相關資料，加以整理、分析，瞭解

目前客家歌謠教學現況及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理論基礎，擬定研究之目的與

問題。本研究部分待答問題無法從問卷結果中得知，故輔以訪談。本研究目的一，以訪

談大綱為研究工具，研究目的二至四則以問卷進行調查。 

問卷及訪談大綱編製完畢後，由指導教授及專家進行審查，以增強調查問卷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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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之內容效度，並由三位一零三學年度指導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教師及三位曾經

指導其他縣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但現任於新北市之教師，共六位新北市國小音樂教師進

行問卷預試，以 SPSS 22.0 軟體進行項目分析建立信度後確定正式問卷。 

同時，研究者以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參加新北市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名單

進行電話詢問，確認有十九校、共二十八位指導教師，並以此二十八位教師作為研究對

象。2014 年十月確認問卷內容，十月底發放問卷及訪談邀請函、十一月開始回收問卷及

訪談邀請函，問卷回收二十八份，其中三份為無效問卷。接著研究者參考教師訪談邀請

函之意願，選擇三所參賽次數較多及兩所一零二學年度參賽校之指導教師進行訪談，最

後則進行問卷資料登錄與研究結論之撰寫。研究進度之甘梯圖如圖 3-4-1。 

 

 

時程 

 

研究步驟 

2013 年 2014 年 

4-6 月 7-9 月 10-12月 1-4 月 5-6 月 7-8 月 9-10 月 11-12月 

準 

備 

階 

段 

文獻探討與資料收集                 

確定研究主題與範圍                 

擬定研究架構                 

發 

展 

階 

段 

編製問卷與訪談大綱                 

進行專家效度                 

修訂預試問卷與訪談大綱                 

實 

施 

階 

段 

預試問卷之施測與分析                 

編製正式問卷與施測                 

進行個別訪談                 

正式問卷與訪談內容之分析                 

整 

理 

階 

段 

整理結果與討論                 

歸納結論與建議                 

完成論文撰寫                 

圖 3-4-1 研究進度甘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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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經研究者逐一檢視，刪除填答無效樣本，將有效問卷資料整理

編碼、輸入電腦並儲存建檔，以 SPSS 第 22 版進行分析，以下敘述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

處理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調查問卷」正式問 

卷施測的結果，進行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以瞭解受試者在「國小

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總問卷的得分及各層面的得分情形。 

 

二、t 考驗檢定（t-test） 

    以 t 考驗來瞭解不同教師之「性別」、「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教師」在「國小音樂教

師自我效能量表」、「國小音樂教師教學行為量表」總得分及各層面得分之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教師「年資」、「學經歷」、「客語程度」在「教師自我效能

量表」、「教師教學行為量表」總得分及各層面得分之差異情形。其結果若達顯著水準，

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分析，以考驗各組之間的相互差異情

形。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國小音樂教師自我效能」整體及各層面與「國小音樂教師

教學行為」整體及各層面的相關情形是否達顯著結果，來瞭解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

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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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共分為五節。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一，

以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研究問題二至四則以問卷進行調查。 

     

第一節 新北市參加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 

 

   本節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訪談逐字稿依據訪談教師之先後順序予以編碼，茲

將其陳述之看法整理歸納如後： 

 

一、 客家歌謠比賽之組訓方式 

1.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團隊的組織方式 

校內客家歌謠比賽團隊是由學務處負責公告甄選簡章後，由 1-6年級的學生自由

報名參加，或是音樂課時發現唱歌表現不錯的學生，邀請該生加入比賽團隊，但

一樣要經過簡單的歌唱考試。（T1） 

由學務處公告甄選簡章，全校的學生都可以參加甄選，若班級音樂課上發覺有天

賦的學生，亦會邀請加入。（T2） 

一開始是先從班上唱歌比較優秀的學生開始挑選入團，訓練一陣子後發現學生不

積極，對於演唱客家歌曲有所排斥，後來改以公開甄選的方式挑選團員，主要甄

選 3-6年級學生，改以甄選方式後學生的素質比較不齊。（T3） 

       早期是從班級挑選學生，好處是可以幫助學生認知到自己的歌聲很好，是會唱 

歌的，可以選到很多不錯的聲音，但因為本校還有其他音樂性社團，瓜分了學 

生人數，所以就改以自願報名，全校公開招考的方式，但是學生素質就有點落 

差了。（T4） 

從音樂課上挑選四到六年級歌唱方面比較優秀的學生共組合唱團。（T5） 

  客家歌謠比賽團隊大多是以公開甄選的方式招募團員或是從班級中挑選適合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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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透過甄選的團員素質較參差不齊，但優點是可以招到比較多的團員，而老師從班

級中挑選的學生，雖素質較優，但對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熱忱卻不一定比較高。 

 

2.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團隊的訓練方式 

練習時間是每天早自習及中午時間，另外周三周五下午也有練習。訓練時注重基

本發聲練習，音感練習和識譜練習。（T1） 

每天早自習及中午時間進行練習，周三周五下午有社團時間。練習時注重識譜、 

音色、音高等技巧。（T2） 

    練習的時間是星期一、二、四、五的早自習時間，一個星期大概 2小時，有時 

       遇到比賽或表演的時候會用中午時間加練。（T3） 

       社團主要是星期一、二、四、五的早自習練習，但自從本校多了教育實驗課程 

       以後，又多了星期三下午可以練習，但是因為有部分學生要上安親班，所以總 

       是到不齊。（T4） 

       合唱團的練習時間是一、二、四、五的早自習時間，練習時比較是屬於傳統的 

       合唱教學，注重基本發聲與腹式呼吸法。（T5） 

  客家歌謠比賽團隊的訓練時間大多為早自習，部分有社團課程或教育實驗課程的學

校，會有更多練習的機會。五所學校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團隊基本上就是學校的合唱團，

故比賽訓練的方式與一般訓練合唱團訓練的方式相似，同樣注重發聲、音感、音色等表

現的練習。 

 

二、 客家歌謠教學之教材與教法 

1. 客家歌謠教學教材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大多只使用教科書歌曲，偶爾會補充合唱團唱過的曲子， 

或是介紹民謠的時候會順便上網欣賞影片。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會使用行 

政院客委會出版的教材、客家歌謠比賽的舊曲目或自己網路上找曲子、買譜， 

例如客家歌謠曲集、臺灣歌曲集等。（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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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因為時間的關係，就僅教唱教科書所編的歌曲。指導客家歌 

謠比賽教學時會自己買譜，或是找以前比賽出現過的曲子來練習。（T2）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教科書的歌曲是最主要的教材，有時會搭配網路，延伸教 

材或是找不同版本的演唱方式讓學生觀看。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的教材，大 

多是我自己買的譜，大概有客家歌謠曲集、呂錦明老師編寫的曲集、客委會出 

版的教材，還有自己參加教師合唱團和臺灣山歌團所收集的譜。（T3）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只用教科書，偶而會欣賞影片搭配歌曲。指導客家歌謠比 

賽教學時的教材，最常用的就是客委會出版的歌曲集，或是自己購買的歌譜， 

例如福爾摩沙合唱團就編寫了頗多客家歌謠。（T4） 

       一般教學就以教科書編選的曲子為主，因為課堂時間有限，能唱的歌曲不多。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時候，會去找歷屆比賽出現過的曲目，或是自行購買樂譜， 

       還有國立臺灣藝術館發行的臺灣本土音樂教材。（T5） 

  針對客家歌謠教學教材，以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及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兩種情況進行討

論。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教材以教科書為主，有時會使用網路影音資料，搭配教學歌曲

讓學生欣賞影片。教師也會選其他歌本中較簡單的歌曲來進行教學，但因為時間關係，

並沒有太多的時間使用其他教材。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使用的教材大多是教師額

外收集或購買的譜，因比賽形式為合唱，教科書的曲目並不適合當作參賽歌曲。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針對各版本教科書選用客家歌謠情形進行分析，發現各版本皆有

選用客家歌謠，且都為單聲部歌曲，但選用之歌曲及數量不一，其中以南一版本選用客

家歌謠次數為最多，翰林版本選用次數為最少。三個版本共選用 15 首歌曲，以民謠最常

被選為教材，但當中缺少共同欣賞及演唱之曲目，顯示各版本對客家歌謠編選作法不一，

學生在教科書中未能學習到經典的客家歌謠。 

    關於客家歌謠比賽參賽曲目，曾有相關研究針對 89-93 以及 96-98 學年度客家歌謠比

賽決賽之歌曲進行分析，在歌曲方面以創作流行歌曲最常被選用，但因比賽形式為合唱，

大多數歌曲經過改編後其表現風格已和原來鄉土歌謠的原貌相差甚遠，尤其是為了達到

和聲之優美，而改以美聲唱法。教師在教學時，可藉由歌曲欣賞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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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唱腔。 

 

2. 客家歌謠教學之補充教材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上到相關歌曲的時候會上網找影片給學生看，或是欣賞合 

       唱團發表會的影片，大部分的補充教材以欣賞為主。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 

       大多只針對比賽曲目練習，但發表會時會多唱其他的歌曲，增加學生唱客家歌 

       曲的經驗，曲子大多也是從曲集裡面所出來的。（T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很少補充教材，大部分都是欣賞歌曲。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 

       學時，因為要全力準備比賽，也很少有補充教材，都以比賽的曲子優先。（T2）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的補充教材很少，最多就是上網找其他版本的音樂讓學生 

       比較和欣賞。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沒有補充教材，因為光要練比賽的曲子 

       都來不及了。但是至少一學期會演唱 1、2首客家歌謠，並且不重複，希望多累 

       積學生客家歌謠的曲目。（T3）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沒有時間補充教材，偶而搭配曲子看影片而已，甚至有時 

       候連課本的客家歌曲都沒有教完，期末就以欣賞的方式教學。指導客家歌謠比 

       賽教學時，大多也只練習比賽的歌曲，但有時會為了串成組曲，而多學幾首比 

       較簡單的小品。（T4） 

       一般教學就以教科書選編的曲子為主，因為課堂時間有限，能唱的歌曲不多。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時候，會去找歷屆比賽出現過的曲目，或是自行購買樂譜， 

       還有國立臺灣藝術館發行的臺灣本土音樂教材。（T5） 

  針對客家歌謠教學之補充教材，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因教學時間有限，教師很少有時

間可以補充其他教材，但是在教導客家歌謠時，會適時的延伸，上網觀看影片或以聆聽

欣賞的方式來認識客家歌謠。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也因主要在練習比賽曲目而

較少補充教材，但是老師會盡量不重複曲目，以累積學生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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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客家歌謠教學曲目的原則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就是以教科書為主。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的曲目首先一 

定要符合學生學習程度、挑選的歌曲要注意聲部，因為很多歌曲都是編給混聲 

的，小朋友只能唱同聲兩聲部或三聲部，最後就是注意曲目的效果。（T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以教科書內容為主。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就是選擇手邊 

既有的譜，能符合學生程度，而且老師本身能夠掌握的曲子。（T2）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就教教科書收編的歌曲。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的曲子大 

多選傳統念謠改編的童謠，且大部分是兩聲部，傳統經典的、簡單的、符合學 

生程度和生活經驗的歌曲。（T3）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原則上就是教科書編的歌曲就一定會教，萬一時間不夠就先 

跳過，等到期末的時候，以欣賞的方式讓學生認識。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 

的曲目，大多是選自歷屆得獎團隊唱過的曲目，或是老師自己收集的歌曲集。 

選曲時最重要的就是符合學生程度，簡單一點，最好具有故事性可以編排舞蹈 

動作。（T4）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選擇歌曲上，當然就是以教科書的優先，最好是歌詞淺顯、 

旋律好聽、能代表客家精神為主要方向。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選曲時，則是符合 

兒童程度、旋律好聽、能代表客家精神為主要方向。（T5）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大多只教授教科書所編之歌曲，教師並沒有其他特別的選擇，因

曲目數量不多，故皆納入學習內容。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所選用的大多是符合

學生程度、教師自己能夠掌握、曲目效果好，對比賽有優勢的歌曲。教師有時也會將幾

首常聽到的客家歌謠如〈月光光〉、〈花樹下〉等小品，串聯成帶有故事性的組曲加以編

排動作或加入唸白、打擊樂器作為比賽歌曲。 

 

4. 對於現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選用之客家歌謠的看法 

現在課本裡客家歌謠所佔的比例不高，與其他語言相比算比較少的，每學期應該

至少要兩首，但是大部分不懂客語的教師可能會選擇跳過，重點還是要看教師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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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教，無關課本曲目的多寡和優劣。（T1） 

       歌曲的選擇可以再更多元一點，目前選曲大多偏向創作童謠，對傳統的童謠選 

       曲比較少。可以再多增加自然民歌，多選一些經典的、代表性的歌曲。（T2） 

       課本選用的客家歌謠太少了，但是所選用的大多是經典的，這點倒是還可以， 

       如果可以應該每學期出現，多選童謠比較符合學生程度。（T3） 

       現在的課本選曲不夠多元，有一兩首曲子不是很熟悉，所以演唱起來比較無法 

       吸引學生興趣。應該要多選童謠或唸謠，短一點的歌曲，「客家本色」這類型 

       的歌曲，雖然耳熟能詳，但是歌詞對學生來說又多又長，在非客語背景下學唱 

       這首歌，覺得有點太難了。（T4） 

       現在的曲子使用的不多，某些年段的課本裡是沒有編客家歌謠的，所以讓學生 

       接觸客家歌謠的機會比較少，可以多補充當代作曲家所創作的作品。（T5） 

  教師普遍認為現行使用的教科書曲目過少且不夠多元，課本選編的大多是同樣的曲

目，缺乏新意。對學生來說童謠是最容易學習的歌曲，較簡單且貼近學生經驗，但經分

析後發現現行教科書選用最多為民謠，故教科書中應該多選用符合學生程度的童謠或唸

謠，以此作為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起點，慢慢加深加廣。例如〈火焰蟲〉、〈揚搖仔〉兩

首分別描寫螢火蟲和蝴蝶的童謠，即屬於教育類中知識性的歌曲，對於低年級孩童來說，

就相當適合進行教學，藉由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述，簡單的歌曲亦可趣意橫生。到了中

年級，可以開始學習稍微難一點的童謠和簡單的民謠，例如〈阿啾箭〉、〈天公落水〉。高

年級則可以接觸較難的民謠及流行客家歌曲，例如〈撐船調〉、〈客家本色〉。 

 

5.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教學流程和方法 

       一般剛開始教一首新曲子的時候，順序大概是先識譜、唱譜、唸歌詞、唱歌詞， 

       最後才讓學生聽音樂。一開始如果就讓學生聽音樂，會讓學生只用聽的，而偷 

       懶不去學看譜。（T1） 

       跟一般歌曲的教學一樣，但會花更多時間在發音和咬字，一般會用注音或英文 

       來拼音。如果歌曲比較簡單就會先認譜，比較難的就會先讓學生聽一次，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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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聽不同版本的演唱方式來比較，按照節奏來唸歌詞，最後才用唱的，因為客 

       語的語韻和節奏密切相關，一定都是先會唸了才唱旋律。（T2） 

       因為採用的是翰林版課本，中年級沒有客家歌謠，所以課堂上沒有教，之前使 

       用康軒版課本時有教客家歌謠，步驟大概是先識譜、認音、唸歌詞、最後再唱 

       歌詞，我都會範唱給學生聽。如果學生在演唱比較有困難的時候，我會改以吹 

       奏旋律的方式讓他們熟悉這首曲子。（T3） 

       一開始會先讓學生聽光碟音樂，接著介紹曲子，講解歌詞內容和意涵，再帶 

       著唸歌詞，然後用固定調的方式把音高旋律唱出來，最後才搭歌詞演唱，如果 

       是可以吹奏的曲子，也會請學生試著吹奏看看。（T4） 

       一開始先由老師示範歌詞，學生跟著唸，熟唸歌詞以後就瞭解歌詞涵義，接著 

       就直接演唱歌詞。（T5）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情況與教授其他歌曲的不同在於更注意學生的發音和咬字，除了

少部分有修習客語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生都不會說客語，所以聆聽音樂和教師範唱就相

當重要。除了歌唱之外，客家歌謠教學也可採用吹奏的方式讓學生瞭解客家歌謠的旋律、

音程等特色。 

 

6.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的教學流程和方法 

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特別重視發聲、音色、發音位置的練習。一般都是先分部練

習，大家先學會唱所有聲部的旋律，再進行合唱，其餘步驟就與一般歌曲的教學

無異。（T1） 

       與一般歌曲教學差不多，但是會更重視合唱技巧，花更多時間在發聲練習和聲 

       部的平衡。因為客語有少部分字彙不適合發聲，會讓唱歌的聲音變扁，所以 

       要花很多時間教發音位置。客家歌謠演唱有特別的風格也是要練習的。（T2） 

       一樣是識譜、認音、唸歌詞、最後再唱歌詞，但因為比賽歌曲大多是兩到三聲 

       部歌曲，所以要花更多時間在不同聲部的練習，一般都會使用中午時間進行分 

       部練習，早自習都是合唱為主。（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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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教學方式與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一樣，但是對咬字、子音、和聲美感等方 

       面有更嚴謹的要求。最大的差別是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我大多是使用首 

       調唱名，因為合唱曲通常很多升降，對學生來說很難學習，所以都是以首調來 

       範唱，唱完再套歌詞。（T4） 

       跟一般的教學一樣，先唸熟歌詞、了解歌詞涵義、依歌曲內容(二聲部、三聲部)  

       分聲部演唱歌詞。（T5）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團隊的方式與指導一般合唱團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和聲、音準、

音色、詮釋等表現的練習。由於部分客語發音不適合用美聲唱法，所以教師在教學的時

候可以先介紹傳統客家歌謠唱腔的特色，讓學生認識傳統客家歌謠的唱法。但因為比賽

演唱形式為合唱，故還是需要讓學生多練習美聲唱法發聲及共鳴的位置。大部分客家歌

謠比賽的曲子多為二至三聲部，所以教師也得特別花時間在讓學生熟悉各部不同的旋律。 

 

7. 客家歌謠教學中使用之音樂教學方法 

不管是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或是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都只會使用到節奏唱

名，其他就沒有了。（T1） 

       在兩者的教學中都會使用節奏唱名，而手號大多用在音程音高的練習、偶爾配 

       合節奏做律動。（T2） 

       兩者沒有差別，只使用節奏唱名，但也不多，因為歌曲旋律跟歌詞緊密結 

       合，所以主要還是唸歌詞來體會語韻，偶爾會用律動來感受節奏變化。（T3） 

       在教學中會使用到節奏唱名、身體律動和手號，尤其是在合唱練習的部分， 

       因為各聲部之間會有不同的音程出現，遇到特別需要練習音準的和聲，就會使 

       用手號。（T4） 

       在兩種教學中，最常使用的就是手號和節奏唱名。（T5）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大多都會使用一些音樂教學的方法來輔助教學。最常使用到的

就是節奏唱名，而在練習合唱時，手號可以幫助學生掌握音準與和聲的關係。 

三、 客家歌謠教學之師資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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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家歌謠教學教師應具備之能力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只要具備一般音樂教師的基本能力就可以，如果會客語就更

好；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除了音樂教師基本能力外，還要有指揮合唱團及組織學

生的能力。（T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要具備對歌曲創作背景的瞭解、詮釋的能力，基本的客語發    

       音咬字能力；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則還要具備有歌唱訓練的技巧及合唱指揮能 

       力。（T2）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只需本身具有音樂教學背景，如果是擁有更好的客語發音和 

       咬字會更棒；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除了本身的音樂教學能力，更要能有結合舞 

       蹈、美術的能力，因為客家歌謠比賽大多都會是一個綜合的表演，這是和閩南 

       語和原住民語很不一樣的地方，像我去年比賽的前一隊就戴著斗笠和鋤頭上 

       臺，所以我今年也做了一些道具。（T3）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其實一般音樂教師教學所應具備的能力即可，只是沒有客語 

       背景會比較吃力，事前一定要做好備課，先把歌詞的發音弄清楚；指導客家歌 

       謠比賽的教師最好是個性比較外向的，因為客家歌謠比賽比較活潑，常常會結 

       合舞蹈動作，所以教師本身要放得開，除此之外就是本身歌唱的技巧和指揮合 

       唱團的能力。（T4）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具備一般音樂教師的水準即可，但最好要能說出正確的客語 

       並深入瞭解客家精神，並且喜歡客家歌謠；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教師則需要主 

       有合唱指揮的基本能力，最好是聲樂背景的教師，能正確的說出客語歌詞，瞭 

       解客家音樂的詮釋方式。（T5） 

  教師普遍認為一般音樂教師的能力即可進行客家歌謠教學，不過客家歌謠最困難的

部分是在咬字和發音方面，若是有客語的背景，教學上也許會較得心應手，但大多數教

師仍認為客語能力之不足是可以靠後天學習或尋求其他教師協助解決。指導客家歌謠比

賽教師則應具備有合唱指揮的能力、基本歌唱的技巧及簡單肢體律動，因為比賽大多會

搭配簡單舞蹈動作，教師必須要有能力根據歌曲來編排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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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客家歌謠教學能力之方法 

首先要提升本身音樂教學能力和客語能力，自己要進修或參加相關團體，發音咬

字部分多請教客語支援教師。聽到客家歌曲就上網去搜尋，多累積曲目經驗，多

瞭解不同版本的演唱方式。（T1） 

       課餘時間多接觸客家歌謠，提升對客語的熟悉程度。（T2） 

       教師本身要多參加合唱團、台灣山歌團等，累積對客家歌謠的認識，深入的去 

       體會客家歌謠的韻味，同時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客語能力。（T3） 

       多參加客語相關研習，平時可以多收看客家電視頻道，收聽客家電台等，最好 

       就是教師自己學唱客家歌謠，也可以藉此提升客語能力。（T4） 

       平時可以多上網欣賞比賽的影片，多聽客家電台或 CD音樂，教師自己也可以 

       找客家歌謠來練習唱，有比賽就可以去參加，最重要還是喜歡客家歌謠。 

  教師普遍認為提升客語能力對客家歌謠教學能力有助益，除此之外平時也應多接觸

客家歌謠，教導學生演唱客家歌曲之餘，也可藉由自我進修提升能力。 

 

3. 與客語教師(或其他領域教師)之協同教學 

會請教客語支援教師發音咬字方面的教學，音樂方面沒有。（T1） 

       請客語支援教師在練習時的時間來幫忙聽，確認發音和咬字部分，請教歌詞的 

       詞意。（T2） 

       備課的時候如果遇到不懂的字會先去請教客語支援教師，教完學生歌詞後再請 

       客語支援教師來教室聽學生唸，確認學生唸的歌詞是對的。（T3） 

       在教學前會請客語教師先示範歌詞，教師一邊錄音一邊註記音標，教完歌詞 

       除此之外，也會邀請舞蹈老師幫學生編舞。（T4） 

       先自己上網找音樂聽，標註記號，學生會演唱了以後，再請客語老師來確認發 

       音是否標準。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大多與客語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主要是協助發音和咬字部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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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比賽的需要，也會邀請舞蹈老師替學生編舞蹈動作。 

4. 現任教學校行政體系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支持度 

不干涉但也沒有特別協助。（T1） 

沒有干涉但也沒有特別支持。（T2） 

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T3） 

沒有特別支持。（T4、 T5） 

  學校行政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教學並沒有特別的支持。 

 

5. 現任教學校行政體系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支持度 

沒有特別支持，但是在行政方面會提供協助，例如幫忙收團費、代訂交通工具及

午餐、列印獎狀等。（T1） 

沒有特別支持，但會提供金錢上的支援，協助錄影之類的。（T2） 

校長對於比賽支持度很高，但行政沒有辦法配合，行政的流動率高，沒有固定 

協助的行政人員，工作的交接不穩定，老師要負擔管理團隊的工作。（T3） 

因為本校還有其他音樂性社團，經費分配的關係，並沒有特別支持。（T4） 

普通，並沒有特別支持，因為之前參加成績都不錯，所以學校就順其自然讓團 

隊出去比賽。（T5） 

  學校行政隊參加客家歌謠比賽並無特別支持，但是會適時地提供協助，主要的訓練

和管理團隊的人員還是以指導教師為主。 

 

6. 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影響 

沒有影響。（T1） 

       一般教學沒差，因為學校也很難針對客家歌謠比賽在校內舉辦活動。（T2） 

       沒有影響。（T3） 

       有影響，若學校可以辦一個校內班級性的鄉土歌唱比賽，可以帶動學生唱歌 

       的興趣。（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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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響，行政方面可以幫忙布置一些情境，貼一些客語的標語等，讓學生自然 

       而然的接觸客家文化。（T5） 

  教師認為學校行政支持度對一般客家歌謠沒有影響，但若能針對鄉土歌謠舉辦校內

活動，應該可以提升學生興趣。 

 

7. 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影響 

學校行政團隊如果支持的話可以讓教師專心在教學，行政工作方面會輕鬆很多。

當然如果學校行政能正面支持的話，對客家歌謠比賽是會有好的影響。因為參加

這個比賽主要還是因為老師的意願，而非學校的規定，所以其實影響也有限。（T1） 

對於比賽影響很大，尤其是金錢方面的支持。（T2） 

影響很大，因為長官很在意成績，但是行政無法配合，老師要負責執行，是很 

辛苦的一件事。希望學校行政能提供的支持有:幫忙代訂車子、便當、練習教室 

的安排、團隊管理、點名、跟導師溝通等。（T3） 

       行政支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提供經費資源，擔任指導教師與導師之間的溝通 

       橋樑，比賽時隨隊支援工作，交辦交通、午餐等事宜，可以大大減輕教師負擔。 

      （T4） 

       學校如果可以幫忙管理團隊，教師就可以專心在教學，會更得心應手。（T5） 

  學校行政對於團隊的運作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經費的支援，再者是團

隊的管理及處理比賽相關事宜，學校行政若能給予團隊更多關心及協助，就能減輕教師

的工作負擔，以更多心力指導學生參加比賽。 

 

四、 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對客家歌謠教學之看法與建議 

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看法 

可以給予孩子不同的文化刺激，不管孩子是否有上客語課，都可以學一點客家

話，如果演唱有困難也可以用直笛吹奏來認識歌曲，相對於比賽的要求會低一

點。（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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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課堂中教客家歌謠很棒，因為臺灣民族多樣性，可以讓不同背景的學生體

驗不同文化，減少彼此的隔閡，認識不同的族群，增加對不同音樂文化的知識，

從小就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T2） 

       在課堂上教客家歌謠很棒，是帶領學生認識客家文化和客家音樂的入門磚。（T3） 

       在一般課堂中進行客家歌謠教學時，歌曲的量不一定要多，有時太強調或是重 

       複一直演唱客家歌曲可能反而會讓學生產生排斥，可將重心多放在介紹客家文 

       化意涵及客家歌謠的獨特美感。多鼓勵學生回去向長輩學習客語，也可以增 

       加親子互動的機會。（T4） 

       在課堂上教客家歌謠，可讓學生接觸臺灣多元族群的多樣性，語言是一種工具， 

       多認識一種是好處。（T5） 

  課堂上教授客家歌謠可增加多元文化的刺激，讓學生增加知識，在一般課堂中進行

客家歌謠教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導入，演唱、演奏及欣賞都是很好引導學生學習客

家歌謠的方式。 

 

2.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看法 

表現的機會增加，學習內容比較深入、難度也比較高，另外對學生音質的要求也

會提高。老師要能夠辨認學生音色的特質，要能夠將學生分配到適合的聲部。（T1） 

推廣客家歌謠很棒的契機，以團隊形式進行有更多表演和上臺的機會，落實一般

教學固然很重要，但是不容易被看見。（T2） 

以團隊形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可以增加曝光度，除了可以吸引更多對客家歌謠有

興趣的學生加入，也可以獲得比較多的資源，相對的就必須要一定的成績表現，

例如參加比賽或辦活動等，除此之外讓學生學習和別人一起合唱，對於聽覺的訓

練也是有幫助的。（T3） 

       以團隊形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能夠參與其中的只有少部分學生，還是要多在 

       一般課堂中進行教學比較有利於推廣。團隊在練習時要更重視學生的和聲、體 

       力、咬字、唱腔方面的表現。（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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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團隊方式來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學生的素質會比較齊全，能更達到更多的要 

       求，但畢竟還是屬於少部分人的活動，每個孩子都應該要接觸不同的文化和歌 

       曲。（T5） 

  以團隊形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訓練的要求會更高，要注意的環節會更多，但可以

增加曝光度，並獲得更多的資源。不論是參加比賽或是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只要教師願

意指導客家歌謠，對於推廣客家歌謠都是有幫助的。 

 

3. 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遇到的困難 

一般學生的客語程度可能比較差，教師要能夠引導學生進行學習，讓學生多熟悉

旋律，曲目只要廣泛一點，學生就比較不會害怕。（T1） 

課堂的時間有限，也比較沒有辦法要求咬字和發音，對曲子的要求比較低。 

（T2） 

學生剛開始對於演唱客家歌謠會有所排斥。（T3） 

學生對客家歌謠比較生疏，而教師本身也較沒有信心。（T4） 

       現在符合國小學生年齡層的歌曲普遍缺乏。（T5） 

  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遇到的困難，大多是來自師生對於客語的不熟悉，且課本中

適合給國小學生演唱的客家歌謠不多，而課堂的時間有限，也連帶影響教學成效。 

 

4.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遇到的困難 

選曲困難，能選的曲子不多，很多都是重複的曲子。另外因為學生來自不同班級，

所以組織學生也比較困難。（T1） 

教師對發音咬字、歌曲內涵瞭解有限，發音位置不好解釋，詮釋風格的不同連帶

影響音色的表現，整體上來說對於歌曲的要求更高了。（T2） 

       本學區的孩子社經地位都很高，在團體練習的時候投入程度、秩序和態度尚有 

       待加強。另外因為學生來自不同班級，所以練習的時間管理也很困難。（T3） 

       客語有不同的腔調，有時候不知道何者才是正確的，某些歌曲有時會限定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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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教師沒有辦法解決發音的問題。教師本身對重音不是很熟悉，所以唸歌詞 

       的時候比較困難。（T4） 

       現在比賽的曲子缺乏多樣性選擇，尤其是同聲合唱，大家比賽的曲子好像唱來 

       唱去都那幾首。（T5）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困難，主要來自教師本身的客語能力，但此問題可經由進修及

其他教師的協助克服。在選曲時則會遇到腔調的問題，因為教師本身可能不具客語背景，

但客家腔調有很多種，例如四縣、海陸、大埔腔等，尋求的支援教師使用的腔調可能與

演唱曲目不同腔調，故教師有時無法切確掌握唱法和發音。除此之外缺乏適合的曲目和

團隊的管理，也是常見的問題。 

 

5. 對於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建議 

必須要編一套有順序性、有連貫的有聲客家歌謠教材，教師在教學的時候一定要

多範唱，也可以藉由欣賞認識不同的唱腔。曲目方面要多選經典、傳統的。現行

的課本教材太瑣碎，缺乏順序性排列，且大部分曲子都太難。（T1） 

目前課本的曲目不夠多，教師要多補充不同的客家歌謠讓學生認識。（T2） 

教材缺乏連貫性，如果學習上有難度就會降低學生興趣，最好在低年級的時候讓

學生進行說白或唸謠的練習，中年級可以開始唱一些童謠或是民謠，高年級就可

以唱一些合唱曲或是創作歌曲了。（T3） 

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要多讓學生聆聽，一定要先把歌詞唸熟了，才進行演

唱，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配合影像、錄影，讓學生更深入、具體的瞭解客家文

化和客家音樂。（T4） 

希望課本可以多選用多樣化且適合國小學生年齡層的歌曲，學校方面可以邀請 

校外客家表演團隊蒞校演出，讓學生增廣學習見聞。（T5） 

    現行課本選編的歌曲主要為配合單元主題教學，未考量學生學習程度，亦非各年段

皆選用客家歌謠，編選方式缺乏順序性及連貫性，在教學上無法讓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

客家歌謠，除了建議相關單位依照學生程度及經驗對教科書進行調整外，教師也應該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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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補充教材，才能幫助學生累積客家歌謠曲目。 

 

6. 對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建議 

現在的曲目太少，指定曲自選曲的數量都不夠，同一首曲子在不同年齡層都有可

能會唱到，缺乏順序性，曲目大多是既有曲目改編，很少有針對合唱或編寫的客

家歌謠，另外有關客家歌謠教學的研習也很少，應該多舉辦或推廣相關活動或社

團。客語生活學校表演和客家歌謠比賽的內涵不一樣，音樂教師要清楚兩者立

場，在美聲方面要多加強，因為獨唱和合唱的方式不同，合唱更強調和聲的和諧。

（T1） 

把客家歌謠的地位弄清楚，客家歌謠比賽和客語生活學校的目標不一樣，是要 

走和聲的美聲唱法，還是表演性質，是要推廣音樂還是語言本身，相比之下閩 

南語歌謠走的就是比較精緻的路線，能夠演唱的歌曲也比較多。（T2） 

       選曲方面，要重視色彩的變化，選擇適合學生音域的歌曲，最重要是掌握咬字 

       和發音。比賽方面，近年來對服裝道具的重視越來越高，有時甚至喧賓奪主了， 

       教師不要過度包裝比賽，要確立自己的信念，好的聲音才是最重要的，唱歌才 

       是比賽的本質。（T4） 

       教師本身要多進修客家歌謠相關知識，老師自身喜歡客家歌謠，才能讓學生也 

       喜歡，平時可以參加教師合唱團，多增加合唱指揮方面的能力，在團隊中也可 

       以得到一些客家歌謠相關的知識或曲譜。希望相關單位可以提供更多曲目，鼓 

       勵創作適合給學生唱的客家歌謠。（T5） 

    教材方面，現行適合國小學生參加比賽的曲目不足，針對合唱編寫或創作的客家歌

謠較少，相關單位舉辦活動或比賽時可與年輕音樂家合作，鼓勵創作更多的客家歌謠。

教法方面，以團體合唱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要更重視合唱方面的技巧，雖客語某些

發音不適合美聲唱法，但因演唱形式為合唱，為求音色的一致與和諧，還是要多加練習

美聲的表現，在傳統唱腔和美聲唱法中取得平衡，而教師本身要持續提升專業，多參加

相關研習或團體。比賽方面，相關單位及指導教師都要確立客家歌謠比賽的定位，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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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視為成果的表現，更重要的還是教學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內容，教師與學生教學相

長，建立團隊合作精神，認識客家文化，體會客家歌謠傳統之美，進而培養多元文化音

樂素養。音樂比賽應該回歸音樂本質，過度的包裝會模糊音樂的焦點，多專注於提升音

樂的表現力，讓更多人聽見客家歌謠精緻之美，才能對推廣客家歌謠有所助益。 

 

第二節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基本資料 

 

    本節旨在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之背景，包括基本資料、學經

歷、客語認證等背景變項，分析結果如表 4-2-1。 

 

表  4-2-1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基本資料（N=25） 

 變項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 8 

2.女 23 92 

 2.父親籍貫 1.客籍 7 28 

2.非客籍 18 72 

 3.母親籍貫 1.客籍 6 24 

2.非客籍 19 76 

 4.客語能力 1.精通 2 8 

2.優 4 16 

3.尚可 3 12 

4.不理想 7 28 

5.極不理想 9 36 

學經歷 1.最高學歷 1.學士 5 20 

2.碩士 20 80 

3.博士 0 0 

 2.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1.師範型 15 60 

2.藝術型 4 16 

3.一般型 6 24 

 3.最高學歷畢業科系 1.音樂本科系 2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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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音樂本科系 3 12 

 

  

4.現任職學校之年資 1.1~5 年 1 4 

2.6~15 年 14 56 

3.16~25 年 8 32 

4.25 年以上 2 8 

 5.任教總年資 1.1~5 年 0 0 

2.6~15 年 13 52 

3.16~25 年 10 40 

4.25 年以上 2 8 

 6.於現任職學校所擔任之職務 

（複選） 

1.導師 1 4 

2.科任 23 92 

3.教師兼行政 1 4 

4.社團指導老師 16 64 

5.其他 0 0 

 7.於現任職學校之任教科目 

（複選） 

1.語文 2 8 

2.數學 1 4 

3.社會 0 0 

4.藝術與人文 22 88 

5.綜合活動 1 4 

6.健康與體育 1 4 

7.自然與生活科技 0 0 

 8.現職學校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 1.是 8 32 

2.否 17 68 

 9.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1. 1~5 年 17 68 

2. 6~15 年 7 28 

3. 16~25 年 1 4 

4 .25 年以上 0 0 

 10.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1. 1~5 年 20 80 

2. 6~15 年 5 20 

3. 16~25 年 0 0 

4. 25 年以上 0 0 

 11.指導目前任職學校客家歌謠比賽

經歷 

1. 1~5 年 20 80 

2. 6~15 年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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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25 年 0 0 

4. 25 年以上 0 0 

客語認證 1.是否通過客家委員會舉辦之客語

能力認證考試 

1. 是 4 16 

2. 否 21 84 

 2.您所通過的客語認證級別為何 1. 初級 2 8 

2.中級 0 0 

3.中高級 2 8 

    

  在基本資料方面，本研究中教師性別九成為女性，僅有兩名教師為男性；父母親為

客籍背景的大約兩成，其餘皆不具客籍背景；客語方面，六成以上教師的客語能力為不

理想或極不理想。此結果顯示，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之教師與是否具客語背景並無太大關

聯。從訪談中亦得知，雖然客語背景及客語能力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有所幫助，但並不

是必要條件，不具客語背景及客語能力的教師仍可以尋求其他的協助或資源輔助教學。 

 

  在學經歷方面，本研究中教師最高學歷八成為碩士，其中又以師範型畢業、音樂本

科系者最多，五成教師在現任職學校年資在 6~15 年，同樣任教總年資在 6~15 年也有五

成，顯示教師已有相當程度的教學經驗。現任職學校職務以科任及社團教師最多，社團

當中以合唱團佔九成最多，有 16 位。現任職學校任教科目以藝術與人文佔最多，將近九

成教師任教音樂，顯示客家歌謠比賽團隊多由音樂教師擔任指導教師。最後，指導客家

歌謠、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指導現任職學校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都在 1~5 年之間，

佔八成，相較於教學年資，教師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經歷並不多。 

 

在客語能力方面，父母為客籍的僅佔兩成，一半以上的教師認為自我客語能力不理

想或極不理想。此結果顯示，整體教師的客語背景薄弱，不具客籍背景的教師佔大多數。

客語認證方面，僅有一成六的教師有通過客家委員會舉辦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而通過

的級別初級及中高級各有 2 位。與基本資料中之客語能力相對應，認為自己客語能力優

或精通的教師有 6 位，當中 4 位獲得客語能力認證，2 位未參加，顯示認為自身客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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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的教師有較高意願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從訪談中得知，客語認證並非指導客家

歌謠比賽之必要條件，但是客語能力越佳的教師，對於客語能力相關課程或認證亦會更

加積極參與。在客語生活學校方面，客語生活學校教師佔三成，其餘皆為非客語生活學

校教師，顯示其參賽動機，不受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而影響。 

 

由上述結果得知，本研究之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大多即為合唱團指導教師，因客

家歌謠比賽演唱形式為合唱，故以學校合唱團為最常參賽之團體。指導客家歌謠教師普

遍客語能力並不理想，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驗普遍在 1~5 年之間，相較於教學總年資，

指導客家歌謠的時間並不長，但其教學總年資所累積的教學經驗，對指導客家歌謠教學

卻能有所助益。訪談中得知，部分教師反映雖然本身並非客籍背景，但同樣認同客家文

化及客家歌謠之珍貴性，即使本身在進行教學的時候會遇到困難，但仍可透過其他方式

解決，例如請客語支援教師協同教學或自我進修。因此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來說，教師

的個人特質如積極樂觀、勇於克服困難、喜歡接受挑戰等正向思考的態度比教師的客語

背景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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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之自我效

能及教學行為情形 

 

    本節主要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之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情況，

茲分述如下：  

 

一、自我效能現況分析 

表  4-3-1 教師自我效能各題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25） 

教師自我效能 

層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個人教學 

自我效能 

1.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唱客家歌謠。 3.32 .556 1 

2.我能掌握客家歌謠的發音及字義。 3.12 .665 4 

3.我能夠在客家歌謠教學時進行範唱。 3.2 .577 2 

4.我喜歡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3.12 .665 3 

5.我能在客家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潑的教學活動。 2.76 .778 8 

6.我會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客家歌謠讓學生學習。 2.92 .759 7 

7.我喜歡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3.00 .577 5 

8.我有足夠能力指導學生參加客家歌謠比賽。 2.92 .640 6 

 整體平均分數 3.04 

一般教學 

自我效能 

1.當課本教材不足，我能補充其他教材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2.68 .748 6 

2.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生學習 

客家歌謠的興趣。 

3.04 .538 1 

 3.不論家長支持與否，我也能夠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2.96 .611 2 

4.不論有無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

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2.92 .640 5 

5.不論是否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態

度不會受到影響。 

2.92 .702 4 

 6.不論參與客家歌謠比賽學生之多寡，我對於客家歌謠教 2.92 .6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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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7.不論行政支持與否，我對指導客家歌謠比散的態度不會

受到影響。 

2.52 .653 7 

整體平均分數 2.85 

  

  由上表得知，在個人教學自我效能部分，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3.04，顯示整體教

師的個人教學效能屬於中上程度。以「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唱客家歌謠。」

排序最高，「我能在客家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潑的教學活動。」排序最低。 

  教師在「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唱客家歌謠。」得分較高，顯示教師對

於教唱客家歌謠頗有信心，因教師自身可能也未具有客語背景，但對客家歌謠所做的準

備足以讓自己勝任教學活動，故相信自己能夠教導學生習唱客家歌謠。而「我能在客家

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潑的教學活動。」得分較低，顯示教師在教學時，因教學的客

家歌謠並不如國語歌謠熟悉，故將重點放在歌詞發音教學上，較無法針對客家歌謠教學

進行其他輕鬆活潑的活動。 

  在一般教學自我效能部分，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2.85，顯示整體教師的一般自我

效能屬於中等程度。以「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生學習客家歌謠的

興趣。」排序最高，「不論行政支持與否，我對指導客家歌謠比散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排序最低。 

  教師在「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得

分較高，顯示對自我教學能力的認可，認為教師對客家歌謠的態度對於學生學習客家歌

謠有影響，故只要努力教導，便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在「不論行政支持與否，

我對指導客家歌謠比散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得分較低，顯示教師仍認為學校行政支

持是重要的，因為從招募團員、安排練習教室、報名比賽、準備參賽交通工具等工作，

都需要學校行政人員及經費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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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整體自我效能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25） 

教師自我效能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排序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 

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3.04 

2.85 

.652 

.647 

8 

7 

1 

2 

整體教師自我效能 2.94 .649 15 

 

由表 4-3-2 可知，整體教師自我效能為 2.94，顯示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為中上程

度。而在「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學自我效能」兩個層面當中，個人教學自我

效能高於一般教學自我效能，顯示教師對本身教學能力所能影響學生的程度的信念，高

於在環境情形下能夠影響學生程度的信念，換句話說，一般教學自我效能在一般環境的

限制下，教師認為能夠影響學生的程度較低，因為一般環境下的限制為不可控的外在因

素，而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屬於教師自我內在因素，是教師可以掌握的部份，故可以影響

學生的程度相對較高。 

 

二、 教學行為現況分析 

    

表  4-3-3 教師教學行為各題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25） 

教師教學行為 

層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學計畫 1.我能確切掌握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目標和內容。 3.04 .675 7 

2.我能確切掌握客家歌謠比賽的目標和內容。 3.08 .571 6 

3.我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

異。 

3.08 .571 5 

4.我在客家歌謠比賽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異。 3.16 .624 4 

5.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3.00 .500 10 

6.我會在比賽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3.16 .553 3 



 

92 
 

7.我在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3.24 5.97 2 

8.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3.32 .476 1 

9.我能針對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擬定教學計畫。 3.00 .408 9 

10.我能針對客家歌謠比賽擬定教學計畫。 3.04 .675 8 

整體平均數 3.11 

教學內容 1.我會適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 

3.16 

 

.553 1 

2.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活動，教導應景的客家歌謠。 2.36 .568 11 

3.我會依學生學習喜好，選擇適合學生的客家歌謠。 2.88 .781 3 

4.我會選用客家歌謠比賽曾使用的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教材內容。 

2.80 .645 5 

5.我會選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歌曲作為比賽曲

目。 

2.48 .653 10 

6.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2.92 .702 2 

7.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比賽曲目。 2.88 .665 4 

8.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

容。 

2.52 .714 9 

9.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2.60 .707 7 

10.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2.52 .714 8 

11.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比賽曲目。 2.68 .748 6 

整體平均數 2.70 

教學策略 1.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

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3.04 .734 4 

2.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

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3.20 .645 2 

3.我會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2.80 .645 8 

4.我會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2.84 .624 7 

5.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

學教材。 

2.88 .665 6 

6.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客家歌謠比賽曲

目。 

2.72 .613 9 

7.除了演唱客家歌謠，我會以其他方式，如吹奏直笛、欣 2.88 .6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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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影片等方式來教導客家歌謠。 

8.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客語背景教師的協

助。 

3.64 .567 1 

9. 我會因為參加客家歌謠比賽而調整教學策略。 3.08 .702 3 

整體平均數 3.06 

教學評量 1.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2.84 .624 5 

2.我會以「演奏」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2.96 .675 4 

3.我會以「欣賞」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3.00 .645 3 

4.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3.12 .600 1 

5.我會根據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 3.08 .400 2 

整體平均數 3.00 

班級經營 1.我會在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前，建立班級常規。 3.28 .541 3 

2.如有分部練習的情況，我能有效掌握學生秩序。 3.36 .489 2 

3.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的客家歌謠學習資源。 3.08 .702 6 

4.我會營造有利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情境。 3.12 .525 5 

5.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客家歌謠。 3.36 .489 1 

6.我會鼓勵學生參與客家歌謠比賽。 3.24 .663 4 

整體平均數 3.24 

 

    由上表得知，在教學計畫部分，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3.11，顯示整體教師的教學

計畫表現屬中上程度。以「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排序最高，

「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排序最低。在教學內容部分，

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2.70，顯示整體教師的教學內容表現屬於中等程度。以「我會適

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排序最高，「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

活動，教導應景的客家歌謠。」排序最低。在教學策略方面，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3.06，

顯示整體教師的教學策略表現屬於中上程度。以「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

客語背景教師的協助。」排序最高，「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客家歌謠比

賽曲目。」排序最低。在教學評量方面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3.00，顯示整體教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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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量表現屬於中上程度。以「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排序最高，「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排序最低。最後在班級經

營部分，整體教師之平均分數為 3.24，顯示整體教師的班級經營表現屬於中上程度。以

「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客家歌謠。」排序最高，「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

的客家歌謠學習資源」排序最低。 

  在教學計畫方面，「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及「我在進行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得分較高，顯示教師對於教授客家歌謠前，

均會先熟悉教學的內容，尤其客語可能並非教師常用之語言，所以課前的準備顯得相當

重要。而「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分數較低，可能是

由於課堂教授客家歌謠的時間有限，故以課本作為主要教學內容，沒有時間再教授其他

內容。 

  在教學內容方面，「我會適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得分較高，前者顯示教師會適

時將相關知識融入教學，例如教唱到〈客家本色〉，可介紹客家人如何篳褸襤衫在台灣落

地生根的辛苦歷程，教唱到〈伯公伯婆〉，則可以讓學生瞭解客家人祭祀的禮節；後者，

則代表教師普遍認同以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內容，因童謠教簡顯易懂，且

具有童趣，琅琅上口，對學生來說較貼近生活經驗。而「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活動，教

導應景的客家歌謠。」得分較低，顯示教師對於客家歌謠曲目涉獵不多，故在配合節慶

的教學上有困難。 

  在教學策略方面，「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客語背景教師的協助。」得

分最高，顯示教師在教授客家歌謠時，最常遇到的問題仍是客語的發音，故會尋求客語

背景教師的協助。而在「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客家歌謠比賽曲目。」

得分較低，顯示教師較不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參加比賽，因客家歌謠比賽演唱

曲為合唱曲，故大多是從比賽的角度進行選曲，選擇有表現力又能符合學生程度的歌曲，

至於是否與生活經驗相關並非最重要的選擇考量。 

  在教學評量方面，「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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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得分較高，顯示教師在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時會考量學生個別差異，適時調整教學方法及內容。而在「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

客家歌謠教學評量。」得分較低，顯示教師較不會以演唱方式進行客家歌謠評量，因每

個學生的客語背景不一樣，教師希望以鼓勵取代考試，不希望以考試的方式，強迫學生

學習客家歌謠。 

  在班級經營方面，「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客家歌謠。」得分最高，顯

示本研究之教師普遍具有積極正面的態度，即使本身未具備客語背景，仍相信自己可能

勝任客家歌謠教學。而在「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的客家歌謠學習資源。」較低分，顯

示教師可能對客家歌謠較不熟悉，故對於其他可用的資源不甚瞭解。 

 

表 4-3-4 整體教學行為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25） 

教師自我效能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排序 

教學計畫 3.11 .525 10 2 

教學內容 2.70 .612 11 5 

教學策略 3.06 .645 9 3 

教學評量 3.00 .588 5 4 

班級經營 3.24 .568 6 1 

整體教師教學行為 3.02 .587 41 

 

    由表 4-3-4 可知，整體教師教師行為為 3.02，顯示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為中上程

度。而在「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教學評量」、「班級經營」五個層面

當中，以「班級經營」排序最高，「教學內容」排序最低。顯示教師在「班級經營」表現

最佳，能夠營造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教導客家歌謠。「教學內容」則

因教師普遍認為適合教學使用之客家歌謠不足，且教師能夠進行客家歌謠教學的時間也

不多，故在教學內容的表現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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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不同情境下教學計畫、教學內容及教學策略得分之情況（N=25） 

教師自我效能層面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 3.07 2.51 2.90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3.15 2.66 3.06 

 

    由表 4-3-5 可知，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及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兩種不同情境下，在「教

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方面，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情境得分較高，顯示教師

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因參賽目標明確且有求得優秀表現的慾望而在此三面向表現較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佳。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僅在課本內容出現客家歌謠時才進行教學，

故表現未如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情況佳。 

  「教學計畫」的方面，因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為團隊每學年之重大活動，故教師將其

列入教學計畫中，針對比賽進行一連串的訓練與教學，與其問卷「教學計畫」部分結果

一致。 

「教學內容」方面，教師普遍認為現行教科書內容不足，客家歌謠編選不夠多元，

曲目也不夠廣泛，對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可考量其興趣及能力，教授符合程度的客

家歌謠，例如在低年級先以符合生活經驗的童謠為主，中高年級則可加入民謠及客家流

行歌曲。客家歌謠比賽曲目部分，則可以將各校歷年參賽曲目做為參考，訪談結果與問

卷「教學內容」部分結果一致。 

「教學策略」方面，教師因本身客語能力不足，故常與客語支援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並善用教學媒體，如 CD 或 YOUTUBE 來輔助教學，而在音樂教學方法方面，大多使用

手號及節奏唱名進行教學，與問卷「教學策略」部分結果一致。 

「教學評量」方面，教師認為能夠參加客家歌謠比賽，便代表學生已學會習唱客家

歌謠，已達到教學目標。考量到學生客語背景之不同，較少以演唱方式進行評量，而改

以另類評量例如欣賞或是直笛吹奏，且會依照學生個別差異進行調整，與問卷「教學評

量」部分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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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方面教師普遍對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抱持正向積極態度，認為客家歌

謠為多元文化教育一環，而客家歌謠比賽可以凝聚團隊向心力，並提供學生表現的舞臺，

因客家歌謠比賽需要團隊合作，教師對於班級氣氛、團隊精神及教學秩序等相當重視，

與其問卷「班級經營」部分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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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

教師之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本節主要分析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

情形，結果如下：  

 

一、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之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一）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1.不同學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學士、碩士、博

士，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1。 

 

表 4-4-1 不同學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最高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學士 5 41.60 6.58 .364 

碩士 20 45.00 7.49 

博士 0 0 0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碩士學歷平

均分數高於學士學歷，自我效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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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師範型、藝術型、

一般型，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2。 

 

表 4-4-2 不同最高畢業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師範型 15 43.73 8.67 .893 

藝術型 4 45.00 6.77 

一般型 6 45.33 1.68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一般型平均分數高於藝術型；藝術型高於師範型，顯示一般型畢業學校教師自我效能最

高。 

 

  3.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

為 1~5 年、6~15 年、16 年~25 年、26 年以上，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3。 

表 4-4-3 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1~5 年 17 42.88 7.06 .326 

6~15 年 7 46.85 7.79 

16~25 年 1 51.11 0 

26 年以上 0 0 0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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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

差異，指導經歷越久之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平均分數越高。 

 

（二）不同年資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 1~5 年、

6~15 年、16 年~25 年、26 年以上，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4。 

 

表  4-4-4 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任教總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1~5 年 0 0 0 .234 

6~15 年 13 45.84 6.33 

16~25 年 10 41.40 8.46 

26 年以上 2 49.00 1.41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任教年資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指導 26

年以上音樂教師平均數大於 6~15 年音樂教師；6~15 年音樂教師平均數大於 16~25 年音

樂教師，顯示指導 26 年以上音樂教師自我效能最高。任教年資越長之教師，雖不一定同

時具有豐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經驗，但其在教學能力和教學資源的累積，對於教師指

導客家歌謠教學有幫助。但任教 6~15 年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表現優於 16~25 年音樂教師，

則顯示雖教學經驗的累積對客家歌謠比賽有幫助，但真正影響指導客家歌謠教學的自我

效能還是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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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精通、優、

尚可、不理想、極不理想，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5。 

 

表  4-4-5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客語能力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精通 2 48.50 3.53 .514 

優 4 47.50 6.75 

尚可 3 46.33 4.93 

不理想 7 40.57 5.53 

極不理想 9 44.22 9.48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客語能

力精通之音樂教師自我效能最高，客語能力不理想之音樂教師自我效能最低，極不理想

為次低，此結果亦與通過客語認證考試教師自我效能越高一致。大多數教師認同客語能

力程度越高，有助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雖然本研究中指導客家歌謠教師普遍客語能力

為不理想或極不理想，但教師仍會尋求其他資源協助，克服困難。 

 

（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是或

否，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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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客語生活學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是 8 42.12 3.39 .314 

否 17 45.35 8.47 

總計 25 44.32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非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高於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部分教師雖為客語生活

學校教師，但本身並不具備客籍背景，客語能力亦不佳，故在自我效能表現上較低。由

上述可知，其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之自我效能與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教師無關。 

 

二、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之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一）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1.不同學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學士、碩士、博

士，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7。 

 

表  4-4-7 不同學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最高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學士 5 119.20 4.86 .364 

碩士 20 123.20 16.13 

博士 0 0 0 

總計 25 122.40 14.58 

*P<.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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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碩士學歷教

學平均數高於學士學歷，代表其行為表現優於學士學歷。 

 

   2.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學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題項主要分為師範型、藝術型、

一般型，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8。 

 

表  4-4-8 不同最高畢業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師範型 15 122.40 17.02 .994 

藝術型 4 121.75 16.27 

一般型 6 122.83 7.11 

總計 25 122.40 14.58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一般型平均分數高於師範型；師範型高於藝術型，顯示一般型畢業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

為最佳。 

 

    3.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題項主要分

為 1~5 年、6~15 年、16 年~25 年、26 年以上，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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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1~5 年 17 120.05 15.42 .436 

6~15 年 7 128.57 12.44 

16~25 年 1 119.00 0 

26 年以上 0 0 0 

總計 25 122.40 7.32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

差異，指導 6~15 年之音樂教師平均數最高，顯示教學行為最佳。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越長，經驗亦更加豐富，有助於教學，且教師個人的特質如積極樂觀、勇於克服困難、

喜歡接受挑戰等正向思考的態度亦會影響教學行為。 

 

（二）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 1~5 年、

6~15 年、16 年~25 年、26 年以上，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10。 

 

表  4-4-10 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教學行為能差異情形 

任教總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1~5 年 0 0 0 .633 

6~15 年 13 124.07 12.99 

16~25 年 10 119.10 17.76 

26 年以上 2 128.40 5.65 

總計 25 122.40 14.58 

*P<.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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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指導

26 年以上音樂教師平均數大於 6~15 年；6~15 年音樂教師平均數大於 6~25 年，顯示指導

26 年以上音樂教師教學行為表現最佳。任教總年資越長之教師，雖不一定同時具有豐富

的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驗，但其在教學能力和教學資源的累積，對於教師指導客家歌謠

教學時有幫助。 

 

（三）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精通、優、

尚可、不理想、極不理想，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11。 

 

表  4-4-11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差異情形 

客語能力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精通 2 117.50 2.12 .837 

優 4 126.25 12.99 

尚可 3 129.33 15.50 

不理想 7 118.85 8.61 

極不理想 9 122.22 20.40 

總計 25 122.4 14.58 

*P<.05. **<.01 

     

  由上表可知，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客語能

力尚可之音樂教師平均數最高，顯示其教學行為最佳，客語能力精通之音樂教師平均數

最低，顯示其教學行為較差。經訪談後瞭解，大多數教師認同客語能力程度越高，有助

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本研究中指導客家歌謠教師普遍客語能力雖不理想，但教師因此

與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並尋求其他資源，以彌補自身條件不足的部分，無礙其教學行

為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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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題為調查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情形。選項主要分為是或

否，各題項統計結果見表 4-4-12。 

 

表  4-4-12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客語生活學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是 8 119.00 7.708 .436 

否 17 124.00 16.87 

總計 25 122.40 14.58 

*P<.05. **<.01 

 

    由上表可知，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非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平均數高於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顯示其教學行為優於客語

生活學校音樂教師。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之教學行為與其自身內在因素及背景相關與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教師則無關。 

 

    雖有相關研究顯示教師自我效能與行為與其任教年資、學歷、教育背景相關（朱陳

翰思，2000；張俊紳，1997；何郁玲，1999），但本研究以音樂教師為對象，結果顯示不

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與教行為無明顯差異。 

此結果與孫志麟（1991）、劉威德（1994）、洪宏魏（2009）、簡鈺蓁（2007）的研究一致，

孫志麟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師自我效能上並無顯著差

異；劉威德指出不同任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師自我效能上無顯著差異；洪宏魏則指出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數學學習領域教師在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簡鈺蓁的研究則指出教

學行為與背景變項未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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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研究結果與訪談內容相互對應後發現，不同背景變項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無

明顯差異。教師普遍認為客語能力及教學資歷等，確實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有所影響，

但並非必要的條件。許多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之教師，雖本身並非客籍背景，亦未具備良

好客語能力，相較於國語歌謠，客家歌謠在語言方面更困難，但對於客家歌謠教學態度

積極樂觀、喜歡接受挑戰、勇於克服困難，故為了彌補自身克與背景條件之不足，教師

積極尋求其他支援，此為影響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更重要的因素。 

 

第五節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

與教學行為之相關性 

 

    為探討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關係，本節以皮爾

森積差相關，對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音樂教師的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層面進行考

驗，結果如下表 4-5-1。 

 

表  4-5-1  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係數表 

教師自我效能 

 

教學行為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評量 班級經營 整體 

個人教學 

自我效能 

.709** .672** .589** .496* .203 .697** 

一般教學 

自我效能 

.868** .763** .864** .703** 268 .888** 

整體 .838** .765** .765** .632** .249 .840** 

*P<.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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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相關分析 

（一）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關係 

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間相關係數 r 值為.840，達到顯著水準（p<0.01）。因此，

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之自我效能越

高，其教學行為也越佳。 

 

（二）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關係 

就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而言，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五個層面之間的

相關係數，除了「班級經營」，其他皆達到顯著水準（p<0.01），因此，教師自我效能與

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其相關係數 r 值依序為：「教學計畫」（r=.838）、「教

學內容」（r=.765）、「教學策略」（r=.765）、「教學評量」（r=.632）、「班級經營」（r=.249）。

自我效能越高，其教學行為各層面的表現也越佳，其中「班級經營」與自我效能相關係

數較低，顯示無論自我效能高或低，教師的班級經營不受影響。 

 

二、教師自我效能各層面與教學行為之相關分析 

（一）教師自我效能各層面與教學行為之關係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間的 r 值為.709，「一般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

行為之間的 r 值為.868，兩者皆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p<0.01）。因此，教師自我效能的

兩個層面與教學行為之間皆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在自我效能各層面得分越高，教學行

為的得分也越高。 

 

（二）教師自我效能各層面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關係 

1.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間的相關係數，除了「班級經營」之外， 

其餘皆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p<0.01），因此，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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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顯著正相關，其相關係數 r 值依序為：「教學計畫」（r=.709）、「教學內容」（r=.672）、

「教學策略」（r=.589）、「教學評量」（r=.496）、「班級經營」（r=.203）。由此可知，個人

教學自我效能越高在教學行為各層面的實際表現也越好。其中「班級經營」與個人教學

自我效能相關係數較低，顯示無論個人教學自我效能高或低，教師的班級經營不受影響。 

 

2. 一般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的相關係數 

一般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的相關係數，除了「班級經營」之外，其 

餘皆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p<0.01），因此，一般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間皆

有顯著正相關，其相關係數 r 值依序為：「教學計畫」（r=.868）、「教學策略」（r=.864）、「教

學內容」（r=.763）、「教學評量」（r=.703）、「班級經營」（r=268）。由此可知，一般教學自

我效能越高在教學行為各層面的實際表現也越好。其中「班級經營」與一般教學自我效

能係數較低，顯示無論個人教學自我效能高或低，教師的班級經營不受影響。 

 

   由表 4-5-1 可知，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間，不論從整體來看，或是各層面之間，

除了「班級經營」，其他均呈現正相關且達 0.01 顯著水準，相關係數 r 值介於.203 到.888

之間。當兩個變項間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時，可以從相關係數絕對值大小來判別兩個變項

間的關聯程度，相對係數絕對值在.40 以下為低度相關，相對係數絕對值介於.40 到.70 為

中度相關，相對係數絕對值.70 以上為高度相關。由表 4-5-1 可得知，「班級經營」與「教

師自我效能」、「個人教學自我效能」及「一般教學自我效能」之相關係數在.40 以下，為

低度相關；「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教學評量」之相關係數

在.40 至.70 之間，為中度相關，其他皆為高度相關。 

    

    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

能與教學行為無明顯差異，但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間呈現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顯示教

師自我效能越高，其教學行為越好，與顏銘志（1996）及簡玉琴（2002）的研究發現一

致，兩者的研究皆指出國小教師教學行為與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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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說明本研究所得到之結論，並提出對學校行政、音

樂教師、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新北市參加國小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教學現況 

 （一）訪談之客家歌謠比賽團隊多為學校合唱團，主要以公開甄選方式招

募團員 

  目前新北市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學校之團隊，通常為該校之合唱團，主要以公開甄選

或教師直接挑選的方式組織團員。因為團隊即為合唱團，故以訓練合唱團的方式進行教

學，注重發聲、音感及識譜的練習。練習時間通常為每天早自習或中午，比賽時期視情

況會安排加練，某些學校會將教合唱練習納入教育實驗課程，以增加學生練習的機會。 

 

 （二）客家歌謠教學方法與一般歌曲教學方法相近，一般課堂實施之客家

歌謠教學教材為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材則以教師補

充教材為主 

  不論是一般課堂實施之客家歌謠教學或是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其教學的方法相近，

首先從識譜開始，接著是唱譜、唸歌詞、唱歌詞、最後為欣賞，簡單的旋律亦可搭配直

笛教學。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會適時以手號或節奏唱名等音樂教學法輔助教學。在客

家歌謠比賽部分，因歌曲通常為合唱曲，故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增加分部練習。在教

材方面，一般課堂上進行客家歌謠教學時間有限，教師大多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

書中編選的歌曲進行教學，因歌曲數量不多，故皆會納入學習內容，少有其他補充教材；

客家歌謠比賽則因必須以合唱形式進行演唱，故不適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中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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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歌曲，大多由指導教師根據歷年參賽曲目或自行購買合唱譜作為教學曲目。 

     

 （三）客家歌謠教學教師具有一般音樂教師知能，有客語背景更佳，客語

能力不足者則進行協同教學；行政支持度高對客家歌謠教學及比賽有所助益 

  教師普遍認為一般音樂教師的能力即可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語言的部分可請客語支

援教師協同教學，如果是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教師，要具備合唱教學及指揮的能力，並

多參加客語相關研習或客家歌謠班，藉以提升自我客家歌謠教學知能。行政支持度方面，

若學校可以針對客家歌謠辦理校內相關活動，將有助於客家歌謠教學推廣；在客家歌謠

比賽方面，經費是最重要的支持，除此之外，若學校行政能協助團隊管理，將有助於降

低指導教師工作壓力，使教師更加專注於團隊的練習。 

 

 （四）一般課堂實施客家歌謠教學可增加學生接觸多元文化音樂的機會，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則可以凝聚團隊向心力，增加學生表現機會；現有適合國

小學童演唱之客家歌謠不足，教材未考量學生學習程度，亦非各年段皆選用

客家歌謠，編選方式缺乏順序性及連貫性 

  教師大多認同在一般課堂實施客家歌謠教學，可用演唱或演奏等不同方式，帶領學

生認識多元文化音樂；參加客家歌謠比賽，則提供學生上臺表現的機會，藉由團體練習

的機會，凝聚向心力，提升客家歌謠的藝術價值。在研究中，亦發現現有適合國小學生

演唱之客家歌謠教材不足，教師大多使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但因編選的問題，

導致客家歌謠佔的比例偏低，也非各年段皆有客家歌謠，故在教學中，教師若能補充客

家歌謠教材，對客家歌謠教學極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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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自我效能

差異情形 

 

  （一）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 

  不同學歷、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及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在自我效

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碩士學歷、一般型畢業學校及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越久音樂

教師自我效能越高。 

 

  （二）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 

  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任教總年資越長之教

師，雖不一定同時具有豐富的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驗，但其在教學能力和教學資源的累

積，對於教師自我效能高低有所影響。 

 

  （三）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差異，但客語能力越好，則自我效

能越高，此結果亦與通過客語認證考試教師自我效能較高一致。大多數教師認同客語能

力程度越高，有助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雖然本研究中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普遍客語

能力並不理想，但教師仍會尋求其他資源協助，故雖自我效能低，但其教學行為表現卻

不一定較差。 

 

  （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在自我效能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非客語生活學校

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優於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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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不同背景變項音樂教師教學行為

差異情形 

 

  （一）不同學經歷音樂教師教學行為無顯著差異 

  不同學經歷、不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不同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經歷音樂教師在教學

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但碩士學歷、一般型畢業學校、指導 6~15 年之音樂教師教學

行為較佳。 

 

  （二）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教學行為無顯著差異 

  不同任教總年資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但任教 26 年以上教師，

教學行為表現最佳。任教總年資越長之教師，雖不一定同時具有豐富的指導客家歌謠比

賽經驗，但其在教學能力和教學資源的累積，對於教師教學行為表現有所影響。 

 

  （三）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教學行為無顯著差異 

  不同客語能力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差異，但客語能力越差，則教學行

為表現越佳，顯示本研究中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雖普遍客語能力不理想，但教師仍會

尋求其他資源協助，故雖自我效能低，但其教學行為表現卻不一定較差。 

 

  （四）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行為無顯著差異 

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在教學行為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非客語生活學校

音樂教師教學行為優於客語生活學校音樂教師。 

 

 



 

115 
 

四、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

相關性 

 

 （一）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有顯著正相關 

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間為高度相關，且達顯著水準；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 

為各層面之間除了班級經營之外，其餘皆為中度或高度正相關，顯示自我效能越高，教

學行為各層面的表現也越佳。 

  

 （二）教師自我效能各層面與教學行為有顯著正相關 

個人教學效能、一般教學效能與教學行為皆為高度相關，且達顯著水準；個人教學 

效能、一般教學效能與教學行為各層面之間除了班級經營之外，其餘皆為中度或高度正

相關，顯示個人教學效能、一般教學效能越高，教學行為各層面的表現也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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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學校行政的建議 

  （一）舉辦有關客家歌謠相關藝文活動 

  學校行政單位可以多舉辦客家歌謠相關藝文活動，如中午用餐時間播放客家歌謠或

舉辦校內客家歌謠班級競賽等，將可以培養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二）學校行政應協助管理團隊，降低教師工作壓力 

  學校行政對於客家歌謠並未特別支持，大多只有給予團隊經費方面協助，比賽團隊

亦普遍由指導教師負責管理，對指導教師來說是種負擔。行政單位應在教學上應協助教

師管理團隊，如甄選團員、上課點名、教室安排、與導師及家長溝通等工作，在比賽方

面則應協助報名、準備餐點及交通工具。如果學校單位可以協助降低教師工作負荷，教

師可更專注於指導學生。 

 

二、對音樂教師的建議 

  （一）參加相關研習或客家歌謠團體 

  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之教師，大部分並非客語生活學校教師，不一定具備客籍

背景或客語能力，而是靠教師不斷精進自我教學知能，克服對陌生語言之畏懼，才得以

勝任客家歌謠教學工作。不論是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或是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可多參

加與歌唱相關之研習或團體，平時多接觸客家歌謠將有助於提升客語能力，對教學更有

幫助。 

 

  （二）補充客家歌謠教材 

  不論是一般課堂實施之客家歌謠教學或是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普遍反映教材不

足。教師可以透過參加相關研習、客家歌謠班、合唱團，或自行購買樂譜的方式擴充教

材；例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臺灣山歌團等單位皆有出版客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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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教材，如此則可避免對教科書之過度依賴，並可視學生的程度和興趣，由教師挑選適

合學生的客家歌謠進行教學。  

 

三、對相關單位的建議 

 （一）舉辦客家歌謠相關研習或成立客家歌謠團體 

    教師普遍不具客語背景及客語能力，大多是由客語支援教師協同教學。檢視目前全

國教師進修網之教師研習系統開課情況，少有針對客家歌謠舉辦之研習，相關單位可以

多舉辦相關研習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以提升自我客家歌謠相關知能，如此將有助於客

家歌謠教學。客家歌謠團體則可提供教師公共的平台互相交流與學習，對客家歌謠教學

及推廣頗有幫助。 

 

 （二）充實客家歌謠教材並支持客家歌謠創作 

  雖然各版本教科書皆有選編客家歌謠，但曲目不多且未依學生學習程度編排，教師

普遍認為可供教學之曲目甚少，歌曲難易度落差大，也少有針對客家歌謠比賽創作之合

唱曲。相關單位在教科書的編排上，可依學生學習經驗與程度加以分類，低年級以童謠

為主，中高年級學習民謠及客家流行歌曲。亦可舉辦客家歌謠歌詞、歌曲創作比賽等鼓

勵大眾進行客家歌謠創作，以廣納更多客家歌謠作品。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及訪談對象為新北市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曾指導國小客家歌謠

比賽音樂教師，因研究對象人數不多，故其研究結果及推論有所限制。因此未來的研究

可延伸至其他層級教師，或選擇其他縣市進行研究，增加研究對象數量，以便瞭解不同

對象的差異情形，並使研究更具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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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用不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量並用的研究方法，以問卷及訪談獲得研究資料，但因時間及交通的

限制，訪談與問卷調查同時進行，訪談內容僅能回應研究目的一，而未能釐清及補充解

釋問卷之數據結果，故量化研究結果僅能針對數據解釋現況，無法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因此，若能在研究中先以問卷進行調查，再根據問卷分析結果進行訪談，甚至輔以實際

觀察，將可使研究內容有更深入的探討，研究結果亦能更加完整。 

 

（三）客家歌謠比賽曲目之探討 

    本研究針對九十九至一零二學年度各版本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藉以瞭解一般客家

歌謠教學歌曲的分類與編選情形，但對於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之參賽曲目，則因資料收

集不全，未能進行深入探討，故後續可針對參賽歌曲進行研究，相關內容可供未來參加

或舉辦客家歌謠比賽之單位作為參考。 

 

 

 

 

 

 

 

 

 



 

119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于世淑（2008）。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科書音樂課程之內容分析：以多元文化課程概 

念檢視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王子芳（2012）。臺灣客家創作歌謠在客語教學上的應用與成效：以高雄市兩所國小為 

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王受榮（1992）。我國國民中小學教師效能感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方德隆（1998）。國民中小學多元文化教育之課程設計模式。高雄師大學報，9，187-205。 

古綺靚（2013）。臺北市客家歌謠班推動客家文化成效之研究－以臺灣客家山歌團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市。 

江昀珊（2011）。藝術與人文教科書歌唱與直笛曲目之內容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江易穎（2001）。國中音樂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4）。103 年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臺 

  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朱陳翰思（2000）。國民小學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專業知能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中師範學院，臺中市。 

江雪齡（1996）。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文化教育。臺北市：師大書苑。 

江雪齡（1997）。多元文化教育。臺北市：師大書苑。  

阮怡菁（2006）。非音樂科系畢業國小音樂教師教學效能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吳威廷（2004）。國民中學教師信念、教學行為與其學生學習結果之關係探討－以雲林 

縣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吳品玫（2000）。高中補習班數學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之質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120 
 

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何心怡（2012）。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九十六~九十八學年度國小組為 

  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何郁玲（1999）。中小學教師職業倦怠、教師效能感與生命意義感關係之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 

李俊湖（1992）。國小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效能關係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李國楨（2001）。國中學生對教師有效教學行為的知覺與其學習策略、學業成就之相關 

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吳清基（1989）。教師與進修。臺北市：師大書苑。 

李雪燕（2000）。國小低年級客家歌謠教學實施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李詠吟、單文經（1995）。教學原理。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李慕如、羅雪瑤（2000）。兒童文學。高雄市：復文。 

李慧芹（2010）。運用英語歌曲歌謠提昇國小學童尾韻覺識及學習動機之研究⎯以屏東縣 

  國小二年級學童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市。 

宋淑貞（2009）。高雄市「客家歌謠班」之現況、發展與文化傳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宋學文、黎寶文（2006）。臺灣客家運動之政策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3)， 

501-540。 

吳澤炎、黃秋耕、劉葉秋（1989）。辭源。臺北市：遠流。 

呂翠華（2008）。多元文化音樂教學運用於國民小學五年級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呂錘寬（2005）。臺灣傳統音樂概論－歌樂篇。臺北市：五南。 

林小詩（2008）。桃園縣國民小學客語教學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市。 

林清山（1986）。教學的心理學基礎。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有效教學研究（57-87 頁）。 

林進財（1998）。有效的教學行為。師友，370，34-36。 

姚世澤（2003）。現代音樂教育學新論。臺北市：師大書苑。 



 

121 
 

胡育寧（2008）。客語生活學校國小學童客語使用及能力之分析。聯大學報，59(2)， 

47-65。 

洪宏蔚（2009）。澎湖縣國小教師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行為、自我效能及教學效能相 

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施敏琪（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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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施韻涵（2004）。臺灣學校音樂教育之西化與本土化（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 

  學，臺南市。 

高如玫（2007）。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研究－以決賽曲目為對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孫志麟（1991）。國民小學教師自我效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孫志麟（2001）。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行為的關係－實徵取向的分析。國立臺北師範學 

  院學報，14，109-140。 

孫志麟（2003）。教師自我效能的概念與測量。教育心理學報，34(2)，139-156。 

馬榮哲（2004）。國小教師工作價值觀與教學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徐瑜瀅（2008）。高高屏地區實施「客語生活學校」學生對客家歌謠態度調查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縣。 

徐麗紗（1998）。鄉土音樂及其教學策略綜述。載於杜裕明（主編），鄉土藝術教育論壇 

  （113-131 頁）。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徐麗紗（2007）。多元文化音樂的最初實踐－科爾曼的音樂創作教學及其應用。美育雙 

  月刊，156，4-13。 

陳木金（1997）。國民小學教師領導技巧、班級經營策略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未出 

  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陳正芳（2003）。臺灣遊戲童謠在國小多元文化音樂課程中之研究與應用（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陳玉蘭（1999）。國中師生有效教學行為之意見調查研究。教育學刊，15，171-225。 

教育部（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臺北市：教育部。 

教育部（2012）。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臺北市：教育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KwAUq/search?q=auc=%22%E6%96%BD%E6%95%8F%E7%90%AA%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EA7Lw/record?r1=3&h1=1


 

122 
 

教育部（2013）。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 （101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部。 

陳秀如（2009）。焦點解決諮詢對高中職教師自我效能影響之初探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陳美如（2000）。從社會正義談多元文化課程的實踐。國民教育，41(2)，62-69。 

陳美言（1998）。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中師範學院，臺中市。 

張世慧（1999）。國小一般智能優異班教師自我效能模式之驗證暨相關因素之研究（未 

  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張俊紳（1997）。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不同教學效能信念類型教師的教學表 

  現及其教學生產力（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張哲榕（2005）。客語生活學校施行客家歌謠教學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許常惠（1986）。現階段臺灣民謠研究。臺北市：樂韻。 

陳淑惠（2005）。臺灣地區客家歌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 

曹逢甫（1995）。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談臺灣的語文教育。教改通訊，11，38-40。 

張碧娟（1999）。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學校教學氣氛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未 

  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張德銳、簡紅珠、裘友善、高淑芳、張美玉、成虹飛（1996）。發展性教師評鑑系統。 

  臺北市：五南。 

陳曉雰、張哲榕（2004）。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概念與過程。載於陳曉雰（主編），2004 

  音樂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音樂教育的趨勢與展望（77-95 頁）。臺北市：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學謙（1994）。國民小學合唱教學評鑑。國民教育，34，36-41。 

康瓊文（2000）。國小音樂教科書各族群歌曲內涵之分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彭玉錢（2014）。臺北市客家歌謠班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 

  大學，桃園市。 

葉金裕（2002）。國民小學教師有效教學行為之研究－以澎湖地區國小教師為例（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9C%8B%E6%B0%91%E5%B0%8F%E5%AD%B8%E6%95%99%E5%B8%AB%E6%9C%89%E6%95%88%E6%95%99%E5%AD%B8%E8%A1%8C%E7%82%BA%E4%B9%8B%E7%A0%94%E7%A9%B6-%E4%BB%A5%E6%BE%8E%E6%B9%96%E5%9C%B0%E5%8D%80%E5%9C%8B%E5%B0%8F%E6%95%99%E5%B8%AB%E7%82%BA%E4%BE%8B%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123 
 

曾逸昌（2008）。客家概論。苗栗縣：曾逸昌 

曾喜城（1999）。臺灣客家文化研究。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黃雄祥（2002）。中國客家人。香港：獲益。 

黃雅瑜（2001）。學校對於目前客語教學之態度。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3，53-61。 

黃瑞枝（1995）。客家童謠特質初探。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學報，8，237-256。 

曾瑞媛（1994）。客家童謠的評析。載於徐正光、彭欽清、羅肇錦（主編），客家文化研 

  討會論文集（141-160 頁）。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曾瑞媛（2011）。客家童謠的文化特質。育達科大學報，26，199-228。 

馮輝岳（1991）。客家歌謠大家唸。臺北市：武陵。 

馮輝岳（1999）。客家謠諺賞析。臺北市：武陵。 

湯仁燕（2000）。多元文化的課程轉化與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4，91-115。 

黃政傑（1994）。多元文化課程。臺北市：師大書苑。 

黃政傑（1995）。多元社會課程取向。臺北市：師大書苑。 

黃政傑、張嘉育（1998）。多元文化教育的問題與展望。教育研究資訊，6(4)，69-81。 

黃儒傑（2002）。國小初任教師教學信念、教學成敗歸因及其有效教學之研究（未出版 

  之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楊兆禎（1972）。歌唱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市：全音樂譜。 

楊兆禎（1974）。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的研究。臺北市：育英。 

楊兆禎（2000）。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簡介。載於林谷芳編，本土音樂的傳唱與欣賞 

  （178-184 頁）。臺北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楊佈光（1983）。客家民謠之研究。臺北市：樂韻。 

楊雅雯（2009）。童謠教學對國小三年級學童音素覺知及記憶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玄奘大學，新竹市。 

楊國鑫（1998 年）。臺灣客家創作歌曲的形成與發展。「中央大學客家民族文化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籌備處。 

詹棟樑（1993）。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際探討。載於中國教育學會編，多元文化教育 

  （21-46 頁）。臺北市：臺灣書局。 

廖中秋（2012）。客家政策效益之實證研究－以桃園縣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KwAUq/search?q=auc=%22%E6%A5%8A%E9%9B%85%E9%9B%A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KwAUq/search?q=sc=%22%E7%8E%84%E5%A5%98%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124 
 

  中央大學，桃園縣。 

鄭方靖（2003）。從柯大宜教音樂教學法探討臺灣音樂教育本土化之實踐方向。高雄市： 

  復文。 

歐用生（1995）。鄉土教育的理念與設計。載於黃政傑、李隆盛（主編），鄉土教育（10-22 

  頁）。臺北市：漢文。 

郭美女（2001）。原住民小學如何以學校本位進行「藝術與人文」課程之統整－以南王 

  國小為例。臺東師院學報，12(2)，60-84。 

鄭英耀、黃正鵠（1996）。教師自我效能相關因素之研究。教育學刊，12，219-244。 

劉美慧（1999）。國民小學多元文化社會科課程設計與評鑑 (II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E88116）。 

劉美慧（2011）。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4)，56-63。 

劉威德（1994）。國中教師教學成敗歸因、社會支持與教學自我效能相關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劉楨（2005）。臺灣客家流行歌曲發展與出版市場之探討。載於呂錦明（主編），第三屆 

  臺灣客家音樂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03-112 頁）。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劉靖國（2005）。多元文化、疆界及其跨越－多元文化教育之理念、發展與實施。學校 

  行政，42，90-107。 

賴金河（2011）。國小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之研究－以兩所國小為例（未出版之博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盧怡伶（2007）。臺南縣市國小音樂教師時間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賴怡珮（2007）。學前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及其與外籍配偶家長親師互動之相關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賴美鈴（1997）。臺灣音樂教育史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 

  號：NSC88-2411-H-003-006）。 

賴碧霞（1993）。臺灣客家民謠薪傳。臺北市：樂韻。 

鍾佳穎（2003）。臺北縣國民小學體育教師效能信念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北市。 

謝重光（1999）。客家源流新探。臺北市：武陵。 

謝俊逢（1994）。民族音樂論集 1。臺北市：大陸書店。 



 

125 
 

謝俊逢（2000）。從客家傳承音樂看客家人。載於謝俊逢（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 

  討會論文集（379-40 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謝寶梅（1995）。國小教師自我效能感之調查研究。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集 

  刊，3，76-96。 

簡玉琴（2002）。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顏志文（2005）。客家新音樂的十年回顧與展望。載於呂錦明（主編），第三屆臺灣客家 

  音樂文化研討會論文集（89-102 頁）。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簡紅珠（1988）。教學研究的趨勢。載於黃光雄主編，教學原理（423-449 頁）。臺北市： 

師大書苑。 

顏銘志（1996）。國民小學教師教學信念、教師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屏東縣。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多元文化教育。臺北縣：國立空中大學。 

蘇慶俊（1988）。選對曲子，音樂已經成功了一半。音樂月刊，72，16-18。 

二、外文部分 

Anderson, W. M. (1983). The teacher as translator of culture.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69(9),  

32. 

Anderson, W. M., & Campbell, P. S. (1996).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music education  

(2nd ed.). Reston, VA: 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Ashton, P. T., Webb, R. B., & Doda, N. (1982). Teacher’s sence of efficacy: Toward an  

  ecological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York. 

Bandura, A. (1977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New York: General Learning Press. 

Bandura, A. (1977b).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y Review, 84(2), 191-215. 

Bandura, A.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122-147. 

http://des.emory.edu/mfp/Bandura1982AP.pdf


 

126 
 

Bandura, A. (1993).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8(2), 117-148.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Banks, J. A.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Banks, J. A., & Banks, C. A. M. (2001).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4th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Barfield, V., & Burlingame, M. (1974). The pupil control ideology of teachers in selected  

schools.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42, 6-11. 

Bennett, N. (1976). Teaching style & pupil progress. London, England: Open Books.  

Bennett, C. I. (1990). Comprehensiv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MA: Allyn & Bacon. 

Borich, G..D. (1994). Observation skill for effective teaching. New York: Macmillan. 

Breeding, J. J. (1983). A process-product study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A Local Head  

Start programs. University of Taxas. 

Brophy, J. (1988). Research on teacher effects: Use and abus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9(1), 3-22. 

Campbell, P. S., & Scott-Kassner, C. (1995). Music in childhood: From preschool through  

the elementary grades. New York: Schimer. 

Elliott, D. J. (1995). 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k, D. R. (1988). Teacher efficacy instruments: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additional correl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9004128) 

Foster, C.D. (1984).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assessment systems.WA: Washington University. 

Fung, C. V. (1994). Undergraduate nonmusic’ majors’ world music preference and 



 

127 
 

multicultural attitud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42(1), 45-57. 

Gay, G. (1995). Curriculum theor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J. A. Banks & C. A.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 25-43). New York:  

Macmillan. 

Gibson, S., & Dembo, M. (1984). Teacher efficacy: A construct valid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6, 569-582. 

Gollnick, D. M. (1980).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eaching & Learning, 56, 1-17. 

Gurney, P. (2007). Five factors for effective teaching. New Zealand Journal of Teacher’s  

Work, 4(2), 89-98. 

Haigh, N., & Katterns, B. (1984). Teacher effectiveness: Problem or goal for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4, 23-35. 

Hoover-Dempsey, K. V., Bassler, O. C., & Brissie, J. S. (1987). Parent involvement:  

Contribution of teacher efficacy, schoo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other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4, 417-435. 

McCormic, W. J. (1979). Teachers can learn to teach more effectively. Educational  

Leadership, 37(1), 59-62. 

McHaney, J. H., & Impey, W. D. (1992, November). Strategies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using a clinical supervision model.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Sout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Knoxville, TN. 

Merriam, A. P. (1964).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oney, S. M. (1992). What i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 survey of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of teacher effectivenes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51056). 

Modaff, W. M.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audit teacher behavior. Columbia, M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128 
 

Nieto, S., & Bode, P. (2008). Affirming diversity: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5th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O’ Nell, G. P. (1998). Teacher effectivenes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3(1), 162-185. 

Reimer, B. (1993). Music education in our multimusical culture.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79(9), 21-26.  

Rose, J. S., & Medway, F. J. (1981). Measurement of teachers’ belief in their control over  

student outcomes.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74, 185-190. 

Skaalvik, E. M., & Skaalvik, S. (2010).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er burnout: A study of  

relation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6(4). 1059-1069. 

Rokeach, M. (1980).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senshine, B. V. (1983). Teaching functions in instructional programs.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3, 335-351. 

Sleeter, C. E. (1996).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social activism. New York: SUNY Press. 

Sudman, S. (1976). Applyied sampl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olk, T. M. (1998). Music,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k, T. M. (2002). Multiculturalism: Dynamic creativity for music education. In B. Reimer  

(Ed.), World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 (pp.15-30). Reston, VA: 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129 
 

附錄一 專家效度意見彙整表 

本修正表以 A、B、C 字母為專家代號，茲將其意見及修正後之題目彙整如下： 

原題項 專家意見 結果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修正後之題目（或說明） 

重要名詞釋義 

 

A: 

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

定義不夠清楚。 

   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係

指一般課堂間所實

施，不以參加比賽為目

的之客家歌謠教學，包

含社團、藝文課程、課

後班等與客家歌謠相

關的教學活動。 

2. 客家歌謠比賽：係指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舉辦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中客家語系類項目。 

3. 此處名詞釋義為操作

型定義，理論出處會在

第一章名詞釋義註明。 

B: 

1. 是否加註名詞釋義   

   之理論出處。 

2.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 

定義不夠清楚。 

3. 客家歌謠比賽敘述  

不清。 

C:    

填答說明 A: 

1. 第二部分及第三部

分，程度與得分高

低相反。 

   1. 調整「非常符合」、「符

合」、「不符合」、「非常

不符合」分數程度為

4、3、2、1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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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原題項 專家意見 結果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修正後之題目（或說明）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     

(二)父親籍貫     

(三)母親籍貫     

(四)客語能力     

二、學經歷 

(一)最高學歷     

(二)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三)最高學歷畢業科系     

(四)任教現職學校之年資     

(五)任教總年資     

(六)於現職學

校所擔任之職

務(可複選) 

C: 

1. 是否增加現職任教

科目或職務。 

   1. 新增題目。 

 

(七)於現職學

校之任教科目

(可複選) 

C: 

1. 是否增加現職任教

科目或職務。 

   1. 新增題目。 

 

(八)現職學校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     

(九)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十)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十一)指導目前任職學校客家歌謠比

賽經歷 

    

三、客語能力 

(一)是否獲得

教育部客語能

力認證 

A: 

1. 跳答提示有誤。 

2. 客語能力題目不清

楚。 

   1. 跳答題項修正。 

2. 是否通過客家委員會

舉辦之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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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師自我效能量表 

原題項 專家意見 結果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修正後之題目（或說明） 

(一)個人教學效能 

1.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

唱客家歌謠。 

    

2.我能掌握客家歌謠的發音及字義。     

3.我能夠在客家歌謠教學時進行範唱。     

4.我喜歡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5.我能在客家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

潑的教學活動。 

    

6.我會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客家歌謠

讓學生學習。 

    

7.我喜歡指導

客家歌謠比

賽。 

A: 

1. 與效能無相關。 

   1. 自我效能的高低會影

響個體思考的模式，並

對行為的選擇、努力的

多寡及持久度產生影

響。此題在於瞭解教師

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的感受，答題情況與自

我效能量表總得分高

低互相檢核，可以瞭解

教師自我效能是否與

其對客家歌謠比賽的

感受有相關性。 

8.我有足夠能力指導學生參加客家歌

謠比賽。 

    

(二)一般教學效能 

1.如果課本教

材不足，我能

補充其他教材

進行客家歌謠

A: 

1. 語句不通順。 

   1. 當課本教材不足時，我

會補充其他教材進行

客家歌謠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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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2.我認為只要

教師盡心盡力

指導，學生會

因此產生學習

客家歌謠的興

趣。 

A: 

1. 語句不通順。 

   1. 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

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

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

趣。 

3.不論家長支

持與否，我也

能夠進行客家

歌謠教學。 

A: 

1. 3-7 題語句不通順。 

   1. 為保持命題之假設語

氣，故保持原題目。 

4.不論有無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我

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態度不會受到影

響。 

    

5.不論是否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我對於

指導客家歌謠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6.不論參與客家歌謠比賽學生之多

寡，我對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態度不會受

到影響。 

    

7.不論學校行政支持與否，我對指導客

家歌謠比賽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第三部分】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原題項 專家意見 結果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修正後之題目（或說明） 

(一)教學計畫 

1.我能確切掌

握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的目標

和內容。 

A: 

1. 比賽相關題項不應

納入教學計畫中。 

2. 確認「能」和「會」

之差別。 

   1. 因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為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之教師，故在題項設計

上有一般教學與比賽

兩種情境，藉之進行比

較。 

2. 在本題項中，「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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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帶有不確定性及

程度的考量；「會」則

較客觀、具肯定性。 

2.我能確切掌握客家歌謠比賽的目標

和內容。 

    

3.我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計畫中，會考

量學生的能力及差異。 

    

4.我在客家歌謠比賽計畫中，會考量學

生的能力及差異。 

    

5.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

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6.我會在比賽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

的內容及資料。 

    

7.我在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前，會先

精熟教學內容。 

    

8.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

教學內容。 

    

9.我能針對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擬定教

學計畫。 

    

10.我能針對客家歌謠比賽擬定教學計

畫。 

    

(二)教學內容 

1.我會適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

容，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活動，教導應景

的客家歌謠。 

    

3.我會依學生學習喜好，選擇適合學生

的客家歌謠。 

    

4.我會選用客家歌謠比賽曾使用的歌

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5.我會選用藝

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教科書歌

曲作為比賽曲

目。 

A: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因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為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之教師，故在題項設計

上有一般教學與比賽

兩種情境，藉之進行比

較。 

2. 因藝術與人文學習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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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教科書仍為音樂課

之主要教材來源，且各

版本教科書都編有客

家歌謠，此題在於瞭解

教師是否選用教科書

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6.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教材內容。 

    

7.我會選用客

家童謠作為比

賽曲目。 

A: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同第 5 題 1.之說明。 

8.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一般客

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9.我會選用客

家流行歌曲作

為比賽曲目。 

A: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同第 5 題 1.之說明。 

10.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教材內容。 

    

11. 我會選用

客家山歌作為

比賽曲目。 

A: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同第 5 題說明。 

(三)教學策略 

1.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我會善用教

學媒體，提升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

趣。 

    

2.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我會善用教

學媒體，提升學生學習客家歌謠的興

趣。 

    

3.我會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運用音

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4.我會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中運用音

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5.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

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 

    

6.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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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家歌謠比賽曲目。 

7.除了演唱客家歌謠，我會以其他方

式，如吹奏直笛、欣賞影片等方式來教

導客家歌謠。 

    

8.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

客語背景教師的協助。 

    

9.我會因為參加客家歌謠比賽而調整

教學策略。 

    

(四)教學評量 

1.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

教學評量。 

    

2.我會以「演奏」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

教學評量。 

    

3.我會以「欣賞」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

教學評量。 

    

4.我會以「創作」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

教學評量。 

    

5.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

學生的個別差異。 

    

6.我會根據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

和內容。 

    

(五)班級經營 

1.我會在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前，建立班

級常規。 

    

2.如有分部練習的情況，我能有效掌握

學生秩序。 

    

3.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的客家歌謠

學習資源。 

    

4.我會營造有利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情

境。 

    

5.我會在教室

裡張貼客語字

句或諺語。 

A、B: 

1. 第四題與第五題相 

   似。 

   1. 刪除本題。 

6.我會引導學

生瞭解客家歌

謠的內涵，讓

學生樂於學習

A、B: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刪除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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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歌謠。 

7.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

習客家歌謠。 

    

8.我會鼓勵學

生參與客家歌

謠比賽。 

A: 

1. 與該面向主題不 

  符。 

   1. 此題目的在瞭解教師

在客家歌謠比賽組訓

時，是否以正向積極的

態度經營團隊，故保

留。 



 

137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之訪談大綱 

原題項 專家意見 結果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修正後之題目（或說明） 

(一)  教師資本資料 

1.教師姓名     

2.任教學校     

(二) 客家歌謠教學之現況為何？ 

1.請敘述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團隊的組

織方式為何? 

    

2.請敘述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團隊的訓

練方式為何? 

    

(三) 客家歌謠教學之教材與教法為何？ 

1.請敘述所使用

過之客家歌謠

教學教材有哪

些? 

1-1 請描述一般

客家歌謠教學

中所使用的客

家歌謠教材有

哪些?  

1-2 請描述參加

客家歌謠比賽

時所使用的教

材有哪些? 

A: 

1. 教學與比賽混在一

起了。再者，學校

裡有排課特別教導

客家歌謠嗎？或是

哪些課程會教授客

家歌謠？ 

   1. 因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

為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之

教師，故在情境上設計有

比賽相關議題，與不參加

比賽所實施之教學相互

比較。 

2. 部分學校辦有客家歌謠

社團、藝文課程、課後班

等課程進行客家歌謠教

學。 

 

2.是否會在教學

中補充客家歌

謠教材?（同上

述意見） 

2-1 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中所使

用的補充客家

歌謠教材有哪

A: 

1. 意見同上。 

   1. 同上題 1.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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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2-2 參加客家歌

謠比賽教學時

補充的客家歌

謠教材有哪些? 

3.如何選擇客家

歌謠教學的曲

目? 

3-1 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中如何

選擇教學的曲

目? 

3-2 參加客家歌

謠比賽時如何

選擇參賽的曲

目? 

A: 

1. 意見同上。 

   1. 同上題 1.之說明。 

4.對於現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

選用之客家歌謠有何看法? 

    

5.請敘述指導一

般客家歌謠教

學的教學流程

和方式為何? 

A: 

1. 雖說標題是「教學

現況」，但題目中只

有 3 是教學，124

都是比賽。教學與

比賽宜有適當區

分。 

   1. 標題「客家歌謠教學」包

括一般教學與比賽兩種

情境，但因訪談係針對客

家歌謠比賽進行深入瞭

解，故以比賽相關問題為

多數。 

6.請敘述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的教學流

程和方法為何? 

    

7.是否會在客家

歌謠教學中使

用音樂教學法?

如 Kodaly、

Dalcroze。 

7-1 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中如何

使用音樂教學

法?  

7-2 參加客家歌

謠比賽教學時

A:  

1. 如果沒有使用的話

要跳答什麼問題? 

   1. 若未使用可跳答第(四)大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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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音樂

教學法? 

(四) 客家歌謠教學之師資與行政為何？ 

1.進行客家歌謠教學教師應具備的教學

能力為何? 

    

2.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教師應具備的教學

能力為何? 

    

3.如何提升客家歌謠教學能力?     

4.是否會與客語教師(或其他領域教師)

進行協同教學?請舉例 

    

5.現任教學校行

政對於實施一

般客家歌謠教

學的支持度如

何? 

A: 

1. 修正語句。 

   1. 現任學校行政對於實施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支

持度如何?請說明提供的

支援為何? 

6.現任教學校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

支持度如何? 

    

7.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歌

謠教學的影響為何? 

    

8.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

賽的影響為何? 

    

(五) 對客家歌謠教學之看法與建議為何? 

1.對於在一般課堂中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的看法為何? 

    

2.對於以團隊形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的

看法為何? 

    

3.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遇到的困難有

哪些? 

    

4.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5.對於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建議有

哪些? 

    

6.對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建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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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之問卷調查 

親愛的老師您好: 

本人目前擔任新北市平溪國小音樂教師，同時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

班。因本身為客家人，對客家歌謠的教學極具熱忱。近年來，客家歌謠比賽逐漸受到重視，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客家歌謠比賽的研究，瞭解客家歌謠教學之現況。 

    此問卷目的在瞭解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的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

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目前有關客家歌謠教學的研究相當少見，因此您的意見對於本研究

非常重要，請您依實際情形與看法填答。 

    本問卷共有 7頁，填答時間約 10分鐘，採不記名方式，問卷結果僅作學術研究用，

所有個人訊息均予以保密，請安心填答。衷心感謝您的配合與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音樂教育組 

指導教授：陳曉雰 博士 

研究生：龔如珊 謹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 

重要名詞釋義： 

1.教師自我效能：指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個人教學能力、技巧，及教學成果預期之判斷，

是一種未來導向的信念。本問卷中將教師自我效能分成以下兩個向度，(1)個人教學效能：

指教師本身教學能力所能影響學生程度的信念；(2)一般教學效能：指教師在環境的限制

下，能夠影響學生程度的信念。 

2.教師教學行為：指教師為了達到教育目標，在教學過程中，發揮專業知能，擬訂完善教

學計畫，運用一連串多樣且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行為表現。本問卷

中將教師教學行為分成以下五個向度：(1)教學計畫、(2)教學內容、(3)教學策略、(4)教學

評量、(5)班級經營。 

3.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係指一般課堂間所實施之客家歌謠教學活動，不包含社團、藝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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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課後班等。 

4.客家歌謠比賽：係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舉辦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中客家語系類項目。 

填答說明：  

1. 本問卷共有三部分，分別為基本資料、教師自我效能量表、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2. 第一部分，請在適當的□中打「」。 

3.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選項 4-1中分別為「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非

常不符合」，請在適當的□中打「」。 

4. 第三部分之部分題目，分成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及客家歌謠比賽兩種情境，請注意

填答。 

5. 請避免漏答題目。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個人資料  

(一) 性別 

（1）男性            （2）女性 

(二) 父親籍貫 

（1）客籍            （2）非客籍 

(三) 母親籍貫 

（1）客籍      （2）非客籍 

(四) 客語能力 

（1） 精通  （可以聽說所有客語詞彙） 

（2） 優   （可以聽說大部分客語詞彙） 

（3） 尚可  （可以聽說部分客語詞彙） 

（4） 不理想 （可以聽說少部分客語詞彙） 

（5） 極不理想（無法聽說客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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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經歷  

(一) 最高學歷 

（1） 學士    (2) 碩士     (3) 博士 

(二) 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1）師範型（含師專、師院、教育大學，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改制後教育大學，例：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2）藝術型（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3）一般型（例：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海大學）。 

(三) 最高學歷畢業科系 

（1）音樂本科系      （2）非音樂本科系 

(四) 任教現職學校之年資 

（1）1~5年 （2）6~15年 （3）16~25年 （4）26年以上  

(五) 任教總年資 

（1）1~5年 （2）6~15年 （3）16~25年 （4）26年以上  

(六) 現職學校所擔任之職務(可複選) 

（1）導師 （2）科任 （3）教師兼行政 （4）社團指導老師：＿＿＿＿＿＿＿

＿(請註明社團名稱) （5）其他：＿＿＿＿＿＿＿＿ 

(七)  現職學校之任教科目(可複選) 

（1）語文【國語、英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2）數學  

（3）社會 （4）藝術與人文【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5）綜合活動 （6）健康與體育 （7）自然與生活科技 

(八) 現職學校是否為客語生活學校 

（1）是   （2）否 

(九) 指導客家歌謠經歷 

（1）1~5年 （2）6~15年 （3）16~25年 （4）26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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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指導新北市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1）1~5年 （2）6~15年 （3）16~25年 （4）26年以上 

(十一) 指導目前任職學校客家歌謠比賽經歷 

（1）1~5年 （2）6~15年 （3）16~25年 （4）26年以上 

三、客語認證 

(一) 是否通過客家委員會舉辦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1）是（請跳答下方第二題）  （2）否（請續答第二部分） 

(二) 您所通過的客語認證級別為 

（1）初級   （2） 中級  （3）中高級 

 

 

【第二部分】教師自我效能量表 

(一)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我能讓不具客語背景的學生學會演唱客家歌謠。     

2. 我能掌握客家歌謠的發音及字義。     

3. 我能夠在客家歌謠教學時進行範唱。      

4. 我喜歡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5. 我能在客家歌謠教學時，設計輕鬆活潑的教學活動。     

6. 我會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客家歌謠讓學生學習。     

7. 我喜歡指導客家歌謠比賽。      

8. 我有足夠能力指導學生參加客家歌謠比賽。     

(二) 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當課本教材不足，我能補充其他教材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144 
 

2. 我認為只要教師盡心盡力指導，學生就會產生學習客家歌

謠的興趣。 

    

3. 不論家長支持與否，我也能夠進行客家歌謠教學。     

4. 不論有無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

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5. 不論是否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我對於指導客家歌謠的態度

不會受到影響。 

    

6. 不論參與客家歌謠比賽學生之多寡，我對於客家歌謠教學

的態度不會受到影響。 

    

7. 不論學校行政支持與否，我對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態度不

會受到影響。 

    

 

【第三部分】教師教學行為量表 

(一) 教學計畫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我能確切掌握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目標和內容。     

2. 我能確切掌握客家歌謠比賽的目標和內容。     

3. 我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

異。 

    

4. 我在客家歌謠比賽計畫中，會考量學生的能力及差異。     

5. 我會在一般上課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6. 我會在比賽前收集與客家歌謠相關的內容及資料。     

7. 我在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8. 我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前，會先精熟教學內容。     

9. 我能針對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擬定教學計畫。     

10. 我能針對客家歌謠比賽擬定教學計畫。     

(二)  教學內容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我會適時導入與歌曲相關的知識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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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2. 我會配合特殊節日或活動，教導應景的客家歌謠。     

3. 我會依學生學習喜好，選擇適合學生的客家歌謠。     

4. 我會選用客家歌謠比賽曾使用的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

教學教材內容。 

    

5. 我會選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6. 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7. 我會選用客家童謠作為比賽曲目。     

8. 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9. 我會選用客家流行歌曲作為比賽曲目。     

10. 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教材內容。      

11. 我會選用客家山歌作為比賽曲目。     

(三)  教學策略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學

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2. 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我會善用教學媒體，提升學生學

習客家歌謠的興趣。 

    

3. 我會在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

Dalcroze。 

    

4. 我會在指導客家歌謠比賽中運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

Dalcroze。 

    

5. 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一般客家歌謠教學

教材。 

    

6. 我會從學生生活經驗中，選擇歌曲作為客家歌謠比賽曲

目。 

    

7. 除了演唱客家歌謠，我會以其他方式，如吹奏直笛、欣賞

影片等方式來教導客家歌謠。 

    

8. 如果遇到教學困難，我會尋求其他具客語背景教師的協

助。 

    

9. 我會因為參加客家歌謠比賽而調整教學策略。 

 

 

    



 

146 
 

(四)  教學評量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我會以「演唱」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2. 我會以「演奏」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3. 我會以「欣賞」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4. 我會以「創作」的方式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     

5. 進行客家歌謠教學評量時，我會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6. 我會根據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     

(五)  班級經營 非 

常 

符 

合 

 

4 

符 

合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我會在進行客家歌謠教學前，建立班級常規。     

2. 如有分部練習的情況，我能有效掌握學生秩序。     

3. 我會讓學生瞭解可使用的客家歌謠學習資源。     

4. 我會營造有利於客家歌謠教學的情境。     

5. 我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客家歌謠。     

6. 我會鼓勵學生參與客家歌謠比賽。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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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北市指導國小客家歌謠比賽音樂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學行為之訪談大綱 

一、教師基本資料 

1. 教師姓名 

2. 任教學校 

 

二、客家歌謠比賽之組訓方式為何？ 

1. 請敘述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團隊的組織方式為何？ 

2. 請敘述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團隊的訓練方式為何？ 

 

三、客家歌謠教學之教材與教法為何？ 

1. 請敘述客家歌謠教學教材有哪些？ 

1-1 請描述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所使用的客家歌謠教材有哪些？ 

1-2 請描述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所使用的教材有哪些？ 

2. 是否會在教學中補充客家歌謠教材？ 

2-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所使用的補充客家歌謠教材有哪些？ 

2-2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補充的客家歌謠教材有哪些？ 

3. 如何選擇客家歌謠教學的曲目？ 

3-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如何選擇教學的曲目？ 

3-2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如何選擇參賽的曲目？ 

4. 對於現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選用之客家歌謠有何看法？ 

5. 請敘述指導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教學流程和方法為何？ 

6. 請敘述指導客家歌謠比賽時的教學流程和方法為何？ 

7. 是否會在客家歌謠教學中使用音樂教學法？如 Kodaly、Dalcroze。 

7-1 一般客家歌謠教學中如何使用音樂教學法？ 

7-2 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教學時如何使用音樂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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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歌謠教學之師資與行政為何？ 

1. 客家歌謠教學教師應具備之能力？ 

2. 如何提升客家歌謠教學能力？ 

3. 是否會與客語教師(或其他領域教師)進行協同教學？請舉例 

4. 現任學校行政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支持度如何？請說明提供的支援為何？ 

5. 現任教學校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支持度如何？ 

6. 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實施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影響為何？ 

7. 學校行政支持度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影響為何？ 

 

五、對客家歌謠教學之看法與建議為何？ 

1. 對於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看法為何？ 

2. 對於參加客家歌謠比賽的看法為何？ 

3. 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4. 指導客家歌謠比賽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5. 對於進行一般客家歌謠教學的建議有哪些？ 

6. 對於指導客家歌謠比賽的建議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