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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著配合九年一貫台語教學，在國小 nä欲開始教白話字，到底應該按怎來

進行？本論文想欲用家己實際教學的經驗來作一寡介紹。教學的對象是新竹師範

學院附設實驗國小的學生，由筆者親身教授台語的課程 kap白話字，教材是自編

ê，教學的進度 ùi 生活中的用語開始入門，譬如講：招呼語、果子 kap 五官的講

法⋯等，koh有趣味活動的搭配，予 in在學習聽、講台語的同時，嘛會當甲意學

習。等 in 漸漸慣勢台語這個語言了後，才開始進行白話字的字母教學，阮特別

為白話字的教學設計一套課程，譬如講在每一擺介紹台語字母的過程中，設計四

個仝聲母的單音詞，kah四個單音詞的圖卡，搭配去教每一個語詞，予學生囡仔

會當在真短的時間內做白話字 kap圖卡的連結，一節課平均教兩個聲母，當中 koh

有集點卡的比賽。實際教學進度包括：白話字母的介紹、集點時間以及教學方式

變通的部分。 

另外，在教學過程中，阮有以下的發現： 

1、小學生真需要獎勵： 

集點卡的獎勵方式，會當予學生囡仔爭取表現，激發 in參與課堂表現， 

學生囡仔會當較認真聽課，kui班的規矩 kap上課氣氛嘛較好。 

2、無仝年級的反應： 

(1)高年級大部分的小朋友會當在十至十五分鐘內掌握字詞的發音，低年級需要

較濟練習的時間。 

(2)中、高年級參與發表的人有集中的現象，低年級的參與較平均。 

3、雙語學習有干擾的現象： 

(1)聲母的發音會受著英語的影響。譬如講：問 in「k」的音，定定會回答做「 kh」

的音。 

(2)「p」和「ph」兩個音分 bë清楚。譬如講：問 in有什物詞是以「p」作聲母

ê，in會回答親像「pho」thô(葡萄)這款的詞 。 

關鍵字：白話字、課程安排、台語、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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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學習白話字的課程安排及發現  

 

1.背景介紹 

1.1白話字教學的疑慮 

台語教學內面有關教拼音的部分，一直是大家討論的重點，有真濟老師煩惱

教白話字對學生囡仔學習英文 kap注音符號會產生干擾，sòa來分 bë清楚到底是

英文字母抑是白話字，按呢恐驚會增加學生囡仔學習的負擔。對台語欲開始進行

白話字 ê教學，大家煩惱 ê點 kap 不敢教 ê原因到底是啥物？阮有整理以下 kúi

種的看法： 

一、 在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郭媛玲研究生 ê 論文(九年一

貫「台語」教學—理想及實施落差的研究 )計畫中，伊訪問了一寡參與九年

一貫台語教學的老師 kap行政人員閣有學生的家長，伊有問到有關台語拼音

的問題，提出的疑慮有以下 kúi點： 

1、老師對學拼音感覺困擾： 

受訪者 T61講：「講了 kúi十年的台灣話，但是就是無看過這寡拼音

的方法（教羅 kap注音符號的拼音），嘛˜ -bat學過，自國小到大學，̃ -bat

學拼音的方法，對阮來講，阮就 kap小朋友仝款，所以也是一個非常大

的困擾。」 

受訪者 T3 講：「我本身是閩南人，亦˜ -koh你叫我去學羅馬拼音，

我可能嘛愛一段時間才有法度入手。」 

2、老師對教拼音感覺困擾、無啥自信： 

受訪者 T6講：「阮也無什物固定的教科書，⋯⋯到底阮是不是嘛愛

教這寡拼音的方法，是˜是愛 kap注音符號的拼音方法做伙教？其實阮

嘛是非常困擾。」  

受訪者 T3 講：「⋯⋯有真濟所在的口音其實是無 sá°仝款 ê，阮就會

想講，是欲按怎教予囡仔？」 

受訪者 T4講：「我會煩惱，我覺得我無啥自信，我覺得我家己若˜

是百分之百 gâu 的話，教予人真正是誤人子弟，所以我想，若是講一定

愛會曉聽、會曉說、會曉寫的能力 ê話，是˜是應該需要專門的人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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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囡仔會對拼音的字母分不清楚、會增加負擔： 

           受訪者 T6 講：「一年級的學生囡仔同時愛學習注音符號ㄅㄆㄇㄈ的

教材，假使講閣要學習一個母語的拼音，我 t„ leh想大概也會有一寡拼音

的字母，小朋友會出現分不清楚的現象，對小朋友的學習，可能嘛會增

加負擔。」 
     

受訪者 P32講：「假使伊這呢細漢就學拼音，如果老師教學的教材抑

是方法˜是予囡仔感覺有趣味的話，恐驚會變成伊學習的一種困擾。」 

4、行政人員認為拼音是一種政治形態，所以無願意講： 

受訪者 CO3 講：「拼音 che先 mài講，因為閣牽連著政治形態。」 

 

二、Ù i 新竹師範學院台語所黃雅榆的碩士論文(客家人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

態度----以台灣四個地區為例)中，伊嘛訪問了一寡參與鄉土語言教學的

老師 kap行政人員，咱會使看著一寡想法： 

在黃雅榆（2001：129）的訪談題目中，有 kúi ê題目 kap拼音相關，在這

做一寡介紹： 

1、 資源 (在硬體方面譬如講：教具，在軟體方面譬如講：拼音方案) 

2、 老師在進行教學的時陣上大的困難 t„ 叨？ 

3、 學客語是˜是會增加學生語文科的負擔？客語教學會影響國語教 

學無？應該按怎 kap國語教學配合？ 

 

咱來看黃雅榆（2001）整理出來的問卷 kap訪問的結果： 

＊問卷結果分析 

1.在「母語教學中，叨一個部份較難？」這題，大約有五成的教師 kap 學

生囡仔認為是拼寫羅馬拼音。 

＊訪問結果分析 

1.教學中的困難： 

受訪者 T7表示拼音方案的不確定對教學造成的影響上大，予教學的老師

˜知影欲遵守叨一種方案才好，而且學生囡仔轉去了後，也因為看 bë曉拼音

方案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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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訪者 T3 指出：「只要家長將客語看作一個科目，就會產生『chit ê 

科目抑未學好閣愛加學一門科目』ê心理，學生囡仔心內就會混淆、有壓力。」 

3.「整體看起來，受訪者並無認為客語教學會增加學生 ê負擔，原因是客

語教學無考試而且教學方式活潑、多元化。另外，客語教學自一年仔開始實

行，並無教拼音，因此勿會有客語拼音 kap國語注音符號混淆 ê問題。」（黃雅

榆，2001：94） 

 

1 .2白話字教學是會當實行 ê 

白話字教學已經有百外冬的歷史，過去外國教士為著欲順利傳教，用白話字

來教˜  bat的人來讀聖經，在張妙娟(2000)的文章內底就有講著「簡單好學是英國

長老教會傳教士在台灣推行白話字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張妙娟，2000：195)

而且「白話字的翻譯就是口語的表達方式，若會使讀出拼寫的文句，就會使馬上

明白文意，˜免 koh解釋，對 bat字無濟甚至˜  bat字的人來講，確實是非常便利

的學習方式。」（張妙娟，2000：195） 

過去的教育程度普遍是較低 ê，若是講以前的時代就有法度來教白話字，而

且教到閣真成功，chit-má 這個時代，教育已經真普遍，soah 來煩惱白話字的教

學，是˜是咱攏將小朋友的學習能力看了 siu°低，soah 來失去一個加學習一套羅

馬字的機會。有一寡人感覺白話字教學是無可能成功 ê，感覺教白話字是無啥物

用途 ê，其實，換一個角度去想，親像范文芳(2001)先生在文章內底所講的：「白

話字會使教共通語(華語)，閣會使教鄉土語言(包括：閩南語、客語 kap原住民語)，

更加會當 kap學習外語有關聯，過去用十個禮拜，每禮拜十節的時間，學會曉大

約四十個音標符號(注音符號)，若是將伊轉換成學習羅馬字母的音標符號，符號

的數目無增加，分析語音的能力更加詳細，按呢˜是真好嗎？」(范文芳，2001：

92) 

只要咱有心進行白話字教學，過去有法度成功，今仔日 mä有可能會成功，

過去咱學習英文，英文字母的音 kap音標的音，在對應上差別嘛真大，親像張俊

宏(2001)在文章內底所講 ê：「比台語白話字較複雜幾十倍嘛無定著⋯⋯咱白話字

既然無英文字赫爾複雜。」（張裕宏，2001：184-185）既然英文教學攏有法度實行，

咱的白話字教學應該就有法度實行落去。 

    整個來看，在台語教學當中，上予老師頭殼痛 ê是拼音的部分，第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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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拼音符號的系統抑未統一，嘛欠缺適合的教材，予老師感到˜ 知欲按怎

教，第二：真濟老師教小朋友羅馬字拼音，驚會 kap注音符號抑是英文的音標混

淆，增加學生囡仔學習的負擔。‹ -koh 若是親像吳慧顏(1999)所講的：「一個語言

資質正常的囡仔會使在幾年內同時掌握 kúi種無仝款的語文，而且會當運用自如

kap流利正確。」（吳慧顏，1999：101）ùi這個論點來看，白話字教學會產生的混

淆 kap負擔的現象只是過渡，上主要的目標是欲予學生囡仔會使加學一套羅馬字

的拼音系統，閣會使予咱的母語保存落來，閣會使 kap國際交通⋯⋯這呢濟好處，

阮感覺白話字教學應該愛實行看 mäi較對。 

不管音標系統未來是˜是會統一，教學的時陣是˜是會有適合的教材，既然

欲教拼音，咱就要問到底是欲按怎去教才是適合學生囡仔的方式，對大部分有教

學經驗的老師來講，應該不是啥物大問題，就親像教國語，嘛是愛教注音符號，

教白話字只是換一套符號而已，就算暫時無適合的教材，教材嘛會使家己編，上

主要是教學的方式愛活潑，愛予學生囡仔甲意，這 khah是重點。 

 

2.國小學童學習白話字的課程安排  

在國小若是開始教白話字，到底是欲按怎來進行，課程是欲按怎來安排？因

為 ùi舊年十月開始至今年一月中，阮有一個機會到新竹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小，

去教五個班級的鄉土語言課，閣有教到白話字的部分。因為有真濟老師不敢教抑

是不知影欲按怎教白話字，所以阮想欲 kä一寡實際教學的經驗講予大家知，予

大家知影教白話字並˜是這呢困難。以下第一部分先介紹每一節課教學的流程，

第二部分介紹所教白話字的進度，第三部分介紹教學當中會當變通的部分。 

 

2.1 教學的流程 

一開始介紹的是閩南語聲母的部分，因為閩南語的聲母大部分攏是子音，咱

一開始會使先 kä小朋友說明，閩南語的音標 kap 英文仝款嘛有子音及母音的部

分，咱才開始進行聲母的介紹。 

一、聲母的介紹 

（一）介紹「p」聲母的時陣，分別在黑板 kh¢g「p」聲母的字母卡 kap用「p」

作聲母的四個語詞的字卡，譬如講：pa、pau、peh、piá°，kó 有四個

字詞的圖卡，特別 chhöe這四個單音詞，是因為會當畫出來作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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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先念一擺予學生囡仔聽，閣 chhöa in念三到四擺。  

（二）介紹「k」聲母的時陣，分別在黑板 kh¢g 著「k」聲母的字母卡 kap

用「k」作聲母的四個語詞的字卡，譬如講：ku、ka、káu、kâu，閣有

四個字詞的圖卡。老師先念一擺予學生囡仔聽，閣 chhöa in念三到四

擺。  

二、集點時間 

（一）練習完了後，老師開始問敢有人四個語詞攏會曉念 ê無，全部念 

對的人會當得著一點（每一個人攏有集點卡），每一擺會當進行三到

四個人。 

（二）Kä 語詞的字卡 kap 圖卡收起來，徵求小朋友上台來排看 mäi，請 in

將圖卡 kap字卡配對排作伙，排完了後閣請伊念一擺予全班聽，排對

kap念對 ê人嘛會當得著一點。每一擺進行五到六個人。 

（三）問小朋友敢會當舉例有叨一寡詞是家己知影 ê，抑是較早教過，是用

「p」（抑是「k」）作聲母 ê無？講對一個語詞會當得著一點，每一擺

會當進行十個人左右。 

（四）聽語詞的音來辨別聲母(打字母的趣味活動) 

準備一支「愛的小手」抑是氣球的摃搥仔，予小朋友 s¡g「打聲母」

的趣味活動，kä「p」kap「k」兩個聲母攏總 kh¢g在黑板頂頭，請志

願的小朋友上台，老師每一擺會當念五個語詞（以「p」kap 以「k」

作聲母的字詞愛隨機出現），予 in判斷老師所念 ê是叨一個聲母的語

詞，譬如講：老師念「pau」的時陣，小朋友就愛去打「p」聲母卡，

念「káu」的時陣，就愛去打「k」的聲母卡，以這款方式去複習教過

的聲母，每一擺會當進行五到六個人。 

三、韻母的介紹 

    其實韻母的介紹 kap 聲母的介紹，教學的方式是差不多 ê，˜ -koh 因為

我抑未教到韻母的部分，所以學生囡仔實際學習的狀況，我暫時無法度 kap

大家分享，假使講那欲教到韻母的部分，教學方式除了 kap頂面所介紹聲母

的部分差不多之外，阮閣有幾點的安排： 

(一) 介紹韻母的次序：單母音→複合母音→介音→鼻化韻→韻尾→韻化輔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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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中會當變通的部分： 

     1.之前學生囡仔已經接觸過閩南語音標聲母的部分，對閩南語的音標已

經有相當程度的熟識，所以在咱欲開始教韻母的時陣，會當依學生學習的程

度調配教學韻母的數目，不一定一節課 kan-na會使教兩個韻母，假使講學生

囡仔在進前接觸聲母的時陣對某 kúi個韻母有熟識，咱在教學的速度方面 tiö

會使較緊，所教的韻母嘛會當一擺教較濟 ê。 

    2. 不一定要全部教完單母音才會當教複合母音的部分，假使講在單母

音 ê部分，一節課會當教兩至三個，，譬如講咱在一節課教到｡ua｡vkap｡uu｡v

這兩個韻母，咱就會使 kä「a」kap「u」這兩個字卡 kh¢g作伙，就變成一個

複合母音「au」了，咱就會使教學「au」這個複合母音，除了予學生囡仔同

時接觸兩種不同款的韻母，閣會當節省製作教具的材料，一舉兩得。 

        3.教學韻母的時陣，應該加減利用機會複習聲母的部分，除了會當當作

是一種評量方式，嘛會當藉此機會瞭解學生囡仔運用閩南語音標的程度，作

為咱教學上修正的參考。 

   

  四、聲調的介紹 

聲調方面，阮在教學聲母的時陣，有利用機會 kä學生囡仔作一寡簡單的介

紹，˜ -koh,大度份集中在平聲調的部分，譬如講我那有介紹到第五調（上聲

調）字詞的時陣，我就 kä學生囡仔講，這個聲音是升起的，kap 國語的第二

聲真同，看到音標頂頭有一個親像「戴帽子」的符號，咱就愛讀作升上去的

聲音。因為在這學期阮在聲調的部分嘛無一個完整的介紹，所以在學生囡仔

反應方面就無法度 kap大家分享，˜ -koh 普遍來講，小朋友在入聲部分差不

多攏聽較無了，尤其是低年級的學生囡仔，掌握較好大部分是高平調、高降

調 kap上升調。在聲調教學安排的部份，我有以下的建議： 

    1. 介紹什麼是聲調 kap變調。 

  2. 訓練學生囡仔對不同款聲調的聽辨能力。 

  3. 介紹閩南語有什麼款的聲調。 

  4. 予學生囡仔練習聽辨不同款閩南語的聲調。 

    5. 介紹閩南語聲調的符號 kap調形。 

    6. 介紹閩南語音標的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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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介紹 kap練習閩南語的變調。 

 

2.1.1 學生囡仔的反應 

     在教學活動中，阮的觀察是學生囡仔上甲意 ê 有兩種，一種是排圖卡 kap

字卡的部分，另外一種是打字母的趣味活動，這兩種方式上會當引起小朋友的學

習興趣，真濟學生囡仔攏會爭取欲上台表現的機會，沒上台的學生囡仔嘛會 chin 

chioh 看上台的小朋友的答案是˜是正確，kui 班的學習氣氛變的真活潑之外，嘛

會當予大部分的小朋友專心聽課 kó無啥物壓力。 

 

2.2教學 ê進度 

教學的時間 ùi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底至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中，攏總三個月 ê

時間，每一班一禮拜教一節課，一節有四十分鐘，平均每一節教兩個聲母，一學

期平均每一班攏至少教了十個聲母。因為有一寡班級 in 去校外教學無上課，所

以每一班的進度是無啥相仝 ê，因此每一班所教的聲母的數目就無仝款，˜  koh

教學的順序差無偌濟，阮將所教的聲母介紹如下表： 

 

年級 班別 第一擺 第二擺 第三擺 第四擺 第五擺 第六擺 
二 服從 p、k ph、kh m、t th、b   
四 整潔 p、k ph、kh m、t th、b s、l、h  
五 博愛 p、k ph、kh m、t th、b g、h  
六 莊敬 p、k ph、kh m、t th、b   
六 公正 p、k ph、kh m、t th、b g、l、h Ch 

 

2.3 教學過程中會當變通的部分 

一、會當予小朋友練習造詞 

在 leh用聲母想例詞的部分，會當變通予小朋友用頭腦去練習想較濟的台語

詞，譬如講教著「馬」這個詞的時陣，會當予小朋友用「馬」去想一寡 kap 馬有

關的台語詞，譬如講：黑馬、白馬、騎馬等等的詞。 

二、會當予小朋友練習欲按怎拼音 

在介紹聲母 kap語詞一段時間了後，會當予小朋友練習欲按怎拼音，譬如 

tú開始的時陣，阮會 chhöa學生囡仔練習語詞的發音，等待學生囡仔對白話字有

淡薄仔概念，老師在介紹語詞的時陣，一開始會當先勿愛讀出語詞的音，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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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仔練習去拼出每一個語詞的音，低中年級比較 khah 需要有圖卡的幫助，韻母

的部分因為抑未教，會使先 kä in 講韻母的發音，盡量予 in家己練習拼出語詞的

音。 

三、「超級比一比」的趣味活動 

聲母教學進行一段時間了後，咱會使 kan-na介紹聲母的發音，予小朋友家己分組

去想例詞，全班先分組想仝聲母的語詞，每一組先想一個語詞，閣愛派代表上台

比動作予別組的小朋友去臆 in 是想叨一個語詞，比賽叨一組臆對 ê尚濟，最後

贏 ê彼一組 ê小朋友攏會使得著一點。 

四、「心臟病」的趣味活動     

聲母攏總教完了後(嘛會使分段實施)，會當予小朋友 s¡g「心臟病」的趣味活

動，譬如講：將六個左右的聲母字卡攏 kh¢g 在黑板頂頭，請兩位志願上台的小

朋友，用「愛的小手」抑是用氣球摃錘仔來進行打聲母的趣味活動，老師講一個

聲母的音，兩個小朋友就愛相搶去打老師所講聲母的字卡，看啥物人的反應上

緊，每一擺會當唸五個聲母左右，予 in比賽輸贏，贏的人會當得著一點。 

 

2.3 .1 學生囡仔的反應 

一、高年級的學生囡仔的拼音能力真 kôan，大部分的小朋友會當家己拼出語

詞的音，閣會使臆出語詞的音所代表的物件，中低年級比較 khah需要提示。 

二、「超級比一比」的趣味活動，小朋友嘛真甲意，˜ -koh因為分組加上愛討

論，所以 kui 班會淡薄吵鬧，但是，小朋友攏真認真 leh 想語詞，只是有時陣會

想一寡 khah歹比的語詞，就會真歹臆，所以老師會使先提供 in一寡思考的方向，

予 in會當想一寡會當比的語詞，活動 chiah會當 khah順利進行。 

   三、阮發現全部的教學活動，小朋友上甲意 ê是「心臟病」的趣味活動，不

管是低年級抑是高年級，而且平常時在課堂上無啥表現抑是無認真聽課的小朋

友，反倒轉會真興趣欲 s¡g這個趣味活動，而且 koh表現 kah不錯。尤其是高年

級的學生囡仔，閣有小朋友會主動 chhöe老師挑戰，我感覺這是引起學生囡仔學

習興趣一個真代表性的現象。 

 

3 .國小學童學習白話字的發現 

進行白話字差不多十二禮拜的時間，其中包括期中考 kap期末考，實在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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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時間 kä所有白話字的符號攏教完，但是，咱總是予學生囡仔接觸著另外一

套羅馬字的符號系統，予 in知影閩南語 mä是有標音的系統，上主要是藉由簡單

幾個符號的介紹，予學生囡仔對白話字有基本的熟識，老師應該愛抱持「堅持去

教，一路修改的心情」較是正確的教學心態。以下是阮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的一寡

發現，想欲 kap大家分享： 

一、學生囡仔真需要獎勵： 

集點卡的獎勵方式，會當予學生囡仔爭取表現，激發 in參與課堂所教授 

的內容，學生囡仔嘛會較認真聽課，除了這個優點之外，閣會當予 kui班的規矩

變較好，上課的氣氛 mä會變較活潑，整體感覺起來，學生囡仔相當甲意這款教

學的方式，mä變較 khah 愛上課。 

二、無仝款年級的反應： 

（一）高年級大部分的學生囡仔會使在十至十五分鐘內掌握白話字詞的發音，

低年級需要較濟練習的時間： 

一節課教兩個聲母閣有四個語詞的搭配，平均來講，中高年級的學習 

速度較快，尤其是六年級的學生囡仔，有真濟時陣˜免老師的提醒，in就會

使正確講出頂禮拜所教的聲母 kap語詞的發音。二年級的學生囡仔，因為年

紀較細漢的原因，in 學習的速度較無高年級這呢快，阮教學的速度就放較

慢，在教學過程中阮發現 in嘛需要較濟的提醒，˜ koh 雖然 in需要較濟練習

的時間。 

（二）中、高年級參與發表的人有集中的現象，低年級較平均： 

    以集點卡的點數來算，中、高年級得著較濟「點數」的學童有集中的現象，

一班當中較積極參與表現的學童攏會集中在四到五個人左右，查甫囡仔閣比查某

囡仔較敢表現，尤其在高年級閣較明顯。但是二年級雖然表現有較平均的現象，

卻是查某囡仔表現比查甫囝仔較好。 

三、 雙語學習有干擾的現象： 

（一）白話字聲母的發音會受到英語的影響。譬如講：問 in「k」ê音，定定

會回答作「kh」ê音。 

（二）分 bë清楚「p」kap「ph」兩個音。譬如講：問 in有叨一寡詞是 

以「p」作聲母 ê，會出現親像「pho」tô(葡萄)這款 ê詞 。 

四、干擾現象 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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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的聲母 班別 會出現的情形 
服從 1.有一寡小朋友會將白話字「p」的聲母發成英文字母

「p」的音，抑是將白話字「k」的聲母發成英文
字母「k」的音 4。 

2.有一寡小朋友會將白話字「p」的聲母發成「ph」的
音，將「k」聲母發成「kh」的音。 

整潔 
博愛 

莊敬 

p、k 

公正 

1.有一寡小朋友會將「 p」聲母發成「ph」的音，將「k」
聲母發成「kh」的音。 

2.想例詞的時陣，有一寡小朋友會會出現親像「葡」
萄 kap「客氣」這款的詞。 

 

所教的聲母 班別 會出現的情形 
服從 
整潔 
博愛 
莊敬 

ph、kh 

公正 

這兩個聲母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講是 khah生份 ê，會
當加練習一段時間，̃ -koh 比較 khah bë出現分不清楚
白話字抑是英文字母的情形。 

 

所教的聲母 班別 會出現 ê情形 
服從 
整潔 
博愛 
莊敬 

t、m 
 

公正 

1.「m」這個聲母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講是簡單 ê，可
能是受到英文的影響。 

2.有一寡小朋友會將「t」聲母發成「th」的音。 

 
所教的聲母 班別 會出現的情形 

服從 
整潔 
博愛 
莊敬 

th、b 

公正 

1.有一寡小朋友會將「b」聲母的音發作「p」的音。 
2.「b」聲母濁音的特質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講是真困
難 ê，因為這個音是閩南語內底特有的，所以應該
愛特別提醒小朋友注意，在教學過程中，會當運用
一寡幫助記憶的方法，譬如講：加講一寡用「b」
作聲母的語詞，予小朋友習慣這個濁音的特色。 

 

所教的聲母 班別 會出現 ê情形 
服從 

整潔 

博愛 
莊敬 

g、l 

公正 

1.有一寡小朋友會將「g」聲母發作「k」聲母的音。 
2.「g」聲母濁音的特質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講是真困
難 ê。因為這個音是閩南語內底特有的，所以應該
愛特別提醒小朋友注意，在教學過程中，會當運用
一寡幫助記憶的方法，譬如講：模仿洗喙齒了後 lõk
水的聲音，去感受｡ug｡v這個濁音的特色。 

3.「j」聲母會用「l」聲母代替，譬如請 in 想用「l」
作聲母的例詞，會出現「寫字」的「字」 kap「日
本」的「日」這款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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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驗的方式 

  一、測驗的項目： 

白話字聽選 

  二、測驗題目的型式： 

不仝款的聲母搭配仝一個韻母，譬如講一題內底會有 pa、pha、ma、ba四

個選項，學生囡仔聽到「pa」的音的時陣，就愛將「pa」這個選項 kh¬起來。 

  三、測驗題數： 

      二年仔考二十題，其他四、五、六年級考二十五題。 

 

5 .評量的結果 

一、白話字聽選 ê評量結果 
 

班別 
成績 

二：服從 四：整潔 五：博愛 六：莊敬 六：公正 總計 

100分 2人 2人 5人 10人 10人 29人 
80-99分 5人 16人 15 人 12人 11人 59人 
60-79分 10人 7人 7人 7人 13 人 44人 
60分以下 17人 9人 5人 0人 3 人 34人 
備註 只考 20題，其

他班考 25 題。 
 有 2人無考 有 1人無考  166人 

 
二、評量結果的比率 

 
班別 
成績 

二：服從 四：整潔 五：博愛 六：莊敬 六：公正 總計 

100分 5.9% 5.9% 15.6% 34.5% 27% 17.5% 
80-99分 14.7% 47.1% 46.9% 41.4% 29.7% 35.5% 
60-79分 29.4% 20.6% 21.9% 24.1% 35.1% 26.5% 

60分以下 50% 26.5% 15.6% 0% 8.1% 20.5% 
備註      100% 

 

 

 

三、現象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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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粗體字的是代表受到英文干擾的比率 kap4現象，另外斜體字是代表評量結果正確率的比率。 

 

（一）白話字的學習有受到英文干擾的現象，干擾的現象主要是出現在 p、t、k

這三個聲母，咱 ùi頂頭的表整理出出以下六種的現象： 

   1.部分的學生囡仔會「p「認作「b」。 

    2.部分的學生囡仔會將「t」認作「d」。 

    3.部分的學生囡仔會將「k」認作「g」。 

    4.部分的學生囡仔會將「ph」認作「p」。 

    5.部分的學生囡仔會將「th」認作「t」。 

   6.部分的學生囡仔會將「kh」認作「k」。 

 

小結 

雖然在這個評量結果中，咱發現小朋友在 leh學習白話字的過程中，會出現

一寡受到英文干擾的現象，但是這五班的小朋友學習白話字的時間只有三個月的

時間，而且練習的時間嘛不是真濟，我感覺這只是過渡的現象，咱反倒轉來看 in

題 
數 

作答 
人數 

無作答
人數 

選(1) 選(2) 選(3) 選(4) 正確
答案 

混淆 ê
現象 

ba pa pha ma 14 159 7 
43 105 8 3 

   27% 66% 5% 1.9% 

pa p→b 

pha ba ma pa 15 158 8 
112 9 6 31 

   70.9% 5.7% 3.8% 19.6% 

 
pha 

ph→p 

ta da tha ta 16 160 6 

79 61 14 6 
   49.3% 38.1% 8.8% 3.8% 

ta t→d 

da tha ha ta 17 158 8 
16 98 11 33 

   10.1% 62% 6.9% 20.9% 

tha th→t 

kha ga ka sa 18 158 8 

21 24 112 1 
   13.3% 15.2% 70.9% 0.6% 

ka k→g 

ka kha ha ga 19 158 8 
46 105 5 2 

   29.1% 66.5% 3.2% 1.3% 

kha 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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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正確率，至少攏有 50%到 70%左右，短短三個月的教學時間，就會當予小

朋友有這款的表現，可見如果咱的教學時間閣較長，in受到英文干擾的現象應該

是會變低 ê，小朋友的表現可以會當閣較好。 

    咱整理出一寡小朋友在學習白話字受到英文干擾的現象，ùi好的方面去想，

在白話字教學中，咱就知影應該愛特別注意會受到干擾 ê這 kúi ê聲母，而且予

小朋友加一寡練習 kap分辨的時間，應該是會當將干擾降到上低。而且在教學過

程中，小朋友普遍嘛感覺上課是真輕鬆無啥壓力 ê，我感覺教白話字並無出現造

成學生囡仔學習的負擔 kap壓力的現象。 

  最後，雖然講有專家學者提出，其實在英文音標當中，p、t、k這三個字母

並無固定的音值，有時陣讀作送氣音，有時陣讀作無送氣音，所以對學生囡仔學

習白話字受到英文干擾的講法，並未使單純下這款的定論。阮的看法是按呢，雖

然講在英文當中這三個符號並無固定的音值，但是以咱 chím仔小學當中的英文

教學，普遍是採用「自然發音」的方法，學生囡仔對 p、t、k這三個符號的認知，

就容易產生固定的聲音，咱雖然會當以「有無送氣」是˜是有辨義的作用這種不

同款的所在，來教學生囡仔分辨英文 kap白話字兩套不同款的音標系統，但是咱

嘛無法度忽視，有真濟人對小朋友同時接觸英文和白話字會產生的疑慮，阮感覺

不如就 kä大家講清楚，實際上，咱攏知影學生囡仔學習白話字實際的狀況，阮

嘛清楚問題會出在兜位，上重要的是咱欲按怎盡量避免干擾的情形發生，而且說

明這種干擾是有辦法克服的，我感覺這種講法應該會當說服學校中教學鄉土語言

的老師和關心鄉土語言的人才對。 

 

6.結論    

整個來看，白話字教學是會當進行 ê，並無親像真濟老師所想 ê｡G白話字是

無法度教 ê，以阮所設計的方式去進行，小朋友接受的程度攏真高，而且，阮嘛

無出作業予 in轉去做，在學習上就無啥物壓力。 

以評量的結果 kap 現象看起來，雖然有一寡字母會受到英文音標的干擾，但

是嘛有真濟小朋友表現真好，以六年級莊敬里全班 30 個人來講，考八十分以上

的就有 22個人，其中滿分就有 10個人，這雖然是一個個案，但是嘛是一個白話

字教學成功的實例。 

普遍來講，在厝內有 leh講台語的小朋友，明顯對學習白話字較有興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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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嘛較高，但是嘛有一寡是客家人的囡仔 in嘛是真認真學習，測驗的成績 

勿會輸予閩南人的囡仔，所以講，學習是看人意願 kap認真的程度。照阮所觀察 ê，

若是課程中有趣味活動的搭配，學生囡仔攏會較甲意學習，會想欲一直參與這種

活動，阮認為，想欲予學生囡仔在課堂中學會曉全部的台語是困難 ê，因為在學

校一禮拜只有一節課的時間予 in 去練習，但是，咱上主要是欲予 in 接觸閣較濟

的台語，予 in 對台語有感情，轉去厝內裡會願意講，增加講台語的機會，才有

法度提昇 in家己的台語程度。 

上重要的是 mài 予學生囡仔 siu°濟壓力，嘛 mài 一 khùn仔教 siu°濟，愛多多

練習，就算一直教仝款 ê嘛無要緊，雖然，咱無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 kah 全部的

台語攏教予 in 知，但是咱教 in 白話字，以後學生囡仔就會曉使用台語字典抑是

辭典，嘛看會曉台語的白話文文章，就算 in 以後無時間學習台語，但是 in 會曉

白話字就會當自己練習、自己學習，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我想，這才是學習白

話字上重要的目標。 

 

註釋 

註 1：T代表 teacher（老師）ê意思。 

註 2：P代表 parents（父母）ê意思。 

註 3：CO是行政人員 ê意思。 
註 4：在這所講的英文字母「p」的音是講 pq的 p的音，k是講老 k的 k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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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SIÓ  HÃ K-TÔNG HÃ K-SƒP PÇH-Ö E-J‚ Ê   
KHÒ -TÊ NG AN-PÂ I  KAP HOAT-HIÄ N 

 
Lîm ngá-bûn 

Sin-tek su -„° Tâi-ôan-gú-giân kap gú-bûn-kàu-iõk gián-kiù-s  ̄
yami28@sinamail.com 

 
Tiah-iàu 

Ü i-tiõh phòe-hãp káu-nî-…t-kòan Tâi-gí kàu-hãk, t„ kok-sió nä beh khai-sí kà pçh-öe-j„, 
tàu-té èng-kai án-chóa° lâi chìn -hêng? Pún lün-bûn siü°-beh ëng ka-t„ s…t-chè kàu-hãk ê 
keng-giäm lâi chò ch…t -kóa kài-siäu. Kàu-hãk ê tùi-siöng s„ Sin-tek su-höan-hãk-„° hù-siat 
s…t-giäm kok-sió ê hãk-seng, iû pit-chiá chhin-sin kàu-siü Tâi-gí ê khò-têng kap pçh-öe-j„, 
kàu-châi s„ chü-pian ê, kàu-hãk ê chìn-t³ ùi seng-õah tiong ê iöng-gí khai-sí j…p -m£g, phì-jû 
kóng : chio-h¬-gí、kóe-chí kap ng¯-koan ê kóng-hoat ... téng, koh ü chhù-b„ õah-täng ê 
ta-phòe,  h³ in t„ hãk-s…p thia°、kóng Tâi-gí ê tông-sî,  mä ë-tàng kah-ì hãk-s…p.  Tán in 
chiäm-chiäm kòan-sì Tâi-gí chit-ê gú-giân liáu-äu, chiah khai-sí chìn-hêng pçh-öe-j„ ê j„-bó 
kàu-hãk,  gún tçk-piat üi pçh-öe-j„ ê kàu-hãk siat-kè ch…t thò khò-têng, phì-jû kóng t„ múi 
ch…t-pái kài-siäu Tâi-gí j„-bó ê kòe-têng tiong, siat-kè sì-gê kâng sia°-bó ê tan-im-sû, kah sì-gê 
tan-im-sû ê t²-khá,  ta-phòe khì kà múi ch…t -gê gú-sû, h³ hãk-seng gín-á ë-tàng t„ chin té ê 
sî-kan läi chò pçh-öe-j„ kap t²-khá ê liân-kiat, ch…t-chiat khò pêng-kun kà n¤g-gê sia°-bó, 
tang-tiong koh ü ch…p -tiám-khá ê pí-sài. S…t-chè kàu-hãk chìn -t³ pau-koah : pçh-öe-j„-bó ê 
kài-siäu、ch…p-tiám sî-kan í-kip kàu-hãk hong-sit piàn-thong ê p³-hün.  

Lëng-göa, t„ kàu-hãk kè-têng tiong, gún ü í-hä ê hoat-hiän :  

1. Sió-hãk-seng chin su-iàu chióng-lë :  
ch…p-tiám-khá ê chióng-lë hong-sit, ë-tàng h³ hãk-seng gín -á cheng-chhú piáu-hiän, 
kek-hoat in chham-ú khò-t£g piáu-hiän, hãk-seng gín -á ë-tàng khah j„n -chin thia° khò, 
kui pan ê kui-kí kap siöng-khò khì-hun mä khah hó . 

2. Bô kâng-khóan nî-kip ê hóan-èng :  
(1) Ko-nî-kip täi -p³-hün ê sió-pêng-iú ë-tàng t„ chãp chì chãp-g³- hun-cheng läi chiáng-ak 

j„-sû ê hoat-im, kë-nî-kip su-iàu khah chë liän-s…p ê sî-kan. 
(2) Tiong , ko-nî-kip chham-ú hoat-piáu ê lâng ü ch…p -tiong ê hiän-siöng, kë-nî-kip ê 

chham-ú khah pêng-kun. 

3、Siang-gú hãk-s…p ü kan-jiáu ê hiän-siöng : 
(1) Sia°-bó ê hoat-im ë siü-tioh Eng-gí ê éng-hióng. Phì-jû kóng : m¤g in “k” ê im, tiä°- tiä° 

ë hôe-tap chò “kh” ê im . 
(2)  “p” kap “ph” n¤g-gê im pun bë chheng-chhó. Phì-jû kóng : m¤g in ü siá-mí sû s„ í 

“p” chò sia°-bó ê, in ê hôe-tap chhin-chhiù° “phô” tô chit-khóan ê sû . 

Koan-kiàn-j„ : Pçh-öe-j„、Khò-têng an-pâi、Tâi-gí、Kan-jiá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