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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華語文教學

• 傳統班

→此指父母在家說中文的華裔學生

父母在家不說中文父母在家說中文

傳統班



華裔華語文教學

• 華裔語文教學不同於一般母語教學，也有別於外籍生的華

語教學。這些學生不能一味執著於母語式傳統的中文教學

法，而是介於母語學習者與外籍生之間。

• 此類型學生的教學除了要學習語言技能之外，還要學習中

華文化，讓海外青年子弟瞭解華人社會的風土民情及歷史

文物。

—陳立芬2010。華裔語文班課程規劃與教材編寫實務探討。

海外僑教與華文教育國際研討會。



華裔華語文教學

• 近年來因中國政經地位漸漸重要，學習華語對海外華人的

生活及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就學習內容上來說，老一輩

的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及中華民族的

傳統文化。因此，華語文教學既有其實用性，也有延續中

華文化的功用。

—陳立芬2010。華裔語文班課程規劃與教材編寫實務探討。

海外僑教與華文教育國際研討會。



華裔華語文教學

• 由此可見，對於傳統班的學生來說，「目的語文化」不管

對於學生及家長，都是語言學習中很重要的部分。

• 然而，要選擇融入哪些文化課程？如何安排教學活動？

如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如何利用傳統班學生學習優勢？

都是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必須詳細考慮的。



華裔華語文教學

思考將文化帶入華裔華語

文課程時，可以從學生的

背景知識出發，結合生活

經驗，選擇容易產生共鳴

的素材，例如美食、流行

文化、歌曲、電影等。

華裔語言課程

文化文化

語言語言
生活生活



華裔華語文教學

• 對於有機會到母語國家學習語言的華裔學生，應增加其實地接
觸母語文化的機會，能更有效的學習知識。

• 對於海外華裔學生來說，少了許多接觸目的語文化的機會及經
驗。因此可以多多利用數位資源，設計適合的教案及活動，
結合語言與文化進行教學。

• 由於華裔學生特殊的家庭背景，設計作業時，也能製造讓學生
與家長互動的機會，會有不一樣的學習效果。



客家文化教學範例分享
－以臺灣北埔客家村為例－
（針對中高級程度之客籍華裔青年）



課前作業

訪問家人…

1. 你的家鄉在哪裡？在地圖上塗上顏色。

2. 你的家鄉有什麼特色？

3. 找出一項能夠代表家鄉

的東西。



【圖】
油紙傘

【圖】
油桐花

【圖】
客家藍衫

【圖】
客家擂茶

【圖】
客家花布

【圖】
客家小吃

猜一猜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我是「正港」客家人！

• 下面的圖你說得出多少？

【圖】扁擔 【圖】藍衫 【圖】
油紙傘 【圖】採茶 【圖】柿餅

【圖】米食 【圖】桔醬 【圖】
三合院 【圖】擂茶 【圖】

虎姑婆

【圖】
油桐花

【圖】
三山國王 【圖】花布 【圖】

翹頭鞋
【圖】
薑絲大腸



客家人來自哪裡？

到台前來，用貼紙標
示出你家鄉的位置。



認識客家文化

http://archives.hakka.gov.tw/frontsite/archive/



討論時間

• 你認識的客家文化有什麼特色？

• 你最喜歡家鄉的什麼特產?為什麼?

• 你最喜歡哪一道客家菜?



客家美食大蒐覓
當你聽到這個名字時… 

你覺得這道菜是… ?





過貓
這些東西你嚐過嗎？

【圖】
過貓

【圖】
柿餅

【圖】
客家小炒

【圖】
拔絲地瓜

【圖】
東方美人茶



任務時間
- 請同學分組 (約4-5人一組)

- 請各組選出一道感興趣的客家料理（或名產）

- 回家訪問家人、或上網蒐集有關這道菜的資料

並用一段小短文介紹它。

例如：

1. 這道菜有沒有什麼故事？

2. 這道菜的主要材料是什麼)

3. 特別的習俗節慶才會吃這個食物嗎?



走訪北埔客家村！

School 
trip



北埔鄉在台灣的新竹縣，地形主要是山地和丘陵，因河流切割
běibǔxiāng zài táiwān de xīnzhúxiàn dìxíng zhǔyào shì shāndì hàn qiūlíng yīn héliú qiēgē

形成北埔和南埔二大盆地。
xíngchéng běibǔ hàn nánpǔ èr dà péndì



• 「埔」的意思

1. 未開墾的原野

wèi kāikěn de yuányě

2. 地形平坦或斜緩坡面的未開墾耕地

dìxíng píngtǎn huò xiéhuǎn pōmiàn de wèi kāikěn gēngdì

「埔」的意思



北埔在新竹的開發史中，有很重要的

地位。一百六十四年來，「北埔」這

一個清代客家移民的老聚落，隨著時

間的改變，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面貌。

běipǔ zài xīnzhú de kāifāshǐ zhōng，yǒu hěn

zhòngyào de dìwèi。

yìbǎiliùshísì nián lái，běibǔ zhè yíge qīngdài

kèjiā yímín de lǎo jùluò，suízhe shíjiān de gǎibiàn，

chéngxiàn chū bùtóng de fāzhǎn miànmào。

關於北埔



我的小旅行

【任務時間】



當你要去旅行時，需要先…？

• 請同學分成小組，尋找到北埔玩需要知道
的資訊，完成一份旅行計畫！

EX：

和誰一起去？

怎麼去？

去多久？

帶多少錢？

請在北埔小旅行
時，尋找各組在
「美食大蒐覓」
中介紹的美食，

完成試吃！



介紹北埔給更多人！

• 以影片或照片記
錄到北埔旅遊時
的點點滴滴。

• 以旅遊節目的概
念剪輯成小短片
（中文發音）



成果分享

�影片分享

�頒獎：最佳導演、最佳腳本
最佳美食、最佳主持人

課後作業

• 搭配照片完成一篇北埔旅遊日記！

• 內容約250字。



總結

• 傳統班學生除了學習語言技能，中華文化的也是家長及教

師關注的重點。海外華裔教師除了尋找參訪文化景點的機

會，也可以利用數位資源將文化帶入課堂。

• 傳統班學生的家庭背景使其容易取得文化資訊，也可能有

較豐富的先備知識。因此進行教學時，可以先了解學生對

文化的掌握程度，尋找合適的切入角度，並結合生活化、

有趣的素材，拉近母語文化與學生之間的距離。



文化資源參考連結
全球華文網 http://www.huayuworld.org.tw/?cat=1700

中國華文教育網 http://big5.hwjyw.com/zhwh/

中國文化研究院 http://hk.chiculture.net/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成果入口網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list.jsp?cOptId=132&field=audience

中央研究院數位
典藏資源網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Digital Taiwan-

Culture & Nature
http://culture.teldap.tw/culture/

文建會藝學網 http://learning.moc.gov.tw/lesson.asp

臺灣文化之旅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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