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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的話

「母語」是代代相傳的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更是生活、文

化的根本。為了讓客語永續流傳，客家委員會多年來致力於營造多元

的學習環境，鼓勵年輕人學客語，以達推廣客語向下扎根的理念。

客委會於101年首度辦理「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活動，打破一

般傳統考試概念，讓幼兒在輕鬆的情境下，沒有負擔地聽、說客語，

認識客家語言文化，迄今共逾2萬7仟位小朋友完成闖關，透過活動提

升幼童聽講客語的興趣與自信心做起，深耕客家幼苗。

「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題目以生活化、實用化為原則，家長或

幼兒園老師可於認證活動前，透過本手冊及「哈客網路學院」網站建

置的電子書、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施測影片及多媒體互動教學課程，

與孩子一起學習。本手冊分為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及

詔安等6種腔調，內容分為「來吾屋下尞」、「食个東西」、「著个

衫」、「 會畫車仔」、「你搞麼个」等五大單元，每單元皆以連續4

張圖說的生活情境呈現，以日常生活實用的口語與幼童對話互動，用



附錄:家長手冊華語全文 ２２

編輯群的話

輕鬆有趣的方式帶領孩子融入生活情境的客語學習環境，讓小朋友們

可以開心快樂學客家話，也讓客家文化能深入家庭。

歡迎家長及師長們帶領孩子一起來，用愉悅的心情參與「幼幼客

語闖通關」認證！

 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編校小組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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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阿明：阿婆，　轉來哩。

阿婆：阿明轉來吔唷！還帶朋友來屋下尞哦 !

阿明：係啊！佢係吾好朋友。

阿婆：食飽　？你安到麼个名？今年幾多歲？

阿國：阿婆你好！　安到阿國仔，今年5歲。

阿婆：恁乖！恁乖！



哦

阿明：阿婆，　轉來哩。

阿婆：阿明轉來吔唷！還帶朋友來屋下尞哦 !

阿明：係啊！佢係吾好朋友。

阿婆：食飽　？你安到麼个名？今年幾多歲？

阿國：阿婆你好！　安到阿國仔，今年5歲。

阿婆：恁乖！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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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阿明，你愛去哪？

阿明：　同阿姆去買菜。

阿姆：今晡日係八月半/中秋節，乜係阿明个生日。

阿婆：你兜有準備麼个無？

阿明：　兜有帶雪圓仔同(摎)粢粑仔，還有月華餅同(摎)柚仔。

哦



阿婆：阿明，你愛去哪？

阿明：　同阿姆去買菜。

阿姆：今晡日係八月半/中秋節，乜係阿明个生日。

阿婆：你兜有準備麼个無？

阿明：　兜有帶雪圓仔同(摎)粢粑仔，還有月華餅同(摎)柚仔。

哦







阿富：　盡中意柑仔色，你盡好麼个色？

阿麗：哇！恁靚个天弓哦！有紅色、柑仔色、黃色、青色、藍色、吊菜色。

阿麗：你收底衫仔、底褲仔同(摎)襪仔。

阿富：該你就收衫同(摎)褲，裙乜愛收。

哦



阿富：　盡中意柑仔色，你盡好麼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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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該你還會畫其他个車仔無？

阿明：阿哥，蠟筆同(摎)鉛筆做得借　無？

阿富：好啊！你在該做麼个？

阿明：　在這畫圖。

阿富：你在該畫麼个？



該你還會畫其他个車仔無？

阿明：阿哥，蠟筆同(摎)鉛筆做得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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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阿明還會唷！恁暗　，較　啊去整理書包仔，茶壺仔毋好毋記得。

阿明：好！

阿姆：早兜仔睡唷！

阿姆：阿明，今晡日在學校好搞無？

阿明：好搞！

阿姆：該你在學校搞麼个？

阿明：　在學校有搞球仔同(摎)吊晃槓仔。

阿姆：該你盡好搞麼个？

阿明：　盡好走相逐同(摎)跳索仔。

阿姆：還有搞麼个無？

阿明：有，今晡日先生愛　兜做一個大人公仔。

阿姆：你會做無？

阿明：會。　用紙盒仔做厥手同(摎)腳，目珠、鼻公、

 耳公、嘴係同(摎)同學共下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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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奶奶，我回來了。

奶奶：阿明回來了唷！還帶朋友來家裡玩喔！

阿明：對啊！他是我的好朋友。

奶奶：吃飽了沒？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

阿國：奶奶您好！我叫做阿國，今年5歲。

奶奶：好乖唷！

阿國：阿明，這些都是你家裡的人嗎？（阿國正看著牆上的全家福照片）

阿明：對啊！我家裡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哥哥、姊姊、我，還有妹妹。

 （阿明指著照片裡的人一一介紹）

阿國：1⋯2⋯3⋯4⋯5⋯6⋯7⋯8⋯你家裡有八個人！

阿明：我家裡還有一條狗和兩隻兔子，很熱鬧！

阿國：我家裡也有養一隻貓和兩隻鳥。下一次換你來我家玩！

阿明：好啊！那你下次要再來我家玩喔！

阿國：會啦！謝謝你。我要回去了，再見！

阿明：再見！

奶奶：阿明，你要去哪？

阿明：我要和媽媽去買菜。

媽媽：今天是中秋節，也是阿明的生日。

奶奶：你們有準備什麼嗎?

阿明：我們有準備湯圓和麻糬，還有月餅和柚子。

媽媽：我今天有準備你愛吃的東西，有炒飯、麵包、蛋和高麗菜。

 還有西瓜、番茄、梨子和葡萄。

姊姊：你看，這裡還有鳳梨、香蕉、木瓜、蘋果和芭樂，要打成果汁給你喝。

爸爸：阿明，爸爸還有買蛋糕幫你慶祝生日喔。

哥哥：阿明，你生日的時候最想要什麼東西？

阿明：我生日的時候最想要籃球。

哥哥：等你吹完蠟燭之後，我會送你生日禮物。

阿明：哇！太好了！我最喜歡過生日。

句型

1. 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我叫做＿＿＿＿，今年＿＿＿ 歲。

2. 你/他家裡有多少人？我/他家裡有＿＿＿ 個人。

3. 你/他家裡有誰？我/他家裡有＿＿＿。

來我家裡玩 吃的東西

23 24

句型

1.中秋節要吃什麼？中秋節要吃＿＿＿＿。

2.你最喜歡吃什麼？我最喜歡吃＿＿＿＿。

3.你最不喜歡吃什麼？我最不喜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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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阿富、阿麗、阿明，要下雨了！快點去收衣服和倒垃圾。

阿富：我們來猜拳，輸的人倒垃圾、贏的人收衣服。

阿明：好啊！來猜拳。

阿麗：剪刀、石頭、布。

阿明：哼！我輸了。

阿富：阿麗，我們去收衣服。

阿麗：你收內衣、內褲和襪子。

阿富：那你收衣服，裙子也要收。

阿麗：短褲和長褲放一起，背心和運動服放一起，好嗎？

阿富：好。咦！雨停了！阿麗，你看！有彩虹！

阿麗：哇！好漂亮的彩虹喔！有紅色、橘色、黃色、綠色、藍色、紫色。

阿富：我最喜歡橘色，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阿麗：我最喜歡紅色。

阿富：我們去叫阿明來看！

阿明：哥哥，蠟筆和鉛筆可以借我嗎？

阿富：好啊！你在做什麼？

阿明：我在畫圖。

阿富：你在畫什麼？

阿明：我在畫車子。你看，這是我畫的腳踏車、機車、計程車和公車。

阿富：那你還會畫其他的車子嗎？

阿明：不會。

阿富：那我教你畫火車和高鐵。

阿明：哇！真好！謝謝哥哥！

阿富：我們下一次坐火車去玩！

阿明：好啊！還要坐高鐵去玩。

句型

1. 你在家裡，會幫忙做什麼？我在家裡會幫忙＿＿＿＿。

2. 你想穿什麼衣服？我想要穿＿＿＿＿。

3.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我最喜歡＿＿＿＿。

穿的衣服 我會畫車子

25 26

句型

1. ＿＿＿＿，可以借我＿＿＿＿嗎？好啊！這是＿＿＿＿。

2. 你在畫什麼？我在畫＿＿＿＿。

3. 你想要坐什麼車去玩？我想要坐＿＿＿＿ 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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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阿明，今天在學校好玩嗎？

阿明：好玩。

媽媽：那你在學校玩什麼？

阿明：我在學校有玩球和盪秋千。

媽媽：那你最喜歡玩什麼？

阿明：我最喜歡賽跑和跳繩。

媽媽：還有玩什麼嗎？

阿明：有，今天老師要我們做一個大公仔。

媽媽：你會做嗎？

阿明：會。我用紙盒子做手和腳，眼睛、鼻子、耳朵、嘴是和同學一起畫的。

媽媽：阿明這麼棒喔！這麼晚了，趕快去整理書包，水壺不要忘記。

阿明：好！

媽媽：早點睡喔！

句型

1. ＿＿＿＿在哪裡？＿＿＿＿在這裡。

2. 你在學校最喜歡玩什麼？我在學校最喜歡玩＿＿＿＿。

3. 去學校你會帶什麼？去學校我會帶＿＿＿＿。

你玩什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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