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大坡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年級 本土語客家語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設計者
年級課程目標

真平板

20

教學節數

中年級團隊

本土語教學支援教師

教學者

1.看圖說話：使用情境圖，引導兒童說出圖意，讓兒童充分抒發想像。
2.聽力練習：練習聽懂教師說出的客家語，並藉著語文遊戲訓練語詞、詞句的聽力。
3.說話練習：利用語文遊戲，做對話或說話練習，習得簡單的生活用語。
4.學習童謠：藉由童謠念唱，提升學習興趣，並了解客家文化的內涵。
5.能使用收音機、錄音機、電視等工具收聽資訊。

主題

單元名稱

十大基本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學習目標

能力
第一單 第一課坐車 一、了解自我 1-2-1能聽懂日 1.能了解課文
常生活中的應
元便利 遶尞
與發展潛能 對語句。
大意及課文語
个生活
七、規劃、組 1-2-4能聽懂簡 意，並朗讀課
易故事的主要
織與實踐
文。
內容。
九、主動探索 1-2-5能養成良 2.能了解並記
好的聆聽態度 住「無法度」
與研究
，並適當應對
十、獨立思考 。
、「滿哪仔」
與解決問題 1-2-7能透過聆 、「毋單淨」
聽活動，主動
、「這下」、
積極延伸學習
客家語文。 「利便」、「
2-2-4能運用客 毋使」、「半
家語簡單的回
晝邊」等語詞
應問題。
2-2-7能使用視 的意義和用法
聽與資訊工具
。
學說客家語。
3-2-4能認唸標 3.能聽懂簡易
音符號標示之
故事的主要內
語詞。
容。

節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重大議題

數
師生共同討論各種交通工具的使用方式，進行課 4
文說白節奏及課文接龍等遊戲。
活動一：坐車遶尞

註
【環境教育】
1-2-4覺知自己
的生活方式對
環境的影響。

1.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2.教學CD

1.教師提問：
(1)你平常仰般去學校？
(2)你行路去學校愛幾久个時間？
(3)你印象中行路最久个一擺係去哪位？行幾久
？
(4)阿爸抑係阿姆騎摩托車載你來學校，比你自
家行路來，有較遽無？
(5)你坐公車去學校時，愛用幾多時間？愛注意
麼个？
(6)你有騎過腳踏車無？騎去哪？騎幾久？
(7)你識在臺灣環島遊覽無？你用過哪兜交通工
具？
(8)你識坐過客運無？對哪位坐去哪？
(9)你識坐火車去哪位？摎（同）麼儕去？
(10)火車摎（同）高速鐵路，有麼个無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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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說白節奏

(11)你識在臺北市、新北市抑係高雄市坐過捷
運嗎？感覺仰般？
(12)這下，你時常用个交通工具有哪兜？
(13)恁多交通工具中，你感覺最利便个係哪兜
？仰般講喏？
2.教師引導兒童討論、發表，教師做統整。
3.教師解釋課文大意、語意及課文語詞。
4.教師領讀課文，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教師進行課文說白節奏練習。（請參考P36、37
說白節奏。）
6.播放教學CD讓兒童聆聽，並跟著念唱。
※遊戲：課文接龍、角色扮演、肢體達人
1.師生共同複習課文說白節奏，及領讀並解釋課
文語詞，分組做對話練習。
2.學習各種交通工具名稱。
3.教師指導兒童規畫用交通工具環島旅遊。
活動二： 會講
1.教師提問：
(1)你坐過麼个交通工具？
(2)你識坐過飛行機無？去哪位？
(3)你識看過，毋過，你還吂坐過个交通工具有
哪兜？
(4)大了以後，你想愛駛哪種交通工具？
2.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交通工具語詞
。
3.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捷運」、「計程車」、
「公車」、「轎車」、「腳踏車」、「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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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機」、「火車」、「貨車」、「貨櫃車
」、「遊覽車」、「船仔」等交通工具名稱、用
法及其注意事項。
4.教師領讀語詞，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請全班念得特別好的兒童範念或帶全班念。
6.教師請兒童和家人一起規畫搭交通工具環島旅
遊，並於下次上課時可以進行分享。
※遊戲：請你跈 恁樣做、蘿蔔蹲
1.教師引導兒童使用正確的交通工具完成「 會
做」。
2.運用「~坐~去~」的句型做說話練習。
活動三： 會做
1.教師說明課本P18、P19的做法。
2.教師領念附件二的交通工具名稱。
3.教師先播放P18教學CD的內容，請兒童依照教
學CD所念的順序，將交通工具貼紙貼在○裡。
4.教師請兒童用客家語發表──阿弟牯歸屋下人
坐麼个交通工具出去尞？
5.教師領念語句，兒童齊念，再讓兒童個別念。
6.請兒童發表全家的環島旅遊規畫所使用的交通
工具有哪些？
※遊戲：花車大遊行

活動四： 會講一句話
1.教師說明P20、P21的做法。
2.教師領念課本P20、P21動物、交通工具及地名
語詞並做說明。
3.為使兒童熟悉動物名稱，請兒童發揮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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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動物們可能搭哪一種交通工具，例如：
長頸鹿搭船到美國。
4.完成連連看後。用「~坐~去~」的語句表達。
5.兒童帶領範念語句，全班齊念。
6.教師引導兒童用「~坐~去~」做說話練習。例
：（1）長頸鹿坐船仔去美國。
（2）老虎坐飛行機去花蓮縣。
（3）河馬坐捷運去動物園。
（4）企鵝坐高鐵去學校。
7.教師領念→齊念→分組念→個別念。
※遊戲：交頭接耳、手腦並用
第二課七姑 二、欣賞、表 1-2-1能聽出一 1.能了解課文
段客語的重點
星 七姊妹 現與創新
大意及課文語
。
（二）
四、表達、溝 1-2-4能力求聆 意，並朗讀課
聽能力的不斷
通與分享
文。
進步。
八、運用科技 1-2-6能透過聆 2.能了解並記
聽活動，欣賞 住「雞公」、
與資訊
並學習他人的
九、主動探索 客家語文素養 「礱穀」、「
。
與研究
踏碓」、「豬
1-2-9能運用科
十、獨立思考
嫲」、「 水
技與資訊，提
與解決問題 升聆聽客家語 」、「淋」、
之能力。
「蕹菜」、「
2-2-1能養成主
動學習客家語 鴨嫲」、「浸
的態度與習慣 水」、「啄目
。
睡」、「熝著

1.教師解釋課文並指導兒童吟唱「七姑星 七姊 3
妹」，最後做童謠說白節奏練習。
2.教師指導兒童用客家語念出家中的設備。

1.教用版電子 拼音練習

【家政教育】

教科書

發表

3-2-2察覺自己

活動一：七姑星

2.教學CD

學習單

家庭的生活習

七姊妹

1.教師念唱第七冊課本中第四課「七姑星

七姊

妹（一）」，讓兒童猜猜童謠名稱或接唱童謠。

【資訊教育】

2.教師播放教學CD，並說明課文情境圖。

1-2-1能了解資

3.教師提問：

訊科技在日常

(1)課本P25圖項个細阿姊在該做麼个？
(2)揣看啊！佢摘菜時會想麼个事情？
(3)課本P26、P27个圖項，你看著麼个動物？佢
兜在該做麼个？
4.教師引導兒童觀察、討論、發表。
5.教師歸納兒童發表內容，並統整說明。
6.教師領讀課文，並解釋課文大意及課文語意。

」。等主要語 7.教師領讀課文，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詞的意義和用 個別念。
法。

慣。

8.教師進行課文說白節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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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應用。

3.能用客家語 ※遊戲：美聲王
說出「時鐘」 活動二： 會講
、「電扇」、 1.教師提問：
「電視」、「

(1)有人客來屋下尞時，你會請佢坐哪位？

冷氣」、「膨

(2)若屋下个膨凳係放在哪位？

凳」、「矮桌

(3)愛請人客啉茶，食點心時，你會將佢兜放在

仔」等家庭用 哪？
品名稱。

(4)人客感覺忒熱時，你會仰般做？
(5)平時你在廳下會做哪兜休閒活動？
(6)若屋下个廳下還會放麼个東西？
2.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客廳裡的家庭
用品語詞。
3.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時鐘」、「電視」、「
冷氣」、「矮桌仔」、「電扇」、「膨凳」等客
廳器物名稱。
4.教師請兒童回家觀察家中客廳的物品，並於下
次上課時進行分享。
※遊戲：你答我敲
1.教師指導兒童用客家語念出家中的設備，再進
行說話練習。
2.教師指導兒童運用學習過的語詞，完成「 會
做」。
活動三：灶下有麼个
1.教師提問：
(1)你會

手煮飯、炒菜無？在哪位煮？

(2)煮飯用个米會放在哪位？
(3)洗好个米會放在哪位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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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炒菜時會用著麼个？
(5)用哪種家電做得較遽將冷凍食物解凍？
(6)食毋忒个食物愛放在哪，較毋會壞忒？
(7)若屋下个灶下還有麼个？
2.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廚房中的用具
。
3.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微波爐」、「電鑊」、
「冰箱」、「米缸」、「電子鍋／電子鑊」、「
抽油煙機」、「水龍頭」、「瓦斯爐」等廚房器
具名稱及其用法。
4.教師領讀語詞，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請全班念得特別好的兒童站起來做示範，或帶
全班念。
6.教師請兒童回家觀察家中廚房的物品，並於下
次上課時進行分享。
令仔欣賞揣 一、了解自我 1-2-9 能運用科 1.能了解「揣
技與資訊，提 令仔」的大意
令仔
與發展潛能 升聆聽客家語 及語意，並朗
讀「令仔」。
三、生涯規劃 之能力。
2-2-7 能使用視 2.能在教師解
與終身學習
聽與資訊工具 釋下聽、念童
四、表達、溝 學說客家語。 謠中之主要語
3-2-2 能認唸所 詞。
通與分享
學之客家語調 3.能跟著教師
五、尊重、關 型。
念誦「揣令仔
」，並做說白
懷與團隊合作
節奏練習。
十、獨立思考
4.能跟著教學
與解決問題
CD 念唱「揣
令仔」。

1.指導兒童了解「揣令仔」的語意，並做口頭練 1
習。
2.做課文念讀、演唱、說白節奏等練習。
活動一：令仔欣賞
1.教師用交通工具的謎語來引起動機，讓兒童猜
一猜。（教師進行猜謎活動時可酌用國語進行，
謎底揭曉後，再告訴兒童謎底的客家語名稱。）
2.教師用客家語念出「揣令仔」並解釋其意，讓
兒童猜謎底。（教師可視情形提示。）
3.指導兒童將謎底畫或寫於課本中。
4.教師領念→齊念→分組念→個別念。
5.教師用鈴鼓（響板、木魚……）做說白節奏練
習。
6.教師播放教學 CD，兒童跟著念唱令仔。
遊戲：揣令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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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版電子 口頭討論
教科書

發表

2.教學CD

說白節奏

3.查閱有關的
書

【環境教育】
1-2-4 覺知自己
的生活方式對
環境的
影響。

第二單 第三課有孝 一、了解自我 1-2-1 能聽懂日 1.能了解課文
常生活中的應 大意及課文語
元和樂
與發展潛能 對語句。
意，並朗讀課
家庭
二、欣賞、表 1-2-4 能聽懂簡 文。
易故事的主要 2.能了解並記
現與創新
內容。
住「爺哀」、
四、表達、溝 2-2-1 能養成主 「日日」、「
動學習客家語 兩頭烏」、「
通與分享
的態度與習慣 莫」、「屋下
五、尊重、關 。
事頭」、「
懷與團隊合作 2-2-4 能運用客
手」、「
家語簡單的回
十、獨立思考
做人大細」、
應問題。
「名聲」等主
與解決問題
要語詞的意義
和用法。
3.能用客家語
說出「洗碗筷
（箸）」、「
洗菜」、「擇
菜」、「撿揫
」、「撿碗筷
（箸）」、「
兜菜」等家事
名稱。

1.教師解說課文大意及語意，指導兒童做課文說 3
白節奏練習並跟著念唱歌謠。
2.教師以客家語、國語解說本課語詞的意義。
活動一：有孝
1.教師提問：
(1)阿爸摎（同）阿姆逐日做麼个頭路？
(2)佢兜幾點 床去上班？幾點轉到屋下？
(3)在屋下，你摎（同）兄弟姐妹感情仰般？會共
下做麼个事情？
(4)平常你會

手做哪兜屋下个事頭？

(5)爺哀為 俚做恁多事， 俚愛仰般表示？
2.教師引導兒童討論、發表，教師做統整。
3.教師解釋課文大意、語意及課文語詞。
4.教師領讀課文，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教師領讀課文說白節奏練習。（請參考 P84 說
白節奏）
6.播放教學 CD 讓兒童聆聽並跟著念唱。
※遊戲：數來寶
活動二： 會講
1.教師提問：
(1)你在屋下會

手做麼个事頭？

(2)阿姆在灶下煮飯炒菜時，你會
手做麼个？
(3)兜菜時，愛注意麼个？
(4)撿碗筷（箸）時，愛仰般做？
(5)你曉得洗碗筷（箸）無？仰般洗？愛注意麼个
？
(6)碗筷（箸）洗好，續等愛仰般做？
2.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家事語詞。
3.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洗碗筷（箸）」、「擇
菜」、「撿揫」、「撿碗筷（箸）」、「兜菜」
等家事名稱。
4.教師請兒童和家人共同討論，還有哪些家事可
以全家共同分擔的，並於下次上課時進行分享。
※遊戲：蘿蔔蹲
教師指導兒童做對話練習。
活動三： 會講一句話
1.請兒童表演做家事動作，由全班搶答，教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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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版電子 拼音練習
教科書
2.教學CD

學習單

【生涯發展教
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
1-2-1能了解資
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以國語、客家語對應解說。
2.教師做對話指導：
問：你會

手做麼个？

答： 會
手擇菜，乜會洗碗。
3.教師範念→ 領念→ 齊念→ 分組念→ 個別念
。
4.教師將兒童分成兩人一組，做說話練習：
兒童甲問：你會
手做麼个？
（你會幫忙做什麼事？）

第四課煮菜 一、了解自我 1-2-1 能聽懂日 1.能了解課文
常生活中的應 大意及課文語
學問大
與發展潛能 對語句。
意，並朗讀課
三、生涯規劃 1-2-2 能聽懂與 文。
日常生活有關 2.能了解並記
與終身學習
的宣布與說明 住「該日」、
四、表達、溝 。
「食晝」、「
1-2-4
能聽懂簡
仰般」、「準
通與分享
易故事的主要 做」等主要語
五、尊重、關 內容。
詞的意義和用
懷與團隊合作 1-2-5 能養成良 法。
好的聆聽態度
七、規劃、組
，並適當應對
織與實踐
。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兒童乙答： 會
手掃地泥，乜會捽地泥。
（我會幫忙掃地，也會拖地。）
※遊戲：連鎖遊戲、機智問答
教師解說課文大意及語意，指導兒童做課文說白 4
節奏練習並跟著念唱。
活動一：煮飯菜
1.教師提問：
(1)母親節該日，屋下人仰般慶祝喏？
(2)母親節該日，你仰般表達對阿姆个愛？
(3)該日，你會
手做哪兜事？
(4)你有洗菜抑係洗米个經驗無？仰般洗？
(5)你會煮飯無？仰般煮？
(6)你會炒菜無？仰般炒？
(7)你有煮湯个經驗無？仰般煮？
(8)煮菜頭湯時，你會加麼个調味醬料？
(9)煮紅豆湯時，你會加麼个調味醬料？
(10)你識有加毋錯調味料在菜抑係湯裡背肚無
？食起來感覺仰般？
(11)你還識煮過麼个？仰般煮？請講分大家聽
。
2.教師引導兒童討論、發表，教師做統整。
3.教師解釋課文大意、語意及課文語詞。
4.教師領讀課文，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教師進行課文說白節奏練習。（請參考 P96、
P97 的說白節奏）
6.播放教學 CD，讓兒童聆聽，並跟著念唱。
7.請兒童回家協助做家事（每日做不一樣的家事
8

1.教用版電子 口頭討論
教科書
念唱練習
2.教學 CD
發表
說白節奏

【生涯發展教
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1-2-4 察覺食物
在烹調、貯存
及加工等情況
下的變化。

），下次上課和同學分享心得。
教師提問前一課程內容，並由兒童分享做家事心
得。教師並用國語、客家語對應解說各種家事名
稱。
活動二： 會讀
1.教師將全班分成兩人一組，分享上週做家事的
心得。
2.教師提問：
(1)在同學分享个內容裡背肚，分你印象最深係
麼个家事？佢仰般做？
(2)煮飯以前，愛先做哪兜事情？
(3)炒菜前，愛先做哪兜事情？
(4)飯匙係用在哪？
(5)洗衫機係用來做麼个？
(6)衫褲洗好，下一步愛仰般做？
(7)晾衫褲時，愛注意麼个？仰般做，衫褲正毋
會皺皺个？
(8)衫褲晒好乜燥了，續下來愛仰般做？
(9)衫褲收好了，續下來愛做麼个？
(10)摺衫褲時，發現衫褲還係皺皺个，做得仰
般做？
3.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家事語詞。
4.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各家事名稱及注意事項。
5.教師領讀語詞，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6.教師請兒童回家嘗試做從未做過的家事，並於
下次分享。
1.教師指導兒童發表做家事的心得。
2.教師引導兒童正確的發音，並讓兒童反覆練習
聽、讀、念、說。
3.指導兒童認識臺灣客家語拼音及國語注音符號
對照表。
4.教師指導兒童做【ang】、【iang】、【uang】
、【uan】、【uen】的拼音練習。
活動三： 會做
1.教師說明課本 P56 的作法。
2.教師領念本頁的家事語詞。
3.教師播放 P56 教學 CD 的內容，請兒童依照教
學 CD 所念的順序，將號碼寫在○中。
4.教師請兒童依照所寫的順序，將語詞念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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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自我 1-2-6 能透過聆 1.能了解「娘
聽活動，欣賞 親渡子」的大
與發展潛能 並學習他人的 意及語意，並
三、生涯規劃 客家語文素養 朗讀山歌。
。
2.能在教師解
與終身學習
1-2-7 能透過聆 釋下聽念山歌
四、表達、溝 聽活動，主動 中之主要語詞
山歌欣賞娘 通與分享
積極延伸學習 。
親渡子
客家語文。 3.能跟著教學
九、主動探索 1-2-8 能透過聆 CD 念唱「娘
聽的活動學習 親渡子」。
與研究
客家族群的文
化。
2-2-2 能養成說
、唱客家諺謠
的興趣。
第三單 第五課猴仔 二、欣賞、表 1-2-1 能聽懂日 能了解課文大
常生活中的應 意及課文語意
元講古 个祖公
現與創新
對語句。
，並朗讀課文
四、表達、溝 1-2-4 能聽懂簡 。
易故事的主要
通與分享
內容。

共同對答案。
5.兒童個別念出本頁語詞。
6.請兒童發表上週回家做家事的心得。
※遊戲：比手畫腳
活動四： 會讀
1.教師領念語句，並說明語意。
2.教師從語句中分析語詞的標音，並領念。
3.教師從語詞的標音中， 分析【ang】、【iang】
、【uang】、【uan】、【uen】。
4.教師說明臺灣客家語拼音及國語注音符號對照
表。
5.教師指導【ang】、【iang】、【uang】、【uan
】、【uen】的正確發音及嘴形變化。
6.教師指導兒童【ang】、【iang】、【uang】、
【uan】、【uen】的聲調拼音。
7.教師指導兒童書寫【ang】、【iang】、【uang
】、【uan】、【uen】的音標。
8.教師領拼語詞及語句。
1.指導兒童了解課文語意，並做口頭練習。
1
2.說明課文語詞並領讀。
3.做課文念讀、演唱、說白節奏等練習。
活動一：山歌欣賞
1.教師播放歌頌有關母愛的閩南語、國語歌曲，
例如：「母親！您真偉大」、「媽媽的眼睛」、
「聽媽媽的話」、「康乃馨花」、「媽媽你是我
的最愛」、「媽媽請你也保重」、「阿母的手」
等歌曲。
2.教師說明在客家歌曲中也有頌揚母愛的相關曲
調。
3.教師播放「娘親渡子」的 CD，引起兒童共鳴
。
4.教師用客家語逐句領念並說明其意。
5.教師領念→齊念→分組念→個別念。
1.請兒童蒐集有關「猴子」的相關資料及傳說故 4
事。
2.兒童發表蒐集到的資料。
3.從閱讀故事的趣味中，培養用客家語講述故事
的能力。
活動一：猴仔个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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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版電子 口頭討論
教科書
遊戲評量
2.教學 CD
課堂問答

【家政教育】
4-2-3 用適當的
語詞向家人表
達自己的需求
與情感。

1.教用版電子 口頭討論
教科書
遊戲評量
2.製作海報
課堂問答
3.教學 CD

【生涯發展教
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九、主動探索 1-2-7 能透過聆
聽活動，主動
與研究
積極延伸學習
十、獨立思考 客家語文。
1-2-9 能運用科
與解決問題
技與資訊，提
升聆聽客家語
之能力。

1.教師提問：
(1)你兜有聽過民間故事無？係哪個？請講分大
家聽。
(2)你兜最愛聽个民間故事係哪個？仰般講喏？
2.教師運用國、客語述說「猴仔个祖公」故事。
教師解釋課文並指導兒童理解故事內容。
活動一：猴仔个祖公
3.教師逐句說明課文語意及語詞。
4.教師領讀課文，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5.教師進行課文說白節奏練習。
6.播放教學 CD 讓兒童聆聽，並跟著念出節奏。
1.引導兒童用客家語來講述生病時的症狀。
2.兒童發表自己身體不舒服時是怎麼樣的感覺？
後來是怎麼治好的？
活動二： 會講
1.複習課文及說白節奏。
2.教師提問：
(1)你識寒著過無？
(2)你寒著有麼个症頭？
(3)發燒時，你會仰般處理？
(4)喉嗹痛時，愛注意麼个？
(5)流鼻水、流濞抑係塞鼻時，你感覺仰般？
(6)頭那痛抑係肚屎痛時，你會想愛做麼个事？
(7)無想愛寒著，平時就愛仰般照顧自家个身體
？
3.教師依據兒童的回答，逐一說明感冒症狀的語
詞。
4.教師領讀語詞並說明「發燒」、「流鼻水」、
「嗽」、「喉嗹痛」、「塞鼻」、「頭那痛」、
「肚屎痛」等感冒症狀名稱及保健方法。
5.教師領讀語詞，範念→領念→齊念→分組念→
個別念。
6.請全班念得特別好的兒童做示範或帶領全班念
。
7.教師請兒童回家關心家人感冒時會出現哪些症
狀，並於下次上課時進行分享。
1.教師引導兒童正確的發音，並讓兒童反覆練習
聽、讀、念、說。
2.指導兒童認識臺灣客家語拼音及國語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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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
3.教師指導兒童拼讀含【ung】、【iung】、【ong
】、【iong】的聲調拼音。
活動三： 會讀
1.教師領念語句，並說明語意。
2.教師從語句中分析語詞的標音，並領念。
3.教師從語詞的標音中，分析【ung】、【iung】
、【ong】、【iong】。
4.教師說明臺灣客家語拼音及國語注音符號對照
表。
5.教師指導【ung】、【iung】、【ong】、【iong
】的正確發音及嘴形變化。
6.教師指導兒童拼讀含【ung】、【iung】、【ong
】、【iong】的聲調拼音。
7.教師指導兒童書寫【ung】、【iung】、【ong】
、【iong】的音標。
8.教師領拼語詞及語句。
9.全班齊念→分組念→個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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