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大坡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年級 本土語閩南語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設計者
年級課程目標

主題

一、生
活的環
境

單元名稱

真平版

教學節數

中年級團隊

教學者

20
本土語教學支援教師

(一) 能了解不同的地形並吟唱第一課課文。
(二) 能進行造句練習並了解與地形相關的俗語。
(三) 能體會地形之美，培養愛護大地的情操。
(四) 學會朗誦第二課課文，並練習句型。
(五) 能進行造句練習並了解與地形相關的歇後語。
(六) 學會和第二課相關的俗語。
(七) 能複習第一單元所學。
(八) 學會吟唱第三課課文，並練習句型。
(九) 學會本課的歇後語及句型「……若……就……」、「……猶未……就……」，並練習造句。
(十) 能以閩南語形容自己的個性，並學習第三課相關俗語。
(十一) 能吟唱第四課課文，並練習句型。
(十二) 能依照課程內容進行造句練習及對話練習。
(十三) 了解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並學會第四課相關俗語和謎語。
(十四) 能複習第二單元課程。
(十五) 認識各種古早物，並吟唱第五課課文。
(十六) 能進行造句練習並了解與傳統生活器物相關的俗語。
(十七) 了解古早物的用途，並複習第五課。
(十八) 能複習第三單元課程。
(十九) 學生能學會吟唱傳統念謠〈天烏烏〉，並能發音正確。
(二十) 學生學會吟唱〈重陽節〉、〈尋隱者不遇〉節日童謠，並了解其由來與含義。
(二十一)能夠複習本學期所學的語詞與句型。
教學活動概要
十大基本
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節
教學資源
（教學活動重點）
能力
數

能了解不同的 1.老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 3
1.草地風景媠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 地形並吟唱第 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一課課文。 2.老師讓學生觀察彼此的臉，並注意
現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能進行造句練 臉部的凹、凸部分，接著再告訴學生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習並了解與地 大地也有張高低起伏的臉，這些不同
與終身學習 能力。
形相關的俗語 的面貌就叫做「地形」，由此帶入本
課主題。
四、表達、溝 1-2-8 能養成聆聽閩南 。
語的禮貌與態度。
3.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
通與分享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讓學生觀察圖中的景象後，描述圖
常生活對話語句。
中的情境。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4.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聽、念誦本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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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1
2.教學電子書
3.蒐集有關地
形的資料

評量方式

重大議題

備
註

口語評量
朗誦評量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影片欣賞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
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
欣賞自然之美，
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語意。
藝術與人文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健康與體育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
活動的控制能力。
綜合活動
3-2-1參加團體活動，
並能適切表達自我、
與人溝通。

5.老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並
帶領學生念誦課文。
6.播放 CD1 或電子書，教導學生學唱
本課歌曲。
7.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學生隨著歌曲一同做律動；老師也可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進行「造詞練習」
和「句型練習」。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0.老師將全班分成數組，指定題目讓
各組回家先蒐集有關地形的資料，於
下次上課時發表。
11.老師問學生：「恁敢知影有啥物款
的地形？」（你們知道有什麼樣的地
形嗎？）「恁上佮意啥物地形？」（
你們最喜歡什麼地形？）請學生自由
發表意見，再問學生是否知道這些地
形的閩南語說法。
2.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
聽、念誦本課語詞。
3.老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
音。
4.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語
詞造句，並鼓勵學生發表造句。
5.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補充其他地形的閩
南語說法。
5.搭配電子書的「語詞遊戲」，讓學
生藉由遊戲享受學習的樂趣。
7.活動～地形解說員:老師請各組將所
蒐集的地形資料，於上課時進行討論
與彙整，然後再推派代表上臺發表。
下課後，各組可將資料張貼在教室後
面的公布欄，以供全班同學閱覽。
8.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
念誦「做伙來造句」。
9.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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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進行造句練習。
10.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做伙念俗語」。
11.老師講解本課俗語的意義，讓學生
能夠了解。
12.老師參考備課用書補充教材，介紹
和地形相關的俗語。
13.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14.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俗語動畫讓
學生欣賞。
2.大樓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學會朗誦第二 老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 4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
學臺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課課文，並練 2.老師拿著事先準備好的房屋廣告單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現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習句型。
問學生：「恁敢知影這是佗一種建築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能進行造句練 物？」（你們知道這是哪一種建築物
與終身學習 能力。
習並了解與地 嗎？）「伊的閩南語按怎講？」（它
四、表達、溝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形相關的歇後 的閩南語怎麼說？）由此導入本課主
常生活對話語句。 語。
題。
通與分享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
3.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
出簡易故事。
，讓學生觀察圖中的景象，描述圖中
2-2-4 能運用閩南語簡
的情境。
單描述生活周遭的人
4.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事、時、地、物。
聽、念誦本課課文。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5.老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然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後帶領學生朗誦課文，以加強學生學
語意。
習效果。
5-2-2 能以閩南語進行
6.播放 CD1 或電子書，教導學生學唱
基本的語詞替換與句
本課歌曲。
型轉換。
7.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藝術與人文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1-2-2 嘗試以視覺、聽
學生隨著歌曲一同做律動；老師也可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像與創作力。
放 CD1 或電子書，進行「造詞練習」
健康與體育
和「句型練習」。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活動的控制能力。
老師可以問學生：「佇去學校的路裡
綜合活動
，恁有看著啥物建築物？」（在上學
3

1.房屋廣告單 口語評量
2.教用 CD1 朗誦評量
3.教學電子書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聽力測驗
影片欣賞

環境教育 1-2-4 覺
知自己的生活方
式對環境的影響
。
人權教育 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

3-2-1 參加團體活動，
並能適切表達自我、
與人溝通。

途中，你們有看到什麼建築物？）讓
學生自由發表意見，由此導入本堂課
主題。
2.老師揭示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
生聆聽、念誦本課語詞。
3.老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
音。
4.老師可利用語詞圖卡，讓學生反覆
練習本課語詞，以加深其學習印象。
5.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語
詞造句，並鼓勵學生發表造句。
6.搭配電子書的「語詞遊戲」，讓學
生藉由遊戲享受學習的樂趣。
7.活動～蘿蔔蹲：老師將全班分成若
干組，由各組自行選定一種建築物當
代表（但不可重複），進行蘿蔔蹲的
遊戲。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的建築物
或場所。
9.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做伙來造句」。
10.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
，進行造句練習。
11.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孽譎仔話」內容。
12.老師講解本課「孽譎仔話」的意義
，讓學生能夠了解。
13.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14.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俗語動畫
」讓學生欣賞。

二、身
軀會講
話

學會吟唱第三1.老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 3
3.急性的阿明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 課課文，並練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習句型。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2.老師可先問學生：「恁感覺家己是
能以閩南語形
現 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佗一種個性？」（你們覺得自己的個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容自己的個性性是哪一種？）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
，並學習第三個性，並了解他人，由此帶入本課課
與終身學習 能力。
課相關俗語。
四、表達、溝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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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1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朗誦評量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聽力測驗
影片欣賞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家政教育
4-2-1 了解個人具

通與分享

常生活對話語句。
八、運用科技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
師長、同學及社區人
與資訊
士進行對話。
國語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
聽的習慣。
藝術與人文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健康與體育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
活動的控制能力。
綜合活動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
的長處，省思並接納
自己。

3.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
，讓學生觀察圖中的景象後，描述圖
中的情境。
4.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本課課文。
5.老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然
後帶領學生念誦課文。
6.播放 CD1 或電子書，教導學生學唱
本課歌曲。
7.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學生隨著歌曲一同做律動；老師也可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進行「造詞練習」
和「句型練習」。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老師問學生：「恁上愛佮啥物個性
的人鬥陣？」（你們最喜歡和什麼個
性的人往來？）請學生自由發表意見
。
2.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
聽、念誦本課語詞。
3.老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
音。
4.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語
詞造句，並鼓勵學生發表造句。
5.搭配電子書的「語詞遊戲」，讓學
生藉由遊戲享受學習的樂趣。
6.活動～鱷魚潭:在教室中間畫出一小
區為鱷魚潭。
全班學生各選擇一張書後圖卡拿在手
中，站在鱷魚潭的一邊，潭中有數隻
鱷魚（請自願者擔任）。要過鱷魚潭
的學生問：「我敢會當過去？」（我
可以過去嗎？）鱷魚回答：「我毋愛
食急性的囡仔。」（我不愛吃性急的
小孩。）手拿「急性」圖卡者可過潭
，其餘的人企圖闖過，被捉到的要加
入當鱷魚的行列，以此類推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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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特質。

。
7.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
聽「做伙來造句」，並講解本課句型
「……若……就……」、「……猶未
……就……」，教導學生練習該句型
。
8.老師可先造一、兩個句子作為例句
，再請學生照樣造句，以練習本課句
型。
9.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孽譎仔話」內容。
10.老師講解本課「孽譎仔話」的意義
，讓學生能夠了解。
11.老師可設計簡單的劇情，讓學生做
情境對話練習。
12.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4. 阿寶感冒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能吟唱第四課1.老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 4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 課文，並練習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句型。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2.老師藉著手偶對話：「阿寶，你哪
現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能依照課程內會一直拍咳啾流鼻水咧？」（阿寶，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容進行造句練你怎麼會一直打噴嚏流鼻水呢？）「
習及對話練習因為我無小心去沃著雨，所以就感冒
與終身學習 能力。
。
矣！」（因為我不小心淋到雨，所以
四、表達、溝 1-2-8 能養成聆聽閩南
語的禮貌與態度。
就感冒了！）由此帶入課程教學。
通與分享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3.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
常生活對話語句。
，讓學生觀察圖中的景象後，描述圖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
中的情境。
出簡易故事。
4.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聽、念誦本課課文。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5.老師帶讀課文，並講解課文內容及
語意。
解釋語詞，然後請學生再朗誦數次。
國語文
6.播放 CD1 或電子書，教導學生學唱
3-2-1-2 在看圖或觀察
本課歌曲。
事物後，能以完整語
7.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句簡要說明其內容。
電子書，播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
藝術與人文
請學生隨著歌曲一起做律動；老師也
1-2-2 嘗試以視覺、聽
可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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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偶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朗誦評量
3.教用 CD1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團體遊戲
影片欣賞

環境教育
1-2-1 覺知環境與
個人身心健康的
關係。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像與創作力。
健康與體育
3-2-2在活動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性。

三、臺
灣古早
物

5.風鼓

放 CD1 或電子書，進行「造詞練習」
和「句型練習」。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老師可問學生是否有身體病痛的相
關經驗？並請學生發表意見，由此帶
入本節課教學主題。
2.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
聽、念誦本課語詞。
3.老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
音。
4.老師可利用語詞圖卡，讓學生反覆
練習本課語詞，以加深其學習印象。
5.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語
詞造句，並鼓勵學生發表造句。
6.活動～表演高手：全班分成數組，
由老師出題（本課所教的語詞），各
組推派代表上臺表演，看哪一組在最
短時間內說出正確答案即獲勝。
7.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身體病痛
的說法。
8.搭配電子書的「語詞遊戲」，讓學
生藉由遊戲享受學習的樂趣。
9.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做伙來造句」。
10.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
，進行造句練習。
11.老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講看覓」。
12.將學生分組進行討論後，各推派兩
位代表上臺，進行對話練習。
13.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認識各種古早1.老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 4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 物，並吟唱第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五課課文。 2.老師可問學生：「啥物物件會當用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現 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能進行造句練來掘塗？」(什麼東西可以用來鬆土？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習並了解與傳)引導學生回答出「鋤頭」，由此帶入
統生活器物相本課主題。
與終身學習 能力。
關的俗語。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3.老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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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2
2.課文影印稿
數份
3.教學電子書

口語評量
朗誦評量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團體遊戲
影片欣賞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常生活對話語句。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
師長、同學及社區人
士進行對話。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
出簡易故事。
2-2-4 能運用閩南語簡
單描述生活周遭的人
、事、時、地、物。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語意。
國語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
聽的習慣。
藝術與人文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健康與體育
3-2-2在活動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性。

，問學生圖片上有什麼？請學生發表
意見。
4.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帶領學生
聆聽、念誦本課課文。
5.老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然
後帶領學生朗誦課文，以加強學生學
習效果。
6.播放 CD2 或電子書，教導學生學唱
本課歌曲。
7.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學生隨著歌曲一起做律動；老師也可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2 或電子書，進行「造詞練習」
和「句型練習」。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0.老師將學生分成三組，每組根據課
文內容編一齣短劇，以備下堂課上臺
表演。
11.活動～課文大風吹：老師可將課文
影印數份，再依句剪成長條狀，接著
將全班分為數組，每組給一份，最早
將正確的課文排列好，並完整念出整
課課文的組別獲勝。
11.老師問學生：「落雨的時陣愛穿啥
物？」（下雨的時候要穿什麼？）待
學生回答「雨幔／雨衫／雨衣」後，
老師再提問：「恁敢知影古早的雨幔
叫做啥物？」（你們知道以前的雨衣
叫做什麼嗎？）由此帶入本節課主題
，介紹臺灣傳統生活器物。
2.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
聽、念誦本課語詞。
3.老師解釋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
音。
4.老師可利用語詞圖卡讓學生反覆練
習本課語詞，以加深其學習印象。
5.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語
詞造句，並鼓勵學生發表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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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念
謠

天烏烏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學生能學會吟
與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唱傳統念謠〈
二、欣賞、表 語言及教學內容。 天烏烏〉，並
現與創新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能發音正確。
三、生涯規劃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與終身學習 能力。
四、表達、溝 1-2-8 能養成聆聽閩南
通與分享
語的禮貌與態度。
七、規劃、組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織與實踐
常生活對話語句。
九、主動探索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
與研究
師長、同學及社區人
士進行對話。

6.活動～戲劇表演：老師請事先編好
的三組學生，每組根據課文內容所編
的短劇上臺表演，藉此讓學生體會農
夫耕種的辛勞，知道我們所吃的稻米
粒粒皆辛苦，進而建立不浪費糧食的
觀念。
7.搭配電子書的「語詞遊戲」，讓學
生藉由遊戲享受學習的樂趣。
8.老師可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
」，播放 CD2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農
工用品的說法。
9.播放 CD2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
念誦「做伙來造句」。
10.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
，進行造句練習。
11.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念誦「做伙念俗語」。
12.老師講解本課俗語的意義，讓學生
能夠了解。
13.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2 或電子書，介紹與臺灣傳統生
活器物相關的俗語。
14.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15.老師將學生分組，並指定主題讓各
組學生蒐集有關臺灣傳統生活器物的
資料，以備下堂課使用。
1.老師在進入正式課程前，可以問學 1
生下雨時的天空是什麼樣子？或事先
錄好一段氣象報告，並播放給學生聽
，再問學生今天天氣如何？由此帶入
本課教學內容。
2.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聆聽
、念誦課文。
3.老師講解課文內容、語詞，並帶領
學生念誦課文數次。
4.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學唱
本課歌曲。
5.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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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2 口語評量
2.自製麥克風 朗誦評量
3.教學電子書 歌曲演唱
團體遊戲
律動表演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
人際互動能力。

歡喜來
過節
、古詩
吟唱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
出簡易故事。
2-2-4 能運用閩南語簡
單描述生活周遭的人
、事、時、地、物。
2-2-7 能從傳播媒體和
課外讀物中，學習說
話的語料，並與人溝
通。
2-2-8 能養成主動用閩
南語與人溝通的態度
與習慣。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語意。
國語文
3-2-1-2 在看圖或觀察
事物後，能以完整語
句簡要說明其內容。
自然與生活科技
2-2-4-1 知道可用氣溫
、風向、風速、降雨
量來描述天氣。發現
天氣會有變化，察覺
水氣多寡在天氣變化
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
健康與體育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性。
重陽節
一、了解自我 閩南語
學生學會吟唱
、
與發展潛能 1-2-1 能聽辨日常生活〈重陽節〉、
尋隱者不遇 二、欣賞、表 中閩南語語詞及語句 〈尋隱者不遇
現與創新
的語音成分。
〉節日童謠，
三、生涯規劃 1-2-2 能聽辨老師教學並了解其由來
與終身學習 語言及教學內容。 與含義。
四、表達、溝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
通與分享
與資訊媒材提升聆聽
七、規劃、組 能力。
1-2-8 能養成聆聽閩南

學生隨著歌曲一同做律動；老師也可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6.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2，補充介紹和本課有關的俗語
。
7.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8.活動～換你做做看：老師可以事先
讓學生回家觀賞電視的氣象報告，於
上課時讓學生拿著自製的麥克風，模
仿氣象播報員播報天氣，再票選出臺
風穩健、口齒清晰的最佳播報員及最
有創意的麥克風。

1.老師問學生：「舊曆九月初九是啥 1
物節日？」（農曆九月九日是什麼節
日？）引導學生回答「重陽節」，然
後告訴學生該節日又叫做「老人節」
，由此導入本課教學。
2.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
念誦課文，並解析課文。
3.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
學唱〈重陽節〉童謠。
4.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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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2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朗誦評量
歌曲演唱
律動表演

家政教育
4-2-4 察覺家庭生
活與家人關係。

織與實踐

語的禮貌與態度。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
常生活對話語句。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
師長、同學及社區人
士進行對話。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
出簡易故事。
4-2-1 能認讀閩南語語
詞和語句，並瞭解其
語意。
4-2-5 能養成良好的閩
南語閱讀態度與習慣
。
國語文
2-2-2-5 能結合科技與
資訊，提升聆聽學習
的效果。
健康與體育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
活動的控制能力。
綜合活動
3-2-1 參加團體活動，
並能適切表達自我、
與人溝通。

放 CD2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的節日和
俗語。
5.活動～歡樂動一動：老師播放教學
電子書，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
學生隨著歌曲一起做律動；老師也可
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悉本課課文。
6.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
聽古詩〈尋隱者不遇〉。
7.老師帶領學生念誦古詩〈尋隱者不
遇〉，並解析課文內容。
8.老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
學唱古詩〈尋隱者不遇〉。
9 活動～誰是大歌星：請自願的同學
上臺，演唱古詩〈尋隱者不遇〉，再
由全班同學票選演唱最佳者。
10.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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