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大坡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年級 本土語閩南語課程計畫
真平版

教材來源

中年級團隊

設計者

單元名稱

教學者

20
本土語教學支援教師

(一) 能認識各縣市名稱。

年級課程目標

主題

教學節數

(二) 學會各縣市名稱的閩南語說法，並進行對話練習。
(三) 能學習第一課音標課程及相關語詞。
(四) 能認識臺灣節慶活動。
(五) 學會臺灣節慶活動的閩南語說法，並進行造句練習。
(六) 學會第二課音標課程和相關俗語。
(七) 複習第一單元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八) 能認識資源回收。
(九) 學會資源回收物品的閩南語說法，並進行造句練習。
(十) 能學會第三課音標課程和相關的俗語、謎猜。
(十一) 複習第二單元所學。
(十二) 認識常見的交通站。
(十三) 學生能學會常見交通站的閩南語說法，並進行造句練習。
(十四) 能學會第四課音標課程和相關俗語。
(十五) 能了解課文內容與校園安全的重要。
(十六) 能用閩南語說出在校園中常見的安全注意事項。
(十七) 學會第五課音標課程和相關語詞。
(十八) 複習第三單元課程。
(十九) 學會念誦和演唱傳統念謠〈烏面祖師公〉。
(二十) 學會念誦和吟唱節日童謠〈金針花〉、〈回鄉偶書〉。

十大基本能

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重大議題

力
一、臺
灣好所
在

1.臺灣是寶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能認識各縣市
島
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教師 名稱。
二、欣賞、表現教學語言及教學 學會各縣市名
與創新
內容。
稱的閩南語說
四、表達、溝通1-2-6 能初步運用 法，並進行對
與分享
科技與資訊媒材 話練習。
六、文化學習與提升聆聽能力。
國際了解
1-2-8 能養成聆聽
七、規劃、組織閩南語的禮貌與
與實踐
態度。
八、運用科技與2-2-3 能唸唱歌謠

備
註

1.教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學臺 3
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教師進入正式課程之前，先拿出一份臺灣
地圖，問學生：「恁捌去過佗幾个縣市？」
（你們曾經到過哪幾個縣市？）請學生回答
，由此帶入本課主題。
3.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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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課文。
5.教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並帶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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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地圖
口語評量
2.教用 CD1
朗誦評量
3.教學電子書 律動表演
歌曲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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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表達心感受
。

資訊
及說出簡易故事
九、主動探索與。
研究
2-2-8 能養成主動
用閩南語與人溝
通的態度與習慣
。
健康與體育
3-2-1 表現全身性
身體活動的控制
能力。
社會
1-2-3 覺察人們
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具有
差異性，並能表
達對家鄉的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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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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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同做律動；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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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練習
」。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教師問學生：「恁會曉用閩南語講出啥物
縣市的名稱？」（你們會用閩南語說出什麼
縣市的名稱？）請學生舉手發表。
2.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語詞。
3.教師講解語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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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圖重組:教師將臺灣區域圖以磁鐵
固定在黑板上，並準備各縣市名稱的字卡。
全班分成兩組，各組輪流選出一張字卡，貼
在臺灣區域圖的正確位置上，並念出該縣市
的閩南語說法，如果念錯了必須重來。最後
計算兩組各自正確完成所需花費的時間，時
間較少的那一組便是贏家。
6.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
誦「講看覓」。
7.讓學生兩兩為一組，依照「講看覓」的內
容，進行對話練習。
8.將學生分組進行討論後，各推派兩位代表
上臺，替換「講看覓」的語詞，進行對話練
習。
9.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仔細聆聽
「臆謎猜」。
10.教師講解謎語的謎面意思，並說明謎題
後，請學生猜出謎底。
11.教師公布正確解答，並解釋原因，接著
再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念誦數次。
12.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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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認識臺灣節
2.臺灣文化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教師 慶活動。
節
二、欣賞、表現教學語言及教學 學會臺灣節慶
與創新
內容。
活動的閩南語
六、文化學習與1-2-6 能初步運用 說法，並進行
國際了解
科技與資訊媒材 造句練習。
七、規劃、組織提升聆聽能力。
與實踐
2-2-1 能流暢的說
八、運用科技與出日常生活對話
資訊
語句。
九、主動探索與2-2-3 能唸唱歌謠
研究
及說出簡易故事
十、獨立思考與。
2-2-4 能運用閩南
解決問題
語簡單描述生活
周遭的人、事、
時、地、物。
健康與體育
3-2-1 表現全身性
身體活動的控制
能力。
社會
1-2-1 描述居住地
方的自然與人文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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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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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教師依各縣市名稱，將全班分數組，請
同學回家上網搜尋各縣市不同特色的資料，
於下一節課發表。
1.教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學臺 3
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教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各縣市節慶活動圖
卡或照片，問學生：「恁敢知影圖底是咧舉
辦啥物活動？」（你們知道圖裡面是在舉辦
什麼活動嗎？）由此導入本課主題。
3.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之課文情境圖，讓學
生觀察圖中的景象，描述圖中的情境。
4.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並帶讀課文，讓
學生聆聽、念誦。
5.教師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然後帶領
學生朗誦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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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同做律動；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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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問學生：「恁敢知影恁蹛的所在
有啥物節慶活動？」（你們知道你們住的地
方有什麼節慶活動嗎？）讓學生自由發表意
見，由此導入本堂課主題。
2.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語詞。
3.教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音。
4.教師可利用語詞圖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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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翻牌:教師準備各縣市節慶活動
的圖卡或照片，及其相對應的地名字卡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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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縣市節慶
活動圖卡或照
片
2.教用 CD1
3.教學電子書

口語評量
朗誦評量
律動表演
歌曲演唱
團體遊戲
影片欣賞

環境教育
3-2-3 尊重不同
族群與文化背
景對環境的態
度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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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環
保大代
誌

3.做環保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能認識資源回
發展潛能
1-2-1 能聽辨日常 收。
二、欣賞、表現生活中閩南語語 學會資源回收
與創新
詞及語句的語音 物品的閩南語
四、表達、溝通成分。
說法，並進行
與分享
1-2-2 能聽辨教師 造句練習。
五、尊重、關懷教學語言及教學
與團隊合作
內容。
八、運用科技與1-2-6 能初步運用
資訊
科技與資訊媒材
九、主動探索與提升聆聽能力。
研究
2-2-1 能流暢的說
十、獨立思考與出日常生活對話
解決問題
語句。
2-2-3 能唸唱歌謠
及說出簡易故事
。
國語文

組（例如：三義–木雕藝術節），用磁鐵固
定在黑板上。全班分兩組，輪流派代表上臺
翻牌，一次翻開兩張。若翻到相對應的節慶
活動與地名，便無需翻回；若翻到的並無關
聯，便要蓋回。最後看哪一組翻開所有牌後
所花費的時間較短，便是贏家。
8 教師可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
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的節慶活動。
9.播放 C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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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誦
「做伙念俗語」。
12.教師講解本課俗語的意思，讓學生能夠
了解。
13.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和本課相關的俗語。
14.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15.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和本課語詞相關
的影片讓學生欣賞。
1.教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學臺 2
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教師可先問學生：「恁敢知影是按怎愛減
用塑膠袋仔？」（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少用塑
膠袋嗎？）「恁敢知影欲按怎做糞埽分類？
」（你們知道要怎麼做垃圾分類嗎？）請學
生回答，再帶入本課課文教學。
3.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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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課文。
5.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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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同做律動；教師也可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
悉本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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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1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朗誦評量
團體遊戲
聽力測驗
律動表演
影片欣賞

家政教育
3-2-6 認識個人
生活中可回收
的資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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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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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辨別各種環
境保護及改善的
活動方式，選擇
適合的項目落實
於生活中。

三、咱
的生活

4.車站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認識常見的交
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教師 通站。
二、欣賞、表現教學語言及教學 學生能學會常
與創新
內容。
見交通站的閩
四、表達、溝通1-2-6 能初步運用 南語說法，並
與分享
科技與資訊媒材 進行造句練習
五、尊重、關懷提升聆聽能力。 。
與團隊合作
2-2-1 能流暢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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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練習
」。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教師可事先準備不用的報紙或塑膠袋等，
並利用這些材料做成一個筆筒，讓學生了解
不用的東西也可變成其他不同用途的物品，
由此帶入本節課教學主題。
2.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語詞。
3.教師講解語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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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大進擊:教師將語詞圖卡用磁鐵
固定在黑板上，將全班分兩組，計時十秒，
請學生默記圖卡的排列順序。教師再準備一
張大紙和磁鐵，將黑板上的圖卡蓋住。兩組
將答案寫在紙上，再推派代表上臺，用閩南
語說出答案。
7.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誦「
做伙來造句」。
8.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進行
造句練習。
9.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進行「
講看覓」對話練習。
10.讓學生兩兩為一組，依照「講看覓」的
內容，進行對話練習。
11.參考備課用書「補充教材」，播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和環保相關的俗語。
12.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1.教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學臺 4
語動畫」讓學生欣賞。
2.教師問學生：「恁敢有去過車站抑是其他
的交通站？」（你們有去過車站或是其他的
交通站嗎？）請學生回答，再帶入本課課文
教學。
3.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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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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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1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聽力測驗
團體遊戲
律動表演
朗誦評量
歌曲演唱
影片欣賞

性別平等教育
2-2-2 尊重不同
性別者做決定
的自主權。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
容個別差異並
尊重自己與他

七、規劃、組織出日常生活對話
與實踐
語句。
八、運用科技與2-2-2 能運用閩南
資訊
語與師長、同學
十、獨立思考與及社區人士進行
解決問題
對話。
2-2-3 能唸唱歌謠
及說出簡易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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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育
3-2-2 在活動中表
現身體的協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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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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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課文。
5.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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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動一動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起做律動；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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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練習
」。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0.活動～火車過山洞:先請兩位同學手牽手
搭高形成山洞，其他人則以接龍的方式，把
手搭在前一個人的肩上，由一位學生當火車
頭，帶領同學穿越山洞，同時要邊走邊唱。
當唱到「車站」時，手搭的山洞便要垮下來
，捉住當時正要過山洞的人，所以當聽到「
車站」的前一字時，過山洞的人便要準備停
下來，以躲開垮下來的山洞，但手不可以離
開前一個人的肩膀。
1.教師問學生：「恁敢有佇車站坐過車？」
（你們曾經在交通站搭過車嗎？）請學生發
表意見，再帶入本節課教學主題。
2.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
誦本課語詞。
3.教師講解語詞，並指導學生正確發音。
4.教師可利用語詞圖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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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扮演 :教師徵求幾位學生分別
擔任高鐵、火車、公車、捷運的司機或站長
，其他學生則扮演乘客，進行情境扮演遊戲
。例如：乘客可要求計程車司機載他到機場
，公車司機可要求乘客遵守規矩。本遊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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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利。

到戶外進行。
8.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
誦「做伙來造句」。
9.請學生依照「做伙來造句」的內容，進行
造句練習。
10.教師播放 CD1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
念誦「做伙念俗語」。
11.教師講解本課俗語的意義，讓學生能夠
了解。
12.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俗語動畫」讓
學生欣賞。
13.參考備課用書「補充教材」，播放 CD1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的交通站和相關俗語。
14.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15.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和本課語詞相關
的影片讓學生欣賞。
能了解課文內
5.校園的安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教師 容與校園安全
全
二、欣賞、表現教學語言及教學 的重要。
與創新
內容。
能用閩南語說
四、表達、溝通1-2-6 能初步運用 出在校園中常
與分享
科技與資訊媒材 見的安全注意
六、文化學習與提升聆聽能力。 事項。
國際了解
1-2-8 能養成聆聽
七、規劃、組織閩南語的禮貌與
與實踐
態度。
八、運用科技與2-2-1 能流暢的說
資訊
出日常生活對話
十、獨立思考與語句。
解決問題
2-2-2 能運用閩南
語與師長、同學
及社區人士進行
對話。
2-2-4 能運運閩南
語簡單描述生活
周遭的人、事、
時、地、物。
國語文
3-2-1-2 在看圖或

1.教師搭配教學電子書，播放「看卡通學臺語動 4
畫」讓學生欣賞。
2.教師問學生：「恁敢知影老師是按怎叫恁毋通
佇走廊傱來走去，起落樓梯嘛愛較細膩咧？」（
你們知道老師為什麼叫你們不可以在走廊跑來跑
去，上下樓梯也要小心一點嗎？）請學生回答問
題，再慢慢導入主題。
3.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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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誦本
課課文。
5.教師帶讀課文，並講解課文內容及解釋語詞，
然後再請學生朗誦數次。
6.進行課文內容問答：
(1)阿惠找阿秀要做什麼？
(2)阿秀要阿惠先陪她去哪裡？
(3)阿惠和阿秀都提到在校園裡要注意什麼？
(4)課文中提到哪句俗語？請問是什麼意思？
(5)學校除了走廊和樓梯不可以追逐外，還有哪些
場所也不適合如此？
7.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電
子書，進行「造詞練習」和「句型練習」。
8.活動～對話練習:教師將學生分成兩人一組，依
照課文內容，進行對話練習。教師可依學生練習
情形，適時給予發音上的指導，最後再請學生自
願上臺念誦，並鼓勵學生可在念誦時加入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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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用 CD2
口語評量
2.教學電子書 朗誦評量
聽力測驗
律動表演
歌曲演唱

環境教育
4-2-3 能表達自
己對生活環境
的意見，並傾
聽他人對環境
的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
決定。

觀察事物後，能
以完整語句簡要
說明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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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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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動作或情緒，使活動更富趣味性。
9.活動～一問一答:以組為單位，選一人為組長。
拍手打節拍，組長問：「阿惠揣阿秀欲創啥物？
」（阿惠找阿秀要做什麼？）組員回答：「做伙
去倒糞埽。」（一起去倒垃圾。）組長再問：「
阿秀請阿惠陪伊去佗位？」（阿秀請阿惠陪她去
哪裡？）組員回答：「去便所。」（去廁所。）
組長可依據課文內容繼續發問，讓組員回答。之
後可換人當組長，節奏可換成拍肩膀、拍膝、踏
步或其他動作，繼續進行遊戲。
10.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
電子書，介紹「捷看著的傷害」。
11.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1.教師提問：「恁敢知影佇校園內底抑是過車路的時愛
按怎做，才會當保護家己的安全？」（你們知道在校
園裡或是過馬路的時候要怎麼做，才可以保護自己的
安全？）請學生發表意見，由此帶入本課教學主題。
2..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念誦校園中
常見的安全注意事宜。
3..教師講解句子的意思，並指導學生 4..教師可藉由本
節教學內容提問，請學生回答哪些行為是正確的。
(1)下課的時，愛佇走廊傱來走去，筋骨才袂生鉎，按
呢敢著？（下課的時候，要在走廊跑來跑去，筋骨才
不會生鏽，這樣對嗎？）
(2)為著欲證明家己誠好膽，校園內人少的所在家己一
个人去就會使，著無？（為了證明自己很有膽量，校
園裡面人少的地方自己一個人去就可以，對不對？）
(3)佇學校看著奇怪的生份人會當佮伊開講，嘛會當食
伊予咱的物件，著無？（在學校看到奇怪的陌生人可
以和他聊天，也可以吃他給的東西，對不對？）
(4)為著欲趕時間，看著紅燈猶原會當用走的過車路，
按呢敢著？（為了要趕時間，看到紅燈仍然可以用跑
的過馬路，這樣對嗎？）
(5)行路的時陣，方便較重要，無一定愛行佇人行道，
著無？（走路的時候，方便比較重要，不一定要走在
人行道，對不對？）
5..教師也可設計一些情境對話或讓學生分組討論對話
內容，請學生上臺做情境對話練習。
6..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聽看覓」後
作答。
7..教師公布正確答案，並和學生一起討論。
8..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請學生聆聽「練習」後作
答。
9..教師公布正確答案並進行講解。
10.參考備課用書第 138 頁，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正確發音。
11.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電子書
，介紹和本課相關的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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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13.活動～口是心非:教師隨機問學生：「佇走廊是毋是
愛寬寬仔行？」（在走廊是不是要慢慢的走？）學生
回答「著」（對）時，要做出「搖頭」的動作，然後
再說出完整的句子：「佇走廊愛寬寬仔行。」（在走
廊要慢慢的走。）若教師問：「欲過車路毋免先看青
紅燈，著無？」（要過馬路不用先看紅綠燈，對不對
？）學生回答「毋著」（不對）時，要做出「點頭」
的動作，然後再說：「欲過車路，先看青紅燈。」（
要過馬路，先看紅綠燈。）教師問：「毋通單獨去人
少的所在，著無？」（不要單獨去人少的地方，對不
對？）學生回答「著」（對）時，要做出「搖頭」的
動作，然後再說：「毋通單獨去人少的所在。」（不
要單獨去人少的地方。）以此類推進行遊戲。

傳統念
謠

烏面祖師公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學會念誦和演
發展潛能
1-2-1 能聽辨日常 唱傳統念謠〈
二、欣賞、表現生活中閩南語語 烏面祖師公〉
與創新
詞及語句的語音 。
三、生涯規劃與成分。
終身學習
1-2-2 能聽辨教師
四、表達、溝通教學語言及教學
與分享
內容。
五、尊重、關懷1-2-6 能初步運用
與團隊合作
科技與資訊媒材
八、運用科技與提升聆聽能力。
資訊
1-2-7 能聽辨他人
九、主動探索與口頭表達的感受
研究
與情緒。
1-2-8 能養成聆聽
閩南語的禮貌與
態度。
2-2-3 能唸唱歌謠
及說出簡易故事
。
2-2-5 能運用閩南
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4-2-1 能認讀閩南
語語詞和語句，
並瞭解其語意。

1.教師問學生：「受氣的表情是啥款？」（ 2
生氣的表情是什麼樣子？）「歡喜的表情是
啥款？」（高興的表情是什麼樣子？）請學
生做出表情，由此帶入本課教學內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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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播放 CD2 或電子書 ，指導學生聆聽、念
誦課文。
4.教師講解課文內容、語詞，並帶領學生念
誦課文數次。
5.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學唱本課歌
曲。
6.活動～歡樂動一動: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起做律動；教師也可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
悉本課課文。
7.活動～語詞翻譯:選一個語詞，讓學生舉手
翻譯，如「笑咍咍」，學生會回答：「哈哈
笑」，並要求學生用閩南語讀出「笑咍咍」
，讀正確者，教師可口頭給予鼓勵，或者給
一張獎勵卡，集滿三張獎勵卡，榮譽卡可蓋
一格，以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8.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電子書，補充介紹和本課有關的俗語。
9.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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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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遊戲
律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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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能在聆聽
過程中感受說話
者的情緒。
3-2-2-2 能正確、
流暢、有感情的
朗讀文學作品。
綜合活動
1-2-3 辨識與他人
相處時自己的情
緒。
健康與體育
3-2-2 在活動中表
現身體的協調性
。
金針花、回 一、了解自我與閩南語
學會念誦和吟
鄉偶書
發展潛能
1-2-2 能聽辨教師 唱節日童謠〈
二、欣賞、表現教學語言及教學 金針花〉、〈
與創新
內容。
回鄉偶書〉。
三、生涯規劃與1-2-5 能初步聽辨
終身學習
閩南語的一字多
五、尊重、關懷音。
與團隊合作
1-2-6 能初步運用
六、文化學習與科技與資訊媒材
國際了解
提升聆聽能力。
八、運用科技與2-2-3 能唸唱歌謠
資訊
及說出簡易故事
十、獨立思考與。
解決問題
2-2-6 能運用閩南
語表達對他人的
尊重與關懷。
4-2-1 能認讀閩南
語語詞和語句，
並瞭解其語意。
國語文
2-2-2-2 能思考說
話者所表達的旨
意。
3-2-1-1 在討論問
題或交換意見時

1.教師問學生：「厝裡的代誌攏是啥人咧做 2
？恁敢會鬥相共？恁會鬥做啥物代誌？」（
家裡的事情都是誰在做？你們會幫忙嗎？你
們會幫忙做什麼事情？）由此帶入本課主題
。
2.教師播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念誦
〈金針花〉，並解析課文。
3.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學唱節
日童謠〈金針花〉。
4.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的歌謠和俗語。
5.活動～歡樂動一動:教師播放教學電子書，
教導學生課文律動動作，請學生隨著歌曲一
起做律動；教師也可請學生開口唱，藉此熟
悉本課課文。
6.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讓學生聆聽〈回
鄉偶書〉。
7.教師帶領學生念誦古詩〈回鄉偶書〉，並
解析課文內容。
8.教師播放 CD2 或電子書，指導學生學唱古
詩〈回鄉偶書〉。
9.參考備課用書「教學補給站」，播放 CD2
或電子書，介紹其他和本課相關的語詞和俗
語。
10.活動～課文接龍:以排為單位，由教師先
念課文第一句或前兩字，然後隨意指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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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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遊戲

家政教育
4-2-3 適當地向
家人表達自己
的需求與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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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清楚說出自
己的意思。
3-2-2-2 能正確、
流暢、有感情的
朗讀文學作品。
健康與體育
3-2-2 在活動中表
現身體的協調性
。
社會
1-2-3 覺察人們對
地方與環境的認
識與感受具有差
異性，並能表達
對家鄉的關懷。
綜合活動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人
休閒互動的經驗
和感受。

一排，該排就必須接念課文，未立即接念者
，該排即淘汰。或者由其中一排先念課文，
當念到某句或某字時，教師可隨意指向任何
一排，未立即接念者，該排即淘汰。藉此遊
戲可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11.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堂課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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