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立關山國民中學 111 學年第一學期 本土語 校訂課程之彈性課程計畫

適合年級: 八年級

【格式 C 】適用：其他類
校訂課程類別：其他類
課程種類：●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流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課程名稱：閩南語
課程目標：
（一）閩南語語文教學基本理念，旨在培養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內容包括：
1.培養學生探索、熱愛閩南語的興趣與態度，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閩南語聆聽、說話、標音、閱讀、寫作的基本能力，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
3.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從事思考、溝通、討論、欣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學習知識、擴充生活經驗、認識多元文化，以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
本冊包含歷史故事、寓言故事、散文、現代詩等不同面向的選文，並規劃「語文天地」，包含疊字詞、擬聲詞的運用，使學生能系統化學習閩南語語法。並於附錄規劃「古詩吟唱」，教導學生運用文言
音吟誦詩詞；「按怎準備語文競賽－演講」，提升學生的口語能力，以及閩南語語文參賽能力。全冊內容以現代化、生活化為原則，期盼使學生培養出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的能力，並提升熱
愛閩南語的興趣與態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二）各課學習重點：
1.〈季札掛劍〉
(1)了解〈季札掛劍〉的歷史背景，並理解閩南俗諺「允人較慘欠人」的意涵。
(2)參與〈季札掛劍〉的戲劇演出，訓練戲劇創作及表演能力。
(3)培養守信用的品德，並且理解負責、體諒等故事中反映出的品德。
2.〈蟧蜈佮蜘蛛〉
(1)藉由「寓言故事」，學會好品德，並了解「寓言故事」的特色。
(2)以正確的語音朗讀課文。
(3)了解真實的自我，進而肯定真實的自我。
3.〈人佮獅〉
(1)了解寓言故事的寓意，並理解「好朋友」的意義和交友的注意事項。
(2)知覺、適應、熟練與朋友相處的方法。
(3)培養「尊重」、「關心」、「助人」的價值。
4.〈伊共我回批矣〉
(1)了解本課主旨，以及語詞、俗諺的意涵。
(2)參與本課程的活動設計，並從中習得用閩南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3)正確使用網路，學習如何判斷危機與處理危機，而且不要過度沉迷而影響課業與生活
5.〈看戲真趣味〉

(1)認識歌仔戲的角色名稱並了解在戲中扮演的特性。
(2)理解歌仔戲的相關俗諺所傳達的意義並能運用在日常對話中。
(3)欣賞歌仔戲之美，並了解歌仔戲在臺灣藝術文化中的價值。
6.〈布袋戲尪仔〉
(1)認識傳統布袋戲；並體會現代詩押韻的趣味性，欣賞傳統閩南語的音韻之美。
(2)認識布袋戲的角色，並嘗試使用其口吻來朗讀或配音。
(3)欣賞傳統布袋戲之美。
7.附錄－古詩吟唱〈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1)了解古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含義。
(2)用閩南語的文言音朗讀和吟唱〈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3)了解重陽節的由來與含義；並能欣賞七言絕句的聲調之美。

總綱核心素養/領綱核心素養：
C 社會參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季札掛劍

閩-J-C1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具備成為社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感，並能關注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A 自主行動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蟧蜈佮蜘蛛

閩-J-A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從事閱讀理解、獨立思辨分析，並培養解決生活問題、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
C 社會參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人佮獅

閩-J-C1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具備成為社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感，並能關注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C 社會參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伊共我回批矣

閩-J-C2 善用閩南語文， 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看戲真趣味

閩-J-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布袋戲尪仔

閩-J-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古詩吟唱~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閩-J-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課程總節數：20
設計者：張晉榮
教學年級：八年級
教學規劃/進度表：
單元/主題名
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
概述

教學
節數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備註

一、

一、
1.認識〈季札掛劍〉的歷史背
景。
2.了解俗諺「允人較慘欠人」的
意涵。
3.能形成「守信用」的品德，並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
身」，與學生討論本課主
題，並介紹主角季札。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以對話方式唸課文、朗讀
語句指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雖
然……毋過……」，並了解
此句型有轉折的語氣。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認識〈季札掛劍〉的
歷史背景，並理解俗諺「允
人較慘欠人」的意涵。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理解「負責、體諒」等故事中
反映出的品德。

季札掛劍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1 生活故事。
Bc-Ⅳ-1 社區活動。
Bc-Ⅳ-2 公民素養。

1-Ⅳ-3
能聽辨生活中以閩南語
表達的重要議題，並激
發創新應變的潛能。

二、
學習語詞運用、近義詞、對
話、俗諺

三、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參與戲劇演出，訓練戲劇創作
及表演能力。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二、
‧引起動機
1.複習唸誦課文。
2.進行活動「超級比一比」：
(1)將學生分五組。
(2)選出課文的名詞「季札、
下跤手人、徐君、寶劍、樹
仔」，分別寫在紙上，請各
組派一人抽籤。
(3)各組上臺表演抽到的內
容，但不可開口說話，讓其
他同學猜，先猜出答案的組
別獲得一分。
(4)可讓學生重新抽內容，再
進行表演活動，總計分數最
高的獲勝。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看圖講看覓：引導學生進行
看圖說話，並寫出閩南語語
詞，再利用語詞進行造句。
2.近義詞：說明近義詞內容，
並出幾題未完成的句子，讓
學生練習這些語詞的使用方
式。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俗諺：介紹「允人較慘欠
人」、「食人一口，報人一
斗」的閩南語發音、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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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學習單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戲劇表演
5 實作評量

品 J9
知行合一與自我反省。
家 J3
了解人際交往、親密關係的發展，以
及溝通與衝突處理。

後，師生討論什麼情況下可
以應用此句俗諺。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塌空測驗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 「逐家來演戲」：
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利用課
文當劇本，分配角色與對
白，演一齣閩南語歷史短
劇。角色有：季札、徐君、
下跤手人、墳墓(多人)、樹
(多人)。後兩種角色沒有對白
和動作，「墳墓」只要趴
著，樹只要站好即可。讓學
生有參與演出的機會，有出
來表演者，即可給予鼓勵。

一、
1.藉由「寓言故事」，學會好品
德，並了解「寓言故事」的特
色。
2.以正確的語音朗讀課文。
3.了解真實的自我，進而肯定真
實的自我。
Ac-Ⅳ-5 應用文體。
蟧蜈佮蜘蛛

◎Ba-Ⅳ-3 情緒表達。
◎Ba-Ⅳ-4 性別尊重。

3-Ⅳ-2
能從閩南語文的閱讀中
進行獨立思辨分析與解
決生活問題。

一、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
身」，和學生討論本課的主
角「蜘蛛」、「蟧蜈」以及
寓言故事的特色。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二、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1.學習語詞運用、謎語、近義詞、 導。
俗諺。
(2)講述課文大意。
2.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的能力。
(4)句型練習：「無彼號……
就毋通……」，並了解此句
三、
用「無」加代名詞「彼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號」，續接連詞「就」和副
2.發表學習單內容。
詞「毋通」，形成「無彼
3.正確朗讀課文。
號……就毋通……」句型。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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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學習單
3 語詞卡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同儕互評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
重並欣賞其差異。
涯 J4
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理解本課「自我肯
定」的態度。
4.進行活動「認捌語詞」：
(1)準備本課語詞卡（一面漢
字、另一面拼音）。
(2)閃示語詞拼音，帶領學生
拼讀，並在課本該語詞上方
書寫上其拼音。
(3)翻面閃示該語詞漢字，帶
領學生書空練習。
(4)解釋該語詞的意思，示範
為該語詞造句，鼓勵學生嘗
試為該語詞造句。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臆謎猜：解釋謎語的謎面意
思，請學生發表意見，猜出
謎底。
3.近義詞：說明近義詞內容，
並出幾題未完成的句子，讓
學生練習這些語詞的使用方
式。
4.俗諺：介紹「無彼號尻川，
想欲食彼號瀉藥」、「山雞
想水鴨」、「閹雞趁鳳飛」
的閩南語發音、含義後，討
論什麼情況下可以應用此句
俗諺。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塌空測驗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 「接力講古」：
1.將學生分組，請各組自行分
配 3 人輪流上臺，分別敘說
故事的 1~3 段。
2.最後全部組員均上臺，以齊
誦方式唸誦最後一段。
3. 請 全 班 票 選 表 現 最 優 的 組
別。

一、

一、
1.了解寓言故事的寓意，並理解
「好朋友」的意義和交友的注
意事項。
2.知覺、適應、熟練與朋友相處
的方法。
3.培養「尊重」、「關心」、
「助人」的價值。

人佮獅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1 生活故事。
Bc-Ⅳ-1 社區活動。
Bc-Ⅳ-2 公民素養。

1-Ⅳ-3
能聽辨生活中以閩南語
表達的重要議題，並激
發創新應變的潛能。

二、
1.學習語詞運用、謎語、對話、
俗諺。
2.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的能力。

三、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改編本課寓言故事。

‧引起動機
1.播放有關朋友的歌，或 詢
問學生有聽過哪些和朋友有
關的閩南語流行歌曲？
2.揭示「多啦 A 夢」的圖案，
問學生他是什麼動物？他的
朋友是誰？為什麼可以成為
好朋友？其他的劇中人物的
朋友關係如何呢？請學生自
由發表，導引至「友情」主
題。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
隨……」，並了解此句型有
轉折的語氣。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理解尊重別人、主動
關心別人對人際關係的影
響。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一二三，講予你
聽」：
1.準備課文的語詞字卡，並將
學生分兩組。
2.各組派一個人上臺，背對
背，教師各發一張字卡，放
在胸前。看到語詞的學生不
要說出答案。
3.兩人往前走三步，轉身，說
出對方的語詞。先正確說出
答案的組別獲得一分，最後
看哪一組得分較高則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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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學習單
3 語詞卡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同儕互評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 J6
察覺知性與感性的衝突，尋求知、
情、意、行統整之途徑

4.視教學實際情況，斟酌進入
第二階段。同樣發語詞字
卡，但要用該語詞造句，若
句子是課本的加一分，是自
己造的生活短句，則加兩
分。
5.最後得分較高的組別即獲
勝。

二、
‧引起動機
1.全班齊唸課文。
2.挑部分語詞，問學生意思，
並請學生造句。
3.分組比賽誰唸的課文秒數最
少，以熟稔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臆謎猜：解釋謎語的謎面意
思，請學生發表意見，猜出
謎底。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俗諺：介紹「誠意食水
甜」、「衫著新，人著舊」
的閩南語發音、含義後，討
論什麼情況下可以應用此句
俗諺。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寫你的想法：照樣寫短句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讓學生
書寫並發表出自己的想法與
感受。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 「故事改編」：
1.將學生分組，請各組討論改
編本課故事的情節、結局。
2.各組輪流上臺，可運用不同
的方式呈現改編的內容。
如：說故事、演戲、在黑板
上畫漫畫圖等。
3.請全班票選表現、改編最好
的組別，再給予鼓勵。

一、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享團隊合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5 應用文體。
伊共我回批矣

◎Bg-Ⅳ-1 生活應對。
Bg-Ⅳ-3 書面表達。

一、
1.了解本課主旨，以及語詞、俗
諺的意涵。
2.參與本課程的活動設計，並從
中習得用閩南語「聽、說、
讀、寫」的能力。並能正確運
用網路來學習以及聯絡、關心
他人。
3.培養性別平等與尊重的態度。

作的心得與感想。
4-Ⅳ-7

二、

能運用閩南語文寫出完

1.學習語詞運用、近義詞和反義
詞、對話、俗諺。

整想法，以作為相互合作

2.了解正確運用網路，不要過度

的基礎。

沉迷而影響課業與生活。

三、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學習用閩南語訪談。
3.發表學習單內容。
4.藉由活動更認識同學。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身」
的提問，與學生討論本課主
題。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想欲……你
愛……」，並了解此句型為
條件句。結果分句在前，條
件分句在後。
(5)進行活動「眼明手快」：
在黑板寫本課的語詞。
將學生分兩組，兩組各派一
位代表上臺，教師唸華語語
詞，看誰先碰到正確答案。
答對得一分，再換下一位學
生上臺進行活動，最後看哪
一組得分較高即獲勝。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並學習異性交友的禮
儀。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看圖講看覓：引導學生進行
看圖說話，並寫出閩南語語
詞，再利用語詞進行造句。
2.近義詞佮反義詞：說明近義
詞、反義詞內容，並出幾題
未完成的句子，讓學生練習
這些語詞的使用方式。

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
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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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學習單
3.空白紙條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實作評量

家 J3
了解人際交往、親密關係的發展，以
及溝通與衝突處理。
性 J11
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見的情感表達
與溝通，具備與他人平等互動的能
力。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俗諺：介紹「交情仁義重，
啉水也心涼」、「交友著交
心，沃花著沃根」的閩南語
發音、含義後，討論什麼情
況下可以應用此句歇後語。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造句：1.敢若；2.……毋
但……閣……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臆看是啥物
人」：
1.發給學生一人一張紙條，請
學生寫下一位同學的三項特
色，並寫下他的名字。
2.將紙條收齊後，教師隨機抽
出一張，唸出三項特色，請
大家猜猜看是班上哪一位同
學，看誰能猜中最多次。
3.透過此活動，增進同學間的
相互認識與了解。

看戲真趣味

Ac-Ⅳ-3 詩歌選讀。
Ac-Ⅳ-6 劇本選讀。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南語文
相關藝文活動所展現的
內涵。

一、

一、

1.說出歌仔戲的角色名稱並了解
在戲中扮演的特性。
2.理解歌仔戲的相關俗諺所傳達
的意義並能運用在日常對話
中。

‧引起動機
播放有關歌仔戲的網路影
片，再與學生進行討論。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3.認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普
世價值並能夠身體力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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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腦
2.單槍
3.教學 CD
4.學習單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實作評量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禁忌。
家 J10
參與家庭與社區的相關活動。

1.學習語詞運用、對話、俗諺。
2.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的能力。

三、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發表學習單內容。

(4)句型練習：「……會……
閣會……」，並了解此句型
有連續的語氣。
(5)進行活動「角色扮演──
趣味的朗讀」：
將學生分成男(小生）、女
(小旦）兩組。
小旦組模仿小旦溫柔口氣唸
讀「扮仙扮予圓圓
圓……」。唸讀結束用劍指
指向小生組。小生組模仿小
生雄偉口氣唸讀「扮仙扮予
大葩尾……」。接著互換角
色。
小生組模仿小生雄偉口氣唸
讀「小生胸坎吊時鐘」，唸
讀結束用劍指指向小旦組。
接著小旦組模仿小旦溫柔口
氣唸讀「小旦目尾閣會牽電
線」。然後互換角色。
全班用三花詼諧的口氣唸讀
「台頂媠媠……十八歲的姑
娘未出嫁」。再請全班最有
喜感的同學示範唸讀。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並在閱讀時，彷彿走
進時空隧道，在廟口欣賞了
一齣活靈活現的歌仔戲。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1.教師先播放「明華園戲劇總
團-三仙大會」兩分鐘，再進
行提問與討論。
2.複習唸讀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近義詞：說明近義詞內容，
並出幾題未完成的句子，讓
學生練習這些語詞的使用方
式。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俗諺：介紹「歹戲 拖
棚」、「戲棚跤徛久人的」
的閩南語發音、含義後，師
生討論什麼情況下可以應用
此句俗諺。

‧綜合活動
1.播放歌手徐佳瑩的〈身騎白
馬〉，讓學生欣賞，並提醒
重點歌詞「我身騎白馬走三
關，我改換素衣回中原；放
下西涼無人管，我一心只想
王寶釧。」，然後全班再一
起習唱這幾句歌詞。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七字調 身騎白
馬身段(配樂版)」
2.複習唸讀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寫你的想法：引導學生進行
短文寫作，鼓勵學生思考創
作。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趣味朗讀複習」：全
班一起坐著朗讀課文，但一
讀到有「」時，需全班一起
站起來讀。、

一、

一、

1.正確讀出本課課文，並了解文
意。
2.認識布袋戲的角色，並嘗試使
用其口吻來朗讀或配音。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
身」，讓學生了解布袋戲的
由來；介紹布袋戲中著名的
角色和經典臺詞。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毋
但……嘛……」，並了解此
句型為遞進句型。此句前後

3.欣賞傳統戲劇之美。

布袋戲尪仔

Ac-Ⅳ-3 詩歌選讀。
Ac-Ⅳ-6 劇本選讀。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南語文
相關藝文活動所展現的
內涵。

二、
1.學習語詞運用、謎語、對話、
俗諺。
2.認識傳統布袋戲。

三、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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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學習單
3.布偶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戲劇表演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禁忌。
家 J10
參與家庭與社區的相關活動。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參與表演活動。

的句子，有範圍更廣的關
係。
(5)進行活動「現代詩朗讀」
播放本課現代詩朗誦 CD 曲
目，請學生仔細聆聽並留意
其聲音的大小、緩急、抑揚
頓挫，和詩情的表現等。
請班上曾有朗讀經驗的學生
示範供同學參考，並說明其
優缺點。
請學生上臺練習朗讀。
(6)朗讀完畢，教師提問「這
首詩押啥物韻？」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並藉現代詩了解布袋
戲的魅力，欣賞傳統布袋戲
之美。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1.複習唸誦課文。
2.進行活動「我會讀脣語」：
(1)將學生分組。
(2)選出課文中的詞句，分別
寫在黑板上。
(3)每組第一位學生到前面，
教師唸其中一個詞句讓他們
聽，然後請他們以「脣語」
傳給該組下一位，若發出聲
音該組便失去比賽資格。
(4)最後一位學生上臺指出該
詞句，並唸出來。速度最快
且回答正確的組別即得分。
(5)重複進行活動，最後看哪
一組得分最高即獲勝。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
2.臆謎猜：解釋謎語的謎面意
思，請學生發表意見，猜出
謎底。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練
習，請學生上臺表演。
4.俗諺：介紹「濟戲濟人
看」、「棚頂做甲流汗，棚
跤嫌甲流瀾」的閩南語發
音、含義後，討論什麼情況
可應用此句俗諺。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及音標複習
學習單，請學生完成，下週
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寫你的想法：引導學生進行
短文寫作，鼓勵學生思考創
作。
5.發表本課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自我介紹」：
(1)準備一個布偶。
(2)請學生分組討論，幫這個
布偶做自我介紹，如名字、
來歷、專長等，並引導學生
設計類似布袋戲的經典臺
詞。
(3)各組上臺做簡單介紹。表演
後，給予唱作俱佳的組別鼓
勵。

古詩吟唱~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
弟

Ac-Ⅳ-3 詩歌選讀。
Ac-Ⅳ-6 劇本選讀。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南語文
相關藝文活動所展現的
內涵。

1.了解古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
弟〉的含義。
2.用閩南語的文言音朗讀和吟唱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3.了解重陽節的由來與含義；並
能欣賞七言絕句的聲調之美。

‧引起動機
1.用國語唸誦〈九月九日憶山
東兄弟〉，討論古詩的含
義。
2.詢問學生「恁敢知影舊曆九
月初九是啥物節日？」再說
明「重陽節」的由來。
‧發展活動
1.古詩吟唱
(1)朗讀古詩
(2)進行活動「古詩接龍」，
增加唸讀古詩的趣味性。
(3)解說古詩內容，說明語詞
注釋，再做閩南語對譯。
(4)播放 CD，讓學生聆聽古詩
歌曲，並帶領學生吟唱古
詩。
(5)進行活動「有愛大聲
說」：將學生分組進行討
論。請學生討論出父母或祖
父母最讓自己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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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CD

1.口語評量
2.歌曲演唱

家 J5
了解與家人溝通互動及相互支持的適
切方式。
涯 J1
了解生涯規劃的意義與功能。

並曾做過哪些對長輩表達敬
意的事。最後再上臺發表。
2.作者紹介
3.討論古詩主旨和韻腳，押
「in」韻，押韻的字有：親
（tshin）、人（jîn）。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不能只是填入議題名稱或代碼，應由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找出「完整」實質內涵(代碼+實質內涵)填入。
※若｢議題融入實質內涵｣屬｢學習目標｣且要｢評量｣，則該欄位可移至｢學習目標｣欄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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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 八年級

【格式 C 】適用：其他類
校訂課程類別：其他類
課程種類：●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流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課程名稱：閩南語
課程目標：
（一）閩南語語文教學基本理念，旨在培養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內容包括：
1.培養學生探索、熱愛閩南語的興趣與態度，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閩南語聆聽、說話、標音、閱讀、寫作的基本能力，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
3.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從事思考、溝通、討論、欣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學習知識、擴充生活經驗、認識多元文化，以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
本冊單元主題包含「正面思考」、「科技真進步」、「大自然的心聲」，由個人思考、生活科技、自然生態，循序漸進，逐步擴大學習範圍，並規劃「語文天地」，包含方音差、文白音的運用，使學生
能系統化學習閩南語語法；並於附錄規劃「臺灣漢詩」，教導學生運用文言音吟誦詩詞；「按怎準備語文競賽──答喙鼓」，提升學生的口語能力與參賽能力。全冊內容以現代化、生活化為原則，期盼使學
生培養出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的能力，並提升熱愛閩南語的興趣與態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二）各課學習重點：
1.〈收費員的心情〉
(1) 理解「工作」的意義。
(2) 熟練管理情緒和轉念的技巧。
(3) 培養以快樂的心情面對學習和未來。
2.〈毋通嫌臺灣〉
(1)藉此現代詩，了解臺灣的豐饒與國際處境。
(2)熟習臺灣各種物產、人文的分布與內容，能將臺灣文化介紹給外國人。
(3)認同自己所屬的民族與土地，並養成尊重與欣賞的國際觀。
3.〈無形的高科技產品──GMO 食品〉
(1)認識「無形的高科技產品」，及其對人類的影響。
(2)辨別生活中「人為改造的生物」材料食品。
(3)感受科技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正面意義，心懷感謝。
4.〈好奇號上火星〉
(1)認識「好奇號」的特色，並了解本課主旨、語詞。
(2)培養運用閩南語來探討科學的能力。
(3)藉由閱讀科普報導，獲得科學常識，感受宇宙的奧祕，並對萬物保有好奇心。
5.〈思念火金蛄〉
(1)認識遊記式的散文，並了解文章的意義。

(2)以正確的語音朗讀課文，並熟悉朗讀技巧。
(3)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並孕育重視生態的情感。
6.〈海洋的風〉
(1)從課文中了解達悟族對海洋超自然的觀念，並體會海洋永續發展的重要。
(2)學習正確的海洋旅遊觀念，並能和人分享海洋文化之美。
(3)理解海洋資源的重要，並能建立正確的環境保護理念。
7.附錄－臺灣漢詩〈詠水沙連社〉
(1)了解〈詠水沙連社〉的含義，並認識臺灣中部風景的古今差異。
(2)用閩南語的文言音誦讀〈詠水沙連社〉。
(3)欣賞臺灣漢詩的聲調之美。

總綱核心素養/領綱核心素養：
C 社會參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收費員的心情

閩-J-C2 善用閩南語文， 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C 社會參與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毋通嫌臺灣

閩-J-C3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培養對自我文化的認同， 具備順應社會發展、尊重多元文化、關心國際事務之素養。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無形的高科技產品｜｜GMO 食品

閩-J-B2 透過資訊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閩南語文資料，並能分析明辨資訊的正確性，重視資訊倫理，以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好奇號上火星

閩-J-B2 透過資訊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閩南語文資料，並能分析明辨資訊的正確性，重視資訊倫理，以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C 社會參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思念火金蛄

閩-J-C1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具備成為社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感，並能關注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C 社會參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海洋的風

閩-J-C2 善用閩南語文， 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臺灣漢詩~詠水沙連社

閩-J-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課程總節數：20
設計者：張晉榮
教學年級：八年級
教學規劃/進度表：
單元/主題名
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
概述

教學
節數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備註

一、

收費員的心情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5 應用文體。
◎Bg-Ⅳ-1 生活應對。
Bg-Ⅳ-3 書面表達。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享團隊合
作的心得與感想。
4-Ⅳ-7
能運用閩南語文寫出完
整想法，以作為相互合
作的基礎。

‧引起動機
1.介紹職業名人的照片或相關
新聞，或參考備課用書「課
前暖身」。
2.請學生發表怨天尤人和樂在
工作中的差別。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以對話方式唸課文、朗讀
語句指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為
著……才……」，並了解此
句型有因果順序的語氣。
(5)進行活動「職業甘苦
一、
談」：
1.正確朗讀課文。
帶領學生逐詞或隨機點閱
2.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索
3.理解工作的意義。
4.認識不同的職業，及其工作甘 引瀏覽/分類索引/分類詞目之
「身分及職業」。
苦。
5.培養正面積極的態度，並能喜 將學生分組，若可同步使用
電腦，各組找出三項職業及
歡自己的選擇。
其臺羅拼音，並寫出其職業
甘苦。若無法同步使用電
二、
1.學習語詞運用、歇後語、對話、 腦，可由教師點閱，學生擇
要記下，再由小組討論出三
俗諺。
2.了解工作中的性別差異，並能 項。
各組上臺報告，請各組互相
以平等的角度看待。
評分。
2.作者介紹
三、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訊息，理解挫折容忍與正面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熟悉不同職業的閩南與說法。 思考的重要性。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孽譎仔話：介紹「十角──
一箍散散」的閩南語發音、
含義後，討論什麼情況下可
以應用此句歇後語。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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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業名人的照片或相
關新聞
2.教學 CD
3.電腦
4.單槍
5 小白板

1.課文朗讀
2.討論評量
3.發表評量
4.同儕互評
5 參與討論
6 團體遊戲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涯 J2
具備生涯規劃的知識與概念。
法 J3
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4.俗諺：介紹「好歹在心內，
笑笑陪人禮」、「東港無
魚，西港拋」的閩南語發
音、含義後，師生討論什麼
情況下可以應用此句俗諺。
5.進行活動「男生女生變」：
(1)分組討論三項特別適合女
性和男性的職業，並說明理
由，記錄在各組的小白板。
(2)將各組成果展示於黑板，
比較各組異同。
(3)各組討論，將原本所提女
性職業轉由男性擔任，或原
本所提男性職業轉由女性擔
任，會有什麼可能結果及注
意事項？
(4)全班共同圈選男女皆可以
擔任的職業，教師導引該注
意的工作安全。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塌空測驗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我是大老闆」：
1.安排學生座位比學生總數少
一個，將學生分五組，各組
選一個職業名稱當組名。
2.教師指定一位學生當大老
闆，邊繞行班上邊說「我是
大頭家，我欲揣○○(醫
生)」，醫生組就跟在大老闆
後面繞行。大老闆再點其他
職業，並依序跟在前一組之
後，大老闆看人數差不多
後，喊「錄取」，繞行的學
生便去找位置坐下，沒找到
位置的，該組計點，並改由
他當大老闆。

3.總計失分最多的組別，全組
上臺表演閩南語歌曲。

一、

毋通嫌臺灣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5 應用文體。
Bc-Ⅳ-2 公民素養。

2-Ⅳ-8
能以閩南語口語表達對
其他國家、語言及多元
文化的認識與尊重。

‧引起動機
1.播放齊柏林《看見臺灣》影
片，引導學生看見臺灣的問
題。
2.播放具臺灣之美的影片，啟
發學生對社區、對臺灣的
愛，可做正反陳述。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一、
導。
1.正確朗讀課文。
(2)講述課文大意。
2.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3.理解臺灣的豐饒與國際處境。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能因更了解臺灣，更喜歡臺灣，
(4)句型練習：「也有……也
對臺灣更有歸屬感與信心。
有……予……」，並了解此
5.熟習臺灣各種物產、人文的分 句型對等連接後，再給予因
布與內容，能將臺灣文化介紹
果關係。
給外國人。
(5)進行活動「詩文沙龍」：
學生熟悉課文後，帶領學生
瀏覽本詩相關網站。
二、
帶領學生聆聽本詩之詞曲方
1.學習語詞運用、謎語、對話、
式，並發表感受。
俗諺。
請各組就所得資訊，討論、
2.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編輯自己的詩詞吟唱方式。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各組上臺表演，各組互相評
分，總計分數最高的獲勝。
的能力。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了解文意，並能認同
三、
臺灣文化。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綜合活動
2.發表學習單內容。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3.認識閩南語正確用字。
4.了解閩南語的發音兼容並蓄，
會因為地方性而有所差異。
二、
5.分辨閩南語偏漳腔、偏泉腔的
‧引起動機
腔調。
複習唸誦課文。
6.了解並尊重閩南語各地不同的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發音。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臆謎猜：解釋謎語的謎面意
思，請學生發表意見，猜出
謎底。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俗諺：介紹「嫌貨才是買貨
人」、「輸人毋輸陣，輸陣
歹看面」的閩南語發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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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腦
2.單槍
3.教學 CD
4.臺灣名產的圖卡或實
物
3.兩面旗子
4.學習單

1.課文朗讀
2.討論評量
3.同儕互評
4.口語評量
5 聽力評量
36 書寫評量
7.發表評量
58 參與討論

海 J5
了解我國國土地理位置的特色及重要
性。
海 J7
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
濟的影響。
國 J4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義後，討論什麼情況下可以
應用此句俗諺。
5.進行活動「臺灣走透透」：
(1)將臺灣地圖貼在黑板情境
布置，並準備如學習加油站
的地名謎猜。
(2)每組輪流派一人上臺，擔
任比手畫腳的人，其他組員
猜他比的是什麼地名。
(3)各組計時 2～3 分鐘，看猜
對幾個地名，則得幾分。
(4)將學生猜對的地名，依區
域貼在臺灣地圖附近，導引
學生認識地名所在。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照樣寫短句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臺灣名產購物
臺」：
1.準備若干臺灣名產的圖卡或
實物，請各組派員抽取物品
或圖卡，可一個或數個。
2.各組如同廣告公司，討論行
銷該物品的廣告方式和內
容。
3.各組上臺以閩南語行銷，各
組互評，選出最佳行銷公
司。

1-Ⅳ-4
無形的高科技產
品｜｜GMO 食品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c-Ⅳ-5 應用文體。

能蒐集、整理閩南語語
音資料，分析資訊的正
確性，並重視資訊倫
理。

一、
1.正確朗讀課文。
2.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3.了解「無形的高科技產品」，
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4.能辨別生活中何者是「人為改
造的生物」材料製造出來的食
品。
5.感受科技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
正面意義

一、
‧引起動機
進行活動「科技產品大考
驗」：
準備語詞字卡，請 2～3 位學
生出來玩遊戲。教師揭示字
卡，若是高科技產品用手比
○，反之則用手比╳，比錯淘
汰，最後留下為勝利者。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 語詞字卡

5 教學 CD

1.課文朗讀
2.討論評量
3.口語評量
4.聽力評量
5 書寫評量
6.發表評量

6 學習單

7.實作評量

2.教學 CD

3

3 籤筒
4 字詞籤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安 J3
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能 J1
認識國內外能源議題。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二、
(2)講述課文大意。
1.學習語詞運用、對話、近義詞。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2.練習入聲韻尾拼音。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3.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4)句型練習：「總是……
才……」，並了解此為總論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式語句，應該要 A 才 B。
的能力。
(5)進行活動「科幻電影大觀
園」：教師分享自己看過的
科幻電影，再徵求幾位同學
三、
分享自己看過的科幻電影，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最後教師針對這些電影與本
2.發表學習單內容。
課的相關性，做出引導，並
3.熟悉本課語詞運用。
與課文相連結。
4.辨別生活中何者是「人為改造 2.作者介紹
的生物」材料製造出來的食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品。
訊息，理解主旨，並對「無
形的科技」更加深入了解。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1.複習唸誦課文。
2.進行活動「全能改造王」：
教師準備籤筒，將一些字詞
籤放入，請學生抽籤，回答
該物品是否可以利用「人為
改造技術」去改變生物的特
性，答對者可適度給予獎
勵。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臆謎猜：解釋謎語的謎面意
思，請學生發表意見，猜出
謎底。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孽譎仔話：介紹「冰箱底講
話──冷言冷語」、「無齒食
豆腐──拄仔好」的閩南語發
音、含義後，討論什麼情況
下可以應用此句歇後語。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造句：媠閣甜、好䆀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這段是啥物」：
1.教師節選課文的五段內容，
分別寫在紙上，請各組派一
人抽籤，各組討論以何種形
式表演抽到的內容，但不可
唸出內容。
2.各組上臺表演抽到的內容，
讓其他同學猜，先猜出答案
的組別獲得一分。
3.可讓學生重新抽內容，再進
行表演活動，總計分數最高的
獲勝。

一、
1.正確朗讀課文。
2.認識「好奇號」的特色，並了
解本課主旨、語詞。
3.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4.參與本課程的活動設計，並能
用閩南語介紹現代科技。
5.由閱讀科普報導，獲得科學常
識，感受宇宙的奧祕，並對萬
物保有好奇心。
1-Ⅳ-4
好奇號上火星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c-Ⅳ-5 應用文體。

能蒐集、整理閩南語語
音資料，分析資訊的正
確性，並重視資訊倫
理。

二、
1.學習語詞運用、俗諺、對話、
近義詞。
2.啟發運用閩南語來探討科學的
能力。

三、
.1 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了解閩南語有「一字多音」的
情形。

一、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
身」，介紹「火星」，也可
連結影片引發學生對太空探
險的興趣。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4)句型練習：「無論……
攏……」，並了解此句型有
「不管如何……都……」的
堅定語氣。
(5)進行活動「我 唸語
詞」：準備本課難讀的語詞
卡，隨意抽語詞卡，鼓勵學
生挑戰或抽號碼，讓學生唸
出這些語詞。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並藉由好奇號成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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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語詞卡
3 學習單

1.課文朗讀
2.討論評量
3.實作評量
4 口語評量
5.聽力評量
6.書寫評量
7 發表評量

能 J3
了解各式能源應用及創能、儲能與節
能的原理。
國 J2
具備國際視野的國家意識。

4.正確運用閩南語的文白音，並
能聽辨不同發音代表不同意
思。
5.了解閩南語發音之美。

陸火星的話題，激勵青少年
對科學的興趣。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二、
‧引起動機
進行活動「趣味唸課文比
賽」：將學生分成兩組，在
黑板上寫「好奇、火星、地
球、科學、探測車」等五個
語詞。兩組輪流派一人上臺
唸課文，當唸到上述五個語
詞時，搭配拍手的動作。若
唸到關鍵語詞沒有拍手，隨
即淘汰，課文重新唸起，再
換下一個人上臺進行比賽，
最後看哪一組上臺的人數較
少即獲勝，教師可給予獎
勵。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俗諺：介紹「咩仔見青好」
的閩南語發音、含義後，討
論什麼情況下可以應用此句
俗諺。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近義詞：說明近義詞內容，
並出幾題未完成的句子，讓
學生練習這些語詞的使用方
式。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造句： 迌、……毋但……
閣……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1.複習本課所學習過的內容。
2.進行活動「做伙畫課文心智
圖」：請學生分組討論本課
重點，嘗試畫出心智圖，再
上臺報告，並給予表現好的
組別獎勵。

一、

思念火金蛄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1 生活故事。
Bc-Ⅳ-1 社區活動。
Bc-Ⅳ-2 公民素養。

1-Ⅳ-3
能聽辨生活中以閩南語
表達的重要議題，並激
發創新應變的潛能。

‧引起動機
利用備課用書「課前暖
身」，和學生討論本課遊記
觀賞的重點「螢火蟲」，並
討論參加「螢火蟲生態之
旅」應注意的事項。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一、
導。
1.認識遊記式的散文，並了解文 (2)講述課文大意。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章的意義。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2.正確朗讀課文。
(4)句型練習：「……親像
3.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4.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並孕育 是……」，並了解此句型運
用譬喻修辭的明喻法。
重視生態的情感。
(5)進行活動「眼明手快」：
板書本課的語詞， 將學生分
二、
成兩組，兩組各派一位代表
1.學習語詞運用、近義詞、俗諺。 上臺，教師唸華語語詞，看
2.練習閩南語聲調和變調。
誰先碰觸到正確答案，答對
3.參與本課的活動，並從中習得 者得一分，再換下一位學生
上臺進行活動，最後看哪一
用閩南語「聽、說、讀、寫」
組得較高分即獲勝。
的能力。
2.作者介紹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理解主旨，並藉遊記
三、
式的散文，體驗賞螢活動。
1.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綜合活動
2.發表學習單內容。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3.了解螢火蟲的行為與習性及復
育的不易。

二、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語詞運用：唸讀後，解釋語
詞和造句，並引導學生運用
語詞造句。
2.孽譎仔話：介紹「狗咬鳥鼠
──管閒仔事」的閩南語發
音、含義後，討論什麼情況
下可以應用此句歇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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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 CD
2.漢字語詞卡
2.學習單
3.A4 白紙
4.電腦
5.單槍

1.課文朗讀
2.參與討論
3.實作評量
4.口頭發表
5.團體遊戲
6.聽力評量
7 書寫評量
8 發表評量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
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環 J8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
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家 J10
參與家庭與社區的相關活動。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進
行練習，請自願的學生上臺
表演。
4.近義詞：說明近義詞內容，
並出幾題未完成的句子，讓
學生練習這些語詞的使用方
式。
5.進行活動「語詞賓果」：
(1)複習本課注釋、語詞運用
的語詞及其拼音。
(2)準備漢字語詞卡，在黑板
上畫出九宮格。
(3)在九宮格內隨意寫下本課
的語詞拼音。
(4)學生分兩組比賽。教師閃
示漢字語詞卡，學生搶答。
動作較快且正確者，將答對
的語詞拼音圈起來，看哪一
組先連成一條線即獲勝。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並請學生
完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寫你的想法：引導學生進行
短文寫作，鼓勵學生思考創
作。
5.發表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聽歌改錯字」：
(1)將學生分成數組，發給每
組 A4 白紙一張。告知學生即
將播放合唱曲〈火金蛄佗位
去〉，但本歌曲字幕上部分
歌詞用字錯誤，請各組準備
紙筆記錄正確用字，討論後
書寫於 A4 白紙上。
(2)板書示範一組歌詞正確用
字。
(3)播放福爾摩沙合唱團演唱
的〈火金蛄佗位去〉。

(4)請各組將歌詞錯字，派一
人上臺板書正確用字。
(5)檢視各組成果，如有遺漏
並予補充。
(6)再次播放〈火金蛄佗位
去〉，請學生參照正確歌詞
習唱。

海洋的風

◎Ab-Ⅳ-2 句型運用。
Ac-Ⅳ-5 應用文體。
◎Bg-Ⅳ-1 生活應對。
Bg-Ⅳ-3 書面表達。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享團隊合
作的心得與感想。
4-Ⅳ-7
能運用閩南語文寫出完
整想法，以作為相互合
作的基礎。

一、
‧引起動機
1.參考備課用書「課前暖身」
介紹蘭嶼、達悟族讓學生認
識。
2.觀賞網站影片，並做簡單的
討論。
‧發展活動
1.咱來讀課文
(1)朗讀課文、朗讀語句指
導。
(2)講述課文大意。
一、
(3)解說課文，說明語詞注
1.正確朗讀課文。
釋，並做全文國語對譯。
2.學習本課語詞與句型。
(4)句型練習：
3.從課文中了解達悟族對海洋超
「佇……，……莫……，毋
自然的觀念，並體會海洋永續
是……就毋……」，並了解
發展的重要。
此句型有限制對象，後面兩
4.學習正確的海洋旅遊觀念，並
句都是否定句的練習。
能和人分享海洋文化之美。
(5)進行活動「朗讀競賽」：
5.理解海洋資源的重要，並能建
各組推派一位代表，朗讀課
立正確的環境保護理念
文，由教師依朗讀技巧及語
音正確來評分與競賽。
(6)觀賞網路影片，讓學生認
二、
識蘭嶼的飛魚季。
.1 學習語詞運用、歇後語、對話、 2.作者介紹
俗諺。
3.透過問題討論，讓學生擷取
訊息，了解達悟族的海洋文
2.了解珍惜海洋資源的重要。
化。
。
‧綜合活動
三、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1 書寫應用練習題目。
2.發表學習單內容。
3.認識達悟族神話與其對達悟族
人生活的影響。

二、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學習加油站
1.看圖講看覓：引導學生進行
看圖說話，並寫出閩南語語
詞，再利用語詞進行造句。
2.孽譎仔話：介紹「蝦仔行路
──倒彈」的閩南語發音、含
義後，討論什麼情況下可以
應用此句歇後語。
3.咱來開講：唸讀後，分組練
習，請學生上臺表演。
4.俗諺：介紹「欲去烏影，毋
去吊鼎」、「有人入山趁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3

1.教學 CD
2.學習單
3.電腦
4 單槍

1.口語評量
2.聽力評量
3.書寫評量
4.發表評量

環 J8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
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海 J3
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
休閒方式。
海 J7
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
濟的影響。

食，有人落海討掠」的閩南
語發音、含義後，討論什麼
情況下可以應用此句俗諺。
5.進行活動「雙簧大考驗」：
(1)學生分組討論課本「看圖
講看覓」圖的內容，並用一
段話描述。
(2)各組輪流上臺，一個學生
唸討論的內容，其他學生根
據情境來表演。
(3)全班一起投票，看哪一組
表演得最好，再給予鼓勵。
‧綜合活動
1.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2.說明本課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下週發表。
三、
‧引起動機
複習唸誦課文。
‧發展活動－應用練習
1.看圖講話：透過四格漫畫，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練習用
閩南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聽力測驗
3.文意理解
(1)可先唸題目，或直接請學
生先練習作答。
(2)共同討論答案後，再公布
正確答案，然後進行講解。
4.寫你的想法：引導學生進行
短文寫作，鼓勵學生思考創
作。
5.發表本課學習單的成果。
‧綜合活動
進行活動「源起和結果」：
教師向學生說明：達悟族透
過神話傳說，教育後代子孫
生活觀念，文章中也有一些
具源起和結果的事例，請學
生回顧本課所學，並討論看
看。

臺灣漢詩~詠水沙
連社

Ac-Ⅳ-3 詩歌選讀。
Ac-Ⅳ-6 劇本選讀。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南語文
相關藝文活動所展現的
內涵。

1.了解〈詠水沙連社〉的含義，
並認識臺灣中部風景的古今差
異。
2.用閩南語的文言音誦讀〈詠水
沙連社〉。
3.欣賞臺灣漢詩的聲調之美。

‧引起動機
1.說明本課「水沙連」名稱的
由來，參考備課用書「補充
資料」。
2.簡述日月潭及埔里的特色，
或請學生討論。
‧發展活動
1.讀課文
(1)朗讀臺灣漢詩。
(2)解說詩的內容，說明語詞
注釋，再做閩南語對譯。
(3)利用備課用書「補充資
料」，引導學生認識「水沙

閱 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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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 CD
2.電腦
3.單槍

除紙本閱讀之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
實作評量

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
的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連社」，了解其景觀與人
文。也可利用網站視頻，讓
學生觀賞「水沙連社」的演
變。
2.作者介紹：參考備課用書資
料，介紹作者讓學生認識。
3.討論詩的主旨和韻腳。
4.比較昔日的「水沙連社」和
今日的「日月潭」周圍的異
同。
5.討論讀完本課兩首詩後的看
法。
‧綜合活動
複習本堂課所學內容。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不能只是填入議題名稱或代碼，應由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找出「完整」實質內涵(代碼+實質內涵)填入。
※若｢議題融入實質內涵｣屬｢學習目標｣且要｢評量｣，則該欄位可移至｢學習目標｣欄位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