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南區龍崗國民小學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 

「閩南語」課程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一○八學年度將真平版更換為康軒版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真平版 

1. 沒有統一的取材與編寫方向，課文內容較為單薄，有單元主題，卻沒有單元主旨和

引導，單元頁形同虛設。 

2. 課文情節較為單調無趣，缺乏情境引導，不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教師教學不易。 

3. 語詞教學編排呆板，僅有簡單實照，沒有情境引導，造成學習困擾。 

4. 課文全為詩歌，較無法幫助學生學習生活中就能開口說的閩南語。 

5. 雖有補充詩詞、諺語、童謠等教學，但獨立於課程設計之外，無法與各課搭配學習。 

6. 選文題材了無新意，不論哪個年段都教過新年。但課文沒有隨著學生學習程度而提

升內容深度。 

7. 每一課的教學活動缺少系統性，教師無法有邏輯性的教學，造成學生學習困擾 

8. 教師手冊編排混亂，沒有書中書，不易閱讀，增加教師備課困擾。 

 ◎翰林版 

1. 獨家音標口訣，容易學會琅琅上口的音標口訣，音標學習更有效率。 

2. 最有效的教學流程，只要五步驟：課文→語詞→句型→對話→學習單，聽說讀寫通

通學會。 

3. 兼顧完整句型和有邏輯語感，韻文式課文，容易琅琅上口。 

4. 每課練習 2個基本句型，搭配該課語詞反覆練習，能扎實奠定母語基礎。 

5. 課文文體除了詩歌之外，還包含童話、寓言等短文，幫助學生領略閩南語文學之美。 

6. 第 11冊第四課〈畢業旅行〉、第 12冊第二課〈相思仔花(一)〉、第三課〈相思仔花

(二)〉、第四課〈師生情〉，體會畢業前夕時的離別心情並對老師表達感謝之意。 

7. 傳承傳統智慧，精選寓意良好、配合節令的俗諺語於總複習時教學。除了最基本的

貼貼紙，聆聽 CD後排序、圈選等練習，還有走迷宮、賓果遊戲等多種遊戲式評量。 

8. 搭配課本附件很好操作，學生不用另外準備材料。 

二、107、108學年度使用版本比較 

項目內容 107學年度（真平）版 108學年度（康軒）版 

取材正確、客觀性 
1. 課本插畫、插畫趣味度不

足，較無法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 

2. 沒有統一的取材與編寫方

向，課文內容較為單薄，缺

少主題，不利教學使用。 

1. 音標口訣可搭配 CD 聆聽誦

念，方便學生學會琅琅上口

的音標口訣，說出標準的閩

南語。 

2. 課程編排嚴謹，從單元頁→

課文→語詞的錢筒仔→語詞

難易度分配 

取材適切、實用性 



內容份量的多寡 
3. 課文情節較為單調無趣，缺

乏情境引導，不易引起學生

學習興趣，教師教學不易。 

4. 教師手冊編排混亂，不易閱

讀，且沒有提供相關的教學

活動、教學流程，資料不足，

增加教師備課困擾。 

5. 各課補充資料分散於各片媒

體中，造成教師使用不便，

且補充教學的資料少，增加

教師備課時間。 

 

的列車→語文天地→練喙舌

→學習單→點心擔，完整的

語言學習。 

3. 閩南語通行腔聲調圖以淺

顯、易懂的示意圖以及趣味

插畫呈現閩南語的聲調。 

4. 課文文體最多元，除了詩歌

之外，還包含童話、寓言等

短文 

5. 高年級起每課皆加入多元延

伸學習單元：點心擔，內容

包含詩歌、傳統念謠、猜謎、

歇後語，以及俗諺（俗諺俚

語、諺語）等題材。 

取材時宜、多元性 

習作內容的規劃 

明確的教學目標 

教材內容的連貫性 

其他 

○項目內容可自行增減 

 

三、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五年級/上學期 

107學年度真平版 107學年度康軒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單元主題 

第九冊 第九冊 

第一單元 行行出狀元 

第一課 阿和人人褒 

第二課 阿伯欲賣餅 

第一單元 大自然的心聲 

第一課 咱來去看水筆仔 

第二課 是按怎 

 

第二單元 臺灣真正好 

第三課 公園 

第四課 臺灣風景上蓋讚 

第二單元 大樹跤的故事 

第三課 啥人食到餅 

第四課 半爿 

 

第三單元 歡喜過年 

第五課 正月調 

第三單元 送你一句話 

第五課 閣試一擺 
 

俗語 

歡喜來過年：二九暝 

古詩吟唱：金縷衣 

閩南語歌欣賞：天燈 

總複習   

第十冊 第十冊 銜接課程（活動） 

第一單元 臺灣新故鄉 

第一課 林仔街 

第二課 民俗藝品收藏家 

第一單元 歡喜過日子 

第一課 草仔 

第二課 好日 

 



第二單元 快樂的童年 

第三課 歇睏日 

第四課 鬥陣來𨑨迌 

第二單元 分享 

第三課 玉蘭花 

第四課 竭仔哥和梅仔姊 

 

第三單元 鬥陣迎鬧熱 

第五課 迎媽祖 

第三單元 多元文化 

第五課 三碗豬跤 
 

俗諺 

傳統唸謠：十二生相 

古詩吟唱：夜雨寄北 

閩南歌欣賞：天燈 

總複習  

六年級/上學期 

108學年度真平版 108學年度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單元主題 

第十一冊 第十一冊 

第一單元 對臺灣看世界 

第一課 臺灣好食物  

第二課 出國去觀光 

第一單元 語言的趣味 

第一課 無尾熊無尾 

第二課反序詞 

 

第二單元 進步的科技第三課 

電腦會曉揀塗豆 

第四課 電視 

第二單元 生活佮休閒 

第三課 行過 

第四課 畢業旅行 

 

第三單元 來講好聽話 

第五課 阿川真好禮  

第三單元 心聲 

第五課 請你聽我講 
 

俗諺 

古詩吟唱：楓橋夜泊 

閩南語歌欣賞：感謝你的愛 

總複習  

第十二冊 第十二冊 銜接課程（活動） 

第一單元 鬥陣來參與 

第一課 布尪仔戲 

第二課 鬥陣做公益 

第一單元 智慧成長 

第一課念歌予恁聽 
 

第二單元 臺語文真趣味 

第三課 春天的花蕊 

第二單元 相思仔花 

第二課 相思仔花(一) 

第三課 相思仔花(三) 

 

第三單元 成長的過程 

第四課 我已經大漢 

第五課 畢業題辭 

第三單元 感恩祝福 

第四課 師生情 
 

囡仔歌 

古詩吟唱：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

陵 

閩南語歌欣賞：思念有你閣較媠 

音標複習 

總複習 

詩文百貨公司 

閩南語、國語語詞對照表 

句型發展佮變化 

檢核單 

 



經過比對，版本轉換後需注意加強以下能力指標部分： 

  2-1-8 能運用閩南語說出流利自然的簡短生活語句。 

  2-1-16透過閩南語口語學習，認識閩南文化。 

以上為真平與翰林五年級能力指標的比對，建議教師在使用翰林版教材之後，針對每課 2

句的句型加強練習，奠定句子、對話基礎。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四、閩南語領域銜接計畫 

 

臺南市龍崗國民小學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六 年級「閩南語」課程領域銜接計畫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節

數 

能力指標 

(融入重大議題、學校特色) 
評量方式 

教 材 來

源 

備註 

領域 彈性 

第一課 

無尾熊無

尾 

 

1. 能運用本課的語詞

於日常生活對話中。 

2. 能熟悉本課「我是

（佗位）的原住民，

號做（啥物），（啥物）

就是我的標頭！」及

「莫怪啦！（啥物）

就是無看（啥物）的

（啥物）！」的句

型。 

1 1-3-1能聽辨閩南語語句的知識內

涵與內在情感。 

1-3-3能聽辨他人意見的重點、異

同及言外之意。 

2-3-1能熟練運用閩南語各種句型

從事口語表達。 

2-3-2能順暢的運用閩南語與別人

談論生活經驗。 

3-3-1能運用標音符號拼讀日常生

活中常用的語詞及短句。 

4-3-1能運用標音符號與漢字，閱

讀閩南語文章，並理解其文意。 

4-3-5能透過閩南語閱讀以了解本

土及多元文化。 

5-3-1能運用閩南語書寫簡易的字

條、卡片與標語。 

5-3-2能運用閩南語寫出自己的感

受與需求，並表達對他人的關懷。

【生涯發展教育】1-3-1探索自己

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發表 

1.教學

CD 

2.教用

版電子

教科書 

40分  



質。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環境教育】2-3-1了解基本的生

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環境教育】3-3-1關切人類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環境教育】4-3-4能建立伙伴關

係，尋求適切的資源與協助，以設

法解決環境問題。 

第二課 

反序詞 

 

1. 能學習閩南語、國語

詞序相反後釋義相

近的語詞。 

2. 能熟悉本課「豈會按

呢的！……」、「一

（量詞）……，一（量

詞）……」的句型。 

3. 能運用學習過的閩

南語、國語語詞組進

行對譯。 

4. 能體會閩南語造詞

的趣味性。 

 

1 1-3-2能聽辨並思考閩南語語句的

內涵。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學習閩

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2-3-5能將閩南語書面詞彙與用

語，運用於口語表達。 

3-3-1能運用標音符號拼讀日常生

活中常用的語詞及短句。 

4-3-1能運用標音符號與漢字，閱

讀閩南語文章，並理解其文意。 

5-3-1能運用閩南語書寫簡易的字

條、卡片與標語。【環境教育】2-3-1

了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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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3-3-1關切人類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環境教育】4-3-4能建立伙伴關

係，尋求適切的資源與協助，以設

法解決環境問題。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1.教學

CD 

2.教用

版電子

教科書 

40分  

第三課 

行過 

 

1. 能運用本課的語詞

於日常生活中。 

2. 能運用閩南語說出

機構名稱、手或腳的

動作。 

3. 能熟悉本課「啥物人

1 1-3-2能聽辨並思考閩南語語句的

內涵。 

1-3-6能從閩南語聽辨中關心生活

中的重要議題。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學習閩

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角色扮演 

參與度評量 

發表 

1.教學

CD 

2.教用

版電子

教科書 

40分  



+動詞+啥物人（或啥

物）+動詞+啥物人

（或啥物）+去+啥物

所在（或做啥物代

誌）。」、「我想講：（啥

物代誌）。」等句型，

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4. 能運用閩南語詢

問、回答他人到各機

構的經驗。 

 

2-3-1能熟練運用閩南語各種句型

從事口語表達。 

2-3-2能順暢的運用閩南語與別人

談論生活經驗。 

4-3-3能運用閩南語字、辭典及其

他工具書，提升閱讀能力。 

5-3-2能運用閩南語寫出自己的感

受與需求，並表達對他人的關懷。

【環境教育】3-3-2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環境，並透過對

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體會環境

權的重要。 

【海洋教育】1-3-1說明臺灣地區

知名的親水活動。 

第四課 

畢業旅行 

 

1. 能運用本課的語詞

於日常生活中。 

2. 能運用閩南語說出

開會用語、臺灣的景

點。 

3. 能熟悉本課「袂?

喔！但是（啥物原

因）。」、「（啥物情

形），抑無，（另外一

種情形）。」等句型，

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4. 能形容臺灣各景點

的特色，做為寫作的

基礎訓練。 

5. 能夠認識臺灣各地

的舊地名。 

1 1-3-1能聽辨閩南語語句的知識內

涵與內在情感。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學習閩

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2-3-1能熟練運用閩南語各種句型

從事口語表達。 

2-3-3能以閩南語從事簡易的口頭

報告。 

2-3-6能運用閩南語與師長、同學

進行問答及討論。 

2-3-9能養成在團體中運用閩南語

談論的習慣。 

4-3-4能養成以閩南語閱讀並與人

分享、討論的習慣。 

5-3-2能運用閩南語寫出自己的感

受與需求，並表達對他人的關懷。

【環境教育】3-3-2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環境，並透過對

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體會環境

權的重要。 

【海洋教育】1-3-1說明臺灣地區

知名的親水活動。 

口頭評量 

角色扮演 

參與度評量 

1.教學

CD 

2.教用

版電子

教科書 

40分  

第五課 

請你聽我

講 

1. 能運用本課的語詞

於日常生活中。 

2. 能熟悉本課「毋

是……，因為……」

1 1-3-1能聽辨閩南語語句的知識內

涵與內在情感。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學習閩

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1.教學

CD 

2.教用

版電子

40分  



及「請你予我……，

你若……

我……，……

會……」的句型 

3. 能運用本課學習的

語詞及句型，透過生

活對話的練習實際

活用。 

2-3-1能熟練運用閩南語各種句型

從事口語表達。 

2-3-6能運用閩南語與師長、同學

進行問答及討論。 

2-3-7能在口語表達中適當使用閩

南語的語音和讀音。 

2-3-8能用口頭方式進行閩南語和

國語之間的翻譯。 

2-3-9能養成在團體中運用閩南語

談論的習慣。 

4-3-4能養成以閩南語閱讀並與人

分享、討論的習慣。【人權教育】

2-3-2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

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

維護與支持。 

教科書 

1.請於備註註明：規劃銜接課程所需的教學時間 

2.請與「教材內容銜接分析」配合，安排合理的銜接課程教學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