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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朋友：

就讀忠義國小一年級時，學校安排了小小解說

員為各位解說孔廟文化園區，當時你們是不是很崇

拜解說功力好棒的大哥哥、大姊姊呢？

現在你已升到五年級，好好把四年來學習到的學校本位課程複

習一下，參加學校舉辦的筆試及實地導覽解說口試，只要通過雙重

認證考試，你就是「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了哦！

「忠義解說達人」由本校教師團隊設計，課程分成五個部分：

第一單元是「唸謠來熟似」，複習一下要解說的景點，課文中的

唸謠，可以當作你導覽解說時的表現點；第二單元為「動手做看

覓」，準備製作你要解說景點的解說板，要美觀又能幫助你解說；

第三單元為「上青解說員」，要參加小小解說員口試，一定要充分

的練習，所以小朋友必須掌握重點，態度從容不迫，多練習幾次才

行；第四單元為「認證成達人」，口試筆試都不可以疏忽，努力達

到評審的標準，如此方能表現出傑出解說員的樣子；第五單元為

「服務上智慧」，成為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導覽解說就是你最神

聖的使命，好好的介紹孔廟及忠義國小，並宣揚出去哦！

好好努力吧！希望能為你頒發導覽解說證及導覽證哦！

給 小 朋 友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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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唸謠來熟似

一、秀才之路~禮門義路與泮池

進禮門� � � � 行義路
 
知禮守義是正道
��
採水芹� � � � 踅泮池
� 
學耀鄉里傳家聲

tsìn  lé   bûn          hîng  gī   lōo

ti    lé    siú   gī     sī   tsìng  tō

tshái  tsuí  khîn     se̍h phuān  tî 

ha̍k  iāu  hiong  lí  thuân ka  sing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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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要進入孔廟，都必須從側門進入，而

孔廟的庭園裡有兩扇帶有紅磚花窗的小門，一個是通往孔廟

殿堂的東邊入口，叫做（禮門）；而另一個通往孔廟殿堂的

西邊入口、叫做（義路）;「禮門」「義路」屋簷上有個非常

可愛的龍頭魚身造型，它就是「鴟吻」，你知道所代表的含

義嗎？

□要有遠大眼光。　□要緬懷先人 。

「泮」典故出自《詩經》(泮水)篇，因此在泮池的池壁上嵌

有一塊「思樂泮水」的石碑。小朋友請你到泮池測量看看，

泮池的直徑、半徑和周界各有多長呢？

直徑：(   　 )公尺 半徑：(   　 ) 公尺 周長：(  　  ) 公尺

孔廟的側門有兩個，就是「禮門」和「義路」。從前學生

必須經過「禮門」、「義路」兩個路徑，才能進入孔廟的殿

堂。孔廟庭園前方設有一座半圓形的水池，稱作「泮池」。古

時讀書人考中秀才，到孔廟祭拜時，也都會先繞泮池一周，稱

為「遊泮」，然後摘一支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緣上，這在以

前，可說是讀書人榮譽的象徵呢！

為「遊泮」，然後摘一支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緣上，這在以

前，可說是讀書人榮譽的象徵呢！

問

問

答

答

知

做 做 看

識
加 油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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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昌 閣

又稱魁星樓，

乃孔廟建築中

唯一樓塔狀建

築，台基是外圓內方；小

朋友請你實地踏訪「文昌

閣」，仔細觀察文昌閣建

築，請將答案圈出來。

二、狀元之途~文昌閣

文昌帝君持硃筆
 
魁星老爺踢星斗
��� 
庇佑四方眾學子
� 
高中狀元耀門楣

文昌閣的建築高三層，從圓

形的基座往上第一層為（方形、圓

形、八角形），屋頂為（四、八）

角簷飾。

從圓形的基座往

上第三層為（方形、

圓形、八角形），三

樓為（四、八）角攢

尖頂，屋頂最上方有

放置（龍頭、葫蘆、

魚身），供奉(文昌帝

君、魁星爺)。

從圓形的基

座往上第二層為

（方形、圓形、八

角形），二樓為

（四、八）角簷

飾，供奉(文昌帝

君、魁星爺)。

bûn tshiong tè  kun   tshî   tsu   pit

khuê  tshenn  ló    iâ   that  tshenn táu

Pì    iū    sù  hong tsiòng ha̍k  tsú

ko  tiòng tsiōng guan  iāu  bûn  bâi

唯一樓塔狀建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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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德之門~明倫堂

左學右廟習經文
 
忠孝節義入我心
��� 
大學之道知分寸
� 
條條規矩記分明

tsó   ha̍k   iū    biō   si̍p   king  bûn

tiong  hàu  tsiat   gī    ji̍p  ngóo  sim

tāi   ha̍k   tsi     tō     ti   hun   tshùn

tiâu  tiâu  kui    kí     kì    hun  bîng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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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德之門為進入明倫堂
空間之象徵性入口。台南孔廟現在的

入德之門是由中央三開間之主體與兩邊的

側室組成面寬五開間之門屋，前後均有簷廊。

三門均以石材為框，中央最寬，門額題「入德

之門」，左右有花格窗。

兩側較窄，東邊門額題「聖域」，西邊題「賢關」。過去

由各地選出的學子，必須經過此門才能進入，表明了學子若要

成為聖賢，一定要從修養品行開始。

小朋友，請你將以下明倫堂內擺設名

稱與內容連一連。（可複選）

台灣府學全圖

「大學之道」篇

仿元代書畫家

趙孟頫手書

刻有古代孔廟

的建築格局

仿朱熹手書

明倫堂牆上

刻 有 昔 日 學 校

的校規條文

「 臥碑 」

連 連 看

知 識
加 油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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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禮成之殿~大成殿

孔子廟口整衣冠
 
誠心敬禮大成殿
�� � 
新科狀元上御路
� 
六佾祭祀懷莊嚴

先師牌位佇殿內

古匾歷歷氣度展

最古老的匾

最年輕的匾

khóng  tsú    biō   kháu  tsíng    i    kuan

sing   sim   kìng    lé      tāi    sîng   tiān

sin   kho  tsiōng  guân  siōng  gū   lōo

lio̍k     i̍k     tsè      sū   huâi  tsong  giâm

sian   su     pâi      uī      tī     tiān     luē

kóo   pián    li̍k     li̍k    khì    tōo    tián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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鴟鴞： 鴟鴞，俗稱老鷹。亦作鴟梟，就是貓頭鷹。本為

凶惡之鳥，但因受孔子感化而馴良，後人因紀念

此事而將原有一般廟宇中常見之仙人走獸代之以

鴟梟。

木鐸： 四角落的屋簷下，各懸有一個鐘鐸，此乃取古籍上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之義，意謂其可振文警世。

御路： 露台正面有「御路」，稱之為「螭陛」。平時不

准平常人行走，只有新科狀元與皇帝祭孔時才可

以行之。

散水螭首： 鰲頭，取獨佔鰲頭之意。下雨時四個角落的

螭首，有排水的作用。

雙龍拜(護)塔： 有象徵辟邪或祈福之意，因龍能注雨防

止火災。(龍能降水，有助農業發展：又

能治火，可防火災。

通天筒： 以陶土製成，高約5尺，傳說為紀念逃避秦始

皇焚書之禍，特製的藏經筒。

六佾舞： 36人，一般佾舞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左手

就是有長毛之物，右手則是似紅管之物)，在

跳六佾舞的過程中，這二個所比的任何動作，

均是代表對孔子的讚頌之意，在舞佾的過程

中，籥與翟動作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

籥，永遠都是直放動作，而翟則是橫放動作。

名匾： 康熙「萬世師表」、雍正「生民未有」、乾隆

「與天地參」、嘉慶「聖集大成」、道光「聖

協時中」、咸豐「德齊幬載」、同治「聖神天

縱」、光緒「斯文在茲」、蔣中正「有教無

類」、嚴家淦「萬世師表」、蔣經國「道貫古

今」、李登輝「德配天地」，陳水扁「中和位

育」  馬英九「聖德化育」。

知識加 油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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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有許多有著特別意涵的建築構件，請小朋友將正確名稱

填入（    ）中。

（　　　　）

（　　　　）

（　　　　）

（　　　　）

（　　　　）

（　　　　）

（　　　　）

（　　　　）

台南孔子廟春季、秋季釋奠典禮中的六佾舞表演，由台南市忠
義國小的小朋友擔任。

請指出小朋友手中的「籥」與「翟」的位置。

動 手 做 看 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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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先聖先儒與供奉牌位地點連起來。

蔣毓英
名宦祠

鄉賢祠

節孝祠

孝子祠

崇聖祠

叔梁紇

侯瑞珍 施  琅

孔  鯉 陳  璸

五、聖賢之祠~四祠以及崇聖祠

名宦鄉賢祀蔣璸
 
台南文化有貢獻
�� � 
敬立神位奉節孝
� 
教人貞節有孝道

殿後崇聖敬孔門

化育世人循楷模

名宦、鄉賢： 奉祀蔣毓英、陳璸等12位對台南當地歷史文化發展有貢

獻的官員。

節孝、孝子祠： 日治時，將本地節孝祠、烈女祠中的神位移奉至此。

崇聖：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紇，並祀孔子五代。

bîng  huān  hiong hiân    sū   tsiúnn pin

tâi     lâm   bûn  huà     iú    kòng  hiàn

king    li̍p    sîn     uī   hōng  tsiat   hàu

kàu   jîn    tsing  tsiat     iú    hàu    tō

tiān   hiō   tsông  sìng  kìng  khóng bûn

huà    io̍k    sè      jîn    sûn   khái   bôo

動 手 做 看 覓

知識加 油 站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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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社之苑~原台南神社事務所

忠義小小解說員～唸　歌　詩

神苑古為休憩所
 
社區里民共緬懷
�� � 
事遷人非展新觀
� 
務逐潮流融科技

所承傳續圖書緣

sîn    uán   kóo     uî     hiu   khè    sóo

siā    khu     lí     bîn  kiōng  bián  huâi

sū   tshian  jîn    hui    tián   sin   kuan

bū    tio̍k    tiâu    liû   iông   kho    ki

sóo  sîng  thuân  sio̍k  tôo     su     iân

台南市定古蹟原台南神社事務所位於忠義國小校園內，

原屬臺南神社神苑內建築，日昭和11年(1936)建立，約與原

臺南武德殿同時興建，據考可能為當時的「神苑休憩所」。因

建築典雅又具時空背景意義，忠義國小於民國八十八年老舊危

險校舍配合孔廟文化園區整體改建規劃時，未將拆除而特予保

留，民國九十三年三月臺南市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民國

九十九年一月十五日修復完成後，作為臺南市忠義國小師生圖

書館使用，文化資產得獲再生與傳承。

知 識 加 油 站

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閩南語版         客家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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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小小解說員～來 尋 寶

小夫子：「這是……神社事務所的……」

小凡人：「屋頂啦！」

小夫子：「哦～聽說它有一個偉大的建築名稱……」

小凡人： 「早就聽說啦！不就是那什麼…『水～母～式』屋頂

嘛！」

小夫子： 「啥咪？！？！不是吧！那你說說看它是採取哪一國的

建築呢？」

小凡人： 「當然是『中國』啦！我們不採取老祖宗的智慧，難道

還要崇洋媚外嗎？」

小夫子： 「啥咪？！？！是嗎？阿～算了算了，我們還是一起到

現場探查一下吧！

13



神社事務所原本是臺南神社神苑

內建築，日昭和（　　　）年(1936)

建立，約與武德殿同時興建，可能為當

時的「　　　　　　　　」。因建築典

雅又具時空背景意義，忠義國小於民國

（　　）年改建規劃時特別保留下來，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臺南市政府公告為

「　　　      　　」。

沿著飛簷而上很特別的是「日本

（　　　　）式」屋頂，以（　　　）

取代木材改建而成。

請聰明的小朋友們，依據下列提示，一同完成解說時

的文字稿吧！

忠義小小解說員～解說趣

請聰明的小朋友們，依據下列提示，一同完成解說時

14



第二單元 動手做看覓

小朋友！要開始解說之前，解說板的設計很重要，這可是攸

關一場解說服務成敗的重要關鍵。

解說板的正面設計主題要明確清楚，照片要呈現具體表達的

內容，設計簡單大方。以下為解說板正面範例：

15



解說板背面的說明文字內容要先衡量解說的時

間再決定內容多寡，內容只當解說服務的提示，切

忌長篇大論，在重點部分可做上記號提醒自己，並

且準備幾則相關的小故事或笑話，化解與聽者間的

隔閡。以下有三個原則在解說時要特別注意：

一、條理： 因為解說是屬於知識性的表達，所以內容千萬要正確

有條理。

二、互動： 解說服務並不只是解說員的個人表演而已，而是要與

參觀者有一定程度的互動，可以藉著問題目的方式改

進。

三、幽默： 解說者的說明要能引起參觀者的共鳴，最重要就是能

夠有幽默感，解此化解彼此的陌生感覺。

小朋友如果你已經可以掌握以上製作解說板的原則，那麼請

你在下面試著書寫一段解說板的內容。

解說景點：                       預估時間：

解說內容：

趣味小故事：

解說板背面的說明文字內容要先衡量解說的時

忌長篇大論，在重點部分可做上記號提醒自己，並

16



說話速度與清晰度

第三單元 忠義解說員

小朋友！要當一個上青的解說員，除了前一單元的準備工作

外，臨場解說的流利口語及反應也很重要，下面有幾項工具可以

幫助你訓練，請你將相關的連起來。

收音機 他山之石觀摩模仿

鏡 子 實地演練

家人朋友

陌生遊客 訓練膽量

資 深

解說員
解說的姿勢與表情

17



第四單元 認證成達人

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遠近馳名，所以通過認證標準是非常嚴

格的哦！筆試85分以上，方能參加口試；口試亦達85分之標準，

方能認證成為小小解說員。通過認證之小小解說員於學生朝會時

公開表揚，並頒發導覽證及導覽證書，就成為一個解說達人哦！

口試練習 口試練習

口試檢測

頒證典禮

口試檢測

頒發導覽證書及導覽證

口試練習 口試練習

18



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口試評分標準

檢視一下自己準備好了嗎？

壹、評分項目內容
一、自我介紹

二、由參試者決定解說景點。

貳、評分項目比重分配

一、發音清析度、語調流暢及穩定度　　　　　　　　

（咬字清晰、音量大小、語調抑揚頓挫、音調是否自然等）

二、解說內容

（內容正確度、資料彙整是否齊全等）

三、台風及服裝儀容　　　　　　　　　　　　　　　

（服裝是否平整、表情是否僵硬、頭髮是否整齊、鞋子是否乾淨等）

四、解說表達能力及輔助器材之運用　　　　　　　　

（肢體動作呈現、輔助器材幫助解說、注意觀眾表情及互動情形等）

參、時間：五分鐘

２５％

３０％

２０％

２５％

檢視一下自己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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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服務上智慧

恭喜你成為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記得解說員的最高目標是

什麼嗎？就是要「服務」。唯有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導覽服務，不

僅可以增進自己解說的功力，又能嘉惠受導覽的對象：1.本校的

學弟妹，2.外校的同學，3.外賓參訪，4.一般民眾等。

「大手攜小手」為一年級新生導

覽解說

為社區民眾導覽解說服務

「大手攜小手」為一年級新生導

覽解說

為八八水災災區學生導覽解說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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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國小小小解說員

導覽解說服務證明

附件:

日　　期 時　　間 審核時數者 累 計 時 數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小時

耶！你
好棒！

服務為
快樂之

泉源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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