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  本土語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真平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19 )節 

課程目標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親屬稱謂，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3.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習的句型，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4.能正確而且主動的使用閩南語介紹自己的家人的稱謂。 

5.能正確說出生活中常見的禮貌用語，並學會替換語詞、加長語句。 

6.能了解禮貌用語的適用情境，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7.能學習待人接物的基本禮儀，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8.能正確說出生活中常見文具的閩南語名稱，並進行語詞運用。 

9.能以正確的閩南語文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達到和別人溝通的目的。 

10.能養成主動維護環境整潔、愛物惜物的好習慣。 

1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日常生活中常見動物的名稱。 

1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並主動和人以閩南語文溝通。 

13.能懂得欣賞課文裡各種動物的閩南語名稱，並養成愛護動物的習慣。 

14.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一~十這些數字，並正確了解其代表的數量意義。 

15.能正確書寫漢字數字一~十。 

16.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數字意義，並正確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7.能使用閩南語和同學共同討論解決問題，並樂於共同完成任務。 

18.能使用閩南語正確念唱傳統念謠〈一放雞〉，並了解念謠的內容及意義。 

19.能正確說出數字的閩南語說法，並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20.能聽辨數字一~十的白話音和文讀音的差異，並正確念誦。 

21.能拋接沙包，並做出拍胸、拍手、摸鼻、拉耳等動作，並從遊戲得到學習的樂趣。 

22.能邊念邊玩並與他人合作進行競賽，並養成競賽時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23.能了解〈舊曆過年〉的內容意義，並懂得珍惜有意義的民俗活動。 

24.能正確使用閩南語念唱〈舊曆過年〉，並做念謠律動，激發喜愛閩南語念謠的學習興趣。 

25.能認識農曆過年的傳統習俗，並和家人一起分享年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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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能聽懂並會正確使用閩南語與人分享臺灣本土的過年傳說「沉地」。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閩-E-A2 

具備使用閩南語文進行思考的能力，並用之於日常生活中，以有效處理相關問題。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並能從事表達、溝通，以運用於家庭、學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溝通能力，珍愛自己、尊重別人，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

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9/1~9/4 

一、美麗的世界 1.

蟲的世界 0 
     

第二週 

9/5~9/11 

一、美麗的世界 1.

蟲的世界 

1 1.能聽懂且說出生活中

常見的昆蟲用語，並學

會運用。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

習的句型，並熟悉課文

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作業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

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第三週 

9/12~9/18 

一、美麗的世界 1.

蟲的世界 
1 從課程的學習，培養細

心觀察生活、大自然，

及維護環境的好習慣。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作業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

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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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9/19~9/25 

一、美麗的世界 2.

玉蘭花 
0      

第五週 

9/26~10/2 

一、美麗的世界 2.

玉蘭花 
1 1.能正確朗讀課文並認

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聽懂且說出生活中

常見的植物用語，並學

會造句與運用。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作業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

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第六週 

10/3~10/9 

一、美麗的世界 2.

玉蘭花 
1 從課程學習觀察植物，

及建立愛護植物、親近

植物的觀念。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作業評量 

聽力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

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第七週 

10/10~10/16 

一、美麗的世界 2.

玉蘭花 
1 能複習「美麗的世界」

單元中常見昆蟲與植物

名稱，並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遊戲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

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 

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第八週 

10/17~10/23 

二、歡迎來阮兜 3.

狗蟻 in兜 
1 能正確朗讀課文並認讀

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表演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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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3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課文。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情感。  

第九週 

10/24~10/30 

二、歡迎來阮兜 3.

狗蟻 in兜 
1 1.能聽懂且說出家中常

見的隔間用語，並學會

造句與運用。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

習的句型，並熟悉課文

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作業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第十週 

10/31~11/6 

二、歡迎來阮兜 3.

狗蟻 in兜 
1 從課程的學習，能培養

關心家裡與家人的良好

觀念。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實作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第十一週 

11/7~11/13 

二、歡迎來阮兜 4.

露螺 
1 能正確朗讀課文並認讀

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表演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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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3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課文。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第十二週 

11/14~11/20 

二、歡迎來阮兜 4.

露螺 
1 1.能聽懂且說出家中常

見的陳設、家具用語，

並學會造句與運用。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

習的句型，並熟悉課文

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態度評量 

作業評量 

上台發表(每位

學生朗讀課文)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第十三週 

11/21~11/27 

二、歡迎來阮兜 4.

露螺 
1 能從課程增加語詞能

力，進而使用較完整的

句子，介紹自己的家中

生活。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遊戲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第十四週 

11/28~12/4 

二、歡迎來阮兜 4.

露螺 
1 能複習「歡迎來阮兜」

單元中家中隔間與屋裡

的物品用語，並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實作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遊戲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

庭成員的關心與

情感。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第十五週 

12/5~12/11 

三、我的心情 5.歡

喜的代誌 
1 讓學生從生活化的內

容，輕鬆學習課文，藉

此提高學習興趣，以增

進閩南語的聽說能力。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3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課文。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遊戲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第十六週 

12/12~12/18 

三、我的心情 5.歡

喜的代誌 
1 1.了解基本情緒用語的

涵義與閩南語講法。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

習的句型，並熟悉課文

語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態度評量 

遊戲評量 

作業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第十七週 

12/19~12/25 

三、我的心情 5.歡

喜的代誌 
1 能養成以閩南語與人分

享、討論的習慣。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表演評量 

聽力評量 

遊戲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緒與需求。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第十八週 

12/26~1/1 

三、我的心情 5.歡

喜的代誌 
1 能複習「我的心情」單

元所學的語詞與句型，

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b-Ⅰ-1家庭生活。 

Bb-Ⅰ-2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實作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表演評量 

上台發表(每位

學生吟唱課文歌

曲)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第十九週 

1/2~1/8 

來唱囡仔歌──蠓

仔 
1 1.能正確念讀課文並可

認念課文中的閩南語字

詞。 

2.能運用句型「（人／

物）佇（佗位）的邊

仔」的句型，進行加長

語句的練習。 

3.透過課程活動，促進

學生的團隊合作，並將

閩南語文應用於日常溝

通互動之中。 

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

掌握重點。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3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課文。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3-Ⅰ-1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

短文的興趣。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Ac-Ⅰ-1兒歌念謠。 

Bb-Ⅰ-2學校生活。 
◎
Bf-Ⅰ-1 表演藝術。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第二十週 

1/9~1/15 

來聽囡仔古──水

仙花的由來 
1 1.能理解本課繪本故事

的內容，並能以自己的

話使用閩南語說出故

事。 

2.能在老師的引導下進

行閱讀理解的練習。 

3.能在課堂上使用閩南

語文和老師、同學進行

問答或討論。 

1-Ⅰ-3能聽懂所學的閩南語文課文主

題、內容並掌握重點。 

1-Ⅰ-4能從聆聽中建立主動學習閩南語

的興趣與習慣。 

2-Ⅰ-2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

緒與需求。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
Ac-Ⅰ-2 生活故事 

◎
Bf-Ⅰ-2 藝術欣賞。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第二十一週 

1/16~1/21 

咱來認捌字 1 能學會與意思接近與意

思相反的字詞。 

1-Ⅰ-1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語音差

異。 

2-Ⅰ-4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4-Ⅰ-1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Aa-Ⅰ-1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19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  年級  本土語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真平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19 )節 

課程目標 

1.能使用閩南語念讀課文，提高閩南語的口語能力。 

2.能辨識生活中常見的蔬菜語詞，擴充閩南語語詞的詞彙量。 

3.能辨認閩南語常見的漢字寫法，增進語言使用能力。 

4.能運用句型「（啥物人）＋上佮意＋食（啥物菜蔬）。」做語句加長，強化閩南語應用能力。 

5.透過課程活動促進學生團隊合作，並將閩南語文應用於日常溝通互動之中。 

6.能辨識生活中常見的餐具語詞，擴充閩南語詞的詞彙量。 

7.能運用句型「（啥物人）＋用（啥物餐具）＋（做啥物代誌）。」做語句加長，強化閩南語應用能力。 

8.能用閩南語描述各類餐具的功能，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9.能辨識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現象語詞，擴充閩南語詞的詞彙量。 

10.能運用句型「（啥物人）＋有看著＋天頂的（自然現象）。」做語句加長，強化閩南語應用能力。 

11.能用閩南語描述課文所列的自然現象特色，並主動應用於日常對話中。 

12.能辨識生活中常見的天氣語詞，擴充閩南語詞的詞彙量。 

13.能運用句型「（啥物人）＋講＋今仔日是（啥物天氣）。」做語句加長，強化閩南語應用能力。 

14.能運用閩南語描述課文所列的天氣現象，並主動應用於日常對話中。 

15.能辨識生活中常見的交通工具語詞，擴充閩南語詞的詞彙量。 

16能運用句型「（啥物人）＋坐（啥物交通工具）＋去（佗位）。」做語句加長，強化閩南語應用能力。 

17.能以閩南語說出常見交通工具語詞及其特色，並且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18.能學會與意思接近與意思相反的字詞。 

19.能夠孰悉本學期所學的語詞與句型，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閩-E-A2 

具備使用閩南語文進行思考的能力，並用之於日常生活中，以有效處理相關問題。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並能從事表達、溝通，以運用於家庭、學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溝通能力，珍愛自己、尊重別人，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

務 

(評量方

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2/11~2/12 
一、禮貌的囡仔 1.心

肝仔囝 

0      

第二週 

2/14~2/19 

一、禮貌的囡仔 1.心

肝仔囝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親屬稱謂，

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習的句型，並

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3.能正確而且主動的使用閩南語介紹

自己的家人的稱謂。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a-Ⅰ-2 親屬稱謂。 

Bb-Ⅰ-1 家庭生活。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態度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

不同角色，並反思

個人在家庭中扮演

的角色。 

 

第三週 

2/20~2/26 

一、禮貌的囡仔 1.心

肝仔囝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親屬稱謂，

並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2.能正確運用課程所學習的句型，並

主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3.能正確而且主動的使用閩南語介紹

自己的家人的稱謂。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Aa-Ⅰ-1 文字認讀。 
◎
Ab-Ⅰ-1 語詞運用。 

◎
Ab-Ⅰ-2 句型運用。 

Ba-Ⅰ-2 親屬稱謂。 

Bb-Ⅰ-1 家庭生活。 
◎
Bg-Ⅰ-2 口語表達。 

作業評量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態度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

不同角色，並反思

個人在家庭中扮演

的角色。 

 

第四週 

2/27~3/5 
一、禮貌的囡仔 2. 

來去讀冊 

1 1.能正確朗誦閩南語課文並認讀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說出活中常見的禮貌用語，

並學會替換語詞、加長語句。 

3.能了解禮貌用語的適用情境，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能學習待人接物的基本禮儀，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Aa-Ⅰ-1 文字認讀。 

Bb-Ⅰ-2 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第五週 

3/6~3/12 

一、禮貌的囡仔 2. 

來去讀冊 

1 1.能正確朗誦閩南語課文並認讀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說出活中常見的禮貌用語，

並學會替換語詞、加長語句。 

3.能了解禮貌用語的適用情境，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能學習待人接物的基本禮儀，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
Ab-Ⅰ-1 語詞運用。 

Bb-Ⅰ-2 學校生活。 
◎
Bg-Ⅰ-1 生活應對。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聽力評量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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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2-Ⅰ-1 能用閩南語簡單表

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節。 

第六週 

3/13~3/19 

一、禮貌的囡仔 2. 

來去讀冊 

1 1.能正確朗誦閩南語課文並認讀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說出活中常見的禮貌用語，

並學會替換語詞、加長語句。 

3.能了解禮貌用語的適用情境，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能學習待人接物的基本禮儀，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2-Ⅰ-1 能用閩南語簡單表

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節。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態度評量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第七週 

3/20~3/26 

一、禮貌的囡仔 2. 

來去讀冊 

1 1.能正確朗誦閩南語課文並認讀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說出活中常見的禮貌用語，

並學會替換語詞、加長語句。 

3.能了解禮貌用語的適用情境，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能學習待人接物的基本禮儀，並主

動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1 能用閩南語簡單表

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節。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b-Ⅰ-1 語詞運用。 

Ba-Ⅰ-2 親屬稱謂。 
◎
Bg-Ⅰ-2 口語表達。 

聽力評量 

口語評量 

遊戲評量 

態度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

慣與德行。 

品 E2 自尊尊人與

自愛愛人。 

第八週 

3/27~4/2 
二、我的鉛筆盒仔 3.

鉛筆 

1 1.能正確朗讀閩南語課文並認讀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以正確的閩南語文來表達自己的

想法，並達到和別人溝通的目的。 

3.能養成主動維護環境整潔、愛物惜

物的好習慣。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Aa-Ⅰ-1 文字認讀。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表演評量 

遊戲評量 

態度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

慣與德行。 

第九週 

4/3~4/9 
二、我的鉛筆盒仔 3.

鉛筆 

0      

第十週 

4/10~4/16 
二、我的鉛筆盒仔 3.

鉛筆 

1 1.能正確朗讀閩南語課文並認識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說出生活中常見文具的閩南

語名稱，並進行語詞運用。 

3.能以正確的閩南語文來表達自己的

想法，並達到和別人溝通的目的。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Bg-Ⅰ-2 口語表達。 作業評量 

口語評量 

遊戲評量 

聽力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

慣與德行。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4.能養成主動維護環境整潔、愛物惜

物的好習慣。 

第十一週 

4/17~4/23 
二、我的鉛筆盒仔 3.

鉛筆 

1 1.能正確朗讀閩南語課文並認識課文

中的重要語詞。 

2.能以正確的閩南語文來表達自己的

想法，並達到和別人溝通的目的。 

3.能養成主動維護環境整潔、愛物惜

物的好習慣。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1 能用閩南語簡單表

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節。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b-Ⅰ-1 語詞運用。 

Bb-Ⅰ-2 學校生活。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上台發表

(每位學生

朗讀課文) 

家庭教育 

家 E1 了解家庭的

意義與功能。 

家 E3 察覺家庭中

不同角色，並反思

個人在家庭中扮演

的角色。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

自愛愛人。 

第十二週 

4/24~4/30 
三、古錐的動物 4.鳥

仔 

1 1.能正確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認

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日常生活中

常見動物的名稱。 

3.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並主

動和人以閩南語文溝通。 

4.能懂得欣賞課文裡各種動物的閩南

語名稱，並養成愛護動物的習慣。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Aa-Ⅰ-1 文字認讀。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表演評量 

遊戲評量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

命的美與價值，關

懷動、植物的生

命。 

 

第十三週 

5/1~5/7 
三、古錐的動物 4.鳥

仔 

1 1.能正確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認

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日常生活中

常見動物的名稱。 

3.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並主

動和人以閩南語文溝通。 

4.能懂得欣賞課文裡各種動物的閩南

語名稱，並養成愛護動物的習慣。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1 能用閩南語簡單表

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節。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b-Ⅰ-1 語詞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

命的美與價值，關

懷動、植物的生

命。 

 

第十四週 

5/8~5/14 
三、古錐的動物 4.鳥

仔 

1 1.能正確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認

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日常生活中

常見動物的名稱。 

3.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並主

動和人以閩南語文溝通。 

4.能懂得欣賞課文裡各種動物的閩南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
Ab-Ⅰ-1 語詞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作業評量 

口語評量 

遊戲評量 

聽力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

命的美與價值，關

懷動、植物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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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名稱，並養成愛護動物的習慣。 慣。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第十五週 

5/15~5/21 
三、古錐的動物 5.數

字歌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

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一∼十這些

數字，並正確了解其代表的數量意

義。 

3.能正確書寫漢字數字一∼十。 

4.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數字意

義，並正確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Aa-Ⅰ-1 文字認讀。 
◎
Bb-Ⅰ-3 數字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表演評量 

態度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

一般生活情境中，

懂得運用本文習得

的知識解決問題。 

第十六週 

5/22~5/28 
三、古錐的動物 5.數

字歌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一∼十這些

數字，並正確了解其代表的數量意

義。 

2.能正確書寫漢字數字一∼十。 

3.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數字意

義，並正確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4-Ⅰ-1 能認識閩南語文的

文字書寫。 

◎
Ab-Ⅰ-1 語詞運用。 

◎
Bb-Ⅰ-3 數字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書寫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

一般生活情境中，

懂得運用本文習得

的知識解決問題。 

第十七週 

5/29~6/4 
三、古錐的動物 5.數

字歌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

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一∼十這些

數字，並正確了解其代表的數量意

義。 

3.能正確書寫漢字數字一∼十。 

4.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數字意

義，並正確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5.能使用閩南語和同學共同討論解決

問題，並樂於共同完成任務。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b-Ⅰ-1 語詞運用。 

◎
Bb-Ⅰ-3 數字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作業評量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

一般生活情境中，

懂得運用本文習得

的知識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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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6/5~6/11 
三、古錐的動物 5.數

字歌 

1 1.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朗誦課文，並能

認讀課文中的重要語詞。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說出一∼十這些

數字，並正確了解其代表的數量意

義。 

3.能正確書寫漢字數字一∼十。 

4.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文來表達數字意

義，並正確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5.能使用閩南語和同學共同討論解決

問題，並樂於共同完成任務。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4-Ⅰ-1 能認識閩南語文的

文字書寫。 

◎
Bb-Ⅰ-3 數字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書寫評量 

聽力評量 

實作評量 

上台發表

(每位學生

吟唱課文

歌曲)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

一般生活情境中，

懂得運用本文習得

的知識解決問題。 

第十九週 

6/12~6/18 
傳統念謠～一放雞 

1 1.能使用閩南語正確念唱傳統念謠

〈一放雞〉，並了解念謠的內容及意

義。 

2.能正確說出數字的閩南語說法，並

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3.能聽辨數字一∼十的白話音和文讀

音的差異，並正確念誦。 

4.能拋接沙包，並做出拍胸、拍手、

摸鼻、拉耳等動作，並從遊戲得到學

習的樂趣。 

5.能邊念邊玩並與他人合作進行競

賽，並養成競賽時勝不驕敗不餒的精

神。 

1-Ⅰ-1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

字詞的語音差異。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Aa-Ⅰ-1 文字認讀。 

Ac-Ⅰ-1 兒歌念謠。 
◎
Bb-Ⅰ-3 數字運用。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表演評量 

態度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4 喜歡與他人

討論、分享自己閱

讀的文本。 

第二十週 

6/19~6/25 
歡喜來過節～農曆過

年 

1 1.能了解〈舊曆過年〉的內容意義，

並懂得珍惜有意義的民俗活動。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念唱〈舊曆過

年〉，並做念謠律動，激發喜愛閩南

語念謠的學習興趣。 

3.能認識農曆過年的傳統習俗，並和

家人一起分享年節的樂趣。 

4.能聽懂並會正確使用閩南語與人分

享臺灣本土的過年傳說「沉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

Aa-Ⅰ-1 文字認讀。 
◎
Ac-Ⅰ-2 生活故事。 

Bb-Ⅰ-1 家庭生活。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表演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

文化特質。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

趣。 

第二十一週 

6/26~6/30 
歡喜來過節～農曆過

年 

1 1.能了解〈舊曆過年〉的內容意義，

並懂得珍惜有意義的民俗活動。 

2.能正確使用閩南語念唱〈舊曆過

年〉，並做念謠律動，激發喜愛閩南

語念謠的學習興趣。 

3.能認識農曆過年的傳統習俗，並和

家人一起分享年節的樂趣。 

4.能聽懂並會正確使用閩南語與人分

享臺灣本土的過年傳說「沉地」。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

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1-Ⅰ-3 能聽懂所學的閩南

語文課文主題、內容並掌

握重點。 

1-Ⅰ-4 能從聆聽中建立主

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

慣。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

閩南語課文。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

與他人互動。 

◎
Ac-Ⅰ-2 生活故事。 

Bb-Ⅰ-1 家庭生活。 
◎
Bg-Ⅰ-2 口語表達。 

口語評量 

聽力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

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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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