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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台灣-愛鄉愛土」教學活動教材設計 

壹、單元名稱 

島嶼之南：再唱一段思想起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抱著一支老月琴，三兩聲不成調。老歌手琴音猶在，獨不見恆春的傳

奇……」這首「思想起」，是我孩提時代耳熟能詳的歌曲。這首歌謠，見證了落

山風在恆春半島的特殊地位，也回應了傳統文化的悵然若失。電影「海角七號」

的成功，喚起孩子對恆春半島以及本土語言的好奇，這成了本次教學的契機－我

是否能活用紅透半邊天的電影配樂，引導孩子進一步去認識臺灣這座美麗之島？ 

在規劃課程的時候，我四處蒐集臺灣風景名勝的資料，希望能帶給學生不一

樣的教學。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八八水災發生，難得的好風景被土石流吞噬。

懷著不捨，我決定透過網路上的衛星影像，讓孩子看一看這些景點的過去和現

在，思考人類一時的行為，對自然生態的衝擊有多大。 

當面對自然與經濟環境的衝擊時，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學會堅強。豬肉沒有

經過爆香，就不會出油；人沒有經過磨練，就不會成功。有許多本土產業，在遭

遇挫折後，仍能愈挫愈勇，仍能再創佳績。希望藉著這些產業成功的故事，鼓舞

我的學生，讓他們，在畢業後的磨練中，能夠以成熟樂觀的心態去面對，能夠克

服困難阻礙，能夠成功，能夠出頭天，能夠出油！ 

（二）單元目標 

1. 能認識恆春的自然與人文特色。 

2. 能說出臺灣主要風景名勝的閩南語讀法。 

3. 能從童詩、歌謠、俗諺及短片中，模仿說話的語料， 

4. 能體認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所造成的衝擊。 

5. 能主動利用網路地圖來輔助學習。 

6. 能就臺灣的經濟產業現況，提出可行的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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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指標（參照 97課綱及臺北市階段具體目標） 

教學主題 分段能力指標 臺北市階段 

具體目標 

多元智慧 

島嶼之南 

【本土語言：閩南語】 

1-3-7能運用科技與資訊媒

材增進聽辨能力。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

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4-3-2能養成閱讀閩南語詩

文的能力，並領略其意境與

美感。 

4-3-5能透過閩南語閱讀以

瞭解本土及多元文化。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

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

的不同特色。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

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

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藝術與人文】 

3-3-1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

訊，並養成習慣。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

源。 

1-3- C 能聽懂老師用閩

南語上課，並能與老師

互動無礙。 

1-5- C 能聽懂學校及家

庭的慣用生活語言。 

1-6- C 能主動探索及聽

聞有關的事物。 

2-13- C能從傳播媒體和

課外讀物中，模仿說話

的語料。 

4-2- C 能閱讀二篇以上

的七言絕句或童詩。 

語文 

視覺空間 

音樂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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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

色，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

文歷史。  

再唱一段 

思想起 

【本土語言：閩南語】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

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4-3-5能透過閩南語閱讀以

瞭解本土及多元文化。 

【社會】 

4-3-3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

種藝術形式。 

【藝術與人文】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

源。 

1-3- C 能聽懂老師用閩

南語上課，並能與老師

互動無礙。 

1-5- C 能聽懂學校及家

庭的慣用生活語言。 

1-6- C 能主動探索及聽

聞有關的事物。 

2-3- C 能學會閩南語中

的基本語音成分、並且

進行同儕學習，並指證

同儕的錯誤。 

語文 

視覺空間 

音樂節奏 

臺灣好

 

【本土語言：閩南語】 

1-3-7能運用科技與資訊媒

材增進聽辨能力。 

1-3-8能從聆聽中培養主動

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4-3-2能養成閱讀閩南語詩

文的能力，並領略其意境與

美感。 

1-1-C 能聽懂閩南語特

殊專有名詞的簡短語

如：俗諺、俚語等。 

1-3- C 能聽懂老師用閩

南語上課，並能與老師

互動無礙。 

1-5- C 能聽懂學校及家

語文 

自然觀察 

音樂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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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能透過閩南語閱讀以

瞭解本土及多元文化。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

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

的不同特色。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

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

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藝術與人文】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資訊教育】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

源。 

庭的慣用生活語言。 

1-6- C 能主動探索及聽

聞有關的事物。 

1-8- C分辨「万」音、

「π」音。 

2-3- C 能學會閩南語中

的基本語音成分、並且

進行同儕學習，並指證

同儕的錯誤。 

2-12- C 能主動向家人、

親友、師長學習閩南語

的生活口語詞彙與文章

用語。 

2-13- C能從傳播媒體和

課外讀物中，模仿說話

的語料 

4-1- C 能辨別、認讀較

特殊字詞之漢字 

4-2- C 能閱讀二篇以上

的七言絕句或童詩 

遺失的 

美好 

【本土語言：閩南語】 

1-3-6能從閩南語聽辨中關

心生活中的重要議題。 

【社會】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

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

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10舉例說明地方或區

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

1-6- C 能主動探索及聽

聞有關的事物。 

1-7- C 能精確聽懂廣

播、電視節目的內容。 

5-1- C 能將閩南語課文

改編成國語 

語文 

自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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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

法。 

【資訊教育】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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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能藉由各種媒介探究

國內外環境問題，並歸納其

發生的可能原因。 

【海洋教育】 

5-3-7探討河流或海洋生態

保育與生活的關係。 

再現島嶼

的傳奇 

【社會】 

4-3-3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

種藝術形式。 

7-3-4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

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

特色。 

【藝術與人文】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

演活動。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1-6- C 能主動探索及聽

聞有關的事物。 

2-13- C能從傳播媒體和

課外讀物中，模仿說話

的語料。 

語文 

肢體動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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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資訊教育】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

源。 

（四）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學生。 

（五）教學節數(含總節數與節次分配) 

共五節。 

節次分配 教學重點 

第一節 

1. 欣賞地理童謠 

2. 認識恆春風光 

3. 認識恆春民謠「思想起」 

第二節至第三節 

1. 美讀課文「臺灣好 」 

2. 用閩南語說出臺灣的風景名勝 

3. 習講俗諺 

第四節 
1. 體認生態保育的重要 

2. 讀圖能力 

第五節 
1. 提出可行策略 

2. 聆聽本土產業成功經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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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幅相連， 

以蝙蝠弧形的雙翼， 

連出鮮活的學習意象。 

從傳統的油紙傘， 

到五○年代後常見的現代傘， 

傘， 

就這樣豁然地， 

開放， 

從傳統到現在， 

在東方和西方。 

一傘在握，開闔自如： 

闔則為竿為杖；開則為花為亭， 

亭中藏著我們對傳承的期待。 

（八）補充教材 

1. 國小閩南語第十一冊（2009）。臺北縣：康軒。 

2. 林心智（2003）。臺灣地理童謠。臺南市：真平企業。 

（六）課程架構：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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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rMap你的地圖網(http://www.urmap.com/) 

叁、教學過程 

教學流程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壹、準備活動 

一、國境之南 

1. 童謠欣賞：「屏東縣」(林心智作) 

屏東佇台灣上南邊， 

恆春民謠真流行， 

鵝鸞鼻有好風景， 

上蓋出名是墾丁。 

2. 在欣賞MTV 前，提醒學生注意影片中的背景

－恆春墾丁。 

3. 教師進入YouTube網站，輸入關鍵字「海角 國

境之南」，點選出現的第二段 MTV。(網友結

合「海角七號」的插曲及精彩片段製作成的短

片，片長約三分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wwPA1Nu

54) 

 

10分鐘。 

6’ 

 

 

 

 

1’ 

 

3’ 

 

 

 

 

1. 電腦播

放設備 

2. YouTub

e網站。 

3. 地理童

謠 CD。 

貳、發展活動 

一、再唱一段思想起 

1. 教師以閩南語引導學生，從臺灣行政區域圖中

找出墾丁的位置： 

(1) 政府為了管理方便，將臺灣分為北部地區、中

部地區、南部地區佮東部地區。 

(2) 南部地區有：臺南、嘉義、高雄、屏東，形狀

 

30分鐘。 

6’ 

 

 

 

 

 

1. 臺灣行

政區域

圖。 

2. 「臺灣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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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隻雞腿。 

(3) 屏東縣佇臺灣的上南爿。 

(4) 墾丁佇屏東的海邊。 

2. 教師範讀課文(臺灣好 ，林垂立作)，學生

跟讀：墾丁風聲有海角七號，閣有出名的恆春

三寶。 

3. 教師介紹恆春三寶：瓊麻、洋蔥、西瓜。 

4. 學生以恆春三寶等語詞，進行演進語料練習： 

(1) 恆春三寶是瓊麻、洋蔥佮西瓜。 

(2) 瓊麻、洋蔥佮西瓜是恆春的三寶。 

(3) 瓊麻、洋蔥佮西瓜是足出名的恆春的三寶。 

(4) 屏東風聲有海角七號，閣有足出名的恆春三

寶：瓊麻、洋蔥佮西瓜。 

5. 學生習讀課文：墾丁風聲有海角七號，閣有出

名的恆春三寶，阮足想欲來去看有影無。 

6. 教師介紹恆春三怪：落山風、思想起、檳榔。 

(1) 檳榔：恆春盛產檳榔，從嚼檳榔習俗以及婚喪

喜慶禮物中，可看出檳榔在早期恆春人生活中

的地位。 

(2) 落山風：(指著臺灣地圖介紹)臺灣冬天吹東北

季風，東北季風在吹過多重山脈後，挾帶大量

風沙。若開車經過恆春當地公路，很容易被吹

得到處都是沙。 

(3) 思想起：六○年代，音樂家許常德等人到恆春

去蒐集當地的傳統民謠，發現一件很奇怪的

 

 

 

3’ 

 

 

2’ 

5’ 

 

 

 

 

 

2’ 

 

6’ 

 

 

 

 

 

 

 

 

 

課文海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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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當地人都會用很滄桑的曲調來唱一首歌，

這就是後來被收錄進小學課本的「思想起」(老

師小時候家喻戶曉的歌曲)。 

10. 教師示範「思想起」的唱法： 

(1) 坐在椅子上，左手捧著老師的包包(最好是圓筒

型的)，右手假裝撥弄著包包上的琴弦。唱前兩

句：抱著一支老月琴，三兩聲不成調。 

(2) 讓班上一名較活潑的學生幫老師抱著包包，老

師繼續做撥弄琴弦的動作，唱：老歌手，琴音

猶在，獨不見恆春的傳奇。 

(3) 老師說明：由於落山風是相當強勁的，在暢到

這句時，要起立，才唱得出漂亮的高音。 

(4) 教師示範：老歌手，琴音猶在，獨不見恆春的

傳奇。(站起來)落山風，向海洋(雙手網前伸)。

感傷，會消逝。(繼續假裝撥弄琴弦)繼續你的

休止符，再唱一段唐山謠(邊唱邊想「唐山過臺

灣，心肝結歸丸」的歷史，就可以唱出感情飽

滿的聲調)，再唱一段思想起(高音)。 

(第一節完) 

 

 

 

6’ 

二、臺灣好  

1. 教師指導學生唸出課文「臺灣好 」(強調文

章中的節奏感)： 

臺灣臺灣是寶島， 

有山有水好 。 

陽明山看淡水河， 

70分鐘。 

20’ 

 

 

 

 

1. 「臺

灣好

」

課文

海報。 

2.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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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抱龜山島。 

玉山懸懸接銀河， 

風景美麗人呵咾。 

墾丁風聲有海角七號， 

閣有出名的恆春三寶， 

阮足想欲來去看有影無。 

2. 文白異讀：「山」。 

(1) 白讀 suann：高山、山頂、山崙。 

(2) 文讀 san：陽明山、玉山、山珍海味。 

3. 在臺灣行政區域圖上指出陽明山、淡水河、太

平洋、龜山島等遞的位置，穿插圖解讓學生瞭

解課文中的擬人修辭。 

4. 歌曲教唱：(可到下列網址下載。

http://www.945enet.com.tw/Main/ElementarySch

ool.asp?BC=MN) 

5. 教師介紹臺灣知名的觀光景點的閩南語讀法： 

(1) 101大樓：目前全世界上懸的大樓，造型有「步

步高升」的意思。 

(2) 野柳：西班牙統治的時叫做「魔鬼海岬」，截

取其中語音 “ialo”而得名。野柳上出名的就是

女王頭。 

(3) 溪頭：南投溪頭上出名的就是竹仔。 

(4) 信義鄉：南投信義鄉上出名的特產是梅子，梅

子會當用來做酒。最近信義鄉賣彳各上好的就是

伊進前替電影「海角七號」研究發展出來的小

 

 

 

 

 

 

5’ 

 

 

5’ 

 

 

12’ 

 

 

18’ 

 

 

 

 

 

 

 

 

 

景點

圖卡。 

3. 臺灣

行政

區域

圖。 

4. 電腦

播放

設備。 

5. 網站

資

源：康

軒教

師網。 

6. 圓形

磁鐵

(在地

圖上

標示

各景

點的

位

置)。 

http://www.945enet.com.tw/Main/ElementarySchool.asp?BC=MN
http://www.945enet.com.tw/Main/ElementarySchool.asp?BC=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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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馬拉桑。(馬拉桑是阿美族語，意思是

「喝到醉茫茫」。不過，信義鄉的原住民大多

為布農族。) 

(5) 阿里山：阿里山小火車為了因應山路地形，呈

「之」字形上山，故有歇後語：阿里山火車－

碰壁。(百萬小學堂考過喔。) 

(6) 日月潭：日月潭的傳說。(可參考

http://www.wenwu.org.tw/bencandy.php?fid=10

&id=111)  

(7) 田尾：彰化田尾公路的花園是頂港有名聲、下

港有出名。 

(8) 西仔灣：中山大學就佇遐，風景美麗人人呵

咾。 

(9) 知本：臺灣知本的溫泉上出名。 

(10) 三仙臺：風聲講呂洞賓捌來過遐。 

6. 古早話介紹： 

(1) 基隆雨，新竹風：基隆多雨，新竹風大。(公

視「下課花路米」有介紹過喔。) 

(2) 臺灣無三日好光景：臺灣有很多行業，只要一

開始賺錢，就會有很多人一窩蜂跟進，所以每

一種賺錢的行業維持熱絡的時間都不長。以恆

春的瓊麻為例，風勢強勁多晴天的恆春，由於

氣候及土質適合瓊麻的種植，種出來的瓊麻堅

韌優良，曾外銷世界各地，瓊麻抽絲起高樓，

許多人因為種瓊麻而致富。然而，現今瓊麻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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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業已然沒落，瓊麻成了展示館裡的一景。 

(3) 龜山旋頭：龜山島轉頭，比喻不可能的事情。 

叁、綜合活動 

一、遺失的美好 

1. 課前下載 Google Earth，並找到 UrMap、

YouTube的網站。(操作方式詳見附錄) 

2. 猜謎語：寶島姑娘(臆一个字) 

(答：始。寶島是「台」灣，姑娘就是「女孩

子」。) 

3. 教師抽籤，被抽到座號的同學，全組都要用閩

南語唸出臺灣的風景名勝。(須連續唸對五個風

景名勝的名稱。) 

4. 教師補充野柳女王頭的成因，並說明女王頭由

於侵蝕作用，即將「斷頭」。 

5. 學生想想看，八八水災後，臺灣有哪些風景消

失了？ 

6. 學生利用 Google Earth，觀看小林村過去的衛

星影像。 

7. 教師呈現 UrMap上小林村水災過後的衛星影

像。 

8. 教師運用 Google Earth，搜尋「知本」。(若 Google 

Earth畫面跳至「日本知本」或「日本臺東」時，

只需要將運用滑鼠翻轉畫面上的地球，回到臺

灣的位置，再繼續搜尋即可。) 

9. 教師藉由知本過去的衛星影像，引導學生瞭

 

40分鐘。 

 

 

4’ 

 

 

11’ 

 

 

5’ 

 

5’ 

 

3’ 

 

3’ 

 

4’ 

 

 

 

2’ 

 

1. 觀光景

點圖

卡。 

2. 電腦播

放設

備。 

3. 網站資

源：

Google 

Earth。 

4. 網站資

源：

UrMap

。 

5. 網站資

源：

YouTu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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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知本過去由於風景秀麗，成為知名觀光景

點。業者沿河岸蓋了大量的溫泉旅館。 

10. 學生觀賞 YouTube上金帥飯店倒塌的畫面，使

其瞭解忽視生態保育的下場。 

(第四節完) 

 

 

3’ 

二、再現島嶼的傳奇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九二一大地震、金融海嘯

與八八水災，對臺灣經濟產業造成了嚴重的打

擊。臺灣產業想要重新站起來，可以透過哪些

方式？(改良產品、行銷本土品牌……) 

2. 小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寫在學習單上(附錄

四)： 

(1) 假如我有一千萬的資金來成立一間公司，我最

想經營一間什麼樣的公司？ 

(2) 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增加利潤？ 

3. 教師以臺灣產業成功的故事進行總結。 

(1) 霹靂布袋戲： 

    隨著科技的發展，傳統的事物很容易被遺

忘。然而，若能將現代的聲光效果融入傳統的

布袋戲，搭配流行的元素(如：棒球和漫畫)，

運用媒體的力量，布袋戲產業仍能在二十一世

紀掀起熱潮，演出新的精神和味道。(可運用

You Tube網站，線上欣賞古早的野臺布袋戲

以及現代的布袋戲影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ecIHBflqc

40分鐘。 

4’ 

 

 

 

16’ 

 

 

 

 

20’ 

1. 電腦

播放

設備。 

2. 網站

資

源：

YouTu

be。 

3. 學習

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ecIHBfl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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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埔里酒廠： 

    埔里酒廠從日據時代便開始專門生產進

貢天皇的酒，光復後，則生產國宴指定用酒－

紹興酒。埔里酒廠走過九十年輝煌的歷史，卻

不敵進口菸酒的開放與民眾消費習慣的改

變。埔里酒廠在這個時候，展現出堅強的韌

性，抱著「不轉型就等死」的信念，克服反對

的聲浪，轉型為觀光酒廠。 

    一開始，除了要訓練酒廠員工成為稱職的

解說員，還要主動拜託各旅行團順道到酒廠觀

光。 

    全力轉型的埔里酒廠，卻禍不單行，先後

遭逢九二一大地震與廠區火災，差一點就毀掉

了剛剛建立起來的觀光資源。 

    酒廠裡的員工，原本有機會轉調到其他的

酒廠，但大多數的員工都選擇繼續留在埔里酒

廠奮鬥。面對半毀的儲酒庫，埔里酒廠乾脆把

原本最佔空間的儲酒庫剷平，改為停車場和全

新的展售中心，好吸納更多的遊客。 

    在全體員工的努力下，埔里酒廠的觀光人

次在十年內成長了九倍。埔里酒廠利用埔里位

處臺灣地理中心，將埔里酒廠轉型為南投的觀

光資訊站。此外，酒廠還將原本只能拿來喝的

清酒，開發出洗臉、卸妝、按摩、SPA泡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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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藉著觀光和美容養生等創新的策略，全

體員工為酒廠注入了新生命。 

(3) 全國電子： 

    在家電量販店及資訊電子廣場林立之

際，老字號的全國電子曾一度黯然失色。後

來，全國電子發現自己的顧客群屬於「志明、

春嬌顧客層」，也就是年齡介於二十到五十之

間、收入不多的顧客。這些顧客的所得不高，

甚至背負一些貸款，但他們的共同點是－對家

人的愛。全國電子從顧客的立場出發，推出「足

感心的」行銷思維，講究貼心的服務(如：對

電腦門外漢的貼心解說)，讓每一個客戶都感

受到自己是重要的，點滴累積全國電子在顧客

心目中難以取代的地位，增加顧客再次購買的

意願，抓住每一位志明與春嬌。 

 (第五節完) 

肆、教學評量 

教學主題 教學評量 

島嶼之南 1. 專心欣賞地理童謠及 MTV。 

再唱一段思想起 1. 能從地圖上找出墾丁的位置。 

2. 能以閩南語完整的說出恆春三寶。 

臺灣好  1. 全班皆能正確唸出課文「臺灣好 」。 

2. 能以閩南語說出七個臺灣的風景名勝。 

3. 能正確唸出三句與臺灣有關的俗諺。 

4. 學生進行口試時，可由下列兩種方式中選擇一種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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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詳見附錄「閩南語口試說明」) 

(1) 唸唱課文「臺灣好 」。 

(2) 自行找一首老師沒教過的閩南語傳統歌謠，唱給全班

聽。選擇的曲目須符合下列條件： 

A. 65字以上歌詞。 

B. 內容與臺灣自然人文有關。 

遺失的美好 1. 全班運用網路資源，探討臺灣風景名勝遭受破壞的情

形。 

再現島嶼的傳奇 1. 各組能提出兩個以上振興臺灣產業的策略。 

2. 完成學習單(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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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省思 

 在這次的教學中，我融入了大量流行

文化與資訊科技的元素。根據邊界教育學的

說法，流行文化為學生頻繁出入的場域，若

能適時運用，循循善誘，相信學生有辦法跟

老師一起穿越時光的長廊，感受傳統文化正

流行的那個當下。 

    在教學過程中，我不停的想：「天線寶寶」和「海綿寶寶」，「七龍珠」和

「彎彎」，可以在一瞬間將孩子的精神振奮起來。孩子對於卡通、電影、流行歌

曲是那麼的著迷，不需要老師教便自動習得。我們的教科書，有沒有辦法變得跟

卡通一樣，令學生深深著迷？傳統的本土語言，有沒有辦法跟流行歌曲一樣，讓

孩子琅琅上口？卡通和漫畫可以，我相信教學也行！ 

課程進行時，發生兩樣很重要的插曲：H1N1 的流行與新加坡福建會館附

屬國小的參訪，寫就教學現場兩頁獨特的風景。當老師和學生全程都戴著口罩上

課，除了悶熱和不舒服，最難克服的是口語練習的教學，還有籠罩在教室裡的不

安。 

    在指導課文「臺灣好 」時，我的學生發燒了，摸完孩子滾燙的額頭，我

開始提醒學生戴口罩。在那個當下，老師和學生都是焦慮的，但老師不能表現出

來。要怎樣讓孩子冷靜下來？美國炭疽熱的例子是個很好的點，此外，還可以跟

孩子談談全球化與新流感的擴散。 

    感謝我的寶貝學生們，在最焦慮的時刻，忍受口罩帶給他們的不舒服，大聲

唸課文。感謝支持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在開學前四週，傾聽我的焦慮，陪我

一起想讓孩子冷靜下來的方法。因為有他們的支持，讓我的教學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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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會館附屬國小來跟大家一起

上閩南語！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首先，我

試著用英文請新加坡的學生，為我們在黑板

上畫出新加坡國旗，再用閩南語講解這面旗

幟所代表的意義。在教學中碰到的最大困難

是－新加坡學生聽不太懂閩南語，也不像臺灣學生具有臺灣地理的背景知識，難

以融入班上的學習。後來，我嘗試用圖像來進行臺灣名勝的教學－用圖畫搭配國

語、閩南語的說明，讓他們瞭解野柳女王頭的形成。我發現，以圖畫來進行臺灣

地景教學，可以跨越語言的隔閡，讓國外的朋友認是臺灣。 

在設計課程的時候，發生八八水災，我

們在新聞中看到飯店倒塌的畫面，看到村落被

夷為平地的景象。在感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

常在的時候，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體會，人類

一時的行為，有可能會造成地球的浩劫。然

而，在面對挫折的時刻，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擁有樂觀和智慧，而不是「愁堆解

笑眉，淚灑相思帶」。希望透過各式各樣企業經營成功的案例，教育我的學生，

讓他們學會樂觀與堅強。在教學活動結束後，從報導中得知知本溫泉又開始復

甦、再度站起來，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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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myblog.yahoo.com/jw!6ESGIQWFERlTaWTzmMToijWO/article?mid

=998 

【線上查詢】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wwPA1Nu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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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查詢】瓊麻－走入歷史的半島經濟作物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16583 

【線上查詢】UrMap你的地圖網 

http://www.urmap.com/ 

【線上查詢】古早布袋戲 黑白郎君 V.S.史艷文.藏鏡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E0qrw8cbA 

【線上查詢】素還真 V.S.魔化葉小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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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myblog.yahoo.com/jw!6ESGIQWFERlTaWTzmMToijWO/article?mid=998
http://tw.myblog.yahoo.com/jw!6ESGIQWFERlTaWTzmMToijWO/article?mid=99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wwPA1Nu54
http://www.945enet.com.tw/Main/ElementarySchool.asp?BC=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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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ecIHBflqc 

【線上查詢】You Tube史艷文與素還真大對決(7-11形象廣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VfOH8y5knk 

【線上查詢】Palm Culture 掌中文化 

http://culture.pili.com.tw/hero/manage/manage001_p2.php 

【線上查詢】年產值近 10億！布袋戲 DVD 進超商  

http://blog.yam.com/mandy3061/article/23724192 

【線上查詢】素還真的哈利波特夢 

http://blog.yam.com/gjennadeng/article/17229272 

柒、附錄 

1. 附錄一：Google earth與臺灣地景教學(配合活動「遺失的美好」) 

(1) 在 Yahoo 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Google earth”，下載免費版並開啟

Google earth 視窗。 

 

(2) 輸入目的地，即可找到目的地的衛星影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ecIHBflq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VfOH8y5knk
http://culture.pili.com.tw/hero/manage/manage001_p2.php
http://blog.yam.com/mandy3061/article/23724192
http://blog.yam.com/gjennadeng/article/1722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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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檢索畫面出現其他國家相同地名的地方，只要將滑鼠游標移到畫

面上，就可以自由的轉動地球。

 

2. 附錄二：運用 UrMap 搜尋八八水災後的小林村衛星影像(配合活動「遺

失的美好」) 

(1) 進入 UrMap網站(http://www.urmap.com/) 

(2) 從熱門點選中，選取小林村。 

http://www.urm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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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到小林村的電子地圖後，點選「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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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錄三：閩南語口試說明 

4. 附錄四：「再現臺灣的傳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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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口試說明 

1. 請從下列兩種方式中，選擇一種你最拿手的進行口試： 

(1) 課本第 8-11頁(曲目 2、4)  

(2) 古代的詩／詞／曲(須在考試前交歌詞給老師)。 

(3) 閩南語金曲(須在考試前交歌詞給老師)。 

A. 65字以上歌詞。 

B. 內容與臺灣自然人文有關。 

2. 每人上台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3. 考試時可組成四人以內的小組。 

4. 口試時須唸題目(篇名或歌名)。 

5. 考試時可以看課本。 

6. 評分說明： 

(1) 用唸的，且全對－95分。 

(2) 用背的－加二分。 

(3) 用唱的－加二分。 

(4) 加上配合口試內容的舞蹈或其他表演－加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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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有一千萬的資金來成立一間公司…… 

我最想經營一間什麼樣的公司？ 

 

 

 

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增加公司的利潤？ 

 

 

 

 

聽了「全國電子」、「埔里酒廠」和「霹靂布袋戲」成功經營的故事，請

與同組的成員討論：這些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運用了哪些策略？哪項

策略給你的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________國小六年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第____組 

「年齡和你想做什麼事無關，所以，請做個自動自發的人，全心投入吧。

怎樣才會成功呢？答案非常簡單：做你熱愛的事。當你開始做一件事

時，並不見得有一幅具體圖像或對未來的想像；但是只要你繼續保持熱

情，在真正熱愛的工作上努力，你一定會找到那個夢想的。」 

（摘自《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封信》，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