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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以以以「「「「每週參考教案每週參考教案每週參考教案每週參考教案」」」」的方式呈現的方式呈現的方式呈現的方式呈現:教案的進行時程教案的進行時程教案的進行時程教案的進行時程

以以以以「「「「一週一週一週一週」」」」為基準為基準為基準為基準

� 將將將將「「「「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口口口口
說活動說活動說活動說活動」、「」、「」、「」、「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四大類型活動彈性調四大類型活動彈性調四大類型活動彈性調四大類型活動彈性調
配於一週的課程中配於一週的課程中配於一週的課程中配於一週的課程中

教學時程教學時程教學時程教學時程



�
�華語教學目標華語教學目標華語教學目標華語教學目標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

�口說活動口說活動口說活動口說活動

�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

�教具準備教具準備教具準備教具準備

每週參考教案內容每週參考教案內容每週參考教案內容每週參考教案內容



�
� 透過適宜的情境將華語單字及句型引導出來透過適宜的情境將華語單字及句型引導出來透過適宜的情境將華語單字及句型引導出來透過適宜的情境將華語單字及句型引導出來。。。。

� 情境能引起幼兒學習這些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興趣情境能引起幼兒學習這些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興趣情境能引起幼兒學習這些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興趣情境能引起幼兒學習這些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興趣。。。。

� 讓幼兒從情境中了解華語單字及句型的意義讓幼兒從情境中了解華語單字及句型的意義讓幼兒從情境中了解華語單字及句型的意義讓幼兒從情境中了解華語單字及句型的意義；；；；而不需而不需而不需而不需
經由英文的翻譯及解釋經由英文的翻譯及解釋經由英文的翻譯及解釋經由英文的翻譯及解釋。。。。

情境引導主要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主要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主要單字及句型情境引導主要單字及句型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以真實的水果來引起動機以真實的水果來引起動機以真實的水果來引起動機以真實的水果來引起動機，，，，透過幼兒實際的體驗透過幼兒實際的體驗透過幼兒實際的體驗透過幼兒實際的體驗，，，，帶入單字帶入單字帶入單字帶入單字

和句型和句型和句型和句型。。。。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老師準備水果切片老師準備水果切片老師準備水果切片老師準備水果切片，，，，西瓜西瓜西瓜西瓜、、、、檸檬檸檬檸檬檸檬、、、、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榴槤榴槤榴槤榴槤，，，，方便幼兒食用方便幼兒食用方便幼兒食用方便幼兒食用。。。。先先先先
拿出西瓜跟檸檬給幼兒品嚐拿出西瓜跟檸檬給幼兒品嚐拿出西瓜跟檸檬給幼兒品嚐拿出西瓜跟檸檬給幼兒品嚐，，，，請幼兒說出這兩種水果吃起來的味道請幼兒說出這兩種水果吃起來的味道請幼兒說出這兩種水果吃起來的味道請幼兒說出這兩種水果吃起來的味道，，，，
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

例例例例：：：：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西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西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西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西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幼兒幼兒幼兒幼兒：「：「：「：「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

老師帶入單字老師帶入單字老師帶入單字老師帶入單字：「：「：「：「對對對對，，，，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

2.再讓幼兒聞蘋果和榴槤的味道再讓幼兒聞蘋果和榴槤的味道再讓幼兒聞蘋果和榴槤的味道再讓幼兒聞蘋果和榴槤的味道，，，，請幼兒將聞到的味道告訴老師請幼兒將聞到的味道告訴老師請幼兒將聞到的味道告訴老師請幼兒將聞到的味道告訴老師。。。。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榴槤聞起來是什麼味道榴槤聞起來是什麼味道榴槤聞起來是什麼味道榴槤聞起來是什麼味道？」？」？」？」幼兒幼兒幼兒幼兒：「：「：「：「榴槤聞起來臭臭的榴槤聞起來臭臭的榴槤聞起來臭臭的榴槤聞起來臭臭的。」。」。」。」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嗯嗯嗯嗯~○○○○○○○○講榴槤聞起來臭臭的講榴槤聞起來臭臭的講榴槤聞起來臭臭的講榴槤聞起來臭臭的。」。」。」。」

3.老師和幼兒討論後老師和幼兒討論後老師和幼兒討論後老師和幼兒討論後，，，，配合單字卡配合單字卡配合單字卡配合單字卡，，，，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帶入單字和句型。。。。老師帶全班唸老師帶全班唸老師帶全班唸老師帶全班唸：：：：

「「「「西瓜西瓜西瓜西瓜(檸檬檸檬檸檬檸檬)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吃起來是什麼味道？？？？西瓜西瓜西瓜西瓜(檸檬檸檬檸檬檸檬)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酸酸酸酸酸酸酸酸)的的的的。。。。

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榴槤榴槤榴槤榴槤)聞起來是什麼味道聞起來是什麼味道聞起來是什麼味道聞起來是什麼味道？？？？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榴槤榴槤榴槤榴槤)聞起來香香聞起來香香聞起來香香聞起來香香(臭臭臭臭臭臭臭臭)的的的的。」。」。」。」

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水果的味道水果的味道水果的味道水果的味道)：：：：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以實際物品讓幼兒認識單字老師以實際物品讓幼兒認識單字老師以實際物品讓幼兒認識單字老師以實際物品讓幼兒認識單字，，，，並帶入句型並帶入句型並帶入句型並帶入句型。。。。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準備實際的鹽老師準備實際的鹽老師準備實際的鹽老師準備實際的鹽、、、、胡椒粉胡椒粉胡椒粉胡椒粉、、、、醋醋醋醋、、、、糖糖糖糖，，，，讓幼兒嚐嚐看讓幼兒嚐嚐看讓幼兒嚐嚐看讓幼兒嚐嚐看，，，，
猜猜看這是什麼猜猜看這是什麼猜猜看這是什麼猜猜看這是什麼？？？？

例例例例：：：：老師拿糖請幼兒吃吃看老師拿糖請幼兒吃吃看老師拿糖請幼兒吃吃看老師拿糖請幼兒吃吃看，，，，問幼兒問幼兒問幼兒問幼兒：「：「：「：「你們吃吃看你們吃吃看你們吃吃看你們吃吃看，，，，
覺得這是什麼覺得這是什麼覺得這是什麼覺得這是什麼？」？」？」？」幼兒幼兒幼兒幼兒：「：「：「：「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是糖是糖是糖是糖。」。」。」。」老師帶老師帶老師帶老師帶
入單字入單字入單字入單字：「：「：「：「對對對對，，，，是糖是糖是糖是糖。」。」。」。」

2.2.2.2.老師以手偶演出情境老師以手偶演出情境老師以手偶演出情境老師以手偶演出情境，，，，帶入問句帶入問句帶入問句帶入問句：：：：

例例例例：：：：明明的媽媽現在正在炒高麗菜明明的媽媽現在正在炒高麗菜明明的媽媽現在正在炒高麗菜明明的媽媽現在正在炒高麗菜，，，，快盛盤的時候快盛盤的時候快盛盤的時候快盛盤的時候，，，，
加了一小匙東西加了一小匙東西加了一小匙東西加了一小匙東西。。。。明明很好奇明明很好奇明明很好奇明明很好奇，，，，就問媽媽就問媽媽就問媽媽就問媽媽：「：「：「：「媽媽妳媽媽妳媽媽妳媽媽妳
在放胡椒粉嗎在放胡椒粉嗎在放胡椒粉嗎在放胡椒粉嗎？」？」？」？」((((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我我我
在放鹽在放鹽在放鹽在放鹽。。。。 ((((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請幼兒覆誦一次))))

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認識粉末類調味料認識粉末類調味料認識粉末類調味料認識粉末類調味料)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給予幼兒運動場上的情境老師給予幼兒運動場上的情境老師給予幼兒運動場上的情境老師給予幼兒運動場上的情境，，，，以動作配合字卡帶入單字以動作配合字卡帶入單字以動作配合字卡帶入單字以動作配合字卡帶入單字，，，，接接接接

著帶入句型著帶入句型著帶入句型著帶入句型。。。。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星期老師去公園看到好多星期老師去公園看到好多星期老師去公園看到好多星期老師去公園看到好多人在人在人在人在運動呢運動呢運動呢運動呢！！！！老師要模仿他們運動老師要模仿他們運動老師要模仿他們運動老師要模仿他們運動
時候的樣子時候的樣子時候的樣子時候的樣子，，，，你們來猜猜看他們在做什麼運動你們來猜猜看他們在做什麼運動你們來猜猜看他們在做什麼運動你們來猜猜看他們在做什麼運動。」。」。」。」

2.2.2.2.老師依照老師依照老師依照老師依照4444種單字種單字種單字種單字，，，，依序做出動作依序做出動作依序做出動作依序做出動作。。。。

例例例例：：：：老師做出慢跑樣老師做出慢跑樣老師做出慢跑樣老師做出慢跑樣，，，，幼兒回答幼兒回答幼兒回答幼兒回答：「：「：「：「跑步跑步跑步跑步」，」，」，」，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對對對對，，，，跑跑跑跑 步步步步((((拿拿拿拿
出字卡出字卡出字卡出字卡))))」」」」請幼兒一起做動作請幼兒一起做動作請幼兒一起做動作請幼兒一起做動作，，，，覆誦一次覆誦一次覆誦一次覆誦一次。。。。

3.3.3.3.介紹完單字後介紹完單字後介紹完單字後介紹完單字後，，，，老師接著營造情境老師接著營造情境老師接著營造情境老師接著營造情境：：：：

「「「「老師遇見一位打球的男孩老師遇見一位打球的男孩老師遇見一位打球的男孩老師遇見一位打球的男孩，，，，我問他我問他我問他我問他：：：：你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你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你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你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拿出拿出拿出拿出
句型卡句型卡句型卡句型卡))))他回答我他回答我他回答我他回答我：：：：我最常做的運動是打球我最常做的運動是打球我最常做的運動是打球我最常做的運動是打球((((拿出句型卡拿出句型卡拿出句型卡拿出句型卡) ) ) ) 。。。。

4.4.4.4.老師與幼兒互動老師與幼兒互動老師與幼兒互動老師與幼兒互動，，，，請幼兒想想平時常做什麼運動請幼兒想想平時常做什麼運動請幼兒想想平時常做什麼運動請幼兒想想平時常做什麼運動，，，，接著帶入句型接著帶入句型接著帶入句型接著帶入句型：：：：你你你你
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最常做的運動是什麼？？？？幼兒幼兒幼兒幼兒：「：「：「：「打球打球打球打球。」。」。」。」

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我會做運動我會做運動我會做運動我會做運動)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利用繪本帶入情境老師利用繪本帶入情境老師利用繪本帶入情境老師利用繪本帶入情境，，，，並搭配並搭配並搭配並搭配「「「「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利用繪本老師利用繪本老師利用繪本老師利用繪本，，，，帶入帶入帶入帶入「「「「洗手洗手洗手洗手、、、、洗臉洗臉洗臉洗臉、、、、洗身體洗身體洗身體洗身體」」」」的單字的單字的單字的單字。。。。

2.2.2.2.告訴幼兒除了洗手告訴幼兒除了洗手告訴幼兒除了洗手告訴幼兒除了洗手、、、、洗臉洗臉洗臉洗臉、、、、洗身體洗身體洗身體洗身體，，，，還有刷牙都是養成清潔的好習慣還有刷牙都是養成清潔的好習慣還有刷牙都是養成清潔的好習慣還有刷牙都是養成清潔的好習慣。。。。

3.3.3.3.接著介紹工具給幼兒認識接著介紹工具給幼兒認識接著介紹工具給幼兒認識接著介紹工具給幼兒認識：「：「：「：「牙膏牙膏牙膏牙膏、、、、洗臉巾洗臉巾洗臉巾洗臉巾、、、、香皂香皂香皂香皂。」。」。」。」

4.4.4.4.準備洗臉準備洗臉準備洗臉準備洗臉、、、、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刷牙的圖片刷牙的圖片刷牙的圖片刷牙的圖片，，，，及牙膏及牙膏及牙膏及牙膏、、、、洗臉巾洗臉巾洗臉巾洗臉巾、、、、香皂的工具香皂的工具香皂的工具香皂的工具，，，，請幼兒請幼兒請幼兒請幼兒
上台進行配對上台進行配對上台進行配對上台進行配對。。。。

5.5.5.5.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乾乾淨淨轉轉轉────

(1)(1)(1)(1)將幼兒分成三組將幼兒分成三組將幼兒分成三組將幼兒分成三組，，，，一邊為起跑點一邊為起跑點一邊為起跑點一邊為起跑點，，，，另一邊擺放一張桌子另一邊擺放一張桌子另一邊擺放一張桌子另一邊擺放一張桌子，，，，桌上擺放各種桌上擺放各種桌上擺放各種桌上擺放各種
清潔用具清潔用具清潔用具清潔用具。。。。

(2)(2)(2)(2)幼兒在起跑點先繞著椅子轉五圈幼兒在起跑點先繞著椅子轉五圈幼兒在起跑點先繞著椅子轉五圈幼兒在起跑點先繞著椅子轉五圈，，，，接著以直線的方式前往桌子拿取老師接著以直線的方式前往桌子拿取老師接著以直線的方式前往桌子拿取老師接著以直線的方式前往桌子拿取老師
指定的用具指定的用具指定的用具指定的用具。。。。

(3)(3)(3)(3)正確拿取用具正確拿取用具正確拿取用具正確拿取用具的幼兒的幼兒的幼兒的幼兒，，，，該隊可以加一顆星星該隊可以加一顆星星該隊可以加一顆星星該隊可以加一顆星星。。。。

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清潔自己清潔自己清潔自己清潔自己)



�
� 主要目的在提升幼兒對於華語單字及句型的理解能力主要目的在提升幼兒對於華語單字及句型的理解能力主要目的在提升幼兒對於華語單字及句型的理解能力主要目的在提升幼兒對於華語單字及句型的理解能力。。。。

� 以以以以「「「「肢體反應肢體反應肢體反應肢體反應」」」」教學法為主教學法為主教學法為主教學法為主，，，，測試幼兒是否理解主要測試幼兒是否理解主要測試幼兒是否理解主要測試幼兒是否理解主要
的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華語單字及句型的華語單字及句型。。。。

� 尚未要求幼兒正確地說出華語尚未要求幼兒正確地說出華語尚未要求幼兒正確地說出華語尚未要求幼兒正確地說出華語，，，，重點在評估幼兒的理重點在評估幼兒的理重點在評估幼兒的理重點在評估幼兒的理
解度解度解度解度。。。。

� 若幼兒理解華語有困難若幼兒理解華語有困難若幼兒理解華語有困難若幼兒理解華語有困難，，，，則需停留在此階段反覆練習則需停留在此階段反覆練習則需停留在此階段反覆練習則需停留在此階段反覆練習
久一點久一點久一點久一點，，，，才適合進入到下一個口說階段才適合進入到下一個口說階段才適合進入到下一個口說階段才適合進入到下一個口說階段。。。。

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聽力活動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在台前放交通工具教具老師在台前放交通工具教具老師在台前放交通工具教具老師在台前放交通工具教具，，，，讓幼兒輪流指出讓幼兒輪流指出讓幼兒輪流指出讓幼兒輪流指出

哪個是老師說的單字哪個是老師說的單字哪個是老師說的單字哪個是老師說的單字。。。。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把教具放在台前把教具放在台前把教具放在台前把教具放在台前，，，，說出單字讓幼兒指認說出單字讓幼兒指認說出單字讓幼兒指認說出單字讓幼兒指認，，，，一開始先團一開始先團一開始先團一開始先團
體活動體活動體活動體活動，，，，之後變成個人上台指出之後變成個人上台指出之後變成個人上台指出之後變成個人上台指出，，，，並唸一遍並唸一遍並唸一遍並唸一遍。。。。

例例例例：：：：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我要坐汽車去學校我要坐汽車去學校我要坐汽車去學校我要坐汽車去學校。。。。」」」」幼兒必須指出汽車的幼兒必須指出汽車的幼兒必須指出汽車的幼兒必須指出汽車的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2.2.2.2.接著玩創造性戲劇接著玩創造性戲劇接著玩創造性戲劇接著玩創造性戲劇，，，，老師如果說腳踏車老師如果說腳踏車老師如果說腳踏車老師如果說腳踏車，，，，幼兒就要做出騎幼兒就要做出騎幼兒就要做出騎幼兒就要做出騎
腳踏車的模樣腳踏車的模樣腳踏車的模樣腳踏車的模樣，，，，轉換時以木頭人讓幼兒靜止轉換時以木頭人讓幼兒靜止轉換時以木頭人讓幼兒靜止轉換時以木頭人讓幼兒靜止。。。。接著說接著說接著說接著說「「「「現現現現
在是汽車在是汽車在是汽車在是汽車！」！」！」！」開始行動開始行動開始行動開始行動，，，，以此類推以此類推以此類推以此類推。。。。

3.3.3.3.以此方式讓幼兒熟悉單字以此方式讓幼兒熟悉單字以此方式讓幼兒熟悉單字以此方式讓幼兒熟悉單字。。。。

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利用幼兒剛剛示範的球類動作老師利用幼兒剛剛示範的球類動作老師利用幼兒剛剛示範的球類動作老師利用幼兒剛剛示範的球類動作，，，，讓孩子玩讓孩子玩讓孩子玩讓孩子玩

〈〈〈〈我講你比我講你比我講你比我講你比〉〉〉〉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復習單字復習單字復習單字復習單字。。。。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向幼兒講解遊戲規則向幼兒講解遊戲規則向幼兒講解遊戲規則向幼兒講解遊戲規則。。。。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老師負責下指令老師負責下指令老師負責下指令老師負責下指令，，，，幼兒必須依照老師指定的球類幼兒必須依照老師指定的球類幼兒必須依照老師指定的球類幼兒必須依照老師指定的球類
比出動作比出動作比出動作比出動作。。。。

2.2.2.2.老師示範各種球類動作老師示範各種球類動作老師示範各種球類動作老師示範各種球類動作。。。。

例例例例：：：：把籃球拿起來拍一拍或做投籃的樣子把籃球拿起來拍一拍或做投籃的樣子把籃球拿起來拍一拍或做投籃的樣子把籃球拿起來拍一拍或做投籃的樣子。。。。

3.3.3.3.開始進行遊戲開始進行遊戲開始進行遊戲開始進行遊戲

例例例例：：：：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籃球籃球籃球籃球」，」，」，」，幼兒們拿起來用拍或投籃幼兒們拿起來用拍或投籃幼兒們拿起來用拍或投籃幼兒們拿起來用拍或投籃。。。。

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認識球類認識球類認識球類認識球類)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利用單字圖卡利用單字圖卡利用單字圖卡利用單字圖卡，，，，帶入帶入帶入帶入〈〈〈〈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

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準備一把玩具槌老師準備一把玩具槌老師準備一把玩具槌老師準備一把玩具槌，，，，在地上鋪好在地上鋪好在地上鋪好在地上鋪好4444張單字圖卡張單字圖卡張單字圖卡張單字圖卡，，，，請請請請

幼兒圍成一個半圓幼兒圍成一個半圓幼兒圍成一個半圓幼兒圍成一個半圓，，，，輪流上台來玩打地鼠的遊戲輪流上台來玩打地鼠的遊戲輪流上台來玩打地鼠的遊戲輪流上台來玩打地鼠的遊戲。。。。

2.2.2.2.老師會說出指令老師會說出指令老師會說出指令老師會說出指令，，，，幼兒必須依照老師的指令快速的將槌幼兒必須依照老師的指令快速的將槌幼兒必須依照老師的指令快速的將槌幼兒必須依照老師的指令快速的將槌
子槌在正確的字卡上子槌在正確的字卡上子槌在正確的字卡上子槌在正確的字卡上。。。。

例例例例：：：：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教室裡有桌子教室裡有桌子教室裡有桌子教室裡有桌子。」。」。」。」幼兒必須快速且準確的幼兒必須快速且準確的幼兒必須快速且準確的幼兒必須快速且準確的
將槌子打在桌子的圖卡上將槌子打在桌子的圖卡上將槌子打在桌子的圖卡上將槌子打在桌子的圖卡上。。。。

3.3.3.3.以此方式讓幼兒輪流玩以此方式讓幼兒輪流玩以此方式讓幼兒輪流玩以此方式讓幼兒輪流玩，，，，熟悉單字熟悉單字熟悉單字熟悉單字。。。。

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我的教室我的教室我的教室我的教室)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利用老師利用老師利用老師利用〈〈〈〈點心黏黏樂點心黏黏樂點心黏黏樂點心黏黏樂〉〉〉〉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將幼兒分成老師將幼兒分成老師將幼兒分成老師將幼兒分成5555組組組組，，，，分別發下牛奶分別發下牛奶分別發下牛奶分別發下牛奶、、、、麵包麵包麵包麵包、、、、餅乾的掛餅乾的掛餅乾的掛餅乾的掛
牌給幼兒牌給幼兒牌給幼兒牌給幼兒。。。。在教室裡擺兩個呼拉圈在教室裡擺兩個呼拉圈在教室裡擺兩個呼拉圈在教室裡擺兩個呼拉圈，，，，請幼兒依照聽到的請幼兒依照聽到的請幼兒依照聽到的請幼兒依照聽到的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跑進正確的呼拉圈中互相黏在一起跑進正確的呼拉圈中互相黏在一起跑進正確的呼拉圈中互相黏在一起跑進正確的呼拉圈中互相黏在一起。。。。

例例例例：：：：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今天的點心有牛奶今天的點心有牛奶今天的點心有牛奶今天的點心有牛奶。」。」。」。」身上掛著牛奶的幼身上掛著牛奶的幼身上掛著牛奶的幼身上掛著牛奶的幼
兒必須跑進呼拉圈中並且互相黏在一起兒必須跑進呼拉圈中並且互相黏在一起兒必須跑進呼拉圈中並且互相黏在一起兒必須跑進呼拉圈中並且互相黏在一起。。。。

2.2.2.2.以此方式進行遊戲以此方式進行遊戲以此方式進行遊戲以此方式進行遊戲，，，，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讓幼兒熟悉單字。。。。

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



�
� 主要目的在了解幼兒是否能夠流利地說出華語單字及主要目的在了解幼兒是否能夠流利地說出華語單字及主要目的在了解幼兒是否能夠流利地說出華語單字及主要目的在了解幼兒是否能夠流利地說出華語單字及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 主要以增加幼兒華語口說機會為主主要以增加幼兒華語口說機會為主主要以增加幼兒華語口說機會為主主要以增加幼兒華語口說機會為主。。。。

� 儘量要求幼兒說出完整的句子儘量要求幼兒說出完整的句子儘量要求幼兒說出完整的句子儘量要求幼兒說出完整的句子，，，，且同時能夠且同時能夠且同時能夠且同時能夠「「「「提問及提問及提問及提問及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才算具有華語的基本溝通能力才算具有華語的基本溝通能力才算具有華語的基本溝通能力才算具有華語的基本溝通能力。。。。

口說活動口說活動口說活動口說活動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帶領幼兒唸謠老師帶領幼兒唸謠老師帶領幼兒唸謠老師帶領幼兒唸謠，，，，加深單字印象加深單字印象加深單字印象加深單字印象，，，，之後帶入天氣神秘箱之後帶入天氣神秘箱之後帶入天氣神秘箱之後帶入天氣神秘箱，，，，

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先帶幼兒認識內容老師先帶幼兒認識內容老師先帶幼兒認識內容老師先帶幼兒認識內容：「：「：「：「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太陽出來是晴太陽出來是晴太陽出來是晴太陽出來是晴

天天天天，，，，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下下下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2.2.2.2.全班一同唸謠全班一同唸謠全班一同唸謠全班一同唸謠，，，，加入動作加入動作加入動作加入動作：：：：

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出門看天氣（（（（雙手握拳雙手握拳雙手握拳雙手握拳，，，，做出望遠鏡的樣子做出望遠鏡的樣子做出望遠鏡的樣子做出望遠鏡的樣子））））太陽出來是晴天太陽出來是晴天太陽出來是晴天太陽出來是晴天（（（（用手做用手做用手做用手做
出放射狀的樣子出放射狀的樣子出放射狀的樣子出放射狀的樣子））））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烏雲密布是陰天（（（（雙手做出遮眼睛的動作雙手做出遮眼睛的動作雙手做出遮眼睛的動作雙手做出遮眼睛的動作，，，，在放置頭在放置頭在放置頭在放置頭
頂做出蓋子的樣子頂做出蓋子的樣子頂做出蓋子的樣子頂做出蓋子的樣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下下下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模擬下雨的動作模擬下雨的動作模擬下雨的動作模擬下雨的動作））））

3.3.3.3.老師拿出天氣神秘箱老師拿出天氣神秘箱老師拿出天氣神秘箱老師拿出天氣神秘箱（（（（內部裝有內部裝有內部裝有內部裝有3333顆球顆球顆球顆球，，，，分別寫上分別寫上分別寫上分別寫上晴晴晴晴天天天天、、、、陰天陰天陰天陰天、、、、下下下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全班先問幼兒全班先問幼兒全班先問幼兒全班先問幼兒：「：「：「：「今今今今天天氣是晴天嗎天天氣是晴天嗎天天氣是晴天嗎天天氣是晴天嗎？」（？」（？」（？」（依序以依序以依序以依序以晴晴晴晴天天天天、、、、陰天陰天陰天陰天、、、、下下下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來問來問來問來問））））幼兒抽出一顆球後幼兒抽出一顆球後幼兒抽出一顆球後幼兒抽出一顆球後，，，，必須依照問題做回答必須依照問題做回答必須依照問題做回答必須依照問題做回答：：：： 「「「「是是是是，，，，是晴是晴是晴是晴天天天天。／。／。／。／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下是下是下是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認識天氣認識天氣認識天氣認識天氣)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準備兩張字卡準備兩張字卡準備兩張字卡準備兩張字卡，，，，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傳遞遊戲傳遞遊戲傳遞遊戲傳遞遊戲」」」」

讓幼兒練習今天的單字及句型讓幼兒練習今天的單字及句型讓幼兒練習今天的單字及句型讓幼兒練習今天的單字及句型。。。。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請幼兒圍成一個圈請幼兒圍成一個圈請幼兒圍成一個圈請幼兒圍成一個圈，，，，老師拿出兩個不一樣的指示牌老師拿出兩個不一樣的指示牌老師拿出兩個不一樣的指示牌老師拿出兩個不一樣的指示牌。。。。

一一一一 張上面寫的是張上面寫的是張上面寫的是張上面寫的是““““？？？？””””另一張上面寫的是另一張上面寫的是另一張上面寫的是另一張上面寫的是““““數字數字數字數字””””。。。。

2.2.2.2.當音樂開始撥放時當音樂開始撥放時當音樂開始撥放時當音樂開始撥放時，，，，由某位幼兒的左右兩邊開始將指示由某位幼兒的左右兩邊開始將指示由某位幼兒的左右兩邊開始將指示由某位幼兒的左右兩邊開始將指示
卡傳下去卡傳下去卡傳下去卡傳下去。。。。

3.3.3.3.當音樂停止時當音樂停止時當音樂停止時當音樂停止時，，，，拿到拿到拿到拿到““““？？？？””””字卡的幼兒要詢問拿到字卡的幼兒要詢問拿到字卡的幼兒要詢問拿到字卡的幼兒要詢問拿到““““數數數數
字字字字””””字卡的幼兒字卡的幼兒字卡的幼兒字卡的幼兒「「「「你幾歲你幾歲你幾歲你幾歲？」？」？」？」

4.4.4.4.拿到拿到拿到拿到““““數字數字數字數字””””字卡的幼兒要回答字卡的幼兒要回答字卡的幼兒要回答字卡的幼兒要回答「「「「我我我我________歲歲歲歲。」。」。」。」

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認識朋友認識朋友認識朋友認識朋友)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蓋房子蓋房子蓋房子蓋房子〉〉〉〉遊戲遊戲遊戲遊戲，，，，幼兒互相做問答練習幼兒互相做問答練習幼兒互相做問答練習幼兒互相做問答練習。。。。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首先將幼兒分成首先將幼兒分成首先將幼兒分成首先將幼兒分成AAAA、、、、BBBB兩組兩組兩組兩組。。。。教室中間地板上放一個積教室中間地板上放一個積教室中間地板上放一個積教室中間地板上放一個積
木塊木塊木塊木塊，，，，並在附近放一堆積木塊備用並在附近放一堆積木塊備用並在附近放一堆積木塊備用並在附近放一堆積木塊備用。。。。

2222....老師每次拿一張圖卡輪流問兩組代表老師每次拿一張圖卡輪流問兩組代表老師每次拿一張圖卡輪流問兩組代表老師每次拿一張圖卡輪流問兩組代表，，，，如如如如：「：「：「：「你最喜你最喜你最喜你最喜
歡吃什麼青菜歡吃什麼青菜歡吃什麼青菜歡吃什麼青菜？」？」？」？」

3333....幼兒則需看著老師所拿的圖卡用華語回答幼兒則需看著老師所拿的圖卡用華語回答幼兒則需看著老師所拿的圖卡用華語回答幼兒則需看著老師所拿的圖卡用華語回答：「：「：「：「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
歡歡歡歡________菜菜菜菜。」。」。」。」

4.4.4.4.答對可拿一個積木塊疊在中間積木塊上答對可拿一個積木塊疊在中間積木塊上答對可拿一個積木塊疊在中間積木塊上答對可拿一個積木塊疊在中間積木塊上，，，，以此類推以此類推以此類推以此類推，，，，
積木塊越疊越高積木塊越疊越高積木塊越疊越高積木塊越疊越高，，，，使積木塊倒下的那組算輸使積木塊倒下的那組算輸使積木塊倒下的那組算輸使積木塊倒下的那組算輸。。。。

5.5.5.5.以此練習句型以此練習句型以此練習句型以此練習句型。。。。

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認識青菜認識青菜認識青菜認識青菜)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與幼兒對話與幼兒對話與幼兒對話與幼兒對話，，，，幼兒與幼兒對話幼兒與幼兒對話幼兒與幼兒對話幼兒與幼兒對話，，，，練習口說練習口說練習口說練習口說

句型單字能力句型單字能力句型單字能力句型單字能力。。。。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準備兩個盒子老師準備兩個盒子老師準備兩個盒子老師準備兩個盒子分別分別分別分別抽交通工具抽交通工具抽交通工具抽交通工具及及及及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幼兒兩人分將幼兒兩人分將幼兒兩人分將幼兒兩人分
成一組成一組成一組成一組，，，，兩人各抽盒子裡的一顆球兩人各抽盒子裡的一顆球兩人各抽盒子裡的一顆球兩人各抽盒子裡的一顆球，，，，進行對話練習進行對話練習進行對話練習進行對話練習。。。。

例例例例：：：：幼兒幼兒幼兒幼兒AAAA：「：「：「：「你和姐姐愛去哪你和姐姐愛去哪你和姐姐愛去哪你和姐姐愛去哪？」？」？」？」幼兒幼兒幼兒幼兒BBBB：「：「：「：「我和姐姐愛我和姐姐愛我和姐姐愛我和姐姐愛
去書店去書店去書店去書店。」。」。」。」幼兒幼兒幼兒幼兒AAAA：「：「：「：「你們怎麼去你們怎麼去你們怎麼去你們怎麼去？」？」？」？」幼兒幼兒幼兒幼兒BBBB：「：「：「：「我們坐公我們坐公我們坐公我們坐公
車去車去車去車去。」。」。」。」(AB(AB(AB(AB各輪流一次各輪流一次各輪流一次各輪流一次))))

2.2.2.2.台上的人說出的交通工具單字台上的人說出的交通工具單字台上的人說出的交通工具單字台上的人說出的交通工具單字，，，，台下的幼兒要再複誦一次台下的幼兒要再複誦一次台下的幼兒要再複誦一次台下的幼兒要再複誦一次。。。。

3.3.3.3.老師要讓每個幼兒都輪到老師要讓每個幼兒都輪到老師要讓每個幼兒都輪到老師要讓每個幼兒都輪到。。。。

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
� 設計一些模擬真實使用華語的情境設計一些模擬真實使用華語的情境設計一些模擬真實使用華語的情境設計一些模擬真實使用華語的情境，，，，讓幼兒能活用讓幼兒能活用讓幼兒能活用讓幼兒能活用

所學到的華語所學到的華語所學到的華語所學到的華語，，，，才能落實於日生活中使用才能落實於日生活中使用才能落實於日生活中使用才能落實於日生活中使用。。。。

� 設計模擬情境時設計模擬情境時設計模擬情境時設計模擬情境時，，，，要以要以要以要以「「「「生活化生活化生活化生活化」」」」及及及及「「「「真實化真實化真實化真實化」」」」為為為為
考量考量考量考量。。。。

� 模擬情境越真實且越貼近幼兒日常生活模擬情境越真實且越貼近幼兒日常生活模擬情境越真實且越貼近幼兒日常生活模擬情境越真實且越貼近幼兒日常生活，，，，幼兒越能幼兒越能幼兒越能幼兒越能
將所學之華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將所學之華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將所學之華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將所學之華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對話模擬應用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以以以以〈〈〈〈扮演遊戲扮演遊戲扮演遊戲扮演遊戲〉〉〉〉讓幼兒熟悉句型讓幼兒熟悉句型讓幼兒熟悉句型讓幼兒熟悉句型，，，，並練習並練習並練習並練習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營造出一個老師營造出一個老師營造出一個老師營造出一個「「「「點心屋點心屋點心屋點心屋」」」」的的的的情境情境情境情境，，，，準備單字圖卡五準備單字圖卡五準備單字圖卡五準備單字圖卡五
份份份份，，，，擺在擺在擺在擺在2222張小桌子上張小桌子上張小桌子上張小桌子上。。。。將幼兒分成將幼兒分成將幼兒分成將幼兒分成2222組組組組((((一組扮演客人一組扮演客人一組扮演客人一組扮演客人、、、、
一組扮演老闆一組扮演老闆一組扮演老闆一組扮演老闆))))，，，，讓幼兒自由演出讓幼兒自由演出讓幼兒自由演出讓幼兒自由演出，，，，但需要帶入以下句但需要帶入以下句但需要帶入以下句但需要帶入以下句
型型型型：：：：客人客人客人客人：：：：「「「「今天有什麼點心呀今天有什麼點心呀今天有什麼點心呀今天有什麼點心呀？」？」？」？」

老闆老闆老闆老闆：「：「：「：「今天的有今天的有今天的有今天的有________________。」。」。」。」((((指著單字圖卡指著單字圖卡指著單字圖卡指著單字圖卡))))

2.2.2.2.以此讓幼兒練習對話以此讓幼兒練習對話以此讓幼兒練習對話以此讓幼兒練習對話。。。。

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實例一(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好吃的點心)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將幼兒兩兩分成一組老師將幼兒兩兩分成一組老師將幼兒兩兩分成一組老師將幼兒兩兩分成一組，，，，加入情境和道具加入情境和道具加入情境和道具加入情境和道具，，，，

讓幼兒互相對話練習讓幼兒互相對話練習讓幼兒互相對話練習讓幼兒互相對話練習。。。。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利用天氣神秘箱老師利用天氣神秘箱老師利用天氣神秘箱老師利用天氣神秘箱，，，，請幼兒抽出一個天氣的情境請幼兒抽出一個天氣的情境請幼兒抽出一個天氣的情境請幼兒抽出一個天氣的情境。。。。

2.2.2.2.地板放置帽子地板放置帽子地板放置帽子地板放置帽子、、、、雨衣雨衣雨衣雨衣、、、、雨傘雨傘雨傘雨傘，，，，讓孩子有實物來豐富對讓孩子有實物來豐富對讓孩子有實物來豐富對讓孩子有實物來豐富對
話話話話。。。。

3.3.3.3.利用天氣神秘箱利用天氣神秘箱利用天氣神秘箱利用天氣神秘箱，，，，請兩兩一組的幼兒進行對話請兩兩一組的幼兒進行對話請兩兩一組的幼兒進行對話請兩兩一組的幼兒進行對話。。。。

例例例例：：：：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AAAA：「：「：「：「今天是下雨天嗎今天是下雨天嗎今天是下雨天嗎今天是下雨天嗎？」？」？」？」幼兒幼兒幼兒幼兒BBBB：「：「：「：「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下下下下雨天雨天雨天雨天」」」」出門記得要帶出門記得要帶出門記得要帶出門記得要帶雨傘雨傘雨傘雨傘喔喔喔喔！！！！之後兩者角色互換之後兩者角色互換之後兩者角色互換之後兩者角色互換，，，，再再再再
抽一個情境抽一個情境抽一個情境抽一個情境。。。。

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實例二(認識天氣認識天氣認識天氣認識天氣)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利用利用利用利用〈〈〈〈乘坐交通工具乘坐交通工具乘坐交通工具乘坐交通工具〉〉〉〉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的遊戲，，，，讓幼兒互相做問讓幼兒互相做問讓幼兒互相做問讓幼兒互相做問

答練習答練習答練習答練習。。。。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把自己的教具放台前老師把自己的教具放台前老師把自己的教具放台前老師把自己的教具放台前，，，，先請一組幼兒上台玩一次對先請一組幼兒上台玩一次對先請一組幼兒上台玩一次對先請一組幼兒上台玩一次對
話練習話練習話練習話練習。。。。

例例例例：：：：幼兒幼兒幼兒幼兒AAAA：「：「：「：「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幼兒幼兒幼兒幼兒BBBB：「：「：「：「我要去買糖我要去買糖我要去買糖我要去買糖
果果果果。」。」。」。」幼兒幼兒幼兒幼兒AAAA：「：「：「：「你要怎麼去你要怎麼去你要怎麼去你要怎麼去？」？」？」？」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BBBB：「：「：「：「我要騎腳踏我要騎腳踏我要騎腳踏我要騎腳踏
車去車去車去車去。」。」。」。」((((接著做出騎腳踏車的動作接著做出騎腳踏車的動作接著做出騎腳踏車的動作接著做出騎腳踏車的動作))))

2.2.2.2.四種交通工具都輪完四種交通工具都輪完四種交通工具都輪完四種交通工具都輪完，，，，自由練習對話自由練習對話自由練習對話自由練習對話，，，，結合扮演遊戲結合扮演遊戲結合扮演遊戲結合扮演遊戲。。。。

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實例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利用今天教過的物品老師利用今天教過的物品老師利用今天教過的物品老師利用今天教過的物品，，，，佈置娃娃家佈置娃娃家佈置娃娃家佈置娃娃家，，，，讓幼讓幼讓幼讓幼

兒透過實物增加印象兒透過實物增加印象兒透過實物增加印象兒透過實物增加印象。。。。

�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1.1.1.老師擺放皮鞋老師擺放皮鞋老師擺放皮鞋老師擺放皮鞋、、、、布鞋布鞋布鞋布鞋、、、、球鞋及數個娃娃於娃娃角球鞋及數個娃娃於娃娃角球鞋及數個娃娃於娃娃角球鞋及數個娃娃於娃娃角。。。。
2.2.2.2.幼兒可以透過娃娃扮演幼兒可以透過娃娃扮演幼兒可以透過娃娃扮演幼兒可以透過娃娃扮演，，，，練習單字及句型練習單字及句型練習單字及句型練習單字及句型。。。。
3.3.3.3.一位幼兒詢問一位幼兒詢問一位幼兒詢問一位幼兒詢問：「：「：「：「今天你想穿什麼鞋今天你想穿什麼鞋今天你想穿什麼鞋今天你想穿什麼鞋？」？」？」？」另一位幼兒另一位幼兒另一位幼兒另一位幼兒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今天我要穿今天我要穿今天我要穿今天我要穿____________鞋鞋鞋鞋。」。」。」。」並為娃娃穿上衣服配件並為娃娃穿上衣服配件並為娃娃穿上衣服配件並為娃娃穿上衣服配件。。。。

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實例四(服裝配件服裝配件服裝配件服裝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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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在幼兒認知遊戲在幼兒認知遊戲在幼兒認知遊戲在幼兒認知、、、、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思考力及社會情緒思考力及社會情緒思考力及社會情緒思考力及社會情緒
等面向的發展均扮演重要角色等面向的發展均扮演重要角色等面向的發展均扮演重要角色等面向的發展均扮演重要角色。。。。在遊戲中在遊戲中在遊戲中在遊戲中，，，，幼兒的心幼兒的心幼兒的心幼兒的心
情是愉快放鬆的情是愉快放鬆的情是愉快放鬆的情是愉快放鬆的，，，，透過遊戲學習透過遊戲學習透過遊戲學習透過遊戲學習，，，，效果會比制式的語效果會比制式的語效果會比制式的語效果會比制式的語
言學習狀況佳言學習狀況佳言學習狀況佳言學習狀況佳。。。。

�讓幼兒透過這些遊戲提高華語學習動機及聽說機會讓幼兒透過這些遊戲提高華語學習動機及聽說機會讓幼兒透過這些遊戲提高華語學習動機及聽說機會讓幼兒透過這些遊戲提高華語學習動機及聽說機會，，，，
這些遊戲不僅可以做為教導華語的媒介這些遊戲不僅可以做為教導華語的媒介這些遊戲不僅可以做為教導華語的媒介這些遊戲不僅可以做為教導華語的媒介，，，，亦可透過這亦可透過這亦可透過這亦可透過這
些遊戲些遊戲些遊戲些遊戲，，，，提升幼兒的創造力提升幼兒的創造力提升幼兒的創造力提升幼兒的創造力、、、、反應力及思考力反應力及思考力反應力及思考力反應力及思考力。。。。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

�創意計分遊戲創意計分遊戲創意計分遊戲創意計分遊戲

�團體互動遊戲團體互動遊戲團體互動遊戲團體互動遊戲

遊戲分類遊戲分類遊戲分類遊戲分類



�
�搶字卡遊戲搶字卡遊戲搶字卡遊戲搶字卡遊戲

�先介紹完主題單字後先介紹完主題單字後先介紹完主題單字後先介紹完主題單字後，，，，丟字卡到教室中間的空地上丟字卡到教室中間的空地上丟字卡到教室中間的空地上丟字卡到教室中間的空地上，，，，
將所有字卡弄混將所有字卡弄混將所有字卡弄混將所有字卡弄混，，，，不同組別的幼兒各派一位代表不同組別的幼兒各派一位代表不同組別的幼兒各派一位代表不同組別的幼兒各派一位代表，，，，聽聽聽聽
老師題目並站到起跑點老師題目並站到起跑點老師題目並站到起跑點老師題目並站到起跑點，，，，聽到老師說聽到老師說聽到老師說聽到老師說「「「「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後搶老後搶老後搶老後搶老
師口中的華語單字師口中的華語單字師口中的華語單字師口中的華語單字，，，，最快的獲勝最快的獲勝最快的獲勝最快的獲勝。。。。可再加以延伸及變可再加以延伸及變可再加以延伸及變可再加以延伸及變
化化化化，，，，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一次請一次請一次請一次請3-5位幼兒出來玩位幼兒出來玩位幼兒出來玩位幼兒出來玩，，，，老師放一段音樂老師放一段音樂老師放一段音樂老師放一段音樂，，，，
並同時唸一小段華語句型及單字並同時唸一小段華語句型及單字並同時唸一小段華語句型及單字並同時唸一小段華語句型及單字，，，，幼兒開始隨著音樂幼兒開始隨著音樂幼兒開始隨著音樂幼兒開始隨著音樂
跑動跑動跑動跑動，，，，當音樂一停止時當音樂一停止時當音樂一停止時當音樂一停止時，，，，比賽看哪一位幼兒在最短時比賽看哪一位幼兒在最短時比賽看哪一位幼兒在最短時比賽看哪一位幼兒在最短時
間內找到老師剛剛唸的單字及句型間內找到老師剛剛唸的單字及句型間內找到老師剛剛唸的單字及句型間內找到老師剛剛唸的單字及句型。。。。

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



�
�猜謎遊戲猜謎遊戲猜謎遊戲猜謎遊戲

�全班圍圈坐下全班圍圈坐下全班圍圈坐下全班圍圈坐下，，，，選一位幼兒到圈外用華語出題選一位幼兒到圈外用華語出題選一位幼兒到圈外用華語出題選一位幼兒到圈外用華語出題（（（（可先可先可先可先
由老師示範由老師示範由老師示範由老師示範），），），），如主題是水果如主題是水果如主題是水果如主題是水果，，，，出題者可用華語問出題者可用華語問出題者可用華語問出題者可用華語問
（（（（視幼兒華語能力視幼兒華語能力視幼兒華語能力視幼兒華語能力）：「）：「）：「）：「黃黃的長長的黃黃的長長的黃黃的長長的黃黃的長長的，，，，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吃起來甜甜
的是什麼水果的是什麼水果的是什麼水果的是什麼水果？」？」？」？」幼兒可以自由出題幼兒可以自由出題幼兒可以自由出題幼兒可以自由出題，，，，形容出心中想形容出心中想形容出心中想形容出心中想
的那種水果的那種水果的那種水果的那種水果，，，，直到讓其他幼兒猜對為止直到讓其他幼兒猜對為止直到讓其他幼兒猜對為止直到讓其他幼兒猜對為止，，，，猜對後換人猜對後換人猜對後換人猜對後換人
出題出題出題出題。。。。

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



�
�神秘箱神秘箱神秘箱神秘箱

�老師準備一個神秘箱老師準備一個神秘箱老師準備一個神秘箱老師準備一個神秘箱，，，，裡頭裝著各式各樣華語單字的裡頭裝著各式各樣華語單字的裡頭裝著各式各樣華語單字的裡頭裝著各式各樣華語單字的
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如如如如：：：：毛球毛球毛球毛球、、、、皮球皮球皮球皮球、、、、橡皮擦橡皮擦橡皮擦橡皮擦、、、、筆筆筆筆、、、、或摸起來或摸起來或摸起來或摸起來QQ軟軟軟軟
軟的東西軟的東西軟的東西軟的東西)等等等等，，，，邀請一位幼兒上前來探索神秘箱邀請一位幼兒上前來探索神秘箱邀請一位幼兒上前來探索神秘箱邀請一位幼兒上前來探索神秘箱，，，，而幼而幼而幼而幼
兒要以華語說出摸到東西的感覺及名稱兒要以華語說出摸到東西的感覺及名稱兒要以華語說出摸到東西的感覺及名稱兒要以華語說出摸到東西的感覺及名稱，，，，如如如如：「：「：「：「感覺感覺感覺感覺
硬硬的硬硬的硬硬的硬硬的，，，，摸起來很像皮的感覺摸起來很像皮的感覺摸起來很像皮的感覺摸起來很像皮的感覺」，」，」，」，在台下的幼兒則要在台下的幼兒則要在台下的幼兒則要在台下的幼兒則要
用華語猜想幼兒摸到什麼用華語猜想幼兒摸到什麼用華語猜想幼兒摸到什麼用華語猜想幼兒摸到什麼！！！！

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



�
�水果盤水果盤水果盤水果盤

�請大約七位幼兒出來圍一個圈請大約七位幼兒出來圍一個圈請大約七位幼兒出來圍一個圈請大約七位幼兒出來圍一個圈，，，，一人發一張水果圖卡一人發一張水果圖卡一人發一張水果圖卡一人發一張水果圖卡，，，，
老師在圈外站著先當示範老師在圈外站著先當示範老師在圈外站著先當示範老師在圈外站著先當示範，，，，幼兒要用華語先問老師幼兒要用華語先問老師幼兒要用華語先問老師幼兒要用華語先問老師：：：：
「「「「你想吃什麼水果你想吃什麼水果你想吃什麼水果你想吃什麼水果？」？」？」？」老師就開始點水果出來老師就開始點水果出來老師就開始點水果出來老師就開始點水果出來，，，，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老師會說老師會說老師會說老師會說：「：「：「：「想要吃香蕉想要吃香蕉想要吃香蕉想要吃香蕉…蘋果蘋果蘋果蘋果…桃子桃子桃子桃子」」」」(至少要點至少要點至少要點至少要點2
種水果以上種水果以上種水果以上種水果以上)被點到的水果就要出來圈外跟在老師後面被點到的水果就要出來圈外跟在老師後面被點到的水果就要出來圈外跟在老師後面被點到的水果就要出來圈外跟在老師後面
繞圈圈走繞圈圈走繞圈圈走繞圈圈走，，，，一直到老師點完水果之後說一直到老師點完水果之後說一直到老師點完水果之後說一直到老師點完水果之後說：「：「：「：「吃水果吃水果吃水果吃水果
啦啦啦啦！」！」！」！」這時這時這時這時，，，，老師和被點到的幼兒就要搶在地上的空老師和被點到的幼兒就要搶在地上的空老師和被點到的幼兒就要搶在地上的空老師和被點到的幼兒就要搶在地上的空
位位位位，，，，沒位子的那個人沒位子的那個人沒位子的那個人沒位子的那個人，，，，就得當站在外圍點水果的人就得當站在外圍點水果的人就得當站在外圍點水果的人就得當站在外圍點水果的人。。。。
此遊戲可隨主題變換單字此遊戲可隨主題變換單字此遊戲可隨主題變換單字此遊戲可隨主題變換單字。。。。

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動態遊戲



�
�比手畫腳比手畫腳比手畫腳比手畫腳

�每組輪流上台出題每組輪流上台出題每組輪流上台出題每組輪流上台出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A組代表是小娟組代表是小娟組代表是小娟組代表是小娟，，，，小娟先小娟先小娟先小娟先
到台前看老師抽出的華語單字圖卡到台前看老師抽出的華語單字圖卡到台前看老師抽出的華語單字圖卡到台前看老師抽出的華語單字圖卡（（（（如如如如：：：：馬馬馬馬），），），），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做出一些動作讓組員們猜做出一些動作讓組員們猜做出一些動作讓組員們猜做出一些動作讓組員們猜，，，，組員需用華語回答或猜測組員需用華語回答或猜測組員需用華語回答或猜測組員需用華語回答或猜測，，，，
可猜兩次可猜兩次可猜兩次可猜兩次，，，，猜對得一分猜對得一分猜對得一分猜對得一分，，，，猜錯的話就換別組猜猜錯的話就換別組猜猜錯的話就換別組猜猜錯的話就換別組猜，，，，若沒若沒若沒若沒
有組別答對有組別答對有組別答對有組別答對，，，，則台上的人需用華語講出正確答案後換則台上的人需用華語講出正確答案後換則台上的人需用華語講出正確答案後換則台上的人需用華語講出正確答案後換
其他組的代表上台出題其他組的代表上台出題其他組的代表上台出題其他組的代表上台出題。。。。這個活動可以做一些變化這個活動可以做一些變化這個活動可以做一些變化這個活動可以做一些變化，，，，
例如各組輪流在白板上繪圖例如各組輪流在白板上繪圖例如各組輪流在白板上繪圖例如各組輪流在白板上繪圖，，，，最快用華語說出答案的最快用華語說出答案的最快用華語說出答案的最快用華語說出答案的
組別得一分組別得一分組別得一分組別得一分。。。。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眼名嘴快眼名嘴快眼名嘴快眼名嘴快

�遊戲前先讓全班分組複習主題華語的單字及句型遊戲前先讓全班分組複習主題華語的單字及句型遊戲前先讓全班分組複習主題華語的單字及句型遊戲前先讓全班分組複習主題華語的單字及句型。。。。然然然然
後全班分成兩組後全班分成兩組後全班分成兩組後全班分成兩組，，，，每次遊戲各選一位幼兒站出來背對每次遊戲各選一位幼兒站出來背對每次遊戲各選一位幼兒站出來背對每次遊戲各選一位幼兒站出來背對
背背背背，，，，兩人胸前各用迴紋針或夾子兩人胸前各用迴紋針或夾子兩人胸前各用迴紋針或夾子兩人胸前各用迴紋針或夾子，，，，夾一張主題華語單夾一張主題華語單夾一張主題華語單夾一張主題華語單
字卡字卡字卡字卡，，，，彼此不可偷看彼此不可偷看彼此不可偷看彼此不可偷看。。。。此二人各自向前走三步此二人各自向前走三步此二人各自向前走三步此二人各自向前走三步，，，，其餘其餘其餘其餘
同學用華語問主題句型同學用華語問主題句型同學用華語問主題句型同學用華語問主題句型(如如如如：：：：這是什麼動物這是什麼動物這是什麼動物這是什麼動物？」？」？」？」問兩位問兩位問兩位問兩位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兩人迅速轉身兩人迅速轉身兩人迅速轉身兩人迅速轉身，，，，用華語大喊對方身上的單字用華語大喊對方身上的單字用華語大喊對方身上的單字用華語大喊對方身上的單字(如如如如：：：：
猴子猴子猴子猴子)，，，，較快說對者可得一分較快說對者可得一分較快說對者可得一分較快說對者可得一分。。。。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小姐現在幾點了小姐現在幾點了小姐現在幾點了小姐現在幾點了？？？？

�全班先反覆練習說華語主題單字及句型全班先反覆練習說華語主題單字及句型全班先反覆練習說華語主題單字及句型全班先反覆練習說華語主題單字及句型。。。。玩法是先設玩法是先設玩法是先設玩法是先設
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定一個「「「「抓人時間抓人時間抓人時間抓人時間」，」，」，」，當鬼的幼兒背對著全班當鬼的幼兒背對著全班當鬼的幼兒背對著全班當鬼的幼兒背對著全班，，，，選選選選3-5
位幼兒出來當客人位幼兒出來當客人位幼兒出來當客人位幼兒出來當客人。。。。客人全部一起問小鬼客人全部一起問小鬼客人全部一起問小鬼客人全部一起問小鬼：「：「：「：「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小小小小
姐現在幾點了姐現在幾點了姐現在幾點了姐現在幾點了？（？（？（？（華語華語華語華語）」，）」，）」，）」，當鬼的幼兒可任意回答當鬼的幼兒可任意回答當鬼的幼兒可任意回答當鬼的幼兒可任意回答：：：：
「「「「現在是五點現在是五點現在是五點現在是五點！（！（！（！（華語華語華語華語）」）」）」）」當鬼講到設定的時間時當鬼講到設定的時間時當鬼講到設定的時間時當鬼講到設定的時間時，，，，
就可翻身過來抓人就可翻身過來抓人就可翻身過來抓人就可翻身過來抓人，，，，被抓到的要回答鬼問的華語主題被抓到的要回答鬼問的華語主題被抓到的要回答鬼問的華語主題被抓到的要回答鬼問的華語主題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且要當鬼且要當鬼且要當鬼且要當鬼，，，，再進行下一輪的遊戲再進行下一輪的遊戲再進行下一輪的遊戲再進行下一輪的遊戲。。。。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

�將主題華語圖卡放置白板上將主題華語圖卡放置白板上將主題華語圖卡放置白板上將主題華語圖卡放置白板上，，，，全班分為兩組全班分為兩組全班分為兩組全班分為兩組，，，，每次選每次選每次選每次選
兩位幼兒上來進行遊戲兩位幼兒上來進行遊戲兩位幼兒上來進行遊戲兩位幼兒上來進行遊戲。。。。幼兒手上都拿個小鎚子站在幼兒手上都拿個小鎚子站在幼兒手上都拿個小鎚子站在幼兒手上都拿個小鎚子站在
起始點起始點起始點起始點，，，，這時老師會出題這時老師會出題這時老師會出題這時老師會出題，，，，幼兒聽到以後就向前跑往幼兒聽到以後就向前跑往幼兒聽到以後就向前跑往幼兒聽到以後就向前跑往
唸到的圖卡打下去唸到的圖卡打下去唸到的圖卡打下去唸到的圖卡打下去，，，，並說出該圖卡的華語單字並說出該圖卡的華語單字並說出該圖卡的華語單字並說出該圖卡的華語單字。。。。當幼當幼當幼當幼
兒熟悉後兒熟悉後兒熟悉後兒熟悉後，，，，出題者也可改成幼兒出題者也可改成幼兒出題者也可改成幼兒出題者也可改成幼兒。。。。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排形狀排形狀排形狀排形狀

�老師事先教幼兒說老師事先教幼兒說老師事先教幼兒說老師事先教幼兒說鈕扣鈕扣鈕扣鈕扣、、、、豆子的豆子的豆子的豆子的說法說法說法說法，，，，接著反覆練習接著反覆練習接著反覆練習接著反覆練習
各形狀的華語各形狀的華語各形狀的華語各形狀的華語，，，，老師依情況而定老師依情況而定老師依情況而定老師依情況而定，，，，認為幼兒們都記住認為幼兒們都記住認為幼兒們都記住認為幼兒們都記住
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這些東西的華語的華語的華語的華語念法後可進行遊戲念法後可進行遊戲念法後可進行遊戲念法後可進行遊戲。。。。以排鈕扣為例以排鈕扣為例以排鈕扣為例以排鈕扣為例：：：：
先將鈕扣均分成數堆先將鈕扣均分成數堆先將鈕扣均分成數堆先將鈕扣均分成數堆，，，，並依堆數將學生分組並依堆數將學生分組並依堆數將學生分組並依堆數將學生分組（（（（如如如如：：：：三三三三
堆三組堆三組堆三組堆三組），），），），每組相隔約每組相隔約每組相隔約每組相隔約1~2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遊戲前先帶幼兒複習各種形狀的華語單字遊戲前先帶幼兒複習各種形狀的華語單字遊戲前先帶幼兒複習各種形狀的華語單字遊戲前先帶幼兒複習各種形狀的華語單字，，，，當老師說當老師說當老師說當老師說
「「「「用鈕扣排成三角形用鈕扣排成三角形用鈕扣排成三角形用鈕扣排成三角形（（（（華語華語華語華語）」）」）」）」時時時時，，，，每組派一位代表每組派一位代表每組派一位代表每組派一位代表
將自己的組別鈕扣排成三角形將自己的組別鈕扣排成三角形將自己的組別鈕扣排成三角形將自己的組別鈕扣排成三角形，，，，最快排完並用華語說最快排完並用華語說最快排完並用華語說最快排完並用華語說
出出出出「「「「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者獲勝者獲勝者獲勝者獲勝。。。。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將教室依住家空間分成幾個區塊將教室依住家空間分成幾個區塊將教室依住家空間分成幾個區塊將教室依住家空間分成幾個區塊，，，，如如如如：：：：客廳客廳客廳客廳、、、、房間房間房間房間、、、、
浴室浴室浴室浴室、、、、廚房等廚房等廚房等廚房等(可實際佈置或模擬即可可實際佈置或模擬即可可實際佈置或模擬即可可實際佈置或模擬即可)。。。。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將全將全將全將全
班幼兒分成班幼兒分成班幼兒分成班幼兒分成2-3組組組組，，，，每隊派一個代表上來玩每隊派一個代表上來玩每隊派一個代表上來玩每隊派一個代表上來玩。。。。首先幼兒首先幼兒首先幼兒首先幼兒
一起問老師一起問老師一起問老師一起問老師：「：「：「：「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在浴室洗澡在浴室洗澡在浴室洗澡在浴室洗澡」」」」
(改變地點及動作改變地點及動作改變地點及動作改變地點及動作)。。。。這時聽到指令的每隊代表就要趕這時聽到指令的每隊代表就要趕這時聽到指令的每隊代表就要趕這時聽到指令的每隊代表就要趕
快跑到浴室區並且做出洗澡的動作快跑到浴室區並且做出洗澡的動作快跑到浴室區並且做出洗澡的動作快跑到浴室區並且做出洗澡的動作，，，，動作最快且正確動作最快且正確動作最快且正確動作最快且正確
的得一分的得一分的得一分的得一分。。。。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賓果遊戲賓果遊戲賓果遊戲賓果遊戲

�賓果遊戲可運用在各種華語主題的教學及複習中賓果遊戲可運用在各種華語主題的教學及複習中賓果遊戲可運用在各種華語主題的教學及複習中賓果遊戲可運用在各種華語主題的教學及複習中，，，，除除除除
了練習華語主題單字外了練習華語主題單字外了練習華語主題單字外了練習華語主題單字外，，，，還能訓練幼兒記憶力還能訓練幼兒記憶力還能訓練幼兒記憶力還能訓練幼兒記憶力。。。。畫一畫一畫一畫一
條線將白板分成兩半條線將白板分成兩半條線將白板分成兩半條線將白板分成兩半，，，，老師在每一半各畫上老師在每一半各畫上老師在每一半各畫上老師在每一半各畫上4X4的格的格的格的格
子子子子，，，，各組派代表任意在格子中寫上數字各組派代表任意在格子中寫上數字各組派代表任意在格子中寫上數字各組派代表任意在格子中寫上數字1-16。。。。各組的各組的各組的各組的
代表各拿一塊板擦站在起跑線後代表各拿一塊板擦站在起跑線後代表各拿一塊板擦站在起跑線後代表各拿一塊板擦站在起跑線後，，，，老師唸出華語數字老師唸出華語數字老師唸出華語數字老師唸出華語數字，，，，
幼兒就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擦掉該數字幼兒就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擦掉該數字幼兒就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擦掉該數字幼兒就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擦掉該數字，，，，先賓果的那隊先賓果的那隊先賓果的那隊先賓果的那隊
就獲勝就獲勝就獲勝就獲勝。。。。此遊戲亦可隨主題變化此遊戲亦可隨主題變化此遊戲亦可隨主題變化此遊戲亦可隨主題變化，，，，將賓果格子中的數將賓果格子中的數將賓果格子中的數將賓果格子中的數
字改為華語單字卡字改為華語單字卡字改為華語單字卡字改為華語單字卡，，，，老師出題唸出華語單字老師出題唸出華語單字老師出題唸出華語單字老師出題唸出華語單字，，，，幼兒教幼兒教幼兒教幼兒教
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拿掉該圖卡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拿掉該圖卡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拿掉該圖卡要馬上跑到白板前拿掉該圖卡，，，，並畫上並畫上並畫上並畫上X，，，，先賓果的先賓果的先賓果的先賓果的
那隊就獲勝那隊就獲勝那隊就獲勝那隊就獲勝。。。。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他是誰他是誰他是誰他是誰？？？？

�這個遊戲可用來教導家人的華語主題這個遊戲可用來教導家人的華語主題這個遊戲可用來教導家人的華語主題這個遊戲可用來教導家人的華語主題。。。。老師先介紹圖老師先介紹圖老師先介紹圖老師先介紹圖
卡人物與稱呼卡人物與稱呼卡人物與稱呼卡人物與稱呼，，，，將全班分為兩組將全班分為兩組將全班分為兩組將全班分為兩組，，，，在老師前面放一張在老師前面放一張在老師前面放一張在老師前面放一張
椅子椅子椅子椅子，，，，老師站在兩組中間拿著圖卡問老師站在兩組中間拿著圖卡問老師站在兩組中間拿著圖卡問老師站在兩組中間拿著圖卡問：「：「：「：「他是誰他是誰他是誰他是誰？？？？
（（（（華語華語華語華語）」，）」，）」，）」，知道答案的要趕快搶坐在椅子上知道答案的要趕快搶坐在椅子上知道答案的要趕快搶坐在椅子上知道答案的要趕快搶坐在椅子上，，，，先作先作先作先作
的可先回答的可先回答的可先回答的可先回答，，，，如如如如：「：「：「：「她是媽媽她是媽媽她是媽媽她是媽媽（（（（華語華語華語華語）」。）」。）」。）」。答對者能答對者能答對者能答對者能
拿走老師手上的圖卡拿走老師手上的圖卡拿走老師手上的圖卡拿走老師手上的圖卡，，，，收集到越多圖卡的組別就獲得收集到越多圖卡的組別就獲得收集到越多圖卡的組別就獲得收集到越多圖卡的組別就獲得
勝利勝利勝利勝利！！！！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你要去哪個地方你要去哪個地方你要去哪個地方你要去哪個地方？？？？

�老師在遊戲前先製作一個六面老師在遊戲前先製作一個六面老師在遊戲前先製作一個六面老師在遊戲前先製作一個六面大骰子大骰子大骰子大骰子(可用空紙箱做可用空紙箱做可用空紙箱做可用空紙箱做)，，，，
六面分成是地方名稱六面分成是地方名稱六面分成是地方名稱六面分成是地方名稱(如如如如：：：：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桃園桃園桃園桃園、、、、新竹新竹新竹新竹、、、、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屏東屏東屏東屏東...)之後將全班分成之後將全班分成之後將全班分成之後將全班分成2-3組之後聽老師出題組之後聽老師出題組之後聽老師出題組之後聽老師出題。。。。

�老師出題用華語說老師出題用華語說老師出題用華語說老師出題用華語說，，，，如如如如：「：「：「：「小明想去屏東玩兩次小明想去屏東玩兩次小明想去屏東玩兩次小明想去屏東玩兩次」」」」(人人人人
名名名名、、、、地區地區地區地區、、、、次數可以做變化次數可以做變化次數可以做變化次數可以做變化)接下來各組就要派一位代接下來各組就要派一位代接下來各組就要派一位代接下來各組就要派一位代
表出來骰骰子表出來骰骰子表出來骰骰子表出來骰骰子(每次須派不同人每次須派不同人每次須派不同人每次須派不同人，，，，除非該組人都輪完除非該組人都輪完除非該組人都輪完除非該組人都輪完
了了了了)，，，，骰到哪個地方就要用華語說出句型骰到哪個地方就要用華語說出句型骰到哪個地方就要用華語說出句型骰到哪個地方就要用華語說出句型「「「「____(人名人名人名人名)
想去想去想去想去____(地方名地方名地方名地方名)」。」。」。」。哪組先骰到屏東兩次就獲勝哪組先骰到屏東兩次就獲勝哪組先骰到屏東兩次就獲勝哪組先骰到屏東兩次就獲勝。。。。

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靜態遊戲



�
�碰觸遊戲碰觸遊戲碰觸遊戲碰觸遊戲

�遊戲前先在教室內設些簡單的路障遊戲前先在教室內設些簡單的路障遊戲前先在教室內設些簡單的路障遊戲前先在教室內設些簡單的路障(如如如如：：：：桌椅桌椅桌椅桌椅、、、、呼拉圈呼拉圈呼拉圈呼拉圈
或其他教室內用品或其他教室內用品或其他教室內用品或其他教室內用品)。。。。老師將相關華語主題圖片放在白老師將相關華語主題圖片放在白老師將相關華語主題圖片放在白老師將相關華語主題圖片放在白
板上板上板上板上，，，，並要求幼兒跟著一起練習過一遍後並要求幼兒跟著一起練習過一遍後並要求幼兒跟著一起練習過一遍後並要求幼兒跟著一起練習過一遍後，，，，每組派人每組派人每組派人每組派人
站在路障前一邊聽老師出題站在路障前一邊聽老師出題站在路障前一邊聽老師出題站在路障前一邊聽老師出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主題是水果主題是水果主題是水果主題是水果，，，，當當當當
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香蕉香蕉香蕉香蕉」」」」時時時時，，，，最先越過路障並碰到正確圖卡者最先越過路障並碰到正確圖卡者最先越過路障並碰到正確圖卡者最先越過路障並碰到正確圖卡者
獲勝獲勝獲勝獲勝。。。。當幼兒通過路障碰到單字卡時需大聲唸出華語當幼兒通過路障碰到單字卡時需大聲唸出華語當幼兒通過路障碰到單字卡時需大聲唸出華語當幼兒通過路障碰到單字卡時需大聲唸出華語
的正確唸法的正確唸法的正確唸法的正確唸法(如如如如：：：：我喜歡吃香蕉我喜歡吃香蕉我喜歡吃香蕉我喜歡吃香蕉！」！」！」！」)

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肢體活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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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
�應用戲劇做為語言的學習媒介應用戲劇做為語言的學習媒介應用戲劇做為語言的學習媒介應用戲劇做為語言的學習媒介，，，，是幼兒喜愛的學習方是幼兒喜愛的學習方是幼兒喜愛的學習方是幼兒喜愛的學習方
式式式式。。。。因此類課程是動與靜相互進行的型式因此類課程是動與靜相互進行的型式因此類課程是動與靜相互進行的型式因此類課程是動與靜相互進行的型式；；；；更因戲劇更因戲劇更因戲劇更因戲劇
本身的主體架構是以對話為主的表達性藝術本身的主體架構是以對話為主的表達性藝術本身的主體架構是以對話為主的表達性藝術本身的主體架構是以對話為主的表達性藝術，，，，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戲劇提供一種自然學習語言的空間和即席說演的機會戲劇提供一種自然學習語言的空間和即席說演的機會戲劇提供一種自然學習語言的空間和即席說演的機會戲劇提供一種自然學習語言的空間和即席說演的機會。。。。

�戲劇化語言教學課程戲劇化語言教學課程戲劇化語言教學課程戲劇化語言教學課程，，，，會進入一個虛擬的情境會進入一個虛擬的情境會進入一個虛擬的情境會進入一個虛擬的情境，，，，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自身的想像自身的想像自身的想像自身的想像、、、、創意和生活經驗創意和生活經驗創意和生活經驗創意和生活經驗，，，，從活動中發展出一種從活動中發展出一種從活動中發展出一種從活動中發展出一種
同儕激勵互助的環境同儕激勵互助的環境同儕激勵互助的環境同儕激勵互助的環境，，，，進而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進而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進而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進而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為為為為
完成團體目標完成團體目標完成團體目標完成團體目標，，，，在與他人合作中在與他人合作中在與他人合作中在與他人合作中，，，，培養自我的積極學培養自我的積極學培養自我的積極學培養自我的積極學
習態度習態度習態度習態度。。。。

戲劇與華語教學戲劇與華語教學戲劇與華語教學戲劇與華語教學



�
�由老師拿一物品示範由老師拿一物品示範由老師拿一物品示範由老師拿一物品示範(例例例例：：：：書書書書)，，，，示範正確的示範正確的示範正確的示範正確的「「「「開開開開」」」」
或或或或「「「「關關關關」」」」，，，，請一位學生並排坐在旁邊照著做請一位學生並排坐在旁邊照著做請一位學生並排坐在旁邊照著做請一位學生並排坐在旁邊照著做「「「「開開開開」」」」
或或或或「「「「關關關關」」」」，，，，由老師判斷是否為正確的由老師判斷是否為正確的由老師判斷是否為正確的由老師判斷是否為正確的。。。。需要由其他需要由其他需要由其他需要由其他
學生觀察怎麼樣才是正確的學生觀察怎麼樣才是正確的學生觀察怎麼樣才是正確的學生觀察怎麼樣才是正確的「「「「開開開開」」」」或或或或「「「「關關關關」。」。」。」。

開開關關開開關關開開關關開開關關



�
�由老師拿出一樣物品由老師拿出一樣物品由老師拿出一樣物品由老師拿出一樣物品(如如如如：：：：手錶手錶手錶手錶)，，，，告訴學生告訴學生告訴學生告訴學生(5-6位位位位)老老老老
師和你們有知心術師和你們有知心術師和你們有知心術師和你們有知心術，，，，我不看卻知道你們是誰來摸這個我不看卻知道你們是誰來摸這個我不看卻知道你們是誰來摸這個我不看卻知道你們是誰來摸這個
手錶手錶手錶手錶，，，，一定要有派人來摸一定要有派人來摸一定要有派人來摸一定要有派人來摸，，，，而且當老師一個一個詢問而且當老師一個一個詢問而且當老師一個一個詢問而且當老師一個一個詢問
的時候眼睛要看著老師的眼睛的時候眼睛要看著老師的眼睛的時候眼睛要看著老師的眼睛的時候眼睛要看著老師的眼睛。。。。

知心術知心術知心術知心術



�
1. 圍圍圍圍成一圈成一圈成一圈成一圈，，，，找一找一找一找一位接受位接受位接受位接受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老師將鈴鼓交老師將鈴鼓交老師將鈴鼓交老師將鈴鼓交
給他左手邊給他左手邊給他左手邊給他左手邊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由他開始傳由他開始傳由他開始傳由他開始傳，，，，並要求學生以最並要求學生以最並要求學生以最並要求學生以最
快的速度傳一圈快的速度傳一圈快的速度傳一圈快的速度傳一圈。。。。

2.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考驗的同學，，，，必須要在傳必須要在傳必須要在傳必須要在傳鈴鼓一鈴鼓一鈴鼓一鈴鼓一圈的時間之內圈的時間之內圈的時間之內圈的時間之內，，，，
回答老師的回答老師的回答老師的回答老師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如如如如:說六項和球類有關的說六項和球類有關的說六項和球類有關的說六項和球類有關的?答答答答:手球手球手球手球、、、、
足球足球足球足球、、、、排球排球排球排球、、、、木球木球木球木球、、、、羽球羽球羽球羽球、、、、棒球棒球棒球棒球。。。。

3. 能能能能在時間內說六項就成功在時間內說六項就成功在時間內說六項就成功在時間內說六項就成功。。。。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可可可可配合課程配合課程配合課程配合課程，，，，複習課程中的內容複習課程中的內容複習課程中的內容複習課程中的內容。。。。

腦力激盪腦力激盪腦力激盪腦力激盪



�

1. 分分分分三組競賽三組競賽三組競賽三組競賽，，，，輪流比賽輪流比賽輪流比賽輪流比賽。。。。

2.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規定一個題目規定一個題目規定一個題目規定一個題目(如當女生好不好如當女生好不好如當女生好不好如當女生好不好)，，，，如果主如果主如果主如果主
持說好持說好持說好持說好，，，，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就要說就要說就要說就要說一個當女生的好處一個當女生的好處一個當女生的好處一個當女生的好處，，，，當主持說當主持說當主持說當主持說
不好時不好時不好時不好時，，，，同學就要說一個當同學就要說一個當同學就要說一個當同學就要說一個當女生不好女生不好女生不好女生不好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

3. 看看看看哪一組舉例最多哪一組舉例最多哪一組舉例最多哪一組舉例最多，，，，為勝為勝為勝為勝。。。。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時可用限時進行時可用限時進行時可用限時進行時可用限時進行。。。。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
1.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將號碼發給同學將號碼發給同學將號碼發給同學將號碼發給同學，，，，依序依序依序依序圍成一個圓圍成一個圓圍成一個圓圍成一個圓，，，，由站在由站在由站在由站在
一號一號一號一號位置的人喊出另一個號碼位置的人喊出另一個號碼位置的人喊出另一個號碼位置的人喊出另一個號碼，，，，如如如如:十號十號十號十號，，，，持十持十持十持十
號牌的學生在另人指出他之前號牌的學生在另人指出他之前號牌的學生在另人指出他之前號牌的學生在另人指出他之前要快喊另一個號碼要快喊另一個號碼要快喊另一個號碼要快喊另一個號碼，，，，
若在被指出前沒喊出另一個號碼若在被指出前沒喊出另一個號碼若在被指出前沒喊出另一個號碼若在被指出前沒喊出另一個號碼，，，，則要則要則要則要站至站至站至站至一號一號一號一號
位置上位置上位置上位置上，，，，而原本站在一號位置的學生則向尾號移而原本站在一號位置的學生則向尾號移而原本站在一號位置的學生則向尾號移而原本站在一號位置的學生則向尾號移
動動動動，，，，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2. 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可訂出罰則可訂出罰則可訂出罰則可訂出罰則，，，，站在一號位置者要接受站在一號位置者要接受站在一號位置者要接受站在一號位置者要接受
懲罰懲罰懲罰懲罰。。。。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人數人數人數人數，，，，維持維持維持維持十五人之間十五人之間十五人之間十五人之間較恰當較恰當較恰當較恰當。。。。

此起彼落此起彼落此起彼落此起彼落



�
� 六人為一組後六人為一組後六人為一組後六人為一組後，，，，每個人先自我介紹每個人先自我介紹每個人先自我介紹每個人先自我介紹，，，，彼此熟悉對方之彼此熟悉對方之彼此熟悉對方之彼此熟悉對方之
後後後後，，，，接著就輪流說出三件事接著就輪流說出三件事接著就輪流說出三件事接著就輪流說出三件事，，，，而這三件事情當中而這三件事情當中而這三件事情當中而這三件事情當中，，，，必必必必

須有一件事虛構的須有一件事虛構的須有一件事虛構的須有一件事虛構的，，，，而其他五個人就要開始猜而其他五個人就要開始猜而其他五個人就要開始猜而其他五個人就要開始猜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哪哪哪哪
件事情是假的件事情是假的件事情是假的件事情是假的。。。。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敘述的事情最好以切身發生的經驗為主敘述的事情最好以切身發生的經驗為主敘述的事情最好以切身發生的經驗為主敘述的事情最好以切身發生的經驗為主。。。。

真真假假真真假假真真假假真真假假



�
1. 由由由由四個人圍坐成一個圈四個人圍坐成一個圈四個人圍坐成一個圈四個人圍坐成一個圈，，，，面向圓心組成一個群體面向圓心組成一個群體面向圓心組成一個群體面向圓心組成一個群體，，，，每個每個每個每個
人的眼睛都看著地板人的眼睛都看著地板人的眼睛都看著地板人的眼睛都看著地板，，，，也就是不要互相看彼此也就是不要互相看彼此也就是不要互相看彼此也就是不要互相看彼此。。。。

2. 要要要要先有一個人開頭喊一先有一個人開頭喊一先有一個人開頭喊一先有一個人開頭喊一，，，，接著由其他三個人的其中一個接著由其他三個人的其中一個接著由其他三個人的其中一個接著由其他三個人的其中一個
喊二喊二喊二喊二，，，，再來另一個人接著喊三再來另一個人接著喊三再來另一個人接著喊三再來另一個人接著喊三，，，，一直延續同樣的方式喊一直延續同樣的方式喊一直延續同樣的方式喊一直延續同樣的方式喊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3.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如果有兩個人以上同時一起喊同一個數字時如果有兩個人以上同時一起喊同一個數字時如果有兩個人以上同時一起喊同一個數字時如果有兩個人以上同時一起喊同一個數字時，，，，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就結束了就結束了就結束了就結束了。。。。

4. 反覆反覆反覆反覆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直到彼此之間的默契越來越好直到彼此之間的默契越來越好直到彼此之間的默契越來越好直到彼此之間的默契越來越好，，，，幾乎很少發幾乎很少發幾乎很少發幾乎很少發
生有兩個人以上同時喊同一個數字的情況生有兩個人以上同時喊同一個數字的情況生有兩個人以上同時喊同一個數字的情況生有兩個人以上同時喊同一個數字的情況。。。。

默契一二三默契一二三默契一二三默契一二三



�
1. 八八八八個人圍一個圈個人圍一個圈個人圍一個圈個人圍一個圈，，，，面向圓心站著面向圓心站著面向圓心站著面向圓心站著。。。。每每每每個人先自我介紹個人先自我介紹個人先自我介紹個人先自我介紹。。。。

2. 先先先先指定一個人出來站到圓心指定一個人出來站到圓心指定一個人出來站到圓心指定一個人出來站到圓心，，，，在圓心上的人必須叫出在圓心上的人必須叫出在圓心上的人必須叫出在圓心上的人必須叫出
其他七位夥伴之一位的名字其他七位夥伴之一位的名字其他七位夥伴之一位的名字其他七位夥伴之一位的名字。。。。

3. 被叫到名字的人被叫到名字的人被叫到名字的人被叫到名字的人，，，，必須站到圓心上必須站到圓心上必須站到圓心上必須站到圓心上，，，，而第一位原本站而第一位原本站而第一位原本站而第一位原本站
在圓心上的人在圓心上的人在圓心上的人在圓心上的人，，，，跑到他所叫的人原本的位子上跑到他所叫的人原本的位子上跑到他所叫的人原本的位子上跑到他所叫的人原本的位子上，，，，一直一直一直一直
反覆此步驟反覆此步驟反覆此步驟反覆此步驟。。。。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每每每每個人盡量每次都能叫不同的名字個人盡量每次都能叫不同的名字個人盡量每次都能叫不同的名字個人盡量每次都能叫不同的名字。。。。

2.遊戲遊戲遊戲遊戲開始之前要先讓孩子做適當的開始之前要先讓孩子做適當的開始之前要先讓孩子做適當的開始之前要先讓孩子做適當的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綽號綽號綽號綽號)。。。。

姓名卡位姓名卡位姓名卡位姓名卡位



�
1. 八八八八個人坐著圍成一個圓圈個人坐著圍成一個圓圈個人坐著圍成一個圓圈個人坐著圍成一個圓圈，，，，彼此面對著圓心彼此面對著圓心彼此面對著圓心彼此面對著圓心。。。。

2. 指定指定指定指定一個人開始喊一一個人開始喊一一個人開始喊一一個人開始喊一，，，，喊的同時往左邊和右邊都轉喊的同時往左邊和右邊都轉喊的同時往左邊和右邊都轉喊的同時往左邊和右邊都轉
一下頭一下頭一下頭一下頭，，，，並且都喊一並且都喊一並且都喊一並且都喊一。。。。

3. 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喊一的人左右兩邊的人各自往左邊或右邊喊一的人左右兩邊的人各自往左邊或右邊喊一的人左右兩邊的人各自往左邊或右邊喊一的人左右兩邊的人各自往左邊或右邊
（（（（也就是剛剛向著他喊一的人轉頭的方向也就是剛剛向著他喊一的人轉頭的方向也就是剛剛向著他喊一的人轉頭的方向也就是剛剛向著他喊一的人轉頭的方向））））轉頭並轉頭並轉頭並轉頭並
且喊且喊且喊且喊二二二二。。。。

4. 重複重複重複重複以上的動作以上的動作以上的動作以上的動作，，，，並且持續喊數字並且持續喊數字並且持續喊數字並且持續喊數字，，，，直到有人忘記直到有人忘記直到有人忘記直到有人忘記
自己應該往哪一邊喊哪個數字時自己應該往哪一邊喊哪個數字時自己應該往哪一邊喊哪個數字時自己應該往哪一邊喊哪個數字時，，，，遊戲就結束遊戲就結束遊戲就結束遊戲就結束。。。。

左右一二三左右一二三左右一二三左右一二三



�
�利用家具或物品重新塑造空間利用家具或物品重新塑造空間利用家具或物品重新塑造空間利用家具或物品重新塑造空間，，，，藉以表現出不同的地藉以表現出不同的地藉以表現出不同的地藉以表現出不同的地
點點點點，，，，此時需要請學員發揮想像力此時需要請學員發揮想像力此時需要請學員發揮想像力此時需要請學員發揮想像力，，，，假裝我們在某一場假裝我們在某一場假裝我們在某一場假裝我們在某一場
合合合合(如相同桌椅用不同的擺設方式可變成候診室如相同桌椅用不同的擺設方式可變成候診室如相同桌椅用不同的擺設方式可變成候診室如相同桌椅用不同的擺設方式可變成候診室、、、、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定義空間定義空間定義空間定義空間



�
�小組的成員可用即興雕塑小組的成員可用即興雕塑小組的成員可用即興雕塑小組的成員可用即興雕塑，，，，或事前討論方式或事前討論方式或事前討論方式或事前討論方式，，，，用肢體用肢體用肢體用肢體
展現成一幅共同的形象或景象展現成一幅共同的形象或景象展現成一幅共同的形象或景象展現成一幅共同的形象或景象。。。。例如模擬失火的景象例如模擬失火的景象例如模擬失火的景象例如模擬失火的景象，，，，
大家可以扮演救火隊大家可以扮演救火隊大家可以扮演救火隊大家可以扮演救火隊、、、、路人路人路人路人、、、、病患病患病患病患……，，，，一個個進入一個個進入一個個進入一個個進入
舞台舞台舞台舞台，，，，依自己的想像和整體的圖像即興選擇扮演一種依自己的想像和整體的圖像即興選擇扮演一種依自己的想像和整體的圖像即興選擇扮演一種依自己的想像和整體的圖像即興選擇扮演一種
角色和雕塑的姿勢角色和雕塑的姿勢角色和雕塑的姿勢角色和雕塑的姿勢。。。。

集體畫集體畫集體畫集體畫



�
�將將將將角色畫在黑板或紙上角色畫在黑板或紙上角色畫在黑板或紙上角色畫在黑板或紙上，，，，個人看到此畫後描述他所認個人看到此畫後描述他所認個人看到此畫後描述他所認個人看到此畫後描述他所認
為的性格為的性格為的性格為的性格。。。。例如可以請一例如可以請一例如可以請一例如可以請一位孩位孩位孩位孩躺在白紙上躺在白紙上躺在白紙上躺在白紙上，，，，大家依照大家依照大家依照大家依照
他的外型描出線形來他的外型描出線形來他的外型描出線形來他的外型描出線形來，，，，再共同創造這個角色再共同創造這個角色再共同創造這個角色再共同創造這個角色。。。。

牆上的角色牆上的角色牆上的角色牆上的角色



�

� 藉由坐在椅子上的人而產生角色藉由坐在椅子上的人而產生角色藉由坐在椅子上的人而產生角色藉由坐在椅子上的人而產生角色，，，，或由故事中的或由故事中的或由故事中的或由故事中的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詢問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詢問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詢問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詢問，，，，其角色的相關其角色的相關其角色的相關其角色的相關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亦可藉此活動探索這角色的內心世界亦可藉此活動探索這角色的內心世界亦可藉此活動探索這角色的內心世界亦可藉此活動探索這角色的內心世界。。。。

坐針氈坐針氈坐針氈坐針氈



�

�運用肢體停止的姿勢運用肢體停止的姿勢運用肢體停止的姿勢運用肢體停止的姿勢，，，，以展現整體想表達的一刻以展現整體想表達的一刻以展現整體想表達的一刻以展現整體想表達的一刻。。。。
像是要表達驚訝的情緒像是要表達驚訝的情緒像是要表達驚訝的情緒像是要表達驚訝的情緒，，，，小組學員先討論什麼情小組學員先討論什麼情小組學員先討論什麼情小組學員先討論什麼情
況會發生驚訝的表情況會發生驚訝的表情況會發生驚訝的表情況會發生驚訝的表情(如看到太空船如看到太空船如看到太空船如看到太空船)，，，，請一小組的請一小組的請一小組的請一小組的
人作整體的靜止動作人作整體的靜止動作人作整體的靜止動作人作整體的靜止動作，，，，並表現出一群人的情景並表現出一群人的情景並表現出一群人的情景並表現出一群人的情景。。。。

靜止影像靜止影像靜止影像靜止影像



�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個人或小組集體去塑造自願表演者的肢體個人或小組集體去塑造自願表演者的肢體個人或小組集體去塑造自願表演者的肢體個人或小組集體去塑造自願表演者的肢體，，，，協協協協
調姿勢和空間的關係調姿勢和空間的關係調姿勢和空間的關係調姿勢和空間的關係，，，，進入進入進入進入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凝住的一刻凝住的一刻凝住的一刻凝住的一刻。。。。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可以設定主題可以設定主題可以設定主題可以設定主題，，，，像職業像職業像職業像職業。。。。拿到交通警察指令的孩子拿到交通警察指令的孩子拿到交通警察指令的孩子拿到交通警察指令的孩子
就擺出就擺出就擺出就擺出像交警像交警像交警像交警的姿勢讓別人猜的姿勢讓別人猜的姿勢讓別人猜的姿勢讓別人猜，，，，或讓覺得不像的學或讓覺得不像的學或讓覺得不像的學或讓覺得不像的學
員向前作肢體的調整員向前作肢體的調整員向前作肢體的調整員向前作肢體的調整。。。。

雕塑雕塑雕塑雕塑



�

�請一人扮演角色的內心想法請一人扮演角色的內心想法請一人扮演角色的內心想法請一人扮演角色的內心想法，，，，或從靜止作時輕拍他的或從靜止作時輕拍他的或從靜止作時輕拍他的或從靜止作時輕拍他的
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請顯露他揣摩角色的內心想法請顯露他揣摩角色的內心想法請顯露他揣摩角色的內心想法請顯露他揣摩角色的內心想法。。。。例如在靜止動例如在靜止動例如在靜止動例如在靜止動
作或雕塑等活動時作或雕塑等活動時作或雕塑等活動時作或雕塑等活動時，，，，當老師輕碰其中一位的肩膀當老師輕碰其中一位的肩膀當老師輕碰其中一位的肩膀當老師輕碰其中一位的肩膀，，，，請請請請
他說出當他做這個動作時心理的想法他說出當他做這個動作時心理的想法他說出當他做這個動作時心理的想法他說出當他做這個動作時心理的想法。。。。

思想軌跡思想軌跡思想軌跡思想軌跡



�
�一齣戲在演出的過程中一齣戲在演出的過程中一齣戲在演出的過程中一齣戲在演出的過程中，，，，可以設定在某個轉折點或可以設定在某個轉折點或可以設定在某個轉折點或可以設定在某個轉折點或
衝突點停止衝突點停止衝突點停止衝突點停止，，，，詢問觀眾的意見和想法詢問觀眾的意見和想法詢問觀眾的意見和想法詢問觀眾的意見和想法，，，，再由演員演再由演員演再由演員演再由演員演
出出出出，，，，嘗試各種可能性嘗試各種可能性嘗試各種可能性嘗試各種可能性。。。。例如扮演父子之間的爭吵例如扮演父子之間的爭吵例如扮演父子之間的爭吵例如扮演父子之間的爭吵，，，，
在某一時間點台下觀眾可以喊停在某一時間點台下觀眾可以喊停在某一時間點台下觀眾可以喊停在某一時間點台下觀眾可以喊停，，，，或老師設計停止或老師設計停止或老師設計停止或老師設計停止，，，，
問學員如何解決更好問學員如何解決更好問學員如何解決更好問學員如何解決更好，，，，並請學員上台扮演其中一角並請學員上台扮演其中一角並請學員上台扮演其中一角並請學員上台扮演其中一角，，，，
企圖解決問題企圖解決問題企圖解決問題企圖解決問題。。。。

論壇劇場論壇劇場論壇劇場論壇劇場



�
�集體角色是指由一組學生同時來進行即興表演集體角色是指由一組學生同時來進行即興表演集體角色是指由一組學生同時來進行即興表演集體角色是指由一組學生同時來進行即興表演，，，，或或或或
者從兩人之中選出一個來扮演這個角色者從兩人之中選出一個來扮演這個角色者從兩人之中選出一個來扮演這個角色者從兩人之中選出一個來扮演這個角色，，，，組員則可組員則可組員則可組員則可
以在一旁給建議或是提示接下來要說的台詞以在一旁給建議或是提示接下來要說的台詞以在一旁給建議或是提示接下來要說的台詞以在一旁給建議或是提示接下來要說的台詞。。。。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的方式可以讓許多人都參與到表演對話的創作的方式可以讓許多人都參與到表演對話的創作的方式可以讓許多人都參與到表演對話的創作的方式可以讓許多人都參與到表演對話的創作。。。。

集體角色集體角色集體角色集體角色



�
�利用聽到一方的談話內容利用聽到一方的談話內容利用聽到一方的談話內容利用聽到一方的談話內容，，，，去編導整個戲劇的情節或去編導整個戲劇的情節或去編導整個戲劇的情節或去編導整個戲劇的情節或
後續的發展後續的發展後續的發展後續的發展。。。。

電話交談電話交談電話交談電話交談



�
�自願者來創造出以可以代表主要場景裡開始的一些片自願者來創造出以可以代表主要場景裡開始的一些片自願者來創造出以可以代表主要場景裡開始的一些片自願者來創造出以可以代表主要場景裡開始的一些片
刻畫面刻畫面刻畫面刻畫面。。。。接著小組們必須從這些自願者所表演的場景接著小組們必須從這些自願者所表演的場景接著小組們必須從這些自願者所表演的場景接著小組們必須從這些自願者所表演的場景
中中中中，，，，選出一個最能夠代表他們之前所表演過的場景選出一個最能夠代表他們之前所表演過的場景選出一個最能夠代表他們之前所表演過的場景選出一個最能夠代表他們之前所表演過的場景，，，，
而這個場景同時也符合這齣戲劇的主要意涵和與主角而這個場景同時也符合這齣戲劇的主要意涵和與主角而這個場景同時也符合這齣戲劇的主要意涵和與主角而這個場景同時也符合這齣戲劇的主要意涵和與主角
之間的時間關係之間的時間關係之間的時間關係之間的時間關係。。。。

時間線時間線時間線時間線



�
�由參與戲劇演出的人由參與戲劇演出的人由參與戲劇演出的人由參與戲劇演出的人，，，，以敘述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當他以敘述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當他以敘述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當他以敘述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當他
們處身於戲劇場景中和其他人對話時的動作們處身於戲劇場景中和其他人對話時的動作們處身於戲劇場景中和其他人對話時的動作們處身於戲劇場景中和其他人對話時的動作。。。。

邊做邊講邊做邊講邊做邊講邊做邊講



�
�這個表演活動主要是關於在某個角色生命中的某個關這個表演活動主要是關於在某個角色生命中的某個關這個表演活動主要是關於在某個角色生命中的某個關這個表演活動主要是關於在某個角色生命中的某個關
鍵的時刻鍵的時刻鍵的時刻鍵的時刻，，，，例如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例如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例如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例如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進退兩難的困進退兩難的困進退兩難的困進退兩難的困
境境境境、、、、必須面對的選擇和解決的問題等必須面對的選擇和解決的問題等必須面對的選擇和解決的問題等必須面對的選擇和解決的問題等；；；；當進行活動時當進行活動時當進行活動時當進行活動時，，，，
角色必須走在排成兩列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角色必須走在排成兩列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角色必須走在排成兩列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角色必須走在排成兩列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而而而而
這些學生所提出的意見這些學生所提出的意見這些學生所提出的意見這些學生所提出的意見，，，，主要是依據以一個旁觀者的主要是依據以一個旁觀者的主要是依據以一個旁觀者的主要是依據以一個旁觀者的
姿態來看待角色姿態來看待角色姿態來看待角色姿態來看待角色。。。。

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



�
�這項表演方式需要小組成員將自己站定在某條想像的這項表演方式需要小組成員將自己站定在某條想像的這項表演方式需要小組成員將自己站定在某條想像的這項表演方式需要小組成員將自己站定在某條想像的

選擇線上選擇線上選擇線上選擇線上，，，，而這條選擇線則是經由他們所站定的位置而這條選擇線則是經由他們所站定的位置而這條選擇線則是經由他們所站定的位置而這條選擇線則是經由他們所站定的位置，，，，

來顯示出他們的喜好差異和程度來顯示出他們的喜好差異和程度來顯示出他們的喜好差異和程度來顯示出他們的喜好差異和程度。。。。站在中間的人通常站在中間的人通常站在中間的人通常站在中間的人通常

是屬於比較沒有偏見的人是屬於比較沒有偏見的人是屬於比較沒有偏見的人是屬於比較沒有偏見的人，，，，而越趨近於選項的位置而越趨近於選項的位置而越趨近於選項的位置而越趨近於選項的位置，，，，

則顯示出對於某方面的喜好或支持就越強烈則顯示出對於某方面的喜好或支持就越強烈則顯示出對於某方面的喜好或支持就越強烈則顯示出對於某方面的喜好或支持就越強烈。。。。

觀點與角度觀點與角度觀點與角度觀點與角度



�
�這一項表演方式可以公開地顯露出這一項表演方式可以公開地顯露出這一項表演方式可以公開地顯露出這一項表演方式可以公開地顯露出，，，，參與演出者在參與演出者在參與演出者在參與演出者在
某個時刻的表演過程中的個人想法和反應某個時刻的表演過程中的個人想法和反應某個時刻的表演過程中的個人想法和反應某個時刻的表演過程中的個人想法和反應，，，，而藉此而藉此而藉此而藉此
讓表演者發展出一個對於自我表演方式的反映態度讓表演者發展出一個對於自我表演方式的反映態度讓表演者發展出一個對於自我表演方式的反映態度讓表演者發展出一個對於自我表演方式的反映態度
以及藉此出突顯外在的表演以及藉此出突顯外在的表演以及藉此出突顯外在的表演以及藉此出突顯外在的表演、、、、談話與內在思考之間談話與內在思考之間談話與內在思考之間談話與內在思考之間
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在進行這項表演活動時在進行這項表演活動時在進行這項表演活動時在進行這項表演活動時，，，，可以將表演的動可以將表演的動可以將表演的動可以將表演的動
作暫時靜止著作暫時靜止著作暫時靜止著作暫時靜止著，，，，然後參與演出的人便可以開始將想然後參與演出的人便可以開始將想然後參與演出的人便可以開始將想然後參與演出的人便可以開始將想
法表現出來法表現出來法表現出來法表現出來，，，，或者這些想法也可以和或者這些想法也可以和或者這些想法也可以和或者這些想法也可以和 “靜止畫面靜止畫面靜止畫面靜止畫面”表表表表
演法一起搭配進行演出演法一起搭配進行演出演法一起搭配進行演出演法一起搭配進行演出。。。。

思考軌跡思考軌跡思考軌跡思考軌跡



�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先利用身體排出一間房間裡的四面牆先利用身體排出一間房間裡的四面牆先利用身體排出一間房間裡的四面牆先利用身體排出一間房間裡的四面牆，，，，然後就擺然後就擺然後就擺然後就擺
在一個已經預先做好的主角的靜止畫面附近在一個已經預先做好的主角的靜止畫面附近在一個已經預先做好的主角的靜止畫面附近在一個已經預先做好的主角的靜止畫面附近。。。。然後小然後小然後小然後小
組便集體反映出對於曾經發生在主角身上的重大事件組便集體反映出對於曾經發生在主角身上的重大事件組便集體反映出對於曾經發生在主角身上的重大事件組便集體反映出對於曾經發生在主角身上的重大事件。。。。
反映的方式可以利用曾經在這個事件中發生過的點點反映的方式可以利用曾經在這個事件中發生過的點點反映的方式可以利用曾經在這個事件中發生過的點點反映的方式可以利用曾經在這個事件中發生過的點點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對話或是對話或是對話或是對話或是聲音的複誦與模仿來表現聲音的複誦與模仿來表現聲音的複誦與模仿來表現聲音的複誦與模仿來表現。。。。

牆上有耳牆上有耳牆上有耳牆上有耳



陳仁富陳仁富陳仁富陳仁富

renfuche@mail.npue.edu.twrenfuche@mail.npue.edu.twrenfuche@mail.npue.edu.twrenfuche@mail.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
1. 讀者劇場可以增進學生閱讀的流利度以及對於高讀者劇場可以增進學生閱讀的流利度以及對於高讀者劇場可以增進學生閱讀的流利度以及對於高讀者劇場可以增進學生閱讀的流利度以及對於高
頻率單字的認識頻率單字的認識頻率單字的認識頻率單字的認識。。。。

2. 透過角色的理解與情境的設定透過角色的理解與情境的設定透過角色的理解與情境的設定透過角色的理解與情境的設定，，，，可以提升閱讀的可以提升閱讀的可以提升閱讀的可以提升閱讀的
理解度理解度理解度理解度，，，，提供學生機會去分析對話及溝通意義提供學生機會去分析對話及溝通意義提供學生機會去分析對話及溝通意義提供學生機會去分析對話及溝通意義。。。。

3. 讀者劇場不但強化了閱讀的社會性讀者劇場不但強化了閱讀的社會性讀者劇場不但強化了閱讀的社會性讀者劇場不但強化了閱讀的社會性，，，，而且也提供而且也提供而且也提供而且也提供
不同程度的學生一個合作練習的機會不同程度的學生一個合作練習的機會不同程度的學生一個合作練習的機會不同程度的學生一個合作練習的機會。。。。

讀者劇場與語言學習讀者劇場與語言學習讀者劇場與語言學習讀者劇場與語言學習



�
4. 因為讀者劇場的執行因為讀者劇場的執行因為讀者劇場的執行因為讀者劇場的執行，，，，需要不斷的劇本念讀練習需要不斷的劇本念讀練習需要不斷的劇本念讀練習需要不斷的劇本念讀練習，，，，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學生的唸讀流利度以及對內容的瞭解及詮釋學生的唸讀流利度以及對內容的瞭解及詮釋學生的唸讀流利度以及對內容的瞭解及詮釋學生的唸讀流利度以及對內容的瞭解及詮釋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也隨著唸讀次數的增加而增加也隨著唸讀次數的增加而增加也隨著唸讀次數的增加而增加也隨著唸讀次數的增加而增加。。。。

5. 讀者劇場提供學生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機會讀者劇場提供學生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機會讀者劇場提供學生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機會讀者劇場提供學生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機會，，，，給予學給予學給予學給予學
生很強的動機去練習閱讀及流利的口語朗讀生很強的動機去練習閱讀及流利的口語朗讀生很強的動機去練習閱讀及流利的口語朗讀生很強的動機去練習閱讀及流利的口語朗讀。。。。

6. 讀者劇場中的角色扮演讀者劇場中的角色扮演讀者劇場中的角色扮演讀者劇場中的角色扮演，，，，更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角色更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角色更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角色更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角色
的動機及目的的動機及目的的動機及目的的動機及目的，，，，而其他的學生可以透過欣賞讀者劇而其他的學生可以透過欣賞讀者劇而其他的學生可以透過欣賞讀者劇而其他的學生可以透過欣賞讀者劇
場的表演而提升聽的能力場的表演而提升聽的能力場的表演而提升聽的能力場的表演而提升聽的能力。。。。



�
� 1. 扁唇漏齒扁唇漏齒扁唇漏齒扁唇漏齒直到嘴酸直到嘴酸直到嘴酸直到嘴酸,然後唸然後唸然後唸然後唸e e e e e e e e e r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圓唇圓唇圓唇圓唇唸唸唸唸o o o o o o o,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唸十遍唸十遍唸十遍唸十遍 e e 

e e e e e e — o o o o o o o o 然後重複唸然後重複唸然後重複唸然後重複唸““““mee-
moo” “tee-too” “bee-bo” “gee-goo” 和和和和““““lee-lo” 

� 2. 唸唸唸唸 a h h h h h h h

a. 用用用用持續舒適持續舒適持續舒適持續舒適的語調的語調的語調的語調

b. 用用用用吟誦吟誦吟誦吟誦的聲調唸較柔軟的音調的聲調唸較柔軟的音調的聲調唸較柔軟的音調的聲調唸較柔軟的音調--較高的音調較高的音調較高的音調較高的音調---

較低的音調較低的音調較低的音調較低的音調

暖身暖身暖身暖身



吸煙肺會黑吸煙肺會黑吸煙肺會黑吸煙肺會黑，，，，

粉筆灰會飛粉筆灰會飛粉筆灰會飛粉筆灰會飛

紅鳳凰紅鳳凰紅鳳凰紅鳳凰、、、、黃鳳凰黃鳳凰黃鳳凰黃鳳凰、、、、

粉紅鳳凰黃鳳凰粉紅鳳凰黃鳳凰粉紅鳳凰黃鳳凰粉紅鳳凰黃鳳凰



�

聲音卡聲音卡聲音卡聲音卡

�貓咪的喵喵聲貓咪的喵喵聲貓咪的喵喵聲貓咪的喵喵聲

�嬰兒的哭聲嬰兒的哭聲嬰兒的哭聲嬰兒的哭聲

�小狗的吠聲小狗的吠聲小狗的吠聲小狗的吠聲

�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

�水滴的拍打聲水滴的拍打聲水滴的拍打聲水滴的拍打聲

�警車的笛聲警車的笛聲警車的笛聲警車的笛聲

�風吹的聲音風吹的聲音風吹的聲音風吹的聲音

�野狼的嚎叫聲野狼的嚎叫聲野狼的嚎叫聲野狼的嚎叫聲

�小鳥的啁啾聲小鳥的啁啾聲小鳥的啁啾聲小鳥的啁啾聲

�牛的叫聲牛的叫聲牛的叫聲牛的叫聲

�豬叫的聲音豬叫的聲音豬叫的聲音豬叫的聲音

�時鐘滴答聲時鐘滴答聲時鐘滴答聲時鐘滴答聲



�
�A是牙醫是牙醫是牙醫是牙醫B是膽小緊張的病患是膽小緊張的病患是膽小緊張的病患是膽小緊張的病患

�A是應門的老人是應門的老人是應門的老人是應門的老人B是推銷員是推銷員是推銷員是推銷員

�A是駕駛班教練正在教是駕駛班教練正在教是駕駛班教練正在教是駕駛班教練正在教B開車開車開車開車

�A是班長正在訓練是班長正在訓練是班長正在訓練是班長正在訓練B

�A是迷路的旅客是迷路的旅客是迷路的旅客是迷路的旅客B是幫助是幫助是幫助是幫助A的路人的路人的路人的路人

�A正站在高樓的突出部分正站在高樓的突出部分正站在高樓的突出部分正站在高樓的突出部分B勸勸勸勸A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

胡言亂語胡言亂語胡言亂語胡言亂語



�
�A生氣生氣生氣生氣 B恐懼恐懼恐懼恐懼

�A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喋喋不休 B趕時間趕時間趕時間趕時間

�AB互相暗戀對方互相暗戀對方互相暗戀對方互相暗戀對方

�A相信相信相信相信B是失散多年的姊妹是失散多年的姊妹是失散多年的姊妹是失散多年的姊妹

�B認為認為認為認為A懷中藏了一把刀要殺他懷中藏了一把刀要殺他懷中藏了一把刀要殺他懷中藏了一把刀要殺他

�A非常高興非常高興非常高興非常高興 B認為認為認為認為A有企圖有企圖有企圖有企圖

1-20數數數數數數數數



�
扮演自己扮演自己扮演自己扮演自己

�獅獅獅獅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巫婆巫婆巫婆巫婆

�三歲小三歲小三歲小三歲小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將語調拉長將語調拉長將語調拉長將語調拉長縮短縮短縮短縮短

�用不同的嘴型用不同的嘴型用不同的嘴型用不同的嘴型(圓圓圓圓/扁扁扁扁/不動不動不動不動)

�誇張而慢的嘴型誇張而慢的嘴型誇張而慢的嘴型誇張而慢的嘴型

吵什麼吵吵什麼吵吵什麼吵吵什麼吵，，，，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



�
�告訴別人一個秘密告訴別人一個秘密告訴別人一個秘密告訴別人一個秘密

�從樓頂向樓下的人說從樓頂向樓下的人說從樓頂向樓下的人說從樓頂向樓下的人說

下禮拜不用上課下禮拜不用上課下禮拜不用上課下禮拜不用上課

•沒人相信你

•你喪失記憶

•你是個大人物



�
�對一個重聽的老婆婆說話對一個重聽的老婆婆說話對一個重聽的老婆婆說話對一個重聽的老婆婆說話

�跟你心愛的寵物說話跟你心愛的寵物說話跟你心愛的寵物說話跟你心愛的寵物說話

�你的朋友正神秘兮兮的在看信你的朋友正神秘兮兮的在看信你的朋友正神秘兮兮的在看信你的朋友正神秘兮兮的在看信

�巡警看到小偷正在偷看路邊停車的門巡警看到小偷正在偷看路邊停車的門巡警看到小偷正在偷看路邊停車的門巡警看到小偷正在偷看路邊停車的門

�明天月考孩子十點了還在看電視明天月考孩子十點了還在看電視明天月考孩子十點了還在看電視明天月考孩子十點了還在看電視

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



�
�天神說天神說天神說天神說：「：「：「：「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
啦啦啦啦！」！」！」！」（（（（邏輯邏輯邏輯邏輯））））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呢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呢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呢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呢？？？？獅子和獅子和獅子和獅子和
老鼠老鼠老鼠老鼠。（。（。（。（心理心理心理心理））））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小紅帽小紅帽小紅帽小紅帽，，，，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國王笑了笑國王笑了笑國王笑了笑國王笑了笑，，，，ㄤㄤㄤㄤ，，，，就把狐狸吃掉了就把狐狸吃掉了就把狐狸吃掉了就把狐狸吃掉了。。。。他說他說他說他說：：：：
我最討厭別人為了拍馬屁而說謊話我最討厭別人為了拍馬屁而說謊話我最討厭別人為了拍馬屁而說謊話我最討厭別人為了拍馬屁而說謊話。（。（。（。（動作動作動作動作））））

停頓練習停頓練習停頓練習停頓練習



我不會跳舞
誰不會跳舞我不會跳舞

你會跳舞嗎我不會跳舞

你不會做什麼我不會跳舞

重音練習重音練習重音練習重音練習



�
�字之前停頓字之前停頓字之前停頓字之前停頓

�每一字加重音每一字加重音每一字加重音每一字加重音

�加大聲音加大聲音加大聲音加大聲音

�拖長語調拖長語調拖長語調拖長語調

�使用手勢使用手勢使用手勢使用手勢



�
1.1.1.1. 我中了一千萬我中了一千萬我中了一千萬我中了一千萬

2.2.2.2. 來福死了來福死了來福死了來福死了

3.3.3.3. 下禮拜真的不用上課下禮拜真的不用上課下禮拜真的不用上課下禮拜真的不用上課

4.4.4.4. 你給我滾你給我滾你給我滾你給我滾

5.5.5.5. 吵什麼吵吵什麼吵吵什麼吵吵什麼吵，，，，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現在才六點

6.6.6.6. 好笨哦好笨哦好笨哦好笨哦！！！！連這個都不會連這個都不會連這個都不會連這個都不會

興奮興奮興奮興奮 悲傷悲傷悲傷悲傷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不耐煩不耐煩不耐煩不耐煩 嘲笑嘲笑嘲笑嘲笑

語調比賽語調比賽語調比賽語調比賽



�
1.1.1.1.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天要掉下來啦天要掉下來啦天要掉下來啦天要掉下來啦！！！！

2.2.2.2. 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阿媽走了阿媽走了阿媽走了阿媽走了！！！！

3.3.3.3. 我沒有把氣球刺破我沒有把氣球刺破我沒有把氣球刺破我沒有把氣球刺破？？？？我真的沒有把氣球刺破我真的沒有把氣球刺破我真的沒有把氣球刺破我真的沒有把氣球刺破？？？？

4.4.4.4. 我要把你的骨頭磨碎我要把你的骨頭磨碎我要把你的骨頭磨碎我要把你的骨頭磨碎，，，，和在麵粉裡做麵包和在麵粉裡做麵包和在麵粉裡做麵包和在麵粉裡做麵包。。。。

5.5.5.5. 我的媽呀什麼味道這麼臭我的媽呀什麼味道這麼臭我的媽呀什麼味道這麼臭我的媽呀什麼味道這麼臭！！！！

6.6.6.6.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來捉我呀！！！！

著急著急著急著急 悲傷悲傷悲傷悲傷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威脅威脅威脅威脅 驚訝驚訝驚訝驚訝 嘲笑嘲笑嘲笑嘲笑

語調比賽語調比賽語調比賽語調比賽



�
(1)編寫劇本編寫劇本編寫劇本編寫劇本。。。。

(2)分配劇本分配劇本分配劇本分配劇本。。。。

(3)學生默唸劇本或輪讀學生默唸劇本或輪讀學生默唸劇本或輪讀學生默唸劇本或輪讀。。。。

(4)分配角色並請學生自己畫線分配角色並請學生自己畫線分配角色並請學生自己畫線分配角色並請學生自己畫線註記註記註記註記。。。。

(5)朗讀排練自己的角色朗讀排練自己的角色朗讀排練自己的角色朗讀排練自己的角色。。。。

(6)大聲唸讀劇本大聲唸讀劇本大聲唸讀劇本大聲唸讀劇本，，，，提醒學生以提醒學生以提醒學生以提醒學生以角色的立場角色的立場角色的立場角色的立場唸讀唸讀唸讀唸讀。。。。

(7)每一次唸讀後針對語調每一次唸讀後針對語調每一次唸讀後針對語調每一次唸讀後針對語調、、、、音量音量音量音量、、、、停頓停頓停頓停頓、、、、表情表情表情表情
動作等動作等動作等動作等，，，，做做做做建議及改善建議及改善建議及改善建議及改善。。。。

(8)排練完成後排練完成後排練完成後排練完成後，，，，準備對全班做呈現準備對全班做呈現準備對全班做呈現準備對全班做呈現。。。。

準備階段準備階段準備階段準備階段



�
(1)將椅子以弧形的方式排列於觀眾前將椅子以弧形的方式排列於觀眾前將椅子以弧形的方式排列於觀眾前將椅子以弧形的方式排列於觀眾前。。。。

(2)唸讀演員走進表演場地站立於椅子前唸讀演員走進表演場地站立於椅子前唸讀演員走進表演場地站立於椅子前唸讀演員走進表演場地站立於椅子前。。。。

(3)同時將劇本檔案夾舉至與胸同高處同時將劇本檔案夾舉至與胸同高處同時將劇本檔案夾舉至與胸同高處同時將劇本檔案夾舉至與胸同高處，，，，並打開並打開並打開並打開
劇本第一頁劇本第一頁劇本第一頁劇本第一頁。。。。

(4)請每位唸讀者自我介紹請每位唸讀者自我介紹請每位唸讀者自我介紹請每位唸讀者自我介紹，，，，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唸唸唸唸
讀者向前跨讀者向前跨讀者向前跨讀者向前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的名字叫王小明我的名字叫王小明我的名字叫王小明我的名字叫王小明，，，，我我我我
將唸讀的國王的角色將唸讀的國王的角色將唸讀的國王的角色將唸讀的國王的角色。』。』。』。』介紹完畢後退回線介紹完畢後退回線介紹完畢後退回線介紹完畢後退回線
後後後後。。。。當最後一位唸讀者介紹結束後當最後一位唸讀者介紹結束後當最後一位唸讀者介紹結束後當最後一位唸讀者介紹結束後，，，，唸讀就唸讀就唸讀就唸讀就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實行階段實行階段實行階段實行階段



�

(5)輪到唸讀的人輪到唸讀的人輪到唸讀的人輪到唸讀的人，，，，站起來唸讀站起來唸讀站起來唸讀站起來唸讀，，，，並以直接對觀眾說話並以直接對觀眾說話並以直接對觀眾說話並以直接對觀眾說話
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而不是彼此對話而不是彼此對話而不是彼此對話而不是彼此對話。（。（。（。（在特殊效果在特殊效果在特殊效果在特殊效果下下下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允許人物彼此對看允許人物彼此對看允許人物彼此對看允許人物彼此對看、、、、互動或簡單走位互動或簡單走位互動或簡單走位互動或簡單走位），），），），唸完後坐唸完後坐唸完後坐唸完後坐
下回椅子上下回椅子上下回椅子上下回椅子上，，，，由下一個角色接續唸讀由下一個角色接續唸讀由下一個角色接續唸讀由下一個角色接續唸讀，，，，直到結束直到結束直到結束直到結束。。。。

(6)結束後由一位唸讀者宣布故事說完了結束後由一位唸讀者宣布故事說完了結束後由一位唸讀者宣布故事說完了結束後由一位唸讀者宣布故事說完了，，，，大家一起謝大家一起謝大家一起謝大家一起謝
幕幕幕幕。。。。

(7)開場及離場也可設計與內容有關的動作開場及離場也可設計與內容有關的動作開場及離場也可設計與內容有關的動作開場及離場也可設計與內容有關的動作，，，，如朗讀故如朗讀故如朗讀故如朗讀故
事事事事「「「「三三三三隻小豬隻小豬隻小豬隻小豬」」」」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就可由大野狼追著三隻小就可由大野狼追著三隻小就可由大野狼追著三隻小就可由大野狼追著三隻小
豬入場豬入場豬入場豬入場。。。。

(8)過程中可以搭配音樂過程中可以搭配音樂過程中可以搭配音樂過程中可以搭配音樂，，，，也可以運用簡易適當的服裝也可以運用簡易適當的服裝也可以運用簡易適當的服裝也可以運用簡易適當的服裝
道具道具道具道具，，，，但但但但並非一定如此並非一定如此並非一定如此並非一定如此。。。。



母母母母為什麼母雞總在地上抓來抓去為什麼母雞總在地上抓來抓去為什麼母雞總在地上抓來抓去為什麼母雞總在地上抓來抓去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雖然今天的母雞和老鷹是死對頭，但以前可不是這樣喔!事實上，很久以前，老

鷹還曾經要求母雞嫁給他。母雞很喜歡老鷹，所以就答應了。隔天，老鷹便買

了一枚戒指給母雞。不久之後，公雞也來追求母雞。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 ｢你的戒指從哪裡來的?｣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問這個做什麼呢?這是老鷹給我的。你知道吧，我們已經訂婚了。｣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 

｢哎呀，如果他真的愛你，就會送更好的戒指。那枚醜東西搞不好是在地上隨便

撿來的。｣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本來老鷹把戒指送給母雞的時候，母雞覺得戒指很漂亮。但現在再仔細看看，

他又覺得公雞說的話也許是真的。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 

｢聽我說，你為什麼不丟掉那枚戒指，然後嫁給我呢?老鷹對你又不好。我們在

一起更適合。｣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也許你說得的對!｣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 ｢那你把他送你的戒指丟了吧!｣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好!那我得想個故事騙他.｣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一隻小鳥聽到他們的對話，便飛去把這件事情告訴老鷹。隔天老鷹就去找母雞

問個清楚.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你為什麼不戴我送你的戒指呢?｣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我 --- 呃 --- 呃 ---- 弄丟了。｣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你搞丟了?你到底怎麼弄丟的?｣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它 --- 呃 --- 自己掉下來的。我 --- 呃 --- 

那時候一隻蜥蜴在追我，等最後停下來喘一口氣的時候，它 --- 呃 --- 戒指就 --- 

呃 ----  不見了。｣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你在說謊。｣ 

母雞母雞母雞母雞: ｢喔，我沒有，我不會騙你的。｣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不對，你在騙我!整件事情都是你編的。我已經知道你丟掉我送的戒指，為的

是要和公雞訂婚，整件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劃的。｣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母雞的謊言被老鷹拆穿，只好垂下頭來。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沒錯，我的確買不起昂貴的戒指，但我對你一向都真心誠意。你對我不真心，

所以我不想再理你了。｣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母雞一直盯著地上，什麼也沒說。 



老鷹老鷹老鷹老鷹:::: 

｢我要討回我的戒指。你最好從現在開始找，除非找回戒指，否則，只要要肚子

餓，我就去吃你的小雞，絕對不客氣。｣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 : : 

做錯事的母雞覺得很難過，所以立刻開始在地上抓來抓去到處找。但直到今天

她還沒找到戒指。所以你看到母雞時，她們還在地上抓來抓去找戒指，而老鷹

也仍然在偷抓小雞以作為懲罰。 

 

 

    

 

鸚鵡為什摩只能能學人說話鸚鵡為什摩只能能學人說話鸚鵡為什摩只能能學人說話鸚鵡為什摩只能能學人說話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敘述者很久以前，人們並不像現在一樣會把鸚鵡捉起來，教他說話。人們養在

家裡的是鸚鵡的表親，叫做吸蜜鸚鵡。當時的吸蜜鸚鵡不但可以模仿他所聽到

的話，還會自己說話呢!不過，很慘的是，接下來在本故事中你將看到，會說話

對吸蜜鸚鵡來說可是麻煩多多!有個人養一隻色彩鮮豔的吸蜜鸚鵡。有一天，他

偷了鄰居的水牛，鄰居便開始盤問他. 

主人主人主人主人:｢關我什麼事!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水牛是怎麼不見的。｣ 

吸蜜鸚鵡大聲說: 

｢嘎!主人偷牛，主人殺牛。嘎!主人吃了一些，剩下的藏在米袋裡。嘎!｣ 

鄰居鄰居鄰居鄰居:::: ｢米袋裡真的有水牛肉。吸蜜鸚鵡說的一點兒也沒錯!｣ 

主人主人主人主人: ｢冤枉阿, 冤枉阿,我是冤枉的阿!｣ 

吸蜜鸚鵡一直大聲喊著吸蜜鸚鵡一直大聲喊著吸蜜鸚鵡一直大聲喊著吸蜜鸚鵡一直大聲喊著:::: 

｢嘎!主人偷牛，主人殺牛。嘎!主人吃了一些，剩下的藏在米袋裡。嘎!｣ 

鄰居鄰居鄰居鄰居::::｢我們明天法庭上見!｣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吸蜜鸚鵡的主人知道自己一定要想出辦法，否則就得被關進牢裡。當晚，他把

吸蜜鸚鵡的籠子放進大箱子裡，然後用棍子猛力敲打箱子，還用水潑箱子，搞

了好幾個小時，可憐的吸蜜鸚鵡覺得自己彷彿置身狂風暴雨之中，但那晚的天

氣其實很好。 

 隔天，在法庭上，法官要他們說出水牛被吃的經過。 

吸蜜鸚鵡喊道吸蜜鸚鵡喊道吸蜜鸚鵡喊道吸蜜鸚鵡喊道: 

｢嘎!主人偷牛，主人殺牛。嘎!主人吃了一些，剩下的藏在米袋裡 

法官法官法官法官::::｢把這傢伙關進牢裡。｣ 

主人主人主人主人:::: 

｢法官大人，請讓我為自己辯護一次。你看看，這隻鳥說謊成性。你問問他別的

事，問他昨晚天氣怎麼樣。｣ 



法官法官法官法官:::: ｢好,你說說看,昨天晚上天氣到底怎樣?｣ 

吸蜜鸚鵡吸蜜鸚鵡吸蜜鸚鵡吸蜜鸚鵡:::: ｢嘎!昨晚真慘。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嘎!我從沒這麼害怕過。嘎!｣ 

主人主人主人主人:::: ｢看到了吧，法官大人，這隻鳥最愛撒謊。｣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這名犯人因此被釋放了。當他帶吸蜜鸚鵡回到家時，他打開籠子，生氣地責罵

吸蜜鸚鵡. 

主人主人主人主人:::: ｢滾!你給我滾!我再也不想在家裡看到你了!｣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從此以後，人們就不再養吸蜜鸚鵡當寵物了。吸蜜鸚鵡回到森林時，碰到一隻

新品種的鳥，也就是鸚鵡。吸蜜鸚鵡看到鸚鵡身上的羽毛很漂亮，聲音又特別

，便知道人們一定會很快地把鸚鵡捉到家裡養。於是，吸蜜鸚鵡便警告鸚鵡. 

吸蜜鸚鵡吸蜜鸚鵡吸蜜鸚鵡吸蜜鸚鵡:::: 

｢嘎!不要說出心裡想的事!你會碰到很多麻煩，嘎!只要重複人說的話就好了。他

們只愛聽自己的話，嘎!｣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 

吸蜜鸚鵡說的果然沒錯。今天，鸚鵡已經是很多家庭最喜歡的寵物了，但他還

記得吸蜜鸚鵡的警告。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鸚鵡從不說出自己的話，只學人說

話。 

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焉知非福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從前，在中國很遙遠的北邊，住著一位老先生，大家都叫他「塞翁」

。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騎馬聲）ㄐ一ㄚˋ（jia4 ）！ㄐ一ㄚˋ（jia4 ）！ㄐ一ㄚˋ（jia4 ）！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塞翁只有一個兒子，他很喜歡馬，也很會騎馬， 

所以，他們家養了很多馬。 

全體全體全體全體：（馬的叫聲）嘶... 嘶... 嘶...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有一天，有一匹白馬迷了路，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塞翁的兒子非常

傷 

心。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哭聲）我心愛的白馬啊！快回來呀！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唉！自從白馬不見了，我的寶貝兒子每天既吃不下飯，又睡不著覺，該

怎麼辦？ 

鄰居鄰居鄰居鄰居：不要難過了，你家的白馬很聰明，一定會自己回來的。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他的母親很擔心，鄰居們也都過來安慰他。這時候，他的父親塞翁卻 

說…… 

塞翁塞翁塞翁塞翁：一匹馬走丟了，有什麼關係！說不定以後會為我們家帶來好運呢！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說也奇怪！幾天以後，那匹白馬不但自己跑回來了，還帶了二十幾匹

馬一起回來。於是，鄰居們都趕到塞翁家來說一聲“恭喜”。 



鄰居鄰居鄰居鄰居：真是太恭喜你們了，你看，我就說你家的白馬很聰明，一定會自己回來

的，沒想到還帶了二十幾匹漂亮的馬回來。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可是，塞翁並不覺得有什麼好高興的。他說...... 

塞翁塞翁塞翁塞翁：請各位不要太高興！這件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 

還不知道呢！誰知道會不會壞事跟著來呢？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忽然多了二十幾匹高大的馬，塞翁的兒子心裡很高興，於是，他什麼

事也不做，幾乎天天騎馬打獵。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高興的騎馬聲）呀呼！ㄐ一ㄚˋ！ㄐ一ㄚˋ！ㄐ一ㄚˋ！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誰知一個月之後的某一天......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慘叫聲）哎呦！痛死我了！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天啊！快來人啊！兒子，你怎麼了？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塞翁的兒子不小心就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斷了一條腿。於是，左鄰右

舍又來塞翁家安慰他們。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我可憐的兒子啊！ 

鄰居鄰居鄰居鄰居：怎麼會這樣呢？本來是一件好事，怎麼會斷了一條腿呢？你們可千萬要

想開一點哪！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正當鄰居們都在安慰這可憐的一家人時， 塞翁卻仍然很平靜地說... 

塞翁塞翁塞翁塞翁：其實，我的兒子腿斷了，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啊！  

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敘述者：過了不久，國家發生戰爭。皇帝命令所有的年輕男子都要去打仗，結

果大部分的人都死在戰場上了。然而塞翁的兒子因為腿斷了，沒有資格參

加戰爭，所以他沒有上戰場，既沒有死，也沒有受傷。 

塞翁塞翁塞翁塞翁：從此之後，人們把我的故事繼續說下去，慢慢就變成一則成語「塞翁失

馬；焉知非福」了。 

全體全體全體全體：我們的故事說完了，謝謝大家。 

        【全體謝幕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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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育比起其他教學更重視與運用網路
與線上資源

�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人口量與分布是既多且廣，

彼此間交流與學習實需利用線上現有資源，重

整安排具針對性的教材或教具，甚至是設計出

整套的教學模式，發展出可用的教材，與可行

的教法。



E-LEARNING的定義

� 美國教育訓練發展協會（ASTD, 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電子化學習是學習者應用數位媒介學習的過程，

數位媒介則包括了網際網路、企業網路、電腦、衛

星廣播、錄音帶、錄影帶、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

應用的範圍則包了網路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

教室及數位合作」。



數位化學習的演進

遠距教學的演進圖遠距教學的演進圖遠距教學的演進圖遠距教學的演進圖((((鄒景平鄒景平鄒景平鄒景平，，，，民民民民92)92)92)92)



各種數位學習方式的比較



數位學習的特點

1. 學習零障礙(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2. 提供個別化的學習模式

3. 降低學習成本

4. 多媒體的學習效果

5. 豐富的網路資源

6. 完整紀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7. 知識有效累積



多媒體類型

� 非放映性的視覺媒體：照片、各種圖表、展示用品、
模型及實物…

� 放映性媒體：幻燈片、投影片…

� 聽覺媒體：錄音帶、CD、MP3…

� 動態媒體：錄影帶、CD、DVD…

� 電腦結合各類多媒體整合



多媒體整合基本概念

� 教育傳播：利用符號訊號媒體進行意義的傳播。強調
只有在訊源與接受者的經驗領域有重疊的共同經驗領
域部分，傳播才有效。因此，媒體及其所傳遞的內容
選擇，需有某種程度為學習者的過往經驗或其可認知
的範圍。



「學習平台」的組成

� 一個學習平台主要是由一個學習平台主要是由一個學習平台主要是由一個學習平台主要是由數位教材數位教材數位教材數位教材、、、、學習管理系統學習管理系統學習管理系統學習管理系統(LMS)及及及及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者者者者所組成所組成所組成所組成。。。。



幾種主要的數位教學模式

� 同步學習(同時不同地)

� 和傳統面對面學習一樣，差別
在於學生不需要聚集在同一空
間。

� 非同步學習(不同時不同地)

� 學生無法與老師面對面即時溝
通，但可隨時隨地學習。

� 混合式學習

� 兼具同步學習與非同步學習的
優點。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理念與做法

一個有效課程，無非是要築基在系統化的設計理念上，

系統化教學設計在教育科技範疇中可以舉出許多有名的

教學設計模式，如ADDIE模式、Kemp的「系統化教學模

式」、「ASSURE」教學模式、Dick ＆ Carey教學設計模

式，以及近年來廣受注意的「六大資訊技能」（Big Six）

模式等等，這些模式對教師或課程設計者，在設計課程

及準備教學單元上，都可以提供具體的指引與參考。



ASSURE系統化設計

� ASSUREASSUREASSUREASSURE模式模式模式模式以設計實際運用於課室中的教學媒體為重

點，在多媒體輔助教學的課程或單元設計上，有其

「確保有效運用教學媒體確保有效運用教學媒體確保有效運用教學媒體確保有效運用教學媒體」的意義，更能精確地運用

在輔助教學或單元教學活動的規劃上，尤其是多媒體

運用在課室與課後的教學活動之中。



STEP1. ANALYZE LEARNERS 〔分析學習者〕

� 學習者的動機是什麼？ACRS 分析模式

� Attention 注意：教學是否有趣？學習者是否願意重視且學習？

� Relevance 適切：教學是不是能夠符合教學目標或滿足學習

者需求？

� Confidence 信心：學習者是否有把握完成學習的任務？

� Satisfaction 滿意：學習者能否從教學中得到內在和外在的收

穫？

� 學習者需不需要有先備知識（pre-requisties）？



STEP2. STATE OBJECTIVES

〔敘寫目標〕

�ABCDs

� Audience 教學對象為誰？背景？程度？人數？

� Behavior 學習的行為或能力：應該能藉由教學得
到什麼樣的能力？

� Conditions 條件：這個知識或能力是在哪些條件
下可以達成的？

� Degree 程度：這個能力應該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STEP3. SELECT MEDIA ANDMATERIALS

〔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

�抽象隨意？或是具體順序？

�用全語言？或是溝通式教學法？

�選擇合適的媒體：要圖片？影像？文字？或者

音樂？

�選擇需要的教材：教材何處而來？如何選擇？



STEP4. UTILIZE MEDIA ANDMATERIALS

〔使用媒體與教材〕

�試 用 ：先行試用準備的教材、教具，判斷

學習成效如何？

�預備教材：製作並準備上課所需要的教材。

�佈置環境：使用這樣的媒體需要配合什麼樣的

週邊？



STEP5. 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

〔激發學習者參與〕

�如何讓學習者參與？

�如何得到學習者的回饋？

�透過這樣的媒體，學習者如何練習？



STEP6. EVALUATE AND REVISE

〔評鑑與修正〕

�要怎麼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成就？

�教學目標是否達成？

�教學的品質是否良好？



常見的資訊融入華語文教學的幾種模式

� 教材教具單元面授

� 導引學生報告製作

� 網路輔助教學

� 搭配線上即時教學

� 遠距教學網路學校(空中大學模式的華語遠距互動教育)

� 結合運用各類多媒體數位光碟之教學

� 整合於教學平台



教材教具單元面授

� 素材取得方式：網路上以及各類教媒（圖庫、教學光碟、視
訊短片）

� 此種教學模式係以課室教學為主，資訊多媒體教材教具為輔
助。本教學模式相當適合聽、說、讀、寫或文化理解討論的
課程，是用等級可涵蓋初、中、高級，教師主導課室教學，
作業或活動設計為課餘引導於進階學習習，而學生於預習課
文後，在課堂中可大量進行語言的練習，甚至是篇章言談、
文化性的討論。

� 範例：第六課橡皮擦呢?



導引學生報告製作

� 學生先備能力：學習者必須能上網並使用電腦輸入中文，
也要具備能夠設定或外掛中文字型的先備技能。

� 老師必須給予相關的網路資源，以及必要的學習指引與學
習策略，本教學模式相當適合說、讀、寫的課程，適用等
級為中、高級，運用了建構式的教學與啟發式的學習，教
師引導學生進行活動式的語文練習，加以如線上電子遠足
（electronic field-trip）式的互動學習型態，學生可以學習不
少實用且有意義的內容。



網路輔助教學

� 此種教學方式，是配合實際的課室教學，僅作為課堂教學
的輔助，教師自行編撰教材結合多媒體教具，或是利用網
路上現有的教材或教學網站，且最好能搭配教學與學習資
料庫，並妥善設計教材與教學的呈現流程，注意課程的連
貫性。

� 在單元範圍內，進行機械式的反覆練習(「遊戲學華語」、
南加大搭配《中文聽說讀寫》的漢字學習)，或單元主題延
伸式、啟發式的學習(運用聊天室、部落格、討論區等等，
做延伸式的、互動式的學習)。

� 本教學模式相當適合讀、寫與文化思維的討論課程，適用
中、高級學習者。



搭配線上即時教學

� 設備、軟體：師生兩端均需備有線上即時連線的軟、硬體，
如：Skype、Quick-Cam、網路專用線、攝影機等。

� 此種教學方式，則是作為在課室進行教學後，與主題相關的
教學內容，經學生學習消化後，再與線上的母語人士，進行
遠端互動式的對談討論。

� 本教學模式適合聽、說、讀與思維討論的課程，依不同的學
習目標，可適用於各個等級。由於所費不貲、時差問題、以
及實際情境式學習的角度來看，還是作為搭配主要教學為佳，
不適合全賴此教學模式。然而，能與母語人士接觸，與提高
學習動機上，是相當有成效的。

� 介紹：華語文數位教學懶人包-Teamviewer與遠距教學互動





結合運用各類多媒體數位光碟之教學

� 政府單位：僑委會、故宮博物院、空中大學主題相關
下行政院部會之線上資源與光碟…

� 學界：教材搭配、教學平台資源

� 業界：網際智慧、希伯崙、艾爾科技、頑石創意、旭
聯科技、陸鋒科技、昱泉國際、光啟社、……

� 海外與大陸〔不可勝數……〕



整合於教學平台

� Moodle：是一個開源及自由的電子學習軟體平台，創
建者為馬丁·多基馬（Martin Dougiamas） 架構及功能

� Blackboard：由美國Blackboard公司開發，老師和學生
可以在這個平台內進行各種課程方面的交流。工具
包含公佈欄、行事曆、工作、檢視成績、傳送郵件、
通訊錄、使用者目錄、個人資訊。(中央、東海)

� i-Can：輔仁、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平台

� WebCT： WebCT是在1995年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的Murray Goldberg教授所編寫，是一套以網頁為
基礎的數位教學平台。這個平台提供了『討論區』、
『電子郵件系統』與『即時聊天』等功能



結論

� 不論數位科技的進展如何，在語文教育上，教師的地位

不能被取代，教師主導教與學的歷程，已不只在課堂而

己，更是擴及到課後的時間，數位教與學的課程實施，

大量仰賴老師課程主導與教學設計理論運用，華語教師

在知能上的充實準備，除了語言本體、學習者心理認知、

教學設計以及教育理論外，還要關心科技工具的領域，

熟悉軟體工具的操作與線上資源素材的適用性，雖然所

投注的心力或許多於昔日，但是能夠揮灑的空間則是倍

增以往。



總歸一句….

華語教師要能動能靜、能
文能武、十八番武藝樣樣
精通



參考資料

� 華語文教學常用軟體工具及數位學習(舒兆民)

� 資訊融入華語文教學的四種模式之探討與實驗 (舒兆
民)

� 線上網路資源與華語文多媒體教學(舒兆民)

� 華語文數位教學實例與實作(舒兆民)

� 數位學習概論(李春雄)



華語數位資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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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查詢
� 教育部電子辭典
http://www.spps.tp.edu.tw/dict.htm
◦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字詞、注音、釋義)
◦ 國語辭典簡編本(分類檢索，檢索內容包含圖片、注

音、漢拼、相似詞、相反詞、解釋；附錄也可多加
使用)
◦ 國語小字典(有種不同檢索方式，檢索內容包含注音、

部首、筆畫、解釋、圖片)
◦ 異體字典
◦ 成語典
◦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



字詞查詢
� 台灣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台灣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台灣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台灣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http://www.mtc.ntnu.edu.tw/mtcweb/
◦ 數位教學

� TOCFL華語詞彙通(斷詞系統、語音評量、詞類標記表)

� 華語生字簿(提供無標音、漢語拼音以及注音三種格式 ，以
word格式列印輸出 )

� 筆順Flash擷取器(取自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提供
flash原始碼可嵌入個人教學網頁，也可線上練習寫筆順)

� 華語生字練習板(筆順flash擷取器、flash code產生器、生字練
習版，全都用來產生的網頁語法 ，可嵌入教師教學網頁)

� ACCESS 全漢字檢索系統(可直接在網頁介面上張貼教材內文，
系統便能自動地檢索、分析課文字詞，並統計教材或課文的
部件資訊、生詞來源、漢字資訊等內文量化元素 )



字詞查詢
� 中文詞彙網路

http://cwn.ling.sinica.edu.tw/
◦ 《中文的意義與詞義》目的是在提供完整的中文詞義(sense)

區分資料。此網站主要對詞義區分定義，並找出最適當的詞
義表達方式，應用在例句上。
◦ 網站的內容目前以中頻詞為主，共有5600個詞形，13160個詞

義



字詞查詢

� 文國尋寶圖
http://wen.ling.sinica.edu.tw/
◦ 黑白宮：查詢名詞、量詞搭配用法
◦ 接龍瀑布：成語查詢、成語接龍遊戲
◦ 倒影湖：部件學習遊戲－小泰山救美、黑白宮－迷宮陣、黑

白宮－積木疊疊樂、成語接龍、同音詞遊戲－魯賓遜漂流記、
同義-反義祠遊戲、顛倒詞遊戲
◦ 西園：宋詞三百首、唐詩三百首
◦ 梁山：水滸小小傳、梁山故事、好漢坡、你來寫成語
◦ 學堂：小學國語課本區，包含國編館、南一堂、康軒書院(依

照不同年級，查詢字(直接/音韻/部件查詢)、詞(直接/聲韻/造
詞/中應查詢)、句(字詞找句、句找出處))

◦ 大觀園：紅樓故事、紅樓兒女、紅樓謎語、紅樓詞語、紅樓
成語



字詞查詢
� Chinese tools

http://www.clavisinica.com/index.html
◦ 這是一個外國工具書網站，提供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平台，有

中文字典(英翻中)、中文翻譯(英翻中)、中文姓名查詢(英翻
中)...等。

� 漢典
http://www.zdic.net/
◦ 包含字典、詞典、書法，以及各種實用附錄，搜尋到的字包

含筆順動畫、注音、漢拼、部首、字型分析、基本字義、說
文解字、字源字型…等。

� Chinese Etymology
http://www.chineseetymology.org/CharacterEtymology.aspx
◦ 能找到漢字的甲骨文、金文、篆體、古代文字、文字來源



文字藝術
� NCS SSP(香港大學製作)
http://www.dragonwise.hku.hk/ncs/index.p
hp

◦ 類型：漢字識別、象形文字的演變(象形�

篆書�楷書)、字符配置、判斷詞性小遊
戲…等
◦ 主題：以分類方式學詞並練習筆順，例如

地點、動物、大自然…

◦ 發音



文字藝術
� 陳忠建書法教學資料庫
http://163.20.160.14/~word/
◦ 字庫(搜尋)：包含26位書法家的字體可供查詢
◦ 書寫示範(搜尋)：連結至youtube影片，由陳老

師親自示範
◦ 趣味書法教學、書法動畫故事：有些動畫可用

來教學
◦ 9年一貫書法教學
◦ 書法字帖下載
◦ 書法文章、入門教學、字帖臨習、陳忠建字

庫…



詩詞系列
� Chinese Poems
http://www.chinese-
poems.com/index.html

◦ 用英文建造的中國傳統唐詩世界，將唐詩
做成英文翻譯、漢拼、簡繁轉換，雖然介
面是英文，但是很容易上手。



語音聲調，遊戲學華語

� BBC華文聲調遊戲學習
http://www.bbc.co.uk/languages/chinese/games/

◦ 有聲調與漢字學習的遊戲，且介面為英文，可讓
外國人在家自學。
◦ 遊戲分兩部分，學習與開始玩遊戲，遊戲難易度

分易、中、難三種。



遊戲學成語
� 香港教育局-成語動物園

http://resources.edb.gov.hk/idiom2/

◦ 互動式網站，分為動物園1跟動物園2，兩種都包含電影室(以動畫解釋
成語的意思)、資料室(出處、註解、含義、例句)、遊戲室(詞語認識、
成語故事內容理解、運用成語)、圖書室(課文+生詞解釋)



遊戲學華語
� 遊戲學華語
http://edu.ocac.gov.tw/lang/chineselearn/in
dex.htm

◦ 包含詞彙寶庫(單字、詞彙、句型)、會話學
堂(聽力、閱讀)、成語書苑(成語故事、成
語意義、成語應用)、遊戲出題機



遊戲學華語
� Digital Dialects 
http://www.digitaldialects.com/Chinese.ht
m

◦ 主要以漢拼與聽力來進行遊戲



自學網站
� CultureAlley
http://culturealley.com/Mandarin

◦ 適合給外國人自學的網站，從介紹華語開
始共有30單元，每一單元都是英文解釋搭
配中文教學，教學法為直譯法(中英對照)，
配音者為外國男性，大部分發音都算正確，
只是有些直譯起來怪怪的。



文法自學
� Basic Chinese Grammar(文法)
http://www.rci.rutgers.edu/~rsimmon/chin
gram/



綜合平台
� 中文天下(大陸網站)
http://www.yes-chinese.com/zh-cn/
◦ 教學資源：中文識字卡、中文閱讀、華夏

文化、熊貓拼音、中文世界、中英詞典、
英中字典、繁簡轉換、中文筆筆順
◦ 教學工具：識字卡製作與打印、閱讀發布

與打印、練習題設計、中文寫寫看
◦ 個性教室：創建新教室、進入教室(可觀看

免費課程)、創建課程、班級管理、作業管
理
(此區須付費或登錄帳號)



綜合平台
� 僑委會全球華文網路教育中心

http://edu.ocac.gov.tw/

◦ 使用Moodle平台，包含教師部落格、網路
學校(語文/文化/師培/綜合學苑)、華文論壇、
電子書坊(初、中、高級教材)、教學資源
(華語教學、數位學苑、文化饗宴、台灣采
風、交流分享)、師資培訓、台灣書院



綜合平台
� 僑教雙週刊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682/index.htm
◦ 包含字的故事、我會說華語、兒童華語專刊、創作園地四大

部分
◦ 可用精選輯、主題區、數位僑教系列，或是期刊索引找到你

想要的單元。



教學教案製作
� 資訊融入華語文教學教案製作
http://course.go2school.com.tw/ocac/chin
ese07/class.htm

◦ 介紹如何利用電腦軟體輕鬆做出高互動性
的數位華語教材。使用的工具軟體是普遍
又容易上手的簡報軟體--PowerPoint2003。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羅格斯中文多媒體教學系統
http://chinese.rutgers.edu/content_c.htm

◦ 包含基礎、初級、中級、高級的課程，共
計80課，每課都有圖片、短文(語音導讀)、
詞彙、語法、語型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語彙: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Voc. List(讀)

http://ktmatu.com/chinese/practical-chinese-reader/
◦ 中文詞彙教學，分Book1&2，共50課，可線上閱讀或下

載為PDF檔，

� 柏克萊大學 繁簡自通(漢字)
http://www.language.berkeley.edu/fanjian/start.html
◦ 為英文介面，適合外國人自學用，使用各種方法告訴

你繁體字怎麼變簡體字，以及繁簡字對照。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台灣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http://www.ntnu.edu.tw/tcsl/
◦ 線上資源�實用網站

� 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 http://www.hanban.edu.cn/
◦ 教學資源與在線資源(在線學習、文化資源)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網 http://www.hanyu.com.cn/
◦ 漢語課堂、網路廣播、電子雜誌、中國文化(成語故事、歇

後語)、娛樂世界(歌、音樂)

� 好站連結
http://ocw.nou.edu.tw/moodle/pluginfile.php/134/mod_res
ource/content/1/link.html
◦ 蒐集了各式各樣的華語學習或教學相關網站，閒閒沒事可

以進去挖寶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南加大謝天蔚教授的網站

http://www.csulb.edu/~txie/online.htm
◦ 蒐集了各式各樣跟華語學習有關的網路資源，包含聽、

說、讀、寫、測驗…等，還有關於華語的各種資訊，
像是美國的華語教學情況、教學可使用的工具…等，
但有些連結失效，且資料太多需要慢慢找。

� 康軒文教網-Hello,華語
http://huayu.knsh.com.tw/Idiom.asp
◦ 針對母語非華語的兒童精心設計的溝通式繪本教材，

包含課本、練習本、教師手冊、電子書，網站中的教
學資源區亦提供教學補充資料供學習者下載。

� 華語詞彙電子圖卡
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cards/index.htm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馬老師華語與電腦教學部落格

http://blog.huayuworld.org/chihfangma/27695
◦ 一位在美國加州矽谷教書的華語老師的
◦ 部落格，提供許多好用的學習中文的工具、個人教學心得

� 連同學的華語文數位教學部落格
http://blog.huayuworld.org/lienyujen
◦ 私人部落格，介紹好用的數位軟硬體教學工具、資訊融入華

語教學的方法…等
� 教學魔法變變變

http://blog.huayuworld.org/esthchangchua/16618
◦ 私人部落格，提供教師如何製作數位教案的相關素材、方法

與工具
� 陳克曼老師的部落格

http://blog.huayuworld.org/kermankwan/9653/2008/08/02/13391



一些其他的線上資源
� 幼兒教材下載。好網分享blog
� http://blog.yahoo.com/_AJHLDENKMEXOPT3FCN7SMEHT3

4/articles/46298
� 中文兒歌flash(簡體)

http://www.ananedu.com/lotsof/csnog/csong.htm
� 幼兒歌曲教學
◦ 捕魚歌http://www.abc-school.com.tw/kids/flash/song/song01.swf

火車快飛http://www.abc-school.com.tw/kids/flash/song/song02.swf
妹妹背著洋娃娃http://www.abc-
school.com.tw/kids/flash/song/song03.swf
小星星http://www.abc-school.com.tw/kids/flash/song/song04.swf
茉莉花http://www.abc-school.com.tw/kids/flash/song/song06.swf



參考資料
� 華語文數位教學網站彙編
� 舒兆民老師的電腦與華語文多媒體教學

文章
� 網路搜尋



報告結束

感謝您耐心地聆聽
以上網站無法滿足你嗎?

請愛用搜尋引擎
謝謝!



中文教學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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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面對班級的態度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將心比心

�樂觀的態度

�化阻力為助力



一、開學前的準備

1.蒐集、瞭解學生基本資料

2.熟記學生姓名

3.製作學生座位牌

4.與相關老師溝通協調合作

5.擬定教學進度表準備教材



二、開學初的工作

1.點名、認識學生

2.排定學生的座位

3.師生彼此認識

4.建立班級幹部組織

5.發下課本作業簿

6.宣布規定事項及實施步驟

7.請家長填寫基本資料表



三、學期中的工作

1.隨時注意學生的出勤狀況。

2.隨時調整教學策略。

3.注重個別化及補救教學。

4.依據學習狀況調整座位

5.作業批改注意時效性及確實訂正。



四、學期末的工作

1.完成學生成績計算

2.填寫評語



班級經營的主要項目

一、建立班級常規
二、建立有效獎懲制度
三、布置教室
四、營造良好的的班級氣氛
五、促進良好的師生溝通
六、增進親師合作



一、建立班級常規
‧由師生共訂，但是老師要主導。

‧制定班規要用正向積極、簡潔明瞭的措詞，
並兼顧各層面，尤其是老師希望學生達成的
目標。

範例： 1.上學不遲到。

2.上課發言要舉手。

3.教室保持乾淨。

4.作業按時繳交。

5.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6.愛惜公物。



二、建立有效獎懲制度

1.以「權利剝奪」對兒童的傷害較小，
是改變兒童行為的有效方式。

2.獎勵：集點換禮物、減少作業…

3.處罰：先予以提醒並告知再犯的處罰
方式。

4.處罰方式：以不傷害學生身心為原則。
例：警告、扣點、寫聯絡簿通知家長、
增加作業、不准下課…。



1.獎賞多於處罰
2.須及時合理
3.事先訂立行為標準

4.個人與團體獎懲並用(團體處罰少用) 
5.精神獎賞重於物質獎賞
6.對事不對人，懲罰之前說明受罰理由

�正向引導事半功倍，增加達成的機會。

二、建立有效獎懲制度—原則



三、布置教室


1.配合教學內容

2.學生作品展示

3.美化環境



四、營造良好的的班級氣氛

1.上課可以輕鬆但不放肆。

2.給予學生適當的期望。

3.搭起溝通的橋梁。

4.培養幽默感。

5.了解學生的文化。



五、促進良好的師生溝通

1.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2.學生喜歡親近開朗、幽默的老師。

3.善用肢體語言。

4.控制情緒。

5.多讚美鼓勵。



六、增進親師合作

1.聯絡簿、電話、E-MAIL、簡訊…  

2.家長日、懇親會
3.定期班訊
4.班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