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客 小 學 堂 教 案 設 計
教案名稱

結合領域

設計理念

慢漫峨眉

語文、社會、綜合

教案設計者

左春香、胡明華

教學時間

80 分鐘（40 分鐘 / 節）

教學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

新竹縣峨眉鄉位於新竹縣南側，東與北埔鄉相接，北與寶山鄉毗連，西側及西南與苗栗縣
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等三鄉鎮接壤。境內峨眉湖又稱大埔水庫，位在峨眉鄉的湖光村
與富興村之間，面積達一百三十五公頃，能灌溉農田與調節水量，風光秀麗，湖邊細茅埔
吊橋、環湖步道、天恩大佛等名勝，耐人尋味；而與苗栗接鄰的獅頭山風景區也是佛教、
道教觀光「參山」之一。近來徐氏兄妹「免費商店」與當地人共食、開設時光幣價值交換
平臺使峨眉鄉湖光村引領地方創生。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1-I-2 能培養聆聽客家語文的興趣。
2-I-1 能說出客家文化的生活表徵。
4-I-2 能展現使用客家語文書寫的興趣。

Ab-I-1 客家語淺易漢字。
Ac-I-1 客家語淺易生活用語。

1.能透過影片欣賞活動，了解在地客家文化。
2.能說出日常生活的客家詞彙。
3.能養成閱讀客家書面用語的興趣。
第一節：

課程摘要

1.與學生討論有沒有聽過不用錢的商店？
2.跟著〈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活節〉影片，討論峨眉風光和客家文化特色。
3.學習單第一項：峨眉鄉湖光山色與特色農產的客語詞彙標音連連看。
第二節：
1.華視新聞雜誌〈山林裡的時光村〉影片欣賞與討論。
2.大愛電視臺〈年輕人讚起來 十二寮夢想店〉影片欣賞與討論。
3.學習單第二項：客語現代詩〈峨眉湖光〉的華語客語欣賞與朗讀。

教學準備

1.新竹縣「峨眉鄉」相關影片與「免費商店」與共食等地方創生活動介紹影片蒐集。
2.影片學客語轉化為教材的創思。
3.從浪漫的峨眉文史資料到當地創生活動發想客語現代詩〈峨眉湖光〉創作。
1.影片 1—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活節】

參考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is-4FGAs4
2.影片 2—華視新聞雜誌-【山林裡的時光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9NArTTAl_A
3.影片 3—大愛電視臺【年輕人讚起來 十二寮夢想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A_qJuox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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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教學活動設計

時間

【準備活動】
◆教材準備：
網路資源搜尋、教學 PPT、影片教學問答技巧。
【引起動機】
問：小朋友有聽過毋使錢就做得買東西个店仔無？
（seuˋ penˇ iuˊiuˊtangˊ go mˇ siiˋ qienˇ
qiu zo dedˋ maiˊ dungˊ xiˊ ge diam eˋ mo
ˇ？）
答 1：𠊎有聽過毋使錢就做得買東西个店仔。
（ngaiˇ iuˊ tangˊ go mˇ siiˋ qienˇ qiu zo d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踴躍回答

5

edˋ maiˊ dungˊ xiˊ ge diam eˋ）
答 2：𠊎無聽過毋使錢就做得買東西个店仔。
（ngaiˇ moˇ tang go mˇ siiˋ qienˇ qiu zo ded
ˋ maiˊ dungˊ xiˊ ge diam eˋ）。
【發展活動】
◆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活節】影片欣賞
請問這支影片主要介紹哪裡？
（客字：請問這支影片主要紹介哪位？）
（客音：qiangˋ mun iaˋ giˊ iangˋ pienˋ zuˋ
ieu seu gie nai vi？）
教學者一邊播放影片，一邊解說以引導學生觀賞並表達看
影片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活節】的感受。
◆有獎徵答
1.請問有名个大埔水庫在新竹縣麼个鄉？
（客語詞彙：有名、大埔水庫、峨眉、目眉毛）
（客音：iuˊ miangˇ、tai puˊ suiˋ ku、ngoˇ
miˇ、mugˋ miˇ moˊ）

15

影片 1
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
活節】

討論發表

語詞
教學 PPT

認真跟唸
認識客語
詞彙書寫
用字
與標音

專注欣賞
踴躍回答

10

2.影片中「峨眉慢漫生活節」有哪兜活動做為特色？
（客語詞彙：音樂藝術、特色舞臺、小農市集）
（客音： imˊ ngog ngi sud、tid sedˋ vuˋ toiˇ、
seuˋ nungˇ sii xib）
3.峨眉慢漫生活節係麼个意思，秘境在哪裡？
（客語詞彙：慢慢來、體會浪漫、湖光村、十二寮）
（客音：man man loiˇ、tiˋ fi long man、fuˇ gong
ˊ cunˊ、siib ngi liau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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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欣賞
參與搶答
徵求記分
員

4.節目中介紹這擺活動有哪兜舞臺概念？
（客語詞彙：不思議舞臺、好恬恬舞臺、懶洋洋舞臺）
（客音：budˋ siiˊ ngi vuˋ toiˇ、hoˋ diamˊ
diamˊ vuˋ toiˇ、lanˊ iongˇ iongˇ vuˋ toiˇ）

踴躍回答

5.請學生分組討論，影片中還提到那些？
（例如在地小農環保純淨、冷凍乾燥技術保存食物的鮮度
和顏色、零添加調味料防腐劑等等）
【綜合活動】
1. 綜合整理發現新臺灣-【峨眉慢漫生活節】影片中讓學
生印象最深刻的畫面。
2. 並完成學習單第一項峨眉鄉景物特產連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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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結束～

教學活動設計

時間

峨眉景物
如天恩大佛、峨
眉湖、細茅埔吊
橋、桶柑等圖片
學習單第一項

認識圖文
客語詞彙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分組競賽
個人榮譽
計分結算
與獎勵

【引起動機】
問：小朋友有沒有最想學的事情？舉例說明。
5
（seuˋ penˇ iuˊ iuˊ zuiˋ xiongˋ hog ge sii
qinˇ moˇ？）
答 1：𠊎最想學彈烏克麗麗。
（ngaiˇ zuiˋ xiongˋ hog tanˇ 烏克麗麗。）。
答 2：𠊎最想學煮菜。
（ngaiˇ zuiˋ xiongˋ hog zuˋ coi。）。
【發展活動】
◆影片 2—華視新聞雜誌-【山林裡的時光村】影片欣賞： 10
1.請問這支影片主要介紹什麼？
（客字：請問這支影片主要紹介麼个？）
（客音：qiangˋ

mun iaˋ giˊ iangˋ pienˋ zuˋ i
eu seu gie maˋ ge？）
答：有關峨眉「時光村」用時間交換服務个創新方式
（iuˇ guanˊ ngoˇ miˇ siiˇ gongˊ cunˊ iung
siiˇ gienˊ gauˊ von fug vu ge congˋ xinˊ
fongˊ siidˋ。）
3

熱烈發表

影片 2—華視新 專注欣賞
聞雜誌-【山林 客家莊文
裡的時光村】
化價值的
影片
老師可以
暫停引導
討論

◆有獎徵答玩一玩
1.請問影片中的時光，客語怎麼說？（時光）
（客字：客語仰仔講）
（客音：hagˋ fa ngiongˋ eˊ gongˋ。）

10

語詞教學 PPT
和標音

2.請問時光村主要概念是什麼？（專長交換時間幣）
（客字：主要概念係麼个？）
（客音：zuˋ ieu koiˋ ngiam he maˋ ge？）

認識客語
詞彙書寫
用字
與標音
客家人
交工概念
的討論

3.請問你有什麼專長可以交換？（整理物品、登記）
（客字：有麼个專長做得交工？）
（客音：iuˊ magˋ gie zonˊ congˇ zo dedˋ gau
ˊ gungˊ？）
◆大愛電視臺【年輕人讚起來 十二寮夢想店】影片欣賞：
請問這支影片主要介紹什麼？
（客字：請問這支影片主要紹介麼个？）
（客音：qiangˋ mun iaˋ giˊ iangˋ pienˋ zuˋ
ieu seu gie maˋ ge？）
答：年輕人在十二寮開免費商店
（客音：heu sangˊ nginˇ di siib ngi liauˇ koi

5

影片 3—大愛電
視臺【年輕人讚 認真討論
起來 十二寮夢 專注欣賞
想店】

ˊ mienˊ fi songˊ diam。）
◆有獎徵答玩一玩
1.是誰開了這樣的商店？
（客字：係麼儕開恁樣个店仔？）
（客音：he maˋ saˇ koiˊ anˋ ngiongˇ ge diam e
ˋ？）
答：姓徐个兩姊妹。
（客音：xiang qiˇ ge liongˋ jiˋ moi。）
（附註：客語用法—姊妹包含兄弟姊妹—實際上影片中主
辦人是一對兄妹—徐氏兄妹）
2.請問免費商店內物品都不用錢嗎？
（客字：全部都毋使錢係無？）
（客音：qionˇ pu du mˇ siiˋ qienˇ he moˇ？）
答：店內限定商品，一日可以拿兩項。
（客音：diam nui han tin songˊ pinˋ，idˋ ngid
4

8

語詞教學 PPT
和標音

認識客語
詞彙書寫
用字
與標音

店仔、商品、毋
使錢、交換等詞 踴躍發表
彙
積極參與

ˋ zo dedˋ naˊ liongˋ hong。）
【綜合活動】
1. 影片中還有共餐活動，看到居民、遊客一起跟熟人或
陌生人一起吃那麼多飯菜，會發生哪些狀況？工作分
配？食材取得？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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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學習單第二項--客語新詩〈峨眉湖光〉欣賞與朗讀。

學習單
第二項

積極參與
榮譽卡

～第二節結束～
計分表
整理與
獎勵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