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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es in Aboriginal Education原教回音 原教の反響
玩出學習力 「族語」出列！

2014年起陸續受邀

擔任新北市族

語教師初階研習講師，跟族語

老師分享班級經營及遊戲教學

法。當時希望族語老師們可以

舉一反三，透過研習啟發靈

感，回到教學現場能帶入遊戲

元素改變教學法，但少數老師

們說，「校長，上族語的學生

都很少呢⋯」、「校長，我們

很忙呢⋯」，這些話讓我心

疼，族語老師東奔西跑，要自

製教具，還要自己去護貝⋯。

許多學習都是從模仿開始，我

心裡想，「有沒有可能我來寫

一些遊戲教學教案提供給族語

老師參考，然後有一個教具

盒，老師需要的教具都在裡面

呢？」

創發

原住民族語教學多為小班

制，帶入遊戲可以提升孩子學

習族語的興趣及增進學習族語

的效能。於是⋯⋯，我開始著

手寫遊戲教學教案，並在團務

會議拋出這個議題，團員們都

覺得這很有意義又非常有趣，

我們將研發族語遊戲教學法納

入團務會議年度工作，團員們

無私的貢獻出自己的創意與想

法，過程中有2期不同組合的

專職老師負責現場實作及彙整

九階教材的工作，歷經2年時

間完成這一套非常實用又好用

的族語教具百寶箱—「族語出

列」。

它擁有四大特點，結合九

階，字卡結合九階教材常用語

詞，適用幼兒園、國小、國

中、高中和成年人。以圖形為

主，原住民16族均可適用，保

留空格方便老師書寫各族拼

音。玩法彈性，不設限特定遊

戲或規格，老師可自由搭配學

生學習程度及教學單元使用。

擴充學習，圖形字卡具高度彈

性，可擴充作為客語及閩南語

教學用。

教具百寶箱

一套內含多樣的教具百寶

箱，內容豐富又實用，內容物

共有12項。

教學主題與單元介紹

百寶箱設計有12個主題

輔助族語教師進行教學。涵

蓋與學生生活與學習相關的

主題，分別設計了45個單元

的教學活動。

教材使用介紹

手冊中所設計的教學單元

皆以中文呈現，族語老師將教

學的語詞轉化為自己的族語。

以單元1-1認識稱謂為例，本

單元屬主題1.人物，教學目標

為透過紙卡人物，讓學生認識

稱謂並能說出稱謂族語。可適

用政大九階單元的有1 - 1、

1-2、1-5、1-7、1-9、3-1、

3-2、3-4、3-9、7-5、7-6、9-2

等多課。若教師選定本單元進

行教學，則可詳讀教學說明的

玩出學習力 「族語」出列！
遊んで引き出す学ぶ力　「民族語」出発進行！
Cheer! Aboriginal Languages! Play-based Learning Teaching Aids of New Taipei City
文‧圖︱高淑真（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校長）

百寶箱教學主題與單元介紹。

教學百寶箱內容物一覽表。

百寶箱內容物適用於各個想要學習族語的年齡層。

多功能百寶箱
除收納所有的教具、手冊，並可立起來放置背景圖及
當小劇場的舞台

16族人物卡
依照16族別繪製8種身份的人物卡，分別為祖母、祖
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背景圖 10種背景圖，分別是教室、客廳、廚房、森林、大
海、河川、豐年祭、部落、瞭望台和田地等10種

詞卡
又稱小牌卡。依據各單元內容共設計了275個詞卡，
共11類，每類以「圖片設計」為主，可參閱索引表準
備需要的詞卡，若需補充教師可利用空白卡自行繪製

彩色積木 教師可搭配原本使用的配默式教學法及需求彈性使用

萬用撲克牌
又稱大牌卡。除了可搭配教學外，亦可以當作空白字
卡自由運用

鑽石型骰子及
小彩球組

鑽石型數字骰子各有10個面，分別代表10位數和個
位數，教師可視教學需求做創意變化

特製塑膠骰 圖案為動物、植物、數字各1顆，供教師搭配教學單
元使用

教學手冊
設計有12個主題、合計45個單元輔助族語教師進行
族語教學，教師可結合原本的教學活動，亦可參閱索
引表搭配九階教材單元教學使用

軟磁鐵 教師可以書寫字詞，老師上課可當小白板或字卡使用

尋寶圖
繪製部落大地圖，綜合12個主題275張詞卡及128個
各族人物，教師可發揮創意結合教學活動使用

小米造型軟膠 教學過程可以當獎勵品或是數字教學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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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用得著
誰來幫我

猜一猜對方牌，我最行

認識稱謂
我的家人
問候家人
介紹家人

超級比一比
黏巴達
點到為止
族語詞彙王

我說你撿
化妝舞會（豐年祭）

支援前線

小老闆開店
交換食物
食物拳王

娃娃的顏色
服裝的顏色
今日明星

九宮格對對碰，我很會

教數字
一不一樣？
你說我拿
數數兒
加法遊戲
減法遊戲

合計加法遊戲
合計減法遊戲
數字賓果

誰最快
旅遊去

直話直說
蘿蔔蹲

王老先生有塊地
大家一起動一動

我的健康課程
運動教練
運動闖關

族語心臟病
加減在一起
族語接龍
比大小

你好我也好
族語抓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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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依照「使用圖卡」中

的項目挑出詞卡，事先備課後

再進行教學。

索引表的使用

教學手冊彙整了2個索引

表，一為各主題詞卡一覽表，

二為各單元使用詞卡暨九階運

用彙整表，目的在輔助教師快

速查閱各主題、各單元詞卡的

位置，以及各單元與政大九階

教材的適用性。

一、族語教學百寶箱各主

題詞卡一覽表

本表彙整各主題所設計詞

卡供老師參閱對照。前11個主

題詞卡對應前11個主題名稱，

第12個詞卡主題為「句型與動

作」，抽出許多主題可能用到

的詞彙，單獨放在這一個主

題，希望能提高老師事先進行

教學準備的效率。

二、族語教學百寶箱各單

元使用詞卡暨九階運用彙整表

本表列出各單元可使用的

詞卡，並用顏色註明該詞卡的

學習重要性，藍色為族語認證

字彙，黑色為千詞用彙，紅色

是重要的字彙，不足亦可使用

空白詞卡自行補充。另外，亦

將各單元教學活動可運用在九

階單元的教學列出來，供老師

參考。例如1-1表示第1階第1

課，以此類推。

後記

百寶箱的完成要靠一群人

玩出學習力 「族語」出列！

的力量及智慧，感謝曼雲科長

和奕成科長協助編列經費及局

長的大力協助；感謝台元教

授、元杰顧問及純澤顧問的時

時提點，掌握總體的大方向；

感謝慶元負責藝術總監，把關

人物及部落地圖的美編；感謝

贊仁負責教學手冊彙編，帶領

永智小組長及美珠副小組長及

雙喜、作合、雲英、玉妹、君

儀、瑞櫻、蕙美、以潔等專職

教師參與教學實作及整理索引

表；感謝雲珍及世昌擔任百寶

箱領頭羊，協助編寫教案及教

學進行；感謝蕙美提供10面骰

的好點子，還有瑞櫻建議將彩

色積木納入，方便搭接原有的

默式教學；另外雲珍提出「族

語出列」響亮的口號及統籌宣

傳影片工作；振雄校長、淑媛

校長、陸安、姿瑩、英輝、春

媚、昌榮、文懋總是提出關鍵

性的意見，感謝秀玉協助提供

專家審查建議；還有兩任執秘

又夫主任和春輝主任協助團務

及招標。每一個物件的完成都

在團務會議中，透過一次次的

討論、表決、修正、重新設

計、再表決、再修正，才能完

成族語教學百寶箱的產出。

為了鼓勵老師在現場實

作教學，並且從模仿中找到

靈感，原民團將於2020年11月

30日辦理百寶箱教具甄選。我

們希望藉由百寶箱引出更多

族語老師現場的好點子，並

且廣為分享與回饋，學習族

語也可以玩出學習力，百寶

箱—「族語出列」讓族語學

習變好玩了。

高淑真

邵族，南投縣魚池鄉伊達邵部落人。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雙溪國小校長，

其得獎記錄如下，創發集美劇場輔導教學影集榮獲教

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創發雙溪綠世界環境教育榮獲

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發展雙溪讀書讀人讀自然榮

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全國InnoSchool 2013全國學校
經營創新獎榮獲資源整合標竿獎。現任新北市新莊區

丹鳳國民小學校長。

作者簡介

示範教案之讓學生認識家人的稱謂。

百寶箱的製作要靠一群人的力量及智慧才能完成，圖為新北市原民團合影。

百寶箱內附有8款人物及部落大地圖。 百寶箱內的275張常用字卡。

百寶箱內的275張常用字卡。

教材位置

設計者

適用政大
九階單元

教學目標

使用圖卡

教學說明

主題：1. 人物  單元：1-1 認識稱謂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原住民族語小組 10-15分鐘

1-1、1-2、1-5、1-7、1-9、3-1、3-2、3-4、3-9、7-5、7-6、9-2

透過紙卡人物，讓學生認識稱謂並能說出稱謂族語

族別人物：祖父、祖母、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人物稱謂：老人、小孩、叔∕伯、姨∕姑、男生、女生、朋友、老師、
　　　　　學生、醫生、護士、警察、他的、他們的、你們的

1. 老師拿出人物卡，介紹家庭中，常用稱謂名稱。
   祖父、祖母、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2. 老師翻卡，看誰最快念出正確稱謂。
   玩法1：
   ■  老師將紙卡疊在一起，背面朝上。
   ■  老師或學生輪流，一次翻出一張人物卡，看玩遊戲的人中，誰最快
     念出正確稱謂，就可以得到該張人物卡。
   ■  得到最多人物卡的人獲勝。
   玩法2：
   ■  將所有的人物隨意擺在桌上，正面朝上。
   ■  老師隨意說出一個稱謂，看誰最快找到正確人物卡，並且拿走放在
     自己面前。
   ■  看誰得到最多的人物卡。

教學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