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中 

109學年度教師學習社群運作成果 

 

社群名稱 佃中小小解說員 

參加教師姓名(任教領域) 封中興、盧建名、錢姿蓉、林家永、王秀卿、陳展宇 

社群召集人 盧建名 

   

  一、目標檢核 

 

具體檢核方式（有達到目標者請勾選） 

 1 .落實教學觀察與回饋，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   
 2 .提升教師共同備課及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能力 
 3 .充實教師學/群科專業知能，精進教師教學技巧 
 4 .透過社群活動增能，增進教師教學媒材研發能力 
 5 .將所學運用於教育現場回饋予學生，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6 .落實教師專業對話，進行課程規劃與討論，提升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7 .透過社群活動增能，精進教師教學技巧，並提升學生發表能力。 
 8 .透過社群活動增能，進行同儕省思對話，精進教學策略及教學方法 
    9 .透過專題探討與評量分析之結果，進行調整或修正教學 
 10 .透過社群活動增能，提升教師班級經營能力與技巧 
    11 .擬定個別或團體輔導之計畫，落實於學生輔導，協助學生正常學習 
 12 .透過專題探討、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建構教師之學習共同體。 
 13 .應用教學檔案與回饋，進行教師省思教學以調整教學設計 
 14 .引導教師自我反思教學實踐，共同解決教學的問題。 
 15 .將社群運作的歷程或成果整理成動、靜態資料，並分享給同儕。   
    16 .其他： 

 

 

 

 



需要協助的事項 

 1.協助社群成員課務安排 
    2.提供社群活動空間與設施 
 3.協助社群經費核銷 
    4.校長關心及鼓勵教師發展領導才能 
 5.專業人才邀約 
    6.社群召集人增能研習 
 7.其他 

 

 

 

 

 

 

 

 

 

 

 

 

 

 

 

 

 

 

 

 

 

 

 

 

 

 

 

 



二、社群運作紀錄 

 

第一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8/20 地點 901教室 

活動主題 小小解說員腳本撰寫與學生訓練 (1) 

  

第二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9/1 地點 風雨球場 

活動主題 小小解說員腳本撰寫與學生朝會全校表演(2) 

  



 

第三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9/14 地點 台南大學 

活動主題 小小解說員接受台南大學莊雅雯教授指導  

  

第四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9/28 地點 生物實驗教室 

活動主題 小小解說員腳本與動作修改  

  

 
 
 
 
 



 

第五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10/24 地點 文元國小 

活動主題 參加小小解說員比賽  

  

第六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1/4 地點 永仁高中 

活動主題 榮獲國中組第一名參加廣播電台接受專訪  

  

 
 
 
 
 



 

第五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1/13 地點 大成國中 

活動主題 榮獲國中組第一名參加臺南市開幕表演 

  

第六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2/22 地點 生物實驗教室 

活動主題  薪火相傳～錄製影片給學弟妹觀摩。 

  

 
 
 
 
 



第七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2/26 地點 702 

活動主題 王秀卿師公開觀課 

  

第八次社群活動內容 

時間 3/5 地點 母語月活動表演 

活動主題  薪火相傳～入班表演。 

  

 

 

 



社群會議成果： 

1、多次修改後的腳本： 

官田菱角節—好食好𨑨迌 

A+B+C：我們倆划著船兒 採紅菱呀 採紅菱 得呀得郎有情 得呀得妹  

       有心 

A：各位鄉親逐家好！這馬咱欲共逐家紹介的是官田一个足特殊的節日。 

B：若講著官田(kuann-tian7)，按呢的確是…… 

C：啊！我知，我知，彼就是「頂港有名聲，下港上出名」的「官田菱角節」！  

A：規欉好好，無錯！每一冬的十月是咱官田上蓋鬧熱的時陣。 

B：若按呢，你敢知影菱角是按怎種作、生湠的？ 

C：嘑！講甲你捌，喙鬚就拍結，講甲你知，日頭就倒頭栽。 

A：菱角是一冬出一擺的水生植物，一般攏種佇天氣較燒烙的漉糊糜仔內底。 

B：頂懸的水愛有60公分，一欉菱角栽仔會當發80蕊花，一蕊花會當生差 

   不多十外个仁，就是咱咧食的鬆鬆鬆的菱角啦！ 

C：好食好食，我的喙瀾強欲津落來矣。 

A：你喔！菱角喙，無食大心氣。 

B：咱就緊划船來去挽，等咧就有菱角通鼻芳矣。 

C：啥物？划船？彼是古早的步數，過時矣啦！ 

A：著啊！這馬攏嘛時行穿這款四跤仔衫。 

C：因為咱官田的菱角田攏淺淺，穿四跤仔衫就 jioh-toh 矣，毋免划船矣 

   啦！  

B：行行行，無行袂出名，咱就緊來去！ 

A：敢有人知影菱角欲按怎挽？ 

B：這你問我就著矣！菱角的花藏佇葉仔裡，等花蔫去，生出來的菱角囝嘛 

   綴咧覓佇水裡，所以嘛有人共 in 號做「水裡塗豆」。 

C：菱角是一粒紅紅，愛炊煮熟了後才會變成烏色的。 

B：莫怪逐家攏講是「挽紅菱」，毋是「挽烏菱」。 

A：閣有喔！菱角挽落來了後，一定愛共葉仔對正爿反過去水裡，若無，彼 

   欉菱角是會蔫蔫死死去。毋通顧食，嘛愛顧菱角的性命佮生湠！ 

C：紲落來，我欲紹介一个菱角的好朋友。 

A：我知！你是欲講「凌波仙子」…… 



B：啥物？仙子？歹勢啦！是咧講我 hiooh？ 

C：你喔！圓仔花毋知䆀！我是咧講「菱角鳥」！ 

A：是啦！「菱角鳥」伊的生活環境愛有水有葉仔，伊無咧倚岸做岫孵蛋， 

   所以菱角田是伊上佮意的所在。 

C：in 嘛是作穡人的好跤手，會掠一寡妨害菱角生湠的歹蟲。 

B：in 嘛是農委會公告的愛特別保育的鳥仔呢！ 

A：若按呢咱閣較愛共保育生態的工課做予好，共菱角鳥起造一个閣較四序 

   的所在。 

B：嘿！咱緊來去看有啥物好食的無。 

A：生菱角會使焄排骨湯，炊熟的菱角會當做四秀仔食。 

C：嗯……想著就想欲流喙瀾囉…… 

B：毋過，各位人客官，恁敢知影遮濟菱角的殼是欲按怎處理才好咧？ 

A：無講恁毋知，這嘛咱官田人比人較巧的所在。菱角殼變「官田烏金」菱 

   殼碳喔！  

C：共菱碳，埋入去塗裡，會使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 

B：用來淨化菱角田四箍圍仔的水質。 

C：嘛會當做菱碳雪文和除臭包呢！ 

A：我愈講實在愈感覺官田人足食福氣。上尾閣掛相送，欲報予逐家知。猶 

   擱有弄龍弄獅、民俗藝術表演，規个「菱角節」是攢甲足豐沛閣足鬧熱！ 

B：想欲體驗菱角風味的人客啊！跤手就拚較緊咧！ C：來阮官田體會菱角 

   滋味佮文化的趣味！ 

A：菱角食了紲喙閣牢腹！予你事業成功，萬事順利穩觸觸啦！  

A+B+C：多謝逐家～（下台一鞠躬） 

 
 
 
 
 
 
 
 
 
 
 
 



2、廣播電台提問腳本： 

臺南市109學年度「小小解說員」競賽電臺訪問提綱 

壹、錄音時間: 110年1月25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請提早30分鐘到達錄音現

場)                   

貳、播出時間:110年2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叄、地點:永仁高中實習電台錄音室 

肆、輪值主持人:陳進明校長 

伍、受訪學校資訊 

一、名次：國中台語組第一名 

二、學校：市立海佃國中 

三、題目：官田菱角節-好食好 

四、參賽同學：王薏婷、江品萱、黃宥程 

五、指導老師：王秀卿老師(本校台語課老師及本次比賽指導老師)、 

              錢姿容老師(本次比賽指導老師) 

六、建議提問： 

1.海佃國中的小小解說員參與教育局本土語言競賽活動，多次表現優良名列前

茅，是如何做到的呢?（109年台語組第1名、107年台語組第三名） 

【王秀卿老師】 

    (一)說明挑選競賽選手過程及方式。 

    (二)從國語解說稿，到閩南語解說稿。 

     1.閩南語是親切有人情味的語言，有溫度的語氣，趣味的俗諺， 

     才是正港的臺灣味。 

     2.前幾年雖然有些競賽項目沒有掛名指導老師，但基於對母語的傳承熱 

     忱，對於學校相關的閩南語競賽活動，都會參與協助，並書寫閩南語的 

     講稿。  

    (三)整體且全面性的準備：文稿、語音、表情、動作、服裝……。 

(四)讓孩子了解解說稿語句和語詞的字義。(舉例講稿中語句、語詞) 

(五)肢體動作的訓練，大致依照「語文競賽的閩南語演說」方式呈現。     

 但因為是解說景點的介紹，所以要更活潑生動一些些。 

 (指導閩南語演說，連續 2年代表臺南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優等) 

 



【錢姿容老師】 

國中開設本土語課程其實在台灣仍屬少數，目前在台南市的國中，台語是屬於彈性課

程，很多學校都是利用社團的方式進行，而我們學校在吳校校長極力推廣下，是少數

學校裡面，率先在5年前讓七年級每個班級每週開設一節課，今年更擴大到8年級，讓

學生的台語能力可以再更進階的學習。 

主要是吳校長認為，學校的學生有7成是閩南人，卻不會說母語，讓人感覺到「怪怪

的」，因此才會利用彈性課程，每週開一堂課，另外也透過秀卿老師活潑生動的課

程，讓學生學習，並且鼓勵所有七年級學生參加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去年本校報考人數還創下全國團報人數最多的學校，有370人之多。 

因此，在學校就已經營造出一個台語的學習環境，讓學生不再害怕說台語，聽得懂台

語，並且很自然地將台語融入生活，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學生願意學習之後，自然而

然面對本土語的競賽活動，參與的意願就會提高，學生有意願之後，相對的也能激勵

師生一起參賽的動機。 

台南市在102年就開始舉辦本土語的競賽，幾年下來很多學生都會著重在      各地

廟宇、名勝古蹟的介紹，因此，就讓我不斷思考在地文化的環境、歷史故事與特色除

了這些之外還有哪些呢？所以，就開始著手蒐集大台南地區各地的旅遊簡介，舉凡公

車之旅、鐵馬之旅、老街巡禮、文物以及美食的介紹， 希望從中獲得不同認識家鄉

的面向。在題材的選擇方面，就希望能夠突破以往，從不同層次的向度來介紹，例如

像107年台南市剛出雙層巴士，就讓本校想要以這個題材來介紹，也能達到幫政府宣

導的用意，因此那年的比賽就結合雙層巴士介紹安平的漁光島。 

我想在題目的選材方面，主要是求變及創新，不僅可以打破一切舊有的藩籬，而且也

能突破傳統制式的解說方式，希望透過多元活潑生動的解說方式讓聽眾有耳目一新的

感覺。 

2.請教同學：平時在學校都會講母語嗎？海佃國中不在官田區，為什麼選定「官

田菱角」為主題？  

      婷、程：會阿！ 

      婷：在學校的時候也都會說一些母語。 

      萱：平常我們兩種語言都會使用，不過因為台語是自己的母語，說起來 

          特別的有趣和親切。 

      程：對啊!也能拉近大家彼此之間的距離。 

      婷：甚至還會唱起閩南語歌曲，讓學校的學生生活添加一點樂趣。 

      萱：至於比賽題目的選定，是因為曾經到官田觀光，品嚐在地的菱角美 



          食及之後印象很深刻，想說這是個不錯的題材。 

      程：而且我們也發現以前的比賽題目大都是以台南各地的廟宇或名 

          勝古蹟來做介紹，比較少有地方地區特色文化的一個解說。 

      萱：經過大家和老師討論之後，發現以官田菱角這個主題來發揮，應該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題材，也覺得很有機會能在眾多優秀的選手中脫 

          穎而出。 

      婷：所以我們除了給大家介紹臺南好吃好玩的之外，而且介紹內容也富 

          有教育意義又能夠喚醒大家環保意識的一個主題。 

      程：沒錯！官田除了眾人皆知的菱角外，還有菱角殼做成的肥皂、除臭 

          包等文創商品，促進觀光外，也為環保盡一份心力，是世界的模範 

          生喔！ 

      萱：深入了解後，更是佩服當地人的創意，讓原本已經沒有經濟價值的 

          菱角殼在他們的巧思下，也能富於新生命。 

3.請教指導老師：小小解說員要具備哪些條件與能力？您是如何培訓的？ 

【王秀卿老師】 

      1.課堂中觀察，初步選定參賽選手。(課程參與、學習態度、發音。) 

      2.個別約談，聊天，聽咬字發音。 

      3.練習開始的第一步，就是帶著孩子逐字逐句的核對解說稿的字、句，  

      以及語句感情的呈現。 

      4.訓練期間，學生每天錄音，修正發音和正港台灣味的「氣口」。 

5.肢體動作的部分，沒有受過訓練的孩子，通常動作都無法大方展現， 

甚至會害羞畏縮。這一部分，也花了許多時間，老師示範，讓孩子的 

表演動作更到位。 

【錢姿容老師】 

我想只要學生願意上台，肯開口說話，充滿樂情、願意分享，我都覺得是個很棒、很

優秀的解說員，當然重要的是孩子是喜歡母語的，願意學習母語。 

通常每年的比賽都在10月，因此大約在6月底就會定稿，然後利用暑假的時候開始集

訓，原則上暑假期間一週至少練習3天，等到開學之後，會利用早自修或者午休時間

練習，除了碰到月考或是特殊狀況之外，幾乎是天天練習，除此之外，還每天要求學

生回家練習完之後要錄音上傳，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熟練稿子的內容，也能讓台語老

師及時糾正不正確的發音。 

等到稿子熟練之後，會更進一步要求孩子要對著鏡子練習，看著鏡中自己的表情及動



作做適當的修正。在這當中也會邀請校內其他老師來看孩子的解說，並請這些老師提

出自己的看法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尤其在音樂方面，因為有唱歌吹直笛的部分，

所以還經常麻煩音樂老師給學生指導。 

最後則是在比賽前一週，會開始進行校內巡迴表演，每天會找幾個班級讓學生進班表

演，學生總是說這樣壓力很大，但我是覺得這樣才能大幅提升孩子面對比賽時的壓

力，很多孩子會覺得明明上台前已經練習多少遍，但一站在台前，只聽到自己的心

跳，腦袋一片空白！心中會被強烈排山倒海的焦慮生理反應佔據！因此多做練習是最

好的準備，心裡的自信越高，表現就會越好，也的確透過這樣的訓練，孩子一開始的

確會相當緊張，但隨著表演班級數的增加，孩子越來越不緊張了，而最大的收穫就是

在比賽時，能從容面對。 

4.準備小小解說員比賽的過程中，孩子與指導老師如何準備？最難忘的經驗是什

麼？ 

【學生】 

      萱：比賽前的各種練習總是令人印象深刻，不論是調整發音、排動作、 

      思索對話甚至到比賽前的上台表演都付出了許多時間和努力。 

      程：充分練習真的是必須的，我們剛好是同班同學，因此就可以利用下 

      課時間做練習。 

      婷：除此之外，我們每天回家後一定會練習，並且準時上傳錄音檔。 

      程：最難忘的經驗就是我們在比賽前一個禮拜到各班去「巡迴演出」，在 

      很多認識的人面前表演真的超緊張的，緊張到手腳都在發抖，尤其在同 

      年級的班級表演最恐怖，因為在認識的人面前表演，也超怕出糗、忘詞 

      等等。 

      婷：真的！因為被認識的人看著我們表演就會擔心沒做好，所以就會感 

      覺心臟要跳出來一樣超可怕，甚至在路上遇到的話，也會聽到有些人會 

      說：啊！這是不是上次在我們班表演的那三個人？  就感覺被當作奇怪 

      的人了啦！ 

      萱：不過我認為其中最困難的是在後期，當大家都已經把稿子背得滾瓜 

       爛熟，卻無法突破不夠自然的問題，要克服這個難關，只能不斷的練習， 

       想像自己真的是一個超級解說員，努力調整語氣和表情，把歡樂的氣氛 

       帶給觀眾 

【王秀卿老師】 

      1.呵咾囡仔：每天錄音，修正發音和語氣，孩子配合度好，學習認真。 



      2.碩班下課回到家，整理好大約都要12點之後才能聽錄音，以及幫孩   

      子做修正。老師每天、每次都會用文字說明，還有加上錄音示範。所以 

      和孩子達成默契，不用當晚等老師回覆，隔天再收聽、做修正練習即可。 

      3.天底下真的沒有白學的知識。多年來累積的演說、朗讀比賽經驗，尤  

      其是全國賽的集訓，點點滴滴學習到的技巧，再加上我們這三位小小解  

      說員的聰明伶俐、一點就通，由生澀到可以大方展現，於是才有這次競  

      賽的美好成果。 

 

【錢姿容老師】 

      當然在訓練前就會對要解說的題目，做相當程度的了解與探討。 

      然後在訓練的過程中，會針對每句話的口氣包含肢體動作、眼神，逐一 

      去做揣摩，然後在訓練時適時給予學生指導，通常我會先要求學生自己 

      試著表達每句話的語氣並且依照解說內容編動作，主要是希望呈現學 

      生最自然的一面，而不是一手由老師行塑出來的，而是有孩子自己的想 

      法，我想這樣才能讓孩子得一個最大的學習歷程，當然在這過程中，孩 

      子難免也會遇到瓶頸，這時就需要給孩子加一點油、一點潤滑劑，讓他 

       們有信心走下去。 

       至於說到比較難忘的經驗，哈！會讓我想到，這次比賽因為開場的橋段 

      是學生吹直笛唱幾句採紅菱的歌詞，為了示範給學生看，我這個超級走 

      音歌后，外加沒有舞蹈天分的老師，還在學生面前示範好幾次，載歌載 

      舞的其實怪不好意思的，坦白說這幾個學生都比我優秀多了。 

5.請教指導老師：平時學校在推動母語教育上，做了哪些努力？ 

【王秀卿老師】 

(一)感謝大環境的重視、支持、推動。 

     1.政府端：重視母語推動。臺南有舉辦許多大大小小跟母語相關的競 

               賽。 

     2.學校端：(1)感謝吳校長以及教務主任封主任的支持，無論是在學校 

                  整體氛圍的營造，或是教學上，對於母語的「推捒」，真 

                  的不遺餘力。有這兩座堅強的靠山，才能讓海佃國中的  

                  各項本土語競賽屢創佳績。 

   (二)課堂中__課程及活動進行，如附上的「課程詳細說明」。 

1.老師上課全程使用閩南語教學，討論或進行活動時，也請同學講閩南語。     



如果有不會的語詞，老師會適時機會教育。 

2.融入傳統文化和民俗的介紹，上課就像聽故事，培養學生探索、熱愛閩南語

的興趣與態度，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3.閩南語文章賞析，培養學生閩南語聆聽、說話、標音、閱讀、寫作的基本能

力，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 

     4.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從事思考、溝通、討論、欣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5.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學習知識、擴充生活經驗、認識多元文化， 

       以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 

   (三)課餘及日常生活中 

  1.母語應該落實、應用在生活當中。與學生課餘交談，也是使用閩南語， 

  讓學生潛移默化的增加語文的詞彙量。 

     2.有趣的是，在吳校長和封主任的支持推動下，海佃國中母語的「根」正 

     在慢慢的「開花、生湠」。例如：學生在數學課學到「物以類聚」，會跑來 

     問老師閩南語怎麼講？「百香果」要怎麼說？「奇異果」呢？…… 

     3.提升學習興趣和好奇探索的心，是學習的最佳動力。 

   (四)鼓勵及輔導學生參加「教育部閩南語語認證考試」。 

     1.考試規則說明、考場影片介紹、考題練習(聽、說、讀、寫) 

2.海佃國中已經連續多年，報名參加「教育部閩南語語認證考試」 

      團報人數都是全國第一。而且，海佃國中通過率每年都優於全國通過率。 
 

 

【錢姿容老師】 

學校在推動母語這一方面，可說是相當的不遺餘力，學校的學生幾乎生活在充滿母

語的環境中，學校非常別出心裁，在樓梯的地方，每一層階梯會標示一句台

語，因此當你爬了一層樓之後，也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很多句台語的俚語；除

此之外，在每個班級外面也有一塊小小的區域，會詳細介紹一句台語諺語。 

    每學期還會有母語日，會在朝會時，請學生上台表演說相聲阿、台語猜謎等相

關活動。 

    中午用餐時間也會請學生用台語介紹本日菜色營養成分。 

    每學期定期舉辦閩南語字音字形、演說及朗讀比賽。 

    積極鼓勵學生參加「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對於通過的學生給予獎勵。 

    利用台江社團時間，邀請台江分校執行長林茂成到校，用母語向學生說明台江

歷史。 



 

6.接下來，請海佃國中小小解說員王薏婷、江品萱、黃宥程同學用閩南語向大家解

說「官田菱角節」，讓大家能從他們精彩的解說中，更加了解官田豐富的生態與產

業特色。 

擬答：(請提供完整解說稿) 

「官田菱角節」廣播表演 

  ★附上「解說稿」：紙本+電子檔 

  ★附上「課程詳細說明」：紙本+電子檔 

 
3、心得感想 

◆前三次會議（錢姿蓉、封中興、盧建名、林家永、陳展宇） 

凡事起頭難，要選定一個適當的題目真的不太容易，經過大家討論之後，發現之前很

多的比賽內容都會著重在各地廟宇、名勝古蹟的介紹，因此，也讓我們不斷思考在地

文化的環境、歷史故事與特色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哪些呢？所以我想在題目的選材方

面，主要是求變及創新，不僅可以打破一切舊有的藩籬，而且也能突破傳統制式的解

說方式，希望可以從不同層次的向度來介紹，並透過多元活潑生動的解說方式讓聽眾

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後三次會議 

這次大家針對文稿內容提出自己的想法，也稍微做了一些修正，並對訓練時間及方式

做一個討論，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裡，將效益發揮到最大，我想在訓練前就要讓學生對

要解說的題目，做相當程度的了解與探討，然後在訓練的過程中，針對每句話的口氣

包含肢體動作、眼神，逐一去做揣摩。 

◆比賽前~  

賽前的準備總是相當重要，因此如何讓學生在比賽能自在活潑的呈現出來就是一個很

重要的議題，在這次會議決定比賽前一週，將開始進行校內巡迴表演，每天會找幾個

班級讓學生進班表演，雖然學生會說這樣壓力很大，但我是覺得這樣才能大幅提升孩

子面對比賽時的壓力，很多孩子會覺得明明上台前已經練習多少遍，但一站在台前，

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腦袋一片空白！心中會被強烈排山倒海的焦慮生理反應佔據！因

此多做練習是最好的準備，心裡的自信越高，表現就會越好，也的確透過這樣的訓



練，孩子一開始的確會相當緊張，但我相信隨著表演班級數的增加，孩子越來越不緊

張了，而最大的收穫就是在比賽時，能從容面對。 

◆表演前~ 

很榮幸此次可以獲邀到頒獎典禮現場表演給大家看，看得出學生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的心情，因此決定利用全校朝會時，先表演給大家看，讓學生臨場感受一下，另一方

面也能讓學生自己辛苦努力練習的成果呈現給大家，這對孩子是一種自我的肯定。 

◆廣播電台訪問行前~ 

人生難得的經驗~師生要一起去電台接受訪問，因此這次除了學生要準備之外，老師

也要做功課囉！大家一起討論題綱的內容，也擬好對學生的行前叮嚀，希望在這次的

電台饗宴之旅，大家都能留下美好的回憶。 

王秀卿老師感想：閩南語是親切又有人情味的語言，有溫度的語氣、趣味的俗

諺、才是正港的臺灣味。「小小解說員」比賽前充分準備是必須的，經過老師和學生

的討論之後，選定「官田菱角節-好食好好迌」這個主題來發揮。這是一個非常特別

的題材，除了介紹官田好吃好玩的，主題內容也富有教育意義，能夠喚醒大家環保意

識。促進觀光之外，也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各個階段的練習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訓練前就要對解說的題目與文稿，做相當

程度的了解與探討。接下來，不論是調整發音、語氣、表情、動作、服裝……，都要

在訓練時適時給予學生指導，逐一去做揣摩，付出了許多時間和努力。 

母語應該落實、應用在生活當中。海佃國中在推動母語這一方面，可說是相當的

不遺餘力，在吳校長、封主任和盧教學組長的支持推動下，海佃國中母語的「根」正

在慢慢的「開花、生湠」，學校的學生幾乎生活在充滿母語的環境中，學生不再害怕

說閩南語，聽得懂閩南語，並且很自然地將台語融入生活，成為日常的一部分。感謝

臺南市政府和學校整個大環境的重視、支持、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