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  關渡 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  上 年級  上  學期  原住民語文/泰雅語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凱倫   

1、 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 

2、 本學期學習目標： 

 能聽辨母音、子音，單雙音節和重音，以及本學期所教語詞的意思，和生活用語。 

 能發出母音、子音，單雙音節和重音，以及本學期所教語詞的意思，和生活用語。 

 能聽懂，並能跟著唱誦本學期所教的童謠。 

3、 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核心素養、學習表現、 

內容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08/30 

： 

09/02 

開學典禮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2 能聽辨單、雙音節及重音。

2-I-2 能正確發出單、雙音節及重

音。 

Aa-I-2 書寫系統。 

Be-I-1 唸謠及童謠。 

ke’ na ’Tayal.泰雅字母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Pf

Du5P7go 

1 

Youtube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與唱。 

評量方式: 例紙筆測驗、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課堂問答、作業、實測、

實務操作等。 



 

 

第二週

09/05 

： 

09/09 

中秋節補假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一課 ngasal maku’.我的家 

(聽說) 

magal hi’ kwara’ ngasal maku’. 

yaki’, yaba’, yaya’, sswe’ maku’ kneril ru 

kuzing. 

cyux saku’ mqwas biru’ pqwasan biru’ ’laqi’ 

cikuy. 

sswe’ maku’ kneril ga nyux mqbaq biru’ uzi. 

cyux maki’ pqwasan biru’ yaba’ ru yaya’ 

maku’ uzi. 

母音:a,e  子音:g, ng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 

 

第三週

09/12 

： 

09/16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一課 ngasal maku’.我的家 

(拼音) 

magal,hi’,kwara’,ngasal,yaba’,sswe’, 

pqwasan biru’,ru. 

 

母音:a,e  子音:g, ng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課堂問答_是否願意回答

老師的問題並願意修正錯

誤。 

 

第四週

09/19 

： 

09/23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一課 ngasal maku’.我的家 

(句型) 

magal hi’ kwara’ ngasal maku’. 

yaki’, yaba’, yaya’, sswe’ maku’ kneril ru 

kuzing. 

cyux saku’ mqwas biru’ pqwasan biru’ ’laqi’ 

cikuy. 

母音:a,e  子音:g, ng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第五週

09/26 

： 

09/30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8 能聽懂童謠。 

2-I-7 能唱誦童謠。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Be-I-1 唸謠及童謠。 

cyux tmubux trakis qu yutas. 

阿公在種小米 

1 

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材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與唱。 

 

第六週

10/03 

： 

10/07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二課 mziboq su 早安 

(聽說) 

aya’ mziboq su’. 

Sayun, mziboq su’ uzi. 

uwah, klama’ ta’ ha, usa’ su’ mqwas biru’. 

naga’ saku’ cikay ha, hala saku’ mima’ rqyas 

ru qba’ ha. 

aw, n-gaw misu. 

 

母音:i,u 子音:z, q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 

 

第七週

10/10 

： 

10/14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二課 mziboq su 早安 

(拼音) 

mzibuq,Sayun,uwah,klama’,ta’, 

naga’,hala,mima’,rqyas,qba’. 

 

母音:i,u 子音:z, q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課堂問答_是否願意回答

老師的問題並願意修正錯

誤。 

 



 

 

第八週

10/17 

： 

10/21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二課 mziboq su 早安 

(句型) 

mziboq su’.  
uwah, klama’ ta’ ha, 

usa’ su’ mqwas biru’. 

naga’ saku’ cikay ha. 

hala saku’ mima’ rqyas ru qba’ 

 

母音:i,u 子音:z, q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第九週

10/24 

： 

10/28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2_musa’ su’ inu’ 你要去哪裡? 

1 

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材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與唱。 

 

第十週

10/31 

： 

11/04 

原-E-A1 

備說族語的基本能力及習慣,孕育

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意識與自

信,啟發對族語文化的興趣。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三課 mopuw kawas maku’我十歲了 

(聽說) 

pqutay misu cikay ha,  

pira’ kawas su’ la? 

mopuw kawas maku’ la. 

pira’ qu qsuyan ki sswe’ su’? 

sazing qsuyan mlikuy ru qutux sswe’ kneril. 

pira’ kawas sswe’ su’ kneril hiya’? 

mtzyu’ kawas sswe’ maku’ kneril la. 

 

母音:o,a 子音:w, y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與唱。 

 



 

 

第十一週

11/07 

： 

11/11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三課 mopuw kawas maku’我十歲了 

 (拼音) 

pira’,kawas,mopuw,qsuyan,ki,mtzyu’. 

 

 

母音:o,a 子音:w, y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課堂問答_是否願意回答

老師的問題並願意修正錯

誤。 

評量週 

第十二週

11/14 

： 

11/18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三課 mopuw kawas maku’我十歲了 

 (句型) 

pira’ kawas su’ la? 

mopuw kawas maku’ la. 

pira’ qu qsuyan ki sswe’ su’? 

sazing qsuyan mlikuy ru qutux sswe’ kneril. 

 

母音:o,a 子音:w, y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第十三週

11/21 

： 

11/25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nyux saku’ maniq! 

我在吃 

1 

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材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 

 



 

 

第十四週

11/28 

： 

12/02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四課 cyux inu’ ngasal su?你家在哪裡？ 

(聽說) 

cyux maki’ inu’ ngasal su’? 

cyux rgyax ngasal mu. 

cyux maki’ lingay pqwasan biru’ ngasal su’ 

ga? 

aw, cyux maki’ lingay pqwasan biru’ ngasal 

mu. 

mhkangi’ saku’ musa’ ngasal krryax. 

母音:u,i 子音:x,r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 

 

第十五週

12/05 

： 

12/09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四課 cyux inu’ ngasal su?你家在哪裡？ 

 (拼音) 

cyux,maki’,inu’,ngasal, 

lingay,mhkangi’,musa’,krryax. 

 

母音:u,i 子音:x,r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課堂問答_是否願意回答

老師的問題並願意修正錯

誤。 

 

第十六週

12/12 

： 

12/16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四課 cyux inu’ ngasal su?你家在哪裡？ 

 (句型) 

cyux maki’ inu’ ngasal su’? 

cyux rgyax ngasal mu. 

cyux maki’ lingay pqwasan biru’ ngasal su’ 

ga? 

mhkangi’ saku’ musa’ ngasal krryax. 

 

母音:u,i 子音:x,r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第十七週

12/19 

： 

12/23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8 能聽懂童謠。 

2-I-7 能唱誦童謠。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Be-I-1 唸謠及童謠。 

ima lalu su?你叫什麼名字_歌謠篇 

1 

族語 E 樂園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與唱。 

 

第十八週

12/26 

： 

12/30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I-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五課 minkahul su’ inu’?你從哪裡來？ 

 (聽說) 

Batu, minkahul su’ inu’? 

minkahul saku’ Pyasan. 

musa’ su’ inu’ suxan? 

musa’ saku’ Cyama suxan. 

sgagay ta la, thuhway musa’! 

 

母音:u,i 子音:s,h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態度檢核_是否願意跟著

老師說。 

 

第十九週

01/02 

： 

01/06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2 能聽辨單、雙音節及重音。 

2-I-2 能正確發出單、雙音節及重

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五課 minkahul su’ inu’?你從哪裡來？ 

(拼音) 

Buta,minkahul,Pyasan,suxan, 

Cyama,sgagay,ta’,thuway. 

 

母音:u,i 子音:s,h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課堂問答_是否願意回答

老師的問題並願意修正錯

誤。 

 



 

 

第二十週

01/09 

： 

01/13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2 能聽辨單、雙音節及重音。 

2-I-2 能正確發出單、雙音節及重

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第五課 minkahul su’ inu’?你從哪裡來？ 

 (句型) 

Batu, minkahul su’ inu’? 

musa’ su’ inu’ suxan? 

sgagay ta’ l’a, thuhway musa’! 

 

母音:u,i 子音:s,h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評量週 

第二十一週

01/16 

： 

01/20 

原-E-B1 

根據學習階段之身心發展,在自然

的人際互動下培養「聆聽、說話、

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族 

語能力,並以族語進行溝通,傳承

語言文化。 

1-I-2 能聽辨單、雙音節及重音。 

2-I-2 能正確發出單、雙音節及重

音。 

Aa-I-1 母音及子音。 

Ab-I-1 語詞的意義。 

Ac-I-1 簡易生活用語。 

總複習 

人稱代名詞:buta, Sayun, yaba’, sswe’,ta’, 
qsuyan 

名詞: Cyama, Pyasan ,hi’, ngasal, pqwasan 

biru’, rqyas,qba’. 

動詞: cyux,maki’, kwara’, mzibuq, 

uwah,klama’,ru,ki 

naga’,hala,mima’,lingay,mhkangi’,musa’,krry

ax, sgagay, thuway,minkahul, 

數詞:magal,mtzyu’,mopuw 

時間詞:kawas,suxan 

疑問詞:inu’pira’ 

1 

政大原住民教材第一階 線上媒體或紙筆測驗  

寒假 

01/20-02/10 

本學期語詞: 

人稱代名詞:buta, Sayun, yaba’, sswe’,ta’, qsuyan 

名詞: Cyama, Pyasan ,hi’, ngasal, pqwasan biru’, rqyas,qba’. 

動詞: cyux,maki’, kwara’, mzibuq, uwah,klama’,ru,ki naga’,hala,mima’,lingay,mhkangi’,musa’,krryax, sgagay, thuway,minkahul, 

數詞:magal,mtzyu’,mopuw 

時間詞:kawas,suxan 

疑問詞:inu’pira’ 



 

 

五、補充說明﹙例如：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