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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浪潮席捲全球，連帶為學習捲起千堆雪。當今世代，語言教學要能激發學生的

主動學習意念，並鼓勵合作學習，適時的提供個人化的學習，以達到有效且公平的學

習，培養出具備真正帶得走能力的學生。 

於此，承接教材教法（一），本講義續而以當代學習趨勢為主，提供原則導向教學為

思考判準，再以數位學習、翻轉教育、學習共同體與差異化學習實例，具體而微的展現

一堂印尼語課，如何切合時代所需。以下為兩大重點： 

第一，原則導向教學：在這 12 條結合實務與理論的教學原則中，概分成認知原則、

情意原則與語言原則三部分。其中，認知與情意正是臺灣國中小 9 年一貫課程 

綱要所重視的課程設計原則。教師須特別留意勇於冒險與過度語言兩個原則，因此

乃現場教學較少探究的環節，卻又深刻的影響語言學習。前者，指的是教師應該鼓勵學

生勇於冒險，而非過度強調標準答案。後者，則是期許教師具備足夠的耐性，等待學生

從過度語言進入真正的語言。 

第二，建立學習的主動性：無論是翻轉教育或學習共同體，無一不是希望學生主動

積極的參與課堂，只是方法不同。當中，有兩個共通的新方向：其一，學生在上課前應

該做好準備（預習），因此，各類預習方式應運而生，例如預習單或觀看影片。其二，看

重學生的個別差異與能力，換言之，學生已具備哪些語言、文化與智能，是教師應該明

確掌握，且如實的做為課程設計基礎，而非被教材牽著走。 

課程重點 

壹、當代學習趨勢 

貳、當代教學觀介紹 

參、多元教學組合 

肆、結語 

伍、問題與討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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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代學習趨勢 

當交通與科技愈來愈發達，國與國的距離大幅縮小後，學習有了極大的轉變。簡單

來說，過去幾十年奉行的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法，迅速被推翻或掀起革命的浪潮。歸根

究柢，學習的主體「學生」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無論老師如何教，都不應該違背這項

原則。換句話說，過去的語言教學，老師決定要教什麼，以及如何教，並不在意學生為

什麼來學這項語言，或是這個學生適合哪些學習方法。現在，一切翻轉，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才能符合所需，而且，身為老師，還要透過語言教學，激發學生的主動學習意念，

並鼓勵合作學習，適時的提供個人化的學習，以達到有效且公平的學習。 

有鑑於此，以下介紹目前在臺灣蔚為風潮的教學觀，老師們可以取其中精華，融入

自己的課程設計中，讓印尼語的學習與其他領域（或科目）並行，真正成為帶得走的語

言能力。  

貳、當代教學觀介紹 

一、原則導向教學（Pembelajaran Berbasis Kompetensi） 

Brown（2003）提出十二條結合實務與理論的教學原則，並概分成認知原則、

情意原則與語言原則三部分。其中，認知與情意正是臺灣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所重視的課程設計原則。以下分別說明： 

（一）認知原則（Prinsip-Prinsip Kognitif）：這部分的原則都跟心理和智能有關。 

1. 自動自發性（Spontanitas）：無論是印尼語標音符號或文法教學，都不應該

占據了整堂課，老師應該要協助學生「使用印尼語」，並提供最真實的情境

讓學生使用這個語言。最終，學生才能進入自動自發使用印尼語階段，而

不是怕文法使用錯誤，以致不敢開口。 

2. 有意義的學習（Pembelajaran Bermakna）：相對於有意義的學習，機械式的

學習是我們傳統常見的，比如：老師講詞彙唸一次，學生跟著唸一次，接

著，老師朗讀句子，學生也跟著唸句子。如果老師發現學生唸錯了，就會

停下來集體糾音。有意義的學習是老師把這堂課要教授的句子或詞彙融入

最新的卡通劇情中，學生覺得有趣，因為與生活經驗相關，自然覺得學習

這個句子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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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賞原則（Prinsip Penghargaan）：學習語言，如果能夠得到老師的讚美，

學生一定會更有動力。相對的，如果被老師不斷糾錯，學生可能不敢開

口，甚至討厭這門科目。我想，後者是所有印尼語老師都不樂意見到的。

因此，在上課時，老師鼓勵學生，學生間相互鼓勵，這些都有助於提高學

生的自信心。 

4. 內在動機（Motivasi Intrinsik）：未來推動新住民語課綱後，學生在鄉土語

言課程，可以選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或東南亞語。這張調查表會

交由家長勾選，所以，很有可能來上印尼語課的學生，並非出於自願，而

是因為媽媽或爸爸希望他來學。所以，老師在上課時，要讓學生覺得學印

尼語並不難，透過成就感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他才會持續選修這門科

目。 

5. 投資策略（Strategis Investasi）：要學會印尼語，絕對不是每週上一堂課，

或是把單字背 100 個就行，所以，學生往往需要付出許多時間，才可能成

功。這時候，需要老師提供有效的策略，比如，當學生遇到挫折時，安排

一個專屬的印尼語小老師協助，就會讓他度過難關。 

（二）情意原則（Prinsip Afektif）：這部分的原則與學生的感覺、團體間的關係，以

及對印尼語和印尼文化的情感有關。 

1. 語言自我（Ego Bahasa）：很多國語表現很突出的學生，可能一開始學習印

尼語的時候會很受挫，因為相對於國語，自己的印尼語表現很不理想。所

以，這時候老師應該看每個學生的狀況而調整，比如學生是因為文法不

懂，就多用些不同的方式解釋。 

2. 自信（Kepercayaan Diri）：雖然是第一次上印尼語，但有些學生會有一種自

信，認為「我有辦法可以學習這項語言！」這就是他的語言自信。但也有

其他學生不這麼樂觀。因此，老師要有技巧且循序漸進的教學，讓所有學

生都能建立自己的語言自信。 

3. 勇於冒險（Berani Ambil Risiko）：這點與自信有些相關，但並不相同。大

部分的語言教室，都強調標準答案，也就是說，學生不能在印尼語課堂上

提出：「為什麽這個句子要這樣使用？」當老師責罵或直接回答：「就是這

樣使用！」時，學生的冒險精神就被削弱了，其實，老師應該正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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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勵，像是回答：「你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代表你非常專心上課。這個

句子會這樣使用是為了表示肯定……」這樣的回應才是鼓勵學生冒險。 

4. 語言與文化的結合（Interkoneksi Bahasa-Budaya）：雖然這是一堂印尼語

課，看似教的是印尼語知識和技巧，但文化本就蘊含其中。所以，老師應

該注意教材中的文化元素，把哪些部分學生不熟悉，或是會造成文化衝

擊，謹慎的挑出，並設計成合適的延伸學習，讓學生清楚地知道，當他使

用印尼語時，應該要注意哪些文化內容。 

（三）語言原則（Prinsip-Prinsip Linguistik）：這些原則關注學生如何處理印尼語系

統。 

1. 母語效應（Efek Bahasa Ibu）：很多語言老師會根本性的否定學生已經學會

的其他語言。以臺灣為例，學生已經學會國語了，當他進入印尼語教室，

就算老師要求一句國語都不能說，但在他學習印尼語時，他會自動與國語

做比較或連結。所以，有時候，他會用國語來標音印尼語，但說起來就是

不到位。如果老師能理解這點，就會知道如何正面回應較妥當。當然，老

師要試著說服學生漸漸使用印尼語來思考，而不是不斷地在腦海中翻譯。 

2. 過渡語言（Masa Transisi ）：在學生熟練地掌握印尼語前，會有一段過渡時

期，這段時期學生所說的印尼語，對老師來說，可能是錯誤的，但對學生

來說，卻是正確的，因為他用已經學會的文法來說出一個句子，但在印尼

社會中，卻不是這樣使用。所以，老師應該容許學生有這樣的過渡時期，

並做一個良好且正確的示範。而對於學生犯下的語言錯誤，比較好的做法

是告訴他錯誤的地方在哪裡，如何避免犯這樣的錯，而不是歸根於他很

笨，他不努力，才會一再犯相同的錯誤。 

3. 溝通能力（Kompetensi Komunikatif）：傳統語言教學強調的是「正確性高

於一切」，教材裡的印尼語經過篩選和排列，所以幾乎沒有錯誤，也代表著

正確性。可是，學生如果使用教材中的句子，在真實生活中不見得可以順

利達到溝通目的，因為，真實的語境千變萬化。所以，老師在教學時，要

多加注意印尼語的功能性，比如用這句話會有貶損的意思。此外，多加設

計真實的情境讓學生應用印尼語，將來，當他離開教室，才能有技巧的使

用這個語言，而不是選修完畢後，就把印尼語留在教室或課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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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學習（Belajar Digital） 

處在現今社會，數位科技已經成為學習的一部分，是想要擋也擋不住的熱潮。

其中，學生在學習部分，常見的數位科技使用有二：第一，Google 搜尋系統。第

二，社群或聊天軟體。當老師分派一項印尼語回家作業後，學生如果遇到困難，除

了詢問家長，最有可能求助的對象就是 Google 大師，比如翻譯軟體。但誠如我們第

一線老師經常觀察到的現象：翻譯軟體往往無法精確的翻譯，但學生並沒有辦法清

楚的判斷。建議老師，與其讓學生亂無章法的搜尋，不如提早給「釣竿」，直接列一

張清單，建議學生如果要查詢印尼語相關發音或翻譯時，可以到哪個網站搜尋。如

此，才符合現今的數位學習潮流。至於社群或聊天軟體，不如把部分交功課以及解

惑功課的管道移到數位資訊，比如學生可以加入老師的 line，或是老師建立一個印

尼語粉絲專頁。學生繳交作業時，可以透過訊息或電子信箱寄給老師，當他在做作

業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困難，也可以隨時跟老師保持聯繫。 

以上兩點是針對大範圍的數位學習提供教學參考建議，以下則是聚焦在一堂課

中，老師如何善用數位科技，讓印尼語學習變得很「潮」！  

（一）課別（Tema）：第一課 上學去（新北市東南亞語教材）。 

（二）學習經驗分析（Analisis Pengalaman Belajar）：學生多為低年級，且未曾學習

過印尼語，僅有第一課的基礎。Pergi ke Sekolah. 數位科技運用（Penggunaan 

Aplikasi Digital）：點讀筆（pen pembaca）、簡報檔（powerpoint）、線上抽籤

（undian secara onlin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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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流程 （Proses Pengajaran）： 

1.教師先領讀課文。Guru membaca pelajaran terlebih dahulu. 

 

 

 

 

 

 

 

 

 

 

 

2.教師詢問學生哪幾句還需要再領讀一次。 

（Bertanya kepada murid bagian mana yang perlu dibaca ulang.） 

有可能因為學生不熟悉讀字母“R”的音，所以老師要再重複讀“Selamat 

Sore”並且解釋在印尼有「傍晚好」與臺灣不同。 

3.教師利用線上抽籤軟體，抽出一個學生，提升學生對課程的樂趣。 

（Guru menggunakan perangkat lunak : undian online, guna menambah antusias 

murid berperan di kelas.） 

亂數產生器網址 （alamat web）：http://www.toolskk.com/random.php 

 

 

 

 

 

 

 

 

http://www.toolskk.com/rando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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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學生有 10 個人，想抽出 1 個人，結果

出來是 8 號學生，範例如下：（Misalnya: Ada 

10 murid dalam kelas. Pilih 1 murid secara acak. 

Hasil yang keluar adalah murid nomor 8.） 

 

 

4.8 號學生使用點讀筆，選擇想要練習的句子，讓全班跟著點讀筆唸一次。

Murid nomor 8 menggunakan pen pembaca memilih kata yang ingin dipelajarin, 

kemudian diikuti oleh murid lainnya. 

5.教師利用簡報檔介紹自己的家人，以及家人的興趣，就此延伸詞彙，比

如：運動、下棋或使用電腦。 

（Gunakan powerpoint untuk memperkenalkan anggota keluarga dan kegemaran 

anggota keluarga, misalnya olahraga.） 

 

 

Saya gemar bermain bola baske.（我喜歡打籃球。） 

Ayah gemar bermain catur.（爸爸喜歡下棋。） 

Kakek suka jalan santai.（爺爺喜歡散步。） 

**gemar 和 suka 都是喜歡的意思。 

 

6.教師指定 B 學生使用線上抽籤軟體，抽出 C 學生。C 學生利用 youtube播放

一首自己喜歡的歌曲。就算這首歌不是印尼語歌曲也無妨，老師可以簡單

將歌名翻譯成印尼語，學生會印象深刻。 Guru menunjuk murid B 

menggunakan website undian online, untuk mengundi murid C. Murid C 

memutar lagu kesukaannya di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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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goo.gl/3xnvJp 

7.另一項學習印尼語之教學資源─印尼語大字典（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網站資源：http://kbbi.web.id/ 

APP 資源：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yufid.kbbi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amus-besar-bahasa-indonesia/id394867151?mt=8 

三、合作學習（Model Pembelajaran Kooperatif） 

很多人以為「小組學習（belajar kelompok）」或「小老師制（Sistem pengajaran 

yang didampingi oleh asisten guru.）」就是合作學習，如果這麼看合作學習不免無法看

到全貌。簡單來說，合作學習是採取異質性分組（pengelompokan heterogen），每個

組員都有自己的任務，組員共同合作，達成團體目標。合作學習多半牽涉到班級經

營，也就是老師對於學生特性的瞭解，比如他學習印尼語的態度積極或消極，或是

他平日上印尼語課是不是喜歡聊其他事情？還有，最重要的是座位安排。合作學習

大多是 4～6 人一組，桌椅無論是相對或同一個方向，總之，一定是緊鄰著，屬於同

一區域。對於不一定有自己專屬教室的印尼語老師來說，要實行合作學習有兩種方

法，第一是依循原班教室的座位分配，如果該班本身就有分組制度，直接採用即

可。第二是不更動原班的課桌椅排列方法，但告訴學生，一旦上印尼語課，就要到

老師指定的座位。雖然第二種方法看起來有些麻煩，但是只要學生習慣就會成自

然。 

以下以第二課「自我介紹」（Pelajaran 2 Memperkenalkan Diri Sendiri）為例，提

供兩種合作學習法實例： 

http://kbbi.web.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yufid.k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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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夥伴制度（Sistem Kemitraan Belajar）：不管選修印尼語的人數有多少，

老師均可大致分為高成就組和低成就組。然後，老師依據對於學生學習特性

的瞭解，將兩組成員配對，並告訴他們彼此就是這學期的學習夥伴。筆者在

實行此制度時，直接告訴學生哪些是小老師，哪些是小學生，學生並不會認

為自己被標籤化，因為筆者還鼓勵他們，只要努力完成作業，每個人都可以

晉級為小老師，相反的，如果作業一直缺交，就會變成小學生。學習夥伴制

度的優點是，可以省去很多機械化的練習。比如自我介紹的對話中，主角是

老師和小華，就可以讓小老師和小學生分別飾演這兩個角色。步驟簡述如

下： 

1.老師帶著全班領讀一次。 

2.老師請小老師到台前或桌邊個別演練一次。這時候，小學生

可以使用點讀筆（pen pembaca）或老師事先錄製的朗讀 CD 重

複聆聽與學習。 

3.小老師過關後，就回到座位與小學生演練一次，一旦過關，

就可以進入下一個任務：演戲，演戲時學生可以加入道具或是

動作，讓對話有了真實的想像。 

←Siswa SD sedang Menerapkan Metode Bermain Peran. 

（二）分組活動（Kegiatan Kelompok）：每 4 個人一組，小組中的角色分別包含主持

人、記錄員、校對員與報告員，學生可自行分配任務。 

1.老師上完第二課「自我介紹」後，讓各組學生確認角色，並發給一張海報

紙。 

2.由主持人先決定發言順序，然後讓每個組員介紹自己。 

3.在組員介紹時，記錄員要寫下或畫下發言者所說的「興趣」，然後，校對員

要做一次確認。 

4.最後由報告員代表上台與其他組分享成果。  

基本上，合作學習無論採取哪種形式，大多受到學生歡迎。主要原因是，

學生終於有權利可以說話了，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自由時間。只是，老師要事

先說清楚規則以及合作時間，並在各組間予以協助。幾次之後，學生就會上

手，而且，透過合作學習，往往有令人意外的學習成果，比如對於詞彙比較的

討論，可能會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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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轉教室（Membalik Model Pembelajaran Tradisional） 

翻轉教室這幾年席捲全臺灣，主要的精神就是改變課堂學習的順序。傳統的學

習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後，學生回家寫作業。但翻轉教室透過數位科技的應用，

老師先將要講述的內容錄製成影片，讓學生回家觀看影片，接著到學校之後則是針

對影片內容提出討論。對印尼語課堂來說，如果老師行有餘力，可以事先錄製教學

內容，讓學生在家觀看，確實是最完美的狀態。但現實的挑戰是，很多國中小學

生，家中不見得有電腦設備，即便有，配備也不齊全，可能沒有網路，可能網路頻

寬不夠，這些都會讓老師在推動翻轉教室時遇到阻礙。因此，翻轉教室可以轉換為

以下幾種形式，一樣取其精神，但操作較簡單： 

（一）發下預習單：讓學生依據課文內容找答案，並填入預習單內。預習單的內容

包括：本課課名、詞彙朗讀 3 次並寫下來、用問號標示疑問的句子或詞彙。 

 

（二）小老師播報：如果班上有些小老師家中有網路可使用，老師可選擇幾部

youtube 上的印尼語教材，內容與自我介紹相關。請小老師先在家中觀賞並記

錄重點，然後在課堂上全班性的播放一次後，由小老師解說重點，其他人提

問，老師在旁協助並補充。 

（三）善用早自修或午休時間：只要與原班導師溝通完善，可以讓選修印尼語的學

生，利用早自修或午休時間在課前聆聽 CD。如此，一旦真正上課，就可以

省去許多時間。 

五、學習共同體（Komunitas Belajar） 

除了翻轉教室，學習共同體也是這幾年的教育熱潮之一。簡單來說，學習共同

體希望學生、學校與家長能夠構成一個學習體，學生間相互幫忙，老師間共同備

課，家長隨時可以進入教室來觀課。但家長觀課或是教師觀課，重點不是老師教得

好不好，而是把觀察對象放在個別學生：學生在這堂課如何學習？是否透過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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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生了學習跳躍？至於，學生間如何相互合作？除了精神與合作學習可相互

引用外，學習共同體倡導把教室桌椅排成ㄇ字型，每個人都朝向正中央，需要討論

時才兩人一組，或 4 人一組。學生間的分組不像合作學習法，一定是異質性分組，

也可以同質性分組。也就是說，不強調每個人的分工任務，而是認為所有人都是在

同一條起跑線上，共同討論與學習。而老師的角色也由講述變成引導，所以，老師

必須透過主題式的設計，讓學生探索並建構知識。 

雖然很多實行學習共同體的文本內容多是篇章，教師從中設計問題讓學生兩兩

討論。看似放在對話學習上不可行，但仍可取其精神來實作，教學流程如下： 

（一）教師徵求一個自願者，依照課文內容改寫成自己家庭的版本。 

  

（二）教師將自願者寫的對話影印數份，發下給每個人。 

（三）教師布題讓學生兩兩討論並寫下來。 

1.同學寫的內容，哪些部分參考了課本的句型？哪些不是？為什麼？ 

2.你最喜歡同學寫的哪一句？為什麼？ 

（四）各組發表，教師給予引導並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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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差異化學習（Pembelajaran Dibedakan Berdasarkan Kemampuan Pemahaman 
Siswa） 

所有印尼語課堂，基本上都是一個混能的班級：每個學生的程度不一。因此，

老師要怎麼樣在一個學期內讓學生有所獲得，就是最大的教學挑戰。除了上述幾種

方法外，實行差異化教學可以根本性的提升學習興趣，因為，差異化教學認為所有

的學生都不一樣，就像每個人適合穿的鞋子都不同。所以，教學並不是提供一樣的

學習內容，而應該針對學生的特性，給予合適的學習任務。在同一個班級內，學生

會因為學習風格、學習準備度以及學習興趣而不同，老師可以在學習內容與方法上

做調整，讓學生透過適合自己的方法，完成學習。以下，提供 3 種差異化學習的範

例，其中，九宮格作業就是讓學生自行選擇 3 項作業，而這 3 項作業必須連成一條

線。藉此，學生可以對於「自我介紹」這個主題有更多深入淺出的探索與理解。 

（一）依據學習風格，九宮格作業─學習風格的區分，即是依照 Gardner 多元智能

理論來設計：多元智能理論相信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智能，老師應該要透過

教學設計誘發並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資料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a/cyhs.tc.edu.tw/multi-learning/ 

以下的九宮格作業每個任務即可對應一種智能，比如：邀請同學角色扮演即是

肢體動覺智能、改編課文是語文智能、用時間線圖說明興趣的歷程是邏輯智能。 

https://sites.google.com/a/cyhs.tc.edu.tw/multi-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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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朗讀「自我介紹」課

文。 
2. 邀請同學角色扮演「自我介

紹」。 
3. 依據課文，畫出一幅圖（或

是四格漫畫）。 

4. 改編「自我介紹」課

文。 
5. 選擇一首兒歌或流行歌曲，

將本課詞彙套入 3 個以上。 
6. 在便利超商 10 分鐘，觀察顧

客的喜好並記錄。 

7. 寫一封信給編輯者，告

訴他「自我介紹」的課

文可以如何改得更好。 

8. 進行 1 分鐘演說，說明自己

未來想要培養哪一項興趣。 
9.用時間線圖說明自己從小至

今，興趣（或喜好）的變

化。 
 

（二）依據學習能力，九宮格作業：設計原則就是 1～3 為初階任務，4～6 為中階

任務，7～9 為高階任務。當中，第 8 與 9 兩項任務刻意與學習風格的內容一

樣，就是要讓老師瞭解，學習任務的設計可相互運用。 

1. 將課文對話朗讀 3 遍給家人

聽，並請家人簽名。 
2. 與家人共同角色扮演對話內

容 1 次。 
3. 選出 3 個喜歡的詞彙，練習 3
次後並畫上插圖。 

4. 訪問 10 個人，詢問對方的名字

和興趣。 
5. 將歌謠「我是軍人」用唱或

朗讀的方式錄音下來。 
6. 利用課文和詞語，設計 5 道考

題。 

7. 用印尼語介紹一項最流行的嗜

好。 
8. 進行 1 分鐘演說，說明自己

未來想要培養哪一項興趣。 
9.用時間線圖說明自己從小至今興

趣（或喜好）的變化。 

 

（三）依據學習成果，教室學習角 

綜合上列兩個九宮格，老師可在這堂課結束後，利用一堂課進行學習角。

學生可選擇所有的角落任務皆完成，或是挑選自己喜歡的角落進行深度學習。 

1. 教師辦公桌：學生朗讀一次課文或唱歌謠給老師聽，老師可趁機做個別指

導。 

2. 電腦區：將課文內容或歌謠錄製下來。或是蒐集一段有關興趣的影片並介

紹。 

3. 黑板：選出一個喜歡的詞彙並畫下來。 

4. 圖書區：翻閱圖書，選擇其中一個角色，並說明他的興趣是什麼。 

5. 走廊：訪問 10 個人，詢問對方的名字和興趣。 

6. 個人座位：利用課文和詞語，設計 5 道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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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若能真正實行，必定能誘發學生學習印尼語的興趣。但老師也

能從上述的學習任務看出，只有老師真正掌握學生特性並有完善的備課，才能

妥當的實行。 

參、多元教學組合 

一、語音與拼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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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寫教學 

 

三、口語教學 

 

四、聽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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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教材教法（一）與（二）的內容重點是介紹過去與現在常見的第二語言教學觀，這

些方法適用所有語言，當然包含印尼語。為了讓教學者瞭解如何應用，每種教學法皆提

供了實例，供教學者參考，也建議同時閱讀「第二語言教材分析與實踐」，當中對於教材

的運用與自編方式皆有更詳盡的介紹。 

總而言之， 不管選擇哪一種教學法，不管使用哪一本教材，重要的是以學生為中

心，透過學生的角度觀察印尼語以及印尼文化，想像：如果自己是學生，哪些學習任務

是自己喜歡的。不斷反思與調整教學，勢必讓印尼語學習更富趣味性與吸引力，同時也

達到有深度的學習效果。 

伍、問題與討論 

一、語言教學中，「容錯度」一直被拿來討論。容錯度的意思是：教師對於學生使用該

語言所犯的錯誤接受度。請檢視你的印尼語學習容錯度，並舉例說明。 

二、在 12 點原則導向說明中，哪一點對你目前的教學最有啟發作用？請說明。 

三、數位融入語言學習已是熱潮，請自選教材任一單元，設計一個數位化的學習活動。 

四、所有的教師都面臨混能班級的挑戰，差異化的學習設計是解決方法之一。請參考講

義內容，選擇一個主題，設計一個九宮格作業，並說明原理與實踐方式。 

五、請參考多元教材組合，選擇一個範本，修改並設計成目前你的授課班級可使用的活

動內容，並說明概念與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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