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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教材編撰計畫 

教學資源與運用 

吳順火（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退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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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學資源是教師為了實踐有效教學，所運用到的素材，通常包括教材、案例、影視、

圖片、課件等，也包括教師資源、教具、基礎設施等。 

一、目前教學資源有三大項目 

（一）教學材料：教科書、教具、學習單、雜誌、報紙 

（二）教學環境：圖書館、教學中心、教室、教學設備（電腦、單槍、網路設備、播

音系統）。 

（三）教學後援系統：是指支援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內、外部條件，包括學習能量的支

援、設備的支援、資訊的支援、人員的支援等等。 

二、教學資源的種類有：（一）至（八）備課用、（九）至（十一）教學準備用 

（一）圖書：語文教學教材、繪本。 

（二）報紙：四方報。 

（三）雜誌：移民月刊、Taiwan 我來了雙月刊、南國好姊妹。 

（四）照片：配合生活文化理解。可尋找網路提供（教學用，註明來源處）。 

（五）影片：新住民微電影。 

（六）廣播：家在臺灣、幸福聯合國、幸福時光－微笑時刻。 

（七）電視：臺灣是我家、我在臺灣你好嗎？幸福新民報。 

（八）網路平台：新住民多元文化查詢系統、新住民數位資訊 e 網等。 

（九）教學設備器材：單槍、布幕、實物投影機、多功能語音系統、切換盒、電腦、

電視任選機制、麥克風設備。 

（十）自編學習單：備課單、學習單。 

（十一）自製教育：長中短牌、小白板、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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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住民語文教師教學準備，要先確認教什麼？可以依據教學教材進度，確定

教學主題與重點，參考（一）到（八）項資源，統整教學知識，再思考教學方法與策

略，再編製學習單或自製教育，接著才進行教學。 

教學需要有效教學，關鍵在老師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教學資源可以提供教學準備，以

及教學過程的輔助工具，不必為教具而教具，符合實際、有效、經濟原則，一切都是為了

孩子的有效學習。 

課程重點 

壹、前言 （含定義） 

貳、教學資源種類 

參、尋找教學資源原則 

肆、語文教學資源的運用 

伍、教學資源器材製作 

陸、教學資源器材操作與演練 

柒、結論 

捌、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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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含定義） 

一、先預測教學資源與運用的概念是什麼？ （提問） 

二、學員先兩兩討論各自的看法，並嘗試說出自己的看法。 

三、定義 

 （一）教學 

1.教與學 

教學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核心，教學活動組成因素為學生、教師及環境。

在學校中，學生能否獲得適當良好的教育、得到良好的學習、促進良好的生

活適應，教師教學是重要的關鍵。教師教學包括教師有效的教及學生有效的

學習，教師最主要的工作及任務，就是在於幫助學生做有效的學習。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就是要成就每一位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

習。核心理念是要「自發」、「互動」、「共好」。要能「自主學習」才能自動、

自願、主動的學習，尤其要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才有可能終身學習。學習

的過程不可讓孩子孤單、害怕，而是要形成兩兩 4 人小組的夥伴關係，透過

互學，達到共學的樣態，才能實現「互動」、「共好」的遠景。 

2.教師和學生有所互動 

提醒：目前強調教學要以學生為主體，不是單向的要求學生完全接受

老師的教，接著是記憶、背誦、考試、再複習、再考試，而是要先理解學生

的現況、學習的先備知能、心理狀態，再設計適宜的問題與教學內容，透過

老師的安排、引導、讓孩子兩兩開始進行對話、思考、表達，不只要學到知

識，更要透過兩兩相互學習的過程，得到學習的方法與學習的能力，並且因

為體會到內容所隱藏的核心價值，而逐漸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並能在生活

事務裡加以實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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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也建立在「互學」的觀念上，教室內的學習包括「師

生互學」、「生師互學」及「生生互學」3 個面向。 

 （二）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是教師為了實踐有效教學的開展所運用到的素材，通常包括教

材、案例、影視、圖片、課件等，也包括教師資源、教具、基礎設施等，廣義

也應該涉及到教育政策等內容。從廣義上來講，教學資源可以指在教學過程中

被教學者利用的一切要素，包括支撐教學的、為教學服務的人、財、物、資訊

等。從狹義上來講，教學資源（學習資源）主要包括教學材料、教學環境及教

學後援系統。另有簡單的說法如下： 

1. 任何可用來使教學有效的物質或資產。 

2.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達成教學目標和解決教學問題，所使用的各類軟體和硬

體。 

 （三）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教學資源 

1. 早期教師的教學資源：（1）一本教科書。（2）一個黑板。 

2. 現代教師的教學資源 

教學材料：教科書、教具、學習單、雜誌、報紙。 

教學環境：圖書館、教學中心、教室、教學設備 （電腦、單槍、網路設備、

播音系統）。 

教學後援系統：是指支援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內、外部條件，包括學習能量

的支援、設備的支援、資訊的支援、人員的支援等等。支援系統做為資源的內

容物件與學習者溝通的途徑，實現了媒介的功能，它與資源組成的構成相關聯，

是我們認識學習資源概念的結構性視角。 

四、教學資源的重要性有哪些？ 

（一）善用教學資源可以提高教材完整性。 

（二）運用教學資源可釐清教材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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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教學資源讓學生養成蒐集資料與整理資料的能力。 

（四）豐富教學資源可提高學生多元學習的興趣。 

（五）多元教學資源可豐富學習內容。 

貳、教學資源種類 

一、圖書：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2013年12月出版全國火炬計畫用書 

101 學年度起，內政部移民署與教育部共同推動「全

國火炬計畫」，為舉辦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教學，特別編

製 5 國語言的「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除了讀本外

還附有 CD 加強聽音練習。本套教材特別強調文化對比與

情境互動的生活教材，生活領域包括食、衣、住、行、育、

樂的學習，場域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及父母的職場。 

本教材的編輯說明、編輯特色、教學及使用方式說明

如下： 

（一）編輯說明 

1. 本教材總計 30 課，第 1 課是各國字母與發音。 

2. 2 至 15 課是基礎級，課文中文字數 50-100 字。為落實文化對比，課文內容

同時呈現臺灣情境與母國情境，如臺灣吃早餐是豆漿和三明治；而在越南是

河粉和小油條；在印尼是炒飯和甜茶等。 

3. 16 至 30 課是進階級，課文中文字數為 100～200 字。 

4. 每課的體例如下： 

⑴ 課文：內容為對話形式，透過角色扮演加強口語訓練。 

⑵ 語彙：係指課文內容重要的字與詞，挑出 10 個必須熟練的語彙及 10 餘

個補充語彙。 

圖片來源： 

https://goo.gl/ge5Q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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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替換語詞：目的在增強語彙及句法運用的熟練性，在同一個句型下，更

換 2-3 個不同的語彙，讓學習者大聲朗讀。 

⑷ 文化教室：係依據課文內容說明各國在語言文化的特性、文字及生活上

的差異加以說明。文化內容以人際互動為主，知識性的描述為輔。各課

有時增列童謠，並錄製於 CD 中供學習者聆聽。 

⑸ 學習單：加強說與寫，基礎級練習短語，進階級練習小短文的書寫。 

（二）編輯特色 

1. 相關性：語文活動與對話內容能建立明確的相關性。 

2. 對比性：本教材不直接用越語翻譯華語，而是重視文化對比性，將臺灣華語

的生活情境，依據該國的文化，轉譯為符合該國情的對話，例如吃早餐，不

是將臺灣的豆漿、三明治翻譯成越語，而是轉譯為越南河粉或法式麵包。透

過文化對比的介紹，有利於快速適應當地生活。 

3. 趣味性：對話式的課文，有利於遊戲式的角色扮演，可增進趣味性。 

（三）教學及使用說明 

1. 本教材每一課都有一個主題，透過完整的對話情境，先不要求精確的語法，

讓學生輪流扮演不同的角色，不斷的大聲重複練習課文的句子，然後再做加

強語彙及字母發音的教學。 

2. 本教材出版有聲 CD，母語教師可以同時使用。 

3. 每一課教學時間約為 3～4 節，建議每週教學 1～2 節，以增加熟練性。 

4. 基礎級與進階級係合訂成一本，在學生無法人手一冊時，母語教師可以將課

文及學習單影印給學生使用。 

5. 本教材不只注重語言和文化知識的學習，更重要的是推動有效性及彼此文化

生活的尊重與參與。 

（四）教學的資源性 

1. 可製作字母表，包括母音表、子音表、雙輔音、聲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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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將課文文本製作成書面教具。 

3. 句型可製作成長條卡、語彙可製作成短、中卡。 

4. 可輔助圖片（可護貝）。 

二、報紙：四方報 

「四方報」是在臺灣的越南文、泰文、印

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緬甸文之報紙型

月刊。越南文「四方報」於 2006 年創刊，越南

文名稱為「Báo Bốn Phương （報𦊚𦊚方）」；泰文

「四方報」於 2008 年 4 月的潑水節創刊，泰文

名稱為「ส่ีฝ่ั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四方報」於 2011 年 5 月創刊，名稱

分別為 Empat Arah（印尼文）、Lakbay（菲律賓文）、បួនទឹស（柬埔寨文）；緬甸文「四方

報」於 2015 年 1 月創刊，並與原先的柬埔寨報合併為中、柬、緬 3 語刊物。 

「四方報」隸屬於世新大學，社址位於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1 段 17 巷 1 號世新

大學傳播大廈 CB206 室（已於 2015 年 7 月搬遷，舊址為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25

號 13 樓），發行人成嘉玲，總編輯洪宜勇。（前發行人成露茜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辭

世）該報是全臺灣唯一在臺灣製作，以越╱泰╱柬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定期刊物。 

越南文「四方報」原為每月農曆 15 日上架銷售，取「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之意。2012 年起改為每月 1 日上架。 

「四方報」名稱的由來，意在連結散居於臺灣四面八方的移民移工，透過報紙版

面做為平台，集結這群相對弱勢的族群，一則相互打氣慰藉，一則爭取自身的權利。

內容除了東南亞各國當地的新聞之外，亦將臺灣當地新聞翻譯為該國母語。除了新聞

之外，該報其他的內容，大量由讀者來稿構成，有些甚至是將信件直接掃描刊登，且

不支付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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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為教學資源的運用 

1. 做為探討新住民在臺灣面對問題的議題資料。 

2. 做為新住民在台生活孤單的慰藉，也可提供母國生活文化之參考。 

3. 做為語文教學內容之延伸教材或補充教材。 

（二）教學資源運用須注意 

1. 釐清事件的真實性與價值性。 

2. 教學過程必須堅持中立立場，並能深入思考與判斷，不可有偏執思維。 

3. 為教學而準備，需善用，不可誤用。 

三、雜誌 

（一）移民署「移民」雙月刊 

移民署為使全國民眾更進一步瞭解移民工作

內涵，於 2010 年 1 月首次發行「移民」月刊，藉

此加深社會大眾對新移民的關注，並透過刊物的傳

播、推展與報導的功能，提供讀者更多移民服務的

資訊，落實政府對移民多元文化的尊重與關懷。 

移民雙月刊首要目標在傳達移民署有關照顧

新住民各項關懷與服務的工作內涵，除了移民署與

新移民，以及移民署與各相關機關間的溝通平台之

外，同時期許和民間團體建立良好的互動，一起為

移民政策與輔導課題努力，落實共同營造美麗家園的夢想。 

透過移民署可以了解政府對新住民及其二代子女的關懷與照顧，是積極而

主動的。新住民語文教師可以透過「移民」雙月刊，了解政府與新移民間的互

動關係，以增進教學過程互動能力的提升。 

圖片來源：

https://goo.gl/ziI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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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署「Taiwan 我來了」雙月刊 

移民署於 105 年 2 月創刊，雙月刊，希望從紛

絲團裡培訓社群小編，邀請有興趣的新移民及新移

民子女，一同來參與「小編」的工作，讓粉絲團增

添多元的語言色彩與創意。 

移民署多年來推動尊重多元文化、保障移民人

權的業務，希望從新移民的食、衣、住、行、育、

樂等面向促進新移民在臺灣的友善生活。 

刊物內容包括封面故事、新鮮物熱門事、大家

一起學母語、臺灣好好行、移民署會客室、特別專

欄報導、新移民第二代、專題報導、便民服務、東南亞好書推薦、HOT 課程推

薦。 

其中大家一起學母語，值得新住民語文教師參考。 

（三）「南國好姊妹季刊」（原「越南好姊妹」） 

「越南好姊妹季刊」是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出刊的雜誌，民國 95

年創刊，內容豐富多樣，且採取中越文對照及寄送到家的服務，讓越南籍配偶

不必透過別人，即可直接獲取社福資訊和學習資源，一直是高雄市越南姊妹及

其家庭的最愛。 

如今，為因應縣市合併，以及滿足其他國家外籍配偶家庭的需要，高雄家

協將「越南好姊妹季刊」改版為「南國好姊妹季刊」，並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正式出刊，郵寄地點由原本的 11 區擴大為 38 區，除原有的越南語版本之外，

增加印尼語與泰國語版本，中越、中印、中泰文對照的編排，不管是新移民姊

妹本身或是家庭成員都可以閱讀。 

圖片來源：

https://goo.gl/c9L4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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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善用網路蒐集 

新住民語文教學教材內容包括：語言要素與文化要素，文化要素需要影像或照片

輔助，而網路照片內容豐富，但若為教學需要使用照片時，則須註明出處。 

學習內容 

A.語言要素 

a.字母與語音 

b.詞彙 

c.詞句 

B.文化要素 

a.互動中的語言規範 

b.互動中的非語言規範 

c.國情概況 

d.文化差異 

 

  

越南的市場文化 繁華與貧窮的對比 

 

圖片請參考：https://goo.gl/YyuYFL 

越南千年水上木偶戲 中越月子餐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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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片：新住民微電影 

（一）新住民微電影蜻蜓─YouTube 

（二）「築夢旅程」新住民的微電影─YouTube 

（三）新移民影片─YouTube 

（四）「新住民影展」登場 21 部精彩電影輪番播映─中華民國文化部─。 

（五）「內人。外人」新移民系列電影（共 4 部電影），智軒文化。 

（六）【影片】新住民（外籍勞工）多元文化宣導動畫@李老師的教學。 

（七）臺灣南方影像學會心的歸屬．家的想望─新住民影展。 

六、廣播 

（一）臺北市新移民專區網站中文版 廣播節目。 

（二）104 年新移民廣播節目─新住民數位資訊 e 網─內政部移民署。 

（三）移民署與央廣合作打造首支新移民廣播節目。 

（四）Rti 中央廣播電臺節目頻道綜合─家在臺灣。 

（五）「幸福聯合國」新住民教育廣播節目。 

（六）中央廣播電臺 150826 臺灣 APP 幸福時光、微笑時刻！ 

七、電視 

（一）新住民母語電視節目「快樂新住民」，自 105 年 2 月 5 日起每週五下午 1 時於

華視教育文化頻道播出。 

（二）臺灣第一齣新住民母語電視綜藝節目，2 月 5 日在華視教育文化播出。 

（三）幸福新民報：新北市新住民電視節目。 

（四）臺灣是我家。 

（五）我在臺灣，你好嗎？ 

（六）快樂新住民陳凰鳳越南語節目。 

（七）大愛台：臺灣新勢力。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i86o3k0-vNAhWEKpQKHQdmAfUQtwIIJDAC&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d3BjYSJ9LQo&usg=AFQjCNE6i-_ZtGwD4mOs4yCiXIzFxo-2lA&sig2=k-pBlKN8xq14MzcI2jH4v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i86o3k0-vNAhWEKpQKHQdmAfUQtwIIJzAD&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6_S5bYHvVu8&usg=AFQjCNEaXDyqHkqnvKMMCcccgix_lbgbuQ&sig2=O2PWlPAjPo2A0JPT4gucf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ved=0ahUKEwi86o3k0-vNAhWEKpQKHQdmAfUQFggqMAQ&url=http%3A%2F%2Fwww.moc.gov.tw%2Finformation_250_15808.html&usg=AFQjCNE-sAfhJusI_JtlXAJQ328YRDJy1g&sig2=Vx0Uv4Oqvp45X4UPF1cge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6&ved=0ahUKEwi86o3k0-vNAhWEKpQKHQdmAfUQFggwMAU&url=http%3A%2F%2Fwww.twedu.com.tw%2Fproduct_info.php%3Fproducts_id%3D524&usg=AFQjCNHYNT3Fxr5FpahSpLgU-X6U0HQeiw&sig2=RXeKv3SoqWykn9lyeIjHb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0&cad=rja&uact=8&ved=0ahUKEwi86o3k0-vNAhWEKpQKHQdmAfUQFghGMAk&url=http%3A%2F%2Fblog.xuite.net%2Flgn9999%2Fblog%2F64288194-%25E3%2580%2590%25E5%25BD%25B1%25E7%2589%2587%25E3%2580%2591%25E6%2596%25B0%25E4%25BD%258F%25E6%25B0%2591(%25E5%25A4%2596%25E7%25B1%258D%25E5%258B%259E%25E5%25B7%25A5)%25E5%25A4%259A%25E5%2585%2583%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5%25AE%25A3%25E5%25B0%258E%25E5%258B%2595%25E7%2595%25AB&usg=AFQjCNGQKBKPW70lDOCtZxt_USgPeXPbnA&sig2=q3EJB1iJ9dVpjjlXRgbHp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5&cad=rja&uact=8&ved=0ahUKEwjz3t2e1evNAhXIQpQKHegiD9w4ChAWCDEwBA&url=http%3A%2F%2Fwww.south.org.tw%2F%3Fp%3D3964&usg=AFQjCNErX3F_avpgzkWXlc3fwxJHPw0-Xg&sig2=fNz94_OBYBZegmIq1ovVw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AjOaa2uvNAhXMQpQKHa8GBswQFggaMAA&url=http%3A%2F%2Fnit.taipei%2Flp.asp%3FctNode%3D53561%26CtUnit%3D29452%26BaseDSD%3D7%26mp%3D102161&usg=AFQjCNGs-S1EtW0SqL71DTg6y7DL4pEt7w&sig2=0hJqKqexG4aH1EFmR2e6I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8&cad=rja&uact=8&ved=0ahUKEwiAjOaa2uvNAhXMQpQKHa8GBswQFgg-MAc&url=https%3A%2F%2Fnit.immigration.gov.tw%2Fpages%2FHotNews_1.aspx%3Fp%3Dbe908cf3-5c43-4db3-806d-16234bb1da61&usg=AFQjCNGZAYdYgL5SGJ3lgNJC8Zie4-X94g&sig2=z2Lyeby15XIELvmIK12SZ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cad=rja&uact=8&ved=0ahUKEwjK07_u2uvNAhWFFZQKHQYcC-U4ChAWCDwwBw&url=http%3A%2F%2Fradio.rti.org.tw%2Fprogram%2Fdetail%2F%3FrecordId%3D593&usg=AFQjCNH3uVK0fnbdlVm4bAAS3SXDVoRsog&sig2=jzhhDTkUNP9VKvngEvmCp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9&cad=rja&uact=8&ved=0ahUKEwjK07_u2uvNAhWFFZQKHQYcC-U4ChAWCEEwCA&url=http%3A%2F%2Fwww.miaoli.gov.tw%2Fnew_inhabitants%2FnormalContent.php%3FforewordID%3D226819%26secureChk%3D54e80876d42c16217d368d4b68d81017&usg=AFQjCNGB8er3lNgKoZFziZrHcrcQZv30QA&sig2=lW2FV_6FMnAlBXDzlzveB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5&cad=rja&uact=8&ved=0ahUKEwi6tYfZ2-vNAhWSNpQKHacHBh44FBC3AggwMAQ&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MdzRIJPmHoI&usg=AFQjCNE_WywLOPUdGWOS7EJ-OwbiO0bcFQ&sig2=fcMFU6dV_WDYfxXpF3FEd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0ahUKEwjH14aw2OvNAhXII5QKHah_BloQFggmMAI&url=http%3A%2F%2Fwww.multiculture.ntpc.edu.tw%2Fischool%2Fpublic%2Fnews_view%2Fshow.php%3Fnid%3D707&usg=AFQjCNFUvVEiPTDS_FJdB5wULUQKglo0Lg&sig2=ZGKUNnKHHUT4fH7SPxJ7XA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cad=rja&uact=8&ved=0ahUKEwjH14aw2OvNAhXII5QKHah_BloQtwIIPjAG&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5Xwe5UOR14&usg=AFQjCNHXwqzk_SJPDIT_yZlDTHGZjYFlYw&sig2=fi6m5FlYvnF_-L7AJ-_Q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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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網路平台 

（一）新住民多元文化查詢系統。 

（二）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影音及出版品─內政部移民署。 

（三）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四）新住民數位資訊 e 網─內政部移民署。 

（五）臺北市新移民專區網站中文版─新移民課程。 

（六）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七）新竹縣新住民專區網站─新竹縣政府。 

九、教學設備器材 

臺灣是一個資訊設備進步的國家，目前所有學校的教室都會有視聽基本配備，方

便老師教學使用，但語文教學除教材呈現外，儘可能不要過度依賴視聽軟體，因過度

依賴會降低語文學習效果。目前教室的視聽設備如下： 

（一）單槍、布幕：以方便，但不影響教學為原則。 

（二）實物投影機：是呈現教材最好的設備。 

（三）多功能語音系統、切換盒：上網、電腦、電視任選機制。 

（四）麥克風設備：大班教學可用，一般教學儘量少使用，強調聆聽、專注態度，避

免噪音加噪音效應。 

（五）DVD 播放器：可以由電腦或 USB 取代。 

（六）手提音響。 

十、自編學習單 

（一）好處 

1. 協助學生掌握教材重點（可以是上課講義）。 

2. 方便適時提供補充資料。 

3. 方便配合學生需求調整教材呈現的順序。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3&cad=rja&uact=8&ved=0ahUKEwjz3t2e1evNAhXIQpQKHegiD9w4ChAWCCYwAg&url=http%3A%2F%2Fifi.immigration.gov.tw%2Flp.asp%3FctNode%3D36472%26CtUnit%3D19879%26BaseDSD%3D7%26mp%3Difi_zh&usg=AFQjCNF2TrVfwfCP2RCGr8zUxn9FCqMzGw&sig2=zm3Q0tGSlXGWjXuN1KdN3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2&cad=rja&uact=8&ved=0ahUKEwj_5pmi1uvNAhVGsJQKHQW1A1U4FBAWCB4wAQ&url=http%3A%2F%2Fwww.psbf.org.tw%2F&usg=AFQjCNHg3I6eack2v2h_iRarYs5FGbBU1w&sig2=JQlHWsi9k4RRcT4NzLVqNg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fp_-L3OvNAhXFm5QKHYWpACcQFgggMAE&url=https%3A%2F%2Fnit.immigration.gov.tw%2F&usg=AFQjCNEsP-W3qR-YCUENXIrQqYniXxa1kg&sig2=eZahTvMGDsKqm4MNFYioC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jfp_-L3OvNAhXFm5QKHYWpACcQFggmMAI&url=http%3A%2F%2Fnit.taipei%2Fnp.asp%3FctNode%3D65699%26mp%3D102161&usg=AFQjCNGvjLWlBwyYCDmG89oyibiq4HlzuA&sig2=IeRCTFTW6LSK3J8GpIby5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ved=0ahUKEwjfp_-L3OvNAhXFm5QKHYWpACcQFggrMAM&url=http%3A%2F%2Fwww.multiculture.ntpc.edu.tw%2F&usg=AFQjCNF0TJaKGWmqlPIr3l7Zf8zdq4aKJw&sig2=VeHvb5iEJ0gTLO9BRNgF0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cad=rja&uact=8&ved=0ahUKEwjfp_-L3OvNAhXFm5QKHYWpACcQFghJMAg&url=http%3A%2F%2Fbilweb.hchg.gov.tw%2Fnewinhabitants%2F&usg=AFQjCNERZL07xl5RjVEQL0_1tQecchQ51Q&sig2=W0qINR4gZ2P9oKIuE518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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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延伸學習機會（可與多元評量結合）。 

（二）使用的要點。 

做好量的控制，避免造成學生的負擔。 

參、尋找教學資源原則 

一、是否符合學生身心發展過程。 

二、教學資源的實用性：是否利於學生方便使用。 

三、教學資源的普遍性，應考慮學生家庭狀況是否能夠負擔。 

四、教學資源的邏輯性、順序性與統整性。 

五、教學資源必須具備有效、安全與多元性。 

肆、語文教學資源的運用 

一、確定教學目標與教學重點 

（一）朗讀教學。 

（二）字詞：認字、認詞。 

（三）文本內容深究。 

（四）形式深究。 

（五）句型。 

（六）寫作。 

二、選擇適當教具 

（一）書面、紙本（電子化）。 

（二）字卡：長、中、短牌。 

（三）白板。 

（四）視聽器材。 



 

15 
105 年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教材編撰計畫/教學資源與運用/吳順火 

三、教學資源的運用原則 

（一）配合教學內容。 

（二）思考確實有助教學。 

（三）讓學生真實融入或親自體驗。 

（四）實踐操作。 

（五）千萬別為「運用」而「運用」。 

伍、教學資源器材製作 

一、選擇文本。 

二、分組討論製作教具。 

陸、教學資源器材操作與演練 

一、實際教學：操作教具。 

二、分享與討論。 

柒、結論 

一、真實的教學資源要實用、有效。 

二、過度的資訊媒材反而會干擾教學。 

三、教學的目標是要學生學會如何學習？ 

四、教學資源只是輔助的角色。 

捌、問題與討論 

一、教學資源對教學會有哪些幫助？就你所知道回答。 

二、如果你要擔任新住民語文老師，你可以從哪些管道尋找教學資源，幫助你提升教學能

力或協助教學？ 

三、運用教學資源應注意哪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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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住民語文教學最常使用的教具有哪些？你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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