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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101學年度推動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102年 1月 9日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5年 6月 21日臺語字第 0950087762B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 101年 11月 1日臺語字第 1010196705C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貳、目的： 

一、落實學校之課程目標及精神，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臺灣母語，增進各族群間的瞭

解、尊重、包容及欣賞，奠立臺灣母語於相關領域課程中之基礎，推展並營造臺灣母

語優質環境。  

二、促進學生學習，豐富鄉土語言學習內涵，使學生更加豐富其日常生活。在活動過程強

調「生活接觸、活動參與」，讓學生在活動中建立「人親、土親、文化親」的體認。 

三、整合規劃學生鄉土語言課程聽、說、讀、寫能力，並融合九年一貫各領域課程，落實

以臺灣為主體之本土化教學，讓學生皆能在臺灣母語日活動中做深度學習，深刻感受

鄉土語言之美，進而建立愛護鄉土、關懷社會與自然之人本情懷。 

四、培養學生對各族群文化的了解與尊重，使之皆能以開闊心胸、宏觀視野，了解、欣賞

臺灣各族群語言、文化、傳統技藝之精髓，使其能尊重多元文化，促進社會和諧。 

叁、組織： 

成立本校「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成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全中部主任、教學組長、全中部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全中

部學生事務組長、設備組長、資媒組長、實研組長、讀者服務組長、社團活動組長、學科

領域代表、家長代表。 

肆、實施對象：本校所有教職員工生。 

伍、實施方式： 

一、行政策施 

(一)成立本校「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訂定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積極規劃各項活

動配合辦理。  

(二)鼓勵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以身作則，於適當時機使用母語作為公共語言，各處室

於集會或廣播時，能使用母語宣布事項。 

(三)購買發揚臺灣母語類性質圖書、語音教材放置圖書館，提供師生使用。 

(四)建置本校臺灣母語日專屬網站，展現推動成效，連結網路資源，方便師生使用。 

(五)推動各科教研會將鄉土語言議題融入教學教材，並鼓勵教師穿插母語教學。 

(六)親師生溝通、同儕互動時，能適時適量使用母語。 

二、活動規劃 

(一)本校訂定每週五為臺灣母語日。 

(二)運用班週會時間，宣導母語相關議題活動。 

(三)結合社區資源辦理在地特色參訪與公益服務，了解鄉土文化精神。 

(四)辦理母語活動融入歌唱比賽、海報、學藝競賽、社團表演，展現學習成果。 

(五)教學課程融入認識母語、愛護鄉土概念延伸學習母語文化。 

(六)運用母語語文進行創作、表演、研究之發表。 

三、情境營造 

(一)運用校園公共空間，展示臺灣母語日推動海報及母語諺語分享。 

(二)實施全校班級佈置，融合母語學習，張貼母語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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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間適時播放母語音樂，提供師生聆賞，營造愉悅情境。 

(四)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入母語文化。 

陸、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各單位活動預算支應。 

柒、預期成效： 

一、藉由「母語日」的推行，鼓勵學生多說、多聽、多看，進而熟悉鄉土語言的特色及本

土文化的內涵，增進運用母語表達之能力。  

二、藉由各樣式教學活動的連結，營造多元學習環境，提升學生使用母語的動力，並在學

習中培養對各族群文化的了解與尊重。 

捌、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推動臺灣母語日實施方式 
一、各處室 

(一)成立「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依據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積極規劃辦理各項活動。 

(二)各處室於集會或廣播時，能適時適量使用母語宣布事項。 

(三)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於親師生溝通、同儕互動時，能適時適量使用母語。 

二、校長室(含秘書室、實研組) 

(一)每學期召開「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會議。 

(二)定期考核各單位推動臺灣母語日成效。 

(三)督導辦理臺灣母語日訪視資料。 

(四)簽案辦理推動臺灣母語日成效優良人員行政獎勵。 

三、教務處(含教學組、全中部教學組、設備組) 

(一)期初教研會討論議案，將鄉土語言議題融入教學教材，並鼓勵教師穿插母語教學。 

(二)每週導師會議公布一句臺灣母語之俗諺語。 

(三)學藝競賽辦理母語演講朗讀活動，運用母語語文進行創作、表演、研究之發表。 

(四)鼓勵教學課程融入認識母語、愛護鄉土概念延伸學習母語文化。 

(五)運用校園公共空間，張貼母語諺語，擴展學習情境氛圍。 

(六)建置原住民教室，規劃原住民教室情境布置。 

三、學務處(含訓育組、社團組、全中部學生事務組) 

(一)運用班週會時間，規劃臺灣母語議題與活動。 

(二)結合社區資源辦理在地特色參訪與公益服務，了解鄉土文化精神。 

(三)辦理母語活動融入歌唱比賽、社團表演，展現學習成果。 

(四)實施全校班級佈置，融合母語學習，張貼母語詞句。 

(五)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入母語文化。 

四、圖書館(含讀者服務組、資媒組) 

(一)購買發揚臺灣母語類性質圖書、語音教材放置圖書館，建立書目提供師生使用。 

(二)建置臺灣母語日網站，展現推動成效，連結網路資源，方便師生使用。 

(三)辦理推廣臺灣母語活動海報競賽，並於校園公共空間展示。 

(四)每週五下課及其他合適時段播放母語音樂，提供師生聆賞，營造愉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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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執掌表 

職稱 職務 工作職務 

召集人 校    長 統籌本校母語教育推動事宜。 

執行秘書 主任秘書 

1.辦理推動小組會議。 

2.定期考核各單位推動臺灣母語日成效。 

3.督導辦理臺灣母語日訪視資料。 

4.簽案本校辦理推動臺灣母語日成效優良人員獎勵。 

執行幹事 實研組長 
1.規劃推動小組會議議程及記錄。 

2.經辦臺灣母語日來文事務。 

3.彙整臺灣母語日訪視資料。 

家長代表 家長委員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 

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之相關事宜 

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之相關事宜 

委員 全中部主任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之相關事宜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之相關事宜 

委員 圖書館主任 協助推動本校母語教育之相關事宜 

委員 教學組長 1.教研會討論議案。 

2.導師會議公布臺灣母語之俗諺語。 

3.辦理學藝競賽辦理母語活動。 

4.教學課程融入認識母語、愛護鄉土概念。 
委員 全中部教學組長 

委員 設備組長 
1.建置原住民教室，規劃原住民教室情境布置。 

2.教學設備支援。 

委員 訓育組長 1.運用班週會時間，規劃臺灣母語議題與活動。 

2.實施全校班級佈置，融合母語學習，張貼母語詞句。 

3.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入母語文化。 

4.校園空間，張貼母語諺語。 
委員 全中部學生事務組長 

委員 社團活動組長 
1.結合社區資源辦理在地特色參訪與公益服務。 

2.母語活動融入歌唱比賽、社團表演。 

3.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入母語文化。 

委員 資媒組長 1.建置本校臺灣母語日網站。 

委員 讀者服務組長 
1.購買臺灣母語類性質圖書、語音教材，建立書目。 

2.辦理推廣臺灣母語活動海報競賽，並於校園展示。 

3.每週五下課及其他合適時段播放母語音樂。 

委員 學科領域代表 
1.教研會討論議案，將鄉土語言議題融入教學教材，

並鼓勵教師穿插母語教學。 

2.鼓勵教師適時適量將母語融入課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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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教學組長 

1.教研會討論議案。 2/1期初教務會議列入

討論議案，請各教研會

研議。 

依各教研會擬定議

案，彙整相關資料備

查。 

2.導師會議公布臺灣母語之俗

諺語。 

自 2/26起，每週導師

會議資料檢附每週母

語諺語一則。 

使親師生溝通、互動

時，適時融入母語。 

3.辦理學藝競賽辦理母語活

動。 

4/22週辦理各項學藝

競賽，國語文類融入母

語項目。 

1.母語項目競賽，學

生比賽講稿彙整，鼓

勵學生勇於創作。 

2.鼓勵學生將母語運

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教學課程融入認識母語、愛

護鄉土概念。 

2/1期初教務會議列入

討論議案，請各教研會

研議。 

依各教研會擬定議

案，彙整相關資料備

查，並使學生熱愛鄉

土。 

 

 

 

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設備組長 

1.建置原住民教室，規劃原住

民教室情境布置。 

  

2.教學設備支援。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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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訓育組長 

1.運用班週會時間，規劃臺灣

母語議題與活動。 

  

2.實施全校班級佈置，融合母

語學習，張貼母語詞句。 

  

3.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

入母語文化。 

  

4.校園空間，張貼母語諺語。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全中部學生

事務組長 

1.運用班週會時間，規劃臺灣

母語議題與活動。 

  

2.實施全校班級佈置，融合母

語學習，張貼母語詞句。 

  

3.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

入母語文化。 

  

4.校園空間，張貼母語諺語。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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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社團活動

組長 

1.結合社區資源辦理在地特色

參訪與公益服務。 

  

2.母語活動融入歌唱比賽、社

團表演。 

  

3.搭配校園應景節目活動，融

入母語文化。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讀者服務

組長 

1.購買臺灣母語類性質圖書、

語音教材，建立書目。 

  

2.辦理推廣臺灣母語活動海報

競賽，並於校園展示。 

  

3.每週五下課及其他合適時段

播放母語音樂。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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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學科領域

代表 

1.教研會討論議案，將鄉土語

言議題融入教學教材，並鼓

勵教師穿插母語教學。 

  

2.鼓勵教師適時適量將母語融

入課程認識。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新竹市光復高中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 
承辦人 辦理事項 預定辦理日程 預定成效 

學科領域

代表 

1.教研會討論議案，將鄉土語

言議題融入教學教材，並鼓

勵教師穿插母語教學。 

  

2.鼓勵教師適時適量將母語融

入課程認識。 

  

   

   

*請將本表填寫後於 102年 2月 25日上午 9點攜至推動臺灣母語日會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