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客家委員會 

112年「客話講故事種子講師培訓計畫」 

活動簡章 

 
壹、 目的： 

為鼓勵各縣市政府及所轄鄉(鎮、市、區)公所營造客語沉浸環境，本會參考臺

北市立圖書館「林老師說故事」模式，辦理客話講故事活動，期使孩童在輕鬆有趣

的情境下自然習得客語，形塑自然、友善之客語空間，傳承客家文化。本項培訓計

畫已於 111年辦理初、進階各兩場次課程，帶來熱烈迴響，為廣泛推廣客語教學、

提升客語講師說故事能力，因此規劃 112年「客話講故事種子講師培訓計畫」，開

設客語表達、講述故事技巧等課程，增進客話講故事專業能力，以期培訓後能協

助辦理客話講故事推廣服務。 

 

貳、 主辦機關：客家委員會 

承辦單位：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參、 培訓規劃 

計畫規劃兩階段課程，並分別於北、南、東區開設。第一階段「種子教師養成

班」，針對各領域設計課程，以期培訓後能儘速投入說故事活動，傳承客話講故事

技巧；第二階段「強化技巧回訓班」，針對已完成種子教師養成班培訓之學員，強

化客話講故事知能，協助辦理客話講故事活動，並執行推廣服務，落實客語向下

扎根與傳承。為鼓勵善用社會人力，期望以「志工」為說故事人，以達長期推廣活

動目標。 

一、培訓對象 

(一) 種子教師養成班 

1. 本年度申請本會「112年客話講故事活動推廣實施計畫」之各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所薦派實際參與講故事人員，及「111年客語說故

事活動推廣實施計畫」執行單位未參與培訓之薦派人員，得優先錄取。

(每單位至多派員 2名，並依報名時間順序錄取。) 

2. 倘各場次如有餘額，將開放具有公開說故事經驗的志工或老師報名，並

依報名時間順序錄取。 

(二) 強化技巧回訓班 

針對已完成前階段養成班學員，且全程參與課程者為優先。 

 

二、課程名額： 

(一) 每梯次預計招收 20人，得配合防疫規定及場地限制彈性調整。 

(二) 每梯次除正取人員，得增列 5 名備取名單，正取人員如不克出席而

有缺額時，承辦單位得依備取名單，依序通知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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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規劃： 

(一) 種子教師養成班 

第一天 
時間 內容 課程目的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種子講師培訓計畫介紹  

09:30-10:30 說故事入門技巧介紹 

1. 說故事活動的動機與意義 
2. 如何選故事題材與練習說故事 
3. 說故事現場狀況應對經驗 
4. 分享互動說故事活動企畫設計 

10:30-12:30 故事萃取力 
1. 如何聚焦重點、捨去不重要的部分 
2. 真正精采的故事情節萃取 
3. 鋪陳與編排出具有戲劇感的好故事 

12:30-13:30 用餐及休息  

13:30-14:30 客語學習資源分享 
1. 客語表達線上學習資源 
2. 客語創新學習方法 
3. 客話講故事案例分享 

14:30-15:30 繪本運用 

1. 如何挑選適宜繪本 
2. 創意客語繪本介紹 
3. 增強客語的學習動機 
4. 現場如何利用繪本產生互動 

15:30-15:50 休息  

15:50-16:50 教材教具製作 
1. 教材模組介紹 
2. 如何製作適合故事主題之教具 
3. 教材教具資源分享 

16:50-17:00 第一天總結、Q&A提問  
17:00- 賦歸  

 

第二天 
時間 內容 課程目的 

08:30-09:00 報到  

09:00-11:00 
聲音 New 一下~ 

說故事演練模擬(一) 

1. 聲音表情解放訓練，練習生動活潑的說
話方式 

2. 聲音角色扮演 

11:00-12:00 
聲音 New 一下~ 

說故事演練模擬(二) 

1. 故事改編與創作，練習短篇故事口語改
編 

2. 感受他人情緒訓練、溝通對話節奏訓練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  

13:00-15:00 
自我開發- 

說故事的肢體語言 

1. 肢體開發、暖身 
2. 聲音與肢體開發的結合 
3. 說故事角色扮演及情緒帶入 

15:00-15:20 休息  

15:20-16:20 母語說故事經驗分享 
1. 說故事實作經驗分享 
2. 如何持續不斷增進說故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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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7:00 養成班心得分享  
17:00- 賦歸  
 

(二) 強化技巧回訓班 

第一天 
時間 內容 課程目的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多元的説故事呈現 

1. 學習多元的説故事技巧，如繪本/口説/手
偶/棒偶/故事裙/故事板/白板/實物/小
魔術 

2. 强化學員故事呈現的多元性 
3. 學員經驗分享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  

13:00-15:00 活動引導技巧 

1. 配合多元故事呈現技巧，輔以律動學習/
角色扮演 

2. 挑選配合故事主題的律動旋律、歌謠、念
謠、口技 

15:00-15:20 休息  

15:20-16:20 實戰演練 
1. 運用律動、歌謠、口技設計活動 
2. 運用多元道具進行說故事演練 

16:20-16:30 第一天總結/分享  
16:30 賦歸  
 

第二天 
時間 內容 課程目的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故事時間的活動設計 

1. 開場與故事前的活動設計：如手
指謠/歌曲/小魔術/小遊戲/猜謎 

2. 故事間的轉銜活動：如念謠/提問
/律動 

3. 故事後的延伸活動：如提問/戲劇
/遊戲/美勞創作/收尾的歌曲律動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  

13:00-15:00 故事情境的策劃 

1. 入場到開場活動設計 
2. 動、靜態活動的安排 
3. 搭配多元說故事型態或技巧 
4. 開發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展演 

15:00-15:20 休息  

15:20-16:20 表達你的故事 
1. 故事案例設計 
2. 實際練習說故事試講 
3. 講師反饋 

16:20-16:30 強化技巧回訓班心得分享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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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訓日期及培訓地點： 

種子教師養成班 

梯次 培訓日期 培訓地點 

北區梯次 03/04(六)-03/05(日) 
 新竹 TOP SPACE 商務中心-A教室 

(300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號 2樓) 

南區梯次 03/09(四)-03/10(五) 
 高雄車站 NO.1會議場地-新創館 601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55號 6樓) 

東區梯次 03/24(五)-03/25(六) 
 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3樓 302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 199號) 
 

強化技巧回訓班 

梯次 培訓日期 培訓地點 

南區梯次 04/06(四)-04/07(五) 
 高雄車站 NO.1會議場地-新創館 601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55號 6樓) 

北區梯次 04/08(六)-04/09(日) 
 新竹 TOP SPACE 商務中心-A教室 

(300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號 2樓) 

東區梯次 04/21(五)-04/22(六) 
 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3樓 302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 199號) 
 

肆、 研習費用：全程免費 

 

伍、 報名資訊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線上報名，各單位填表人請於各梯次報名截止日下午 5 時

整前，完成報名表單填寫後送出，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 報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HCQ5nSbnpP9ygoHG7 

或掃描右側 QR code進行報名。 

(三) 報名截止日期：北區梯次 03/01(三)、南區梯次

03/02(四)、東區梯次 03/17(五) 

二、 因配合防疫規範及名額有限，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 如欲申請公務人員時數登錄，請於報名時提出，訓後承

辦單位依實際受訓時數登錄。 

四、 行前通知與報到： 

(一) 行前通知於培訓前 3日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註：請以較常使

用之電子信箱進行報名，以利活動資訊傳達) 

(二) 各梯次經錄取且未參加「種子教師養成班」課程者，視同放棄錄

取資格。 

五、 膳食：提供午餐便當、茶水服務，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六、 其他注意事項： 

https://forms.gle/HCQ5nSbnpP9ygoHG7


5 

(一)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發生，

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研習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 本研習不提供非報名學員旁聽，且勿攜伴參加，以維持研習品質，

如經執行單位勸說無效及不配合者，得逕行取消其研習資格。 

七、 全程參與「種子教師養成班」與「強化技巧回訓班」之學員，將於訓後頒

發研習證明，參與情形並可做後續活動規劃之優先參加依據。 

八、 主、承辦單位保留調整、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陸、 課程聯絡資訊: 

聯絡人：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張小姐 

聯絡電話：(03)831-5067 / (02)2552-3930 

E-mail：tianyihakka@gmail.com 

 

柒、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預防措施: 

一、 請落實個人防護措施並勤洗手。若出現額溫 37.5 度(含)以上、耳溫 38

度、咳嗽、喉嚨不適等呼吸道症狀時，請勿到課並即刻就醫。 

二、 研習期間請自備並依情況佩戴口罩。 

三、 承辦單位將隨時掌握疫情發展，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防

疫建議，隨時調整並發布相關防疫措施，敬請配合。 

mailto:tianyihakk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