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聖節 costume 

臺南市 107 年度 

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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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南市107年度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課程方案名稱：萬聖節 costume 

國際教育 

課程主題 

課程主題軸 

（二)文化學習 

4.文化識能: 包括文化詮釋、文化欣賞、文化批判等次主題。 

（三）國際關連 

 1.全球化全球化正負面影響 

設計理念 

以新思維、新觀念，帶動學習；並藉此鼓勵低成就學生勇於發表 

   培養學生以多元觀點深入瞭解自身文化以外的文化，瞭解文化的改變歷程，

包括文化的先前歷史、現在及未來，科技、遷移和都市化如何影響文化的發展；

並且引導學生能評估文化中的主要事件和發展趨勢，比較不同文化的多元觀點；

以及培養學生具備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能力，辨識文化的共通性與差異性，能欣

賞多元文化價值、包容文化差異，學習與不同文化連結。 

因此，本課程盼能藉由萬聖節這個文化探針，逐步引導學生思考全球化的成因，

進一步分析利與弊，進而提升對多元文化的了解、尊重，並更珍惜自身所擁有的

文化資產。 

初階課程：著重觀察、介紹、發表、探索的學習 

本課程方案主題一第一階段首先介紹臺灣有中元節，日本有盆舞節，西方有萬聖

節等不同的過節傳統，藉此讓學生比較臺灣較熟悉的美式萬聖節。帶領學生欣賞

多元的萬聖文化之時，不斷拋問：「與現在的萬聖有何異同？」、「當前所熟悉的主

流萬聖節文化源自於何處？」「當中歷經那些轉折？」換句話說，此部分在於要學

生突破美國不等於全世界的框架。 

進階課程：著重比較、發表、模擬、體驗、創作的學習 

課程主題一第二部分則聚焦於比較文化的異同，教師找尋了數個與上述不同氛圍

的文章，他們可能立基於宗教、政治因素、文化觀點等立場而反對慶祝萬聖節。

此部分的文體多為議論文，批判性較高，文章的用字遣詞對學生來說較為陌生，

因此，教師們運用許多閱讀策略幫助學生搭建完整的知識圖像，也透過多次討論、

文本比較表格、上台發表、心智圖等方式使學生加深理解。 

讓學生檢視自身過往對其萬聖節的理解，是否有其刻板印象或偏見？而面對不同

的文化選擇，我們應持有何種情感及態度？此部分教師也透過統整文本、換位思

考，引導學生寫出，「對於萬聖節，○○○想的是……」，希望透過投稿至報章，

影響更多人對此議題的探討。 

課程主題一第三部分則回到探索自身文化上，歸納先前的萬聖文化元素，進一步

探討臺灣具代表性的節慶，這些元素可以用那些形式轉出？教師希盼，學生能藉

此珍視自身獨有的文化寶藏，若萬聖節能征服了世界，臺灣除了原有經貿、教育

軟實力也能仿照並轉化，透過文化軟實力，走進全世界。 

設 計 者 林逸馨 

教學時數 八節課，共 320 分鐘 

年  級 六年級 



融入領域/類科 

語文領域-國語文  

語文領域-英語  

社會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語文領域-國語文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5-3-6-2 學習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語文領域-英語  

1-1-1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 

1-1-2 表現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  

2-1-2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2-1-3 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力  

2-2-2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瞭解並尊重不同的文

化及習俗 

社會學習領域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

階層等）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 受到尊重及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3-3-5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享多元文化

中彼此相處的模式國際教育  

2-1-2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2-1-3 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力  

2-2-2 尊重及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2-3-2 具備跨文化反思的能力 

 

 

 

 

一、 認知  

1. 能說出東方鬼節與西方鬼節之特色  

2. 能說出萬聖節在各國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如何被

傳誦與理解  

3. 能說明宗教節日變成全球節慶的原因及影響(全

球化)  

4. 能比較不同文化及信仰對萬聖節的共同理解及

差異性  

5. 能分析萬聖節文化行銷元素，發揚我國節慶文化  

二、 情意  

接納不同觀點的想法與多元文化  

三、 行動  

1. 透過網路科技及各種媒體管道對全球化下的聖

誕節表示看法  

2. 透過製作簡報及發表，呈現萬聖節的多元觀點，

進而形成文化影響力  

3. 能運用創意，設定臺灣中元節節慶推廣計畫 

4.運用萬聖節 costume，以新思維、新觀念，帶動

學習；並藉此鼓勵低成就學生勇於發表 

 

 

 

 

 

 

 

壹、 教學活動架構



 

 



 

 



             

 

 

 

 

 

 

 



 

世界地圖 

 
臺灣 日本 泰國 印尼 美國 

(西方各國) 

德國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Japan Thailand indones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ermany 

 
  

 

  

      

 

 

 

 

 

 

東方 西方 

臺灣中元節 美國(西方各國)萬聖節 

https://www.ifreesite.com/world/image/japan_fla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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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freesite.com/world/image/united_states_of_america_fla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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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freesite.com/world/image/germany_flag.png


日本盆舞節 

泰國鬼節 

印尼趕鬼節 

德國諸聖節 

 

東方 臺灣 日本 泰國 印尼 

時間 農曆七月中旬 七、八月中旬 六月中旬 三月 八月底 

習俗 普渡 扮鬼遊行 扮鬼遊行 自製大鬼娃娃遊行 

 

紀念祖先 

拋紙錢 

 

西方 德國 西方各國 

時間 11月 12月 10月31日 

習俗 探望死去的親友 

1將酒灑到墓碑 

2點蠟燭 

3吟唱禱告曲 

扮鬼遊行 

 

1不給糖就搗蛋 

2扮鬼遊行 

3咬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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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考資料之批判與省思) 
 

 



貳、教學活動 

主題一：「上網尋找教學資源」160分鐘 

1.教師介紹萬聖節由來並上網搜尋與課程內容有關的資料。 

(1)萬聖文化大不同  

※引起動機 Warm-up & Review 

a. 教師詢問大家如何慶祝萬聖節？ 

提供 PPT 畫面，展開討論  

（延伸閱讀：指甲也要 Halloween！萬聖節指彩） 

◎預期答案：不給糖就搗亂 trick or treat、小朋友都會打扮成各式各樣不同的角色 costume、南

瓜燈 Jack-O-Lantern…等 

trick or treat costume Jack-O-Lantern 

   
小朋友會挨家挨戶敲門並且說了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trick 是解作惡作劇，treat 則

是請客的意思，全句意思就是「不

給糖就搗亂」，那麼當然主人們在

當天都會準備一大籃的糖果給這

些小搗蛋鬼。 

戲服。小朋友都會打扮成各式

各樣不同的角色，有人想扮成

鬼嚇人，也有人趁機當起了超

人英雄或是白雪公主，而戲服

的英文就是 costume，千萬不

要跟「custom」文化搞混了

喔！ 

南瓜燈，如圖，應該大家都看過

吧！但大家知道南瓜燈的由來

嗎？ 眾說紛紜，一個愛爾蘭的

傳說是這樣說的：「有個人名叫 

Jack，一天到晚喝醉酒。有一天

大概又喝醉了，竟然將撒旦哄到

樹上，又叫撒旦在樹上刻了一個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724?ref=readout


十字架，結果撒旦被困在樹上下

不來。後來 Jack 就跟撒旦談條

件，如果撒旦能保證他死後不會

進地獄，就會把撒旦弄下來，撒

旦果真答應。然而他不入地獄，

卻也進不了天堂，只好在黑暗世

界中不停地遊蕩。撒旦給他一個

大頭菜挖空做成的燈籠，裡面放

著炭火，讓他在黑暗的世界中能

夠找到路。本來是用大頭菜 

(turnip )做的，後來愛爾蘭人

移民到美國之後，發現用南瓜來

雕刻更加容易，所以大頭菜燈就

變成了南瓜燈」 

※主要活動 Presentation & Practice 

 a. 講述萬聖節由來，以最普遍的版本為主(為英語課，以英語講述故事及單字認識)  

◎主要內容：西方通常將此節日定於 10 月 31 日。 早在西元前數世紀，凱爾特人（Celts，也就是

影片中可愛的人們）在 10月 31 日的時候，慶祝一個名為「 Samhain 」的節日。 因為在他們的習俗

裡在十月底那天，活人世界跟死人世界之間的界線是最薄的一天，因此死人的靈魂很容易進入活人的

世界，把人都給嚇死了。 

 

所以在那一天，大家會點燃火焰，幫助孤魂野鬼去旅遊（也就是東方說的投胎），也希望他們能夠遠

離活人的世界。 在西元初年，基督教傳教士想要改變這樣的習俗，所以把「 Samhain」變成 11月 1

日是諸聖節 (All Saints Day)，卻沒有成功改變凱爾特人的習俗，不過漸漸地，從 All Saints Day 

變成 All Hallows Day（Hallow 是聖人的意思），最後演變成 Halloween 萬聖夜的起源。在西方國

家，萬聖節是文化節慶，除了參與活動外，家戶、行號與街頭上也可見相關布置，更是重要的商業活

動時令 

延伸閱讀：萬聖節經典電影特輯【月光光心慌慌】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3601?ref=readout


 

b各國鬼節風俗介紹 

※歸納及總結 Wrap-up 

a.各組就剛剛鬼節文化多國分享中可發現，某些國家有特殊的文化，一提到關鍵字就會想到那個國

家，能否舉出三個國家(或以上)印象最深刻的鬼節風俗  

b.作業(回家或利用課餘時間找資料)及小組討論，並將討論後答案寫在學習單上，下次上課前交回  

問題一：萬聖節一開始的意義與不給糖就搗亂 trick or treat、小朋友都會打扮成各式各樣不同的

角色 costume、南瓜燈 Jack-O-Lantern有什麼關聯？  

問題二：臺灣何時開始過萬聖節？與誰有關？ 

2.萬聖文化搭乘全球化列車，如果在 google 鍵入萬聖節，網頁出現最多的關鍵字是？引導學生理解

萬聖節搭乘商業之姿比文化意義更加深入於全世界。 

    『萬聖節創意裝扮和萬聖節旅遊最佳去處』、『萬聖節南瓜燈飾 特價中』、『派對服裝好吸睛，立

即瀏覽』、『義大遊樂世界，萬聖節優惠 ─ 『假日限定』全票第 2人半價』、『萬聖節！出國玩樂園- 

colatour 可樂旅遊』、『「萬聖節」相關食譜共 239 道- 愛料理』、『期間限定！最有趣最驚悚的萬聖

節活動盡在大阪環球影城』……等 

http://www.6fp.com.tw/halloween_2014/pd_show.php?pd_main_gp=%B8U%B8t%BFO%B9%A2&pd_sub_gp=%ABn%A5%CA%BFO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j5mfXOhtrdAhULtpYKHT5ECIkYABAEGgJ0bA&ohost=www.google.com.tw&cid=CAASE-RoFMscrXwRhgtT1m_6mBFwd8c&sig=AOD64_0_fu5ODmkKKJJp-5V8quHwyxgkAg&adurl=&q=&ved=2ahUKEwjlgPHOhtrdAhWEerwKHaO4DHw4ChCmKCgDegQIBhAI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j5mfXOhtrdAhULtpYKHT5ECIkYABAEGgJ0bA&ohost=www.google.com.tw&cid=CAASE-RoFMscrXwRhgtT1m_6mBFwd8c&sig=AOD64_0_fu5ODmkKKJJp-5V8quHwyxgkAg&adurl=&q=&ved=2ahUKEwjlgPHOhtrdAhWEerwKHaO4DHw4ChCmKCgDegQIBhAI
https://www.google.com.tw/aclk?sa=L&ai=DChcSEwj5mfXOhtrdAhULtpYKHT5ECIkYABAFGgJ0bA&sig=AOD64_2T8U001scUgCmZWrGpKJum1mHmHg&q=&ved=2ahUKEwjlgPHOhtrdAhWEerwKHaO4DHw4ChDRDHoECAYQEw&adurl=
https://www.colatour.com.tw/webDM/package/sale/fitpackage/theme.html
https://www.colatour.com.tw/webDM/package/sale/fitpackage/theme.html
https://icook.tw/categories/52?page=2
http://osaka.letsgojp.com/archives/334990/
http://osaka.letsgojp.com/archives/334990/


  

摩斯漢堡萬聖節商品 全聯萬聖節商品 

上網蒐集萬聖節由來、佈置用語等相關資料，並將該資料下載於班級網頁，供學生參考使用。發表簡

報， 呈現慶祝萬聖活動多元觀點，進而形成文化影響力  

       (1)、 萬聖節的起源與變形  

※引起動機 Warm-up & Review 

  請學生分享上次作業的三個問題以及找完資料後的發現。 

※主要活動 Presentation & Practice 

  本單元針對萬聖節幾項爭議性的問題提出討論，接下來所研究的故事，可能會與你先前所

聽到的不同。 

(2)、萬聖節的由來與變形  

◎講述內容：萬聖節 (Halloween) 是在每年的 10月 31日，當天晚上打扮得「鬼」模「鬼」

樣，愈嚇人愈好。小孩子則忙著挨家挨戶要糖果，而且不忘說句「 Trick or treat， 」 

(給糖吃，不然就搗蛋 )。 

  萬聖節究竟怎麼來的？其實在天主教會裡面，11月 1日是諸聖節 (All Saints 

Day)，隔天十一月二日則為萬靈節(All Souls Day，或譯為追思亡者節 )，可以說是萬

聖節的起源。 

  天主教會將一些生前具有超高德性的信徒封為聖人，以表彰那些信徒，並立為其他

信徒所遵循的模範。但因為具有非凡德性的信徒其實不少，只是不為人知而已，對於那

些沒沒無聞的人來說，教會未將其立為聖人，好像有點不公平，所以在諸聖節那天，紀

念所有被教會冊封的聖人及應該被封為聖人卻未被封聖的信徒。 

  其實，早在西元前數世紀，凱爾特人（Celts，居住在蘇格蘭、威爾斯及愛爾蘭等

地）便在十月三十一日的時候，慶祝一個名為「 Samhain 」的節日。因為在十月底，

活人世界跟死人世界之間的界線會變得模糊，因此死人的靈魂很容易進入活人的世界，

跟我們農曆七月開鬼門的傳說很像。在那一天，大家會穿著奇裝異服，在外面遊行，希

望能把外面的孤魂野鬼給嚇跑。 

  至於南瓜燈的由來，與愛爾蘭的一個傳說有關。相傳古時候有個人名叫 Jack，一

天到晚喝醉酒。有一天大概又喝醉了，竟然將撒旦哄到樹上，又叫撒旦在樹上刻了一個

十字架，結果撒旦被困在樹上下不來。後來 Jack 就跟撒旦談條件，如果撒旦能保證他

死後不會進地獄，就會把撒旦弄下來，撒旦果真答應。然而他不入地獄，卻也進不了天

堂，只好在黑暗世界中不停地遊蕩。撒旦給他一個大頭菜挖空做成的燈籠，裡面放著炭

火，讓他在黑暗的世界中能夠找到路。 



  這種燈籠稱為 Jack-o-Lantern，愛爾蘭人在慶祝萬聖節時，都會提這種燈籠。本

來是用大頭菜 (turnip )做的，後來愛爾蘭人移民到美國之後，發現用南瓜來雕刻更加

容易，所以大頭菜燈就變成了南瓜燈。 

  至於 Halloween 這個字的意思，是從 All Hallows Eve (Hallows 指聖人 )而來，

即指 11月 1日諸聖節的前一天晚上。 

◎講述後播放影片：「萬聖節」起源  

◎教師歸納與提問：萬聖節一開始的意義與不給糖就搗亂 trick or treat、小朋友都會打扮

成各式各樣不同的角色 costume、南瓜燈 Jack-O-Lantern有什麼關聯？(回應上一堂問

題一) 萬聖節與「祝福」、「盛宴」與「節慶」相關，朋友都會打扮成各式各樣不同的角

色 costume=城隍爺出巡；此外，西方國家的不給糖就搗亂 trick or treat =我們認知

的中元祭，以豐盛的祭品在街道擺設祭品桌，祭祀孤魂野鬼與各路好兄弟，只是上述西

方傳統到了東方國家則變成商人促銷的商業手段。 

(3)萬聖文化搭乘全球化列車  

◎講述內容： 

※文化全球化相關概念： 

    全球在地化：全球在地化是指跨國企業明白要成功在各地推銷其產品及服務，就必須根

據各地的情況，將其產品及服務，以至銷售策略作出一些本土化的調整，加入本土的文

化元素，以配合當地消費者的文化喜好。而在對外輸出文化時，也會因當地特別情況而

作出文化調節 

文化承傳：文化承傳是指將過往流傳下來而且具有價值的事物加以保留和發揚，以流傳

給下一代。而文化承傳包括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 

消費主義：消費主義是指人們不斷追逐潮流，並透過消費購物來尋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方

式。消費者一般為「想要 want」而購買物品，而非「需要 need」 

※為何萬聖節近年在臺灣越來越受歡迎？ 

    經濟方面，商人將節日文化和消費掛鈎是萬聖節受重視的重要原因。近年，各大遊樂園

在萬聖節前推出有關萬聖節的活動，如鬼屋及安排鬼怪裝束的表演人員到各區宣傳，加

上大量的電視及報章宣傳，增加了臺灣人對西方萬聖節的了解。同時在主題公園內或街

上不同店舖將萬聖節與消費掛鈎，趁勢推出大量萬聖節商品，例如鬼怪裝飾，印有鬼怪

圖案的衣服及日常用品等；7-11運用萬聖節進行糖果促銷。商人利用節日的時段來營

造消費氣氛，令消費合理化。這過程吸引更多臺灣人留意有關的節日，潛移默化，令萬

聖節成為臺灣人每年都慶祝的節日，受重視程度越來越高 

．文化方面，西方節日文化的歡樂特質也是萬聖節受重視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下，西

方文化不斷以各種途經傳入臺灣，例如商品銷售及電視電影等，令臺灣人對萬聖節有了

較多認識，了解到「鬼節」也可以狂歡嬉戲，也可帶來很多歡樂。相反，中國傳統七月

鬼節（盂蘭節）的氣氛十分嚴肅，老人家會在路邊燃燒祭品，營造恐怖氣氛。相對之下，

西方的萬聖節含有歡樂元素，青少年並且能和朋友們慶祝節日或參與主題公園的節日活

動。西方節日文化符合青少年追求潮流及玩樂的心態，同時也能通過慶祝活動拉近朋輩

關係，因此更容易被青少年接受，令萬聖節受重視程度越來越高 



※題目訓練：「在文化全球化下，臺灣人對節日文化意義的認識越趨薄弱」，你是否同意這個

說法？ 

    立場：我同意題目的觀點，現析述如下： 

首先，消費主義盛行之下，臺灣人對西方節日的認知流於消費和玩樂層面，鮮有了解西

方節日的文化意義。西方節日，例如聖誕節、情人節、萬聖節等逐漸在臺灣普及，但這

些日漸被商人商品化，例如包裝成購物的節日，在節日期間進行減價促銷。各大遊樂園

將萬聖節包裝成歡樂節日，吸引年輕人購票進入樂園玩樂。商人用消費將西方節日從新

包裝，更慢慢掏空節日文化的基礎，節日逐漸變成購物及玩樂的代名詞，臺灣人不能通

過慶祝西方節日而知悉更多節日文化的背景，甚至對西方文化傳統一無所知。可見，港

人透過消費慶祝西方節日，摒棄了節日的意義，對西方節日文化意義的認識越來越薄弱 

另外，大部份臺灣人在西方節日傳入臺灣時，往往只停留在模仿節日習俗的層面，根本

不了解其文化的意義。事實上，臺灣人通過電影、互聯網或和西方人的接觸，逐漸模仿

西方人慶祝西方節日，但往往只模仿節日慶典。例如感恩節吃火雞、萬聖節裝扮成鬼怪

進行玩樂、復活節裝飾復活蛋等。很少臺灣人會認真地去了解這些西方節日的意義，例

如很少人知道萬聖節用南瓜燈裝飾是為了驅趕魔鬼、感恩節是為了慶祝豐收、復活節是

為了慶祝耶穌復活等。西方節日以宗教節日為主，而臺灣多數學校沒有宗教背景，一般

學生毋須強制修讀宗教課程，加上媒體對節日的報道集中在節日慶典，而非節日文化介

紹，導致臺灣人只認識西方節日的習俗，而非其文化意義。可見，臺灣人對西方節日文

化意義的認識越來越薄弱 

此外，西方節日的普及，令臺灣人對中國傳統節日轉趨忽略或輕視，鮮有明瞭其背後的

文化意義。事實上，隨着西方節日的傳入及普及，普遍臺灣青少年視西方節日為潮流，

而視中國傳統節日為落伍。普遍青少年會慶祝聖誕節、西方情人節，而甚少慶祝端午節、

中國情人節；除了春節，商人甚少在中國傳統節日期間進行促銷，整體節日氣氛並不濃

厚。由於接觸中國傳統節日的機會逐漸減少，臺灣人甚少探討傳統節日意義，例如端午

節是為了紀念屈原、春節是為了慶祝一年之始及農耕開始。西方節日文化普及，令臺灣

人減少接觸傳統節日，減少對節日文化的了解。可見，臺灣人對節日文化意義的認識越

趨薄弱 

然而，有意見認為西方節日傳入後，臺灣往往會為西方節日加入一些中國節日文化元

素，增加臺灣人對節日的投入程度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例如西方萬聖節引入臺灣

後，遊樂園在舉辦萬聖節活動時也會使用殭屍等中國傳統鬼怪元素。但這說法值得商

榷，雖然西方文化傳入臺灣後與中國文化結合，部份中國傳統文化曝光機會增加，但這

些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意義卻不斷被淡化。例如萬聖節活動雖令「盂蘭節」等中國傳統

節日詞語多了曝光（例子），但這卻被娛樂性所覆蓋，香港人並不會因此深究中國傳統

節日。香港人以後一見到這些中國傳統鬼怪，只會聯想起萬聖節娛樂活動，反而減少對

中國傳統節日例如盂蘭節的認識。可見，全球化令臺灣人對節日文化意義的認識越趨薄

弱。 

    總括而言，文化全球化下，西方節日文化傳入香港，不但令臺灣人只懂模仿西方節日的

慶祝模式，忽視了解這些節日文化的意義，也令中國傳統節日文化逐漸淡化，臺灣人對



西方及中國節日文化意義的認識都越趨薄弱。所以題目所言的確成立。 

    

     ※歸納與總結 Wrap-up 

    教師歸納，每個節日都有其文化意義但如果只接受媒體與環境給予的訊  息，而缺乏獨

立思考的能力，那麼將無法真正認識節日。代表人物為精神象徵、儀式、布置、顏色意

義，各小組於課餘時間討論強化上述元素，得以讓不同文化國家更為認識臺灣中元節。 

  

◎講述內容：現在多半是因活動而活動，開心為主，和一開始穿著奇裝異服，在外面遊

行，希望能把外面的孤魂野鬼給嚇跑的意義幾乎無存，此外，無論是大街上、網頁上都

可見到促銷廣告，使得萬聖季幾乎與購物計畫上等號。 

    問題一：回想自己在認識萬聖節的過程中，是從哪裡開始？舉出三個例子。 

    ◎推測答案：活動、糖果、布置……  

    ◎教師引導：若從故事、人物、象徵物來看，最容易複製以及影響的便是物品，但這些

物品若不知緣由，則容易受到媒體或商人宰制，受到商品駕馭的消費節慶而已。 

    問題二：萬聖節的成為全世界皆知的過程中，運用哪些方式作為傳播途徑？ 

    以前是因戰爭、文化侵略、殖民統治等等，現在更因網際網路達到全面的發展，稱為全

球化，它能打破過去地緣政治的傳統距離觀，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概念已被重新界定。 

    問題三：哪一種東西最便於攜帶及保存？方便他國遊客做為紀念？ 

    臺灣創客、文創產業，可開放、營造環境以吸引文化工作者。 

(4)臺灣何時開始流行過萬聖節？ 

    20世紀中，受美國流行文化影響，萬聖節開始在亞洲國家流行起來。 

    臺灣報紙上最早的萬聖節相關報導，是民國 79年 10月間《民生報》刊載的〈萬聖節用

品難踏入國內市場〉。 

    幼稚園的英語課程和兒童英語補習班，常有將此節日視為美國文化的一部份而納入課程

的，進而使這節日更為臺灣人所知。 

  

美國 50州地圖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行政疆域圖 



 

(5)萬聖節不是全世界都會歡慶的節日，以下透過文本，並利用摘要提取策略閱讀。 

    教師接下來發給每組相同文本，共同閱讀及討論並用標註的顏色劃記重點。提示問題：

他們對於萬聖節的立場是？請提出說明或舉例？ 

    將黑板分成三部分，贊成—中立—反對。帶領各組遊戲 （角色扮演及辯論） 

    ※歸納與總結 Wrap-up 

    教師就本課內容，共同討論以下問題：  

    1萬聖節帶給全球的觀感都相同嗎？不同的有哪些？  

    2反對過萬聖節的原因是？  

    3你認為，美國版萬聖節由來盛行全球的原因是？ 

    上述這些觀點都與臺灣所認定的非常不同，就先前第一堂課所回饋的學習單裡，大部分

的學生都認為這是全世界都會歡慶的節日。 

            1學習單有明確的文章結構：總說—分說（舉例及提出兩點證據）—總結。 

2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教師引導各組將文章投至報章，例如：國語日報、小桃子、四方

報。 

3.節慶再現與傳遞-文化創新，運用創意設定臺灣中元節節慶推廣計畫 

            ※引起動機 Warm-up & Review 

教師發給各組一張海報，開啟上次呈現給大家看的節慶元素心智圖，請各小組就討論結

果呈現在海報。 

※主要活動 Presentation & Practice 

(1)教師協助小組完成簡報。延續先前各組做的簡報，將心智圖一併拿出，擴散項度分別有

傳奇人物、慶祝儀式、會出現的物品或布置、歌曲、代表歌節慶的顏色……讓各小組以

此為根據討論行銷的先後次序。 

        (2)接下來聚焦行銷方式，就以下問題換位思考，呈現於 PPT 

   如果你是店家，會做什麼相關布置？優惠什麼商品？ 

   如果你是廣告企劃，會呈現此節慶哪個故事？ 

   如果你是觀光局長，會利用哪個城市作為行銷點？ 

   如果你是遊客，會想帶走哪些具代表性的文化產品？ 

(3)綜觀全部課程後，可以理解現在萬聖節是融彙多方文化及商業角力下的成果，我們在   

推廣節慶時，面臨全球化的利與弊，會有哪些後果？各組請分別舉例。 

  ※歸納與總結 Wrap-up 

   展示各組心智圖及報告，並張貼於公佈欄。 

學生編擬中元節節慶推廣計劃彙整如下： 

VR Go!虛擬實境概念店以活屍為主題，打造限時 3天的活屍主題樂園「惡靈 17 倒數一嚇」，結合 VR

虛擬實境、密室逃脫、實體鬼屋(鬼屋故意營造破舊環境，以及配合 VR360 眼鏡，將現實、虛擬中的

恐怖氣氛結合一塊) 佈置大型的鬼屋，做為體驗場地，更提供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

360度眼鏡供玩家試戴，隨著視角和遊桿移動，增添遊戲的逼真度和臨場感，提供沉浸式體驗。 



依不同活動內容分 3種套票，1票玩到底的「暢遊套票」899元，並加贈體驗 VR 高空獨木橋；可體驗

4 款遊戲的 VR 套票 699 元，以及 3 款遊戲的經典主題套票 599 元。憑活動套票加 1 元可預約限定彩

妝服務，共有紅衣小女孩、活屍、自殺突擊隊等 5種妝容可選。  

本計劃參考蘋果日報報導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918/950696/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style/daily/20171224/37882452 

 
 

鬼屋故意營造破舊環境，以及配合 VR360 眼鏡，

將現實、虛擬中的恐怖氣氛結合一塊。 

《惡靈古堡 7：生化危機》電玩畫面細膩逼真。 

 

主題二：costume準備服裝，校內快閃活動 120分鐘詳見教學成果 

          ※引起動機 Warm-up & Review 

          全班分 6組，各組有 20個國家的國旗，各組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合作找出上表介紹 6個國

家國旗，並一一說出其英文名稱。 

          介紹西方萬聖節單字 Halloween,spider,skeleton,ghost,monster,trick or treat 

          歌曲學習 trick or treat 

          Sing & dance 

          全班跟著音樂一起唱 trick or treat這首歌，並自由走動，當間奏開始時，每人要找一

位同學猜拳，猜拳口訣為 trick or treat！輸的人跟在贏的人後面，繼續唱歌並重複以上程序，最

後隊伍最長的是贏家。 

          Halloween  Song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Who are you? 

           I'm a ghost. I'm a little ghost.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918/950696/


           Who are you? 

           I'm a ghost. I'm a little ghost. 

         https://supersimpleonline.com/song/knock-knock-trick-or-tre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oPyd588-M 

          ※主要活動 Presentation & Practice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又到了，不管是最帥氣的吸血鬼，還是最可愛的小公主，通通都在這天

出現，老師要帶寶貝們體驗萬聖節的氣氛，現在可以開始準備自己的 costume 囉！ 

        教師鼓勵學生自行製作。 

        本單元著重在孩子學會自行換裝與摺好服裝的訓練。(配合綜合:整理高手單元進行) 

        在表演中能指導學生遵守秩序，表現禮貌，必以勇敢盡力的表演。 

        ※歸納與總結 Wrap-up 

        藉由盡力演出的機會，培養學生自信勇敢上台的能力。 

        校內 trick or treat 

        留下美好回憶 take  pictures 

主題三：學習單創作及自製教學檔案 40分鐘詳見教學成果 

         ※主要活動 Presentation & Practice 

         學習單創作時間，創作屬於自己的南瓜燈。 

         ※歸納與總結 Wrap-up 

         最後將學習單收入自己專屬的教學檔案。 

參、學習評量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認知-1能說出各國萬聖節的文化風俗 【口語評量】能說出1個以上該國萬聖節所具的文

化風俗 

認知-2能說出萬聖節在各國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如

何被傳誦與理解 

【口語評量】說出萬聖節過程及原因  

【紙筆評量】小組討論並共同完成萬聖節歷史變

遷的學習單 

行動-1透過網路科技及各種媒體管道對全球化

下的萬聖節表示看法 

【紙筆評量】各組比較及統整各篇目文章後以「我

對萬聖節的看法」為題進行論述，寫成文章後投

稿  

行動-2能運用創意，擬定臺灣節慶推廣計畫 【口語評量】能說出各節慶在全球傳遞時可能遭

遇的問題(全球化的利與弊)  

【實作評量】小組討論並就節慶元素心智圖完成

推廣計畫 

行動-3運用萬聖節 COSTUME，以新思維、新觀念，

帶動學習；並藉此鼓勵低成就學生勇於發表 

【實作評量】運用萬聖節 COSTUME，鼓勵低成就學

生勇於發表 

行動-4學習單設計 【實作評量】運用創意進行學習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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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建議 

一、課程與評量  

1.融入議題應兼顧學生興趣、正式及非正式課程，降低師生學習上的負荷 

在實施當中，多數的學生的確因節日帶來的幸福感，對萬聖節議題頗有興趣，即使在課程實施後，他

們也瞭解萬聖節是全球化影響、商業操作、宗教、政治影響才有今貌，但依然對此節日持正面態度。 

2.多元評量能降低學生對課程的疲乏感，提升學習動機 

十二年國教有別於先前的重點之一，在於有效教學，為有品質之教和積極之學，即評量更重視歷程甚

於結果，由學生主動提問次數及學習時間皆是重要考量向度。因此，教師同時採用學習單、發表、討

論、搜索資料、小短文、心智圖、製作簡報、角色扮演等方式，探求學生在此課程的轉變，例如：自

由聯想之學習單引導，切合與尊重學生間多元差異，能激盪出更多火花；結合電腦課以簡報方式或結

合口說練習，將圖文資料以海報方式呈現，進行報告，讓小朋友自由採取適合小組能力的報告模式進

行學習成果發表或是與電腦課程相結合，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與電腦設備去體驗 google earth 走訪

各國的樂趣，想必學生收穫更豐富。。 

3.文本的尋找可以找文篇較短的內容，且老師需要先針對內容作刪減以利學生獨立閱讀。 

4.建議採用協同教學，在團體討論和閱讀文本時，學生會針對不熟悉的內容或字詞做提問，藉由一主

教、一協同的教學方式，可以立刻回應學生的需求，更讓學生進入課程。教師透過班級間與行政部門

等人力資源互相支援，如：結合國際志工入班教學。 

5.平時也可隨機將國際教育的議題融入在教學中。例如：在班級布告欄規劃國際教育學習區，結合國

語日報的各國奇人異事專欄，與世界地圖進行連線配對。或是播放公視下課花路米，讓學生透過影片

動畫欣賞，學習認識本國與異國文化意涵的比較。 

二、教學省思 

1.利用提問澄清技巧，加強中低程度對訊息的評估與比較 

2.利用「連結策略」提升中低程度的學生的詮釋整合能力 

三、學生與家長回饋 

1.相較純文字的學習單，圖像化的心智圖，較能降低學生的認知負荷 

2.學生透過課程提升批判性思考，對於節慶能減少盲從地附和 

3.學生心得： 

  ○1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課程讓更多人知道。 

  ○2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有趣，而且在有趣的時光還可以發現全球化問題。 

  ○3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課程，讓我們更了解世界的變化。 

  ○4 我覺得這個課程真的很棒！應該要讓更多班級學到這個課程。 

4.costume 體驗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多元文化的意願，提供鼓勵學生從多元環境中成功學習，以促使每   

個學生都有成功經驗；有環境的支持與配套，定能提升自主學習意願及能力。 

四、延伸 

學制 『國際教育』施行建議或發現 

中小學 1建立全語言英文脈絡化語境(接近情境)，以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即可持續發展

的學習，如操作影印機、智慧型手機，都是生活直接從錯誤中學習，而不是打開



說明書一步步學。 

2我國可編列預算補助優秀清寒大學生到國中階段進行英語文領域補救教學。 

2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強化教師、學生之交流增進相互理解，但少交換，

主因涉及國族意識(歷史)，例如：二次大戰中日歷史影響若與日本交換學生容易

紛爭，故除了語文教學外，難長期交換。 

4雖無法加入多邊國際組織如 OECD，但可實際參與 PISA，藉由國際評比標準理想

性目標，以對照我國教育實況，做為改善落差之方向。 

技職體系 遠距學習政策(跨境交付) 

國家可挹注資源，協助優質技職課程拍攝線上課程，例如將吳寶春做麵包、阿基

師或阿勇師做菜過成拍成影片上傳相關建置網站，並轉換為該國語言如越南語、

印尼語……等，藉以推展國際化。 

高等教育 1將我國高等教育發表之研究由中文全數轉為英文，增加國際能見度。 

2鼓勵高等教育進行多元語言能力教學，以增進學生國際移動力。 

3辦理千里馬計畫，由博士班學生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在國外名校如美國常春藤盟

校就讀一年，擴充留學生人數。 

招收國際學生政策(境外消費) 

4企業界及大學合作擴大招收外籍留學生，如長榮海運在各國港口如印度皆有駐

點，除部份臺籍主管，其餘皆由當地民眾擔任工作人員，若與大學合作，以臺灣

培育外籍留學生為招收要件，即可增加臺灣大學吸力。 

5過去教育部推動雙連學制，讓南洋各國的學生藉由雙連學制在國內大學完成大學

學業；而三聯學制採6加1加1的運作模式，讓金門大學、廈門大學、成功大學的學

生遊走各個學校讀書完成修課並取得大學學歷，也就是學生在自己就讀的學校上

六個學期（三個學年）的課程，然後再到其他兩所大學各上一個學期的課程。簡

言之，三聯學制就是指廈門大學學生在廈門大學上六個學期（三個學年）的課程，

然後在金門大學上一學期、在成功大學上一學期，最後完成八個學期的課程取得

學士學位；相對的金門大學的學生，亦可在金門大學上完六個學期，其他兩學期

分別在成功大學、廈門大學上課，即使我國無法參與以國家為單位之國際教育組

織，我們亦應建立一套比照其認可或品質保證機制(研究與學生就業)之評鑑，以

確保我國辦學品質。 

設立國外分校政策(商業存在) 

6極力邀請國外知名大學在國內設立分校 

外國教員流動政策(自然人流動) 

7高薪聘請國外知名教授教學，如香港大學以月薪30萬臺幣，大陸以人民幣，如在

臺收入年薪百萬臺幣，大陸就以年薪百萬人民幣聘之。 

 

伍、教學資源 

臺灣行政區地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5

%8D%80%E5%8A%83 

世界地圖 

http://map.ps123.net/world/575.html 

http://map.ps123.net/world/575.html


美國50州地圖 

https://usalottery888.nidbox.com/diary/read/8403480 

全球國旗 

https://www.ifreesite.com/worl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6%97%97 

臺灣中元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83%E7%AF%80_(%E9%81%93%E6%95%9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8/12/n8194087.htm 

日本盆舞節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culture/214/ 

http://kanko-chiyoda.jp.t.ie.hp.transer.com/tabid/69/EntryID/4274/Default.aspx 

泰國鬼節 

https://kknews.cc/zh-tw/travel/5l34v6.html 

http://john547.pixnet.net/blog/post/115558048-phi-ta-khon-ghost-festival-loei-ban-doen 

印尼趕鬼節 

https://www.week.mcu.edu.tw/12930 

https://blog.xuite.net/amano0312/festour/83707581-%E5%B7%B4%E9%87%8C%E5%B3%B6%E7%9A%84%

E7%9B%9B%E4%BA%8B+OGOH+OGOH+%E8%B6%95%E9%AC%BC%E7%AF%80+ 

美國(西方各國)萬聖節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5928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1/1/n2315917.htm 

http://hurt633.pixnet.net/blog/post/33779651-%E4%B8%8D%E7%B5%A6%E7%B3%96%E5%B0%B1%E6%9

0%97%E8%9B%8B%EF%BC%9A%E8%90%AC%E8%81%96%E7%AF%80%E7%9A%84%E7%94%B1%E4%BE%8

6%E5%8F%8A%E5%90%84%E5%9C%8B%E5%82%B3%E7%B5%B1 

德國諸聖節 

http://liz-de.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html 

萬聖節與文化全球化 

http://smarter-swordrain.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7009.html 

變裝道具和糖果日本萬聖節熱門商品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gH4pDwAAQBAJ&pg=PA106&lpg=PA106&dq=%E8%87%BA%E7%8

1%A3%E4%BD%95%E6%99%82%E9%96%8B%E5%A7%8B%E6%B5%81%E8%A1%8C%E9%81%8E%E8%90%

AC%E8%81%96%E7%AF%80%EF%BC%9F&source=bl&ots=bmJ3c_GknG&sig=_MStmZ12MDZT4G_2JWYaJv

5yenk&hl=zh-TW&sa=X&ved=2ahUKEwiT4v2DzebdAhUEwrwKHdjQCKAQ6AEwBnoECAQQAQ#v=onepage&

q=%E8%87%BA%E7%81%A3%E4%BD%95%E6%99%82%E9%96%8B%E5%A7%8B%E6%B5%81%E8%A1%8C

%E9%81%8E%E8%90%AC%E8%81%96%E7%AF%80%EF%BC%9F&f=false 

萬聖節爭議 

http://www.deliahw.edu.hk/hpv2/pDiary/pweek049.htm 

贊成萬聖節論點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9009&Pid=1&Version=0&Cid=1

50&Charset=big5_hkscs 

反對萬聖節的部份基督徒論點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12339 

https://www.ifreesite.com/worl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83%E7%AF%80_(%E9%81%93%E6%95%99)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culture/214/
https://kknews.cc/zh-tw/travel/5l34v6.html
https://www.week.mcu.edu.tw/12930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1/1/n2315917.htm
http://liz-de.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html
http://smarter-swordrain.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7009.html
http://www.deliahw.edu.hk/hpv2/pDiary/pweek049.htm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9009&Pid=1&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9009&Pid=1&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1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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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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