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神眷顧的社區~溪洲

社會/綜合/閩南語 國小5.6年級

110年臺中在地特色創意教案徵選 優選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小 劉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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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內容 

領域/科目 社會、綜合活動、閩南語 設計者 劉玉玲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 160   

分鐘+戶外教學半

天 

主題名稱 眾神眷顧的社區~溪洲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2-Ⅲ-6 能運用閩南語詢問與回答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主題，並能說  

       出在地文化的特色與關懷。 

2-Ⅲ-5 能以閩南語口語表達對多元文化的初步認識。 

2-Ⅲ-4 能念唱閩南語藝文作品，並建立美感素養。 

3-Ⅲ-2 能透過閱讀了解閩南語文學作品的主題及內涵。 

3-Ⅲ-3 能從閱讀閩南語文過程中認識在地的文化特色。 

4—1   能認識閩南語文的文字書寫。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

題。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c-II-1 參與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並認同與肯定 

        自己的文化。 

2d-III-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學習內容 

◎Ab-Ⅲ-1 語詞運用。 

◎Bf-Ⅲ-2 藝術欣賞。 

◎Bc-Ⅲ-1 社區生活。 

◎Bh-Ⅲ-2 區域人文。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 

          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Cc-II-2   文化與生活的關係及省思。 

Cc-II-3   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肯定。 

Bd-III-2  正向面對生活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核

心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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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 

閩-E-A2 具備使用閩南語文進行思考的能力，並用之於日常生 

          活中，以有效處理相關問題。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並能從事表達、 

        溝通，以運用於家庭、學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B3 具備感知與欣賞閩南語文藝術的美感素養，並能融入於 

        日常生活中。 

閩-E-C1 具備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增進與人友善相處的能力， 

        並能參與家庭、學校、社區的各類活動，培養責任感， 

        落實生活美德與公民意識。 

閩-E-C3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培養尊重與包容各種語言與文化 

        多元性的精神。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 

        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 

        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 

        境與文化內涵。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 

        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如何解決。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 

        境與文化。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 

        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 

        議題。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 

        文化的多元性。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 

        經濟、文化等的戶外學習。 

所融入之

單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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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 

表 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教材來源 1.探索溪洲社區-土地公信仰篇(室內課程)簡報 PPT檔案內容。 

2.自製 PPT 介紹解說。(附件:眾神眷顧的社區~溪洲) 

3.自製影片播放；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DTfxWm0Oo 

教學設備/資源 教學資源； 

1. 探索溪洲社區-土地公信仰篇(室內課程)簡 PPT 檔案

內容。 

2. 圖片親自拍攝。自製教學 PPT 及影片。 

教學設備； 

         1.投影機、電視機等電子設備。 

         2.隨身型麥克風:提供學生於戶外教學活動中，進行景 

           點導覽時使用。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一、走進神岡   

認識溪州。 

 

 

 

 

 

二、眾神眷顧的  

社區: 

1.溪州土地公

之美，土地里長

伯的家，土地公

的傳說 與土地

公有關的俗語。 

 

2.認識土地公

樹土地公的打

扮。  

學習表現 

2-Ⅲ-5  能以閩南語口語表達對 

        多元文化的初步認識。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 

        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 

        變遷等問題。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 

        關係。 

3c-II-1 參與文化活動，體會文 

        化與生活的關係，並認 

        同與肯定自己的文化。 

2d-III-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 

          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 

          樣性表現。 

一、認識神岡、溪

洲的小故事。 

1.學生能口述自己

知道關於神岡地名

的歷史小故事。 

2.認識溪州的地名

由來。 

二、眾神眷顧的社

區: 

1-1.認識溪州土地

公，土地公及土地

婆的傳說。 

1-2.了解土地里長

伯，土地公的家，

能說出溪州土地公

的特色。 

1-3.認識民間信仰 

溪洲土地公傳說。 
學習內容 

◎Bf-Ⅲ-2 藝術欣賞。 

◎Bc-Ⅲ-1 社區生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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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說神岡: 

1.繪聲繪影說

故事。 

 

 

 

 

 

四、探索溪洲走

讀溪洲。 

溪洲 Let us 

go !溪州瀟灑走

一回。 

 

◎Bh-Ⅲ-2 區域人文。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 

        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 

        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 

        的使用有關聯性。 

Cc-II-2 文化與生活的關係及省 

        思。 

Cc-II-3 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肯 

        定。 

Bd-III-2 正向面對生活美感與 

         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1-4.與土地公有關

的俗語。 

2-1.認識樹木、土

地公樹，認識土地

公廟的藝術和人

文。 

2-2 了解民間信仰

土地公的裝置:穿

著打扮的意義。 

2-3.土地公拐。 

2-4.與土地公有關

的俗語。 

三、「繪聲繪影說故

事」了解溪洲社區

產業。 

1.畫說溪州社區產

業:繪本「繪聲繪影

說故事」閱讀。 

2.認識在地產業。 

 

四、走讀溪洲 

溪洲 Let us go !

溪州瀟灑走一回 

1.學生能在對同學

口述的過程中，分

享所學習到的知

識。 

2.學生能根據授課

老師解說認識常用

金紙以及分組完成

土地公拐的製作。 

 

 
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 第一單元 時間 共  1 節， 40  分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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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名

稱 

走入神岡 

主

要

設

計

者 

 

學

習

目

標 

1.學生能口述自己知道的關於神岡地名的歷史小故事。 

2.認識溪洲的地名由來。 

學

習

表

現 

1.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2.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學

習

內

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領

綱

核

心

素

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核

心

素

了解這主題—神岡的在地文化、生活、自然環境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1.學生在課程的進行中，能透過簡報、影片及老師的講解、文字及圖像等 

  符號表徵，誘發學生使用網路科技資訊更多資訊來了解更多關於主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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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呼

應

說

明 

  在地文化、生活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2.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學生難免會有意見不同的情形發生，這時學生須  

  透過面對這樣的問題，學會如何尊重不同意見、關心他人最後能達成共 

  識，進而共同合作以完成課題。 

議

題

融

入 

說

明 

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 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1.你家住哪裡?走入神岡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1. 神岡地名由來幾種說法。 

2. 神岡的原住民:平埔族 。 

3. 祖靈線的傳說:我是漢人?原住

民?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1.各組討論:我會說神岡地名小  

           故事。       

2.神岡地名故事王選拔。 

自由發表 

1.自製 PPT「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解說。 

2.自製影片播放：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DTfxWm0Oo 

3.大家來找祖靈線。 

 

 

 

 

 

 

 

 

 

 

 

 

 

試

教

成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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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或 

教

學

提

醒 

 

 

 

 

 

 

無 

 

 

 

 

 

 

 

 

 

 

參

考

資

料 

 

 

 

 

https://www.shengang.taichung.gov.tw/982296/982350/982356/1132598/post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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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第二單元   

眾神眷顧的社區: 

(第一節) 時

間 
共  2 節，  80分鐘 

主要

設計

者 

劉玉玲 

學習

目標 

1.認識溪州土地公，土地公、土地婆的傳說。 

2.了解土地里長伯，土地公的家，能說出溪州土地公的特色。 

3. 認識土地公樹。 

學習

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學習

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領綱

核心

素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  

        互間的理解。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核心

素養

呼應

說明 

1.學生能透過影片及老師的講解的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符號表徵，來了解 

  土地公文化、溪州在地生活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2.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這學生須透過面對問題，學會如何尊重不同意見、  

  溝通達成共識，進而共同合作以完成課題。 

議題

融入 

說明 

 

 

 

1. 樹木與自然環境保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9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1.溪州在哪裡?古名叫(溪底 )  

  原來是(大甲溪)的河床 。 

2.拜 ? 神。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1.認識土地里長伯的家。  

2.分組討論發表: 

猜猜看: 

土地公的穿戴代表什麼意義? 

官帽、員外帽、如意、元寶 

3.溪州土地公的特色？石棚式

土地公、溪州土地公之美，了解

土地的里長伯的家，土地公、土

地婆的傳說。 

4.認識土地公旁邊的樹木。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1.完成學習單(附表一) 

 

 

 

自由發表 

 

 

 

 

 

1.自製 PPT 介紹解說。「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解

說 

2.自製影片播放：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DTfxWm0Oo 

3.介紹土地婆民間趣味小故事。 

4.你知道那些樹木？找找看學校裡有幾種?在哪

裡? 

 樟樹  榕樹  茄冬樹  緬梔(雞蛋花)  榕樹  樟

樹  楓樹  鳳凰樹  大王椰子樹  柏樹  桂花樹 

 

 

 

 

 

試教

成果 

或 

教學

提醒 

無 

參考

資料 

 

 

溪洲社區介紹:110.7.29溪洲土地公簡報.ppt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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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第二單元  眾神

眷顧的社區: (第

二節) 時

間 
共  2 節，  80 分鐘 

主要

設計

者 

劉玉玲 

學習

目標 

1 認識土地公廟的藝術和人文。 

2 了解民間信仰土地公的裝置:穿著打扮的意義。 

3.土地公拐。 

4.與土地公有關的俗語。 

學習

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2-Ⅲ-4 能念唱閩南語藝文作品，並建立美感素養。 

2-Ⅲ-5 能以閩南語口語表達對多元文化的初步認識。 

2-Ⅲ-6 能運用閩南語詢問與回答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主題，並能說出在地 

       文化的特色與關懷。 

3-Ⅱ-3 能透過閩南語文的閱讀，了解為人處事的道理。 

3-Ⅲ-3 能從閱讀閩南語文過程中認識在地的文化特色。 

學習

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Bh-Ⅲ-1 物產景觀。 

◎Bh-Ⅲ-2 區域人文。 

◎Ab-Ⅲ-1 語詞運用。 

領綱

核心

素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閩- E -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並能從事表達、溝通， 

          以運用於家庭、學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B3具備感知與欣賞閩南語文藝術的美感素養，並能融入於日常生活  

       中。 

閩- E -C1 具備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增進與人友善相處的能力，並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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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家庭、學校、社區的各類活動，培養責任感，落實生活美德 

          與公民意識。 

閩-E-C3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培養尊重與包容各種語言與文化多元性 

          的精神。 

核心

素養

呼應

說明 

1.學生能透過影片及老師的講解的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符號表徵，來了解  

  土地公文化、溪洲在地生活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2.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這學生須透過面對問題，學會如何尊重不同意見、  

  溝通達成共識，進而共同合作以完成任務。 

議題

融入 

說明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1.土地公廟有藝術？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1.土地公廟的藝術土地公廟的  

  藝術和人文。 

土地公廟裝置和藝術，土地公拐 

2.和土地公有關的俗語： 

(1).田頭尾土地公 

(2).得失土地公，飼無雞。 

(3).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敬田  

  頭。 

(4).食尾牙面憂憂，食頭牙撚喙 

  鬚。 

3.歇後語猜謎: 

(1).塗豆剝殼(猜一種人)。 

解答:愛人  因為我們把土豆撥

開就是要裡面的土豆仁啊，愛人

(愛仁)。 

(2).土地公樹；規欉好好 

解答:沒錯 (無剉 因為對土地

公的敬仰通常土地公樹不會被

砍伐 )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1.和土地公有關的俗語闖關。 

2.完成學習單(附表二)。 

 

自由發表 

 

 

1.自製 PPT 解說。「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解說 

  自製影片播放：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DTfxWm0Oo 

2.老師導讀和解說 

3.分組大聲朗誦和土地公有關的俗語 

 

闖關:先徵求一位小朋友大聲說出和土地公有關的

俗語後當第一關關主 接下來說一個歇後語當通關

密語，請接下來的挑戰者猜，猜對算過關接著帶領

同組同學正確唸出說出另一個俗語，算整組積分，

通過則擔任下一位關主讓他組挑戰，整組最先三人

過關者該組獲勝。 

我們的闖關約定: 

1. 同一俗語最多被使用 2 次。 

2. 通關密語不能與前者相同。 

3. 每位同學只能當一次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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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教

成果 

或 

教學

提醒 

 

 

 

 

無 

 

 

 

 

參考

資料 

 

 

 

 

溪洲社區介紹:110.7.29溪洲土地公簡報.ppt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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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繪聲

繪影說故事」 
時

間 
共  1 節，  40 分鐘 主要

設計

者 

劉玉玲 

學習

目標 

1.了解溪洲社區產業。 

2.畫說溪州社區產業:繪本「繪聲繪影說故事」閱讀。 

學習

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1b -Ⅲ-2 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或規律性。 

 

 

 

學習

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領綱

核心

素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核心

素養

呼應

說明 

 

1.學生透過繪本口述搭配圖片的方式，利用語言及圖像等表徵符號，更了 

  解在地文化知識。 

2.學生透過繪本了解溪洲在地的文化特色，引發思考這些文化背後所隱藏  

  的意義及內涵。 

 

議題

融入 

說明 

 

 

學生透過繪本了解溪洲在地的文化特色，珍惜在地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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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說到溪洲你會想到什麼產業特

產？  

猜猜看 溪州有出產什麼?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1.話說溪州社區產業: 社區產  

  業農產品。 

2.繪本: 繪聲繪影說故事。 

  繪本「繪聲繪影說故事」閱  

  讀。 

3.自製影片欣賞。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我的 

    溪洲印象。 

1.主題分組接力說出你的溪洲

印象。 

2.各組按照故事接力內容討論  

  選定主題繪畫。 

 

3.完成學習單: (附表三) 

繪畫:神遊溪洲 我的溪洲印象  

     讀溪洲說溪洲畫溪洲。   

將繪畫集結成繪本:我的溪洲印

象。 

 

 

自由發表 

 

 

 

 

1.自製 PPT 解說。「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2.繪本「繪聲繪影說故事」。 

3.自製影片播放；眾神眷顧的社區 溪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DTfxWm0Oo 

 

 

 

 

 

分組討論 故事接力表演。 

 

 

 

 

試教

成果 

或 

教學

提醒 

 

 

 

無 

 

 

參考

資料 

 

 

繪本「繪聲繪影說故事」 溪洲社區介紹:110.7.29 溪洲土地公簡報.ppt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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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四單元 走讀溪洲 

溪洲 Let us go !溪州我來了! 時間 
共一個早上 4 節，  

分鐘 
主要設計者 劉玉玲 

學習目標 

1.溪洲社區實地走訪。 

2.學生能以口述方式，向同學介紹景點的故事特色。 

3.學生能在對同學介紹的過程中，分享所學習到的知識。 

4.學生能根據授課老師解說，認識常用金紙以及分組完成土地公拐                   

  的製作。 

5.學生能根據當天所學得的知識，完成學習單。 

 

學習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學習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 

        環境相互影響。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 

        聯性。 

領綱核心素

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 

        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 

        與文化內涵。 

核心素養呼

應說明 

1.學生在進行探訪活動時，在現場透過口述將自己所知的溪洲土地 

  公傳說跟同學分享。 

2.學生透過實地探訪溪洲土地公，體驗生活中的自然及文化之美，  

  藉由實際體驗的過程了解溪洲土地公的文化特色，並透過口述及 

  聆聽的方式，了解這些文化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及內涵。 

議題融入 

說明 

學生透過參加校外教學活動，走訪溪洲特色的土地公文化，來認識

溪洲這塊土地的信仰及文化，並透過與環境互動與體驗，珍惜這些

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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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溪洲 Let us go !溪州我來了!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社區走訪:走讀溪洲、我的溪洲印象。 

1.溪洲社區活動中心-9:00 

2.宋厝福德祠-10:00 

3.廖善堂土地公-10:40 

4.崎腳土地公-11:10 

5.溪洲社區活動中心-11:40 

 

三、辦訪溪州活動中心參觀活動中心 聆聽社區志工導覽說 

    故事。 

 

四、參觀定時靜態藝術展覽 

參訪溪州土地之美 認識農作物。 

實地拜訪土地公，參觀土地里長伯的家。 

溪州土地公的特色 石棚式土地公。 

實地認識土地公樹。 

拜土地公使用的「紙鈔」； 

「地下銀行」:認識民間拜拜常用的金紙 

四方金、福金、壽金、 銀紙 

分組實作:土地公拐 

五、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1.完成學習單(附表四):走讀溪洲 社區行腳。 

 

 

 

 

 

 

現場走訪解說 

 

1.溪州活動中心參觀

活動中心二樓定時靜

態展覽。 

2. 社區志工導覽說

故事。 

3.社區巡禮認識農作

物，參觀禮拜訪土地

公的家，認識土地公

樹。 

4.石棚式土地公的見

證。 

5.認識「地下銀行」

民間信仰，拜土地公

常用的金紙。 

6. 看土地公拐還能

區分作物種類?! 

春祈、秋祭，土地公

拐的做法和用途用

法。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無 

參考資料  溪洲社區介紹:110.7.29 溪洲土地公簡報.ppt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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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眾神眷顧的社區~溪洲

溪 洲

劉玉玲 老師 編撰

任教學校：圳堵國小

￭神岡變、變、變。
￭發現先民的偉大。
￭張達京是誰？
￭你是平埔族嗎？
￭巴宰海族的特別。
￭在溪州我們發現什麼？
￭充滿神蹟的溪州土地公。
￭闖關活動。
￭故事接力表演。

聽、看發現甚麼？

神

岡

變 變 變 變

神 岡

神岡：新廣社，地名由來三種說法

1.廣東人的新村莊：清朝時大批廣東移民至神岡一代荒野開

墾，為了要和原來的平埔族部落有所區分稱之為新廣莊。

2.神講好的地方，彰泉械鬥頻傳，相傳神岡路八仙寺李仙祖

非常靈驗指是泉州人來此居住，保佑他們性命財產安全，

所以說是伸縮的好地方。

3、沿用大陸舊名

其實說神岡區它是屬於平埔族裡面的八宰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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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之前在台的漢人主要來自閩粵兩省，
如圖所示的福州府、興化府、永春州、泉州
府、漳州府、龍巖州、汀州府屬福建省，潮
州府、嘉應州、惠州府則屬廣東省。其中來
自福建的移民以泉州府與漳州府最多。

認識漢人入墾及祖籍來源
認 神

識 岡

神岡早期為一大片的森林，農田水利並
不發達，一直到清代張達京、潘敦仔與
漢人六館業戶，引大甲溪水源，開發神
岡農業，始奠定了神岡的農業基礎，經
濟繁榮之際，神岡的領導階層由原本的
原住民土官，漸漸轉移到了漢人士紳階
級， 其中最風光之家族，為社口林家和
三角呂家為首，目前已為為古蹟。

認 神

識 岡

神岡昔稱「阿河壩草埔」為荷蘭人與西班
牙人逐鹿之地。神岡區一帶原野，原屬巴
宰海平埔族岸里社的社域，距豐原火車站
有三公里多。明天啟六年（1626），西班
牙人佔領台灣北部，驅策番人和大陸移民
到新廣庄捕鹿，根據荷蘭殖民地巴達維亞
城總都府檔案記載，西班牙人每年開出二
十多艘船載鹿皮到日本，獲取高利。

認 神

識 岡

荷蘭人亦派兵北上和西班牙「逐鹿」競爭。由
於西班牙人、荷蘭人逐鹿【新廣庄】，加上後
來大陸移民紛紛密地開墾，台灣中部的開發以
「岸裡社」為中心，慢慢向四週擴張，而與之
毗鄰的神岡正是岸裡社舊地，社南里的社口，
即是當年岸裡社的入口。在百餘年前，社口以
東盡屬社番產業，漢人到此只是謀生而已。神
岡區舊稱「新廣庄」，有「望樓庄」、「北庄
莊」、「社口莊」、「新廣莊」、「圳島莊」、
「紅圳頭」……等舊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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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神

識 岡

平埔族 巴宰海族 張達京

神岡位於台中盆地北邊，東依豐原市，
西鄰清水鎮，南接大雅與潭子兩區。
漢人移住神岡之前，已有巴宰平埔族
人居住。閩、粵移民入墾始於康熙年
間，粵籍之嘉應州人有謝、廖、李姓
以北庄為開發據點，亦即本鄉早期開
發史上所謂的「客家人路線」，其餘
廣東省移民主要拓墾區在潭子墘、社
口庄一帶。而泉州人則以神岡西部地
區為主，集中在神岡、圳前、山皮等
聚落。漳州人與部分鎮平縣人則入墾
大社、社口、葫蘆墩、三角仔、圳堵
等地方。

認 神

識 岡

神岡區早期為客家人所開發，因此舊稱「新
廣庄」，有「新開墾的廣大平原」之意，神
岡區最早原為掌控中部地區的平埔族群巴則
海族大社岸裡社所在，康熙38年（1699年）
因助官府平吞霄社（今苗栗縣通霄鎮）亂崛
起，並在康熙末年請墾包括神岡區在內的廣
大土地，是整個臺中地區開拓之始。後廣東
省東部（粵東）客家人張達京入臺，定居於
岸裡社，協助岸裡社開墾並鑿水圳灌溉，當
時形成的村落有望樓（望寮）、社口（萬興
莊）、北莊、浮圳（紅圳頭）等。

認 神

識 岡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平埔族群活躍在台中平
野地區者包括道卡斯族、拍瀑拉族、巴宰海族等。
其中巴宰海族（又譯為巴則海族，Pazeh）分為
四大社群：岸裡社、樸仔籬社、阿里史社、以及
烏牛欄社，以岸裡社為主。十七世紀末葉以前，
岸裡社主要活動於大甲溪北岸與大安溪之間，號
稱「麻薯舊社」，位在現今的后里鄉舊社村。十
八世紀以後，岸裡社人在土目阿莫的率領下，跨
過大甲溪南岸移居台中盆地東北的神岡、社口附
近，與鄰近的八個巴宰海系族群－岸東、岸西、
岸南、西勢尾、麻里蘭、葫蘆墩、崎仔、樸仔籬，
合稱「岸裡九社」。

認 神

識 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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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裡社土目潘家為清廷在台各大小戰役的常備軍，
得到清政府的封賞，成為中部地區的地主。潘敦仔
為尋找灌溉水源，與漢人合作開發水利，主要與通
事張達京簽訂「割地換水」合約。潘敦仔與閩粵漢
人進行「割地換水」的水田化拓土運動，來開墾大
台中平原，其經濟勢力奠定在抽取番大租和水租上，
同時取得統治全巴宰族的領導地位。然而漢人墾戶
的進入，造成巴宰族人逐步喪失地權。

認 神

識 岡

神岡地區二百八十餘年的發展過程，從巴宰海族族群中的一
個「岸裡社」， 靠著歷史的偶然，成為清代統治者倚重的一
股力量。而由於漢人張達京的介使這個「番社」竟然在臺灣
開發史的舞臺上，搶盡風光，為原、漢早期的合作樹立典範，
也為臺中盆地的開發寫出了新頁。神岡地區受到葫蘆墩圳圳
水的滋潤，從清代到日治，就不斷的以其雄厚的經濟力量在
培養深厚的文化力量，它不僅在東地區掌握了經濟和政治的
領導地位，同時也在文化上領袖群倫。由於文化上長期的積
澱，這裡的人才在戰後數十年間，更活躍於全臺灣的「產」、
「官」、「學」各界，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又豈是以筆
墨所能盡書。

神 岡

認識我們的先民-平埔族

平埔族群是早在漢人於17世紀移民來臺灣移墾
前，便已分布在北部的宜蘭、基隆一直到恆春
的臺灣西部沿海平原地帶上，並存有各個不同
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部落認同的社會群體。
平埔族群北自蘇澳與泰雅族交界，南自枋寮與
排灣族交界，後來受漢人壓迫部分移入他地，
如恆春、埔里、花東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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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群過往稱之平埔族，是對台灣原住民族
分類管理所使用的稱呼，對應的另一稱呼為高
山族。
平埔族群往昔在荷蘭、西班牙統治時稱為「土
著」；清領時期，則大多稱為化番、熟番，與
生番、野番等詞相對。因化番、熟番多住在
「平地草埔」，故又稱平埔仔、埔仔人、平埔
番（閩南語：Pêⁿ-po ͘-hoan），其中「平埔」一

詞代表「平原」或「平地」之意。

民間流傳，有台灣平埔族血統的人，黑頭髮、
黑皮膚（深褐色），眼眶深、雙眼皮外，外
觀還有二個特徵，一是將雙手曲彎，手肘在
離手彎約二至三公分處，有一條明顯的橫紋，
即肘橫紋；二是雙腳小趾甲分裂。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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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平埔族社會的信仰是以祖靈崇祀為主。西拉
雅族稱祖靈為「阿立祖」或「太祖」。祭祀「阿立祖」
的方式有二：一是將阿立祖供奉於「公廨」中，是部落
的共同守護神；另一種是將阿立祖供奉於家中，為私人
守護神。

阿立祖的崇拜最早並沒有神位或神像，只以某些象
徵物，例如：祀壺、豬頭殼、將軍柱、石頭等來代替，
後來受漢族影響，才開始有了塑像與神位。

認識我們的先民-巴宰海族

巴則海族、拍宰海族，清
代稱為散毛番，為台灣平
埔族原住民。其中以岸裡
社最為強大。主要居住在
台灣中部埔里盆地愛蘭地
區，目前仍保有族語巴宰
語及傳統文化。

巴宰族原本分布於今臺中市豐原區、神岡
區、后里區附近較靠內陸的區域，約略位
置是以豐原為中心，北至大甲溪河岸，東
到東勢角（今東勢區），南至潭仔墘（今
潭子區），西則到達大肚山山麓的橫岡一
帶。16世紀中，主要部落有岸裡社、烏牛
欄社、朴仔籬社及阿里史社等四至五個社。

在宗教信仰方面，巴宰人在漢人尚未大量移入之
前，原有的宗教觀念是以靈魂信仰為基礎，也有
自己的神祇、宗教儀式和巫術。在1867年有一位
英商必麒麟常常出差到大社採購樟腦，因而與大
社的巴宰族人成為好朋友。因烏牛欄（今埔里愛
蘭）人潘開山武干，於打獵時受傷，而且傷勢嚴
重先被扛到大社，後來聽到府城有位高明的醫生
就前往府城就醫，在治療的兩個月中不僅身體康
復也從馬雅各醫生傳道中接受耶穌，並且請求馬
雅各醫生派遣傳道師到埔社。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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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偉大的先民-張達京

雍正十二年(1732)，張達京以「張振萬墾號」
與「六館業戶」出資開鑿葫蘆圳，引大甲溪水
灌溉揀東堡千餘甲田地， 於是大量移民湧進
「阿河灞草埔」，其中客籍移民形成社口、北
庄；漳籍移民形成三角仔、圳堵；泉籍移民形
成神岡、圳前、山皮；興化籍移民形成溪洲、
後壁庄。

早期陳、王、林、劉、張姓為當地五大姓，
張姓家族居於「岸里」、「社口」兩地，謝、
李兩姓居於「北庄」，閩粵大械鬥時，族人大
舉遷村，而由定居於圳堵林姓家族取代遷入，
王姓家族居於「新庄」、陳姓家族居於「神
岡」、「山皮」，呂姓家族居於「三角仔庄」，
溪洲與神州乃是陳姓家族的天下，今日客家後
裔已不會講客家話。

張達京

神岡本地早年不僅為漢人開發的場所，也
是平埔族人定居的場合。在漢人開發土地
的過程中。經常因為水源、地界甚至買賣
行為等事情，造成漢蕃間及墾戶間衝突的
情況，較大的衝突甚至容易造成變亂。本
地在雍正10 年（1732）時，墾首張達京
邀同漢人組成六館業戶，進行地區開發活
動。因為灌溉需要與本地原住民共用水源
經常發生糾紛，這類問題成為早期先民開
發過程中相當頭痛的問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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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京，是清代臺灣開拓中部地區最為重
要的人物之一，是介於清朝官方以及臺灣
居民之間的一位特殊的時代角色，協助清
政府底定了臺灣中部的局面與統治基礎。
他最大也最具爭議性的一項事蹟，就是他
主事開鑿葫蘆墩圳，從樸仔籬口埤引進大
甲溪水，進而向本地原住民要求如果要水
源，就拿土地來換取水的使用權，史稱
「割地換水」。他一方面解決了土地取得
的問題，又開發了穩定的新水源，使得后
里、豐原一帶逐漸來了大量開墾者，奠定
了今日臺灣中部客家人分佈的歷史局面，
都和張達京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眾神眷顧的社區~溪洲

*

社區地圖
溪洲里在哪？

溪洲里位於神岡區行政區域正北方，東以神
洲里；北接大甲溪與后里隔岸為界；南以牛
糞崎與庄後里相鄰(海拔差距十七公尺故俗
稱崎腳)；西臨圳前里。溪洲里古名溪底，
原係古大甲溪河床，因大甲溪上游建水庫及
建堤防乃浮出河面上，居民以務農為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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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俗諺總是告訴我們要「吃果子拜樹頭」、
「飲水思源」，如果提到神台中神岡的開墾者
我們總是想起「張達京」，提及灌溉神岡地區
的重要水力資源就是「葫蘆墩圳」。不過如果
我們要真正深人了解下溪洲地區，不只要想到
「張達京」、「葫蘆墩圳」其實更要去了解真
正開墾下溪洲地區的陳五協家族。清領時期，
開始有大量閩、粵移民人墾大台中地區，當時
大台中地區皆為一片荒野，為平埔族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獵場」，溪洲里原本也為平埔族屬
地， 在岸裡社授意陳懼、與其子「陳五協」
（陳天來、陳奎• 陳 漢 、 陳 策 、 陳 薦
共 同 組 成
「陳五協」）開墾下溪洲地區。

溪洲一小里就有二十六座土地公，讓里民了
解祖先辛苦開墾下溪洲地區的精神，在先人
的智慧下積極深入探索我們的社區文化資源，
共同延續幾百年來祖先為神岡溪洲里兒女創
造更好的環境的精神。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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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春祈秋報的社祭，即是每年於新春
或孟冬之際，舉行以祭祀土地伯公為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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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土地公

早期在溪洲地區，雨季時，大甲溪
自上游攜帶大量的石礫，因此農民就
地取材，挑選自河中檢拾之石頭，供
奉搭建土地公廟豎石而成土地公廟的
風俗，當時農民大多貧窮，無財力建
廟，因此一切從簡，所謂的土地公廟
是就地取材，豎石而立的像徵性信仰，
並無土地公神像的供奉，後來集資修
建成今日的土地公廟，原本的豎石已
移入廟內神龕下供奉。

早年，農民以竹竿或芒草製作土地公枴，綁上
三柱香與土地公金紙，插在農田「水頭」，讓
土地公巡視農田時有枴杖，方便行走，以利五
穀豐收。

土地廟，又稱土地公廟、福德廟或伯公廟，
為民間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廟宇），凡有漢人
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地方——土地廟，
然而實至今，幾乎每鄉至少有一處或多處，其
數量分布因地而異。台灣因為擁有宗教信仰自
由所以有相當多的土地廟；據官方的調查，其
數量超過1300所以上。全台灣土地公密度最高
的地方在桃園市桃園區，總共有310座土地公
廟。

溪洲土地公

用竹竿或芒草夾上金紙和三支香插在田邊 凡有漢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
地神的情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現代多屬
於祈福、求財、保平安、保農業收
成之意。土地神也是道教諸神中地
位較低，也是與人民較親近的神祇。
每月初二、十六的作牙日，是土地
神的祭祀日。

十二月十六尾牙日，即土地神年
終的牙祭日，商家或機關在此日宴
請員工。

溪洲土地公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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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土地公，是台灣人民的日常生
活習慣中之既存事實。在自然生態
與人文社會秩序裡，土地公提供牠
的庇護力量，對庄頭聚落農田之保
佑，護衛四水朝來福祿長，以及五
穀豐收等，扮演著各種重要的生活
與生產上之功能。土地公可以分別
扮演不同之功能。譬如，農田守護
神、水圳守護神、聚落守護神、商
家守護神、地靈守護神等等。所以，
土地公在地方與生態脈絡裡，其實
具有多層次的作用。

溪洲土地公

有注意到嗎？土地公手中物有什麼？

暗藏玄機嗎？

又代表什麼意涵？

一年四季處於忙碌的土地公被譽為「神界里長伯」不是沒
有原因的，小至尋找遺失物、大至全村莊的作物豐收，都
在土地公的職權範圍內。而民間對於福德正神的敬重從廟
宇密度和討論度就得而知，那追隨土地公同時有注意到土
地公手中拿的物品有拐杖、元寶或是如意等差別，這其中
可是暗藏玄機喔！
在過去農業社會中所祭拜的土地公，多是手拿拐杖的形象，
據說這是因為土地公需要常常走動「巡田水」，田間小路
不好走，再加上土地公又有年歲了，所以需要拿拐杖攙扶、
支撐自己。中秋常見的「拜土地公拐」的習俗，用剖半的
竹子、木棍夾著一疊金紙，有的地區還會在上面再夾上三
炷清香。

拜土地公拐是為了怕土地公太累，所以為祂老人家準備
拐杖，讓祂慢慢走、慢慢巡視田野，且讓祂用拐杖驅趕
蟲害，庇佑作物大豐收。
每月的農曆初二、十六，是許多店家和公司行號祭拜土
地公的日子，從商、生意人多祭拜手拿元寶的土地公，
因土地公被認為具有財神的職責，因此會祭拜店家或公
司所在的區域土地公，希望其能庇佑生意、財源滾滾來。
如意象徵的是吉祥、權威和地位，而元寶則象徵財富，
現今許多土地公都是一手拿如意、一手拿元寶的形象，
代表「加官進祿」雙重吉祥寓意。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21/10/14

13

一開始先民先就地取材用三塊石頭砌石棚式土地
公來祭拜，目前佇溪州猶有一个門面闊度無到５
０公分，全台灣上細的石棚式土地公喔喔！便若
有好年冬，好收成，攏是感念土地公的庇佑，就
捐錢起土地公廟宇，這符合俗諺「有錢住瓦房，
無錢頂破缸」。

溪洲姓宋的家族為土地公起土地公廟，同時保
存原來石棚式的土地公佇香岸下面。宋家土地
公廟邊仔有一欉二百多年的土地公樹(榕樹)。
土地公就佇囝孫經營下，香火非常興旺，老榕
樹發甲旺旺旺。

溪州閣有一種陰陽石土地公，嘛有人講好彩頭土地
公，原本干焦有兩塊石頭，大石頭是土地公、小粒
石頭是土地婆。土地公樹很特別，因為楠仔樹予榕
樹包著咧，嘛有人講是樹中樹。

閣較趣味的是佇溪州猶閣有包生查埔的土地公，可
能是以早做田需要較濟壯丁鬥相共，所以才有包生
查埔的土地公，毋閣聽講真靈聖呢！原來嘛是三粒
石頭砌的土地公，香是插在榕仔樹邊，榕仔樹自然
就是土地公樹。改建以後有奉祀石頭公、土地公、
榕樹公，嘛有保留原來的石棚式土地公；土地公頭
戴員外帽，右手持三元寶，左手持如意，現為民眾
有閒相招開講佮求子的好所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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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有因為土地公有靈聖，蹛佇對面的信途拆開牆
頭仔做舞台，方便節慶的時搬戲感謝神恩。遮就
是「有頭路土地公」，伊戴官帽，左手提元寶，
正手提如意，樟仔樹是伊的土地公樹。

崎跤土地公廟是「庄頭土地公」原來是兩座石棚式土地公，後來建廟
後保留兩座石棚式土地佇香岸下跤。土地公廟後壁有四欉大樹，這四
欉大樹是牛屎崎腳土地公的土地公樹，早期當地居民在祭拜土地公時
會燒「八枝香」，「庄頭土地公」插三枝香、「大船堀土地公」與後
方四欉土地公樹攏插一枝香。
「大船窟土地公」是古早原祀佇附近渡船口，搭渡船的人常敬拜保平
安，後來渡船口消失，「管區消失」這尊土地公徙來佮「庄頭土地公」
做伙。

溪州社區因有好田地，有豐富的農、牧業產業，農產品
主要以稻仔、火龍果、馬鈴薯、塗豆、芋仔佮花卉等，
另嘛有牧業以梅花鹿、乳牛及豬隻為主。

溪洲里所生產之馬鈴薯目前與大型企業公司
簽訂契約種植，水稻統一由農會收購價格較
穩定，其他零星產業如絲瓜，是家戶皆有之
農作物，後續可多加推廣轉型為二級產業，
另牧業以梅花鹿、乳牛及豬隻為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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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筋動、動、動
土地公為什麼是
老百姓心中的神？

土地公樹有哪些樹？

土地公的手持物有什麼？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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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土地公拐？

資料參考來源

1.https://kk-trainbus888--kk.blogspot.com/2014/06/blog-
post_2626.html

2.http://www3.nccu.edu.tw/~g9254012/new_page_28.htm

3.https://www.facebook.com/LoveShengang/posts/41230478897510 
5/

4.碩士論文 台中市神岡區聚落發展及環境風水探討

(研究生:江彥達)

經過阮的探訪，發現溪州
社區毋若有豐富的在地人
文風俗、地方信仰與地方
產業外，閣發現溪州社區
先人為囝孫留下上珍貴美

好的精神文化。
The End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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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單 一

掏寶區:

牛屎崎 神岡 岸裡 溪底 大安溪

大甲溪 濁水溪 樟樹 榕樹

茄冬樹 緬梔(雞蛋花)  榕樹 樟樹

楓樹 鳳凰樹 大王椰子樹 柏樹

桂花樹

我知道:

1.溪洲古時候名稱叫______________ ，原來是哪條

河流的河床?______________

2.寫出兩種常見的土地公樹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選一種樹送給土地公當作土地公樹，並說出原因

我想要為土地公種一棵_____________樹，送給土

地公當作土地公樹。，

為甚麼?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會畫:

請畫一座石棚式土地公並且畫上一棵土地公樹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學 習 單 二

一、和土地公有關的台灣俗語:

1.田頭田尾土地公

2.得失土地公，飼無雞。

3.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敬田頭。

4 食尾牙面憂憂，食頭牙撚喙鬚。

歇後語猜謎:

1.塗豆剝殼(猜一種人)

解答:愛人 因為我們把土豆撥開就是要裡面

的土豆仁啊 愛人(愛仁)

2.土地公樹

解答:沒錯 (無剉 因為對土地公的敬仰通常

土地公樹不會被砍伐 )

二、為土地公畫卡通公仔: 動漫公司想要出

版一部以土地公為主題的動畫正在徵稿，你

心中土地公的長像是如何? 請把祂畫出來 還

要在祂頭上和手上加上裝置呵!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學 習 單 三

繪畫:神遊溪洲、溪洲印象、讀溪洲、說

溪洲畫溪洲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學 習 單 四

走讀溪洲 社區行腳
說出這次戶外教學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填填看:
1.溪州最迷你的土地公是：
_________________(廖善堂 廖厝 崎腳)土
地公。

2.芋頭採收及料理前，要記得運用什麼物
品保護雙手？_____________
手機、手鏈、手套、手帕

3.早期農村社會搬運物資皆使用
________(牛車)搬運，行經坡道較陡的
「牛屎崎」牛車速度會較緩慢，在鞭打的
過程中牛隻受到驚嚇而排遺。因為牛屎相
當多該地居民以____________(「牛屎崎」)
稱呼該坡道。

4.拜土地公通常會用到的三種金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四方金、福金、壽金、 銀紙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畫出一種溪洲的產物:

學 習 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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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臺中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輔導中心

(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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