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9月 1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曉嵐老師與幼兒的自我介紹。 

           2台語故事：利用繪本「啵啵上街買菜」認識水果名稱。 

           3.遊戲~買菜唷: 請幼兒起來買菜並將蔬果名稱念出來。 

＊教學照片： 

  

台語自我介紹 台語故事：啵啵上街買菜 

  

認識水果名稱 買菜唷~誰要買香蕉 

 

＊教學省思：看到教具推車出現，小朋友的注意力馬上被吸引，專心

聽著故事，也踴躍的參加買菜的遊戲。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9月 8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介紹身體的五官。 

            2.用台語念自己的五官 

            3.遊戲:我的五官在哪裡。           

            4.兒歌：數字歌。  

＊教學照片： 

  

五官有哪些？ 用台語念自己的五官 

  

遊戲：我的五官在哪裡？ 兒歌：數字歌 

＊教學省思：玩我的五官在哪裡時，小朋友大都可以馬上的找到並跟

著一起念。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9月 15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身體的五官。 

            2.兒歌:我的身軀 

    「我的雙手，摸東摸西。我的頭殼，真正厲害。 

      目睭面頂，兩撇目眉。腹肚中央、一粒肚臍。」 

            3.遊戲:拍拍手。 

            4.兒歌：阿財  

    「阿財阿財，天頂跋落來。拔一下真厲害，真厲害。 

      有目晭，無目眉，有喙鬚，無下頦。 

      有腹肚，無肚臍，你講奇怪不奇怪。真奇怪，真奇怪。」    

＊教學照片： 

  
複習五官的台語說法 用台語念自己的五官 

  

兒歌：我的身軀 兒歌：阿財 

＊教學省思：唱我的身軀時，和隔壁小朋友一起互動，讓小朋友都覺得很有趣。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0月 06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數字歌。 

            2.圖卡故事:你好我好大家好 

            3.複習兒歌：阿財  

＊教學照片： 

  

複習兒歌:數字歌 圖卡故事 

  

用情境故事介紹台語說法 複習兒歌：阿財 

＊教學省思：用圖卡說故事，和幼兒的生活情境接近，每個人都很融

入故事中。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0月 13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招呼用語。 

            2.繪本故事:誰是第一名 

             3.介紹繪本中的物品與顏色 

             4.複習兒歌:數字歌、阿財 

    「我的雙手，摸東摸西。我的頭殼，真正厲害。 

      目睭面頂，兩撇目眉。腹肚中央、一粒肚臍。 

    「阿財阿財，天頂跋落來。拔一下真厲害，真厲害。 

      有目晭，無目眉，有喙鬚，無下頦。 

      有腹肚，無肚臍，你講奇怪不奇怪。真奇怪，真奇怪。」    

＊教學照片： 

  

複習招呼用語 繪本故事:誰是第一名 

  
介紹書中的數概念 複習兒歌：阿財 

＊教學省思：誰是第一名的繪本充滿不同的畫作，很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0月 20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招呼用語:你好、再會、歹勢、謝謝。 

            2.圖卡介紹:男生、女生和各種稱呼  

             3.圖卡句子延伸:妹妹歹勢、阿嬤再會 

             4.練習兒歌:老鼠 

           「老鼠老鼠愛吃瓜子，樹頭樹尾爬上爬下。 

             相追相抓七逃真開心。」    

＊教學照片： 

  
複習招呼用語 圖卡介紹 

  

圖卡接龍 教唱兒歌：老鼠 

＊教學省思：稱呼和招呼用語和生活情境接近，幼兒都很認真的上課唷。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0月 27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兒歌:老鼠  

            2.教唱兒歌:運動埕 

             3.介紹不同運動動作的念法 

             4.認識場所圖卡:教室、圖書室、健康中心… 

             5.練習兒歌: 運動埕 

             「運動埕，真好耍，您咧做體操， 

               阮咧番輾斗，個咧抛拋走，看啥教敖走。」    

＊教學照片： 

  
教唱兒歌:運動埕 介紹不同運動動作 

  
認識學校各地方的名稱 練習兒歌：運動埕 

＊教學省思：小孩最喜歡運動了，在看科達練習番詪斗時，大家都笑哈哈。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1月 3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兒歌:運動埕  

            2.介紹情境圖:教念地點和數字的念法 

             3.唱跳兒歌:運動埕 

             4.複習兒歌:老鼠、數字歌. 

             5.教唱兒歌: 黏仔腳 

             「運動埕，真好耍，您咧做體操， 

               阮咧番輾斗，個咧抛拋走，看啥教敖走。」    

＊教學照片： 

  
圖卡介紹 情境圖介紹 

  
唱跳兒歌:運動埕 教唱兒歌：黏仔腳 

＊教學省思：今天慶生會後上母語，小孩明顯得很興奮，秩序尚須要加強。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1月 10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介紹顏色:利用不同顏色的小花海報介紹念法。  

            2.彩色花仙子:選選看什麼顏色在哪裡? 

             3.小小眼睛找找看:找找看彩色筆盒中各種顏色在哪 

               裡? 

             4.紅橙黃綠藍靛紫:依照老師的指令，選出正確的顏色  

               來畫圖。 

＊教學照片： 

  
顏色介紹 找找看顏色在哪裡? 

  
選選看一樣顏色在哪裡? 紅橙黃綠藍靛紫 

＊教學省思：最後的畫圖活動，可以簡單的評量小孩是否都認識各種顏色的念

法，小孩大都也選出正確的顏色。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1月 24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利用電子白板聽兒歌。  

            2.念唱兒歌:阿寶感冒 

          “阿寶阿寶去散步，半路柱著西北雨。 

            衫仔褲沃甲詹糊糊，哈秋哈秋，轉來煞感冒。” 

             3.跳兒歌:阿寶感冒 

              

＊教學照片： 

  
架設電子白板 念唱兒歌:阿寶感冒 

  
看影片唱跳兒歌:阿寶感冒 唱跳兒歌 

＊教學省思：為了架設電子白板，花了些時間，下次上課前會先架好。兒歌內



容和生活經驗相近，小朋友念的朗朗上口。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2月 1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繪本故事:我希望我也生病。  

            2.複習兒歌:阿寶感冒 

        “阿寶阿寶去散步，半路柱著西北雨。 

          衫仔褲沃甲詹糊糊，哈秋哈秋，轉來煞感冒。” 

             3.唱跳兒歌: 阿寶感冒 

             4.生病用語念讀:”發燒、拍咳嗽、腹肚疼、流鼻空血”  

＊教學照片： 

  
繪本故事:我希望我也生病 說故事 

  
唱跳兒歌:阿寶感冒 生病用語念讀 

＊教學省思：電子白板正式啟用，運用在教學中小朋友反應都不錯，不過單槍



架於地面，常要重新定位，希望可以有機會讓單槍架在上方，會更方便。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2月 8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兒歌:阿寶感冒。  

            2.複習生病用語:”發燒、拍咳嗽、腹肚疼、流鼻空血” 

             3.教念生病用語 2: 脫輪、頭愣、擦著、近視、匯齒疼 

             4.活動:我生病了:”發燒、拍咳嗽、腹肚疼、流鼻空血”  

               5.教唱兒歌:破病 

    ”病菌病菌心肝嘿，害我破病無爽快，注射食藥仔照步來，菌病菌妹狡怪” 

 

＊教學照片： 

  
複習兒歌:阿寶感冒 複習生病用語 1 

  
教念生病用語 2 唱跳兒歌:破病 

＊教學省思：用動作介紹不同生病的念法，讓小孩容易記憶，很快就記起來念



法了。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2月 15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繪本故事:眼睛的故事。  

            2.討論眼睛的功用和保護眼睛的方法 

             3.護眼體操: 大家一起護護眼 

             

 

＊教學照片： 

  
繪本故事:眼睛的故事 討論眼睛外觀與功用 

  
介紹護眼體操 眼睛動一動~護眼體操 

＊教學省思：護眼體操小孩很認真的隨著手指轉動眼珠，希望在課堂之外小孩



也是可以主動的保護眼睛。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2月 27號 星期一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繪本故事:小狗出生了。  

            2.介紹不同動物的名稱。 

             3.教唱聖誕老公公的兒歌。 

＊教學照片： 

  
繪本故事:小狗出生了 介紹不同動物名稱 

  
模仿動物動作 教唱兒歌:聖誕老阿伯 

＊教學省思：回顧聖誕節，教唱聖誕老公公的兒歌，為小孩聖誕節的活動劃下

完美的句點。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0年 12月 27號 星期一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生病用語:”發燒、拍咳嗽、腹肚疼、流鼻空血”。  

            2.複習生病用語 2:“脫輪、頭愣、擦著、近視、匯齒疼 

             3.教念生病用語 3:”開刀、量血壓、挽匯齒、抽血。 

             4.複習兒歌:破病 

    ”病菌病菌心肝嘿，害我破病無爽快，注射食藥仔照步來，菌病菌妹狡怪” 

 

＊教學照片： 

  
複習生病用語 介紹生病用語 3 

  
教念生病用語 3 複習兒歌:破病 

＊教學省思：用動作介紹不同生病的念法，讓小孩容易記憶，很快就記起來念

法了。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1年 1月 5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介紹生活中常見的電器用品(圖卡):冷氣、熱水器、吹風機、電鍋、

熨斗、冰箱、洗衣機、音響、果汁機。  

            2.大家變一變:利用動作讓幼兒熟悉各電器用品 

             3.一起動一動 : 抽圖片做出動作 

             4.教唱兒歌:電器變把戲 

                ”電器電器針嗸變把戲  

                  洗衫機 洗衫省工袂費氣   電視機 精彩節目滿滿是   

                  冷氣機  熱天變甲冷支支  電冰箱  好食物冰甲鮮鮮鮮”  

＊教學照片： 

  
複習兒歌:阿寶感冒 複習生病用語 1 

  
教念生病用語 2 唱跳兒歌:破病 

＊教學省思：大家變變變用動作來模仿不同的電器產品，小孩邊玩邊記憶，念得很不錯。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1年 1月 12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介紹節慶名稱(圖卡):元旦、元宵節、肉粽節、教師節…。  

            2.介紹一星期的名稱: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禮拜 

             3.可以做什麼:訪問幼兒每一天想要做什麼事。 

             4.編唱兒歌:電器變把戲 

                ”拜一看煙火  拜二逛夜市  拜三逛動物園  拜四玩具 

                  拜五去糖藝家玩  拜六看電影  禮拜看表演”  

＊教學照片： 

  
節慶介紹 介紹元宵節 

 
 

教念星期的念法 編唱兒歌:每天做的事 

＊教學省思：介紹一星期的念法，與小孩生活中每天做的事情結合，自己編唱

的兒歌，會記的更深。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鯨魚班 

母語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11年 1月 19號 星期三 

＊教學地點：鯨魚班教室 

＊教學內容：  
           1.複習節慶名稱(圖卡):元旦、元宵節、肉粽節、教師節…。  

            2.複習星期名稱(圖卡):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禮拜 

             3.複習電器用品名稱(圖卡):冷氣、熱水器、吹風機、電鍋、熨斗、冰 

                                       箱、洗衣機、音響、果汁機 

             4.叮咚叮咚我會念:依圖卡回答正確的念法。 

＊教學照片： 

＊教學省思：回顧一學期來的教學，從叮咚叮咚我會念的活動中，也評量了幼

兒的學習。  

 

  

複習節慶 複習電器 

  

複習生活用具 唱跳兒歌: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