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9月 3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周老師跟小朋友的自我介紹 

          2.田蛤仔教學 第一課  123穿新衫 

           「 一二三，穿新衫。四五六，冊愛讀。 

              七八九，不當哮。歡歡喜喜來學校。」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9月 10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田蛤仔教學 第一課  123穿新衫 

            「 一二三，穿新衫。四五六，冊愛讀。 

              七八九，不當哮。歡歡喜喜來學校。」 

          2. 田蛤仔教學 第一課  123穿新衫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9月 17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田蛤仔教學 複習第一課  123穿新衫 

            「 一二三，穿新衫。四五六，冊愛讀。 

              七八九，不當哮。歡歡喜喜來學校。」 

          2. 田蛤仔教學 第二課  小姑娘仔 

            「小姑娘仔嘴甜甜，講話笑咪咪。 

              愛讀冊，念歌詩，實在真趣味。」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9月 24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田蛤仔教學 複習第一課  123穿新衫 

            「 一二三，穿新衫。四五六，冊愛讀。 

              七八九，不當哮。歡歡喜喜來學校。」 

          2. 田蛤仔教學 第二課  小姑娘仔 

            「小姑娘仔嘴甜甜，講話笑咪咪。 

              愛讀冊，念歌詩，實在真趣味。」 

          3.利用圖片介紹牛、乳牛、綿羊、羊、貓、兔子、   

           鹿的台語名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9月 30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田蛤仔教學 複習第一課  123穿新衫 

          2.田蛤仔教學 第二課  小姑娘仔 

          3.進行田蛤仔 第三課  巴布巴布 

    「巴布巴布，阿爹飼牛，巴布巴布，阿娘飼豬。 

      巴布巴布，阿兄讀書，小弟小妹，愛吃紅龜。」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0月 8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田蛤仔教學 複習 第三課  巴布巴布 

    「巴布巴布，阿爹飼牛，巴布巴布，阿娘飼豬。 

      巴布巴布，阿兄讀書，小弟小妹，愛吃紅龜。」 

     2.田蛤仔教學  第四課 風緊來 

    「風風 風緊來，一仙給你買鳳梨； 

      風風 風緊去，一仙給你買茭芷。」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0月 15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田蛤仔教學 複習 第四課   風緊來 

    「風風 風緊來，一仙給你買鳳梨； 

      風風 風緊去，一仙給你買茭芷。」 

    2.介紹實物「茭芷」，讓小朋友摸摸看、提提看。 

    3.利用圖片，介紹鳳梨、蚯蚓、蝸牛、黃牛、綿羊、羊。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0月 22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田蛤仔教學 第五課  田蛤仔 

    「一隻田蛤仔嘴闊闊，眼睛凸凸腹肚大。 

      三更半暝欲念歌，呱呱呱呱呱呱~」 

    2.田蛤仔帶動唱 

    3.複習 一二三、小姑娘仔、巴布巴布、風緊來。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1月 05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田蛤仔教學 第六課  一日三頓 

   「一日吃三頓，一頓一碗飯。 

    配魚配肉配雞卵，青菜豆腐湯。」 

   2.一日三頓帶動唱 

   3.介紹均衡的飲食、正確的飲食習慣及態度。 

   4.複習 一二三、小姑娘仔、巴布巴布、風緊來、田蛤仔。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1月 12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 田蛤仔教學 第七課  老鼠仔          

  「有一隻老鼠，想欲偷吃米。 

   跋落去醃缸內，驚到半小死。     

2. 2.複習田蛤仔第一課~第六課 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1月 19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田蛤仔教學 第八課  吃芭樂 

           「 吃芭樂，放槍籽，吃柚仔，放蝦米。 

              吃龍眼，放木耳。吃到甘蔗斷嘴齒。」 

          2.複習田蛤仔第一課~第七課 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1月 26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複習田蛤仔 第八課  吃芭樂 

           「 吃芭樂，放槍籽，吃柚仔，放蝦米。 

              吃龍眼，放木耳。吃到甘蔗斷嘴齒。」 

          2.複習田蛤仔第一課~第七課 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2月 03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台語兒歌「賣雜細」 

          「玲瓏玲瓏賣雜細，玲瓏玲瓏賣雜細。 

           賣搖鼓的對遮過，看你想欲買啥貨。」            

          2.解釋利用實物「賣雜細」 

          3.複習田蛤仔第一課~第八課 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2月 10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利用圖片介紹各種交通工具「飛機、公車、計程車、 

       腳踏車、消防車、救護車….」     

      2..複習田蛤仔第一課~第八課 帶動唱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2月 17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利用水果圖片介紹人的五官，並讓幼兒模仿水

果形狀創作作品。 2.進行「古錐孩子唸謠」教學。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2月 24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進行田蛤仔第 10課「大家恭喜」教學  

      「正月初一早早起，大家恭喜笑咪咪， 

       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快快樂樂過新年。」 

 教學寫真：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2月 31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1.複習田蛤仔教學 第一課、第二課、 

  

123穿新衫「 一二三，穿新衫。四五六，冊愛讀。 

              七八九，不當哮。歡歡喜喜來學校。」 

小姑娘仔  「小姑娘仔嘴甜甜，講話笑咪咪。 

              愛讀冊，念歌詩，實在真趣味。」 

巴布巴布 「巴布巴布，阿爹飼牛，巴布巴布，阿娘飼豬。 

          巴布巴布，阿兄讀書，小弟小妹，愛吃紅龜。」 

 

教學寫真：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小熊班 

鄉土教學日誌 

教學日期：2008年 1月 7號 

教學地點：小熊班教室 

教學對象：小熊班學生 

教學內容： 

      1.台語歌曲「等一下」帶動唱 

 教學寫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