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幼客語新教材教師客語教學創意手冊 

(教案-10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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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位置及陳設 

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指標之 

【認知領域】1-1-6辨識物體位置的上下前後裡外 

【美感領域】2-2-5運用動作玩物及口語進行扮演。 

情境 1-1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看電視、煮飯、洗澡、上廁所、洗手、睡覺、玩玩具、看書、玩／打電腦、客廳、 

廚房、廁所、房間 

句型： 

1. 你在哪裡？我在＿＿＿＿。 

2. 你在做什麼？我在＿＿＿＿。 

3. _______在哪裡？他在＿＿＿＿（地點）＿＿＿＿＿（動詞）。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 教師展示圖卡，請幼兒分享會在各地點從事的活動，並帶入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展示客廳、廚房、廁所、房間的圖卡。 

2. 請幼兒分享會在各地點從事的活動，並由教師將幼兒的回答記錄於白板上。 

3. 教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活動圖卡並一一介紹單字。 

4. 教師將句型寫在白板上，將地點和從事的活動留下空白。 

5. 教師將地點和從事的活動圖卡隨機貼在空白處上，並帶領幼兒熟悉單字句型。 

聽力活動 

說明：以遊戲的方式帶幼兒熟悉單字句型。 

流程： 

1. 老師發給幼兒一人單字圖卡 

2. 全班幼兒找到巧拼板坐下來，由教師負責出題，如：「我在廁所」、「我在洗手」。 

3. 若句型出現該單字，拿著對應單字的幼兒就需要站起來跟著教師搭火車，班上幼兒都搭上

火車時，教師會喊「我做完全部的事情了!」，幼兒聽到後就要立刻找巧拼坐下來，沒有找

到位置的幼兒將成為下一輪遊戲的火車頭。 

4. 遊戲結束一輪後，請幼兒將圖卡傳遞下去。 

5. 待幼兒熟悉後，教師可加深題目難度將句型加長，如：「我在客廳看電視」。 

口說活動 

說明： 教師利用《走迷宮》的遊戲讓幼兒複習單字及句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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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利用螢光膠帶在教室地板隨意貼三條迷宮路線。 

2. 幼兒在出發前抽三張地點圖卡，請幼兒當關主。 

3. 遊戲開始時，幼兒以輪流擲骰子的方式，沿著地板的迷宮路線前進，遇到關主時幼兒須拿

出圖卡，並與台下幼兒進行回答。 

4. 關主和台下幼兒：你在哪裡? 參與幼兒：我在＿＿＿＿。 

5. 關主和台下幼兒：你在做什麼?  參與幼兒：我在＿＿＿＿。 

6. 幼兒完成後，就可以擊掌換下一組幼兒。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利用假日生活照分享自己的假日生活，並練習單字句型。 

流程：  

1. 活動前一個禮拜五，請幼兒於下周一時準備自己在家的生活照到校分享。 

2. 每位幼兒依序上台展示照片，並由台下幼兒詢問：「你在哪裡?」、「你在做什麼?」，並請台

上幼兒分享並做更多說明。 

活動建議 

活動一：我的家 

1. 發給幼兒圖畫紙，請幼兒畫出自己家裡的平面家庭空間。 

活動二：小小設計師 

1. 教師隨機準備積木、紙箱和其他物品(寶特瓶、布、輪胎等)，讓幼兒創作。 

2. 請幼兒分配不同主題(客廳、房間、廁所、廚房)創作出家中會出現的家具或生活用品。 

3. 將幼兒設計的作品放置於學習區中。 

活動三：小小劇場 

1. 教師帶領幼兒以工作手套製作出屬於自己的手偶。 

2. 利用學習區時間，讓幼兒進入扮演區以手偶進行操作。 

3. 教師帶領幼兒運用所學單字句型進行角色扮演，以幼兒創造的活動空間作為劇場演出情境。 

相關資源 

手指搖《我的家》 

這裡就是我的家，裡面住了很多人。 

你從窗子往裡看，爸爸正在擦地板(可依照教學單字自由替換)， 

媽媽正在洗衣服(可依照教學單字自由替換)，  

爺爺正在看報紙(可依照教學單字自由替換)， 

奶奶正在煮稀飯(可依照教學單字自由替換)，  

我正坐在馬桶上,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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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1-2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桌子、椅子、櫥櫃、手機、書包、鑰匙、袋子、水壺、鞋子、襪子、上面、下面、 

裡面、外面、前面、後面、不見了、找到了 

句型： 

1. 我的＿＿＿＿不見了！ 

2. 你有看到我的＿＿＿＿嗎？有／沒有。 

3. ＿＿＿＿在哪邊？在＿＿＿＿的＿＿＿＿。 

4. 找到了嗎？沒有耶／找到了！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以物品捉迷藏的方式作為引起動機，待幼兒找到所有物品後，一一以實物介紹單字。 

流程：  

1. 教師事先放置幾樣物品在教室各處，並提供幼兒線索，請幼兒協助尋找。 

2. 當物品找到後，由教師拿出圖卡介紹各目標單字。 

聽力活動 

說明：由教師負責出題，幼兒依照教師的指令尋找出藏匿的物品。 

流程： 

1. 將所有幼兒分組，每組派出幼兒參賽。 

2. 遊戲開始時，請參賽的幼兒轉身，由教師去藏匿物品。 

3. 接著由教師依照剛剛的藏匿地點出題：「我的＿＿＿＿在＿＿＿＿的＿＿＿＿」。 

4. 教師說完題目後，幼兒可以轉身去找出物品，最快找出物品的隊伍獲得一分。 

口說活動 

說明：以《快問快答》的遊戲，讓幼兒練習使用句型。 

流程： 

1. 教師製作單面圖卡，在幼兒身上貼物品的圖案 (如：襪子)，地板上的三角錐貼地點圖

卡。 

2. 全班幼兒分組，各選一位學生站出來，兩人隨機挑選一張圖卡，將物品的圖案那一面向外

放置於胸前。 

3. 幼兒看著自己身上的圖卡問對方：「我的＿＿＿＿在哪裡?」，接著各自向前跑到三角錐的

地方，幼兒隨意選取地板上一張圖卡再跑回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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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幼兒跑回原點後大聲說出該物品的擺放位置，較快說出來者得一分。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由教師發問，幼兒回答，藉此達到練習單字句型的目的。 

流程： 

1. 教師展示實體物品，並將實體物品放置於各處。 

2. 教師隨機問幼兒：「你有看到我的＿＿＿＿嗎？」 

3. 幼兒回答：「有/沒有。在＿＿＿＿的＿＿＿＿。」 

4. 以此循序下去，直到每名幼兒皆練習過。 

活動建議 

活動一： 扮演區《開商店》 

1. 教師將扮演角佈置成商店，並一一以客語介紹商店內的販售的物品。 

2. 老師扮演銀行，孩子扮演店員及客人。 

3. 進入扮演區前客人先到銀行領錢（每人 15元，幣值皆為 1 元），領完錢後，則可進入商店進

行買賣活動。 

4. 店員的工作為招呼客人、刷條碼、結帳、幫忙擺物品、整理物品、整理錢等。若有客人詢問

物品的擺放位置，店員須以客語回答客人。 

5. 客人可在挑選要買的東西時可以客語向櫃檯詢問物品的位置、結帳。 

6. 在活動過程中，孩子藉此扮演遊戲練習空間位置的概念。 

活動二：動物在哪裡 

1. 教師規畫積木角的擺設，提供各種顏色、形狀、大小的積木，並提供各種事先組合好的積木

牌卡。 

2. 讓幼兒依照牌卡牌出積木的組合，並放上各種動物模型。 

3. 讓幼兒依照動物的所處位置倆倆進行問答練習，以藉此熟悉方向和位置。 

(你有看到＿＿＿＿嗎? 在＿＿＿＿的＿＿＿＿。)。 

活動三：桌遊《快手疊杯》 

1. 教師放置《快手疊杯》桌遊至學習區。 

2. 幼兒分組進行活動，一位負責當裁判，兩位參與競賽。 

3. 由裁判翻出一張牌卡，兩位參賽者要依照牌卡上的空間位置和顏色排列出一樣的圖形。 

4. 此桌遊可增進幼兒對空間概念的理解。 

相關資源 

桌遊《Bunny Boo》 

桌遊內容物含有一隻兔子和三塊積木，讓幼兒依照牌卡練習排列出上面、下面、裡面、外

面、前面、後面的處所，並在遊戲過程中與他人以學單字句型練習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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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天氣變化及生病 

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指標之 

【社會領域】2-1-2 調整與建立合宜的自我照顧行為 

【認知領域】1-2-3 以圖象記錄天氣自然現象的訊息 

情境 2-1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天氣、冷、熱、下雨、晴天、陰天、風、雨傘、外套、圍巾、電風扇、冷氣、扇子、

口罩、雨衣、帽子 

句型：  

1. 今天天氣怎麼樣？ 

2. 電視說今天是晴天／陰天 

3. 今天會冷／熱／風很大/下雨，你要帶什麼出去？ 

4. 我要帶／穿＿＿＿＿出去、還有＿＿＿＿。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 教師演出各種情境，詢問幼兒在該情境中會需要哪些物品。 

流程：  

1. 教師演出各種情境(下雨天、天氣很熱、天氣很冷、風很大)。 

2. 詢問幼兒在這種狀況下會需要哪種物品，並找出教室中現有的物品。 

聽力活動 

說明： 由教師負責提供情境，幼兒依照生活經驗判斷要選擇何種物品。 

流程： 

1. 教師將所有物品散落於教室中（雨傘、外套、電風扇、冷氣、扇子、口罩、雨衣、帽

子）。 

2. 教師將幼兒分組，每組派一位幼兒參加遊戲，當教師說：「今天會冷／熱／風很大／下

雨，你要帶什麼出去？」，全組幼兒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拿該天氣所需要的物品，並穿搭在

該位幼兒身上。 

3. 待所有幼兒皆輪過一回，則結束遊戲。 

口說活動 

說明：以音樂遊戲的方式進行，讓幼兒在遊戲過程中練習說出單字。 

流程： 

1. 教師請幼兒坐在椅子上圍成一個圈，教師會給幼兒一顆球。 

2. 幼兒聽到音樂時須將球傳給旁邊的同儕。 



6 
 

3. 音樂結束時，手上拿著球的幼兒須回答教師問題。 

4. 教師提問：「今天會冷／熱／風很大／下雨，你要帶什麼出去?」 

幼兒回答：「我要帶／穿／吹＿＿＿＿。」還有________。 

5. 待所有幼兒皆輪過一回，則結束遊戲。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以情境圖卡練習各種天氣狀況中需要使用到的物品。 

流程：  

1. 教師準備四張情境圖卡，並覆蓋於白板上，在準備各種物品放置於教室前方。 

2. 請幼兒分組，其中一人翻開圖卡，並以翻到的情境圖卡大聲說出句型。 

3. 幼兒須選擇教室前方的物品配戴於身上，並大聲回答對方。 

活動建議 

活動一：天氣告示板 

1. 教師製作天氣告示板，告示板上標明日期、氣溫、降雨量、空氣指標等。 

2. 教師每日利用晨間時間公告今日的天氣狀況。 

3. 並製作天氣圖卡(晴天、陰天、颳風、下雨的圖示)邀請幼兒上台黏貼。 

活動二：自然觀察區 

1. 教師在教室內、外各掛上一支溫度計。 

2. 將「天氣記錄表」張貼於自然區，讓幼兒觀賞其他人的記錄方式。 

活動三：自創繪本 

1. 教師講述繪本《山田家的氣象預報》，並請幼兒觀察書中圖畫與故事的關係。 

2. 教師在圖書區提供空白的繪本，讓幼兒依據自己對天氣的觀察將對天氣的感覺或是經驗描

繪出來。 

相關資源 

歌曲：下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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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2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頭痛、感冒、發燒、喉嚨痛、流鼻水、肚子痛、咳嗽、打噴嚏、多喝水、多休息、 

洗手、打針、吃藥、苦 

句型： 

1. 他哪裡不舒服？ 

2. 他＿＿＿＿要怎樣才會好？要＿＿＿＿，＿＿＿＿和＿＿＿＿。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 教師以情境劇的方式讓幼兒們猜測劇情結果，並帶入單字句型。 

流程：  

1. 由教師演出各種情境，請幼兒猜測事情的後果。 

(1) 洗完澡沒有把頭髮吹乾，就坐在電風扇前面吹風。(頭痛) 

(2) 外面下雨了卻淋著雨出門玩。(感冒、發燒、流鼻水、咳嗽、打噴嚏等) 

(3) 玩過泥巴之後沒有洗手就吃午餐。(肚子痛) 

2. 教師拿出圖卡帶領幼兒認識單字，並加深幼兒印象。 

聽力活動 

說明：以《眼明手快》的遊戲帶領幼兒熟悉單字。 

流程： 

1. 教師準備圖卡，並貼在白板上或黏在椅子上。 

2. 由教師負責出題，幼兒聽到題目後須穿過呼拉圈、挑戰河石、烏龜墊等。 

3. 穿過體能器材後，幼兒拍取對應的圖卡。 

口說活動 

說明： 以《比手畫腳》的遊戲，提供幼兒練習口說的機會。 

流程： 

1. 教師邀請幼兒上台，以抽籤的方式選出要表演的情境。 

2. 演出結束後，由教師負責詢問台下幼兒：「他怎麼了?」 

3. 台下幼兒依據判斷來回答：「他＿＿＿＿。」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教師將此對話應用於每日的晨間點名。 

流程：  

1. 教師利用每日的晨間時光進行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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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有幼兒今日請假，可讓幼兒練習以客語詢問該名幼兒的狀況，並由教師回答。 

活動建議 

活動一：健康大富翁 

1. 教師自製改編版的《健康大富翁》放於學習區，幼兒分組進行遊戲。 

2. 玩法：幼兒骰骰子後，依照步數前進，走到每一格時會有一個情境題，幼兒須依照情境判斷

該行為是否正確(是非題)。例如：吃飯前要先洗手。 

3. 若走到機會或命運的時候，幼兒要翻開一張覆蓋的牌卡，並依照上面的問題回答(簡答題)。

例如：生病的時候該怎麼照顧自己? 

4. 最先抵達終點的幼兒可獲得「健康身體守護神」的徽章。 

活動二：「我長大了」學習單 

1. 教師印製「我長大了」的學習單，標題寫下「我會自己＿＿＿＿了。」 

2. 請幼兒思考自己在學校裡學會哪些照顧自己的行為。 

3. 並將自己在從事該行為的表現畫出來。 

活動三：我會自己量體溫 

1. 教師教導幼兒如何使用溫度計，並讓幼兒知道體溫和身體狀況間的關係。 

2. 待幼兒了解使用方式後，於每日的入園時間時讓幼兒自己測量體溫並記錄。 

3. 教師也可以在紀錄單上畫上表情符號，分別代表身體狀況良好、普通、不舒服，讓幼兒依照

自己的身體狀況來勾選。 

相關資源 

《感冒歌》歌曲中出現教學目標的單字時，可將該單字替換成客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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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三：清潔好寶寶 

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指標之 

【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2-2-3 熟練日常清潔保健自理行為 

【語文領域】2-3-1 敍說時表達其經驗觀點與感受 

情境 3-1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流汗、乾淨／髒、洗澡、肥皂、洗髮精、毛巾、開／關水、擦／抹、沖／淋、 

乾／濕、臉、頭髮、身體、手、腳 

句型： 

1. 哪邊弄髒了？＿＿＿＿髒了，要洗一洗！ 

2. 要幫你拿什麼？幫我拿＿＿＿＿。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 以清潔相關繪本帶入主要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講述清潔相關繪本，如：帥帥王子不洗澡。 

2. 閱讀到一半時，教師請幼兒幫忙想辦法如何解決人際問題。 

3. 教師將幼兒的回答記錄於黑白上，並繼續閱讀繪本。 

4. 繪本結束後，教師以白板上的記錄介紹單字句型。 

聽力活動 

說明： 以改編版的《大風吹》遊戲，讓幼兒熟悉單字。 

流程： 

1. 教師準備椅子任意擺放，並隨機貼上單字圖卡。 

2. 教師邀請幼兒邊拍手邉練習邊繞著椅子。 

3. 當老師大喊單字時，幼兒要盡快坐到貼有對應圖卡的座位上，動作最快的獲勝。  

口說活動 

說明：教師以《小火車接力賽》的遊戲，讓幼兒輪流問答。 

流程： 

1. 教師先複習個單字的唸法。 

2. 發給幼兒單字圖卡，並請全班圍成一個大圓圈。 

3. 由一位幼兒站在中間當發號施令者，例如教師說：「頭髮髒了，要洗一洗。」 

4. 拿有「頭髮」圖卡的幼兒就可以出來接隊伍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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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著由其他幼兒問：「要幫你拿什麼?」 

6. 發號施令者幼兒要說：「幫我拿＿＿＿＿。」 

7. 而拿有該物品圖卡的幼兒就可以出來接在隊伍後面。 

8. 以此類推，直到所有幼兒都被點到為止。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以《接力賽》的方式讓幼兒倆倆練習問答。 

流程：  

1. 教師隨機將幼兒分隊，各發給各隊一把接力棒，並在不遠處放置椅子作為折返點。 

2. 遊戲開始時，第一棒幼兒跑到折返處後折返，交棒時須從教師手中抽出一支籤，並大聲

說：「＿＿＿＿髒了，要洗一洗。」下一棒幼兒則可隨機替換物品自由回答。 

3. 完成對話後，下一棒幼兒才可以出發，以此類推。 

4. 最先完成的隊伍獲勝。 

活動建議 

活動一：美容店開張了 

1. 教師在學習區中準備各種剪髮工具、洗髮用品，營造出美髮院的情境。 

2. 幼兒可以輪流扮演客人和美髮師，進行扮演遊戲，扮演過程中可以讓幼兒熟悉清潔頭髮的流

程。 

活動二：美容師的學徒 

1. 教師舉辦美髮大賽，邀請幾位幼兒扮演客人，幾位幼兒扮演美髮師，並以洗頭的項目進行比

賽。 

2. 服務最周到、最細心洗髮步驟也最確實的美容師可以獲得「美髮大師」的頭銜。 

3. 其他幼兒若想進入美髮院工作則可以應徵美髮師的學徒，先擔任美髮師的助理，藉由一來一

往的過程中熟悉日常清潔的保健行為，並練習相關對話。 

活動三：洗手歌 

1. 利用巧虎《洗手歌》，教師於每日的用餐時間時以此歌曲作為轉銜活動。 

2. 由教師帶領幼兒一邊歌唱一邊做出洗手的步驟。 

3. 待幼兒熟悉洗手步驟後，也可邀請幼兒上台擔任小老師帶領其他幼兒做動作。 

4. 歌曲結束後，讓幼兒輪流至洗手台洗手準備用餐。 

相關資源 

繪本《帥帥王子不洗澡》 

歌曲：兒歌《頭兒肩膀膝腳趾》 

原曲：頭兒肩膀膝腳趾，       改編：頭髮身體手和腳， 

      膝腳趾，膝腳趾，             手和腳，手和腳， 

      頭兒肩膀膝腳趾，             頭髮身體手和腳， 

      膝腳趾，膝腳趾，             手和腳，手和腳， 

      眼耳鼻和口。                 全都洗乾淨。 



11 
 

情境 3-2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洗臉、刷牙、洗手、上廁所、起床、睡覺、吃早餐、上學去、沖水、換衣服、牙膏、 

牙刷、衞生紙、枕頭、棉被、碗、筷、湯匙、書包 

句型：  

1. 起床了！先去＿＿＿＿，再去＿＿＿＿。 

2. 今天要帶什麼？今天要帶_________和_________。 

3. 你的＿＿＿＿在哪邊？我的＿＿＿＿在那邊啊！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教師以提問的方式帶領幼兒認識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詢問幼兒在幼兒園中的一日生活作息。 

2. 將幼兒的回答記錄於白板上，再詢問幼兒會使用到的物品。 

3. 接著展示實體物品，介紹教學單字。 

聽力活動 

說明：以《前線救援》的遊戲，讓幼兒認識各種物品。 

流程： 

1. 將全班分隊，每隊派出一位代表站在教師前方。 

2. 由教師負責出題：「今天要帶＿＿＿＿和＿＿＿＿。」 

3. 最先蒐集到物品並交給前方的代表的隊伍獲勝。 

4. 教師可依據幼兒的熟悉程度增加物品的數量。 

口說活動 

說明： 以《炸彈蹦蹦蹦》的遊戲，帶領幼兒複習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將炸彈圖卡和單字圖卡混合放在一起，並將全班分組，每組各給十分。 

2. 然後全班起立，老師將圖卡依序翻給全班看要求全班跟著唸，如：「湯匙（客語）」，全班

需跟著用客語唸出來。 

3. 若翻到炸彈圖卡，全班須假裝被炸到坐下或倒下，最慢坐下的那一組扣一分，若不分組，

則最後坐下的人出局並坐下。 

對話模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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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教師結合每日放學的叮嚀，先提醒幼兒要攜帶的物品，再以教學單字句型與幼兒進行

問答對話。 

流程：  

1. 每日放學前，由教師提醒幼兒明日要攜帶的物品(例如：周五時將棉被帶回家清洗，周一

再帶來)。 

2. 接著以抽籤的方式隨機詢問幼兒：「明天要帶什麼?」 

3. 再請幼兒以教師的叮嚀回答：「明天要帶＿＿＿＿和＿＿＿＿。」 

活動建議 

活動一：小組創作關於上學的繪本 

1. 教師請幼兒以小組為單位。 

2. 幼兒可互相討論想要繪製的內容，彼此分享認為幼兒園中包含哪些活動。 

3. 幼兒自行分配好工作後，可向教師領取空白的紙張並開始工作。 

4. 待組別完成創作後，由教師將圖畫定裝成冊，並輪流上台分享。 

活動二：聯想 tempo 

1. 教師請全班幼兒圍圈坐下。 

2. 教師示範遊戲的節奏(雙手拍大腿-拍手-左手比讚-右手比讚 共 4 拍) 

3. 當教師說「牙刷」，後面的人需要立刻接上「牙刷的功能或用處」。回答完後再換該人出題，

以此類推 (在回答的同時，說話的速度皆要在節奏上)。 

4. 後面所說的物品功能不能與前面的人重複。 

5. 讓節奏亂掉的人需要進懲罰。 

活動三：小小值日生報告 

1. 教師每日安排幼兒當值日生，值日生負責監督其他幼兒的例行性自我照顧行為。 

2. 教師利用每日的放學時間邀請幼兒上台分享今日對同學們的觀察。 

3. 教師可鼓勵幼兒欣賞別人的表現，當幼兒發現其他人的缺失時，由教師以討論的方式與幼兒

共同想出解決辦法，並鼓勵幼兒彼此督促。 

相關資源 

1. 各式廣告單 

教師可準備多種賣場的廣告傳單，讓幼兒以剪貼的方式製作通知單，提醒家長和幼兒下週須到

待學校的物品。 

2. 繪本《我愛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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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四：學校的一天 

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指標之 

【社會領域】2-2-2 理解他人感受和需求, 展現同理或關懷行動 

【情緒領域】2-2-1 運用動作表情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 

情境 4-1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老師、爸爸、媽媽、阿姨、伯伯、叔叔、早安／午安／再見、上課、下課、 

吃午餐、吃點心、睡午覺、畫圖、聽故事、跑步、唱歌、跳舞、好玩／不好玩、玩沙子 

句型：  

1. ________，早安／午安／再見／明天見。 

2. 上課時間你在做什麼？我在＿＿＿＿。 

3. 下課時間呢？我和朋友在＿＿＿＿。 

4. 好玩嗎？好玩／不好玩。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教師以演戲的方式帶出生活用語，並讓幼兒判斷各對話的時間點。 

流程： 

1. 一位教師扮演成學生，與另一位教師問候。 

2. 請幼兒依照劇情猜測該情境的時間點。 

3. 並請幼兒依照情境排列出順序。 

聽力活動 

說明：以判斷時間的方式，讓幼兒認識各個時間的問候語。 

流程： 

1. 教師準備三個時鐘，分別調整至 8 點、12 點、4點，再搭配早上、中午、下午會做事情的

圖卡，幼兒能清楚辨別。 

2. 教師將幼兒分隊進行競賽。 

3. 由教師負責發號施令，當教師說：「早安」，幼兒就要選擇正確的時鐘並站到該時鐘前面。 

4. 遊戲結束後答對最多人的組別獲勝。 

口說活動 

說明：教師以音樂律動結合遊戲，讓幼兒互相做練習。 

流程： 

1. 遊戲開始時，請全班幼兒分散站立於教室各處。 

2. 由教師手拿鈴鼓，當教師拍一下鈴鼓，幼兒即可移動一步。 



14 
 

3. 將鈴鼓停止時，由教師給予幼兒情境，請幼兒與最近的同學互相問候。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利用每日的作息時間，與幼兒問候。 

流程：  

1. 將教學句型張貼於教室外，由教師每日主動與幼兒問候。 

2. 於午餐結束後，請收拾完的幼兒與教師問候，再進入教室午睡。 

活動建議 

活動一：小天使、小主人 

1. 以抽籤的方式，幫幼兒安排一位小天使和小主人。 

2. 小主人為幼兒要關懷、照顧的對象。 

3. 小天使為負責照顧你的人。 

4. 抽籤完成後，幼兒可以知道自己的小主人，並實際展現行動。 

5. 而教師不能告訴幼兒小天使是誰，讓幼兒自己去感受他人的照顧和關懷。 

6. 由教師設定一個期限，待時間到了之後，請幼兒猜猜看自己的小天使是誰，並從哪些方面猜

出來。 

活動二：心情日曆 

1. 帶領幼兒製作心情日曆，幼兒可自己畫上自己各種心情時的表情。 

2. 每日到校時，幼兒將心情日曆放置於桌上，並依照自己的心情隨時調整。 

3. 提醒幼兒可以依據他人的心情狀態給予關心和照顧。 

活動三：小班長 

1. 教師每日安排一位小班長，小班長的工作內容為要帶領全班與教師問候。 

2. 每日進入課程前、午餐前、放學時，由小班長發號施令向教師問候和道別。 

相關資源 

繪本《早安，午安，晚安》 

由教師講述繪本，當繪本中出現關鍵字時，可邀請幼兒一起大聲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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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4-2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高興、生氣、難過、哭、笑、踢人、推人、排隊、站起來、坐下、安靜／吵、 

一起玩、吵架、打架、罵人、對不起、沒關係 

句型： 

1. 他感覺怎樣？   他很＿＿＿＿高興／難過／生氣。 

2. 為什麼？因為和朋友＿＿＿＿吵架／大家都很吵。 

3. 為什麼打架？因為他＿＿＿＿打人／踢人／罵人／推人。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教師閱讀情緒相關的繪本，並擷取繪本圖案來帶領幼兒回顧內容，並帶入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閱讀情緒相關繪本，如：彩色怪獸。 

2. 教師事先列印出情緒怪獸在高興、難過、生氣時的圖案。 

3. 教師展示圖卡帶領幼兒回顧故事內容，並請幼兒分享自己在什麼狀況下會有該情緒。 

4. 教師以情緒怪獸的圖卡介紹單字句型。 

聽力活動 

說明：以《保護圖卡大作戰》的遊戲，讓幼兒熟悉教學單字。 

流程： 

1. 教師發給每位幼兒表情圖案黏貼於衣服上。 

2. 遊戲開始前，全班幼兒分散站於教室各處，由教師負責出題，當教師說「開心」後，貼有

開心圖卡的幼兒要保護自己的圖卡，而其他幼兒可以想辦法拿到該張圖卡則獲勝。 

3. 每次的攻守時間僅有 5秒鐘，由教師負責發號施令。 

4. 圖卡被搶走的幼兒可以再獲得一張新的圖卡，但於活動結束後準備一小段表演。 

口說活動 

說明： 以《梅花梅花幾月開》的遊戲，讓幼兒練習熟悉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請幼兒站著圍成一個圈，選一位幼兒擔任關主。 

2. 其他幼兒會討論題目（高興、生氣、難過），選定題目後幼兒再圍成一個圈，手牽著手把

關主圍起來。 

3. 幼兒手牽手、轉圈圈的一起說：「請問請問他怎麼了?」，關主：「他很高興／難過／生

氣。」 

4. 關主沒有猜中幼兒訂定的題目時，幼兒會說：「你再想想看。」，關主猜中時，幼兒要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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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跑開，關主要去觸碰幼兒，被碰到的幼兒成為下一關的關主。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以默劇劇場的方式邀請幼兒上台表演，並由台下幼兒回答，以此練習對話。 

流程：  

1. 教師邀請幼兒上台表演，由教師負責出題。 

2. 請幼兒依照情境表演出當下可能會有的反應。 

3. 並由教師問：「他感覺怎麼樣?」，其他幼兒回答：「他很_______。」 

活動建議 

活動一：學習區《心的秘密基地》 

1. 教師設置心情角，並在心情角中放置娃娃、畫圖工具、衛生紙、氣球等。 

2. 當幼兒有情緒想要宣洩時可以進入心情角盡情表達。 

3. 心情角中一次僅能有一位幼兒進入。 

活動二：心情田地 

1. 教師利用保麗龍盒、槌子、釘子和塑膠花設置班級的心情田地。 

2. 當幼兒心情不好時可以在保麗龍上釘上釘子。 

3. 當有幼兒今日的心情很美好時，可以拔下保麗龍上的塑膠釘子並插入塑膠花。 

4. 每日放學前，教師可邀請今日至心情田地從事活動的幼兒與大家分享心中的難過和開心，並

讓幼兒互相鼓勵。 

活動三：圍裙劇場 

1. 教師準備貼有魔鬼氈的圍裙放置於學習區。 

2. 教師印製五官的圖卡(眉毛、嘴巴、眼睛、鼻子、耳朵)，並在圖卡背後貼上魔鬼氈。 

3. 幼兒可以自由組合五官圖卡，拼湊出不同的表情，並進行扮演遊戲。 

相關資源 

繪本《你的心情好嗎？》、《彩色怪獸》 

教師講述繪本，帶領幼兒認識各種的情緒，並適時在繪本中複習教學單字。 

 

  



17 
 

情境五：一起出去玩 

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指標之 

【語文領域】1-7-2 知道能使用文字記錄與說明 

【美感領域】1-2-3 覺察並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感官經驗與情緒經驗 

情境 5-1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果汁、茶、汽水、牛奶、白開水、飯、麵、麵包、漢堡、炸雞、薯條、公園、圖書

館、百貨公司、口渴、肚子餓、吃東西、買東西、喝、吃 

句型：  

1. 你想去哪裡玩？我想去＿＿＿＿玩。 

2. 你會口渴／肚子餓嗎？會／不會。 

3. 你要喝／吃什麼？我要吃＿＿＿＿ 我要吃_________。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 教師拿出各種食物，請幼兒試吃，並請幼兒猜測吃到的食物為何，接著以實體物品介

紹單字。 

流程：  

1. 教師將飲料裝入個飲料杯中，並請幼兒試喝飲料，並猜測為何種飲料。 

2. 答案揭曉後，教師介紹各種飲料。 

3. 教師準備各種食物，並邀請六位幼兒上台矇住眼睛，試吃各食物。 

4. 最後拿著食物介紹教學單字句型。 

聽力活動 

說明：以《踩步伐》的方式讓幼兒練習 

流程： 

1. 教師準備單字圖卡，並將所有圖卡散落於教室地板上。 

2. 每次邀請幼兒出來進行遊戲，幼兒可以隨意站在場上任何位置。 

3. 由教師負責出題，並且說出一個數字，例如：「果汁，5」，該數字代表幼兒可以行動的步

數，幼兒若能在該步數內站於圖卡上方，則獲得勝利。 

口說活動 

說明：以《打保齡球》的遊戲，讓幼兒複習單字。  

流程： 

1. 教師準備裝一點水的寶特瓶，將單字字條綁在每個瓶子的外面。 

2. 教師將幼兒分組，遊戲規則是要使用球把全部的瓶子都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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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瓶子後，要大聲念出該單字，和下一位幼兒擊掌。 

4. 全隊幼兒玩成後，則結束遊戲。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以《傳話接力賽》的方式，讓幼兒兩人一組練習對答。 

流程：  

1. 教師將單字圖卡放置於教室前方，並將幼兒分隊進行接力賽。 

2. 第一棒幼兒要以雙腳跳的方式跳至圖卡處，選擇一張圖卡折返，與第二棒交接時要問：

「你要吃/喝什麼?」，第二棒幼兒要以他手上的圖卡來回答。 

3. 對答練習完後，第一棒幼兒將圖卡交給第二棒，第二棒要再雙腳跳至教室前方換一張圖

卡，以此類推。 

4. 最快完成的隊伍獲勝。 

活動建議 

活動一：商店開張囉！ 

1. 教師將幼兒分組開設不同商店，分別為飲料店、速食店、小吃店。 

2. 請幼兒自行畫出商店中會販售的物品，並製作菜單和價目表。 

活動二：來去買東西 

1. 商店佈置完成之後，由各組的幼兒自行協調值班時間，沒有值班的幼兒則可擔任小客人。 

2. 由教師發下紙幣，以 1元為單位，幼兒每人可拿到 20 元。 

3. 教師再發給幼兒採購清單，記錄自己採買的物品，需要寫上商品名稱和價位。 

4. 每週由教師幫忙統計生意最好的店家，並頒發「銷售第一」獎。 

活動三：果汁小達人 

1. 由教師準備水果、工具、果汁機、砂糖、開水，與幼兒討論各種原料的效果和工具的功能，

帶領幼兒實際調配果汁。 

2. 幼兒以組為單位先討論果汁的比例應是如何，並記錄於紙張上。 

3. 各組依照構想調配，並記錄每一次的口感和改良方式。 

4. 各組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比例調製和參賽，並邀請其他班的教師和幼兒擔任小裁判，選出最受

歡迎的果汁。 

相關資源 

手指搖《漢堡、薯條》 

圓圓的，圓圓的，是漢堡。 

長長的，長長的，是薯條。 

漢堡烤好了沒有? 還沒有。 

薯條炸好了沒有? 

炸好了! 

啊~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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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5-2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高高的、漂亮的、可愛的、可怕的、樹、草、山、石頭、房子、花、鳥、蟲、螞蟻、

螃蟹、水桶、球、雲、海邊 

句型： 

1. 你要帶什麼去？我要帶＿＿＿＿和＿＿＿＿。 

2.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 

3. 你還有看到什麼？我還有看到＿＿＿＿ 和＿＿＿＿。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說明：藉由戶外觀察，激發幼兒觀察身邊事物，並帶入單字句型。 

流程：  

1. 教師帶領全班幼兒至戶外巡禮。 

2. 請幼兒記下在戶外巡禮中所看見的事物。 

3. 回到教室後，請幼兒上台分享，並由教師一一介紹客語單字。 

聽力活動 

說明：以改編版的《鬼抓人》遊戲，讓幼兒熟習單字。 

流程： 

1. 教師帶領至戶外進行遊戲。 

2. 當教師說：「我看到＿＿＿＿」，幼兒就必須立刻去觸碰該物品。 

3. 教師出完題目後可以去抓沒有碰到該物品的幼兒。 

4. 累積三次失敗的幼兒回到教室後要表演一首歌曲。 

口說活動 

說明：以投球選圖卡的方式練習與教師對話。 

流程： 

1. 教師在將圖卡貼上魔鬼氈，並黏貼於白板上。 

2. 請幼兒投出黏黏球，黏黏球貼到某圖卡上後，由教師詢問：「你看到什麼?」 

3. 幼兒則依照圖卡來回答：「我看到＿＿＿＿。」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以《翻翻樂》的方式讓幼兒互相做對答。 

流程：  

1. 教師準備每個單字的兩張圖卡，並覆蓋於白板上。 

2. 將全部幼兒分隊，並排成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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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兒輪流上台翻開兩張字卡，翻開字卡後兩位幼兒互相對答：「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 

4. 若幼兒翻到兩張一樣的圖卡，則該隊伍獲得一分。 

活動建議 

活動一： 瞎子摸象 

1. 教師在教室中央放置幾張椅子作為障礙物。 

2. 請孩子眼睛矇上眼罩，一個一個輪流慢慢在教室走一圈。 

3. 活動結束後，請幼兒分享活動中的感受。 

活動二：音樂會說話 

1. 教師隨機播放各種風格的音樂，請幼兒依照音樂給人的感受畫出線條或圖案。 

2. 活動結束後，請幼兒展示自己的畫作並分享自己聽到音樂的心情、聯想到的事物。 

活動三：學習單分享 

1. 教師發給幼兒學習單，學習單以「我覺得最＿＿＿＿的」為主題。 

2. 幼兒可以自行選擇讓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事物進行繪製。 

3. 並邀請幼兒於團體時間與所有幼兒分享。 

相關資源 

歌曲《我的家》 

原曲：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改編：我家門前有大樹，後面有山坡。 

   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    山坡上面有白雲，白雲白如雪。 

   小河裡，有白鵝，鵝兒戲綠波。    草地裡，有螞蟻，螞蟻勤做工。 

   戲弄綠波，鵝兒快樂，昂首唱清歌。  藍天白雲，蟲鳴鳥叫，心情多歡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