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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勢附幼 104 學年的「faˊbu 藝想世界」客語主題教學計畫行事曆 

 日期 主題 中文主題教學大綱 鄉土語言教學大綱 

1 9/21~9/25 花與節慶(一) 1. 中秋節的由來與傳說 

2. 桂花凍製作 

3. 剝柚子活動及品嘗 

4. 做中秋月餅 

5. 親子烤肉 

9/23 

單字：八月半、看月華、月  

 光、月餅、柚仔、炕肉、 

 屋下人、團圓、打嘴鼓。 

問句：八月半你愛麼个？  

答句：𠊎愛同屋下人共下看月  

   華。  

童謠：月光光 

2 9/28~10/16 

 

花布的秘密 

 

＊花布的類型 

1. 花布上的花卉 

2. 花卉排行榜 

3. 花布上的色系 

 

9/30 

單字：牡丹花、菊花、油桐花、  

 竹仔、燈籠花、蘭花、恁靚、  

 恁鬧。 

問句：麼个花最靚？ 

答句：（）花最靚。 

唸謠：禾畢仔。  

10/7 

單字：紅色、吊菜色、白色、  

 黃色、藍色、青色、水紅色、 

 柑仔色。 

問句：你中意麼个色个花布？ 

答句：𠊎中意（）色个花布。 

唸謠：色彩萬花筒 

＊花布的符號 

1. 花布上的圖案 

2. 客家花布元素 

3. 台灣花布元素 

4. 日本花布介紹 

5. 世界花布介紹 

10/14 

單字：花、花盎仔、扇仔、人 

 公仔、動物、狗仔、貓仔、  

 卡通、得人惜、被單、枕頭。 

  

問句：你个被單有麼个圖樣？ 

答句：𠊎个被單有（）。 

唸謠：𠊎个寶貝（自編） 

3 10/19~10/30 花布店之旅 

 

1. 芸竹工房 

2. 西勢客家文物館 

3. 客家文化園區 

 

 

 花與節慶(二) ＊萬聖節 

1. 認識杭菊 

10/21 

單字：糖仔、搞怪、皮帶、耳 



2 
 

2. DIY 杭菊巧克力 

＊奇花異服 

1. 使用花布創作服裝配

備 

2. 我的怪物(創作怪物

畫)  

3. 社區之群魔亂舞 

環、鈸鍊、手錶仔、皮包仔。 

  

問句：你愛麼个色个皮包仔？ 

答句：𠊎愛（）色个皮包仔。 

唸謠：配衫褲 

 大家來染布 

 

1. 介紹植物染及用途 

2. 認識校園中的天然染

劑~福木 

3. 染布的步驟 

4. 創意染布製作 

5. 素面布搥花印染 

 

10/28 

單字：藍衫、鐵鎚仔、樹葉仔、 

 石頭、樹奶、筷仔、浸、洗。 

 

問句：這領衫恁靚，係麼个衫？ 

答句：這領係客家藍衫。 

唸謠：客家衣裳 

4. 11/2~11/30 花布創意 DIY 1. 穿線遊戲 

2. 客家花布娃娃  

3. 手工花布髮飾                                    

4. 手工花布抱枕                                         

5. 手工花布沙包                                            

6. 手工花布包製作 

7. 手帕槌印 

8. 手工花布書 

9. 客家花布小斗笠 

10/21 

單字：裙、洋裝、帽仔、球鞋、 

 拖鞋、襪、運動衫、水衣、 

 西裝。 

  

問句：你今晡日愛著麼个衫？ 

答句：𠊎今晡日愛著運動衫。 

唸謠：著衫褲 

 11/11 

單字：沙包、跳索仔、紙鷂仔、 

 雞毛毽仔、彈珠、霓霓仔、 

 極樂仔。 

 

問句：你最好搞麼个玩具？ 

答句：𠊎最好搞沙包。 

唸謠：好搞个童玩 

花布之旅 1. 李家花布紙傘的製作

過程 

2. 美濃客家文物館及民

俗村的客家花布裝置

探尋 

 

11/18 

單字：公車、腳踏車、機車、 

 轎車、火車、高鐵、飛行機。  

 

問句：你等愛仰仔去？ 

答句：𠊎等愛坐（）車去。 

唸謠：交通工具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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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美濃、油紙遮、看表演、 

 翕相、坐車仔、唱山歌。 

 

問句：你天光日愛去哪尞？ 

答句：𠊎天光日愛去美濃尞。 

唸謠：遶尞美濃庄（自編） 

5. 12/1~12/31 唱唱跳跳花仙

子 

1. 音樂欣賞~花的歌曲 

2. 律動~油桐花.春神來

了 

3. 戲劇欣賞 

4. 戲劇活動 

5. 花布小船划船賽 

 

12/2 

單字：唱歌、油桐花、五月雪、 

 花開吔、蜂仔、揚葉仔、草 

 青青。 

問句：你知油桐花又安到麼个 

答句：油桐花又安到五月雪。 

童謠：油桐花 

 12/2 

單字：春、夏、秋、冬、涼爽、 

 熱人、涼、寒人、好天、落  

 雨天、烏陰天。 

 

問句：今晡日个天時仰吔？ 

答句：今晡日蓋寒人。 

童謠：四季無相同 

花與節慶(三) ＊聖誕節 

1. 聖誕傳說 與故事 

2. 聖誕老人送禮物來(騎

馴鹿送禮物競賽)  

3. 驚喜玫瑰餅乾製作 

認識玫瑰及材料 

DIY 驚喜玫瑰餅乾 

4. 影片欣賞~雪人 

    影片賞析討論 

    畫出想要雪人完成的 

    願望 

12/16 

單字：聖誕節、聖誕老阿公、 

 禮物、等路、講古。 

 

問句：你等朝晨食麼个點心？ 

答句：𠊎等朝晨食个點心係牛 

   奶。 

童謠：聖誕歌 

 12/23 

單字：玫瑰花、餅仔、麵粉、 

 雞卵、糖、鹽、牛奶、豆奶。 

 

問句：你等朝晨食麼个點心？ 

答句：𠊎等朝晨食个點心係牛 

   奶。 

童謠：食麼个點心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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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雞卵糕、白頭公粄、米 

 糊粄、面帕粄、米篩目、粢 

 粑仔。 

  

問句：你常食个客家點心係麼 

 个？ 

答句：𠊎常食个客家點心係 

 （）。 

唸謠：糕餅 

6. 1/4~1/15 花與節慶(四) ＊過年 

1. 年的傳說與故事 

2. 年節的食物介紹 

3. 甜甜蜜蜜---製作巧克

力麵包 

4. 舞獅遊戲 

5. 到社區拜年 

6. 團團圓圓---搓湯圓 

7. 親子圍爐活動  

1/6 

單字：過年、清明、五月節、 

 七月半、八月半、冬至。 

 

問句：你過好過麼个節？ 

答句：𠊎過好過年。 

唸謠：𠊎喜歡過年過節 

    

   1/13 

單字：過年、打紙炮、貼對聯、 

  紅包、甜粄、蘿蔔粄、發粄。 

 

問句：你好食麼个粄仔？ 

答句：𠊎好食（）粄仔。 

唸謠：加一歲 

7. 2/15~3/11 花的故事與傳

說 

＊盤花的故事及由來 

1. 六堆客家九香花的介

紹 

2. 九香花的分類配對 

3. 盤花花材介紹 

＊客家盤花比賽 

1. 盤花達人示範 

2. 小朋友盤花 PK 賽 

3. 美勞活動~花朵點點

畫 

＊客家五花 

1. 客家五花介紹 

2. 自編兒歌~客家五花 

3. 客家 5 花配對遊戲 

單字：唱歌、跳舞、畫圖、看 

 書、看花、新丁花、夜合、 

 含笑、桂花、樹蘭、玉蘭、 

 芙蓉、扁柏、圓粄花、白花 

 仔、絲仔花、盡香。 

 

問句：1.你个興趣係麼个？ 

   2.麼个花最靚？ 

答句：1.𠊎个興趣係唱歌。 

      2.（）花最靚。 

童謠：跳舞、玉蘭花、 

   客家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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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家 5 花剪影遊戲 

5. 客家 5 花圖卡配對 

＊耆老說故事 

花與節慶(四) 1. 元宵節 

2. 元宵故事 

3. 乞龜活動 

4. 搖元宵 

5. 花布燈籠製作 

單字：禮拜一、禮拜二、禮拜 

 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 

 六、禮拜日、1-12 月、1-30   

 日、正月半、新丁粄、圓粄 

 仔、揣令仔、燈籠、看花燈、 

 尖炮城。 

 

問句：你个生日在麼个時節？ 

答句：𠊎个生日（）月（）號。 

唸謠：禮拜幾、尖炮城。 

8. 3/14~6/24 幼兒園變變變 ＊教室的變身 

1. 參觀美崙村牆壁彩繪 

2. 教室天花板彩繪 

＊走廊的變身(屋頂)                 

1. 台灣各地花布裝置藝

術及彩繪欣賞 

2. 走廊花布裝置佈置 

＊牆壁的變身                       

1. 世界壁畫村欣賞 

2. 牆壁變身 DIY 

單字：教室、桌仔、凳仔、玩 

 具、門、窗仔、電扇、電火、 

  

問句：你个教室有麼个？ 

答句：𠊎个教室有（）。 

唸謠：鬧熱个教室、𠊎个教室 

花與節慶(五) ＊母親節 

1. 母親節由來與故事 

2. 繪本~紅花布的秘密 

     阿嬤的花布背帶 

1. 體驗活動~阿嬤的花

布背帶 

2. 母親節卡片 DIY 

3. DIY 康乃馨餅乾 

4. 唱遊~康乃馨花 

單字：屋下人、阿公、阿婆、 

 阿爸、阿姆、阿哥、阿姊、 

 老弟、老妹；看電視、洗身、 

 洗衫、煮飯、煮菜、看報紙、 

 運動、寫字、看書。 

 

問句：你在屋下會做麼个？ 

答句：𠊎同老妹共下看電視。 

唸謠：屋家人、𠊎个家庭、 

   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