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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超級比一比】

1. 目標詞語：人物名稱、“早上好”短
語。

2. 學生只要能清楚說出本課目標詞語即
可，其他詞語以認識為主。

3. 教師張貼圖卡：誰（本課人物）、做什
麼（課本裡出現過的動作）。

4. 教師邀請學生上前來一起參與活動，以
個人、小組或是大班的方式來進行；也

能多位學生一起合作比出動作。

5. 學生抽取圖卡，其他學生猜是誰在做什
麼。

教學提示一

㈠暖身活動
 1.  教師播放早上和晚上的聲音，並張貼“早
上”和“晚上”圖卡。

 2.  教師準備許多早晨和晚上的圖片，讓學生
分類。

㈡對話教學一：早上好
 1.  教師拿著“早上”的圖卡、並引導學生觀
察課本P.4情境圖。

 2.  讓學生藉由動作連結“早上”→“早上
好”：教師做出起床的動作，然後走到一

位學生面前，向學生說並出示“早上好”

圖卡；再做出洗臉的動作，再走到另一位

學生面前說：“早上好”。

 3.  示範完後，出示許多早晨會做的活動圖
片，例如：吃早飯、刷牙、洗澡、穿衣服

等，邀請一位學生做出任一動作，然後走

到任一位學生面前說：“早上好”，被問

到的學生選擇一張圖片，接續下去。

 4.  教學過程裡沒學過的詞彙，也可邊做動作邊
複誦出來，例如：刷牙、洗臉、洗澡等。

	 對話教學二：　　　早上好。

㈢詞彙教學
 1. 爸爸、媽媽、哥哥：
  1  透過圖卡讓學生知道“爸爸”兩個字

是一樣的。

  2  先讓學生認識單一個字的讀法，教師
再示範“爸爸”的正確發音。

  3  藉由多個類似的詞彙，讓學生知道兩
個一樣的字放在一起時，會發生奇妙

的變化。

 2.  早上：張貼“早上”圖卡，教師播放蟲
鳴、鳥叫、雞啼等聲音，並做出起床的動

作，以及出示日出的圖片，讓學生理解

“早上”的意思。

 3.  晚上：張貼“晚上”圖卡，播放打鼾的聲
音、星星、月亮等圖片，或是做出睡覺的

動作，讓學生理解“晚上”的意思。

㈣綜合活動：大風吹
 1. 學生圍成圓圈，教師也加入學生。
 2.  每一位學生分配兩張人物卡，並貼在顯眼
處（例如：頭上、手上、腳上等）。

 3.  活動開始後，學生必須仔細聆聽教師所說

的詞彙後（爸爸、媽媽、哥哥等），尋找

該生詞的人物卡在誰身上。

 4.  找到擁有該人物卡的同學後，大聲說出：
“　　　  早上好。”另一位也必須回
應：“　　　 早上好。”才完成配對。
（教師監督並給予協助）

 5.  完成配對的小組可以得到兩分；沒有配對
到的人可以來找教師，並大聲對教師說：

“老師，早上好。”完成後可得到一分。

 6.  教師示範→兩位學生示範→三位學生示範
→活動開始。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P.5情境圖，做出
煮飯的動作，接著指出課本人物，並說出

“媽媽”，張貼圖卡；做出“舀粥”的動

作，指出人物並說出“爸爸”，張貼圖

卡，並完成小香、哥哥以及小狗。

 2.  猜猜看：教師分別做出課本裡不同人物的
動作，學生則必須大聲說出教師做的動作

是哪一個人物，例如：教師做出倒水的動

作，學生大聲回答：“哥哥”。（教師在

做動作的同時，也可以說出動作的中文名

稱，例如：煎蛋餅、舀粥、喝豆漿等。之

後邀請學生做動作，其他的學生猜。）

 3.  人物複習完後，邀請一名學生，將“爸
爸”的圖卡交給學生拿在胸前，教師假

裝從遠處走來，利用肢體語言表現出

“看”，再說出：“爸爸，早上好！”邀

請學生也回應：“早上好！” 
 4.  教師將數張不同的人物卡隨機發給學生。
教師念到的人物必須站起來，大家一齊大

聲地向他們問早，提示該人物學生也要做

出回應。

課前說明一

㈠場景說明
一天早晨，媽媽正在廚房裡煎蛋餅

準備早餐，爸爸幫大家舀粥，哥哥幫大

家倒豆漿，小香則是剛起床，站在房間

門口和家人道早安。同時，餐桌旁的小

狗也在和狗爸爸大狗只有一隻說早安。

㈡教具準備
 1. 單元圖卡。
 2. 人物圖卡數張。
 3. 早上和晚上的相關圖片數張。
 4.  2W圖卡：誰（本課人物）、做什麼
（課本裡出現過的動作）。

 5.  聲音（早上和晚上常聽見的聲音）。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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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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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人氣王】

1. 每位學生手上有3張“你好”卷，並讓
學生在3張上面都寫上自己的名字。

2. 向你的同學問好即可從他手上獲得一張
“你好”卷，問過的人不可再問一次。

3. 一分鐘過後，看誰的手上有最多“你
好”卷，即可向教師兌換小禮物。

教學提示一

㈠暖身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觀看課本P.6裡的人物，用手

分別指出情境圖裡的人物，讓學生回想人

物，並說出人物名稱（媽媽、小香）。

 2.  教師做出起床、刷牙、洗臉等動作後，走
向一位學生，邀請其他學生給出反應：

“早上好！”教師再重複一次：“　　　 
早上好！”接著這位學生再選擇另一位同

學問好：“　　　 早上”
㈡對話教學：場景一
 1. 觀看P.6課文情境圖。
 2.  藉由背上書包和走路的肢體動作帶出“上
學”詞語，並利用圖片解釋鄰居，張貼

“你好”圖卡。

 3.  教師演示，扮演路人，路上碰見了認識的
人說：“你好。”

 4.  教師介紹“小鳥”和“大樹”的中文名
稱，張貼圖卡，再利用肢體比出小鳥和說

的動作，小鳥說：“你好。”

 5.  張貼家族成員圖卡：爸爸、媽媽、哥哥
等，引導學生邊做動作邊向旁邊的同學

㈢詞彙教學：你好
 1.  教師走進教室，揮揮手向學生說你好，為
了避免學生搞混為“再見”，可將“再

見”設定為揮揮雙手，並做出要離開教室

的樣子。

 2.  隨機利用點名活動做鞏固練習：“　　　 
你好”，被叫到的學生要回應：“老師你

好”。　　

㈣綜合活動：配對遊戲
 1.  每位學生分配一張圖卡，圖卡內容可變
換。（家族成員和課本裡出現過的動物）

 2. 最快配對三張圖卡即可獲勝。
 3.  爸爸找到媽媽後，兩位學生要分別說：
“爸爸你好”、“媽媽你好”。再找到第

三位家族成員後，三個人互相完成問好即

可獲勝。

 4.  教師示範→兩位學生示範→三位學生示範
→活動開始。

說：“你好”，例如：爸爸可以比鬍子的

動作。

㈡對話教學二：場景二
 1. 觀看P.7課文情境圖。
 2.  引導學生觀看情境圖，張貼圖卡“學
校”、“教師”、“學生”。

 3.  指著情境圖裡教師的圖片，示意學生回
應：“教師”，教師搭配肢體語言向學生

打招呼：“你好”，再示意學生回應：

“你好”。

 4.  教師隨機抽點學生詢問：“　　  你
好！”“　　　早上好！”再讓學生詢問

下一位學生。

 5.  複習本課人物，並搭配“你好”、“早上
好”卡片進行活動。

  1  教師示範遇到不同人物的打招呼方

式，例如：看到家人和教師的打招呼

方式有什麼不同。（教師自行結合當

地打招呼文化）

  2  拿出不同人物的圖卡，讓學生練習對
話。

課前說明二

㈠場景說明
 場景： 吃完早餐後，媽媽帶著小香去幼

兒園上學，途中遇到了鄰居爺

爺，小香很有禮貌地向鄰居爺爺

說早安，路旁的樹上，小鳥之間

也在彼此道早安。

 場景： 來到了學校，教室裡有的人在看
書，有的人在堆積木，還有人在

整理書包。小香在教室外看到教

師，從門口對著教室內的教師

說：“早上好！”

㈡教具準備
 1. 單元圖卡。
 2. 動物圖片。
 3. “你好”卡片數張。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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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樹

贴照片或画一画，完成你的家族树。一

二

三

一起玩游戲一起玩游戲我會認一認我會認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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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Head-Up】
1. 目標：複習、鞏固家庭成員中文名稱。
2. 一位學生將圖卡舉在額頭，台下的學生
用肢體動作比出圖卡內容，舉著圖卡的

學生用中文說出圖卡名稱。

3. 全班：學生輪流前來抽取圖卡，全班在
限制時間內答對15題後，可獲得小獎
勵。

（也可改為個人或小組競賽）

教學提示三

㈠暖身活動
 1. 利用圖卡複習家庭成員。
 2.  複習課本情境圖，教師帶讀。例如：爸爸
說“早上好”，媽媽說“早上好”、小香

“說老師你好”等。

㈡認字活動
 ▲漢字“一”、“二”、“三”
 1.  透過圖片，讓學生認識每個國家1和2的念

法或代表1的符號。例如英語(one)、日語
（いち）、韓語（일、하나）、義大利語

（Uno）、泰文（๑、หนึ่ง）等。
 2.  觀看課本圖片，陸續張貼相關圖卡，例
如：一隻貓、一隻狗、一隻小鳥等，再張

貼“漢字一”圖卡，教師帶讀。

 3.  教師利用遊戲互動光碟和書空的方式，讓
學生理解漢字書寫的規則。

 4. 配對遊戲
  1  將有圖案的圖卡打亂放到桌子上，圖

卡內容為1、2和3的相關圖片。（一隻
貓、兩隻狗、三隻小鳥等）

  2    將漢字“一”、“二”、“三”張貼

的中文名稱。

 3. 製作家族樹
  1  教師發下家族樹畫紙。

  2  教師先協助學生將家族樹的成員位置

規劃出來。

  3 學生再將家庭成員畫在正確的位置。

  4 向大家說出家庭成員。

到白板，學生拿起桌上圖卡並將圖片正

確歸類。

㈢習寫活動：
 1. 教師發給學生沙盤，先利用遊戲互動光碟
以及書空的方式帶學生練習一次，再讓學

生在沙盤上練習，巡視課堂觀察學生練習

狀況。

 2. 提醒學生漢字書寫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
基本原則。

 3. 學生利用沙盤，先用自己的手指頭練習，
再利用鉛筆上頭橡皮擦的部分在沙盤裡練

習寫字。

㈣一起玩遊戲：家族樹
 1.  引導學生觀察課本P.9，詢問學生看到了什

麼？（爸爸、媽媽、哥哥、小香、大樹、

小狗等）

 2.  教師示範：介紹教師的家族樹，模仿課
本，在白板上畫一棵大樹，貼上爸爸媽媽

圖卡後向下延伸，再貼上“我”、“哥

哥”、“妹妹”、“姐姐”和“弟弟”等

圖卡，利用圖片讓學生認識各個家族成員

課前說明三

㈠教具準備
 1. 練習寫字用沙盤。
 2. 遊戲互動光碟。
 3. 資料：不同國家的1怎麼寫。

4.  1和2的相關圖片（一隻狗、貓、小鳥
等）。

 5. 太陽、小草圖片。
 6. 家庭成員圖卡。
 7. 家庭樹畫紙。
 8. 畫圖文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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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一張自己和家人的照片，再說一說照片裡有誰。

5

Stick and Say

5

書冊1.indb   5 2018/6/27   下午 01:58:31

聽一聽，對的畫○，錯的畫  。  7

Listen and Check

1 2

3 4

3

書冊1.indb   3 2018/6/27   下午 0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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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 and Read Aloud
貼上正確的貼紙，再說一說。

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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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建議

1. 可以先用一些實體的東西，帶著學生複習數
數。例如：有三枝白板筆，練習數“1、2、
3”；拿出三枝鉛筆，練習數“1、2、3”。
舉著三枝原子筆，練習數“1、2、3”。

2. 當學生說出“1”的時候，教師可以拿出
“一”的字卡展示，當學生說出“2”的時
候，教師可以拿出“二”的字卡顯示，當學

生說出“3”的時候，教師可以拿出“三”
的字卡展示，加強數字的漢字連結。完成

後，可在白板顯示阿拉伯數字和漢字數字的

連結。

3. 練習完畢後，再請學生根據圖片的動物數
量，先數一數，再連到正確的數量漢字。

4. 若作答有困難的學生，可以請他在每張圖片
中的動物，數一隻就寫上1，數兩隻就寫上
1、2，數三隻就寫上1、2、3，然後對照白
板上的顯示圖，應可作答。

教學建議

1. 可請學生帶一張自己家人的照片，貼於框
中，加以分享。

2. 分享的句型可以有
 教師問:“照片中有幾個人? ”學生答:“有 
　　　人。”

 教師問:“這是你的誰?”學生答: “這是我的
　　　。”

3. 向學生說明：“如果早上的時候，大家來到
幼兒園，如果我們看到某某的爸爸，我們想

跟他問好，我們可以說:“某某爸爸，早上
好”或“某某媽媽，早上好”，引導學生日

後可以在生活中獨立運用該句型向長輩問

好。

教學建議

1. 教師可以先帶著學生複習人物詞彙。“爸
爸”、“媽媽”、“哥哥”。

2. 教師可以拿著人物圖上，問學生說: “這是
誰?”學生則回答 :“這是爸爸。”以此類
推。

3. 人物複習完畢之後，再請學生找到家庭成員
名稱貼紙，看著該頁的人物圖卡，貼上正確

的貼紙。如果作答有困難的學生，可以建議

搭配讀本課文內頁作答。

4. 接著教師用肢體帶著學生認識“早上”、
“晚上”，可以問學生說，白天可以做些

什麼事?學生若回答“上學”，就可以比出
“上學”的動作，晚上又可以做些什麼事? 
學生若回答可以“睡覺”，就可以比出“睡

覺”的動作，加強學生的印象。

5. 接著請同學找到正確的貼紙，貼在圖片的下
方。如果作答有困難的學生，可以請他們觀

察這兩張圖片的差異，一張是太陽，一張是

月亮，再加以引導，應可作答。

教學建議

1. 教師先帶著學生認識第一張圖，並且邀請學
生模仿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聲音，向

班上同學說“早上好”。

2. 再拿出人物的圖卡(爸爸、媽媽、教師)，搭
配時間圖卡，將早上的圖片貼在白板上，手

上拿著人物圖片，問學生說：“現在是早

上，如果我們看見爸爸，要問好的話，要

說⋯⋯早上好！”手中卡片示意，帶著學

生說出“爸爸，早上好！”“媽媽，早上

好！”“教師，早上好！”

3. 接著，可以將白板上的時間換成晚上，再帶
著學生複習一次，說出“爸爸，晚上好！”

“媽媽，晚上好！”“教師，晚上好！”

4. 練習完畢後，再帶著學生觀察這四張圖，並
且播放第一題聽力，教導學生若圖意與音檔

吻合，則在右下框中畫○，反之畫X
 唯要注意的是，學生可能將題號順序弄混，
可請教師放慢速度，確認完畢後再繼續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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