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你幾歲 課程綱要第一課 How Old Are You　Curriculum Guidelines   Unit 1你幾歲第一課 Unit 1
Program of Inquiry探究計畫

Reading Texts A: How old are you?
B: I’m five years old. Words for recognition Month, day

Theme Vocabulary Four years old, five years old, 
six years old Activities Happy birthday to you

More practice
Happy birthday!
Mommy, how old am I? You’re 
one year old.

Curriculum Outlines  

Settings and Story

One day, three kids are discussing about their ages at the school playground. Xiaoming asks Xiaoxiang, 
�How old are you?� Xiaoxiang (shows five fingers with one hand) says, �I’m five years old.� A Japanese girl 
(shows six fingers with two hands) says, �I’m six years old.� A Korean boy runs to them (shows four fingers with 
one hand) and says, �I’m four years old.�

Objectives of Teaching 

1. Being able to ask others �How old are you?�
2. Being able to tell the age. 
3.  Understanding the order of �four years old�, �five 

years old�, and �six years old�.
4.  Understa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for �day� and 
�month�.

5. Being able to sing a Chinese birthday song.

Aims of Learning 

1.  Students learn vocabulary through pictures, sounds 
and TPR.

2. Students use target language in various activities.
3.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age numbers go up every 

year. 
4. Respect for others.
5. Participation in class activities and group work.

Program of Inquiry for Learners Aged 4~5

Who we are
Central idea
The physical changes that one experiences from 
birth to present.
Key concepts: changes, causes
Related concepts: physical changes 
Lines of inquiry: 
1.  Differences between being an infant and my  

 present age.
2. Discover my physical changes.
Learners’ objective: inquirers, balanced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Central idea
Bodies and ages change when growing up.
Key concepts: changes, causes
Related concepts: growth, changes of ages
Lines of Inquiry: 
1. Growing up.
2. My changes.
3. My age.
Learners’ objective: reflective, thinkers

Programme of Inquiry for Learners Aged 5~6

Who we are
Central idea
Changes that come along when growing up.
Key concepts: functions, causes
Related concepts: changes, growth
Lines of inquiry: 
1. The meaning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2. We change as we grow older. 
Learners’ objective: inquirers, reflective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Central idea
Sharing the greetings and birthday song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Key concepts: functions, contact
Related concepts: culture, blessings, differences
Lines of Inquiry: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thdays and growth.
2. The meanings of a birthday song.
3. The feelings of expressing or receiving a blessing. 
Learners’ objective: communicators, open-minded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A：你幾歲？
B：我五歲。

我  會
認一認

月、日

替 換
詞 彙

四歲、五歲、六歲 一起玩游戲 祝你生日快樂

練 習
更 多

‧生日快樂。
‧媽媽，我幾歲？／你一歲。

故事概要

某一天在學校操場上，三人正在討論年紀，小明問小香“你幾歲？”小香（伸出單手比出五）說

“我五歲。”日本小女孩（伸出雙手比出六）說“我六歲。”有一個韓國小男孩（單手比出四），邊

朝他們跑來邊大喊“我四歲。”

學習目標教學目標

1. 詢問他人“你幾歲？”
2. 正確回答自己幾歲。
3. 理解“四歲”“五歲”“六歲”年紀的順序。
4. 認識漢字“日”“月”與代表的意義。
5. 學會一首中文版生日快樂歌。

1.  藉由多種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意義。
2.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正確說出詞彙和短句。
3. 理解年紀會隨著時間增加而增加。
4.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5.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從出生到現階段，身體上有不同變化

重要概念：變化、原因

相關概念：身體的變化

探究線索： ① 出生的嬰兒與現在的我的差別 
②發現自己身體的變化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全面發展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隨著成長身體及年齡也會有變化

重要概念：變化、原因

相關概念：成長、年紀變化

探究線索： ①年紀逐年增長 
②變得不一樣 
③我幾歲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 思考者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每個人隨著成長過程會有所變化

重要概念：功能、原因

相關概念：變化性、成長

探究線索： ①慶生的意義 
②年齡增長的過程變化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反思著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分享不同國家的生日祝賀詞、生日快樂歌曲

重要概念： 功能、聯繫
相關概念：文化、祝福、差異性

探究線索：  ①過生日和成長的相關性 
②生日快樂歌傳達意義 
③在表達或接受祝福之後的感覺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胸襟開闊的人

Program of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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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ì

歲
suì

五
wǔ

歲
suì

六
liù

歲
suì

我五歲。

你幾歲？

你幾歲第一課 替換詞匯替換詞匯

2

3

4 5

教學提示一

㈠暖身活動
 1.  教師播放嬰兒從出生成長至目前各歷程的
影片。

 2. 教師準備六張1～6歲的幼兒圖卡，請學生
依年紀順序由小排到大。

㈡對話教學一： 你幾歲？ 
我　　　歲

 1. 教師拿出1～6歲幼兒圖卡，介紹1～6歲詞
彙卡，並引導學生觀察配對1～6歲幼兒圖
卡與成長過程影片。

 2. 配對過程中，教師指導學生說出“我一
歲。”“我兩歲。”等句型練習，引導

學生找出自己的年紀詞彙卡並說出“我 
　　　歲。”

 3. 教師拿出紙偶用角色對話方式簡單說明課
文中的故事，重複說出“你幾歲？”“我

　　　歲。”的句型。

 4. 說完故事，男女生分AB兩組，A組問“你
幾歲？”B組回答“我　　　歲。”之後
兩組可輪流進行問答。

 3. 教師可以將圖卡順序對調，請學生按照順
序排列1～6歲詞彙卡及幼兒圖卡的順序，
引導學生說出一至六歲的詞彙。

㈣綜合活動：傳球游戲
 1. 教師將1～6歲幼兒圖卡和1～6歲詞彙卡、
蛋糕圖卡放在白板， 學生圍成圓圈。

 2. 活動開始，教師播放祝你生日快樂歌曲，
並將一顆球交給學生傳遞，等音樂停止，

學生即停止傳球。

 3. 球傳到某位學生手上，該位學生要問大家
“你幾歲？”教師指出詞彙卡“四歲”

“五歲”“六歲”其中一張，其他學生要

回答“我　　　歲。”該位學生必須到白

板找出正確詞彙卡，並在下面畫出正確的

蠟燭數量。

 4. 完成後繼續播放音樂、繼續傳球，直至整
首音樂結束。 

 

 5. 教師可使用紙偶請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練習對話句型“你幾歲？”“我　　　

歲。”

㈢詞彙教學
 1. 四歲、五歲、六歲：
  1 教師將1～6歲詞彙卡放在白板上，在每

張詞彙卡下面擺放一個蛋糕圖卡。

  2 先讓學生練習認識1～6歲詞彙卡，並
念出1～6歲詞彙；教師在1歲詞彙卡下
的蛋糕圖卡上畫一根蠟燭，並複誦“1
歲”讓學生了解一歲的意思，接下來請

學生協助畫出2～6歲的蠟燭並複誦詞
彙。

  3 藉由為1～6歲詞彙卡和蛋糕圖卡畫蠟燭
的活動，了解國字一至六的數概念，及

四歲、五歲、六歲的意思。

 2. 教師將1～6歲的幼兒圖卡及1～6歲詞彙
卡、蛋糕圖卡放在白板，請學生將幼兒圖

片和詞彙卡進行配對。請學生為1～6歲詞
彙卡下的每一個蛋糕畫上正確數量的蠟

燭，讓學生了解不同年紀的差異。

延伸活動

【漢字拼一拼】

1. 展示四五六的部件，請學生練習拼成漢字
四、五、六。

2. 練習後分組比賽，由教師抽詞彙卡，請學
生進行部件拼字，看哪一組最快完成部件

拼字，並正確念出所拼的字。

3. 教師也可念出數字，請學生分組做部件拼
字比賽。

課前說明一

㈠場景說明
操場上，小明和小香、日本小女

孩在討論年紀，小明提問“你幾歲？”

小香伸出單手比出五（代表5歲）並說
“我五歲。”日本小女孩伸出雙手比出

六（代表6歲）；不遠處有一個韓國小
男孩單手比出四，朝他們跑來。

㈡教具準備
 1. 單元圖卡（1～6歲幼兒代表圖片）。
 2. 課文主角紙偶。
 3.  由出生至目前的成長影片（約3分

鐘）。

 4. 1～6歲詞彙卡。
 5. 蛋糕圖卡。
 6. 球。
 7.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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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更多練習更多

生日快樂！

媽媽，我幾歲？

生日快樂！

你一歲。

4

6 7

教學提示

㈠暖身活動
 1. 教師播放兒歌音樂“祝你生日快樂”引起
動機，拿著蛋糕圖卡，帶著學生一起唱

“祝你生日快樂”兒歌。

 2. 教師可以播放不同國家版本的“祝你生日
快樂歌”請會唱的學生一起唱。

㈡對話教學：場景一
 1. 引導幼兒看P.6課文情境圖，教師問學生
誰在過生日，引導學生發現今天是小香的

生日。教師問學生“今天是小香的生日，

我們可以對她說什麼？”提示學生在歌曲

裡有出現“生日快樂”教師拿出“生日快

樂”句子卡引導學生說出“生日快樂”的

句型。

 2. 教師拿紙偶扮演課文中的角色，小香要說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爸爸、哥哥

要對小香說“生日快樂。”

 3. 請學生輪流扮演劇中的角色，練習對小香
說“生日快樂。”

一個蛋糕，並將生日快樂的中空字體上

色）。

 2. 互相送給班上的同伴，並試著跟對方說
“生日快樂。” 

㈢對話教學：場景二
 1. 教師展示由出生至目前的成長圖卡，並說
明每個階段的特徵（躺、坐、爬、站、走

等）。

 2. 藉由展示的六張幼兒成長圖卡，按照順
序，從一歲幼兒圖卡下方放蛋糕圖卡與蠟

燭圖卡，以此類推每增加一歲就增加一根

蠟燭，讓學生了解每過一次生日就增加一

歲的概念。

 3. 接下來教師請六位學生各自拿幼兒成長圖
卡，請另外六名拿蠟燭圖卡，教師按照順

序問拿幼兒成長圖卡的學生“你幾歲？”

學生必須回答“我一歲。”拿蠟燭圖卡的

學生拿一根蠟燭代表一歲，並說出“生日

快樂。”以此類推，到六歲。

㈣詞彙教學：生日快樂
 ‧ 教師播放“生日快樂”歌曲，並請學生互贈

生日卡片，說“生日快樂。”藉由實際活動

了解詞彙意義。

㈤綜合活動：生日快樂卡
 1. 教師請學生製作一張生日卡片（簡單畫

延伸活動

【寫一手好字】

1. 準備春聯紙（印上「生日快樂」中空
字）、毛筆、墨水。

2. 教師展示中國的書法範例，並請學生用毛
筆描繪生日快樂字體。

課前說明一

㈠場景說明
 場景一： 今天是小香的生日，大家正在

幫小香慶祝，準備了生日蛋糕

和生日禮物，爸爸正在幫他們

拍照，大家跟小香說“生日快

樂。”

 場景二： 小香和媽媽一起看相片，相片
中小香從出生、學爬、學走

路，一直到現在，小香對不同

相片中自己的年紀感到好奇。

㈡教具準備
 1.  不同國家版本的“祝你生日快樂”歌

音樂。

 2. 蛋糕圖卡、蠟燭圖卡。
 3.  白紙（印有“生日快樂〞空體字）、

蠟筆。

 4. “生日快樂”句子卡。
 5. 由出生至目前的成長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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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認一認我會認一認

祝你生日快樂

一起玩游戲一起玩游戲

祝你 生日快 樂，祝你 生日快 樂。 祝你 生日快

樂，祝你 生日快 樂。

5 6

8 9

教學提示三

㈠暖身活動
 1. 教師播放祝你生日快樂歌曲，引導學生閱
讀課文情境圖片，問學生“他幾歲？”引

導學生觀察蠟燭後回答“五歲。”

 2. 教師透過課本情境圖，複習“你幾歲？”
“我五歲。”“生日快樂。”等句型。

㈡認字活動
 ▲漢字“日”“月”
 1. 請學生觀看課文中的漢字圖片，引導學生
認識“日”“月”的形狀，以及介紹文字

意義，“日”代表的是太陽，也就是早

上，“月”代表的是月亮也就是晚上。

 2. 教師準備白紙和日曆紙，每位學生分別拿
兩張白紙和一張月曆紙，將月曆紙上的日

和月剪下來，分別貼在兩張白紙上，請學

生分別為日和月的白紙畫背景圖，例如：

“日” 畫上早上的景象，“月”畫上晚
上的景象。

指定作業

‧配合讀本P.4～9指導學生完成游戲本P.2～5
的練習，游戲本教學建議請參考本書P.20～
21進行。

㈢習寫活動（僅供參考，請視學生能力進行）
 ‧教師發給學生畫圖文具，教師準備日和月
空體字卡，並用不同顏色蠟筆示範“日”

“月”的筆畫順序，再讓學生在白紙上畫

出“日”“月”筆畫順序。

㈣一起玩游戲：祝你生日快樂
 1. 教師先播放祝你生日快樂歌曲的音樂，告
訴學生過生日時，可以播放這一首歌曲來

祝褔自己或對方。

 2. 教師準備鈴鼓、三角鐵、響板等敲擊樂
器，請學生分兩組，一組打節拍，另一組

為主唱，兩組跟著音樂一起唱祝你生日快

樂，並輪流拍打樂器。

 3. 學生熟悉歌曲後可做歌詞更換，例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老師”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註意：歌詞中的“老師”可更換成學生
或老師名字）

延伸活動

【生日是哪一天？】

1. 教師介紹展示年曆卡、月曆卡，引導學生
了解日、月也有代表時間的意思。

2. 教師利用數張年曆卡介紹“月”請學生數
一數有幾個“月”引導學生認識1～12個
月。

3. 利用月曆卡分別介紹每個月分裡的日數，
引導學生如何找出今天的日期，例如：10
月10日，先找出10月，再從10月的月曆卡
找出10日那一天，引導學生說出日期。

4. 利用每個學生的出生日期，請每個幼兒從
月曆中找出自己的生日日期。

課前說明三

‧教具準備

 1. 數張年曆卡、月曆卡。
 2. 學生生日日期。
 3.  太陽（白天背景圖）、月亮（夜晚背

景圖）圖卡。

 4.“日”“月” 空體字卡。
 5.“祝你生日快樂”音樂。
 6. 畫圖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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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在的我

小时候的我

貼上你小時候和現在的照片，說一說有什麼差別。

Stick and Say

5

( 開放性問題，請學生自由發揮 )

107(1)華語文Starter2遊戲本_內頁_數2修.indd   5 2018/10/11   下午 03:54:01

3

1 2

3 4

聽一聽，對的畫○，錯的畫  。  7

Listen and Check

3

○

○ ○

107(1)華語文Starter2遊戲本_內頁_數2修.indd   3 2018/10/11   下午 03:53:59

日

早上 晚上

月亮 太陽

月

念一念，再把相关的词汇和图片连起来。

Read and Match

4

107(1)華語文Starter2遊戲本_內頁_數2修.indd   4 2018/10/11   下午 03:54:01

你幾歲？ 我 歲。

Stick and Read Aloud
貼上正確的貼紙，再练习说一说。

第一課

2

四歲 六歲 五歲

107(1)華語文Starter2遊戲本_內頁_數2修.indd   2 2018/10/11   下午 03:53:57

教學建議

1. 教師可帶著學生看看“月”的圖和字有什麼
關聯之處，“日”也是如此。

2. 透過兩組不同對比的詞彙，讓學生明白
“日”是跟太陽和早上有關，“月”則是跟

晚上和月亮有關，加強學生對這兩個漢字的

印象。

3. 最後請學生嘗試將相關的詞彙和圖片連起來。

教學建議

1. 可請學生帶自己小時候和現在的照片，貼於
框中，加以分享。

2. 分享的句型可以有：
 教師指著學生小時候照片問“你幾歲？”學
生答“我　　　歲。”

 教師指著兩張照片問“兩張照片哪裡不一
樣？”學生可開放回答。

3. 教師詢問差異的時候，可以從外表著手之
外，還可以問學生，學到哪些事情？自己哪

些部分變得更厲害？從有形到無形，慢慢讓

學生感受到，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正在經

歷著“長大”這件事情。

教學建議

1. 教師可以進行引導，先讓學生觀察一下每個
蛋糕上面有幾根蠟燭。 

2. 當學生說出“四根。”時，教師可以說“四
歲。”並且使用“你幾歲？我　　　歲。”

的句型與學生對話。最後，請學生在框框中

貼上四歲的貼紙。

3. 教師可以指著第二張圖，詢問學生“你幾
歲？”並且帶著學生數一根、兩根、三根、

四根、五根、六根，所以學生就要回答“我

六歲。”並在框框中貼上六歲的貼紙。

4. 最後教師直接指著第三張圖，詢問學生“你
幾歲？”若學生能流暢回答出“我五歲。”

並在框框中貼上五歲貼紙後，教師便可予以

鼓勵。

教學建議

1. 先帶著學生將題號的順序，確認一次。
2. 利用蛋糕及蠟燭圖卡，詢問學生“你幾
歲？”教師回答不同的歲數“一歲。”“三

歲。”“四歲。”等，邀請學生依序放置正

確的蠟燭數量。

3. 再次詢問學生，當有人問你“你幾歲？”
時，如果沒有蛋糕也沒有蠟燭可以用的時

候，可以怎麼表示？引導學生可以用手指頭

的數量表示自己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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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右下框中打O，反之打X。
5. 唯要注意的是，學生可能將題號順序弄混，
請教師放慢速度，確認完畢後再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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