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點滴成河 ── 第一屆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2019/2020) 

傑出教案設計獎教案 

 

單元教案/單元活動名稱 :       平面圖形的煩惱       

設計者：       馬正源老師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實施對象：  小學                                   級別：    一年級1               

參賽組別：第二組：主要融滲於數理科技教育的生命教育  實踐課堂：      數學科        總課時：      135 分鐘        

設計理念：本教案旨在把故事、歷史等元素滲進數學課，配以適當教學法及體驗活動，把認知、情感、意志、實踐兼備的生命教育融入數學 

          課中，助學生學會愛人愛己。 

主題價值：  1. 愛己 (接納和欣賞自己)                 2. 愛人 (尊重及欣賞他人、樂於與人合作2) 

學習目標：  1. 在認知層面，學生能解讀別人的情緒及導致情緒的成因，說出/寫出自己及別人的優點，以及與他人合作的好處和方法。        

            2. 在情感層面，學生明白喜歡自己、欣賞他人，與人合作的重要，從而培養同理心，顧及他人感受，達至尊重。            

            3. 在意志和實踐層面，學生能學會在與人合作時，努力跨過困難，互相尊重，並持久實踐。              

            4. 在數學學習方面，學生能分辨並說出/寫出三角形、長方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等，並拼砌不同圖案。 

 

 

 
1
 「平面圖形」是橫跨新舊課程、涉及多個年級的課題。學生在不同時候學習此課題主要分別在於學習哪些圖形，以及以直觀還是配合定義的方法認識。假如把此教案 

調整，可運用至其他年級，但由於是次重點在於生命教育，因此本教案選擇撰寫以直觀方法認識不同圖形，務求減少在講解數學方面的著墨，增加於生命教育的聚焦。 

2
 為免失焦，合作在本教案的定義是「在工作、閒暇或社會關係中，為追求共同的目標，享受共同活動帶來的快樂，或只為了加深彼此的關係，而以一種協調的方式 

一起行動 (Argyle, 1996)」。因此，本教案中的「合作」並不止於工作上，可以是為玩樂等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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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學生情緒負面，可於課後開解學生，助學生以正面方式處理情緒問題，達至自愛。 

4
 讓學生明白甚麼行為可能令他人產生負面情感，在與人合作時可避免做出相關行為。 

5
 理解表情代表的情緒，可助學生因應對方表情作出合適反應，是與人相處的重要技能。 

第一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分鐘)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起動機：理解情緒，利於社交 

1. 了解學生今天的情緒。 

➢ 邀請他們於黑板前以面部表情表達今天的情緒3； 

➢ 鼓勵他們解釋有以上情緒的原因4。 

2. 引導學生說出不同情緒的表情有何特徵；教導他們留意對方的眼神、嘴角等，

助他們辨別不同情緒下的表情5。 

3. 小結：「同學們今天有的開心，有的不開心，那麼他們(簡報 P.1 的角色)呢？」 

4. 運用簡報(附件一)的故事引起學生動機。 

➢ 介紹三位圖形主角 — 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弟弟； 

➢ 講解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的形狀和名稱； 

➢ 提問學生三位圖形主角的表情及背後表示的情緒； 

➢ 鼓勵他們猜想三位圖形主角不開心的原因； 

➢ 帶出三位圖形主角不開心的原因是認為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 

7 故事講述 

簡報教學 

全班學習 

全班分享 

口頭問答 

口頭發表 

活動參與度 

課堂簡報 

(附件一) 

 

活動一：角色扮演，找出優點 

1. 安排三名學生扮演圖形主角演出話劇。 

➢ 課前與學生排練表演； 

➢ 學生按劇本(附件二)演出，帶出每一圖形認為自己有何不足之處； 

15 角色扮演 

簡報教學 

口頭問答 

活動參與度 

口頭發表 

劇本 

(附件二) 

 

幾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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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過程中以幾何條輔助，鞏固學生對各圖形的認識。 

2. 提問：三位圖形主角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大家又看到他們的優點嗎？ 

➢ 可提示學生觀察課室環境及設施和注意日常物品，以發現不同形狀的優

點。他們回答後，歸納圖形的特色，帶出更多圖形的優點，如： 

 三角形難以變形，較穩定，可把承載重物的支架設計成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受力便容易變形，可用於如升降台、拉閘等； 

 正方形予人整潔感覺，適用於很多設計上，如課室地磚。 

活動二：反思故事，愛人愛己 

1. 運用「動態回顧循環」(即「4F」)帶領學生反思。 

➢ Facts：剛才的故事中，甚麼事令你最印象深刻？ 

➢ Feelings：你對他們起初不懂得欣賞自己有甚麼感覺？為甚麼？ 

➢ Findings：從剛才的故事，你學會了什麼？為甚麼需要學習這些？ 

➢ Future：如日後你的朋友不懂得欣賞自己或別人，你會怎樣幫助他？ 

(Findings 及 Future 要求較佳的思考能力，可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回答。) 

2. 在白紙上畫上一個黑點，提問學生看到什麼後，作出小結： 

➢ 同學們看不到那麼大張的白紙，卻看到小小的黑點，為什麼？ 

(不一定要得到答案，旨在促進反思)； 

➢ 我們經常只會留意黑點/污點，而忽視了潔白的地方，正如我們經常會像

三位圖形主角一樣，只留意缺點(不順眼之處)，而忽視了優點(美好之處)； 

➢ 其實各個圖形都有其特性和優點，人也是一樣，有不同特性和優點； 

➢ 我們不應放大自己和他人的缺點，同時要找出自己和他人的優點，學會

欣賞。 

3. 邀請學生輪流說出同學的優點。 

10 口頭問答 

全班學習 

全班分享 

自我反思 

學習態度 

口頭發表 

課堂簡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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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料參考：汪曉勤 (2001) ，〈德摩根：19 世紀的數學名師、數學家和科學史家〉，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3，頁 70–84，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潘慶玉 (2014) ，〈基蘭·伊根的認知工具理論〉。載《富有想象力的教學設計：基蘭·伊根認知工具理論課堂應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7
 可把稱讚學生的工作紙設計成「獎狀」的模樣，令學生在收到別人嘉許時更具成功感。 

➢ 提問學生身邊的同學有什麼優點 (宜先選有愛心、口語能力強者作答)。 

➢ 給予學生不同優點的例子，如： 

 才能的優點：懂得彈琴和能跳舞等； 

 個性的優點：為人正直和處事認真等； 

 經驗的優點：曾參加不同的比賽和到過不同地方旅行等。 

➢ 給予一分鐘時間學生思考後，邀請學生依座位輪流用五秒時間以「(鄰座

同學的姓名)，(一項優點)」的方式說出同學的優點，順便以迅速的流程

再次激起學生活力。 

➢ 完成分享後，帶領全班學生給予掌聲鼓勵，營造正面及欣賞的氛圍。 

總結：借用偉人，重申重點 

1. 重溫本教節的數學知識。 

2. 引用簡報(附件三) — 數學家德摩根的生平故事作結。 

➢ 寄語學生要像德摩根一樣，多欣賞及發揮自己的長處優點。 

3. 展示簡報(附件四)，說出三位圖形主角又因為一些問題而不開心，讓學生猜想

他們不開心的原因，為下一節課留下伏線。 

8 運用歷史 

故事講述 

簡報教學 

學生參與度 課堂簡報 

(附件三6) 

 

課堂簡報 

(附件四) 

 

延伸：延至日常，鞏固目標 

1. 著學生回家完成以下事項： 

➢ 有關的數學練習； 

➢ 在工作紙上列寫自己的優點，嘗試多欣賞自己； 

➢ 邀請家長在工作紙上列寫子女的優點； 

5 自我反思 

家長回饋 

學生互評 

班級經營 

獎勵機制 

學習態度 

工作紙評量 

行動承諾 

紀錄表 

工作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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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料參考：熊輝 (2015) ，《中國文化之數學意象》，美國：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Inc. 。 

➢ 在同儕互相稱讚的工作紙上列寫鄰座同學的優點； 

➢ 簽署行動承諾書，承諾日後多欣賞自己和他人。 

2. 收集學生作品後，完成以下事項： 

➢ 把稱讚學生的工作紙張貼於壁報上，增加學生的成功感； 

➢ 把行動承諾書張貼於課室，提醒學生遵守承諾； 

➢ 配合班級經營幫助學生持久落實，如「優點存款簿」和「獎勵制度」

等，詳見附件五。 

第二及第三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起動機：理解情緒，利於社交 

1. 展示簡報(附件四)，邀請學生模仿三位圖形主角的情緒。 

2. 提問學生認為三位圖形主角不開心的原因。 

3. 展示簡報(附件六)的第一頁，帶出三位圖形主角不開心是因為感到沉悶、認

為生活枯燥乏味。 

7 故事講述 

簡報教學 

口頭問答 

 

 

活動參與度 課堂簡報 

(附件四) 

 

課堂簡報 

(附件六8) 

 

活動一：借用燕几，帶出合作 

1. 展示簡報(附件六)長方形叔叔快樂的故事。 

➢ 帶出多與他人合作便是其中一個令生活不再枯燥乏味、更多姿多彩的方

法，令我們生活得更充實愉快； 

➢ 帶出不同的長方形一起「合作」(即組合於一起)的玩意，便是古時的「燕

几圖」。 

2. 教導學生以紙張製作屬於自己的燕几圖，並以此製作不同圖形，體驗不同長

方形「合作」下的多姿多彩。 

20 運用歷史 

故事講述 

簡報教學 

口頭問答 

活動參與度 

口頭發表 

課堂簡報 

(附件六) 

 

燕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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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圖形組合，多姿多彩 

1. 展示簡報(附件七)，帶出三位圖形主角看到長方形能組合成「燕几圖」後，想

出把不同的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組合成一起，「合作」拼出更多圖案。 

2. 鼓勵學生拼砌圖形。 

➢ 隨機派發每人一個正方形、平行四邊形或三角形； 

➢ 著他們與附近同學的圖形拼砌，從而得出五邊形、六邊形等； 

➢ 教導他們何謂五邊形、六邊形等及如何分辨它們； 

➢ 鼓勵他們運用想像力，把拼砌出來的圖案想像成是屋子、刀子等。 

3. 提問學生和剛才合作的同學分別有什麼長處優點，大家合作起來又有什麼好

處。(期望答案：如「大家都很好動，一起玩集體遊戲會很刺激」、「我數學成

績很好，而他英文成績很好，互相幫助就更容易一起進步」等……) 

4. 小結： 

➢ 不同同學拿著不同圖形，就正如不同同學都有其特性； 

➢ 而不同特性的人一起合作，可創造多種可能性，為生活帶來不同變化； 

➢ 再次肯定合作的好處。 

20 運用歷史 

故事講述 

簡報教學 

口頭問答 

學習態度 

活動參與度 

口頭發表 

課堂簡報 

(附件七) 

 

大量正方 

形、平行四 

邊形和三角 

形 

 

活動三：親身體驗，學會合作 

1. 提問學生可以怎樣幫助三位圖形主角創造更多可能性、令生活更多姿多彩。 

2. 強調與更多圖形拼在一起，便能創造更多的變化，正如我們與更多人合作，

生活便可更多姿多彩。 

3. 舉出多人一起合作的事例： 

➢ 學校中的不同分工（負責日常教學、增添新設施、安排多元活動等），共

創良好校園。 

4. 隨即帶出古時有一發明，現今也非常盛行，名為「七巧板」，就正正是運用

30 簡報教學 

口頭問答 

小組合作 

全班合作 

體驗學習 

學習態度 

活動參與度 

口頭發表 

七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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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上原理，可拼出千種以上的可能性，製作出各種人物、植物、動物、英

文字、0-9 等的圖案。 

5. 鼓勵學生合作組成完整的七巧板。 

➢ 派發每人一袋圖形； 

➢ 每袋圖形均不能構成一套完整的七巧板，如多了一個梯形但少了一個正

方形、多了一個正方形但少了一個平行四邊形等； 

➢ 著他們點算各自袋中的圖形，提問他們怎樣可構成一套完整的七巧板； 

➢ 引導他們提出與其他同學合作，如交換、兩人或多人組成一組； 

➢ 給予他們時間自行分組及交換圖形； 

➢ 如他們在過程中出現爭吵，教師應把其當作學生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可

教導他們應怎樣避免爭吵、爭吵後應道歉等，同時讓他們體驗制定合作

規則的重要。 

(也可以嘗試每名學生各自只有單一顏色的七巧板，互相交換下，拼湊出來

的圖形變得更色彩豐富，多姿多彩。) 

6. 運用「動態回顧循環」(即「4F」)帶領學生檢討剛才的合作。 

➢ 請學生反思及分享在合作過程中，值得欣賞的人/事，以及需改善的地

方； 

➢ 全班討論，提出改善建議。 

7. 著學生嘗試以七巧板拼湊不同圖案。 

總結：借用玩意，重申重點 

1. 重溫本教節的數學知識。 

2. 總結全堂： 

➢ 回顧本堂的圖形故事； 

8 簡報教學 學生參與度 課堂簡報 

(附件六) 

 

課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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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料參考：黃偉鴻 (N.A.)，〈解畫基本功〉，擷取自網頁 http://www.stephen-hk.com/3/basic/index.htm.htm。 

➢ 重提「燕几圖」和「七巧板」，帶出合作可令人生多姿多彩； 

➢ 帶出合作時需尊重他人感受。 

(附件七) 

延伸：延至日常，鞏固目標 

1. 著學生回家完成以下事項： 

➢ 有關的數學練習； 

➢ 在行動承諾工作紙上列出三條合作時應遵守的規條，令他們更掌握與他

人合作的應有態度； 

➢ 簽署行動承諾工作紙，承諾日後與他人合作時會遵守規條。 

2. 收集學生作品後，完成以下事項： 

➢ 把行動承諾工作紙張貼於課室，提醒學生遵守承諾； 

➢ 配合班級經營，幫助學生持久落實，如「我有情緒！」、訂立關於愛人愛

己的班規、班訓等，詳見附件八9； 

➢ 把三位圖形主角的故事簡報，或學生的畫作修改成繪本，張貼在壁報上，

讓學生隨時閱覽，詳見附件九。 

5 自我反思 

班級經營 

獎勵機制 

繪本教學 

學習態度 

工作紙評量 

行動承諾 

行動承諾 

工作紙 

 

附件八 

 

附件九 

 



附件一：課堂簡報

用於第一教節開始時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向學生講解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的形狀和名

稱，然後介紹本單元的主角 — 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弟弟。 

接著，教師提問學生認為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弟弟有甚麼感覺以及背後原因。

此頁簡報帶出原來他們不開心的原因是認為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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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派發幾何條給每位學生） 

三、正、平：嗚嗚嗚，我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平：我是平行四邊形，先跟我一起用幾何條砌我出來，你便會發現我有多沒用！（示範及講解如何

用幾條何砌平行四邊形，著學生跟著砌）用幾何條砌好我後，一壓就變形，沒有一點堅持，真沒用

⋯⋯ 

三：我是三角形，我才是一個沒用的圖形！（示範及講解如何用幾條何砌三角形，著學生跟著砌）

一旦用幾何條砌好我後，就怎樣都不會變形，不會變化，帶不給人們一點趣味⋯⋯ 

正：你們還不及我正方形沒用！（示範及講解如何用幾何條砌正方形，著學生跟著砌）四四方方，

不容絲毫偏差，真是麻煩，好像沒有生氣 ⋯⋯ 

教師提問：但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弟弟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大家又看不看到

他們的優點呢？(期望答案：學生自由發揮，另外教師可配以圖片1 補充，例如「三角形難以變形，較

穩定，可把承載重物的支架設計成三角形」、「平行四邊形受力便容易變形，可用於如升降台、拉

閘等」、「正方形予人整潔感覺，適用於很多設計上，如課室地磚」) 

平：原來我們一直都放大了自己的缺點，忽視自己的優點！ 

三：對啊！原來我們每個人也有很多優點，很值得人們欣賞！

正：所以，我們也不應輕視自己，也不應輕視別人，學會發掘和欣賞自己和別人的優點！ 

三、正、平：這才能讓我們每個人也活得更開心、更有自信！ 

1 為避免版權問題，圖片不在此處張貼。 

附件二：角色扮演劇本

人物     正：正方形哥哥    三：三角形妹妹     平：平行四邊形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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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數學家德摩根的生平故事

根據潘慶玉教授 (2014)所言， 一般人都對英雄有著嚮往，崇拜他們驚人的成就、意志、智慧，或
其他過人特質。因此，本人先把德摩根過人的成就列出，以吸引學生的目光。除了可吸引學生注
意外，更可令學生更大機會祟拜德摩根，增加學生模仿該成功人士的可能性。

潘慶玉教授 (2014)於同一著作中，亦曾引述「驚異感」也是引起學生專注力和令學生對教學內容
印象加深的方法之一。因此，本人故意會先問以上問題，預計學生一般會認為高成就的人小時候
通常會身體健康、受人悉心栽培等，然後再按下一張投映片，學生便會發現事實與他們的預計出
現落差，形成「驚異感」。

2020 ©香港教育大㈻㊪教教育與心靈教育㆗心



用於第一教節結束時為下一節課堂留下尾巴，以及用於第二教節開始時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
師在展示這頁簡報講述他們又感到不開心了，猜猜背後可能源於甚麼問題。

附件四：課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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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班級經營策略

教師可運用以下策略跟進課堂：

策略一：優點存款簿
策略與學習目標的關係：
透過得到身邊人的稱讚、肯定，可令學生明白身邊人對自己的欣賞和愛，從而提升學生的自尊感，
幫助學生接納和欣賞自己。

具體策略：
1.發給每人一本《優點存款簿》，上面有個人、家人、老師欄。
2.學生每天/每星期自己評鑑自己有哪些好表現，或行為受到稱讚，將其記錄在個人欄中。
3.家人每天/每星期記錄孩子的一個優點，如：準時到家、幫忙洗碗等，並將其記錄於家人欄中。
4.老師依學生的表現，記錄其優點於老師欄中。
5.在指定時間統計誰的優點最多或進步最多，由老師頒發獎勵，鼓勵學生繼續努力。

策略二：獎勵制度
策略與學習目標的關係：
直接以獎勵強化學生愛人愛己的行為，培養學生的意志，幫助學生持久實踐。

具體策略：
1.如學生與人相處良好、幫助他人、改善自信等，教師可因應情況而獎勵學生。
2.可建立代幣系統，先以分數獎勵學生，得到指定分數才頒發實質獎勵。
3.教師可運用網上平台加分，例如ClassDojo，平台的畫面以及聲效亦能提升學生對分數的追求，幫

.助他們持久地實踐本教案的課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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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教節重新展示附件四的簡報後，提問學
生認為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
弟弟不開心背後可能源於甚麼問題，再展示以
上簡報公開答案。

帶出他們遇見長方形叔叔，長方形叔叔聽到他們
的煩惱後，就問他們想不想知道為甚麼他很少感
到沉悶。

告訴學生原來長方形經常與他人合作，令生活
更多姿多彩，生活得更愉快，並帶出簡報中不
同的長方形一起「合作」(即組合於一起)的玩
意的玩意，便是古時的「燕几圖」。

簡介燕几圖。著學生用紙張自製迷你版燕几圖。
由於燕几圖有特定長闊比例，分別是4:1、3:1和
2:1，但學生並未學習比例，因此可給予學生正
方形方格紙，表達全部燕几闊是一格，而當中三
塊闊是2格，當中兩塊闊是3格，餘下的兩塊闊是
4格。 

著學生嘗試拼湊各種圖案。運用燕几圖可拼湊
的圖案可参考網上資源。

著學生自行以燕几圖創作新圖案。

附件六：課堂簡報及學生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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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由拼砌的作品：

附件六：課堂簡報及學生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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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第二教節的活動二，帶出正方形哥哥、三角形妹妹和平行四邊形弟弟看到長方形能組合成
「燕几圖」後，便很開心想出一個新主意解悶，提問學生猜不猜到他們新主意是甚麼。

帶出原來他們的新主意，就是把不同的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組合成一起，「合作」拼出
更多圖案，這樣便不會沉悶。

附件七：課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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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班級經營策略
教師可運用以下策略跟進課堂：

策略：我有情緒！
策略與學習目標的關係：
認識和面對自己的情緒，再經全班討論不同建議後，讓學生學懂如何正確處理自己的情緒，以免影
響社交，以及明白甚麼行為可能令他人感到負面，從而增進自己與人相處、合作的技巧。

具體策略：
1.討論大家有哪些情緒，如喜樂、悲傷、憤怒等，並畫在紙上，預期學生作品詳參下圖。可選擇著
學生以本單元學習的圖形製作表情，可加強學生作圖技巧。

2.在午膳、小組討論後或其他時間，著學生把以上畫作拿出，指著他當時的情緒。
3.詢問學生原因，例如與同學相處不順利等。
4.全班共同想出改善的方法。
5.若有學生長期情緒欠佳，老師可適時加以輔導。

學生繪畫的作品及如何解讀
除此以外，教師可根據畫作，判斷學生的興趣、性格，從而提供更適切的輔導。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黃偉鴻先生 (日期不詳) 所指，透過觀察學生繪畫時的認真度、仔細度、投入  
度、技巧度、自信度等，以及解讀學生畫作，留意當中顏色選用、繪畫力度、繪畫位置、繪畫線
條、畫面型態、畫面比例等，可知道學生興趣、性格等等。例如：

這位學生繪畫的圖像，佔版面低於五分之一，代表可能他的自我
形象較低，需多加留意他的情緒和與人相處時會否受人欺凌等。

學生繪畫時不拘小節，圖畫較少細節且欠上色都是其不拘小節的
佐證之一。這類學生通常易於與人相處，但有機會因大意而忽視
他人感受。因此，教師可多加提醒學生需時刻注重他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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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繪本封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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