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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計劃

日期 : 2014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

主題 : 職業                            級別 : 低班(4-5 歲)             人數 : 16 人

學習目標 : 透過下列活動，幼兒能夠 :

 1. 認識記者、消防員的工作 。

2. 在同學面前分享探索成果

3. 親嘗上記者工作的探索精神

活動時段 學習內容、方法及步驟 教學資源

小組活動
9:10 – 9: 50
(40 分鐘，

半班 8 人)

地點 :課室>

一樓多用途

室(增設了

小型溫室)>

課室

活動名稱 : 我是小記者

引起動機 (5 分鐘)

1. 老師取出的骰小相機仔，向小朋友展示，然後對著組

內小朋友及發出「Sharp」一聲和閃光燈。

2.老師把相機仔拍攝出的影象連接至 Smart Board，小朋

友會在 Smart Board 的屏幕中看到自己。此時，小朋友

會驚訝原來剛才老師用了這小積木拍照，是一部小相

機。

展開活動 (30 分鐘)

1.老師向小朋友講解的骰小相機的用法: 小朋友只需按

著的骰小相機後方突出的按鈕，就能進行拍攝。

2. 老師要求小朋友扮演小記者，兩人一組的在溫室尋找

線索，合力拍攝三張不同小昆蟲和三張不同的植物的相

的骰小相機仔、
Smart Board



片，然後帶回課室與老師和其他小朋友分享成果。

3. 小朋友取到相機後，會有大約 20 分鐘時間在溫室內

拍攝所需的照片，溫室內有多種昆蟲和植物，分佈擴

散，小朋友可以在溫室內自由探索拍攝。老師亦會不時

加入小組從旁協助。

4. 然後，小朋友帶同拍攝好照片的相機仔返回課室後，

老師會先檢查四組小朋友拍攝的照片，在詢問小朋友意

見的情況下，刪除部分模糊或多餘的相片 (老師預計幼

兒會拍多了照片)。

5. 最後，老師會輪流邀請各組小朋友到 Smart Board 面

前，分享自己小相機拍攝到的照片，並在全班同學面前

介紹所拍攝到的昆蟲和植物，他們的名稱和獨特之處。

結束階段(5分鐘)

- 老師與幼兒總結今天他們大概拍攝到甚麼昆蟲和植物

和介紹一下記者的工作 。

- 老師感會邀請小朋友與左右附近的同學討論一下今天

扮演小記者的經歷和感想。

自選活動
15:15-15:45
(30 分鐘，

全班 16 人)

地點: 低班

課室

1.自選活動 : 我是消防員

a. 大肌肉訓練區

- 幼兒利用 Xbox360 Kinect 的體感技術，模擬消防員救

火情況和動作的大肌肉活動。

- 可最多三名幼兒同時進行，他們利用一個水槍型的接

觸器，揮向有火的位置。當螢幕顯示出火在一個的方位

(前/後左/右)，小朋友就要向那方原地奔跑，然後把水

槍揮向起火位置，撲滅火種。

Xbox360 Kinect、

水槍型接觸器、
Screen、「我是

消防員」遊戲軟

件





2. 活動分析

a. 活動符合 2012 年 NAEYC 立場聲名

i. 活動能優化幼兒多方面能力的發展

     兒童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資訊科技，優化幼兒認知能力的機會、社交、情緒、身體和

語言發展(NAEYC,2012)。首先，在「我是小記者」的活動，幼兒透過小組進行任務，有

利強化他們互相合作，與人相處的情緒控制和溝通技巧。更甚在溫室中走動探索和按製

拍照，都能訓練大小肌肉。而自選活動「我是消防員」，亦能夠提供訓練大小肌肉及與

幼兒合作的機會。

ii. 使用資訊科技方式洽當

     科技工具可以利於學習，但在沒有指導和用法不當的情況， 可干擾學習和發展

(NAEYC,2012)。「我是小記者」活動幼兒不需要是長期對著屏幕面前，只是在最後匯報

分享的時間，需要短暫及在一定距離情況下留意 Smart Board 中的相片。

       此外，幼兒使用用照相機的方法是有在老師指導下使用的。早期兒童預防肥胖政策

(2011)建議限制幼兒屏幕時間，對於那些在全日制課程的學齡前兒童（2 至 5 歲），少

於每天一小時(NAEYC,2012)。在「我是小記者」活動上，只需在最後的相片分享時間對

著 Smart Board 屏幕不多於十分鐘，而「我是消防員」自選活動，每局遊戲也有時間限

制，因此這兩個活動只佔了全日使用限制約六分一，符合使用標準。

iii. 幼兒有使用新科技的機會

        國際科技教學協會(2007)建議 5 歲以下早期兒童環境，可以提供數碼相機、音頻和

視頻錄像機、打印機等可能無法接觸到科技，讓兒童有探索及嘗試的機會(NAEYC,2012)。

就「我是小記者」活動而言，由於平日成人因安全考慮較少會讓幼兒親身操控相機拍照，



而幼兒正正能透過活動一嘗拍攝照片的滋味。

iv. 活動不對幼兒造成傷害

         資訊科技和互動媒體的使用，不應該排除，減弱或干擾兒童的良性溝通、人際交往、

遊樂和其他與同伴、家庭成員和教師適宜發展的活動(NAEYC,2012)。無論主題活動或自

選活動，均有小組合作的元素，幼兒們定能加強人際關係，與同伴幼兒玩樂、交流和分

享。然而，老師貿幼兒在「我是小記者」活動，亦有共同檢查相片和講解活動的時間，

兩者的自然交流也存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可支持幼兒與同儕在學習環境的互助性

與合作性，學習團隊合作與對話溝通(鄭婉玲引, 2013)。

b. 行為主義學習

       我設計的活動有根據行為主義的應用原則，教師在課堂中佔據主導位置(黎豔，

2011)。由於幼兒在沒有指導下使用科技用品可能造成危險(NAEYC,2012)，因此在主題

活動上，老師有較多的時間是教導小朋友如何使用相機仔。加上，小朋友的任務是由老

師訂定的。此外，活動的設計還可以讓老師透過活動完結後的討論和查看幼兒的遊戲紀

錄，評估幼兒的學習成果。

c. 建構主義學習

        皮亞傑把認知發展分為四個主要階段，2-7 歲屬於前運思期，他們具有使用心理現

象和符號表徵的能力(郭靜晃,2011)。低班的小朋友都是屬於前運思期，我有配合低班幼

兒在這個階段的發展去設計遊戲。在「我是小記者活動」，幼兒透過圖像，向其他幼兒

分享拍照的成果，而且在活動的過程，我提供了豐富而真實的情景讓幼兒拍攝，並有機

會讓他們親身操作未必接觸過的相機仔。另外，「我是消防員」活動，螢幕的畫面可以

吸引幼兒的好奇心，活動也可以讓幼兒在模擬情景中認識消防員，把抽象的事物具體化。



        皮亞傑同時又強調幼兒在環境的刺激下，能夠自主探索(劉慧中，2010)。是次主題

活動正好讓幼兒有一個主動探索的機會，在老師預設的溫室環境內，自由尋找適合的素

材拍照。

         維哥斯基的理論，強調幼兒透過鷹架作用，在跟老師或同儕之間的互動去建構知識

(谷需勉，1999)。在是次的主題活動以及自選活動上，都有幼兒們合作和溝通的機會，

並從此照顧幼兒間的個別差異，能力較好的幼兒協助能力較差的幼兒完成任務。而老師

的角色在活動當中亦十分重要，在「我是小記者」活動上，老師需要不時入組了解小朋

友的需要，亦是整個活動的指導者。

d. 活動的局限

        我認為是次設計的活動並無強行加入資訊科技元素的感覺，科技產品完全能夠配合

活動的需要，唯獨在自選活動，幼兒要跟隨螢幕顯示的火種方向奔跑時，他們只能原地

的跑才能被 Xbox360 Kinect 的感應器收到信息，可見，資訊科技對於活動的進行有所

限制。

另外，主題活動的相機仔，在拍攝後皆未能預覽照片，幼兒因而不能知道拍攝的影像是

否清晰準確，以致老師要花多一點時間檢查小朋友的拍攝作品。

2. 多媒體資源

硬件 : 的骰小相機仔、Smart Board、螢幕、Xbox360 Kinect 、水槍型接觸器(自製)

軟件 :「 我是消防員」遊戲軟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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