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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將成為影響未來老師角色的關鍵(比爾．蓋茨,1996) 。資訊科技容入教學己

是大勢所趨，老師的教學應結合於資訊科技，讓幼兒從應用資訊科技中愉快學習，

提升幼兒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並使教學內容更豐富。本文將探討如何運用資訊科

技融入幼稚園中，並提供資訊科技的活動及其好處。

活動分析

從遊戲中學習

玩遊戲使兒童很自然地和同齡夥伴互動，這種互動對他的社交能力有著重要的作

用。在和同儕互動中，孩子學會輪流、分享和溝通，而這種學習比正式的課堂學

習更有效率（洪福財，2013 ）。在主題活動中，都是以遊戲來讓幼兒培養要遵

守交通規則的態度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利用虛擬的環境，讓他們進行角色扮演，

提供一個與同儕交流的機會。而且，角色遊戲是兒童最典型的遊戲，它的虛構性

和提供兒童的自主性最強(洪福財,2013) 。因此，從扮演遊戲中學習更可以提升

幼兒的想像空間，加強與同儕協作機會，互相建構知識。

「親身操作經驗」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之觀點，並強調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不可分離，課程設

計內容，應該包括整個生活經驗，而且社會生活也應和學校生活打成一片。所以

其設計教學法及活動課程，主張讓學生在經驗的學習情境裡「由做中學」嚴秋蓮

(2005) 。主題活動中是以幼兒熟悉的「過馬路」生活經驗作背景，利用虛擬實



境提顯示系統，讓兒童仿佛置身於街道中，讓他們。並讓他們嘗試如何過馬路。

另外，有自助借書系統，讓幼兒獲得一個興他們生活想關的具體親身經驗而學習。

以上均可配合杜威的教學理念中強調實際生活經驗。

「感官學習」

教學時必須多運用各種教學設備和資源，能運用多玩媒體配合教學，提供視，聽，

觸，等感官經驗，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吳清山

1997) 。在圖書角中擺放了英語兒童圖書配合點讀筆這是一套活潑有趣的視聽

學習教材，幼兒能利用點讀筆點圖書中的英文字，它會自行發聲。這有助刺激幼

兒的感官。另外的說話相冊，幼兒可在相片錄音，亦以聽到其他幼兒對他們的照

片的意見，令幼兒有說話的機會。



資訊科技與課程的適切性

  透過幼兒的及早探索，資訊科技將能為他們帶來更豐富的學習經驗 (張國恩，

1999) 。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讓幼兒能有具體操作的經驗，主動去探索和

操作使幼兒獲得更多的知識知技能。例如，園中會有自助借書系統，提供數碼相

機助他們進行探索及觀察，讓幼兒自主地拍攝及學習。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之中， 因資訊科技的應用， 使學習更具多元化、個

別化， 使許多難以呈現的教材或不可能呈現的現象， 出現新的學習方法和機會，

也使學習更落實(梁珀華，1998)。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虛擬實境顯示系統，這可讓

幼兒在虛擬場景中表演話劇，使學習變得更有趣味，讓幼兒更投入於課堂活動中，

更可提增強他們的創造力。教師利用資訊科技能充實自己的教學活動，提高幼兒

們的參與度。

  文字和語言所表達的訊息是比較抽象的，對於舊經驗基礎薄弱的人來說，就比

較不容易了解(林秀娟,2011) 。幼兒的生活經驗尚淺，因此難以理解一些抽象的

信息，如果利用圖片、影片、聲音的多媒體會比文字描述更容易理解，為幼兒提

供具體豐富的學習，所以利用多媒體教學是有其適切性的。而在主題活動及圖書

角中都運用了科技產品去強化幼兒對交通的認知，例如有關交通電子圖書、投影

出馬路上的相片，讓幼兒對交通一題有具體的概念。



反思運用資訊科技於課程

電腦無法提供實際的感官體驗。Oppenheimer(1997) 強調在介紹電腦這種科技

之前，幼兒階段的老師最重要的是要給幼兒寬廣感情、知力和五種感官的基礎。

在教授交通時，都是以投影片去主導整個教學，幼兒可能未能有實質感官的刺激，

例如可以帶有關交通工具的玩具來展示，亦可以拿交通安全隊的衣服給他們試穿

等。所以即使利用了資訊科技去輔助教學，也不能忽視實物教學的重要性，這樣

才可讓整個教學得以統整。

(150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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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題：交通           副題：遵守交通規則

班別：K2            人數：10

老師人數：1 人

教學目標：

Ø 幼兒能說出交通工具的名稱

Ø 幼兒能說出指示牌的顏色(紅、黃、綠)

Ø 培養幼兒遵守交通規則的概念

時間(地點) 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方法及活動步驟 教學資源

09:10-9:30

（課室）

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做個交通安全大使」

引起動機：

老師利用互動電子白板投影出馬路上行人與行車

的情況的相片，當中有些行人及司機都違反了交通

規則。

老師問幼兒：「見到圖中誰違反了交通規則嗎？可

不可以把他們都圈出來呢？」

請 4 位幼兒出來利用手指或電子筆操控電子白板，

把違反交通規則的人圈出。並解釋他們犯了甚麼

錯。

老師說：「小朋友，不如我們一起做一個遵守交通

規則的大使好嗎？」

展開階段：

老師利用虛擬實境顯示系統把課室投射成一個在

馬路上的空間，再對幼兒說：「你們看看我們到了

繁忙的馬路上呢！」

老師說：「這裡有甚麼在馬路上呢？」(引導幼兒描

述馬路上的環境有：斑馬線、車用交通燈、行人交

互動電子白

板

Christie

Mirage 120Hz

效能

的 4K DLP®

投影機 (虛

擬實境顯示

系統)



通燈等)

老師再說：「我們現在分配角色，有扮演司機，有

扮演過馬路的途人，有扮演有需要幫助的人士，看

看我們那個能注意交通安全，做個交通安全大使好

嗎？」(老師負責分角)

於是一些幼兒模仿駕駛著車，一些則做過馬路的途

人，一些要做需要幫助的人，他們要跟著的交通燈

的指示過馬路或駕駛。

結束階段：

老師作總結:「你們今天都學會了在馬路上要遵守

的規則，而且看到馬路上的公公婆婆婆，盲人大家

都會主動去扶他們過馬路呢，真的是很有愛心，大

家都很棒，能做個交通安全大使。」



附件二：

時間(地點) 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方法及活動步驟 教學資源

11:00-11:55

（課室）

自選活動 圖書角：

放置不同有關交通的圖書及電子書，例如是認識各

種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規則、認識司機等……

如果幼兒看到喜歡的書籍可自行到旁邊的借書機

自行辦理借書手續。

亦擺放有關主題的 Talky、Kids 兒童英語套書

幼兒可用點讀筆閱讀，利用它聆聽書中的內容。

同時圖書角亦擺放不同的交通工具玩具幼兒可利

用說話相冊拍攝交通工具的照片 ，通過按下相冊

的按鈕可以聽到他人對照片的意見和描述。

電子書

自助借書系

統

Talky、Kids

兒童英語套

書

點讀筆

說話相冊



附件三

硬件簡介列表

硬件名稱 特點 設置地點 簡介如何運用

自助借書系統 以更方便快捷地自行辦

理借書手續。

讓幼兒主動學習借書程

序。

課室(圖書角) 將學生證於在讀咭機

前，把書本的條碼放在

紅外線下，讓借書系統

能夠掃描條碼，儲存要

借出的書籍，最後，全

部的書借完後，按列印

收據。借閱完成即自動

列印收據，顯示出讀者

姓名、借閱書籍等相關

資訊。

互動電子白板 觸控式板面 (手指或電

子筆操控)

可接駁電腦或投影機使

用。

結集電腦和白板功能於

一身，免卻老師同時兼

顧兩者的麻煩。

幼兒可親身使用白板，

增加老師和幼兒的互動

性。

課室 於接駁電腦及投影機後

可作大型投射，並可透

過觸控形式於板面直接

操輕觸式操控，用戶可

直接使用手指或電子筆

於板面上書寫及操控，

簡易方便。

於接駁電腦及投影機後

可作大型投射，並可透

過觸控形式於板面直接

修改或儲存電腦檔案。

電子書 電子書一般都不僅僅是

純文字，而添加有許多

多媒體元素，諸如圖

像、聲音、影像。在一

定程度上豐富了知識的

載體。

課室(圖書角) 上網下載書籍即可。

幼兒可有不同類型的繪

本選擇，增加閱讀興

趣。

Christie Mirage

120Hz  效 能的  4K

DLP® 投影機

虛擬實境顯示系統，
可 準 確 的 模 擬 出 現 實

環 境 的 圖 像 顯 示 系

統 。

使用者的手指 就是

3D 滑鼠 的指標，系

統透過超音波 偵測

位置，使他們 在虛

擬的環境中與 視覺

化的影像互動 。

課室 提供不同的虛擬場

景，幼兒可以表演話

劇或是老師利用場境

教主題，讓幼兒更投

入於課堂中。



Talky、Kids 兒童英語

套書

利用活潑有趣的視聽

學習教材，透過60種

各種不同狀況下英語

對話，讓孩子能夠熟

悉基本的生活英語。

課室(圖書角) 英語兒童書搭配點讀

筆學習，使教材更加

生動活潑，並能學習

到正確的英文發音。

數碼相機 • 供幼兒在室外

探索/活動時拍

下事

室外操場 幼兒在老師輔助下拍

攝植物照片，再作分

享

說話相冊 幼兒通過按下說話相

冊的按鈕，可以聽到

其他幼兒對他們的照

片的意見。

課室(圖書角) 按下按鈕便能錄音。

幼兒會說出對照片的

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