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心悅讀

別讓孩子壞了語文學習的胃口

五邑鄒振猷學校

鄭麗娟

20.10.2020



⚫ 2003-2009 每年一級編寫第一套中文科校本課程

⚫以提升閱讀能力為主要目標

⚫有系統教授閱讀策略

⚫學生閱讀成績有顯著的進步

⚫課程的含量極重，功課量偏多

⚫學生的興趣、動機、信心都出現負面影響

由一次失敗的經驗說起



2011香港排名 2016香港排名

參與地區數目 45 50

閱讀能力 1 3

閱讀興趣 39 33

閱讀動機 45 /

閱讀信心 44 41

對閱讀課堂的投入 42 50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 100%自編教材，包括一至六年級閱讀教材、創意文學教材、寫作課業及單元工作紙，

每類型均包括教師用書及學生用書（教師用書附每課教案）(近年再加入古典文學與

文化課程、專題研習、繪本童書、陽光閱讀冊)

⚫ 一至三年級已出版（上載教育城)，今年出版四年級，未來2年將出版五、六年級

⚫ 出版的教材：《童心悅讀》

2012-2014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培養閱讀的興趣(趣味性)

選材、課業設計、教學策略、閱讀活動

⚫建立語文學習的自信(能力感、成就感)

語料積累、學習工具、創設成功機會

⚫覺得語文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親切感、需要性)

度身訂造教材、課業設計、學習經歷

第一學習階段的發展重點



⚫幼小銜接

特別設計《做個快樂小一生》的小一適應單元

一年級第一學段全是簡單兒歌
自家製識字教材、寫字教學

⚫生活化素材
自行編寫配合學生成長特徵、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香港社會情境的教材

⚫琅琅上口的兒歌
選取或編寫詩歌/兒歌作為教學材料

第一學習階段的發展重點



⚫大量運用故事

經典故事

自擬創意故事，如科普故事、繪本故事等

⚫遊戲教學及戲劇教學

P.1-2每節由暖身遊戲開始

課堂上加入大量語基遊戲

經常運用戲劇教學法

⚫多元化課業設計

朗讀、講故事、寶庫、閱讀課外書、

設計個人名片、製作班報、設計動物海報、創作童書……

第一學習階段的發展重點



創意文學

單元工作紙

寫作課業

童心悅讀教材介紹

單元閱讀教材



⚫每級9個單元

⚫每單元約3-5篇精教課文，另加3篇自讀課文

⚫選材原則：趣味性、生活化、文學性、多元化、可教度

＊名家名篇＋自家創作＋加工素材＊

單元閱讀教材



單元閱讀教材

單元啟動活動

篇章教學

單元延伸活動

延展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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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指引：讓學生了解單元設置的原因和清楚學習重點

⚫ 教學計畫：讓老師了解單元的鋪排及推進

⚫ 單元啟動活動：引起動機，調動興趣

⚫ 課文

⚫ 學習天地（預習、詞語表、思考階梯、心靈啟示、語文小視窗）

⚫ 單元延伸活動：佈置任務，讓學生應用所學

⚫ 教學錦囊（主旨、段意、釋詞、每節教案）

⚫ 單元詞語表

⚫ 自我評估表

單元閱讀教材



幼小銜接

配合幼兒的成長規律

由幼稚園過渡到小學
做個快樂小一生



一年級：做個快樂小一生

啟動活動：開學了
1.開學了
2.上學去
3.新學校
說話：老友記名片
聆聽：做壁報
4.自己的事自己做

延伸活動：小一成人禮

單元目標：透過記述小學生活的兒歌，讓孩子認識

小學的學習生活，並認讀簡單字詞。

寫字



一年級：識字小能手

啟動活動：文字的故事(猜字遊戲)
1.捉蜻蜓
2.家庭樂
說話：我最愛……
3.媽媽好
聆聽：大獅子和小老鼠
4.好朋友
5.河水清

延伸活動：我的第一本字典

單元目標：透過教授識字策略，讓學生積累語料，
擴大識字量，並欣賞中國文字的特點和中國人的智
慧。

寫字



生活化

貼近孩子的生活

語文與生活息息相關



一年級：我長大了

啟動活動：阿丁尿床了(繪本故事)
1.脫牙記
2.學洗頭
3.我怕黑
說話：到公園去
聆聽：選班長
寫作：四素句
延伸活動：繪本創作——我

單元目標：透過幾篇有關孩子成長的文章，學會閱
讀記事文字，並學會接納自己的轉變。



二年級：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啟動活動：旅行取消了（聆聽）

1.超人病倒了

2.颱風來了

3.我要當主角

延伸活動：不明飛行物體（說話）

寫作：生病記

單元目標：透過幾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教導同
學欣然接受生活中的轉變，同時，學習順序記事的
方法。



三年級：淘氣校園

啟動活動：五邑大搜查

1.老師的高跟鞋

2.有鬼呀！

3.班級報

延伸活動：我的班級報（視訊＋說話）

寫作：校園生活事件:一件自豪/尷尬/後悔的事

單元目標：本單元透過一件件校園的生活事件，讓
同學鞏固記敘文的寫作方法，並從中學會享受多姿
多采的校園生活。



想像與創新

扼殺兒童的幻想

就是

扼殺世界的未來

想像是兒童的天賦本能



二年級：動物童詩樂園

單元組織重心：觀察與想像

啟動活動：小雞和小鴨（聆聽）
1.大白兔
2.小貓咪
3.蝸牛
4.蚊子

延伸活動：童詩練功房（寫作）

單元目標：透過以兒動物為主題的童詩，引導學生由欣賞到創作屬於自

己的童詩，培養觀察力、想像力、創意及愛護動物的態度。

寫作：
童詩創作

說話：
動物謎語



延伸活動：童詩創作



小鴨子 P.2 蕭子謙

脖子長長像管子

嘴巴扁扁像喇叭

羽毛白白像棉花

軀幹胖胖像球兒

他是一個穿白衣的游泳員，

最愛在水中追逐。

他也是一個愛哭的娃娃，

終日只會呱呱叫。

牠就是我最愛的小鴨子！

青蛙 P.2 鮑曉

大大的眼睛像銅鈴，

綠色的衣服像樹葉，

鼓鼓的肚皮像皮球，

牠最喜歡遊蛙泳，

每次都能拿冠軍。

牠穿上綠色的泳衣，

站在荷葉上拿著水珠獎盃。

青蛙啊！青蛙啊！

你真厲害﹗



批判與評鑑

理性分析是思考的基石

處身價值觀紛亂的時代，

明辨是非的智慧是重中之重。



二年級：親親大自然

單元組織重心：批判與評鑒

啟動活動：觸摸大自然(聆聽)
1.春天的詩：春曉、春天來了
2.蝸牛搬家
3.秋天的詩：秋夕、秋天的信
4.小藍鳥與稻草人
延伸活動：稻草人回家(說話)

單元目標：透過大自然的故事和詩歌，帶引孩子從不同角度去欣賞大自然

的美，更引導孩子創作自己的詩歌，發揮他們的創意。

寫作：
冬天的信/給稻草
人的信

說話：
稻草人回家



三年級：交友之道

單元組織重心：批判與評鑒

啟動活動：有口難言
1.奇怪的新同學
2.惡作劇
3.五邑好友營(海報、日程表、活
動守則)
4.患難見真情
延伸活動：我的好朋友

單元目標：透過自擬情境，學習閱讀記敘文及資訊文字，同時學會與朋友

相處之道。

寫作：
我的朋友

說話：
我的好朋友



一單元一情境

年級 單元 文類 故事簡介

P.1 小螞蟻迷路了 故事、科普、
邀請卡、
賀卡

小螞蟻冬冬天生沒有嗅覺，有一次，牠為了救
人和同伴失散了，在森林迷了路，幸好得到昆
蟲朋友的幫忙，才能平安回家。

P.2 小烏龜失蹤了 故事、科普、
便條

小烏龜必必是農場的新成員，也是大家的開心
果。有一天，必必失蹤了，其他動物都很擔心，
但卻無法找到牠。到了春天，必必又出現
了……

P.3 真正的王者 故事、科普、
書信

獅子家族的繼承人森奇不肯學習狩獵技巧，不
肯參加萬獸之王選舉，令父親十分生氣，牠毅
然離家，和小動物交朋友，後來更以愛心成為
真正的森林王者。



一年級：小螞蟻迷路了

單元組織重心：互助互愛

啟動活動：與蟻同行（視訊）
1.小螞蟻慶生會（邀請卡、賀卡）
2.嗅不到氣味的冬冬（故事）
3.有趣的螞蟻隊伍（科普）
4.冬冬迷路了（故事）
5.森林歷險記（故事）
延伸活動：昆蟲大百科



二年級：小烏龜失蹤了

單元組織重心：關心他人

啟動活動：動物睡覺的習慣（聆聽）
1.麥記農莊的新成員（故事）
2.愛說笑的必必（故事）
3.必必失蹤了（故事）
4.必必回來了（便條、故事）
5.烏龜（科普）
延伸活動：小動物大百科



三年級：真正的王者

單元組織重心：以愛待人

啟動活動：萬獸之王（聆聽）
1.萬獸之王選擇（故事）
2.離家的日子（書信、故事）
3.真正的王者（故事）
4.獅子（科普）
延伸活動：森林動物大百科



課業設計

⚫ 單元工作紙

⚫ 寶庫(P.1-2)

⚫ 寫字練習冊(P.1)

⚫ 延伸閱讀

⚫ 寫作課業

⚫ 單元延伸活動(附於教材內)



單元工作紙：鞏固及延伸

⚫ 情境式擬題

⚫ 詞語運用及語基練習

⚫ 每單元均設有閱讀理解練習

⚫ 每單元一個單元複習

⚫ 每單元最少一次聆聽

(聆聽附文稿，若選用須自行錄音）





寫作課業：綜合應用

⚫ 寫作課業（上下學期各１本）

⚫ 每課業附設寫作教案

一年級上學期寫作課業_教師版.docx








單元延伸活動：應用單元所學

⚫ 我的名片

⚫ 自製繪本

⚫ 自製字典

⚫ 詞語接龍吊飾

⚫ 製作海報

⚫ 製作班報

⚫ 新聞報導

⚫ 寫謎語

⚫ ……



創意文學

⚫ 每級每年兩本文學作品（一中一西）

⚫ 以文學名著作為教材，培養學生閱讀篇幅較長的作品

⚫ 以戲劇教學法為主要教學手段

⚫ 不教語文知識，而是透過文學作品及教學活動啟發孩子的創意及

明辨性思維

⚫ 於學期終舉辦文學作品演繹大賽



創意文學

年級 中國文學 西方文學

一 中國節日故事 伊索寓言

二 中國神話故事 童話故事

三 中國民間故事 愛麗絲夢遊仙境

四 聊齋誌異 大人國與小人國

五 西遊記 湯姆歷險記

六 三國演義 魯賓遜飄流記



三年級 愛麗絲夢遊仙境



二年級 中國神話故事









⚫ 遊戲教學

⚫ 戲劇教育

⚫ 小組學習

⚫ 閱讀策略

⚫ 體驗活動

⚫ 基地互動故事

⚫ ……

教學策略



⚫ 拉牛上樹

⚫ 牛唔飲水點撳得牛頭低

兩頭牛的故事



❖要孩子有韌力不斷跑，就要令他們享受跑的樂趣，欣

賞跑道沿途的風光，滿足於每一滴流下的汗水，只有

享受跑的過程，才有跑的動力。

❖老師的責任是燃點孩子學習的熱忱和對學習的追求，

只有熱愛跑、享受跑才會願意跑，才有機會跑到終點。

馬拉松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