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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全人發展)學校網絡計劃 

教學計劃 

教學策略    音樂   戲劇   美藝   故事   運動 

學校名稱：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主題名稱： 瓶子變變變 

教學目標： 

~認識不同瓶子的外形特徵 

~知道瓶子的功用 

~觀察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瓶子 

~利用不同地方搜集回來的瓶子，進行欣賞活動 

~透過名畫的欣賞《梵谷--「向日葵」》，延展出不同  

的美藝活動 

班    級： 低班 

教學時段： 共四星期 

 

備註：請在適當的上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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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瓶子變變變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緊扣著課程指引，以兒童為中心，讓兒童獲得真正的兒童生活，配

合學校近年發展將藝術融入課程的發展方向，以美藝為教學策略促進幼兒的

全人發展。 
 

 

 

 

 

 

 

 

 

 

 

 

 

總目標： 以美藝作為切入點，貫穿整個單元學習內容。透過有關瓶子的功用激發兒童對

美藝的興趣，從瓶子培養他們的藝術欣賞、正確的學習態度及創作的能力。讓

他們能夠在美感、身體、認知和語言、情意和群性都能均衡地發展。 

教學目標：知識→ 認識不同瓶子的外形特權              

  → 知道瓶子的功用                         

          技能→ 觀察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瓶子 

  → 利用不同地方搜集回來的瓶子，進行欣賞活動 

          態度→ 培養循環再用瓶子的習慣 

  → 主動地把學習經驗與同學分享 

~透過名畫的欣賞《梵谷--「向日葵」》，延展出不同的美藝活動    
 

副題一：梵谷的瓶子 副題二：美麗的瓶子 

 

副題三：設計活動—瓶子展覽館 

 

重點： 

~透過名畫的欣賞《梵谷--「向日葵」》

裡的花瓶，啟發兒童對瓶子的興趣。 

~認識瓶子的定義「上窄、下闊」 

~知道瓶子的功用 

美藝活動： 

~欣賞梵谷名畫「向日葵」 

~觀察後能說出對圖畫的個人感覺 

~透過瓶子印畫，加強對瓶子的觀察 

~利用瓶子印畫，提升個人想像能力 

~畫出對稱的荊子圖案 

數學概念： 

~認識高、中、矮的概念 

~知道瓶子有不同大小和形狀 

~利用自製的珠子尺，量一量瓶子的

高度，按照高度把瓶子排列 

體能活動： 

~瓶子跳飛機跳 

音樂活動： 

~能夠與同學合作，一起扮演不同形

態的瓶子 

語文活動： 

~朗讀語文書《瓶子變變變》 

~句式：(高高/方方/圓圓…)的瓶子，

可以用來(存放食物/插上書筆/飼養

金魚…)。 

探索活動： 

~不同物料製造的瓶子 

親子活動： 

~搜集不同特色的瓶子回校欣賞 

重點： 
~透過形態的瓶子進行欣賞活動 
~討論進入展覽會場時的正確態度 
~按兒童的意見，在課室設置「瓶子欣賞
區」 

~透過瓶子上花紋，簡單認識不同國家的
文化 

~知道瓶子的功用及家居中出現的位置 
~瓶子可以重複使用，減少廢物 
美藝活動： 
~欣賞瓶子上花紋，簡單認識不同國家的
文化(國中：青花技瓷、印度：金線花、
西方：玻璃瓶或彩白瓷…) 

~瓶子浮雕 

~瓶子攝影活動 
數學概念： 
~知道瓶子有不同的容量 
~觀察容量標籤 
體能活動： 
~瓶子大風吹 
~瓶子疊高高 
音樂活動： 
~聽指示，扮演不同形態瓶子。 
~小瓶子節奏樂 
語文活動： 
~朗讀語文書《瓶子變變變》 
~句式：(高高/方方/圓圓…)的瓶子，可以

用來(存放食物/插上書筆/飼養金魚…)。 
~故事分享—聰明的小烏鴉 
探索活動： 
~探索瓶子的容易(以益力多樽來量度) 
~透過繪畫，加強兒童對瓶子的用途及外
形的認識 

重點： 
~透過《梵谷--「向日葵」》圖畫，
與兒童利用瓶子，設計出《梵
谷--「向日葵」》立體版 
~與兒童討論「瓶子展覽館」裡
的活動及工作安排 
~能把瓶子展覽館的活動各同
級同學或其他同學分享 
美藝活動： 
~瓶子相片欣賞 
~剪紙--瓶子外形 
~設計美麗的瓶子(把泥膠貼在
瓶子上) 
~創作立體《梵谷--「向日葵」》 
 (用紙及牛奶瓶拼砌) 
數學概念： 
~討論相片在拍攝時的角度。

(高、低、遠、近) 
~觀察石頭的輕重與水量高量
的變化 

體能活動： 
~滾瓶子 
音樂活動： 
~瓶子敲擊活動 
語文活動： 
~ 故 事 活 動 「 玻 璃 瓶 子 的 心

事」，鼓勵兒童說出心事。 
~瓶子拋拋樂(認讀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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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每日教案 

班別： 低愛班（28 人）  日期： 26-11-2012（一） 

主題： 瓶子變變變  教師姓名： 王穎祝老師 
 

時間 重點學習經驗 內容及步驟 資源 

0800-0845  入園、健康檢查  

0850-0920  排洗、早餐  

0925-1015  

~能分享拍攝照片的經驗 

~從觀察相片局部，知道

瓶子的全部 

主題時間 

~請兒童分享在「瓶子展覽區」所拍攝的相

片。 

~就兒童的不同相片，與小朋友討論相片在 

拍攝時的角度 (高、低、遠、近)。 

~提問兒童如何把我們課室有關瓶子的遊

戲、小實驗、相片、音樂瓶子與其他班的

同學分享？ 

~就兒童的意見，可以把課室變成一個較大

的展覽館，好讓其他小朋友參與。 

~請兒童選擇自己喜歡的組別，按照意願分

配工作。 

 

 

瓶子相片 

1015-1100 ~運用前三指執筆 ~練習活動：線條練習 

 

 

1100-1130  

~能夠熱心參與討論 

~能選擇自己喜歡的組別 

 

 

 

 

 

 

~會說出一些把瓶子疊高

的方法 

~能接納同學的意見 

 

 

 

 

~把想像的用圖畫表達出

來 

藝坊 

(一)小組活動： 

~提問兒童我們的牛奶瓶子將要變成甚麼作

品？ 

~與兒童一起討論如何把瓶子變成梵高《向

日葵》立體作品。 

~請兒童嘗試不同的方法把瓶子疊高。 

~最後，插入兒童繪畫的瓶子花朵。 

 

(二)小組活動： 

~繪畫活動的名稱 

~設計工作崗位卡 

~邀請卡 

 

角落活動： 

1. 認字瓶 

 

2.瓶子跟我做 

 
 
 
白膠漿 
 
畫紙 
顏色 
 
瓶子圖畫及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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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重點學習經驗 內容及步驟 資源 

 

 

 

3.《考考你活動冊》 

 

4. 識數教具1-15洞洞板 

 

5. 小肌肉活動：穿花珠2個一數 

 

~飲水/吃水果 

1130-1200 ~能打出節拍 到操場進行非鼓活動  

1200-1230 ~能保持身體平衡 到遊樂埸進行體能活動  

1230-1315  排洗 / 午膳 / 散步  

1315-1440  午睡(操場)  

1440-1500  排洗 / 洗臉  

1500-1530  英語樂（由英文老師 Uncle Mark 負責編寫）  

1530-1600   

1600-1625  排洗 / 下午茶點  

1625-1630  預備離園  

1630-1715  興趣小組 / 練習活動  

1715-1800  混齡活動時間、離園  

教學反思： 

   今天，兒童在藝坊活動時間，大家一起合作就明天的展覽活動作準備。有些

小朋友與老師繪畫活動的名稱、設計工作崗位卡、設計邀請卡等。還有梵谷組

的小朋友與老師一起把牛奶瓶子，變成梵谷的立體向日葵畫作。活動前，老師

都花了一點時間思考，如何把數十個又重又容易打破的玻璃瓶放在一起。但與

小朋友討論時，小朋友的提議，把老師先前的顧慮都解開了。兒童的想法天真、

直接、容易，他們說：「按照梵谷圖畫中出現的顏色，把瓶子疊砌在一起就可以

了！」老師便向兒童提問：「玻璃瓶如何貼呢？」他們於是嘗試用膠水、白膠漿、

膠紙等黏貼的方法。最後，由老師提議運用熱溶膠槍來黏合。大家分工合作，

完成了雕塑，後天便可向同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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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每日教案 

班別： 低愛班（28 人）  日期： 27-11-2012（二） 

主題： 瓶子變變變  教師姓名： 王穎祝老師 
 

時間 重點學習經驗 內容及步驟 資源 

0800-0845  入園、健康檢查  

0850-0920  排洗、早餐  

0925-0955  

~享受集體活動的樂趣 

~能腳尖對腳跟行走直線 

到 204 室進行體能活動 

~ 暖身活動 

~技巧訓練「腳尖對腳跟行走直線」 

~自由活動 

~舒鬆活動 

 

 

1000-1030  

 

~透過遊戲重溫瓶子的

不同形態 

~能夠聆聽老師的指示 

到205室進行唱遊活動 

~利用「分清左右」一曲進場 

~律動遊戲，音樂快慢及老師的指示，扮

演高高、矮矮、圓圓、小小、大大等瓶

子。 

~唱新歌—小瓶子 

~遊戲：大風吹 

 兒童一邊聽音樂，一邊拿著瓶子走路。

當音樂停止時，老師說：「大風吹，吹

走高高的瓶子/矮矮的瓶子！」 

  (老師可按小朋友的興趣更改指令) 

 

 

 

1030-1130  

~投入討論活動 

~知道自己在展覽活動時

的工作 

~與同學合作整理工具 

 

 

 

 

 

 

~能夠與人合作 

 

 

 

 

主題活動 

~老師出示兒童昨天合作創作的展覽邀

請卡及工作分配名稱給小朋友觀察。 

~提問圖中的內容，兒童分享自己選擇該

組別的原因。 

~請每一組的小朋友，模擬明天的介紹活

動，過程中啟發兒童與同學之間的對

話，講解內容，工作時注意事項等。 

 

 

小組活動 

~老師與每組展覽區的工作人員準備明  

 天的工作 

1. 準備石頭、瓶子、布、並量度石頭的

大小是否能放入瓶子中。 

2. 準備投票時的貼紙，兩個一組剪下來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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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備6份電筒和破玻璃紙 

4. 派發邀請卡 

 

角落活動： 

認字瓶 

 

1. 瓶子跟我做 

 

2. 考考你活動冊 

 

3. 識數教具：1-15洞洞板 

 

5. 小肌肉活動：穿花珠2個一數 

 

~飲水吃水果 

1200-1230  到 205 室進行英文遊戲  

1230-1315  排洗 / 午膳 / 散步  

1315-1440  午睡  

1440-1500  排洗 / 洗臉  

1500-1530  

~運用前三指執筆 

練習活動 

~線條練習 

~拼圖 

~圖書 

 

1530-1600  英語（由英文老師 Miss 負責編寫）  

1600-1625  排洗 / 下午茶點  

1625-1630  預備離園  

1630-1715  興趣小組 / 練習活動  

1715-1800  混齡活動時間、離園  

教學反思： 

    經過兩天的合作，大家都完成了明天的展覽工作。為了清晰兒童的工作崗

位，老師把每組兒童的相片貼在分工表內。前並邀請每一組的小朋友嘗試介紹

自己的工作及準備明天自己所需要的工具。例如：瓶子、投票的貼紙、石頭、

檯布…等。這些活動，好讓兒童有足夠的準備，清晰自己的工作，培養個人收

拾物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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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每日教案 

班別： 低愛班（28 人）  日期： 28-11-2012（三） 

主題： 瓶子變變變  教師姓名： 王穎祝老師 
 

時間 重點學習經驗 內容及步驟 資源 

0800-0845  入園、健康檢查  

0850-0920  排洗、早餐  

0925-0955  普通話遊戲（由普通話何老師負責編寫）  

1000-1030  

 

 

~兒童能與同學合作扮

演不同形態的瓶子 

~從遊戲溫習圓圓/方

方/小/大等概念 

~能聆聽老師的指示搖

瓶子 

到205室進行唱遊活動 

~利用「分清左右」一曲進場 

~律動遊戲，請兒童二人一組，扮演高

高、矮矮、圓圓、小小、大大等瓶子。 

~發聲練習：利用瓶子，吹出聲音或風 

~遊戲：音樂瓶子大風吹 

 兒童一邊聽音樂，一邊拿著瓶子走路。

當音樂停止時，老師說：「我要中音瓶(有

珠子的瓶敲)、 我要低音瓶(有意粉的瓶

敲)、我要高音瓶(有噹噹的瓶敲)」   

~唱歌：瓶子 

(請兒童嘗試更改歌曲的旋律) 

可加入兒童製作的樂器演奏 

 

 

瓶子 

1030-1130  

~能與同學合作及分享 

~嘗試主動向同學講解活

動 

~活動前後，會協助老師

收拾物品 

 

 

 

 

主題(10:30-10:45) 

~提問兒童今天我們的課室將舉行甚麼

活動？ 

~小每一組的工作人員簡單向同學介紹 

兒自己的工作崗位。(共有6組小朋友) 

~老師帶領各組別的小朋友，整理自己的

用具、擺放物品。 

~戴上工作人員的工作牌，然後開展自己

的工作。 

 

展覽時間分配： 

10:50-11:30到K.2B互換課室 

~半班小朋友在課室，準備自己的工作，

向同學講解遊戲方法。 

~半班小朋友先到K2.B課室玩耍。 

( 之後，互相交換分組約20分鐘) 

 

11:30-12:00 

~K.1B小朋友到本班參觀，由全班小朋友

一起協助帶領活動 

 

貼紙 

石頭 

水瓶 

布 

白板筆 

工作牌 

電筒 

玻璃紙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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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30  到 205 室進行英文活動  

1230-1315  排洗 / 午膳 / 散步  

1315-1440  午睡  

1440-1500  排洗 / 洗臉  

1500-1530  

 

~能運用前三執筆 

練習活動 

~線條練習 

~拼圖 

~圖書 

 

1530-1600  到遊樂場玩耍  

1600-1625  排洗 / 下午茶點  

1625-1630  預備離園  

1630-1715  興趣小組 / 練習活動  

1715-1800  混齡活動時間、離園  

 

教學反思： 

    瓶子展覽館今天開幕了，小朋友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活動前，大家合作擺

放用具。老師把他們分成 A、B 兩組，與低望班的小朋友互相交換課室進行活動。

因為兒童沒有做展覽的經驗，所以老師引導特別多，例如：與同學講解的技巧、

與同學如何分工合作、物件的擺放等。過程中，漸見兒童見立信心，能夠把活

動向同學介紹。由其是相片欣賞的工作人員，嘗試對客人推介相片等。 

   活動後，老師與兒童作檢討，並就每一組給予意見及讚賞。小朋友檢討時分

享說：「我們沒有把物品收拾好，檯面很混亂。」還有反映組員沒有向別人講解、

畫筆沒有墨水等。老師接聽意見後，大家一起想出解決的方法。我覺得活動後

檢討，能夠提升兒童的反思能力，也讓兒童習慣每事情多想一想，互相學習別

人的優點，改善自己的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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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每日教案 

班別： 低愛班（28 人）  日期： 29-11-2012（四） 

主題： 瓶子變變變  教師姓名： 王穎祝老師 
 

時間 重點學習經驗 內容及步驟 資源 

0800-0845  入園、健康檢查  

0850-0920  排洗、早餐  

0925-0955  到 205 室進行英文唱遊  

1000-1030  

~能聆聽英文指令 

~學習左右跳的技巧 

~能平衡身體 

~爬過矮欄 

到操場進行英文體能活動 

1. 暖身運動 

   技巧訓練--左右跳動身體 

2. 分組活動--踏單車繞過障礙物 

           --單腳跳呼拉圈 

           --爬過矮欄 

3.舒鬆活動 

 

1030-1130  

~能與同學合作及分享 

~嘗試主動向同學講解活

動 

~活動前後，會協助老師

收拾物品 

 

主題(10:30-10:45) 

~回顧昨天的工作，分享在工作時遇到的問

題。 

~請兒童提議，想出改善的方法。 

展覽時間 

10:50-11:30   

高望班 

11:30-12:00 

高愛班 

貼紙 

石頭 

水瓶 

布 

白板筆 

工作牌 

電筒 

玻璃紙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15  排洗 / 午膳 / 散步  

1315-1440  午睡  

1440-1500  排洗 / 洗臉  

1500-1530  

~能一起朗讀語文書的

句子 

~認識「餅乾」、「金

魚」、「鮮花」、「糖

果」的字形結構和讀

音 

語文活動—朗讀故事「瓶子」 

~一起朗讀書中的內容和句子 

~認識「餅乾」、「金魚」、「鮮花」、

「糖果」的字形結構 

~老師請兒童扮演畫中不同形狀的瓶

子。當老師說：「高瓶子！」扮高瓶

子的小朋友立即站起來說：「我是一

個高高的瓶子，可以存放糖果！」，

並在白板上尋找合適的字卡。 

 

1530-1600  排洗 / 下午茶點  

1600-1625  宗教  

1625-1630  預備離園  

1630-1715  興趣小組 / 練習活動  

1715-1800  混齡活動時間、離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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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今天展覽的對象是高班的小朋友，所以在活動前，老師與兒童討論有甚麼

問題可以提問高班的小朋友，加添活動的趣味。兒童提議可以先猜一猜哪個瓶

子高音、哪一個低音，紅色玻璃紙和藍色玻璃紙重疊出現甚麼顏色、說出自己

喜歡哪一個瓶子等。這些問題，都是由兒童想出來的，從主題開始到結束，只

是一個月的時間，活動中看見兒童的成長，學習變得主動。早上，小朋友都向

家長們介紹課室中的活動，還提問老師可否給爸媽投選瓶子相片。由小朋友的

舉動及期望，老師把兒童的作品展覽到派發評估的一天，好讓家長能夠分享兒

童的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