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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二 獨特的我  

 

 
 

在一年級上學期，學校安排跨學科學習主題「獨特的我」；各科按學

生學習進程，布置學習內容，有序開展主題學習。 

周次 學科 跨學科學習內容 

8-15 常識  認識身體各部位，明白長大後，能力和外貌都會改變。

 參觀香港科學館的「生命科學」展覽，加深對人體結構和

各器官功能的認識，明白生命的奧妙。（全方位學習）

8-11 視藝  學習繪畫自畫像，發展觀察人物和欣賞畫像的能力，同

時培養欣賞個人的獨特性。 

9-11 數學  讓學生因應自己的「頭圍」大小，製作屬於自己的「頭

尺」。 

 利用「頭尺」量度身軀、腿、全身及雙手展開的長度，

了解每個人都是獨特的，從而學會欣賞自己。 

10-11 聖經  閱讀圖畫書《我不知道我是誰》了解自己的身份，明白

認識自己的重要。 

11-12 音樂  學習用身體不同部位創作各種動作，模仿動物或人物的

動作來反映聲音的特質，並從律動中突顯獨特的個性。

9-14 中文  透過單元「一天天成長」學習管理情緒，並從不同角度看

問題，體會別人的感受，認識和欣賞成長中的自己。 

12-14 圖書  閱讀圖畫書《我》，學習了解和接納自己，欣賞每一個

人的獨特性。 

14-15 英文  學習與身體各部位有關的字詞，嘗試簡單介紹自己，並

培養不要以貌取人，尊重和欣賞別人的美德。 

12-16 體育  在了解自己身體的特徵後，創作屬於自己獨有的肢體動

作，並與同學合作，串連成一組舞步。 

 
  

 

 案例由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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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學習主題涉及眾多科目的課程統整，篇幅太長；因此，教學

流程只重點介紹中文科和圖書課的教學安排。中文科單元包括兩篇以孩

子成長為題材的課文，其中童詩《我真棒》讓學生了解自己已經長大，

可以自行完成很多事情，而通過篇章《我不哭了》，學習管理情緒、體

會別人的感受，並從不同的角度看問題。此外，教師會安排學生就主題

進行延伸閱讀，閱讀指定篇章和自選網上篇章，以提高學生的閱讀量。

圖書課透過閱讀圖畫書《我》，讓學生學習了解和接納自己，以及欣賞

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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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圖書組 

級 別：小一 

主 題：獨特的我 

課 時：8 教節（中文科 6 節，圖書課 2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閲讀 

 理解課文內容 
 運用文題聯想法，推測課文內容 
 認識朗讀的基本要求：不丟字、不加字；讀準字音，並恰當停頓 

2.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學習和運用句式「……和……」 

 複習逗號和句號，認識頓號 

3. 品德情意 

 認識和欣賞成長中的自己 

 學習管理情緒 

4. 思維 

 培養聯想力和慎思明辨能力 

圖書組 

 圖文對讀，理解圖書內容 

 認識每個人都是獨特和重要的 
 
閲讀資源： 

 講讀課文：《我真棒》、《我不哭了》 
 自讀課文：《威威當哥哥》、《傘》 
 網上閱讀：《我是媽媽的好幫手》、《星期日農夫》、《珍惜玩具》、

《我終於得到老師的讚賞！》、《牙痛》、《我不開門》、《偏食的小明》 
 圖畫書：《我》（張蓬潔/文．圖），2007。 

設計說明 

本書引導小讀者認識重要且特別的自己。作者強調不需要跟別人

比較，因為每個人都有優點和缺點，成為最好的自己，才是努力的目

標。每個人都應學會怎樣愛自己，同時要學習愛人如己，也就是我怎

樣愛自己，也要怎樣愛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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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說明 
 

中文科 第一至三節《我真棒》  

一、 引入  

1. 教師板書課題《我真棒》，請學生想想那是甚麼意思？

2. 猜猜「我」做了甚麼「真棒」的事情呢？ 

運用聯想力，猜想課

文內容。 

 

二、 發展  

1. 朗讀指導（一）  

• 請學生留心聆聽老師範讀課文《我真棒》，注意字

詞讀音，並把不明白的字詞圈起來。 

• 學生以個別朗讀、分組朗讀等不同形式感知課文；

教師就讀音或聲線大小給予回饋。 

朗讀導入，初步感知

課文。 

2. 字詞教學 

• 逐一板書學生提出的新詞，採用不同方法釋詞。 

• 利用板書或筆順動畫等策略，鼓勵學生用「口唱書

空」學習生字的筆順。 

 

3. 學生先想想以下問題的答案，然後跟鄰座同學說一說  

• 詩歌裏的「我」會做甚麼事情？為甚麼大家都誇「我」

真棒？ 

• 從哪裏知道「我」不但會自己做事，還做得好？ 

• 你試過用「你真棒」來稱讚別人嗎？還有其他稱讚

別人的說話或方法嗎？ 

運用解釋、重整和創

新等不同層次問題，

引導學生理解課文。

4. 句式教學「……和……」  

• 讀一讀，看看句子(1)、(2)跟(3)，說說有何不同。 

(1) 我自己穿褲子。 

(2) 我自己穿襪子。 

(3) 我自己穿褲子和襪子。 

• 引導學生說出：句子(3)運用了「和」字，把(1)、(2)
兩句合成一句，表達清楚和簡潔。 

• 展示例句：我會寫字和畫畫。我愛唱歌和跳舞。 

語文知識結合與情

意教學。 

• 學生二人一組，運用句式輪流介紹兩件自己會做的

事情，並互相稱讚。 

二人小組活動前，教

師可邀請學生作示

範。 

教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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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說明 
  

5. 朗讀指導（二）  

• 學生再朗讀詩歌，要求朗讀時不丟字、不加字和讀

音準確外，還要讀出恰當的停頓，表達詩歌的感

情。 

在理解的基礎上加

強朗讀訓練。 

  

三、 小結  

1. 引導學生說說從課文中學到了甚麼。  總結學習所得。 

2. 為甚麼我們要「自己的事自己做」？  

  

四、 延伸閲讀  

1. 回家閱讀指定的自讀篇章《威威當哥哥》，嘗試朗讀給父

母或家人聽。 

鼓勵自主閱讀。 

2. 自選網上閱讀：《我是媽媽的好幫手》、《星期日農夫》、

《珍惜玩具》、《我終於得到老師的讚賞﹗》。 
 

  
  

中文科 第四至六節《我不哭了》  

一、 引入  

1. 學生生活分享：你哭過嗎？那是為了甚麼？ 

2. 板書課題《我不哭了》，請學生說說課文的內容。 

運用聯想力，猜想課

文內容。 

  

二、 發展  

1. 朗讀指導   

• 留心聆聽教師範讀課文，注意字詞的讀音，並圈出

生字新詞。 

• 全班分成四組，運用上一課所學的朗讀技巧，輪流

朗讀課文段落；教師逐一給予回饋或評語。 

朗讀導入，感知課

文。 

2. 字詞教學（與上課處理大致相同，從略）  

3. 引導學生思考和討論 

• 課文的「我」，為甚麼愛哭？ 

• 有一天，「我」又哭起來，為甚麼沒人理會「我」？ 

• 你認同「笑多麼好啊！」這句話嗎？為甚麼？ 

• 你曾經哭個不停嗎？為甚麼？ 

• 到底「哭」是否不好呢？ 

運用複述、伸展、評

價和創新等不同層

次問題，促進學生理

解課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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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說明 
 

4. 複習逗號、句號和頓號 

• 提問學生還記得逗號、句號和頓號嗎？請說一說 

逗號、句號和頓號的用法有甚麼不同。 

• 展示例句，請學生在□裏填上逗號、句號或頓號。

(1) 今天□我吃了白菜□魚和水果□ 

(2) 我愛爸爸□媽媽□也愛爺爺□奶奶□ 

• 再朗讀課文，要注意讀至標點符號時，適當停頓。

 

5. 戲劇活動  

• 再讀課文，說說課文中共有多少個人物。 

• 想像如果有一天「我」又哭了，但家人（爸媽和祖

父母）都不理「我」，「我」會有甚麼感受？又會

說甚麼話？ 

• 學生分 5 人一組，自由分配角色。 

• 巡視各組的活動，因應需要指示學生根據課文和

討論所得，用適當的語氣、動作、表情進行角色扮

演。 

• 學生演出後，教師給予回饋，並選出表現最佳的組

別。 

通過戲劇演出深化

對課文的理解。 

 

三、 總結  

1. 請學生說說大家對「哭」有何新的想法。  反思學習所得。 

2. 遇到不開心的事情，哭是很正常的反應，但大家不要用

哭來讓家人順從自己、滿足自己的要求。同學已經長大

了，遇到問題應與家人商量。「哭」不能解決問題，只

會引來大家的不快，「笑」才會令一家人感到快樂。 

 

 

四、 延伸閲讀  

1. 指定自讀篇章《傘》，然後朗讀給家人聽。  鼓勵自主閱讀。 

2. 自選網上閱讀：《牙痛》、《我不開門》、《偏食的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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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說明 
  

圖書課  讀書會 第一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說說自己的身體是「小」還是「大」？為甚麼？

2. 展示圖畫書《我》的封面，提問： 

• 故事書的主角是誰？ 

• 「我」的心情怎樣？為甚麼「我」會開心？ 

3. 師生共同閱讀圖畫書。 

引領思維閱讀：觀察

圖書封面，提取重要

信息，為閱讀做好準

備。 

  

二、 發展  

1. 理解圖畫書內容 

• 為甚麼頁 2 至 3 說「我」很小，也很大？ 

• 從頁 4 至 7，「我」的家有哪些人呢？總共多少人？ 

• 請學生朗讀圖畫書。 

 

2. 小組活動 

• 請學生輪流跟組員說說家裏有哪些人？總共多少

人？最希望自己長大後會像哪位家人？為甚麼？ 

• 抽樣邀請組別成員說說家裏有哪些人？長大後希望

自己會最像哪位家人？為甚麼？ 

 

• 板書學生形容自己和家人的詞語，協助學生完成讀

書會課業一的題（一）。 
學習形容人物的詞

語，並以工作紙鞏固

所學。 

3. 共同閱讀頁 8 至 36，請學生說說 

• 「我」雖然有很多做得不好的地方，為甚麼媽媽還

說「我」很重要？ 

 

• 請留意頁 20 至 29，除髮型、體重和動作外，「我」

到底在哪些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 你覺得與你一組的同學特別嗎？請用合適的詞語，

形容一下你的組員。完成讀書會課業一的題（二）。 

頁 20 至 29 的參考答

案：樣貌、指紋、笑

聲、想法、畫的圖。

  

三、 小結  

1. 看了這本圖畫書，你同意「我們每一個人不單重要，也

非常特別。」這句話嗎？為甚麼？ 

 

2. 既然人人都有不同的特點，我們應該怎樣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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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我 

讀書會課業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想一想，你會用甚麼詞語形容自己和家人？ 

 

參考詞語：年幼、年長、高大、美麗、可愛、親切、聰明 

 

同學也可以寫上自己想到的詞語啊！ 
 

1.  的我 

2.  的  

3.  的  

  

我是爸爸媽媽新生的小嬰兒，我有一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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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一想，你會用甚麼形容詞形容你的組員？ 

 

例：活潑好動的陳小明 

1.  的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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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說明 
 

圖書課  讀書會 第二節  

一、 引入  

1. 展示圖畫書，提問 

• 上一節我們在看哪本圖書？ 

• 圖畫書《我》怎樣形容「我」？ 

 

 

二、 發展  

1. 繼續看圖畫書頁 36 至 41，先跟鄰座同學說一說，然後

說給全班聽。 

• 作者提出了哪些愛自己的方法？你能做到嗎？ 

 

2. 小組共讀頁 42 至 53，分組討論 

• 為甚麼作者說不必和別人比較？ 

• 作者說最重要是和自己比較，到底要比較的是甚

麼？ 

• 你覺得自己跟以前有甚麼改變？ 

• 完成讀書會課業二。 

 

 

三、 總結及延伸  

1. 引導學生說出：每個人都有自己的優點和特點，值得他

人欣賞、尊重和愛護。 

 

2. 如果很欣賞一個人，我們可以怎樣表達呢？你做過這些

欣賞或尊重他人的事嗎？你有甚麼感受？ 
情意培育：實踐對別

人的欣賞和愛護。 

3. 欣賞和愛護他人的方法很多，請想想你可以做的一件欣

賞或愛護他人的事，並完成讀書會課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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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我 

讀書會課業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想一想，你跟以前有甚麼改變。 

最重要是和自己比較。 

 
 

 

 

 

我比以前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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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一比，你和家人有甚麼分別。 

 

例：姐姐年紀比我大。 

1.  比 。 

2.  比 。 

3.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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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我 

讀書會課業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你會怎樣表達對家人、朋友的欣賞和愛護？在空格內畫一

畫。 

 

二、 對家人和朋友表達了愛，你會有甚麼感受？ 

 

對家人和朋友表達了愛，我感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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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規劃的主題閲讀 

配合跨課程閱讀的主題「獨特的我」，教師運用教科書課文加上圖

畫書等閱讀資源，引導學生對成長中的自己有更深刻的認識。 

 

「獨特的我」主題閲讀規劃 

 
 

通過講讀課文和延伸閱讀篇章，學生學會欣賞成長中的自己，並學

習管理情緒；繼而在讀書會閱讀圖畫書《我》，進一步認識到每個人都

是獨特和重要的，無須跟別人比較。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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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訓練的閲讀教學 

閱讀教學方面，配合小一學生的學習需要和篇章體裁特色，教師很

重視朗讀的指導。第一篇《我真棒》是簡短的童詩，教師以範讀導入，

並在學生充分理解詩歌內容後，再指導朗讀技巧，除了教導學生注意朗

讀時不丟字、不加字和讀準字音外，更重要的是要讀出節奏，表達詩歌

的思想感情。學生對朗讀有了基本認識，到了學習第二篇《我不哭了》

時，就可以運用學過的朗讀技巧。 

 

教師運用不同層次的問題，幫助學生更深入理解課文內容，發展思

維能力。教師又指導學生演出課堂戲劇，過程中引發學生思考人物的說

話，深化學生對課文內容的理解。此外，教師也重視字詞及語文知識教

學，並把語文知識及課文內容有機結合，例如：在《我真棒》教導學生

認識和運用句式「……和……」，以及用「你真棒」向別人表示讚賞；

在《我不哭了》複習逗號、頓號，連繫朗讀節奏的訓練。 

 

 

同儕互動的分享閲讀 

圖畫書《我》的內容與課文相關，主題更見深入，引導學生認識自

己是獨一無二的，無須與別人比較。由於小一學生仍在學習閱讀的方

法，需要教師的指導，因此教學設計採取「共同閱讀，小組分享」的方

式，以多層次問題引導學生理解圖書內容，並在小組裏分享自身的體

驗，同時聆聽同學的想法。學生進行閱讀分享的安排早見於兩篇課文

教學，有助培養學生在小組裏分享個人經驗的常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