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
Pre-primary Education

繪本教學
啟導幼兒成長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楊浩敏老師（教學年資：10 年）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

教學對象
低班

教學理念
「運用繪本教學，培養幼兒主動學
習、學會學習的能力，奠下長遠發
展的基礎。同時，藉着各項圍繞主
題設計的延展活動，訓練幼兒語文
的聽、讀、講、寫，以及解難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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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問到學前教育是甚麼？很多人只聯想到
陪小朋友唱歌、遊玩，談不上專業。東華
三院田灣幼稚園的楊浩敏老師認為，學前
教育有其獨特功能，而透過 「繪本教學」

的故事主題網，以各項圍繞繪本主題延伸

出來的活動，便可訓練幼兒語文、解難及
創意等能力。
課堂開始時，老師先跟幼兒以小組形式朗讀故事書。

楊浩敏老師指 「繪本教學」 結合了 「主題教學」 和

千本繪本，大部分都是給幼兒作讀物。經過集體商議和

由老師設計相關主題的活動與學習目標。至於方案教學

主題網。楊老師解釋： 「例如繪本《愛蓋章的國王》，

「方案教學」 的優點，她解釋： 「主題教學按既定主題，

篩選後，眾老師將當中約五十本選為教材，並製作故事

則讓幼兒擔當主導者，按其興趣及反應，推展學習過程。

先按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興趣、涉及的中國文化和民

繪本教學則結合兩者，每本繪本為一單元，教授三至四

風等，分析故事並設計相關活動，從而讓幼兒認識中國

星期，初期為主題教學模式，至最後一星期則按幼兒回

古代民風、找尋自己興趣、建立同理心和尊重別人等。」

應而設計延展活動。」 相比以上兩種教學法，她認為繪

因應幼兒學習需要，幼兒班、低班和高班各選用不同程

本教學的好處在於，教師可以有更大的彈性和自由度，

度的繪本。

發揮創意，設計符合幼兒語言發展及基本能力的學習活
動，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而這一切，就要由繪本說起。

選好故事 發展相關教材

問到怎樣設計活動，楊老師說： 「最重要是生活化，

既誘發幼兒參與的興趣，也有利他們明白知識與生活的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以繪本為教材，首要選擇

關係。」 故此，雖然每年都用相若的書籍，但教師會按

合適的繪本。楊老師解釋： 「一本適合作教材的繪本，

當時的社會環境設計活動。她舉例： 「如《愛蓋章的國

要生動有趣、插圖要精美、價值觀要正面。」 找到適合

書時，適逢〈清明上

的繪本，才可以發展適合的學習活動。

河圖〉電子版來港展

字數要適量、文字要優雅、故事時空發展要順序、情節

然而，並非所有繪本都適合作教材，正如該校有逾

設定活動目的後，老師
會鼓勵幼兒發揮創意，
解決問題。例如應該
怎樣拿擔挑、每次拿
多少個平安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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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活動 配合社會議題

王》，兩年前使用這本圖

覽，我便引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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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教學為幼兒設計各項角色扮演活動，協助他們突破自我，培育同理心。

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民風。今年，則因應早前的長洲太

以協助幼兒認讀文字。」 為教授相關技巧，學校教師特

平清醮，我便想到以平安包作為學習主題。」

意為家長舉辦親子讀書會。採用繪本教學後，楊老師指

圍繞平安包設計的活動，包括：畫平安包圖案、搶
包山等。 「設計學習活動時，須配合幼兒教育的六大範

幼兒對文字的構造更敏感： 「例如課堂上跟幼兒讀故事

時，他們會發現字體與字體之間的共通點，初步有了部

疇，即語文、早期數學、科學與科技、藝術、體能與健

首的概念。而且，有時候跟我或家長說話時，懂得利用

康、個人與群體。畫平安包讓幼兒嘗試繪畫，搶包山可

繪本學習過的句式，改動一些字詞，於日常生活中應用，

訓練其體能。搶包山後，讓幼兒點算數目，並按平安包

表達自己。」

的圖案分類，從中可學到一些數學元素。」 過程中，她
花上不少心思，留意幼兒的反應、回饋，於最後一星期
設計相應的延展活動。例如有幼兒說想試造平安包，她
便着手和其他老師設計學習活動。 「回應幼兒的學習需
要，有助提升學習興趣，更投入課堂。」

朗讀故事 家長手指文字

綜合活動 引進音樂元素
回顧十年教學生涯，楊老師指得到現在的成果，有
賴一班同事通力合作，以及校方積極引進校外資源，優
化校本課程。 「辦學機構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於屬下所
有幼稚園推行 『繪本教學』 。入職當年，學校已試行 『繪

本教學』 ，翌年更於全校推行。至於我所屬的東華三院

要按着一本簡單的繪本製作教材，其實一點也不容

田灣幼稚園，更是幾間先導支援學校之一，當其他學校

易。 「一般人閱讀繪本的故事，很多時只會留意情節。

遇上問題時，提供支援與協助。」 她續回憶： 「當時機

細閱讀，加上明白幼兒心理，就可構思他們感興趣的活

材技巧等，協助我掌握這種新教學法。」

記得初入行時，也覺得很難入手。後來才明白，只要仔

構安排工作坊，邀請專家分享經驗如選書心得、製作教

動。」 故此，楊浩敏老師認為，最重要是對繪本有相當

展望未來，楊老師希望可以引進更多音樂和創意元

的敏感度， 「這需要累積相當的經驗。」 活動還可以在

素。 「這可以分兩方面：首先，是在朗讀部分加入音樂，

幼兒和父母一起完成。」

動中融入音樂元素。例如：畫圖畫時，讓幼兒按着節奏

家由家長協助延續。 「有些親子活動如美藝創作，是讓
同時，她鼓勵家長在家向子女朗讀繪本。 「很多家

長都認為，講故事時要用口語；但對朗讀故事應如何處

例如加入拍子，有節奏地朗讀。其次，是在綜合小組活
一筆一筆地畫。」 至於創意方面，她希望可構思更多獨
特活動，供幼兒從遊戲中學習。

理，則較為模糊。朗讀故事時，其實有一些小技巧要留
意，例如可以用手指着文字，逐字逐句跟着書面語去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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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我深信語文能促進幼兒的思維能力，是一切智力發展的基
礎。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我致力培養幼兒早期閱讀能力，推
廣閱讀文化，並發展 「繪本教學」 課程，以促進幼兒讀寫能力
的萌發，同時培育幼兒各種基本能力，達至全人發展。

我採用遊戲、學習和照顧三大元素，發展校本課
程。通過營造學習環境的氛圍，培養幼兒的 「三心兩

意」 ：好奇心、自信心、關愛心、樂意和創意；並從
生活中發展幼兒專注、觀察、推理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讓幼兒建立正面的自我觀和自尊，培養社交技能
和責任感，成為一個主動積極、熱愛生活和關心社會
的好孩子。

選取優質故事圖書發展 「繪本教學」
為開展繪本教學課程，我必須了解幼兒學習心
理，順應幼兒的生活經驗和興趣，選取適合的兒童文
學圖書；而圖書的內容主題須有助幼兒建立正面和積
極的價值觀。我會再因應故事內容編排可發展的學習
主題，並利用故事主題網聯繫相關的學習範疇，發展
綜合的學習活動。

每天進行朗讀
在進行主題學習期間，我每天為幼兒朗讀，以書

利用平安包，引導幼兒學習分類，進一步鞏固他們的邏輯分類概念。

應。例如：當我提問幼兒 「這故事主角被遺棄的感

受」 時，幼兒能以 「痛苦」 、 「孤單」 、 「難過」 、

「可憐」 等豐富的詞彙作回應。故事主題進行至第三

星期時，大部分的幼兒對故事中的文字已能瑯瑯上
口，並自發地跟我一起朗讀。

營造豐富的語文學習環境

面語將故事中的文字聲情並茂地唸讀出來。重複的朗

我會利用故事情節及角色人物布置課室，創設需

讀，除增強幼兒對圖書及文字的理解，亦加强幼兒

要使用文字的機會，通過故事情節，營造豐富的語文

「口頭語」 和 「書面語」 對譯的能力。在進行討論

學習環境。例如：進行《衣裳小公主》故事主題時，

時，我發現幼兒們能以字詞不同但意思相近的詞彙回

經討論後延伸出服飾設計及時裝表演活動。幼兒與我
一起把學校禮堂及走廊布置成時裝表演及展
覽場地；幼兒扮演模特兒走秀，
又利用服飾展覽展示自己的作
品，過程中，幼兒需要運用圖像
及文字介紹自己的創作。通過有意
義的情境，增加了幼兒運用聽、
說、讀、寫的機會，提升幼兒的

部分課堂活動引入話劇
元素，讓幼兒從表演中
培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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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力。由於幼兒對故事內容已相當熟悉，故容易
投入故事情節所延展的活動，反應亦非常積極。

從遊戲中學習
我愛通過不同媒體與多元化活動，運用遊戲貫穿
不同的學習範疇內容，讓幼兒在自然愉快的情境中學
習。以進行《沒毛雞》故事主題為例，我帶領小組幼
兒穿上絨布衣扮作 「沒毛雞」 ，到學校圖書角鋪滿軟
墊的模擬 「泥沼」 裡來回翻滾，沾上一身羽毛、葉

子、紙屑及其他物料。完成後，幼兒將身上沾上的物
料進行分類，然後點算屬於羽毛類的物料數目，比較
誰的羽毛最多。在活動中，幼兒既有享受體能活動的
機會，又強化了分類、數數等概念。我希望所設計的
遊戲能讓幼兒充分體驗群體生活的樂趣，認真的互相
交流，彼此學習。

綜合幼兒的各學習範疇

透過小組遊戲，協助幼兒認識食水來源，增進常識。

繪本內容題材廣泛，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媒體以培

幼兒以小組合作形式，為小公主製作生日禮物，幼兒

養幼兒各種基本能力。我依故事情節的發展及幼兒的

有機會學習與人合作，共同籌備活動，從而培養他們

程度，結合他們的生活經驗，設計能綜合各學習範疇

的創造力、協作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我通過與幼兒

的探究活動，包括早期數學、音樂、德育、體能等範

一起感受故事角色的心境和經歷，培養他們的同理

疇，以促進其能力均衡的發展，為終身學習作好準

心；又利用延展活動，促進其情意發展。例如在 「捐

備。我每天都為幼兒朗讀故事，他們對故事情節相當
熟悉，當進行討論故事內容時，能引發幼兒樂於表達
意見和感受。以《衣裳小公主》故事主題為例，我讓

贈衣物」 活動中，讓幼兒體驗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別人
的關懷，培養關愛的情懷。
「繪本教學」 不單純是一種教學法，而是以繪本

為媒體來整合各學習元素，強調以兒童為本、以遊戲
以環保物料為教材，
從小向幼兒灌輸環保
訊息。

為策略的綜合模式，引導幼兒學習。

結語及感想
學前教育着重幼兒的全面發展，優質而有趣味的繪
本，不僅能加強幼兒的語文能力，亦能幫助他們統整生
活經驗及滿足發展需要，更能提高學習動機，提升自主
學習的動力。與繪本產生感情是有效推行 「繪本教學」
的秘訣，如希望幼兒投入繪本學習，教師亦應享受繪
本帶來的樂趣。我對繪本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透過接
觸繪本使我常保持一顆童稚的心，把自己與幼兒的距離
拉近，打開能通達幼兒世界的道路。
在幼兒的成長路上，我希望藉繪本的魔力讓學習變
成樂趣，使幼兒更有能量踏上終身學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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