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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電話王 

嘉義市博愛國小 楊智雯、洪慧詠、楊雅棻老師 

嘉義市博愛國小 楊智雯老師 

摘 要 

一、為什麼採用這主題轉化 

1. 配合課程教學進度，課程轉化後可實際實施教學於班級，可體驗教學設計帶給學生

的學習成效如何。 

2. 「電話」這項日常用品是孩子隨處可見的，但是目前對他們來說仍不常使用，甚至

有可能不會使用，可以利用這主題，讓孩子在使用電話前，得知如何正確的使用，

將有助於培養孩子的生活能力。 

二、如何轉化 

1. 將整個單元的課程整理後，有系統、有條理的設計課程： 

電話的功能→使用電話的時機→如何正確使用電話→進行體驗→製作電話簿 

2. 所設計的課程與課本相比較之下，內容前後順序不同，並且刪除了課程鈴聲節奏教

學的部分，因為節奏教學和教學目標並無太大的相關，因此省略此部分。 

3. 課本中提及傳聲筒的部分，因目前我們所使用之電話有許多已沒有電話線，且電話

線的曲直並不是影響收訊的主要原因，故省略此部分。 

4. 課本內容多偏重於「介紹」，但是因為有許多孩子接觸電話的次數並不多，因此轉

化的課程當中特別強調「體驗」，補充設計「打公共電話」這個部分，讓孩子實際

體驗如何打公共電話，培養孩子基本的生活能力。 

三、符合新課綱的部分 

1. 轉化後的課程，是考量到兒童的生活經驗，並與真實的生活情境作連結來進行課程

設計。 

2. 另外，轉化後的課程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讓學生有體驗與參與學習的樂趣。 

3. 轉化後的課程，培養孩子產生真實的生活能力，藉由親身體驗與實作，學習到帶著

走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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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計理念 

現在的小朋友顯少有打電話的機會，但是一旦有機會打電話，卻又不知如何使用，隨

著年紀增加，打電話的機會也會增加；因此 如何使用電話在他們的生活中，逐漸成為一個

重要的課題。課程從生活經驗出發，透過打電話的角色扮演和遊戲，讓孩子瞭解如何打電

話的功能，同時可以學習到正確使用打電話的方式和接聽電話的禮儀。 

貳、應用之能力指標 

主要能力指標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行探索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力，並體驗生活的樂趣。 

1-3 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網絡之間的互賴與不可分離性。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練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加生

活的趣味。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行動。 

5-4 養成參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禮儀與態度。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參、單元架構 

 

 

 

 

 

 

 

 

肆、單元教學目標 

1. 藉由「話話電話」的活動，能讓孩子瞭解電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也透過遊

我是電話小天使 

我是電話王 

話話電話 

我『愛』電話
大家來 call out 

我的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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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討論的方式，學會使用電話和公共電話。 

2. 藉由『我『愛』電話』活動，能讓孩子經由討論的方式瞭解電話的使用時機、及知

道遇到特殊情況時，應該如何打電話求助。 

3. 藉由『我是電話小天使』活動，能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孩子能夠了解使用電話

的禮儀。 

4. 藉由『大家來 call out』活動，能透過實際演練的方式，讓孩子能正確使用公共電話。 

5. 藉由『我的電話簿』活動，能透過實際動手做出自己的電話簿，瞭解電話簿應該紀

錄的內容。 

伍、對象：國小一年級 

陸、節數：八節（教師可自行調整） 

柒、課程參考：改編翰林一下第四單元 

捌、教學活動流程 

主題名稱：我是電話王 

活動名稱 教學流程 教學準備 教學目標 評量方式

【 活 動

一】話話

電話 

一、引起動機 

  老師離開教室，從別的地方打電話回教室。

因班上無固定的接電話的學生，所以等教師回

到教室之後，再詢問班上同學，剛才是誰接電

話的？並請學生再重複一次剛才所說的話。 

二、發展活動 

1. 請學生發表：什麼時候會用到「電話」？ 

2. 請學生發表：那你知道有哪幾種樣式的電

話？而且有什麼不一樣呢？ 

3. 請學生發表：電話應該怎麼使用？ 

4. 請學生發表：如果出去找不到公共電話時，

或沒有零錢時，要怎麼辦？ 

三、綜合活動： 

教師整理 

教學 ppt  能瞭解電

話在我們

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

性。 

 

 

 
能透過遊

戲 和 討

論，學會

使用電話

和公共電

話。 

口頭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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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話的用途：聯絡親人或朋友、詢問、

求救 

(2) 可以用來打電話聯絡人的：像是手機、

家裡的電話、公共電話。 

(3) 手機撥打電話要加 05（區域號碼）；家裡

電話可以直接拿起來打，不加 05；公共

電話需要投錢或電話卡，才可以打，並

且不加 05。 

(4) 可以向店家借、跟路人借手機、或跟警

察借電話。 

教學成果與省思（教學活動照片、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分析檢討） 

因為班上沒有固定的小朋友接聽電話，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小朋友聽到電話響了，都

不敢去接電話。響了很久之後，才有一個小朋友敢接電話。 

不過接了電話之後，也是支支唔唔的說不太清楚，不過能夠將老師的話傳達給小朋友

知道。但是要請接電話的小朋友再重新說一次，小朋友卻很害羞不敢回答。 

在此堂課中，最常使用的是發表。小朋友們都非常踴躍，而且在他們的發表中，可以

發現他們其實在生活中，對電話可以是非常的熟悉，像是他們都可以直接說出手機要打市

話，必須要加區域號碼；而且他們還提出傳聲筒也可以讓對方聽到聲音（不過我懷疑他們

應該是之前有看過生活課本）等。 

不過因為他們還是一年級，所以有時候他們的回答會比較天馬行空一些，比較抓不到

重點，這可能需要再加強自己的詢問的技巧。 

活動名稱 教學流程 教學準備 教學目標 評量方式

【 活 動

二 】 我

『愛』電

話 

一、引起動機 

  請學生發表：有沒有聽過爸爸或媽媽說過最

討厭別人什麼時候打電話來？ 

二、發展活動 

1. 請學生討論看看：如果要打電話，應該在什

麼時候比較好？ 

2. 請學生想想有哪些常見的緊急電話？並說

說在什麼時候使用這些電話？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整理： 

(1) 不要太晚打電話給別人、打電話不要說

教學 ppt  能瞭解正

確打電話

的時機。 

 

 
能知道遇

到特殊情

況時，如

何打電話

求助。 

口頭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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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 

(2) 常見的緊急電話：110、119、113、104

等。 

(3) 110 用於報案，119 用於發生火災、救護

車，113 用於婦幼專線，104 用於查電話。

(5) 提醒小朋友，這些緊急電話，必須是有

需要時，才可以打。 

教學成果與省思（教學活動照片、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分析檢討） 

其實在引導他們在什麼時間最好不要打電話中，像是睡覺、工作、吃飯，大部分的孩

子都知道，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孩子竟然會說出「洗澡」、「上大號」時，如果接到電話，

也會覺得不舒服。這表示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就有遇到像這樣的問題。不過事後我才想到，

既然他們有類似的經驗，課程應該可以延伸到：如果你接到要找爸媽的電話的話，剛好爸

媽在「洗澡」或「上大號」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可是在緊急電話上，他們不外乎是 110、119，其實比較少孩子會去提及到別的電話；

可能是在他們的生活中，很少會去提到這些。 

 
 
活動名稱 教學流程 教學準備 教學目標 評量方式

【 活 動

三】我是

電話小天

使 

一、引起動機 

請學生發表：有沒有曾經打電話給班上的

小朋友，或是打電話給其他人過？為什麼會打

電話？打電話的內容是什麼？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出四個狀況題：問家課；找同學出去

教學 ppt   

 

 

 

 
能知道正

口頭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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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向老師請假；看　　問好。 

2. 請學生發表：怎樣講電話才是有禮貌的人？

3. 播放翰林提供的教學 vcd。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整理： 

(1) 打電話要先問好，並說出自己的名字和

要找的人。 

(2) 不管是打電話或接電話，口氣都要溫

和，要常說「請」、「謝謝」、「不客氣」，

打錯電話要說「對不起」。 

(3) 彼此要說完「再見」後，才可以掛斷電

話。 

(4) 提醒學生：若接到不明來電時，不可以

留家中任何的資訊。再請幾位小朋友示

範正確的打電話的禮儀。 

2. 分組練習各種不同打電話的情境。 

確打電話

的禮儀。 

 

 

 

 

教學成果與省思（教學活動照片、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分析檢討） 

一開始讓他們出來打電話的時候，雖然說沒有表現岀很好的電話禮儀，但是大致上都

有做到，而且也有部分的小朋友，也會提出他們哪裡做得不好，需要加強。 

而根據他們所提出的電話禮儀，再讓他們實際練習一次，發現他們每一個人都非常的

認真，而且會迫不及待想要練習下一個情境。這讓我非常驚訝，因為我以為他們練習完 1-2

個後，就會覺得很無聊，沒想到他們竟然這麼有興趣，而且差點連吃飯都快來不及。 

最後再請小朋友出來表演的時候，大部分的小朋友大概可以掌握 8-9 分的電話禮儀了，

而且他們都非常期待下次可以實際去打電話。 

活動名稱 教學流程 教學準備 教學目標 評量方式

【 活 動

四】大家

來 call out 

一、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再看一次正確的打電話的禮儀。並

請學生想想，學校的公共電話在哪裡？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等一下我們要去打電話，可是你們要

先想好，要打給誰？要說什麼？ 

2. 以分組的方式，討論決定要打電話給什麼人

及要說的話。 

打公共電

話 ppt 

學習單 

零錢  

 

 

 

 
能經由實

務演練，

深刻體驗

生活上使

用電話的

口頭評量

觀察評量

實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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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討論結果寫在學習單上。 

4. 請學生發表如何打公共電話。 

5. 撥放打公共電話的 ppt。 

6. 教師示範一次。 

7. 將學生帶到學校的公共電話，進行實際的打

電話行動。 

三、綜合活動 

因事先已經跟學生說，要進行票選電話禮

儀小天使的活動，因此請學生務必觀察其他人

在打電話時禮貌。 

相 關 知

能。 

教學成果與省思（教學活動照片、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分析檢討） 

我本來的規畫是想讓他們自己決定自己想要打電話給誰，但是因為在課程實施上會有

比較大的困難，所以後來就只好規定打給同一個老師。 

一開始知道要去打電話的時候，其實他們都非常的興奮。且我也認為他們應該可以表

現得不錯，但是事實是：他們雖然知道電話的禮儀，不過他們卻都非常的緊張，所以說話

有些結巴，跟平常表現不一樣，真是辛苦慧詠老師了。 

後來回教室討論之後，學生皆表示：他們覺得好緊張，因為第一次自己打電話，雖然

已經知道自己要說什麼，可是一輪到自己的時候，就不知道要說什麼了；而且還拼命按錯

號碼，覺得打電話還真是不簡單。 

雖然後來的結果跟我預想不是很一樣，但是我覺得孩子們會對這次打電話的經驗，非

常的深刻，對以後在打電話或是接電話上，會更有幫助。 

後來我去問了慧詠老師接電話的感想，慧詠老師覺得：幾乎全部的孩子都知道要找誰，

會說出人名，不過之後卻會說「我要邀請『他』……」，表示孩子們「你、他」的概念不夠。

很多學生都緊張，會將想說的話趕快說完，沒有等慧詠老師的回應；不過也有幾個孩子會

跟慧詠老師有所互動。 

活動名稱 教學流程 教學準備 教學目標 評量方式

【 活 動

五】我的

電話簿 

一、引起動機 

  讓學生看看電話簿的型態。 

二、發展活動 

1. 請學生發表：自己的電話簿要記錄哪些人的

電話？想記錄哪些東西？ 

2. 寫在學習單上。 

3. 播放教學 vcd。 

教學 vcd 

學習單 

製作電話

簿的材料 

 

 

 

 
能了解電

話簿應該

紀錄的項

目內容，

觀察評量

實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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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自己的電話簿。 

三、綜合活動 

  觀摩並欣賞其他小朋友的作品。 

並做出自

己的電話

簿。 

教學成果與省思（教學活動照片、學生作品、教學成果分析檢討） 

擁有自己的電話簿，對孩子來說都非常的新鮮。以前他們可能看過家裡爸媽在查電話

簿，但是他們從來沒有自己的電話簿，因此他們在製作電話簿的時候，其實都非常的興奮。

因為事先已經先讓他們事先調查過家裡、爸媽的電話，所以他們都知道跟自己有關的

電話，在利用 10 分鐘的時間，讓他們跟其他的小朋友交換電話，而他們除了要到別人的電

話之外，有些小朋友還會要到生日和住址等。 

在製作電話簿的時候，他們在構思電話簿時，花了不少的時間；而且他們還會主動要

求內頁可不可以畫上花邊，所以花了不少的時間。 

在還沒有上課之前，我以為做電話簿應該很簡單，不會花很久的時間；後來我才發現：

經過實際去打電話之後，孩子們都認為有屬於自己的電話簿，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生活禮儀的培養──我是電話王 9 

 

大家來 call out 
小朋友，等一下我們要出去打電話給慧詠老師，請把你要說

的話寫下來喔！ 

          

          

          

          

 

現在請你想想，你想打電話給誰呢？並將想要說的話，寫下
來喔！ 

我想打給                      

          

          

          

          

 

1 年 3 班（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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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電話簿 
小朋友： 

請你寫出在你的電話簿中，所想要記錄哪些人的電話呢？請
你寫在下面中。 

姓名 電話 備註 

學校電話 2322863  

智雯老師 0933682120  

家裡電話   

爸爸手機   

媽媽手機   

   

   

※如果要別人的電話，一定要經過那個人的同˙意喔！ 

 

 

 

1 年 3 班（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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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教導日常生活的技能，最難的一點，就是無法非常真實的呈現日常生活的

情況，看到案例一開始，就善用班級的資源，讓班級電話在教室響起，開始讓

孩子討論電話的用途。心想，真是最真實的情境了。 

「我是電話王」的案例，在電話禮儀的教導有許多的安排，從讓孩子討論

打電話的時間、討論如何對答才是有禮貌、小組演練、實際運用、票選禮儀小

天使，這麼多的教學活動鋪排，難怪孩子對於要打電話這件事顯得躍躍欲試，

可以看出當孩子覺得最件事很重要時，老師適時運用不同的教學方法，孩子是

很喜愛的。      

從文中描述可以瞭解在禮儀部分，孩子還是相當生澀的，這也說明了禮儀

的學習無法一蹴可幾的。情意的評量是不容易的，案例中，老師藉由同學之間

的互評票選禮儀小天使來瞭解孩子是否能有禮貌的應答，這不失是一個好方法。

文中有提及孩子認為有電話簿是很棒的事，但較不清楚為何會從實際打電

話到電話簿的製作，在經驗的連接上是否過於跳躍，應可再設計活動來鋪排孩

子對於電話簿的經驗。 

導讀者：曾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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