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慈敬學校 2021-2022年度 集體備課記錄表 /「課堂紀錄表 」/ 教案( 附件一)
日期：    2021- 9- 3 時間：14:00-15:00 組別： 三年級常識 科 /   地點： 教研室
出席組員姓名：良 何 莊 傑 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課 / 討論的主題： 第1冊 單元一  活得安康 第1課 / 3.1. 藥到病除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課 / 討論的主題：

範疇 單元 專題研習 科技活動/STEM 剪報 電子學習 電子白板教學 擬題 考試檢討 課研 正向性格強項 中華文化 閱讀

如有加
✓

✓ ✓ ✓

(A)思考圖式 1多方觀點 2時間線 3比較異同 4特徵列舉 5推測後果 6延伸影響 7兩面思考

8全面因素 9樹狀分類 10循環改變 11互捉心理 12另類方法 13奇妙關係 14六何法

(B)照差異四方法 1分層提問 2分層課業 3靈活分組 4多元化教材

目 標
請註明如何配合本年度重點

教學策略/學習活動
課前預習 ：  ○知識連接○新課啟蒙○內容摘要○問題思考
內容：
上網搜集資料
連結課堂：    ○展示所學○合作學習○點撥釋疑○知識整理

負責老師 檢 討 及 跟 進/難點 備 註

1. 身體不適的正確處理方
法。
2. 看西醫和看中醫的過
程。
3. 藥物種類 、藥物標籤 及
正確服藥態度和方法。
4. 適合儲存藥物的地方
5.生病時照顧自己的方法
6. 關懷病人

第1教節(良):
目標：1.身體不適的正確處理方法。

2.看西醫和看中醫的過程。

1. 教學內容:

學生分享預習內容(他們生病的經驗及處理的方法)

身體不適要看醫生

看病時要注意的事項

中醫、西醫診症的分別

著學生及早完成預習

學生能分享經驗



看醫生應有的態度

2. 觀察及討論：
3. 是日家課:1.朗讀課文P9.第一段

------------------------------------------------------------------------------------------------
第2教節(良):

目標：1.藥物種類 、藥物標籤。
2.正確服藥態度和方法

1.教學內容

PPT認識藥物的總類及怎樣服食藥物(服用藥物要注意甚麼)

PPT解讀藥物標籤

文字上要提醒學生可書寫
其他的答案



PPT服藥後出現不良反應的處理方法



2.教學內容

。朗讀課文及間重點:

3.講解上堂課業--常筆記P.1
是日家課:
1.是日家課:完成筆記 :三年級第一冊P.2
筆記第一冊P.2
推測後果

--------------------------------------------------------------------------------------

第3教節(良):

目標：
1.指出適合儲存藥物的地方
2.說出生病時照顧自己的方法
3. 培養關懷病人的態度 (如不能完成,建議第4節完成)

1.教學內容

� 適合儲存藥物的地方P.8

1.請學生觀察課本P8.的圖片，指出儲存藥物的位置。



�

� 生病時照顧自己的方法P.9



關懷病人 培養關懷病人的態度 (如不能完成,建議第4節完
成)

是日家課
1.完成 筆記 P3全面因素





---------------------------------------------------------------------------------

第4教節:(良)

1.目標：培養關懷病人的態度

1. 培養關懷病人的態度 (如不能完成,建議第4節完成)

2.教授作業及完成詞語



朗讀課文及間重點:



-
是日家課:
1.完成 3.1.1  藥到病除  作業P.2-3
2.完成 筆記 P.4及預習 筆記 P.6（一）



---------------------------------
---------------------------------
--

第5教節:(良)

1.認識帶口罩的正確方法
2.閱讀附頁〈狗醫生探訪記〉，了解狗醫生工作
3.完成4F (教師按學生討論結果，著學生在筆記列點式內完成)
4.作業訂正





2018-2019自主學習優化目標：將自主學習框架優化，以下為重點：
1.自主學習目標為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態度
2.自主學習內容及任務要兼顧趣味性
3.預習題型宜多元化，以及不用評分，但要給評語
4.學生不同的回應，可促進合作學習(PP)
5.注意事項：未教又沒有家長或工具協助，學生難以獨立完成，老師需有後著計劃

1.想學、肯學(上課態度) 2.自學(包括會學、能學)
課堂前後、學習技巧

3.共學(課堂學習) 4.導學(回饋)(課堂反思)



佛教慈敬學校 2021-2022年度 集體備課記錄表 /「課堂紀錄表 」/ 教案( 附件一)
日期：    2021- 9- 3 時間：14:00-15:00 組別： 三年級常識 科 /   地點： 教研室
出席組員姓名：良 何 莊 傑 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課 / 討論的主題： 第1冊 單元一  活得安康 第1課 / 3.1. 藥到病除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課 / 討論的主題：

範疇 單元 專題研習 科技活動/STEM 剪報 電子學習 電子白板教學 擬題 考試檢討 課研 正向性格強項 中華文化 閱讀

如有加
✓

✓ ✓ ✓

(A)思考圖式 1多方觀點 2時間線 3比較異同 4特徵列舉 5推測後果 6延伸影響 7兩面思考

8全面因素 9樹狀分類 10循環改變 11互捉心理 12另類方法 13奇妙關係 14六何法

(B)照差異四方法 1分層提問 2分層課業 3靈活分組 4多元化教材

目 標
請註明如何配合本年度重點

教學策略/學習活動
課前預習 ：  ○知識連接○新課啟蒙○內容摘要○問題思考
內容：
上網搜集資料
連結課堂：    ○展示所學○合作學習○點撥釋疑○知識整理

負責老師 檢 討 及 跟 進/難點 備 註

1. 吸煙的禍害及拒絕吸煙
2.喝酒的反應和後果

3. 喝酒對身體的禍害及拒
絕喝酒
3.吸毒的不良反應和結
果。
4.吸毒的長遠影響反拒絕
吸毒

第1教節(良):
目標：1.認識吸煙的禍害

2.懂得拒絕吸煙

教學內容:
活動（一）

● 著學生説説香煙中有哪些有害物質？

● 老師教授煙的成份

李 簡報



● 吸煙時產生的煙霧含有多種有害物質，危害健康。

● 一氧化碳會妨礙氧氣輸送、降低運動能力和加速衰老。

● 尼古丁會影響腦部神經，令人產生依賴。

● 焦油含有致癌物質，令人咳嗽、痰多。

● 朗讀字詞

● 著學生説説煙對人體的影響
● 老師教授煙對人體的影響

1. 引致難聞的口氣：長期吸煙會導致口腔充滿煙臭
味。

2. 使皮膚、手指和牙齒變黃：焦油會使皮膚、手指和牙
齒變黃，影響儀容。

3. 導致營養不良：吸煙會使人減低食慾，引致
營養不良，體重下降。

4. 患上嚴重疾病：長期吸煙會增加患上嚴重疾病的機



會。

5. 減弱肺功能：氣管和肺部受到長期刺激，會影響
肺部成長和減弱肺功能。

6. 心臟病：吸煙影響心臟機能，吸煙者患上心臟病的
機會比非吸煙者高三倍。

7. 其他疾病：1吸煙較易患上咽喉癌、口腔癌等疾病。
8. 縮短壽命：吸煙者的平均壽命比非吸煙者短三年。

著學生在圖中圈出，他們認為吸煙對身體有甚麼影響，從而提問

學生原因，並評估他們是否掌握重點。

小總結：

吸煙時產生的煙霧含有很多有害物質，可以引致多種嚴重疾病，

對人體有許多害處，所以切勿嘗試吸煙。

活動（二）
● 著學生分享預習：筆記 P.7（一）
假如有人叫你吸煙，你會怎樣回應？為甚麼？

分享預習



● 教授學生完成筆記 P·6 （二）推測後果:除了書中P.10的
害處，吸煙還對身體有哪些影響?

簡報小提
示



是日家課:完成下列筆記  P·6

------------------------------------------------------------------------------------
第2教節(海):

目標：
1喝酒的反應和後果
2.喝酒對身體的禍害及拒絕喝酒

教學內容 每堂的重點清楚，學生能
掌握



2.教學內容

。朗讀課文及間重點:

是日家課:
1.筆記 P.9

------------------------------------------------------------------------------------
第3教節(夏):

目標：
1. 分辨吸食毒品和濫用藥物。
2. 分析吸毒帶來的即時影響和長遠影響 P12-13

1.教學內容

(簡報)

需提供小提示
來年筆記需修訂



活動一:吸毒的不良反應

吸毒的長遠影響

朗讀課文及間重點:



是日家課1.筆記P.8 (推測後果--從行為/儀容/健康分析吸毒的
長遠影響

----------------------------------------------------------------------------------

第4教節(良):

1.目標：拒絕吸毒P14
拒絕不良行為：拒絕吸毒

1.是日家課:



1.作業第2課P4-P5

2.訂正第1課作業

3.預習第3課 筆記P0(一)預習

--------------------------------------------------------------------



第5教節:(良)

1.完成4F (教師按學生討論結果，著學生在筆記列點式內完成)
2.完成作業P6,P7單元加油站
3.完成作業P4,P5訂正

2018-2019自主學習優化目標：將自主學習框架優化，以下為重點：
1.自主學習目標為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態度
2.自主學習內容及任務要兼顧趣味性
3.預習題型宜多元化，以及不用評分，但要給評語
4.學生不同的回應，可促進合作學習(PP)
5.注意事項：未教又沒有家長或工具協助，學生難以獨立完成，老師需有後著計劃

1.想學、肯學(上課態度) 2.自學(包括會學、能學)
課堂前後、學習技巧

3.共學(課堂學習) 4.導學(回饋)(課堂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