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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偵探

校園大發現

臺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健康國小孫欐媞老師

壹、前言

不管是輔導團還是帶低年級，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體驗。因緣巧合加入臺北市生活課程

輔導團，接觸到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教學概念，老師不再是教室裡的王，學生才是整個教學

活動的主體，老師是帶領這個主體往前的重要人物，地位不同但責任好像更重了！

貳、設計理念與歷程

班級導師級務繁忙，要批改作業、處理學生問題、與家長溝通……，低年級的生活課

程相對的不太受重視，而教材內容多數很簡單，即使老師覺得教學活動設計的不太流暢，

但在沒有多餘時間、精力的情況下，還是依照教科書的內容盡責地使孩子學的有興趣。

個人加入輔導團一年多來，所看到的教學案例，多數為自編教材，對班上有20~30人

的我來說有些吃力。於是我嘗試將南一版一下第一單元“美麗的春天”教材內容轉化為適

合本校的教學活動設計，希望能在不增加太多負擔的情況下，讓老師願意嘗試、讓孩子有

機會探索、體驗，進而理解、欣賞，將其能力表現與運用在生活中，增加人際溝通、與他

人合作的機會，最後帶著這種態度與情操，繼續學習、生活，達到真善美的境界。

一、緣起

開學第一週臺北的天氣非常好，有一天我要孩子們看看窗外，然後告訴我看到什麼或

感覺到什麼。孩子們興奮的看著、七嘴八舌的說著：有太陽、樹上的葉子變黃了、好想出

去玩…。此話一出，一群孩子就一直問：老師，讓我們去操場玩好不好？我說：可以呀！

可是要玩點不一樣的喔！問：什麼不一樣的？我說：我們一邊玩一邊看看現在的操場和上

學期有什麼不一樣好不好？孩子為了能出去玩什麼都答應。其實我是想知道孩子們會發現

些什麼，我如何把孩子們發現的東西融入我原本設計的教學活動中，又怎麼把孩子們的興

趣拉回我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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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程

孩子們發現操場的景象跟上學期的確不同，但不能清楚敘述不同的地方，或許是時間

間隔太久，他們的記憶模糊了，於是我在每次觀察後立刻進行發表、討論，孩子們經過一

次次的練習，越來越喜歡觀察，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

經過討論孩子們要做的活動有：到公園野餐、到操場跑步、種植物、看雲、看太陽。

順著孩子的興趣走讓我的教學活動更多樣，孩子們更認真的參與、學習，因為都是他們愛

做的事。

三、策略

(一) 觀察校園：藉由觀察校園的植物，培養探索與體驗的能力。

(二) 討論發表： 把自己的意見清楚的說出來是溝通的基本能力，所以給孩子多一些

機會練習。

(三) 觀察記錄：記錄的形式有很多種，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圖畫。

(四) 成果展現： 有學習單、畫作、肢體表演，不僅有個人作品，還有小組作品，同

時培養孩子欣賞他人發表時應有的態度。

四、評量方式

(一) 隨堂評量：參與態度、口語表達、分組活動。

(二) 紙筆評量：生活習作、學習單、畫作。

參、能力指標

1、探索與體驗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2、理解與欣賞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決之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其

長處。

3、表現與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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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溝通與合作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態度與情操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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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教學目標

一、能表現觀察植物的能力

1、能描述校園植物的外型。

2、能用彩色筆畫出校園植物的外型。

3、能觀察並說出兩次畫作的不同。

4、能用肢體表現出校園樹木的形態。

二、能發展觀察植物生長的能力

1、能寫出植物生長的過程。

2、能用圖畫表現植物生長的過程。

3、能比較植物在不同環境中生長的差異。

三、能表達自己的意見

1、能在小組討論中說出自己的意見。

2、能向全班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的結果。

3、能對他組的表演提出意見。

4、能對他組的報告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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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脈絡

一、課程架構

 

  校園放大鏡

校園綠精靈 校園藝術家

健康小偵探 校園初體驗：

（一）晨光媽媽說的關於春天的故事引起孩子想到校園探索的興趣。（校園初體驗）

（二） 第一次探索後孩子們發現要說出地點、植物的外型才能讓同學了解，於是有了

第二次的校園探索。（校園放大鏡）

（三） 孩子們發現植物的外型的不同，也覺得春天的氣候很適合從事戶外活動，討論

後決定要野餐、種植物。（校園綠精靈）

（四）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最後就是孩子們用不同媒材、方式創作出對這個教學活動

的感受。（校園藝術家）

二、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健康小偵探
校園大發現

學生人數 28 教學班級 一年級

教材來源 南一版生活課本ㄧ下 教學時間 12節
教學者

設計者

孫欐媞

孫欐媞

教學資源 1.南一版生活課本ㄧ下—美麗的春天   2.自編

教學日期 100年2月~6月

教

學

目

標

一、能表現觀察植物的能力

   1、能描述校園植物的外型。

   2、能用彩色筆畫出校園植物的外型。

   3、能觀察並說出兩次畫作的不同。

   4、能用肢體表現出校園樹木的形態。

二、能發展觀察植物生長的能力

   1、能寫出植物生長的過程。

   2、能用圖畫表現植物生長的過程。

   3、能比較植物在不同環境中生長的差異。

三、能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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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在小組討論中說出自己的意見。

   2、能向全班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的結果。

   3、能對他組的表演提出意見。

   4、能對他組的報告提出意見。

教

學

活

動

教學活動 教具 節數 備註

一、校園初體驗

1.觀察

   晨光媽媽說了一個和春天有關的故事，引

起孩子對校園的景色有興趣，就帶著學生

到校園觀察。

2.引導學生發表觀察結果

 （1）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

 （2）它們在哪裡?

3.提出問題

 （1） 怎樣讓聽的人知道你說的事物在哪

裡?

 （2）怎樣說得更清楚?

紙、筆 第1、2節 孩子無法清楚

說 出 發 現 什

麼、在哪裡，

於是增加兩節

課讓孩子再訪

校園

二、校園放大鏡

1.室外活動 —— 校園放大鏡

   讓孩子帶著圖畫紙、彩色筆再到校園，把

看到的、聽到的、感覺到的記錄下來。

2.分享

   讓孩子將自己的發現紀錄和同學們分享

(將結果貼在黑板上，加強學生的印象，

並提問用身體的哪個部位感受的。)

彩色筆

、圖畫紙

第3、4節 多數孩子掌握

到觀察的重點

三、校園綠精靈

1.分組報告、討論

2.野餐、種植物

3.觀察記錄

野餐用品

、花盆、

泥土、種

子

第5~8節 因植物生長需

要時間，會持

續觀察到學期

結束

四、校園藝術家

1.回顧教學流程

 (1)模仿植物發芽的過程(肢體表現、發表)

 (2)感受植物生長的空間(肢體表現、發表)

 (3) 表現出植物生長的姿態(肢體表現、發

表)

彩色筆、

身體、

圖畫紙、

自由發揮

第9~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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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4) 用點和線條將葉子的高低位置標示出來

(引導孩子用聲音表現出來)

 (5) 創作活動(用肢體、畫具等表現出美麗

的春天)。

2.收拾與欣賞

 （1）協助並指導孩子收拾環境和器具。

 （2）學生欣賞彼此的作品。

教

學

評

量

1.隨堂評量

 （1）參與態度  （2）口語表達  (3) 分組活動

2.紙筆評量

 （1）生活習作  （2）學習單  (3)  畫作

陸、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一、家庭背景： 本班約半數學生是獨生子女或排行老么，受到父母較多的關注，生活

常識很豐富。

二、舊經驗：

　　(一) 上學期末校方為了救一棵生病的樹，噴灑藥物，提醒過孩子別靠近。

　　(二) 有些孩子有種植的經驗。

柒、省思

一、 本班的晨光媽媽每次都很用心地配合我各領域課程的教學進度，嚴格說來這個教

學活動的引起動機是晨光媽媽進行的，我只是用了她起的頭繼續後面的活動，我

覺得這是個很好的親師合作案例。

二、 本校位於臺北市民生社區，學區內多為社經地位、經濟條件中上之家庭，所以觀

察校園除了用寫的、畫的做紀錄之外，還可以用數位相機拍照。

三、 第二次讓孩子到校園觀察時（活動二校園放大鏡），我要孩子們帶著紙筆畫下他

們看到的時，我滿擔心孩子們會出現「畫我所想，非畫我所見」的狀況，但半數

以上的孩子畫的都是眼見的東西，讓我滿驚豔的！這些孩子裡有學畫畫的並不

多，所以他們真的了解老師要他們做的事，讓我很安慰。

四、 我的班上約有1/2的孩子是獨生子女或排行最小，父母親較為寵愛，所以有些孩

子在小組討論時會堅持己見，因而有時會有小爭執。這時有些溝通、領導能力較

佳的孩子會主動出面協調，協調不成時會請老師處理。通常我會問清楚原由，讓

每個孩子說出自己的意見，而後再視情況以問答方式協調。

五、 這是孩子們第一次自己決定野餐的地點、攜帶的食物，及物品，並且沒有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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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們顯得很興奮，家長們其實還滿擔心的，一直詢問需不需要家長支

援，我和孩子們討論後決定不要家長支援。在公園裡有很多鴿子，趁機做生命教

育，跟孩子們討論如何在不打擾鴿子的情況下進行野餐活動。本來很多孩子一直

餵鴿子吃東西，後來有個孩子發現告示牌說明餵食鴿子要罰款，於是立刻告訴正

在餵鴿子的同學，孩子們就收起食物。我曾在課堂上提過不要餵食公園、動物園

裡的動物，但看到鴿子還是很興奮的想要餵牠們，經過制止還是會餵食，但知道

要罰款就不再餵食了，所以這些孩子是知道守法的重要的。

六、 在教學活動中自然、流暢的帶到音樂欣賞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但是參加

4/6~4/8在國教院的生活課程教學專業之能工作坊—藝術素材篇之後，才發現原

來我把生活課裡的”音樂”部分想得太複雜了，我只需要讓孩子們喜歡音樂、懂

得欣賞，能說出心裡對音樂的感受即可，於是回到學校立刻學以致用，效果真的

不錯（借用許允麗教授的方法用在南一版一下第五單元的下雨天）。因為自己的

沒自信，以往的生活課程我很少設計關於音樂、律動方面的教學活動，現在我開

始嘗試將聽覺、動覺融入教學活動中，這是一大突破。

七、 不可諱言在設計開始教學活動時，我的想法多於孩子的興趣，因為不知道孩子會

對什麼有興趣，所以我想採取邊教邊修正的方式，看孩子的興趣在哪裡，再修正

我的教學活動，但希望最後能達到原本設定的教學目標。有時候在教學活動中孩

子被其他的事物吸引了，不適合立刻打斷他們，應該在什麼時候把他們拉回來，

讓我很困擾，通常都是一節課結束後再檢視教學活動，思考如何修正到既能顧全

孩子的興趣又能達到教學目標，所以最後完成的教案跟原本的設計有滿大的改

變。

捌、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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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教學者初試生活課程的實踐，即能跳脫教科書的框架，嘗試將教科書中“美

麗的春天”教材內容加以轉化，期待學生發現校園中的春天景象，帶孩子走出教

室，進行真實情境教學，可以看見教學者的企圖心，希望營造出孩子探索與體驗

的氛圍，值得鼓勵。

但教學的脈絡略顯不清，到底學生是要觀察校園中的春天還是校園中的新發

現呢？而這些發現如何能連結到之後的野餐與種植的活動，中間的連結尚須鋪

陳，又倘若野餐和種植的內容在脈絡中，但其過程和學生的想法表現應該要有文

本呈現，才較能看出本案例的脈絡結構。

活動三孩子們發現植物的外型不同後就沒有後續活動，建議此部分可以延伸

討論並進行教學，孩子因為發現植物外型的不同而覺得春天很適合從事戶外活

動，這個部分略顯牽強，若沒有連結與說明，會讓人覺得缺乏從事戶外活動的合

理性，建議這個地方可以多些鋪陳，讓脈絡更清楚。

活動與活動之間的連貫性很重要，環環相扣的教學才會形成教學的脈絡，脈

絡若清楚了，學生的經驗才能累積、堆疊，學生的能力表現才能顯現，教學的內

涵才能厚實，教學者想要讓孩子有機會探索、體驗、進而理解欣賞的理念才得以

實現。

學生在校園中的體驗與發現如何回扣到春天的主題，讓引起動機時所用的春

天故事具有意義性，掌握教學的主軸是必要的。

如何在教學情境和脈絡中，讓兒童將生活課程中所有的能力逐漸轉化成為自

己的能力，考驗著教師教學的技巧和策略。教學者可將每一次實踐的經驗加以累

積，嘗試針對問題，用正確的方式和方法去處理，節省繞圈圈的時間，跨出了第

一步，相信未來的教學實踐之路就更寬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