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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大了

臺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東興國小胡麗嬌

摘要

〈我長大了〉是以南一出版社一年級上學期第一單元做延伸，並改編翰林版二上第五

單元〈快樂成長〉進行轉化而成的主題課程。有感於教科書的內容與健康與體育領域的能

力指標(1-1-3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1-3-1了解個體成長與動作發展的關係，

藉以發展運動潛能；1-3-2蒐集生長、發展資料來提昇個人體能與健康)相重疊，因此，教

學者希望轉換思考的面向，從小朋友對於自我與週遭朋友的生活能力層面著手，冀盼小朋

友可以察覺自我生活態度的改變與成長，並能察覺自己對許多事物的想法與作法。課程進

行後，雖然小朋友某些自我中心的成份仍在，但漸漸的也能看到自我和他人的優點，從而

肯定自我、關懷他人。教學者也看到了小朋友眼界中單純、直觀的一面，共同成長。

一、設計理念與歷程

(一)發現問題

教學以來一直有一個讓我非常困擾的問題，小朋友常習慣去抓別人的「小辮子」。

「老師，王小明下課去跟高年級的玩。」

「老師，小華下課去採葉子。」

「老師，萱萱把罐子放到紙類回收筒。』

「老師…老師…」

「告狀」似乎是小朋友共同的樂趣，下課似乎變成大家來找碴時間。接了四屆的低年

級，告狀的問題總是沒有解決，小朋友仍是習慣紀錄別人的缺點。於是，接了這一屆的新

生，我下定決心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是…該如何著手？苦無良策之際，有一天班上的小

品出其不意的遞給我一張登記表，上頭畫滿了注音符號與╳╳，偶然還可以找到一、兩個

○○。

「這是什麼？」我問

「剛才老師去開會，我把不乖的小朋友記下來了。」小品志得意滿的回說。

「那紙上的圈圈是什麼意思？」我一頭霧水的又問。

「就是表現好的小朋友啊，我也記了。」小品一本正經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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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小品的〞雞婆〞讓我豁然開朗，怎麼不試著讓小朋友去找找別人的優點呢？

「謝謝小品的幫忙，等一下老師會獎勵這些被小品畫圈圈的小朋友。」我大聲的宣布。

隔天就出現更多畫著圈圈的紙條了。

我看小朋友好像對這件事產生了興趣，我便建議小朋友除了畫圈圈之外，還可以把別

人表現好的部分，做了那些好的事情，也一併寫上，就這樣一個尋找優點的旅行便開啟

了…

(二)另一個主題的迷思

同時，輔導團也進入了什麼是「生活能力」的討論中，原本大家把生活能力定義在技

能的層面上，諸如：怎麼使用掃把掃地、如何拖地…。為此，輔導團很認真的觀察了平常

小朋友使用掃地用具的情況，甚至用心的拍下了照片與影片，與小朋友在課堂上做討論，

但顯然小朋友關注於「自己在電視上」的層面大於掃地用具的使用上，小朋友的失焦讓輔

導團陷入了挫敗中。

「難道生活能力就一定侷限在日常的生活技能上嗎？」

再者，在網路上搜尋到有關生活技能的教學活動也都屬於健康與體育領域，如果太過

於關注在技能層面上，會不會和健康與體育領域重疊？

就在挫敗的同時，大家在「生成」這本藍色的小本子上發現了生活課程對於生活能力

的具體定義：「……生活能力包括生活的習慣、探究知識與做事的方法、主動學習的態

度、欣賞美好事物的能力、尊重與關懷他人與環境的能力。」從我接收的訊息與判斷，加

上五大能力主軸的精神，認知、情意、技能三者兼具，只是認知的部分，更強調學童在真

實經驗的探索體驗下去理解欣賞而內化成知識，絕非口述的知識、強加的知識填鴨……。

可見生活能力不僅止於技能性的能力，它的層次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元且活化。

(三)確認主題

我想，小朋友進入一年級才一個多月，小朋友也正在彼此的熟悉中，何不藉由教科書

正在進行的一個活動，讓班上的小朋友自我、彼此認識並且成長，由教科書中自我介紹的

活動做延伸轉化，加入了一些題材與元素，形成了一個教學活動。

我開始尋找教科書與自我成長主題相符合的內容，發現「南一版一下第三單元」、

「康軒版二下第三單元」和「翰林版二上第五單元」都有關於成長的教學活動，呼應生活

課程綱要中所提供的教材，以及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內容第一點，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提及： 

1.1.對自己與他人成長的看法。例如：

‧表達進入小學後的成長變化。

‧察覺自己可以對自己的發展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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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自己對許多事物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察覺只要自己認真而且細心的觀察，都會有新的發現和瞭解。

‧察覺自己對很多事有興趣、知道很多事、對很多事物也能提出想法，相信自己

可以處理很多事。

‧表達自己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家庭與學校的影響。

‧表達自己的成長會受到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

對照上述的內容，雖然三個版本的教科書都有提及要小朋友帶小時候照片，觀察自己

現在與小時候不同之處，亦有觀察小動物成長的過程，這樣的內容似乎比較偏向於對生理

認知的層面，或許我可以從小朋友心理與情意的方面著手。

(四)成長

既然小朋友喜歡把自己當成小班長登記別人的名字，我便藉由引導的方式，鼓勵小朋

友試著去記錄別人說過或做過的好話好事，沒想到小朋友的反應比我想像的還要熱烈，他

們說：「記好的事，好像比較輕鬆耶！」我看到了小朋友的成長與改變。

二、課程架構

三、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領域 生活課程 主題名稱 我長大了

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的小檔案

活動二：我是誰？

活動三：只要我長大

活動四：優點大集合

設計者/教

學者
胡麗嬌/胡麗嬌

教學年級 一年級上學期 教學日期 99年11月

教材來源 翰林二上/轉化自編 教學時間 每節40分鐘，共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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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我的

小檔案」

電腦

實物投影機發表與討論

的能力

40'

教學前的序曲：準備活動

配合南一版第一單元「我上學了」

活動1「我上一年級了」的教學活動1-2

自我介紹，課前教師以親子作業的方式

完成學習單「我的小檔案」，請家長指

導學童習寫自己的小檔案。

活動一：我的小檔案

延伸我長大了的活動設計並與南

一一下快樂的成長，翰林二上「我長大

了」單元做結合。

老師使用實物投影機投影布幕，利

用事前完成的學習單「我的小檔案」，

讓小朋友在課堂上分享並介紹自己，並

分享自我的喜好。

1-1

能力指標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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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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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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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

1. 透過自我的認識察覺

自己對許多事物的想

法。

2.透過遊戲認識同學。

3. 表達進入小學後的成

長變化。

4. 察覺只要自己認真而

且細心的觀察，都會

有新的發現和瞭解。

具體目標

1-1 能在課堂上簡單的做自我介紹。

1-2 能在說出自己喜歡的事物與未來

的願望。

2-1 能正確的拍打出教師示範的節奏。

2-2能正確的參與音樂遊戲。

2-3 能說出班上每一位小朋友的名字。

3-1 知道大約的知道繪本的內容。

3-2 能具體的回答課堂討論的問題。

3-3 能寫出自己上學後有什麼改變。

4-1 能實際寫出班上任何一個小朋友3

項以上的優點。

4-2 能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紀錄表中

的內容。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電影、單槍、實物投影機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評量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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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鼓

CD收音機

音樂

繪本「只要我

長大」簡報

電腦

單槍

表現與運用

的能力

欣賞與理解

的能力

觀察的能力

發表與討論

的能力

10'

30'

10'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是……

 ＊我最喜歡的人是……

 ＊我最喜歡做的事是……

 ＊我最喜歡的卡通是……

 ＊我最喜歡的小動物是……

 ＊長大後，我想要當……

——第一節  結束——

活動二：我是誰？

延伸南一版第一單元「我上學了」

活動1「我上一年級了」的教學活動1-2

自我介紹裡的節奏遊戲，藉由遊戲讓小

朋友加深對於彼此的熟悉度。

(一) 語言節奏遊戲：老師以鈴鼓敲打並

示範二拍子的節奏，並與小朋友互

相對答。

老師說：|ㄊㄚ  ㄊㄚ|ㄊㄧㄊㄧ  ㄊㄚ|

          誰    是    王小     山

學生答：|ㄊㄧㄊㄧ ㄊㄚ||ㄊㄧㄊㄧ ㄊㄚ|

          王小   山    就是   我

(二)音樂歌曲遊戲

改編大風吹的遊戲，讓小朋友將椅子圍

成一個大圈圈，配合「我的朋友在哪

裡」童謠，全體的小朋友隨音樂歌唱並

自由走動，音樂一停即找位子坐下，沒

位子的小朋友就與全體的小朋友對答前

述的語言節奏。

——第二節  結束——

活動三：只要我長大

(一) 繪本欣賞：利用「只要我長大」繪

本閱讀，老師可以簡報方式做延伸

討論。

 1.本書中的男生想要什麼？想要長大。

 2.書中的男生認為要怎麼做才像是長

1-2

2-1

2-2

2-3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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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乖 寶

寶」學習單

「 優 點 大 集

合」紀錄表

電腦

單槍

發表與討論

的能力

自我察覺的

能力

總結性評量

體驗與展現

10'

20'

課餘

時間

   大？(丟掉寶貝小毯子、穿大人的長

褲、戴大人的帽子、開真正的車、像

大人一樣工作)

 3. 書中的男生認為長大後不能做什麼

事？（不可以一腳跳進水坑裡、吃飯

的時候不能弄得髒兮兮的、也不能用

手指挖鼻孔、不能在浴缸裡玩玩具）

 4. 小男生對於那些他認為長大後不能做

的事，感覺怎樣？（覺得不能做那些

事很無聊）

(二) 剔牙時間：書的小男生看見了大人

做了好多看起來不一樣且新奇好玩

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快點長大！

他長大第一件要學的事就是：

丟掉你的寶貝小毯子！

坐在大人的椅子上！

穿大人穿的長褲！

戴大人的帽子！

開真正的汽車！

像大人一樣工作！

 1.你長大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2. 你覺得現在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有什

麼不一樣呢？

 3. 上一年級以來，你自己覺得做得最棒

的事是什麼呢？

 4.你覺得自己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三) 我是乖寶寶：結合南一版一下「我

是乖寶寶」學習單。

——第三節  結束—— 

活動四：優點大集合

(一)用心去發現

發給小朋友「優點大集合」的紀錄

表，讓班上的小朋友利用下課時間去

觀察別人所做的好事，以及別人有的優

點。

3-2

3-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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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相機

「我最棒」學

習單

總結性評量

自我覺知能

力

40'

(二)分享時刻

教師將每一個小朋友的優點集合起

來（優點被紀錄較少的小朋友老師可以

為其增加幾樣），在課堂與全班做分

享。

——第四節  結束——

★ 幕後花絮：訪問每一個小朋友，對這

個活動感覺。

☆ 問題一：上一年級以來，你自己覺得

做得最棒的事是什麼呢？

☆ 問題二：你覺得現在的自己和以前的

自己有什麼不一樣呢？

★回家作業：完成「我最棒」學習單

4-2

4-2

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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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表現之生活能力的對應

教科書素材

與脈絡

教科書轉化後

的素材與脈絡

微調能力指標

的體現

學生表現之生活

能力的對應

所謂的生活自理

能力，是不是一

定只限定於生理

與技能表現上的

成長？

成長的過程除了

生理的層面，還

包含了心理與情

意的層面。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

物的變化，覺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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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與他人成長的看

法

1. 表達進入小學後的成

長變化。

2. 察覺只要自己認真而

且細心的觀察，都會

有新的發現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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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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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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察覺自己對很多事有

興趣、知道很多事、

對很多事物也能提出

想法，相信自己可以

處理很多事。

4. 察覺自己可以對自己

的發展有影響力。

5.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物

的想法與作法，有時

也很管用。

活動一：我長大

了(5節)

1. 帶一張自己小

時候與現在的

照片。

2. 討論照片的內

容。

3. 成長紀錄發表

會。

4. 教唱「我是勇

敢的小孩」，

拍打節奏。

5. 製作成長樹。

活動一：我的小

檔案(1節)

讓小朋友從了解

自 己 開 始 ， 進

一步的察覺現在

與過去自己的不

同。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

物的變化，覺知變化

的可能因素。

表達進入小學後的成長

變化。

理解欣賞、溝通合作、

態度情操

活動二：喜歡自

己(7節)

1. 討論教學影片

「喜歡自己」

的內容。教師

提問小朋友的

喜好。

2. 教唱「音樂長

存」的歌曲。

3. 我的志願，長

大 後 想 做 什

麼？畫下來。

活 動 二 ： 我 是

誰？(1節)

延伸南一版第一

單 元 「 我 上 學

了」活動1「我

上一年級了」的

教學活動1-2自

我 介 紹 裡 的 節

奏遊戲，藉由遊

戲讓小朋友加深

對於彼此的熟悉

度。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

物的變化，覺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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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覺只要自己認真而且

細心的觀察，都會有新

的發現和瞭解。

Ex：小朋友因為不認識

別人的名字不會發作業

簿

觀察、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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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感謝幫

助我的人(６節)

１. 哪些人幫助

過我？

2. 如何感謝幫助

過我的人？

３. 製 作 感 恩

卡，了解立

體卡片的作

法。

活動三：只要我

長大(1節)

繪本欣賞：利用

「只要我長大」

繪本閱讀，老師

可以簡報方式做

延伸討論。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

式，表達對人、事、物

的觀察與意見。

察覺自己可以對自己的

發展有影響力。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物的

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

管用。

Ex：自己現在可以做的

事

溝通、瞭解

活動四：優點大

集合

(一) 用心去發現

(二)分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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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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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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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覺只要自己認真而且

細心的觀察，都會有新

的發現和瞭解。

察覺自己對很多事有興

趣、知道很多事、對很

多事物也能提出想法，

相信自己可以處理很多

事。

Ex：看事情的角度可以

有不同的面向

觀察、理解欣賞、溝通

合作、態度情操

六、發現與省思

(一)大人、小孩的眼界大不同

有一次我為了跟班上的小朋友解釋國字「和」的意思，我在黑板上寫《21和22頁》，

沒想到小朋友回家之後居然就直接寫了《21和22頁》的造詞，我有點啼笑皆非。不可否

認，大人自以為是的清楚，有時並不是小朋友能同化理解的。

當老師忙的時候，總喜歡指定班長來為老師登記不乖的小朋友，因此小朋友很自然的

就把《登記》當成權利的象徵。告狀、抓同學的小辮子似乎變成班級運動，就某些層面

言，教師是否也是塑造此行為模式的幫兇？我們希望小朋友下課不要來煩老師，但另一方

面又要小朋友去抓不乖的小朋友，兩者之間是否也產生了某種詭異窘境？大人眼裡希望的

和小朋友心理認知的又豈會相同？教師又該如何將對小朋友無形之中的影響導向正面的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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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一：我的小檔案

發表似乎是一種需要學習的能力，小朋友在台下總是滔滔不絕，但在台上除了笑之外

好像也不太發言，無形之中拖慢了上課的步調，台下的小朋友顯得有點焦躁不安，此時老

師便會忍不住加以干涉，有時「等待」似乎也是必要的，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經驗，相信小

朋友就會變得更勇敢。

(三)活動二：我是誰？

音樂節奏律動遊戲，以節奏為內涵，以遊戲為中心，結合肢體動作、故事、歌唱、樂

器活動，依憑兒童的生活及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以遊戲的方式自然地進行活動，任由幼兒

的意志去發揮想像力、自由創造（繆力，2001：7），利用遊戲融入課程或教學中，因遊

戲是自發性的，課程的焦點則由教師的「教」轉為兒童的「學」，以兒童為學習中心，教

師成為學習的催化者，建構一個能增進有意義學習的遊戲環境（黃瑞琴，1993：48）。遊

戲有如此大的功用，加上了音樂或語言節奏無疑為學習產生更大的效益，但音樂與遊戲對

於很多現場的教師是最懸缺的一塊，為了彌補先天上的不足，我運用教科書原有的教材內

容，融入課程教學，小朋友似乎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一節課下來，大家對班上同學的名

字都琅琅上口了。

(四)活動三：只要我長大

利用《只要我長大》這本繪本小男孩想長大後，所要做的動作為主要的描述，雖有不

同事件，但事件不完整，且事件間沒有因果關係，因此故事利用陳述句，說明長大後，有

哪些事情要做，以及有那些事情是長大後就不能做。同時藉由小男孩真實又生動的反應，

讓人了解長大並不是像小孩子所想像的那樣有趣，小朋友很快的就可以藉著書中圖本的內

容投射在自我本身亦有的行為上，不但容易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也可以使小朋友瞭解當自

己開始體驗了所謂「大人」的生活後，也會漸漸的發現「小孩」專屬的快樂……。

(五)活動四：優點大集合

進行這個活動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孩子到底會寫出什麼？」儘管小朋友寫出了各種

令人覺得莞爾的描述，但我發現小朋友告狀的情況減少了，而且努力的表現出好的一面，

發掘別人的優點反而是同學感興趣的事，我想能學著去縮小別人的過錯，看見別人的良

善，這樣成長已然在每個小朋友的心中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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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寫真

                     

          小朋友的學習檔案             「我的小檔案」學習單

                  

        《只要我長大》繪本分享               語言節奏練習

                  

    語言節奏遊戲「我的朋友在哪裡？」    課程進行前登記的紙條

                     

          「我最棒」學習單                 紀錄同學的優點

                    

               猜猜我是誰？             課程進行後登記的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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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我長大了」的教學設計，從學習者的心理面切入，透過音樂、繪本等不同的

媒介設計四個活動，讓剛進入小學的學習者能發覺自己和過去的不同，更加認識自

己、認識他人，促進自我成長，也學習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物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教案的整體設計方向觸及人與己的議題，使學習不再限於認知與技能的層面，而是

讓學生逐漸建立「理解」、「體諒」、「尊重」、「和諧」等現今社會亟需要的態

度與價值觀。

設計者打破教科書中心，從孩子生活情境中發現問題，形成教學的主題與脈

絡，讓孩子們在活動過程中去發現自己的變化、瞭解自己的喜愛、在情境的引導下

相信自己可以處理很多事。所謂生活能力就是孩子需要一個真實而能夠實踐的場

域，並且在行動中能夠轉化被使用、可以表現出來的能力。過程中孩子不只有知識

的學習，還有技能的練習、思考邏輯的提升，教師也在過程中重新理解課程的教育

理念、建構個人的教育意義。

未來，教學者可以再花心思思考的活動之間的關連性，前一個活動所學習到的

概念與能力，應當作為下一個活動學習的開端，這樣才是好的設計。如活動一我的

小檔案完成之後，有機會替別人閱讀、分享他人經驗，孩子關注的焦點會被打開，

進而好奇別人是喜歡什麼，這樣才有機會接續做後面優點大集合的活動。

活動三「只要我長大」這本繪本，在這個主題活動應用的效果和主題的關連性

最值得思考，如何引導到設計者關心的部分，其實需要再花一些時間與孩子互動、

對話。最後的總結性評量，可以用小天使、小主人去觀察別人與自己喜愛的行為，

與活動一做串連，而非只是單純記錄做好事。對孩子而言經由一段時間的觀察，並

且當個主人好好照顧小天使，經由行動、思考、再行動的策略，會更貼近這個主題

所關照的肯定自我、關懷他人的設計理念。

此外，在有關自我的部分可繼續擴展「只要我長大」的活動，讓學生不僅瞭解

過去與現在的自己，更可為未來的自己設定目標與努力的方向；也可設計「接納自

己」的珍視自我價值活動，以及繼續探索「人與社會」所需的態度與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