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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兒童學習為主體培養兒童生活課程學習能力之探索歷程

～下雨天˙好玩

基隆市生活輔導團　長興國小王玉程老師

【楔子】～我們是這樣開始的

這是一次微妙的經驗歷程，基隆生活團的團員們——玲琲、佩玲、蕙萍和我，透過夥

伴對話與腦力激盪，找尋可行的契機與結點，碰撞出「同課異教」的策略火花，並結合基

隆「雨都」的在地化特色，嘗試跳脫教科書的框架進行轉化，以學生為主體的探索與體驗

出發，以看見學生的學習能力為目的，並以提升學生的觀察能力為共同焦點，希望藉此能

看見孩子們生活能力的提升。

壹、設計理念

今年年初基隆的天氣特別容易下雨，光是1月份就整整下了30天的雨，彷彿又回到當

年「雨都」的情景。過完寒假剛開學沒多久，孩子們的心情穩定度尚未進入學習狀況，心

很浮躁，一直想要下課，跑出去玩，但外面卻一直下雨，無法盡情的追逐與奔跑，所以只

好在走廊玩追逐賽，也常常有小朋友因而不慎跌倒受傷，必須到保健室擦藥。孩子們因為

下雨天，造成許多活動受到限制，於是我讓孩子們運用心智圖方式寫出自己對於下雨天

的想法，和孩子們一起討論「下雨天時你想做什麼？」、「下雨天你想到什麼、看到什

麼？」、「下雨天別人又在做什麼？」，討論後發現孩子們的反應大多是「下雨天好無聊

不能出去玩」、「下雨天只能躲在家裡看電視或玩電腦」等等。

我試著將問題拋還給孩子，「下雨天真的不能出去玩嗎？」、「下雨天真的那麼無聊

嗎？」，嘗試想要讓這樣的自然限制，因為孩子們的經驗對話，因為孩子們觀察與探索的

發現而被打破，重新發現不一樣的「下雨天」。

整個課程的生成過程，是在真實情境的脈絡鋪陳下，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從動機出

發，建立問題意識與脈絡性，讓問題解決，進而形成知識，並藉由探索與體驗的活動，提

高觀察的敏感度，培養細膩的觀察力，最重要的是對孩子能具有多面向的意義拓展。課程

一開始讓孩子先回溯過去「和草地互動」的舊經驗，加入新的元素，實際體驗濕草地，發

現乾溼草地的差異，結合成新體驗。再從眼前的下雨天現象，層次性的引導孩子進行體

驗，從走廊遠距觀察，到戶外撐傘分組觀察，接著因為內在渴望的驅力，實際在雨天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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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進行體驗，讓孩子們藉由「玩」，去「察覺」、去「發現」，誘發五官的感覺與心靈的

感動，從體驗中逐漸形成知識，感受到知的喜悅、與完成的快樂，以豐富的體驗為日後的

學習奠定了基礎。

貳、課程架構

參、教學目標與相對應能力指標

主題 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

草地

好濕喔！

＊�能喚醒對雨天的舊經驗

和感覺。

＊�能察覺乾、溼草地的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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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與欣賞】

2-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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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

真有趣！

＊�能在校園中體驗下雨天

活動的樂趣。

＊�能與他人在活動中和諧

相處。

＊�能發揮創意，找尋解決

問題的策略。

��（雨衣造型創意發想）

��（活動善後處理學習）

【探索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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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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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與合作】

4-2��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

諧相處。

雨在哪裡？

我知道！

＊�能仔細觀察校園中雨的

蹤跡。

＊�能用不同的表徵方式呈

現觀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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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與應用】

3-1��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

想法。

發現

雨的秘密

＊�能說出並分享自己所觀

察到雨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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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教學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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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脈絡】～企圖打破雨天觀察探索的限制

活動一：草地好溼喔！

(一)引起動機

因為連續多日的下雨，孩子的活動明顯受到限制，想往戶外奔跑的渴望強烈，加上

有孩子因為在走廊追逐造成受傷，因此老師藉此機會嘗試和學生討論「下雨天你想做什

麼？」、「下雨天你想到什麼？」、「你看到什麼？」、「別人在做什麼？」，老師讓孩

子運用心智圖說出自己對於下雨天的想法，孩子透過心智圖的反應大多是「下雨天好無聊

不能出去玩」、「下雨天只能躲在家裡看電視或玩電腦」。

＊孩子的反應

【情感】�「無聊-去畫畫、看書、看電視、玩電動」、「很想跑步(因為不能跑所以很想

跑)」、「下雨心情不好，唱歌或跳舞-讓心情變好」、「不能出去散步」、「沒

有夜市可以逛」、「流浪狗被淋濕了」、「地上濕濕的不好走」、「覺得很噁

心，雨天從天橋滴下來，落到地面反彈上來變成髒髒的水」。

【認知】�「在走廊玩-外面濕濕」、「有淹水經驗-覺得下雨天麻煩」、「水庫會增加水

量」、「下雨天會打雷」、「地上有水坑」、「看到雨想到-雨衣、雨傘、烏

雲、躲雨、酸雨(掉髮)、淋雨感冒、蛞蝓」、「看到葉子被雨滴打下來，所有被

雨淋到的東西都濕了」。

【想像】�「雨滴會像流眼淚一樣」、「如果一年不下雨該有多好」、�「雨像千根線」、

「雨落下像流星雨」。

(二)師生對話

老　師 學　生

＊下雨天好像不能出去玩？

��是真的不能出去玩嗎？

＊覺得不可以出去玩的�請舉手。

��覺得可以出去玩的請舉手。

＊是啊！

＊怎麼玩？(老師詢問學生反應)

＊�如果去遊樂園玩，可以玩室內遊戲；或到

可以遮雨的地方玩

＊�那戶外呢？像我們學校的戶外不就是雨天

出去嗎？可以去嗎？

＊戶外只能玩遊樂器材嗎？

��我們到外面可以玩什麼？

＊說到觀察，我們好久沒有誰呀？

＊�其中哪一個是好久好久沒有去看它找它聊

天的？

＊嗯！可是現在外面有沒有在下雨？

＊穿雨衣或撐雨傘就可以去。

＊但遊樂器材如果濕濕的不能玩。

＊玩鬼抓人、觀察葉子。

＊�榕樹爺爺、台灣欒樹好朋友、落羽松、小

草。

＊小草。好想它們喔！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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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下雨天嗎？

＊�太棒了！今天雖然是下雨天，可是現在只

有地上濕濕的卻沒有下雨，那我們一起去

找小草玩好嗎？

＊�不是。現在沒下雨，可是地上又濕濕的，

應該是下雨天。

(全班興奮的歡呼)

【順應孩子的興趣、找尋可行的契機點-課程生成的脈絡點】

(三)實際體驗

決定到草地進行體驗時，孩子的心情雀躍不已，

老師詢問孩子想進入草地找小草好朋友的渴望，以及

想用何種方式和小草玩？大家七嘴八舌的表達意見後

(右圖，影片回顧時討論的結果)，便瘋狂的在草地上

奔跑。「草地變濕濕滑滑的」、「有小蟲耶～」、

「啊！小草上有亮晶晶的水珠喔！」、「小草送水給

我的腳丫丫」、「老師！我有聞到好香的味道，好像

護士阿姨煮的飯飯香，還有小草聞起來好像藥草的味

道。」孩子在一陣追逐狂奔後，仍不忘進行探索與觀察。突然，小絜、小柔和小葶興奮的

跑來要求老師想要脫下鞋子踩草地，當時的草地是溼滑黏膩的，但三個小女孩卻一直想嘗

試，因為她們說：「這是我們跟小草打招呼的方式呀！」(過去草地活動曾經有過光腳ㄚ

奔跑的經驗)。熬不過孩子的請求，我答應她們可以光腳丫，但要注意安全，看到她們興

奮的表情，全然忘卻當天是溼冷的氣候。這樣的新嘗試，讓孩子有機會提高敏感度，驚喜

的發現土變軟、變黏，和以前乾乾的感覺很不一樣。其他孩子看到小女孩們光腳丫追逐的

喜悅，也忍不住脫鞋嘗試。後來亞斯的孩子小權和罕見兒小安也大膽嘗試光腳ㄚ，出現

「小草好冰喔！快要凍傷了」的反應，而原本覺得下雨天很無聊、雨滴很噁心的小宇和小

棋，竟然也覺得這次的體驗好像「在地獄裡挑戰，滑滑的，很刺激」，又像在「天堂裡奔

跑，很好玩」。

孩子們有了這次新的體驗與感受，似乎降低「下雨天很無趣」的刻版印象，願意嘗試

用另一種思維方式去打破下雨天觀察探索的限制，用「好玩、有趣」的心情，重新看見不

一樣的下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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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發現土是黏黏的 光腳丫奔跑樂趣多 發現亮晶晶的水珠

【建立問題意識】～不一樣的雨天究竟哪裡好玩？

活動二：下雨天好有趣！

（歷程經驗脈絡：走廊遠距觀察-戶外撐傘分組觀察-穿雨衣體驗）

當課程設計從孩子的真實經驗出發，以孩子的興趣為導向，運用小組合作模式進行探

索活動，引導孩子運用五官覺知、觀察，孩子的體驗感受自然更為豐厚。

(一)走廊遠距觀察

完成溼草地經驗之旅後，孩子對雨天的感受和以往有所不同，於是老師順應這樣的感

覺，在下雨天的天氣裡，帶班上孩子到英語村前的走廊進行與遠距觀察，讓孩子用清楚的

語句表達出「下雨天看到了什麼？」

＊孩子的看見

「國旗沒有放(升上去的意思)」、「有濃霧的雨」、「地上有水波」、「小鳥跑去躲

雨，都不見了」、「被雨淋到的地方都濕了」、「地上有綠綠的」、「屋簷滴水了」、

「看見水花好像小魚在水裡跳來跳去(特別的看法)」、「看見葉子被雨水打下來」等等。

小楷的觀察看見很不一樣，「我看到樹幹上面有溼溼的」。老師問小楷溼溼的感覺是

用看的嗎？小楷回答以前曾經有摸過的經驗，所以看得出濕濕的感覺。老師稱許他還沒摸

就有感覺，問他要不要實地再摸摸看？小楷興奮不已，老師為他準備雨傘，讓他將舊經驗

與新發現結合，並請他說出摸樹幹的感覺是否和所想的一樣。其他的孩子也忍不住發出羨

慕的聲音「好好喔！我也想出去看看」，因為只有一把雨傘，此時老師扣緊時機抓住孩子

的興趣點，2～3人一組出去走一圈，再回頭分享是否有新發現，所見的和剛剛在走廊觀察

的有什麼不一樣？(經驗與認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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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外撐傘分組觀察

＊老師的發現

延續著孩子的興趣出發，讓他們分組撐傘到戶外實際走一圈，卻發現各組的觀察路線

幾乎都是複製前面一組他人的經驗，甚至都摸同一棵樹，無法有所創新嘗試，出現的想法

大多是「地上有青苔」、「樹葉濕濕的、髒髒的」。直到最後一組較活潑的孩子在水窪處

停留，觀察到自己的倒影，甚至還玩起踩水窪、踢水窪的遊戲。

因為看到孩子想法的保守，作法的自我設限，於是事後藉由影片回顧，企圖讓孩子

發現許多不一樣。透過再次經驗回溯，請孩子分享所看見的。結果孩子的看見變為較細

膩，如說出「有人會蹲下來觀察」、「有人撐傘會注意隔壁的同學有沒有淋溼，會緊緊相

靠」、「有人發現倒影，停下來仔細觀察」。談到「倒影」，孩子們出現精采的對話。

＊對話內容(重整與理解)

萱：「有倒影耶～」，「還可以看見自己呢！」  老師：「為什麼？」

宏： 「以前古時候的人沒有鏡子就是用水當鏡子使用，等慢慢發明鏡子，人們才不用水

而用鏡子照臉。以前我就有用過照水當鏡子。」

叡：因為水是透明的。                     老師：「倒影清楚嗎？」

宏： 「清楚，還可以看清楚顏色，像剛剛那一個影片裡，可以看到同學身上的衣服顏色。」

���(觀察細膩)�����������������������老師：「跟以前影子遊戲裡的影子一樣嗎？」

叡：�不一樣。影子遊戲的影子是黑色的，而且要有太陽。雨天的倒影是彩色的，而且沒

有太陽。� (與舊經驗產生連結，瞬間老師龍心大悅)

影片回顧中，小翔還發現小宇踩水窪、小頡踢水窪看起來好好玩，還忍不住自問：

「我怎麼沒有發現這樣的樂趣？好想出去玩喔！」老師再次抓緊這樣的機會，與孩子討論

下雨天想出去玩的話題。

分組撐傘體驗下雨天 摸樹幹發現濕濕的感覺 水窪中發現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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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穿雨衣體驗

＊師生對話

老　師 學　生

＊看完昨天戶外撐傘觀察的影片有什想法

＊還要借傘出去玩嗎？

＊有其他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有人帶傘嗎？學校規定要穿雨衣，那該怎

麼出去觀察？�

＊可是有人沒帶雨衣怎麼辦？

＊好想跟小頡一樣玩踢水窪。

＊�撐傘出去很好玩，但是有一點危險。因為

地上溼滑有青苔，如果不小心滑倒，雨傘

有可能會戳到人。

＊�踩沒有水的地方、雨傘要拿好、雨傘尖尖

的頭黏起來。

＊穿雨衣。

一場精采的腦力激盪雨衣創意秀討論正式開場

�������造型一������������造型二�������������������造型三�����������造型四
�����兩人一起撐傘�����共用一件雨衣���������������用外套遮���������外套式雨衣

��������造型五������������造型六������������������造型七�������������造型八

���桌墊遮住重要的大頭����有遮就好���������������披風小飛俠����������開花的雨傘

＊插曲

小葳思考用垃圾袋戳洞套上去，老師熱心的協助剪個造型，卻

不被認同。原因是太像阿公死去時戴的帽子(右圖)，最後被否決，

改換造型七。

【�孩子是照著興趣產生動力，而老師的引導，則是以孩子探索的為啟動點，
因此「主意」必須扣緊「時機」，才能激發出無限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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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情境下的體驗

孩子經過一番著裝前置準備的討論，一到下雨天的真實情境，孩子便再度陷入瘋狂的

追逐遊戲，於是玩鬼抓人、老鷹抓小雞、踢水窪、踩水窪的遊戲通通出籠，孩子用自己的

方式體驗下雨天穿雨衣活動的樂趣，即便其中有些許的摩擦發生，或是溝通時產生意見

衝突，孩子們都願意多用包容、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活動中不時傳出「耶～耶～

耶～」興奮參與活動的聲音、「呵～呵～呵」彼此相互逗趣快樂的氣氛，甚至還「忙」著

沒時間理會老師的問題。體驗結束後老師利用心情紀錄，請孩子紀錄活動當時的心情。

看我的無敵踢水功 踢水大作戰 雨中玩老鷹抓小雞遊戲

心情紀錄一 心情紀錄二 心情紀錄三 心情紀錄四

心情紀錄一：�今天老師帶我們去英語村玩遊戲，我們在玩紅綠燈，我當鬼，地上全都濕

了，跑起來很過癮。

心情紀錄二：�我今天和同學用自己做的雨衣道具一起踢水窪，我覺得涼涼的又很刺激。

心情紀錄三：�我和大家在下雨天的時候玩鬼抓人，我們都溼答答了，變成ㄖㄨㄡˋ(落)湯

雞了。

心情紀錄四：�老師今天讓我們雨中玩遊戲，我覺得很好玩，因為全身都淋濕了，很涼快。

＊穿雨衣體驗活動後討論善後處理的方法

當天的雨雖然毛毛小小的，但體驗活動結束後，孩子們身體大多淋濕了，於是師生間

藉此機會共同討論善後處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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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借吹風機吹乾。

方法二：脫下襪子晾乾。

方法三：換乾淨的衣服或襪子。

方法四：把它擦乾。

方法五：用力甩一甩。

方法六：在講台上拍打襪子，拍走水分。(創意的點子)

這樣的經驗並非只是今天的活動會遇到，於是老師再次將問題拋給孩子，詢問他們：

「如果有機會再出去雨天體驗，應該要事先做好什麼準備？�」孩子們經過一番討論後，

提出許多可行的策略，也可供做下次雨天活動的前置準備參考。

策略一：穿雨鞋。��������策略二：光腳丫。

策略三：用塑膠袋套住鞋子。(沒有雨鞋的變通方式)

策略四：鞋子裡面塞報紙(吸水作用)

策略五：多帶一套鞋襪或衣服(濕了可以換)

策略六：使用較大垃圾袋

策略七：光腳丫套塑膠袋

策略八：帶拖鞋到學校，出去玩時穿脫鞋

＊老師省思

在雨衣造型討論階段，孩子的創意無窮，不僅要顧及安全問題，還會關照同儕，甚至

願意與人一起分享雨衣。討論過程中，孩子們跳脫過去僵化的思考，不是枯坐等待他人給

答案，而願意嘗試動腦思考。所以當小頡提出用桌墊當雨衣的想法，老師並未加以否決反

而接受他的idea時，對其他孩子彷彿打破框架的限制，於是許多創意的造型順勢產出。這

樣的歷程，讓老師有機會覺察出教學活動必須順著孩子的學習而延續下一個活動，同時必

須超越藩籬、超越有限的經驗，嘗試讓孩子經驗許多的可能。

在真實情境下以孩子為學習的主體，將許多點連接在一起，讓「結」與「結」之間的

線串連成教學的可能性。透過探索與體驗的歷程，激發了孩子們豐富的感知能力，讓孩子

從被動的學習轉化為主動的操控。當孩子在彼此互動中碰撞出火花時，這是打開生活經驗

的歷程；當真實的經驗脈絡更清晰時，想傳遞的核心思想則更易顯見。

＊轉折點（思考如何延續經驗，讓觀察更細膩）——透由夥伴對話，進行行動中修正

經過同儕夥伴共同閱讀兒童的經驗後，發現這動態的課程裡，大多都是大動作的追逐

與遊戲，孩子們似乎少了一些較細膩的觀察，原來總「以為孩子有看見，事實上並未看

見」。於是老師嘗試在課程的元素裡，埋入深層探索的因子，讓孩子有機會再次回溯，從

「看見」到「發現」、從「感受」到「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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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細膩的觀察】～調整與內化

活動三：雨在哪裡？我知道！

＊從看見到發現

有了雨天體驗活動的初經驗，當再次進行雨天體驗時，孩子對於前置的準備已有概

念，只需要老師事先提醒體驗的時間點即可。這次的體驗，老師讓孩子放慢步調，慢慢的

發現究竟可以在哪裡發現雨的蹤跡？當孩子用不一樣的方式觀看，出現的樣貌更加豐厚與

多元性。從下表中可以清楚的找出孩子學習的經驗軌跡。

欄杆上的雨滴 地上的雨滴 雨滴落在落羽松枝幹上 發霉的牆(脫皮了)

雨滴沿著欄杆滴到手上��發現雨滴在葉子上���雨滴落在水塘的浮葉上���老師車上也有雨滴蹤跡

雨滴跑到我的帽子上 發現雨滴在石縫下 牆壁變黑黑的 拍打樹葉雨落在我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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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孩子的看見】～表現與行動

活動四：發現雨的秘密！

＊分享與表現

讓孩子的觀察與發現，透過學習單的紀錄與實際分享，形成知識性的概念，建構自己

的學習鷹架，最後再把自己表徵的觀察圖像，採取共同合作模式，將自己與他人的已知整

合成「雨的秘密」探索地圖。

＊從感受到感動

歷經再次的探索與體驗，讓孩子們學習到對週遭環境產生關心，以細膩的心去觀察、

察覺、紀錄、感知與欣賞，逐漸能發展出敏銳細膩的觀察，發現「我看到的不等於我知道

了」。經過分享之後，瞭解隨著他人的眼睛，可以再次發現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或現象，重

新引發自己的好奇心，再去探索、再次多方的觸角延伸，讓觀看的點可以像螺旋似的經驗

累積與提升，進而豐富面貌，以拓展兒童多面向的學習經驗。

「
雨
的
秘
密
」
探
索
地
圖

雨在葉子上 屋簷的鐵絲被雨弄生鏽了 地上有水用力踩會有泡泡 籃球框有雨滴

「
雨
」
無
所
不
在

「
雨
」
應
該
很
舒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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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在「下雨天˙好玩」的課程裡，希望透由下雨天的各種現象、真實環境素材，以及老

師適時的引導，協助孩子建構學習鷹架，讓孩子有機會making� sence，而非單一的灌輸知

識或是微波解凍套裝知識，對於孩子而言，相信這種驚豔的感動與體驗，可以當作人際互

動的催化劑，讓將來面對問題與挑戰時，可以勇於接受與面對。此次課程的主要焦點，聚

焦在「觀察能力」，各個活動進行中，透過覺察，能夠看見孩子預期的能力(細膩的觀察

力)，同時也能看見孩子非預期的能力表現。

活動內容 孩子的能力表現

草地好溼喔！

概念的表現——運用心智圖，說出雨天的舊經驗。

　　　　　　　【整合舊經驗、結合新體驗】

理解與澄清——覺察乾(硬)溼(軟)草地差異性�。

主動的探索——跳出雨天活動受限的框架。

口語的表達——利用五官感受體驗，描述下雨天草地的變化。

　　　　　　　【現象觀察】

下
雨
天
好
有
趣

走廊遠距觀察

戶外撐傘分組觀察

穿雨衣體驗

參與意願-願意從走廊到戶外去觀察體驗下雨後的變化。

【從巨觀看見到微觀發現（遠距觀看到實地觀察）】

察覺現象-察覺雨中的倒影是有色彩，和影子的「黑」有所不

同。【與舊經驗產生連結】

溝通與合作-同儕互動中，彼此相互體諒並和諧相處。

尋找解決策略-雨衣造型創意發想、體驗活動結束善後處理。

雨在哪裡？我知道！

細膩的觀察——能仔細觀察校園中雨的蹤跡。

　　　　　　　（寫在觀察記錄學習單上）

【從感受到感動，將新奇的發現內化成學習的軌跡】

發現雨的秘密
表現與應用——描述出自己對雨滴的觀察與發現。

� （運用觀察紀錄學習單表現出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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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

對於探索與體驗���我覺得重要的是�

放寬心讓孩子去察覺�去發現�去想像�

讓孩子的天馬行空想法���像吹泡泡一樣

一顆�二顆�三顆�慢慢的吹出不一樣的驚豔�

在瞬間中感動���在豐富中享受

但是～對於探索與體驗��我覺得重要的是�

放寬心讓孩子去察覺��去發現��去想像

在「下雨天˙好玩」的教學歷程中，我們不僅看到教學的「生-生成」「活-樂活」，

更發現課程的生成是屬於動態歷程，必須持續不斷的對話、實踐和省思，教師跟隨著教學

歷程中經驗情境與孩子表現所出現的「結」、「擾動」或「機遇」，敏銳的抓住每一個可

能發展的機會，在「思考點」與「發生點」之間產生「連結」，進行適切的轉化與調整，

形成師生互動彼此交織而成的動態歷程。這樣的歷程裡，孩子不是被動的說出教師預設

的標準答案，而是以五官知覺（比較區辨、實際操作、聚焦觀察等）與各種表徵符號(情

感、想像、把玩、遊戲等)，與同儕共同進行探索、討論、發想、建構、創造，並學習團

體溝通與合作，讓學習的意義更具廣泛、更具深度性。

而輔導團夥伴們透過深層對話，碰撞出「同課異教」的策略火花，由於教學現場素材

的不同，教師專業背景的獨特，教學場域的差異，孩子興趣的起源不一樣，激盪出許多不

同思維的可能性。緊扣著共同焦點-培養孩子細膩的觀察力，夥伴們各自在自己的教學現

場發展出不同的教學脈絡，彼此間「異中求同、同中存異」。像是玲琲以生態探究的角度

生成之「雨天之蝸牛奇遇記」，便是從「察覺變化」發展到「探索變化」；佩玲以律動表

現的角度生成之「『雨』我有約」，便是從「察覺變化」發展到「表現變化」；蕙萍以現

象紀錄的角度生成之「看見下雨天」，便是從「察覺變化」發展到「表達變化」；而我在

自己的班級裡，順應著觀察場域的差異生成之「下雨天˙好玩」，則是從「察覺變化」發

展到「喜歡變化」。團員夥伴間碰撞出這樣的「同課異教」策略，透過經驗分享，讓我們

看到彼此間的專業亮點，透過深層對話，讓我們能逐步抽絲剝繭出許多貼近孩子想法的概

念，甚至敏銳的「看見」孩子的「看見」。

這次的生成歷程，不論對輔導團夥伴或是孩子而言，都是一次很難得的高峰經驗。不

僅促發團員間彼此成長，強化學習組織團隊，我們也看到了許多細膩想法的生成，察覺到

孩子們自信的展現，感受到喜悅的分享，無論是課程內容進行連結或是轉化，還是素材的

多元與想法的萌芽，都再次塑造與成就師生間美的經驗與感動。更重要的讓孩子有機會跳

脫出僵化思維的限制，嘗試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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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玉程老師是基隆市生活課程輔導團的資深團員，具備豐富的教學及課程設計

的經驗。基隆有雨都之稱，相信這裡的老師與學生對於下雨天這個主題一定有很

深的感觸。如果我們對於下雨天是抱著「欣賞」的心情，那麼下雨天的發現也會

與眾不同。「下雨天，好玩」這個主題應該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跳脫「下雨天

真無聊」的刻板印象。

這個主題的活動設計，有幾個突破的點，值得現場的教師一起來努力看看。

一個是雨天的體驗活動，像溫度的下降、枯萎的花草重現生機、地上積水、兩棲

類的動物出來了等，這些經驗的發現，都要透過一個小小的冒險，就是雨天撐傘

到戶外觀察，玉程老師對這個突破處理的很好。包括觀察之後身體淋濕的處理，

都有周詳的準備，應該是其他老師可以參考的。

這個主題的設計有一個很有趣的情境，就是在雨天讓小朋友進入草地親身體

驗，晴天的草地和雨天的草地之間的不同。像「小草上有亮晶晶的水珠喔!小草

送水給我的腳ㄚㄚ，我聞到好香的味道。驚喜的發現土變軟變黏……」都是探索

與體驗最真實的感覺。這些細膩的感覺如何轉化為一段完整的描述，教師心智構

圖的引導就非常重要。除了主題「和草玩」以及第二層「跑、踏、踩、快走…」

還要增加第三層的紀錄。如何跑？跑起來的感覺和平時有什麼不同？讓學生將句

子表達完整。這是學生從外在經驗轉化為內在經驗的重要歷程，教師的引導很重

要，缺乏這個歷程的處理，學生的學習就只是停留在片段愉悅的經驗。

活動與活動之間經驗的連結，是生活課程設計（發展）最難的部分。在設計

後面加上（發展）兩個字，是因為前後經驗的連貫，主角是人不是環境。所以活

動一與活動二之間的連貫要考慮的是活動一的學習經驗，如何帶入活動二，並成

為活動二學習的基礎。這個部份的處理不夠明顯，所以感覺上是換一個地方，再

做一個不同的體驗觀察。所以，在前面提到活動一的結束要收個尾，作為活動二

的學習基礎。活動二在雨天讓兒童瘋狂遊戲的創意不錯，問題是這些創意如何收

尾？在「通通都濕了」、「再出去」這兩個心智構圖的呈現，線索都不夠充分。

這些線索要能夠成為活動三「雨在哪裡？我知道！」的學習基礎。所以活動三應

該借重活動一和二作為討論的基礎，而這些基礎的建構，是要仰賴前面完整的討

論與表達。例如雨在草地上形成一顆顆水珠，雨在蜘蛛網上形成一串串的珍珠；

雨流過小水溝發出嘩啦啦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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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發現雨的秘密」，將前面三個活動作一個綜合整理，這個構想很

好，題目如果能夠改成「雨水小偵探」，效果會更傳神。

從生活課綱的五大主題軸分析，發現這個主題活動的設計，在「探索與體

驗」、「表現與應用」以及「態度與情操」這三個向度，完全聯結。另外在「理

解與欣賞」的部分，表現較弱。因為內容對於「理解並尊重別人的想法與我不

同」這個部份的處理較少。另外「溝通與合作」，整體活動中個人表現較多，合

作表較少。

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實踐反思及活動設計的精緻化。這個活動已經很有創

意，也看到教師對與學生創意的包容性，讓學生有機會體驗下雨天不同的樂趣。

但是，活動與活動之間的連貫性必須處理。生活課程的活動經驗的連結是指人的

學習經與經驗之間的連結。不是活動與活動之間的連結。所以下雨天外在體驗的

經驗必須內化為內在的學習經驗，才能將活動一的學習經驗成為活動二的學習基

礎，以此類推，才能完成學習經驗的螺旋累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