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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孩子觀看世界的眼—
以北港國小二年級「蚱蜢」課程為例

新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秀峰國小顧芳祺、鄭淑慧老師、北港國小黃心瑜老師

記住你眼前所見，把目光停在一處，記住它的樣子。在下雪時觀察它，在青草初長時

觀察它，在下雨時觀察它。你得去感覺它，記住它的氣味，來回走動探索山岩的觸感。如

此一來，這地方便永遠伴隨你。當你遠走他鄉，你可以呼喚它，當你需要它時，它就在那

兒，在你心中11。

印地安納瓦荷巫醫

壹、楔子

下課時間開始沒多久，馬上聽到孩子們從遠方傳來中氣十足喊叫聲:「老師、老師…

你看……這是我們剛剛在草叢裡發現的…..」。一群孩子衝進教室，小手輕輕張開，一隻

不知所措的青蛙頓時出現眼前。其他圍觀的孩子則是迫不及待的喊著。

「哇!好可愛喔….」

「我要看!我要看!」

「這是甚麼啊?」

「你看，他有斑點，好可愛……哈哈」

「他跳起來了……」

「真的耶……他快撞到我了」

這樣的場景對於國小老師而言，應該不陌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常常會為了校園裡一

片落葉、一朵小花、一隻小蟲而感興奮莫名，急著與同學或老師分享發現的喜悅。每次當

我們看到孩子的眼睛裡閃爍著好奇、讚嘆與驚訝的那一刻，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也勾連起

過往一些自身的經驗。

多年以來，我除了是為小學教師之外，更長期擔任鯨豚海上調查工作，每次出海之

後，在海上的時間往往超過10小時。漫長的時間裡，海豚往往只是偶然的浮出水面，運氣

不好的時候，連續幾天都不見鯨豚蹤影也是常事。有時候我會出現這樣的錯覺，彷彿「等

1　引自李偉文的教育筆記，網址如右：http://blog.udn.com/weiwen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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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是整個調查過程的主角，但也是因為經歷過漫長的等待，每當海豚出現的剎那，總會

引起整艘船上的研究人員一陣驚喜與騷動，雖然，冷靜專注做觀察筆記是科學紀錄必要的

訓練，但心中那股雀躍與悸動卻是如此真實。這些等待讓我真切的感受到「我只是暫時來

海上拜訪的客人」，在茫茫大海中，人類只是多麼渺小，沒有所謂的掌控權，只能以謙卑

的心情，期待與海豚的相會，也因為如此，讓我更珍惜每一次短短的相遇。

回到國小教學現場，這幾年教學裡，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知識」非常豐富，但一旦在

真實情境中卻又毫無頭緒的孩子。他們可以告訴你世界最大的花叫做「大王花」，世界上

體積最龐大的動物是藍鯨，更有一些孩子對圖鑑及電視頻道的所介紹的生物瞭若指掌，他

們可以如數家珍說出每種昆蟲的生長環境、飼養方式，或是精彩地述說一隻虎鯨如何獵殺

海豹、帝王企鵝如何越冬、遷徙…。但這些孩子卻在進行實際探索時，總是像個無頭蒼蠅

似的跑來跑去，無法靜下心來觀看一片葉子，觀察一隻小昆蟲。每每探索觀察之後，他們

所看、所聽、所感總是貧乏到令人訝異，探索觀察並沒有對學習實質的影響。

因為這些孩子不知道一部呈現在觀眾面前80分鐘精彩的帝王企鵝遷徙影片，背後是多

少科學家與攝影人員長期進駐在寒冷的南極，持續深入的研究觀察的結果。孩子的知識是

在抽離實際情境之下所獲得，一旦走進真實的野外場域中，眼睛所見，耳朵所聽與心中期

待的精彩迥異時，所有的知識頓時只是書本的文字而已。

貳、一種不同的嘗試—北港國小二年級「蚱蜢課程」

對於這樣的學習景況，身為教師的我們能做些什麼？探索與體驗活動如何讓學生產生

認知與情感上的意義？、「活動之後到底要帶給學生什麼？」、「什麼形式的體驗才能幫

助學生建立下一階段的學習能力？」這些問題不斷縈繞在我們的心中，或許我們可以做些

努力吧！另一種探索與體驗教學的嘗試就此展開。

一、期待與忐忑不安的心

「嘗試」的本身是讓人期待與不安的

心瑜老師擔心：「我的班上有一刻也靜不下來的過動寶貝、多愁善感的閱讀障礙寶

貝，情緒難以控制的暴力寶貝，搞不情狀況的可愛寶貝，以及資質優秀的模範寶貝。真的

要在我的班上進行這樣的課程嗎？」。

芳祺老師忐忑煩惱著：「完全沒帶過低年級，不知道要做什麼？」

淑慧老師苦惱著：「來自不同學校的老師要怎麼進行課程合作？」

但三人卻也都期待：「終於有機會能試試看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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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外的訪客

第一次上課我們就遇到了挑戰。當各組學生們花了比預計多的時間開心的從中庭花園

帶回小動物時。其中一組學生竟然帶回來一隻意外的訪客-不知名的昆蟲！

找到那隻昆蟲的小組好興奮，因為他們找到一隻跟別人完全不同。我們三位老師，你

看我、我看你。具有生物碩士學位的芳祺趕緊運用教室電腦上網找尋資料，其他兩位老師

則繼續協助學生進行討論。在芳祺瀏覽於網頁中一頁頁圖鑑資料時，「知道名字很重要

嗎？」這個問題忽然浮現腦海。

她常常見過許多教師將學生帶到戶外之後，費盡心思精闢地講出各種生物與植物的習

性與分布，最後更不忘加一句：「有沒有問題？」

在聽完一連串解說之後，學生們回答的標準答案則是：「沒有問題。」

但這句話通常表示學生是有問題，因為老師詳細的解說常常是從學生左耳進，右耳

出。

看著這群低年級的孩子與那隻不知名的昆蟲，她頓時領悟：

「一個稱職的探索老師，應該是引導學生進行觀察、讓學生覺得有趣且願意繼續做深

入的認識，甚至是自發性的願意，而不是直接告訴學生答案。探索的過程，絕不是讓老師

彰顯自己淵博的知識，而是以專業知識當後盾，用淺顯易懂、深入淺出的語言，讓孩子願

意接受及親近眼前的環境與生命。

老師說的話不用多，但提問需要精準，剩下的部份，要留時間給學生自己思考提問，

再陪孩子一起找答案，不斷的反覆提問、找答案、提問、找答案……，這個陪伴的過程才

是一個自然探索老師能給予學生最重要的意義，或許這個教學實驗可以試試看這樣的想

法。」

思考至此，芳祺將電腦螢幕上搜尋的畫面關掉，趁著學生在觀察的時間將想法告知其

他兩位伙伴，三個人決定讓這個意外的訪客暫時成為神秘客。

心瑜老師告訴學生：「老師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不過我們可以一起查資料。」

探索課程的第一步，應該讓孩子從自己的五官去認識起，而不是由昆蟲學上的專業名

詞認識起，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久遠以前的生物學家，不也先從自己的五官開始認識並親

近這個種類的昆蟲，然後再進一步和其他種類做比較，在確定其獨特性之後，再給予牠一

個生物學上的名字。

這些話引起學生們的更濃厚的興趣，大家一致決定要把這個神秘的昆蟲當作主題，進

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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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教學裡的計畫與變化

北港國小的探索課程是在星期五早上進行，在學生們決定探索對象之後，淑慧及心瑜

帶著非常滿意的心情過週末。但芳祺老師基於多年探索觀察的經驗，總覺得有些地方不對

勁，於是在週末時重回校園，進行觀察及探勘。她這才發現神秘客--「椿象」根本不是北

港國小校園內原有的生物。牠當天只是基於某種原因，恰巧被帶進校園，更恰巧被學生發

現。總之，芳祺老師翻遍校園再也找不到第二隻相同的生物。

芳祺趕緊聯絡其他兩位老師，緊急討論之後，趕緊修正原有教學計畫。第二次上課當

天由繼續負責主要教學的心瑜老師告訴學生：

你們上次說要觀察的動物搬家了，所以我們換一種比較常見的動物--蚱蜢。

學生對於這個改變似乎沒有多大的異議。此次教學過程三人依舊覺得匆促，一致認為

在第三次教學進行時，活動內容必須做刪減。

心瑜提到：「我覺得今天的課好趕喔。上次還好，今天好趕。孩子沒辦法感受到探索

與討論的樂趣，尤其我覺得討論的部分很重要。」

芳祺也認為：「其實應該在他們的發現與上一組不一樣的時候，就應該停下來討論，

馬上大家一起看，你看到什麼？是否真的有所不同。不過這樣真的很花時間。」

為什麼結合不同專長的三位老師精心所設計的課程，實際進行時與預先構思有如此大

的不同？我們自認課程設計當中已經思考著各種可能與面向，但兩次教學結果卻是明白顯

示著：「你們想錯了！」這讓我們三個人相當驚訝，更陷入一陣沈思。

淑慧問：「我們都很認真思考過學生特質及教材內容，為什麼教學進度總是比預計的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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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祺回答：「當學生開始很認真的觀察與討論（不是吵架喔），我實在很不忍心打斷

他們。」

心瑜有感而發：「當教學的過程過於填滿的時候，往往忽略的學生的感受，各科的教

學好像都有同樣的狀況，不知是趕進度或為了形式上的安心--該敎的部份我都有敎了，常

常有一個學生很有興趣的話題或內容，卻不得不結束或草草被老師打斷，而整個教學又回

歸到了只有老師在主導或操縱的局面。」

淑慧附和：「其實要把一件事從不知道變成知道真的要花時間。你看很多學者終其一

生往往就只對一個問題好好進行思考。這幾次教學歷程，我越來越覺得過去很多活動，我

們都是走馬看花。」

「學生！教師！」這兩個概念強烈地震攝著大家。此時，我們或許看到了師生主體在

課程的展現。我們透過後設認知的鋪陳，一步步引領著學生。學生則會在探索過程中不斷

回饋我們，他們以行動代替語言告知我們：「教師，這裡我們還要多看一下！老師，我們

還有興趣停留在這個現象的討論」。於是，我們決定把腳步再放慢，更仔細傾聽學生的無

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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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頭到尾再看一遍

第三次探索教學設計時，我們曾陷入困境。淑慧曾提到：「……我覺得這兩次教學有

一個問題，我覺得孩子討論的深度下不去。他們不知道要看什麼？怎麼看？」

芳祺也說：「我們這個課程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專注的看。但他們到底要看什

麼？」。

我們反覆問著：「生成課程或是探索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怎樣做才適切？怎樣做

才是生成課程的樣貌？」

談論之中，一種想法漸漸浮現，生成課程並沒有要求老師要晾旁邊，讓孩子自行摸

索，那這樣根本就不需老師的存在了。我們或許必須協助學生，讓他們知道怎麼看。

這樣的想法讓第三次的探索教學時，學生們在老師所提供的鷹架之中進行討論。第三

次探索教學結束後，二年級學生所展現細微而精緻的觀察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當孩子有了

適當鷹架的支撐之後，觀看的視野開始變的不同。蚱蜢開不再只是蚱蜢：

　　雅筑：蚱蜢頭上有長長的鬚。

　　羽宸：蚱蜢的後腳也是長長的。

　　雅筑：它後腳真的長長的。

透過觀察與討論，探索真正開始成為通往認知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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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這樣的討論依然意猶未盡，於是第四次探索就讓學生接續這樣的討論。我們

發現學生們透過對於蚱蜢深入的觀察與團體討論，「部位的分類」、「部位的型態」及

「部位顏色」等許多昆蟲學裡重要概念，竟從學生的話語中浮現。

芳祺讚嘆著：「二年級學生能看到這種程度是令人蠻訝異的！這些觀察已經很有昆蟲

學家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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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時的句點

這一次探索教學過程之中，「蚱蜢的討論與觀察到底會進行到什麼時候？」這個問題

一直縈繞在大家的心裡。過去的教學活動是由老師事先預定，但此次的教學過程之中，掌

握進度的似乎是學生。在第四次探索教學結束之後，他們除了顯示之前從沒有過的討論深

度，同時也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將活動做結束。在第四次探索教學之後，我們發現學生

討論興趣已經開始轉移。經過仔細思考之與學生對話之後，此次探索教學暫時劃下句點。

但我們已學會靜靜等待，細細鋪陳，慢慢慢醞釀學生下一次更深入的探索。

參、探索之後

當北港國小二年忠班學生探索課程告一段落時，我們心中反思的探索卻正逐漸升溫。

透過此次的探索教學我們深切看到「探索活動成為具體經驗與抽象概念之間的橋樑」是一

種真實的實踐。

過去，很多探索教學或是體驗活動。由於低年級學生總是積極主動地面對環境裡的一

草一木，加上學生興奮的神態與語句、師生之間活潑有趣的問答與學生學習單裡可愛的圖

案，讓很多教學者都沈醉在這些活動所帶來的美好感覺，而忽略了各個經驗對於學生而言

是片段且無系統。這樣的經驗並無法增加學生學習的厚度，更無法成為學生未來學習的基

石。長期下來逐漸落入學者歐用生所憂心的知識淺化危機及反智主義。但透過此次的探索

教學實驗，我們深切發現國小探索活動其實可以有另一種可能性。在前兩次探索時，學生

的經驗仍然停留在快樂及愉悅的的表層之中，很多事物其實「有看沒有到」。儘管蚱蜢是

學生們相當熟悉的生物，儘管經過兩次探索，學生的紀錄仍呈現他們「所想像的」，而不

是他們「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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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學生觀看的視野開始深化之後。孩子眼中的蚱蜢有了變化。

學生們細膩地觀察、熱切地討論。漸漸地，他們的學習記錄有了變化。學生的文字敘

述變的豐富，探索的紀錄不再只是「很開心」、「很好玩」或是「誰抓到什麼」，圖像也

顯出超齡的細膩與成熟。這樣的探索方式成為學生具體經驗與抽象概念之間的橋樑，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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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未來學習的這些能力。

此外，「探索活動更是師生互為主體的實踐取徑」。以前雖然也曾帶過孩子或大人去

做自然觀察探索的活動或課程，但都是屬於已安排過的活動帶領，所以大多傾向於早已設

計或可預知的，而此次的探索活動卻是一種師生共構的歷程。教師與孩子共構著課程與教

學，彼此一同掌握著課程的進度與節奏。

在此次探索教學之中，我們驚訝每位孩子全心積極的參與與投入，「學生成為學習的

能動者」，平時學習低落或是常在課堂中恍神的孩子也都沈醉在探索的世界之中。在這樣

的學習天地，不再只有功課好的孩子佔優勢，當孩子必須以心以眼細膩地觀察，以口以筆

反覆對話討論，以文以圖記錄所感所知，這些都精鍊著孩子們不同的感官，原本所謂學習

弱勢的孩子或上課頑皮搗蛋的孩子，也有著令人感動的投入與表現。

肆、結語

這次教學實驗嘗試開啟探索教學的不同可能性，在這四次學習歷程中，沒有喧嘩熱鬧

的活動，或許一整節課老師與學生就是在看蚱蜢，或許一整節課學生們就針對蚱蜢身體的

顏色或是腳的形狀反覆討論與觀看。這些看似無效率的活動，實際上蘊含著孩子真正的學

習在裡面。學生們透過一個小小生物觀察與討論，不停往返於具體經驗與抽象概念之間，

不斷地將陌生變熟悉，熟悉變陌生，學習的經驗在此不斷深化再深化。從這個教學實驗

裡，我們收穫良多，期盼這樣的探索教學是一個開端，能有拋磚引玉的功能，引起更多人

注意探索教學真正的意涵。

伍、後記

一年級下課時間常常會發生這樣的場景。

「老師，小豪在欺負小動物……」

「跟他說都不聽……」

「那隻蝸牛好可憐喔……」

此起彼落的的告狀夾雜尖叫聲，把正在埋頭批改作業的老師快震聾，匆匆地跑到事發

現場，發現小朋友把一臉不滿的小豪團團圍住，不斷地指責他，把蝸牛踩破，還丟到水溝

裡，孩子們看到老師七嘴八舌地告狀。

老師：「小豪，你為什麼要這樣對蝸牛……」

小豪一臉桀傲不馴的沉默不發一語。

老師：「你覺不覺得蝸牛好可憐呢？」

上課鐘響了，老師只好迫不得己使出殺手鐧：「那如果我也把你踩扁，再丟到水溝

裡，你說好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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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豪馬上說：「我才不要!」

老師：「那你為什麼這樣對蝸牛?這樣好嗎?你自己不要，蝸牛就想要嗎?如果你以後

再……」 

一陣劈哩啪啦的指責和恐嚇後，老師：「那你以後還要再欺負小動物嗎?」

小豪心不甘情不願:「好啦!我知道了。」

這種雖然不滿意，但是還可以接受的回答，總算讓老師稍微心滿意足，也讓圍觀的同

學稍稍平復了不滿的情緒，但是老師心裡明白，這樣並沒有真正地讓小豪瞭解到為何要保

護小動物，但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能做的也就是這樣了。

二年級的某個時間，三位老師跟19個小毛頭開始了校園生物的探索之旅，從觀察、紀

錄、分享的過程，去找尋學生的興趣，再深入觀察、討論、分享的過程當中，孩子跟老師

一起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一個生命和物種。課程結束後的某天……

小威和小君帶回了一隻大螳螂，大家下課時間興奮地圍繞著這隻大螳螂，不停的討

論，好不興奮！放學後，孩子們就把螳螂放回去。隔天下課時間，小豪突然怒氣沖沖地

跑進了教室，對老師說：「老師，有三年級的哥哥姊姊在欺負昨天那隻螳螂，要怎麼辦

呢?」老師楞了一下，沒想到這個以前會欺負小動物的孩子，現在竟然會不忍小動物被欺

負，真的是好大的改變！

這是心瑜所記載探索教學之後的課堂故事，而這是二年忠班探索教學之後所發生的眾

多故事之一，探索教學對孩子產生這樣的改變真的是我們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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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探索教學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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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一次蚱蜢教學教案

活
動
名
稱

預計教學流程
時

間
實際教學流程

時

間

教學

資源

指導

要點

評量

方式

秘

密

客

第一節

1. 以組為單位，在教師

規劃好的區塊中，進

行校園生物探索，並

請各組學生共同討

論，從中選擇一樣生

物放入觀察箱內。

15'

早自習
1. 在黑板上以[猜猜我
是誰]的幾道提示，
引起小孩的興趣，
並 引 導 觀 察 的 重
點，五道提示分別
為代表一樣觀察動
物的重要特徵:

  (1) 穿著綠色的衣服 
(代表顏色)

  (2) 有著三角形的頭 
(代表形狀)

  (3) 兩隻鐮刀手，四
條小細腿(只有
牠才有的重要辨
別特徵)

  (4) 昆 蟲 中 小 霸 王 
(代表物種)

  (5) 只要比我小的昆
蟲都是好吃的食
物(代表行為)

第一節
1. 老師以黑板上謎題
引 導 學 生 了 解 可
以從顏色、形狀、
行為、特殊行為特
徵..做觀察。

2. 探索規則說明(板書
寫在黑板上，並且
口頭逐條解釋)：

  (1)要愛護小動物。
  (2) 分工合作，每個

人 都要參與。

  (3)要準時回教室。

  (4) 活動範圍—中庭
花園。

觀察箱

、海報

紙、麥

克筆

1. 請教學

者事先

規劃各

組校園

探索區

塊，並

將學生

做適當

分組。

2. 因為教

學時間

因素，

請教學

者事先

跟學生

說明校

園探索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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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 請各組將觀察箱帶回
教室，仔細觀察觀察
箱內生物的特徵，共
同討論之後，將生物
特徵寫在海報紙上及
紙卡上。

2. 請各組依組別派人上
台，逐一敘述此生物
特徵，進行猜謎。如
果第一條敘述答對的
組別獲得四分，報告
的組別也同時獲得四
分，並展示觀察箱中

15'

10'

15'

10'

5'

3. 念學生(張宸軒)的
日記，說明觀察動
物，必須要注意愛
護小動物。

4. 以組為單位，在教
師 規 劃 好 的 區 塊
(中庭花園)中，進
行校園生物探索，
並請各組學生共同
討論，從中選擇一
樣生物放入觀察箱
內。

5. 請各組將觀察箱帶
回教室，並提醒小
朋友用布遮起來，
不要給別組看見

6. 【猜猜我是誰】請
小 朋 友 仔 細 觀 察
觀察箱內生物的特
徵 ， 共 同 討 論 之
後，將生物特徵寫
在海報紙上，要出
謎語給其他組小朋
友猜。

第二節
1. 將各組寫好的謎語
海報張貼在黑板上

2. 請各組依組別派人
上台，逐一敘述此
生物特徵，進行猜
謎。

3. 請學生提出校園探
索 及 觀 察 時 所 察
覺的問題（或感興
趣之處），並從上
述問題的蒐集與討
論，師生共同商討
下星期探索教學的
方向。

   的生物及紀錄海報。

如果在第二條敘述答
對的組別獲得三分，
報各組別也獲得相同
分數，並展示觀察箱

4. 下課前可以自由到各
組去觀察各組的寶
貝。

5. 總結今天各組總分，
將觀察箱內的生物



新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重啟孩子觀看世界的眼—以北港國小二年級「蚱蜢」課程為例　147

   中的生物及記錄海
報。後面計分以此類
推。

3. 讓各組交換觀察箱與

海報，進行觀察，並

補充記錄不足之處。

   （教師依據學生興趣

及教學時間調整交換

觀察箱的次數，對觀

察記錄進行補充的組

別，適時給予鼓勵）

4. 請學生提出校園探索

及觀察時所察覺的

問題（或感興趣之

處），並將問題進行

記錄與討論。從上述

問題的蒐集與討論，

師生共同商討下星期

探索教學的方向。

5. 將觀察箱內的生物放

回校園原來發現之

處。所有生物歸位

後，計算各組總分。

5'

5'

放回校園原來發現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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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二次蚱蜢教學教案

活
動
名
稱

預計教學流程
時

間
實際教學流程

時

間

教學

資源

指導

要點

評量

方式

環

境

大

搜

奇

課前提要

根據上週學生討論的

探索方向，大多數學

生希望鎖定單一物種

做探索，本週以水生

池的金龜子為主軸，

做單一物種探索

第一節

1. 分組預備進行金龜

子的居住環境大搜

奇。

2. 教師提醒小朋友，

觀察的方向及重

點，並提示小朋

友，觀察後要以組

為單位做「限時接

力圖」競賽。

5'

15'

15'

早自習

1. 在黑板上以[猜猜我是

誰]及[猜環境]的幾道提

示，引起小孩的興趣，

並引導今天觀察的重點

(1)猜猜我是誰

   身穿綠衣服、一雙彈簧

腳、躲進草裡就變隱形

蟲、是昆蟲界中的跳遠

高手。

(2)猜環境

   身上長著綠地毯、長短

不一樣、是躲藏的好地

方、春天還有花作伴。

第一節

1. [猜猜我是誰]及[猜環

境]猜謎活動

2. 器具的使用方法說明及

安全注意事項(捕蟲網、

放大鏡、觀察箱)

3.探索規則說明

(1)小組要分工合作

(2) 這次的目標是要抓一隻

大隻一隻小隻的蚱蜢。

(3) 抓蚱蜢前要了解他，所

以要關觀察他們去的地

方，草地上除了蚱蜢還

有沒有其他甚麼東西?

觀察

箱、

海報

紙、

麥克

筆、

捕蟲

網、

放大

鏡、

(雨天

需要

預備

雨衣)

1. 請教學者

事先規劃

各組校園

探索區塊

   ，並將學

生做適當

分組。

2. 因為教學

時 間 因

素，請教

學者事先

跟學生說

明校園探

索規則。

請任教老師

再次簡單說

明捕捉昆蟲

所應遵守的

事項

依據

學生

的所

完成

限時

接力

評估

各組

學生

觀察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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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大

搜

奇

組在黑板上貼出一張

空白海報，小組每個

人皆要輪流上台畫出

自己實地觀察到的居

住環境、和哪些生物

共同生活…等。每個

人限時2分鐘，時間

一到，即要換人。看

哪一組觀察到最多、

最詳盡。

5. 5分鐘各組互相觀

摩分享，找出各小

組的共同性和相異

性，歸納金龜子喜

歡住在什麼樣的

環境?在他附近會

出現什麼種類的鄰

居?

第二節課

1. 每組至校園抓2隻

大小不同的金龜子

到飼養箱中。

2. 每組發下一張大海

報及一支和其他組

別不同顏色的簽字

筆。

3. 限時五分鐘，各組

先就自己的觀察箱

內的金龜子做觀

察，並將觀察到的

條列式寫在海報上

5'

10'

15'

 

   旁邊有甚麼不同的生物?

要請你將他們畫下來。

(4) 時間有兩個，第一個觀

察草地的時間4分鐘，

接下來才會去抓一大一

小的蚱蜢，放到觀察箱

觀察。

4. 帶至戶外，分組進行蚱

蜢的居住環境大搜奇。

5. 集合後，各小組自行分

配工作後，跟老師拿觀

察用器具(捕蟲網、放大

鏡、觀察箱)後，分組抓

一大一小的蚱蜢。

第二節課

1. 「限時接力圖」競賽:

各組在黑板上貼出一張

空白海報，小組每個

人皆要輪流上台畫出自

己實地觀察到的居住環

境、和哪些生物共同生

活..等。每個人限時2分

鐘，時間一到，即要換

人。看哪一組觀察到最

多、最詳盡。

2. 各組派代表上台觀摩分

享，找出各小組的共同

性和相異性，歸納蚱蜢

喜歡住在什麼樣的環境?

在他附近會出現什麼種

類的鄰居?

依據

學生

進行

討論

情形

及、

海報

紀錄

進行

個人

及小

組評

量

   ，越詳盡、真實、

越多越好。五分鐘

時間一到，依序將

觀察箱及海報傳到

下一組別。

3. 進行觀察蚱蜢活動：每

組發下一張大海報及一

支和其他組別不同顏色

的簽字筆。

4.講解加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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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大

搜

奇

4. 限時三分鐘，作觀
察並閱讀別組海報
上所寫的觀察敘
述，若是同意該敘
述就打圈，若是不
同意就打問號，並
在此海報上補充自
己觀察到和該組不
同意見的敘述，提
醒學生要對自己的
建議意見負責任，
所以要非常細心
作觀察，才不會出
錯。三分鐘時間一
到，依序將觀察箱
及海報傳到下一組
別。

5. 重複第4點的活動
兩次，但時間限時
分別改為兩分鐘和
一分鐘。

   （教師依據學生興
趣及教學時間調整
交換觀察箱的次
數，對觀察記錄進
行補充的組別，適
時給予鼓勵）

6. 活動結束，輪回自
己組別的觀察箱
和海報，與他組
作分享討論，並請
學生提出校園探索
及觀察時所察覺的
問題（或感興趣之
處），並將問題進
行記錄與討論。

7. 從上述問題的蒐集

15'

5. 限時五分鐘，各組先就
自己的觀察箱內的蚱蜢
做觀察，並將觀察到的
條列式寫在海報上，越
詳盡、真實、越多越
好。五分鐘時間一到，
依序將觀察箱及海報傳
到下一組別。

6. 限時三分鐘，作觀察並
閱讀別組海報上所寫的
觀察敘述，若是同意該
敘述就打圈，若是不同
意就打問號，並在此海
報上補充自己觀察到和
該組不同意見的敘述，
提醒學生要對自己的建
議意見負責任，所以要
非常細心作觀察，才不
會出錯。三分鐘時間一
到，依序將觀察箱及海
報傳到下一組別。

7. 重複第5點的活動一次，
但時間限時改為一分
鐘。

8. 輪回自己組別的觀察箱
和海報，並將各組海報
貼在黑板上，依序討論
觀察到的蚱蜢特徵

9. 請學生提出校園探索及
觀察時所察覺的問題
（或感興趣之處），並
將問題進行記錄與討

論。師生共同商討下星

期探索教學的方向。

   與討論，師生共同
商討下星期探索教
學的方向。

8. 將觀察箱內的生物
放回校園原來發現
之處。

9. 所有生物歸位後，
計算各組總分。

10. 將觀察箱內的生物放回

校園原來發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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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第三次蚱蜢教學教案

活
動
名
稱

教學流程
時

間
實際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指導要點

評量

方式

境

大

搜

奇

課前提要
各組準備已置放體型一大
一小的蚱蜢的觀察箱。
★ 事先說明加分制度，讓

孩子能夠更清楚活動和
遊戲的規則。

第一節
1. 張貼上週各組文字敘述
『蚱蜢特徵大海報』及
一張大張蚱蜢圖片。

   全班更仔細的共同歸納
討論，請小朋友根據上
週各組討論的內容，試
著歸納出可以用來描述
蚱蜢特徵習性的類別，
例如：顏色(或斑點、
條紋)、形狀、粗細、
食性、行為、居住環境
(出現在哪裡)..等，再
比較同樣的特徵各組觀
察異同。

*  教師可用圖片來澄清及
補充小朋友文字敘述的
不足。

*  教師可視情況撘配真實
蚱蜢作澄清歸納

第二節
1. 教師提問：「經過上一
節課討論，關於蚱蜢，
你還有其他發現嗎?」

2. 發下各組上週的『蚱蜢
特徵大海報』及該組專
屬顏色的簽字筆、蚱蜢
的觀察箱供小朋友觀
察。

★ 因課前幾天下雨，因此
當日各組準備已置放體
型一大一小的蚱蜢的觀
察箱，改為教師攝影
的學校蚱蜢實拍照片3
張。

第一節
1. 張貼上週各組文字敘述
『蚱蜢特徵大海報』及
一張大張蚱蜢圖片。

   全班更仔細的共同歸納
討論，請小朋友根據上
週各組討論的內容，試
著歸納出可以用來描述
蚱蜢特徵習性的類別，
例如：顏色(或斑點、
條紋)、形狀、粗細、
食性、行為、居住環境
(出現在哪裡)..等，再
比較同樣的特徵各組觀
察異同。

*  教師可用圖片來澄清及
補充小朋友文字敘述的
不足。

*  教師可視情況撘配真實
蚱蜢作澄清歸納

第二節
1. 延續第一節未完成的綜
合討論，老師引導學生
就之前觀察，詳盡地從
照片上放大的蚱蜢進行
對照，並從學生提出的
問題，進行回答。

『蚱蜢特徵

大海報』、

大張蚱蜢圖

片 (或近拍

的蚱蜢各部

位PPT) 、

觀察箱、海

報紙、麥克

筆 、 放 大

鏡、 (雨天

需要預備雨

衣)

加分規則

1. 有發言則

該組可得

一分，代

表上課認

真參予討

論。

2. 發言是正

確可得兩

分。

3. 認真聽別

人講話加

一分。

4. 干擾活動

者整組扣

一分。

依據

學生

進行

小組

合作

討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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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提醒小朋友根據上

節課的歸納類別，就蚱

蜢的每一個部位做有系

統的觀察。

*  提醒小朋友觀察越仔

細、找出越多蚱蜢特徵

的組別，則得越高分。

3. 限時七分鐘，各組先就

自己的觀察箱內的蚱蜢

做觀察，並將觀察到的

條列式寫在海報上，越

詳盡、真實、越多越

好。五分鐘時間一到，

依序將觀察箱及海報傳

到下一組別。

4. 限時五分鐘，作觀察並

閱讀別組海報上所寫的

觀察敘述，若是同意該

敘述就打圈，若是不同

意就打問號，並在此海

報上補充自己觀察到和

該組不同意見的敘述，

提醒學生要對自己的建

議意見負責任，所以要

非常細心作觀察，才不

會出錯。三分鐘時間一

到，依序將觀察箱及海

報傳到下一組別。

5. 重複第4點的活動，但

時 間限時改為三分鐘。

*  教師依據學生興趣及教

學時間調整交換觀察箱

的次數，對觀察記錄進

行補充的組別，適時給

予加分鼓勵

2. 發現別人沒有發現:討

論結束後，每個孩子拿

便利貼，在仔細觀察，

看看有沒有什麼是大家

沒有觀察到的部份。

及『

蚱蜢

特徵

大海

報』

進行

個人

及小

組評

量

 6. 活動結束，輪回自己組
別的觀察箱和海報，與
他組作分享討論，全班
共同就歸納類別：顏色
(或斑點、條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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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粗細、食性、行

為、居住環境(出現在

哪裡)…等，做歸納整

理。

＊ 教師可在歸納整理時，

邊做加分統計，引起小

朋友的興趣及集中小朋

友的注意力。

7. 從上述問題的蒐集與討

論，師生共同商討下星

期探索教學的方向。

8. 將觀察箱內的生物放回

校園原來發現之處。

9. 所有生物歸位後，計算

各組總分。

附件五：第四次蚱蜢教學教案

活
動
名
稱

教學流程 時間 實際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指導要點
評量

方式

課前提要

教師先將上週課堂上，共

同歸納的蚱蜢特徵寫在黑

板上。

第一節

1. 張貼海報在黑板上，全

班更仔細的共同歸納討

論，可以用來描述蚱蜢

的神祕特徵類別。

＊  找出和別組越不同的神

祕特徵，越高分

2. 教師與全班討論將意思

相同的想法合併，然後

再處理不一樣想法的部

份，一起討論。

3. 每組的每一點都可以再

加分。

4. 全班綜合整理蚱蜢的特

30'

第一節

1. 張貼海報在黑板上，全

班更仔細的共同歸納討

論，可以用來描述蚱蜢

的神祕特徵類別。

＊  找出和別組越不同的

神祕特徵，越高分。

2. 教師與全班討論將意思

相同的想法合併，然後

再處理不一樣想法的部

份，一起討論。

3. 每組的每一點都可以再

加分。

4. 全班綜合整理蚱蜢的特

各組一張

蚱蜢近拍

圖、

學習單、

麥克筆
連結舊經

驗

揭示圖片

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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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合併入第一節課第

1點的大海報，整理出包

含上一週的特徵加上本

週的神祕特徵)

5. 從共同歸納的項目中，

發現無論時由蚱蜢的哪

一個部份探討(頭、腳、

身體)，各部份都可以從

外觀的形狀、大小、顏

色、斑點、紋路…等去

做觀察。

例:

     形狀：   顏色：

6. 神秘加分題：從各組的

分類單中尋找一個神祕

特徵，是目前為止沒有

被討論發現到的，找到

的該組可以再加分。

第二節

1. 教師發下『我的蚱蜢寶

貝!』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

2. 共同分享『我的蚱蜢寶

貝!』學習單內容。

第三節

1. 教師發下『我的探索

課』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

2. 共同分享『我的探索

課』學習單內容。

   徵。(合併入第一節課
第1點的大海報，整理
出包含上一週的特徵加
上本週的神祕特徵)

5. 從共同歸納的項目中，
發現無論時由蚱蜢的
哪一個部份探討(頭、
腳、身體)，各部份都
可以從外觀的形狀、大
小、顏色、斑點、紋
路…等去做觀察。

例:
    形狀：    顏色：

6. 配合之前便利貼的，神
秘加分題：從各組的分
類單中尋找一個神祕特
徵，是目前為止沒有被
討論發現到的，找到的
該組可以再加分。

第二節
1. 教師發下『我的蚱蜢寶
貝！』學習單，請學生
完成。

2. 共同分享『我的蚱蜢寶
貝!』學習單內容。

第三節
發現學生對於文字表達能
力較不足，且對於書寫題
目常常有問題，且部份特
殊學生只要遇到書寫，就
有排斥或抗拒不願寫的狀
況出現，因教學流程稍作
修改。

3. 從上述學習單的回饋與

討論，師生共同商討下

次探索教學的方向。

1. 課堂綜合討論，針對學
習單的題目，由老師提
問，學生發言，另一位
老師在台上利用海報，
將學生所表達的話一一
記錄下來。

2. 從上述討論的回饋與討
論，師生共同商討下次
探索教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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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本案例是由其中一組學生帶回來一隻意外的訪客-不知名的昆蟲-「椿象」開

始的，但是因為校園不常見，所以改換一種比較常見的動物--蚱蜢。意外的訪客

突然轉變成為蚱蜢的學習主題，前後可以看到老師轉變的想法，但學生的態度未

能得知，學生雖然沒有異議，但是如何讓學生接受且馬上進入學習蚱蜢的過程

中，可能在這個部分可以進一步陳述與說明。

這個案例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在三位老師的教學對話，她們透由彼此的

合作，經驗的交流，激盪出許多美麗的火花。例如：思考～「生成課程或是探索

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怎樣做才適切？怎樣做才是生成課程的樣貌？」、「蚱

蜢的討論與觀察到底會進行到什麼時候？」教學者將對話過程如實詳載，透過團

員們不同的眼光，提供多元的方向思考，讀來令人感動！可以是其他縣市仿效的

對象，也希望每一次的產出對於團員間都是一次激盪與成長的機會。

此外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的反思自己的教師角色及本身所具備專業能力

對教學的意義性，更願意留給孩子大量的空間去發想、去探索，這也正是生活課

程之所以迷人的地方，有等待、有醞釀、更有師生共進的課程決定。

本案例在探索與觀察能力上有細膩的處理，引導學生充分運用五官的學習，

不斷的在過程中思考如何讓觀察更深入，讓觀察能力有層次的表現出來，而非只

是一個個斷裂的活動，是一個很棒的實踐歷程。

在探索課程中，如何進行探索也可以是學習的內容，素材的選擇本身不是重

點，重點是教學的目標為何？我們期待學生培養探索能力，除了觀看的眼光之

外，也可以是師生共同建立探索規則的討論，會比在黑板上用說明的方式要來得

好，內化後的探索能力會在未來的學習派上用場。 

然而在教學過程中焦點幾乎都放在「觀察蚱蜢的特徵」，反覆的去看特徵，

雖然聚焦，但是最後老師和學生似乎都膩了！誠如案例中的對話「當教學的過程

過於填滿的時候，往往忽略的學生的感受」我引一段探索大地之心的內容與教學

者共勉:「徒有知識沒有愛，這樣的知識是留不住的，如果先萌生『愛』，知識

必會跟隨而來。」，建議多給學生一些空間和等待，讓學生與動物的生命交流，

當「愛」滋長出來，一切的學習才會有意義。建議團隊試著回頭看看初衷，會發

現--驀然回首，原來尋尋覓覓的真理就在身邊呢！

這個案例未來的發展性是很多元的，從觀察開啟的課程，學生在課堂上也不

斷露出線索，案例中的神奇秘密客到底是誰？蚱蜢適合的生活環境？觀察不同昆

蟲可用的方式？都可以是發展的方向，但無論如何，打開孩子的心和眼，讓師生

共築學習的美夢，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我們期待學生能累積對所觀察事物

的好奇心及問題意識，建議學生可以多花點時間閱讀，透由文字去感受教學現場

的理路和氛圍，真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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