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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兒，我的朋友

金門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中正國小翁雪芬老師

一、教學年級：二年級

二、教學節數：共14節

三、設計理念：

金門地處大陸沿海的弧線邊緣，恰是候鳥南遷北返的主要路徑，雖是叢爾小島，地理

環境卻是得天獨厚，除了有適合鳥類棲息的各類型棲地外，還有豐富的食物資源，加上人

為干擾少，因此每年都吸引許多鳥類在此繁殖、度冬或是過境停留，是鳥類的家，也是鳥

友們賞鳥的天堂。四季輪迴中，不論是留鳥的長年駐足流連、候鳥的交替翱翔、過境鳥的

蜻蜓點水，甚至是迷鳥的驚鴻一瞥，在在都為金門的天空增添豐富的色彩變化。

在我們的校園中，草地上、操場邊常見到許多鳥兒在活動，或飛或跳或覓食，樹下、

廊道也常能聽到鳥鳴聲，但我發現孩子們似乎不太在意，午休時不絕於耳的鳥叫聲也沒有

引起孩子太多的討論，雖然金門國家公園以及金門野鳥學會每年都會辦賞鳥的活動，可是

會去參與的人並不多，所以大部份的學生都沒有賞鳥的經驗，甚是可惜。剛好康軒版二上

第二單元「迎接秋天」有「飛來的朋友」此一小單元，因地區有豐富的自然生態（鳥兒就

在你身旁、適合賞鳥的地點更不勝枚舉）及人文資源（有關賞鳥的圖鑑、鳥類繪本、電子

書、鳥鳴CD等很多，解說志工，愛鳥人士也不少）因此決定將教科書做個轉化，藉由聽

鳥、找鳥、說鳥、看鳥、做鳥等五感的學習方式的，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亦

即透過傾聽鳥鳴、圖書館找資料、閱讀鳥類的繪本，以及實作一隻立體鳥等活動，豐富孩

子學習的層面，讓孩子體察鳥朋友就在我們的週遭，不再只是書中的圖卡，需要我們去關

心。即希望藉由此課程的實施，讓孩子去感受鳥兒們存在的價值，進而培養孩子尊重生

命、珍惜生命以及珍愛大自然的觀念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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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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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脈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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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活動與紀錄：

【活動一】

教室外面有一棵大樟樹，常有鳥兒來棲息，當學生放學時，人聲漸歇，鳥鳴聲便不

絕於耳，或輕聲吟唱，或嘹喨高歌，可惜孩子不曾發現，這次主題活動的主角-鳥兒的現

身，就由他的聲音開始，來個「美聲大賞」吧！

教學活動

名　　稱
一、不一樣的聲音

教學

節數
2節（80分鐘）

教學目標
1.引導小朋友去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2.能發現生活週遭有許多鳥叫聲。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教學準備

1.類圖卡

2.「繪本花園」電子書-「聽！葛莉兒的鳥叫聲」

3.CD—「聽！是誰在唱歌-金門的留鳥」（金門國家公園出版）

4.電腦、單槍

5.CD PLAYER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1-1

1-1

1-1

一、引起動機

1. 老師課前先在教室牆壁上掛滿鳥類的

圖卡，引發學生動學習動機。

2. 引導學生觀察教室裏有什麼不一樣的

改變？「學生回答：牆壁上有許多鳥

類圖卡」。

二、發展活動

1. 說一說圖卡中的鳥，外型有什麼不一

樣的地方？聲音呢？

2.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有關鳥叫聲的故事

書—「聽！葛莉兒的鳥叫聲」。

3.讓學生模仿書中的鳥叫聲。

4. 讓學生趴在桌上，閉目傾聽一段CD播

放的鳥叫聲。

10'

60'

鳥類圖卡

鳥類圖卡

鳥類圖卡

電腦、單槍、

繪本

CD

參與度

學生發表

學生發表

觀察

表演

聆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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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享與討論。

6. 帶學生到室外坐在樹下的草地上，靜

坐聽一聽大自然中的鳥叫聲。

三、歸納統整

★ 教師請學生說一說：你聽到了哪些聲

音？校園中的鳥叫聲和CD裡聽的有哪

些不同？鳥叫聲給你什麼感覺？你最

喜歡什麼聲音？

第一、二節結束

10'

學生發表

聆聽態度

學生發表

【教學紀錄】

(一) 學生對繪本中主角「葛莉兒」能模仿許多許多鳥類的聲音，感到很神奇也很有趣，很

想試著學一學鳥叫聲，但只根據書中的符號去發音，感覺不太真實。因此，老師便播

放了由金門國家公園所錄製出版的CD「聽！是誰在唱歌-金門的留鳥」，讓他們聽一

聽在金門可以聽到哪些鳥類的聲音。老師請學生都趴在桌上，閉起眼睛，只打開耳

朵，傾聽CD所播放的鳥鳴聲，剛開始，學生似乎都不習慣，眼睛一直睜開，身體也動

來動去，但漸漸的，便能靜下來了，後來到樹下聽鳥叫聲時，大家也顯得很興奮，但

這次比在教室還快速進入情況，顯然是因為有了剛才的經驗了，5分鐘後，老師請學

生分享，學生七嘴八舌，分享情況很熱烈。有人說：鳥叫的聲音很尖，也有人說很

吵，也有人說以前沒注意到學校有這麼多鳥叫的聲音。

【學生能力分析】——體驗的樂趣

有「體驗」，便能有所「發現」，也會有感覺，透過暫時關閉其他感官的活動，學生

的聽覺得敏銳，也能靜下心來分辨聲音的高低、快慢、多寡，對聲音也有所感覺。同時，

也代表更能掌控自己的覺知了。

【教學省思】

教學多年，觀察到大部分的學生都習慣於用「視覺」來學習，雖然「眼見為憑」，但

就「學習是全方位的體驗」而言，仍不免有些可惜。尤其是現在的孩子，好像永遠靜不下

心來似的，更遑論閉起眼睛傾聽，因此，在設計此單元時決定挑戰一下，嘗試從「聽聲

音」入手，希藉由聽鳥的聲音來開始認識鳥，進而喜歡鳥。當然，習慣視覺刺激的他們剛

開始無法進入狀況，一直想睜開眼睛或是偷看一下，老師請他們趴在桌上，效果好像比較

好，老師也發覺，當他們靜下心來只用一種感官去察覺時，該感官會敏銳起來。爾後仍應

多進行類似如「五感體驗」的活動，增加其他感官的敏銳度，進而能更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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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進了「鳥聲大觀園」，孩子期待多了解一些鳥類的知識，圖書館資源豐富，或許會有

大發現。

教學活動 

名　　稱
二、圖書館尋「鳥」趣

教學

節數
2節（80分鐘）

教學目標

1.能找到有關鳥類的書籍或圖卡。

2.能說出所選的書或圖卡中，鳥類的特徵。

3.能注意聆聽、尊重同學的發言。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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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準備 1.書籍　2.圖片　3.四開圖畫紙、彩色筆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2-3

4-1

4-1

4-1

一、引起動機

★ 老師說明今天到圖書館的「任務」以及到

圖書館時必需注意的事項（出發前小提

醒），再出發到圖書館。

二、發展活動

1. 學生自由尋找和鳥類相關的書籍或圖卡，

並擇其中最喜歡的書帶回教室。

2. 分組討論，在小組中分享自己最喜愛的那

張鳥的圖片，並說明原因（因其外型、行

為模式、棲息地……等原因）。（可以用

彩色筆寫在圖畫紙中，以防忘記）

3. 「小小主播時間」：由各組推派小朋友上

臺向全班小朋友介紹分享自己的發現，有

多餘的時間則依志願自由上台發表。

三、歸納統整

★ 教師回饋：今日孩子的各項表現以及課後

功課：在聯絡簿的「部落格」上寫下心得

想法，並於明日的「導師時間」上臺分

享。

第三、四節結束

10'

65'

5'

書籍

書籍

彩色筆

4開圖畫紙

聯絡簿

參與程度

小組參與

聆聽態度

文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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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紀錄】

(一) 小朋友雖然不是第一次到圖書館看書，但是因為這次老師特別交代有「任務」，因此

都非常雀躍，到了圖書館，有些學生馬上發現在「自然科學類」的書櫃，有許多和鳥

有關的圖鑑和書籍，顯示出明平日他們上圖書館時，有觀察到書籍的擺放位置，同時

概念明確，知道許多百科全書以及賞鳥圖鑑，裡面鳥的圖片最多，但是也造成學生一

窩蜂的全擠在那裡，差點把書架擠壞了。在排隊登記借書時，雖然有眼尖的小朋友報

告老師說：有些人借的書與別人一樣。老師告訴他們：沒關係，雖然書相同，因各自

喜愛的部分不一樣，重複沒有關係。每個人借到了自己想看的書，都顯得非常興奮、

很有成就感的樣子，小心翼翼的捧著書本回教室（本校低年級小朋友尚未有借書證，

平日都由老師統一借閱，這是第一次自己來借屬於自己的書）。

(二) 在小組分享的時候，小朋友先報告他借的書名，以及他最喜歡的一張圖。並說出喜愛

的原因。例如：有人喜歡「八色鳥」，因為牠羽毛的顏色多又漂亮；也有人發現鳥類

圖鑑裡有我們金門最常見的「喜鵲」；有人喜歡「始祖鳥」；也有人因著故事情節而

喜歡上書中主角-毛頭小鷹，果然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每個孩子看的觀點都不一

樣。

【學生能力分析】——觀察力與表達能力

(一) 觀察力無所不在，能正確的選擇書籍所在的位置，是需要一點心思及判斷力的，孩子

的表現讓我發現他們有眼有珠，手腦並用喔。

(二) 表達是最基本的溝通工具，有些孩子能侃侃而談，有些孩子卻有些怯懦，需要即時給

予鼓勵，透過在台下的分組的練習，累積表達的經驗，同時，將自己喜歡的東西分

享，是孩子難得的經驗，我看到孩子臉上不一樣的神采。

【教學省思】

(一) 老師利用孩子喜歡玩遊戲及探索的心理，把到圖書館找資料這一件平淡無奇的事設計

成去「尋寶」，每個人都是有「任務」在身的，孩子想接受挑戰的心就被激發出來

了，因此，孩子們的眼神都亮了起來，對此行都充滿期待。老師也發現有關自然科學

的書都被放在比較高的架子上，孩童的視線不易看見，雖然孩子的觀察力很強，馬上

就發現了，但也因為還要站在椅子上才能拿得到書，因此，孩子都拼命要擠上那張唯

一的椅子，不但秩序大亂，也差點釀成危險，這是老師教學前未留意到的地方。

(二) 當慣了老師，尤其是低年級的導師，似乎已經習慣像媽媽一樣，嘮嘮叨叨的，很多事

情都想得很周到，原則也規定得很詳細，但似乎也把孩子「限制」住了。這次的課

程，老師試著給孩子多一點的空間（被賦予任務）、多一點的自主權（挑選自己所喜

歡的書）、還有請他們不要一直問老師一些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例如：借這本書可

以嗎？）等。孩子都很喜歡，表現也很棒，其實，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對學生「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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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range很大」的老師，但課程上下來，覺得似乎還可以再「放」更多才是。

(三) 孩子是樂於學習的，不一樣的引導，就有不一樣的學習成果，其實，只是方式稍做一

點變化而已，學生就顯得很興奮，也學習得很快樂。看來，作為一個老師是不能偷懶

的，不能一成不變，腦子要如活水，隨時有新的想法注入。

【活動三】

鳥類圖鑑上有許多鳥，即使看過許多遍，不如親眼看見來得真實、有感覺些。地區鳥

況精采，賞鳥資源也豐富，透過國家公園解說課的協助，由野鳥協會的叔叔、阿姨，來帶

領小朋友一起來和鳥兒有個「約會」。

教學活動

名　　稱
三、和鳥兒有約

教學

節數
3節（120分鐘）

教學目標

1.能知道賞鳥時應攜帶的用具及配備。

2.能說出所賞鳥時應注意的事項及態度。

3.能積極參與觀察與遵守團體的規範。

4.能養成愛護鳥類及大自然的觀念和態度。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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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準備

1.「金門鳥類相」PPT（野鳥協會李慶豐老師所拍攝）

2.鳥類圖鑑、浯州飛羽、風中之舞-金門賞鳥手冊等書

2.雙筒望鏡數個（學生亦可自由攜帶）

3.單筒望鏡3個

4.筆、筆記簿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1-2

1-2

一、引起動機

★提問：小朋友想不想去賞鳥？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訪問有賞鳥經驗的陳希同學賞鳥

時帶要什麼裝備？

2. 分組討論並發表賞鳥時必須注意的事

項。

3. 老師提醒行前必須準備的物品（如穿

著非鮮艷的衣服、帽子、水壺、筆記

本等）。

5'

25'

發表觀察

聆聽態度

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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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5

三、結束活動

★ 觀賞在由「野鳥協會」李慶豐老師所

拍攝拍攝的「金門鳥類相」PPT

第五節結束

一、行前解說

1. 介紹要帶領我們去賞鳥的各班解說老

師。

2. 由野鳥協會資深解說義工——許永面

老師負責做行前說明與金門鳥類簡

介。

二、賞鳥活動

1. 在金城地區的浯江溪口擺放數個單筒

望遠鏡做定點的觀察。

2. 引導學生觀察鳥兒的愛外型特徵、行

為及棲息環境的特色。

三、分享和討論

★ 記憶大考驗-請小朋友在黑板上寫下

或畫下今天活動時的發現與同學分

享，回家時也請於聯絡簿的「部落

格」寫下今天的感想。

第六、七節結束

10'

15'

50'

15'

電腦、單槍、

PPT

電腦、單槍、

PPT

望遠鏡數個

聆聽態度

參與度

實作

【教學紀錄】

(一) 當老師宣佈星期五要去賞鳥時，學生都很開心，吱吱喳喳吵個不停，就像要去郊遊似

的。經過老師訪問有賞鳥經驗的同學及引導討論後，學生才明白賞鳥活動不等於郊

遊，除了要有特殊的裝備之外，在衣著上、行動上都有要所規範，可不能吵鬧嚇走鳥

兒，也不宜帶零食，只需要水、遮陽帽、筆記本等必要的用具，學生雖然有些失望，

但想到要去賞鳥，仍掩不住興奮。

(二) 雖然學校裡也有許多鳥兒來活動，但小朋友還是決定走個二十分鐘，到浯江溪口去賞

鳥，因為那裡的鳥兒比較多。在賞鳥過程中，雖因單筒望遠鏡數量不多，由義工老師

找好目標之後，學生要排隊等候觀賞，大部分的學生都能遵守秩序有耐心的等待，只

有少數同學或跑或跳，但其他同學會提醒他們：這樣會嚇走鳥兒喔！大家除了排隊看

鳥外，有的同學有拿出小筆記本把鳥飛行的樣子畫下來，樣子很認真呢！小朋友透過

望遠鏡，欣賞到近距離的鳥，感覺都超興奮的，直說：「好漂亮喔！」「啊！我看到

了」，雖然有些鳥，用肉眼也可以看得看，但透過專業的鏡頭拉近了距離，可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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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細微的部份，感覺真的很不一樣，相信小朋友感受到了。

(三) 回到教室稍微休息一下，就進行了分享活動-記憶大考驗，老師請同學把今天所看到

的鳥兒畫（寫）在黑板上，看誰寫得多、記得多。哇！小朋友的觀察力、記憶力真不

是蓋的，琳瑯滿目：喜鵲、大白鷺、綠頭鴨、蒼鷺、魚鷹、高翹……逐一分享後，老

師發現有一些是老師沒注意到的，也有一些可能不是今天看到的，甚至是圖鑑上的，

反正他記得的、知道的，全都給它上了榜，真是有趣。

【教學省思】

這次的賞鳥課程，是一個很棒的體驗活動，但因為低年級小朋友的專注力、體力畢竟

有限，所以沒有安排太久的時間。隔天，老師在小朋友聯絡簿的「部落格」中，發現孩子

都覺得意猶未盡，紛紛表示還想再去看一次，而且，還要帶家人一起去，老師也覺得，不

同的時間，不一樣的地點，會有不同的發現，或許，可以利用課餘時間（星期假日）再來

安排一次親子賞鳥活動，肯定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學生能力分析】——尊重與關懷

賞鳥時，學生能知道盡量不要干擾鳥兒的生活，純粹來欣賞、認識鳥兒，就是尊重與

關懷環境的第一步。原本在教室較好動的孩子，在賞鳥時，也遵守了規範，展現了風度，

值得讚賞。

【親子賞鳥記】

(一) 我們班的「親子賞鳥活動」時間安排在第一次賞鳥課程的一星期後，利用週休二日的

星期六舉辦。當老師宣佈要再舉辦一次賞鳥活動時，學生都很高興，所有的話題也一

直圍繞著這個活動打轉，有的人因事不能參加，也有人全家都要來，或許是假日的活

動，感覺上不是上課，真的像是去郊遊，也因為活動時間為一整個上午，所以容許學

生帶點小零嘴、飲料，好像要去班遊似的，因此學生都超興奮的。活動的前幾天，天

氣一直不好，甚至下起傾盆大雨，學生都很擔心無法成行，相約回家各自求神拜佛或

祈求禱告，各顯奇招啦！活動這天，學生都比約定的時間早到，臉上都帶著笑容，家

長都說：「平日要上學時都叫不起來，今天則是催著我們出門，明明時間還早，卻怕

會遲到。」這次的地點是小朋友不太熟悉的——瓊林水庫。到了瓊林聚落，有一排的

褐翅鴉鵑在破落的屋簷上迎接我們，令人驚喜。看到水邊有許多小鳥時，有些小朋

友不免興奮大叫，旁邊的同學立刻比出手勢，提醒他「賞鳥時要安靜，不要吵到牠

們。」真棒，沒忘記賞鳥的守則。而看到認識的鳥兒，也會直接叫出鳥名，一旁的家

長笑說：「教學很成功喔！」即使平日很調皮的某些男生，也比平日守規矩，讓老師

很欣慰。

(二) 這次的親子賞鳥活動，要感謝許多家長的幫忙，有的負責開車載小朋友，有的送飲

品，還有許多人全家一起來共襄盛舉，獻出他們的第一次（賞鳥初體驗）。小朋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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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得很開心，也認識了更多的鳥。尤其已經接近中午時分，活動將要結束前，突然來

了五隻，原以為只在數學課本才會出現的-黑面琵鷺，牠們在天空中不斷的盤旋，彷

彿是來跟我們打招呼，大家都停下腳步，駐足欣賞，每個人都專心的仰頭凝視，這一

刻，大地彷彿悄然無聲，這一幕，真是意外的驚喜（黑面琵鷺並不常出現在金門）。

車上，小朋友仍然念念不忘剛才的黑面琵鷺，有一個小朋友說：「看到黑面琵鷺，感

覺好像在作夢一樣呢！」雖然辦活動是辛苦的，但是是值得的。

【活動四】

賞鳥時，在野外看到與多鳥在空中翱翔，有的在水邊盤旋，飛行的姿勢各不同，讓我

門也來學學鳥兒飛翔的樣子，學一學他們「飛就飛，叫就叫」的快活逍遙。

教學活動

名　　稱
四、我是隻小小鳥

教學

節數
2節（80分鐘）

教學目標

1.能正確的唱出「我是隻小小鳥」的歌曲。

2.能配合歌曲旋律，以身體進行律動。

3.能與小組合工合作，共同參與排練與表演。

4.能欣賞他人的創作表演。

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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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教學準備

1.康軒版所附的教學CD

2.歌曲掛圖

3.CD PLAYER

4.評分表6張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4-3

3-1、4-3、 

一、引起動機

★ 喚起舊經驗：請學生說說上次賞鳥

時，看到了哪些鳥，他們在做什麼？

說一說並表演出來。

二、發展活動

1. 聆聽「我是隻小小鳥」熟悉歌詞、旋

律。摩唱。

2.由一人指揮，全班齊唱。

5'

65'

歌曲掛圖

教學CD

學生發

表、表演

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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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3.分組討論、設計動作。

4. 分組表演，其他小組評分（5～10

分），並寫下想法與建議。

5.頒獎與講評（每小組一人代表）。

三、歸納統整

★ 請學生發表參與這次表演活動的心得

想法。

第十、十一節結束

10'

評分表

學生參與

小組合作

發表

學生發表

【教學紀錄】

(一) 能離開位置動一動，學生就high起來了，所以這兩節課，學生很興奮，也玩得很開

心。同樣的教學素材，換不同的方式呈現，學生也會有新鮮感，也樂於配合，這次的

歌唱表演，老師請學生分成兩組，模仿合唱團的方式，且由學生自己指揮，學生都覺

得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每個人都躍躍欲試，想來當一下「樂隊指揮」，試一試有

指揮權的感覺。

(二) 在唱跳的過程中，有學生反應：「自由逍遙是什麼意思？」老師跟他們解釋：就是很

快樂，自由自在，沒有被限制住的意思。似乎這首歌的歌詞對二年級的小朋友而言，

有些抽象難懂。

(三) 每次的分組表演，學生常只關注自己的表現，忘了也要尊重及欣賞他人的表演，因

此，分組表演時，未輪到上台的同學就被賦予「評審」的角色，要給予分數及評語。

【學生能力分析】——主動、專注、欣賞與尊重

(一) 活動中，孩子都想要嘗試新的事物（指揮），除好奇心驅使外，也是一種主動學習的

精神；因創造需要奠基在豐厚的認知基礎上，本次以同一首歌來設計動作，歌詞相

同，小朋友對詞意理解不深、感受不夠，所以每一組的所設計的動作也差不多，較缺

乏獨創性，有點可惜。

(二) 尊重是欣賞的第一步，孩子被賦予不同的角色（評審），學生的專注力就增加了。

老師發現：對於他組的表演：學生也能說出表演的優劣點，例如「表演的動作很整

齊」、「要再多加練習」、「全組很有默契」等。老師發現孩子的孩子的眼光是精

準、獨到的。有位學生說出「他們跳不好，因為飛翔時，翅膀張太小了」，顯示他有

觀察到鳥兒飛行的樣子。

【教學反思】

一直在想一件事：是不是學了「飛來的朋友」就要唱「我是隻小小鳥」這首歌？老實

說，這首歌是我們童年美好的記憶，不論曲調與歌詞都能讓學童朗朗上口，但是唱了這首

歌，想法似乎就被限制住了，為什麼小鳥一定是「自由逍遙」？一定是「我不知有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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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有煩惱」？我想，這些都是人類賦予鳥的「刻板印象」，很可惜的是：當學生提出

什麼是「自由逍遙」時，老師或因時間因素，也因經驗所限，未能當下在引導小朋友對這

首歌的歌詞做澄清或討論，只是順著全班玩得很開心氛圍繼續課程，這是這次教學時我覺

得很不理想的地方。所以，下次有機會再實施此課程，或許，我會讓學生聽一次CD，然後

告訴學生：這是別人唱的「小小鳥」，現在，由你們來設計自己的「小小鳥」（當然也可

以是隻大大鳥囉），更可以由學生以自行挑選，以所選的鳥類為對象，如：我是隻小麻

雀、戴勝鳥、黑面琵鷺……等等。因著歌詞的改編，或許各組會有很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最重要的是貼近孩子們的想法。

【活動五】

鳥兒真的自由逍遙，不知道有憂愁，不知道有煩惱嗎？來聽個鳥兒的故事，或許會有

不同的想法。

教學活動

名　　稱
五、來聽鳥兒的故事

教學

節數
2節（80分鐘）

教學目標
1.了解冬候鳥——黑面琵鷺的棲地與生態。

2.認識金門最常見的留鳥——戴勝。

能力指標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準備
1.繪本——黑面琵鷺來過冬

2.電子書——等待霧散的戴勝鳥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5-5

5-5

一、引起動機

1. 喚起舊經驗：賞鳥時與黑面琵鷺歡喜

相遇。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帶領學生共讀繪本——黑面琵鷺

來過冬。

2. 全班一起討論黑面琵鷺候鳥的生態

（從哪裡飛來？住在哪裡？吃些什麼

東西？ 面臨了什麼樣的問題？）。

3. 除了來度冬的鳥，有沒有一直住在那

裡的鳥（留鳥）？教師介紹金門的留

鳥——戴勝。

5'

55'

繪本

電腦、單槍、

繪本

發表觀察

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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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4. 老師說故事：等待霧散的戴勝鳥。

5. 分組討論戴勝鳥住居地的變遷的感

覺、被人類捕殺心情的轉換、鳥和生

態環境的關係及人對鳥的態度等。

三、歸納統整

1. 留鳥和候鳥出現的季節有什麼不同

呢？

2. 黑面琵鷺和戴勝的棲息地有什麼不

同？

3. 牠 們 都 遭 遇 什 麼 樣 的 問 題 呢 ？ 

（棲息地被破壞）我們應該如何幫助

牠們？

第八、九節結束

20'

聆聽態度

小組討論

學生發表

【教學紀錄】

(一) 以地區而言，最常見的冬候鳥是-鸕鶿，金門縣政府每年十月也會因應貴客的到來，

舉辦「鸕鶿觀光祭」，吸引許多遊客前來。原本設計的認識候鳥（來聽鳥的故事）課

程是以在地的-鸕鶿為主角，但討論之後，小朋友比較喜歡黑面琵鷺，究其原因，除

了因為二上數學課本第一單元「數一數」中的圖卡是黑面琵鷺外，學期中，班上參與

了「文具鞋盒運動」，將文具捐給八八水災受災的一些小學，我們捐贈的學校剛好是

台南縣的一所小學，他們老師收到鞋盒後，寫了封信給我們，信中除了感謝小朋友

外，也邀請我們有機會去他們的學校玩，順便去看黑面琵鷺（因為黑面琵鷺的棲地離

他們學校很近……）老師把信念給小朋友聽，當小朋友聽到黑面琵鷺時，眼睛都亮了

起來，很想去看，但遠在離島的我們，因時空因素的考量，只能藉著網路神遊一番，

所以他們對黑面琵鷺有一份神往。再加上親子賞鳥活動時又「巧遇」黑面琵鷺，看到

本尊，更令人欣喜。也因為牠的外型獨特，小朋友容易記憶、分辨，是班上孩子最常

掛在嘴邊的。恰好「愛的書庫」也有關於黑面琵鷺的書——黑面琵鷺來過冬，因此，

這套共讀的書，就成了我們了解候鳥-黑面琵鷺的最佳教材了。

(二) 「黑面琵鷺來過冬」這本書比較偏向知識性的，小朋友在讀時，偏向於理解的部份，

例如了解他們棲息在哪裡？吃什麼東西？為什麼會飛來過冬？而其後也有談論到面臨

的問題（例如棲息地的被破壞，志工們如何奔走努力等），但似乎孩子的感受沒有那

麼深，好像在讀別人的故事。

(三) 「等待霧散的戴勝鳥」一書，是我們金門文化局邀請國內知名的童書作家，來為小朋

友寫的繪本，也製作成電子書。主角當然是我們地區處處可見的留鳥-戴勝，因為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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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型相當特別，又常出現在孩子的四周，小朋友一眼便能辨識，對牠並不陌生，但

了解得並不多，故事中藉著「戴勝小姐」「有一段創傷」，表達人類對鳥任意捕殺、

甚至歧視的態度，引發小朋友許多的討論。原來，從鳥的角度出發，我們人類扮演的

是這樣的角色，孩子好像突然發現我們人類的另一個面向似的，有點錯愕，一直在

問：「真的嗎？我們人類真的這樣子嗎？」老師只能安慰他們說：「不是每個人都這

樣啦！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做了那件事之後，對鳥類有什麼影響。像你們都知道了，

就會去愛護他，不是嗎？」或許這樣解釋，能讓孩子稍稍釋懷些。

【學生能力分析】——角色認同與反思

在討論的過程中，老師發現孩子把自己投入書中的角色，去感受書中主角（戴勝）的

悲喜，但之後又能能跳脫角色的限制，有了自我的想法，能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事情，對

自己的行為也有了省思，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教學反思】

故事，最能啟發孩子的想像力，也最能激發孩子們內心的情感。這兩本繪本故事，一

本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黑面琵鷺，另一本是屬於在地的鳥種-戴勝，兩本故事書卻都能引起

孩子們的共鳴，因為孩子都融入了書中，不但分享了主角的喜怒哀樂，也能設身處地理解

鳥的處境，而且因為戴勝是金門很獨特的鳥（雖不是特有），故事是發生在金門，孩子讀

起來感覺貼近，感受也比較強烈，所以討論了很久。

用兩節課讀完兩本書，老實說真的有點趕，或許是因為老師「貪心」，想讓孩子們多

了解一些，希望藉此讓他們比較一下留鳥和候鳥生態（生活習性）的不同，若下次再實施

同樣的課程，應該可以做一些多面向的延伸活動，能讓這個課程更有深度。

【活動六】

聽過鳥鳴，查過關於鳥的知識，也去賞過鳥，知道鳥兒或許跟我們一樣，面臨了許多

問題，對鳥兒的感覺記熟悉又親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樣，我也想來做一隻鳥朋友，讓他陪

我上課。

教學活動

名　　稱
六、做一隻立體鳥

教學

節數
2節（80分鐘）

教學目標

1.能說明鳥的外形、特徵、生活型態。

2.能運用各種素材創作及美化鳥兒的身體造型。

3.培養認真、喜樂的創作態度。

4.能欣賞並維護他人的作品。



172　生活課程教學案例——看見兒童的生活能力

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教學準備

1.電腦

2.單槍

3.鳥類圖卡、書籍、ppt

4.學生準備：報紙、廣告紙、白膠、膠帶、鐵絲、卡紙、吸管等。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3-1

3-3

一、引起動機

1.學生帶所喜歡的鳥類書籍或圖卡來。

2.老師播放鳥類的ppt

二、發展活動

1. 請學生發表對鳥類外型的觀察所得。

2. 老師引導學生討論如何製作立體鳥

（包含頭部、身體、腳部、外貌的修

飾、黏合等）。

3. 開始製作，可以與他人一起合作。作

品完成後寫上姓名，將作品綁上鐵

絲，掛在教室中，形成一個「鳥兒 

樂園」，讓同學欣賞。

三、歸納統整

★ 發表實作的心得以及作品欣賞與回

饋。

第十二、十三節結束

5'

70'

 

 

 

5'

 

鳥類圖卡

ppt

實作所需的

用具

學生發表

發表觀察

實作

口語表達

【教學紀錄】

(一) 立體作品製作過程較複雜，所以學生的第一個反應是「好難喔！怎麼做？」經過老師

按步驟解說與討論之後，學生就躍躍欲試了。在製作過程中，同學會互相幫忙，你幫

我，我幫你，帶來的材料也能分享給同學。在過程中，較困難的部份是：將圓形的頭

部與身體接合，需要指導讓其固定的方式，有的孩子運用巧思，將吸管連接成為可以

轉動的頭，最令人讚佩！能自己動手做一隻立體的鳥，大部分同學都感到很有成就

感。

(二) 鳥類依種類不同，體態差別很大，大部分的小朋友能依其想做的鳥的體態做成大大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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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白鷺）或小小鳥（麻雀），但也有一個小朋友做了特大號的麻雀，也有一個小

朋友做了一隻「紙片海鷗」（平面圖形），令人莞爾。在製作過程中，老師發覺孩子

是不易察覺到脖子的部位（如麻雀），腳的長短差別最大，須由老師加以提示。有幾

個小肌肉不發達的小朋友，製作過程中出現了挫折感，老師適時請同學給予協助，順

利完成。

(三) 作品作完成，教室裡掛著一排的立體鳥，非常熱鬧，因為懸掛的高度與小朋友的身高

差不多，經過時如果用衝的或用跳的就容易撞到鳥，作品可能會壞掉，沒有人希望自

己的作品被撞壞，因此全班共同約定，經過時，要放慢腳步或稍微蹲一下，如果不小

心撞到「鳥」就要跟「鳥」說「對不起」（態度要恭敬才算），小朋友真的做到了，

所以有一個意外的收穫是：以前小朋友一聽到下課鐘聲就從座位衝出教室，現在會放

慢腳步走，有了「鳥警察」，我們班的教室秩序變好了呢！

【學生能力分析】——面對困難（挑戰）的態度

孩子的精細動發展不一，製做立體鳥，對許多孩子而言，有些難度，大部分的孩子會

觀察、模仿他人的做法，也會尋求老師、同學的協助，也有少數的孩子有些挫折，想要放

棄。每個孩子面對挑戰時，態度和想法都不一樣，需要老師適時的介入，給予個別化的關

照，讓他有信心。有許多孩子自覺能力不夠，尋求與他人的合作順利完成，也是一種溝通

能力的展現。

【教學反思】

對低年級小朋友而言，製作立體的動物仍有些困難，尤其有些小朋友小肌肉仍未發

達，製作上需要他人協助，但也因為這樣，一起合作、互相幫來幫去，顯得更重要，這也

是老師捨棄教科書中簡易的立體鳥，改設計此單元的原因。製作過程雖然有些手忙腳亂，

但是完成作品時都很驕傲，大部分學生很明確的說出所做的是什麼鳥，也有兩個學生說不

知道自己製作的是什麼鳥，在認知上，或許仍有釐清的空間。

【活動七】

與鳥兒為伴這麼久，心裡有許多的感覺，或許也有許多的話想對鳥兒說，就寫封信給

他訴牠。

教學活動

名　　稱
七、寫給鳥兒的一封信

教學

節數
1節（40分鐘）

教學目標
1.能體會鳥跟人一樣，也必須有好的生活環境。

2.能用合適的語彙來表達想對鳥兒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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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準備 1.信紙每人一張，數張備用。

相 應 對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與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3-1

4-1

5-5

一、引起動機

★ 老師播放照片，師生一起來回顧關於

此單元（鳥）的活動

二、發展活動

1. 請學生說一說，你看到什麼？學到什

麼？想到什麼？想對鳥兒說些什麼

話？

2. 把想對鳥說的話，試著寫一封信給牠

（隨自己的意願，看想寫信給什麼鳥

都可以）。

3.請學生自由上台發表分享。

三、歸納統整

★老師回饋與同學分享

第十四節結束

5'

30'

5'

學生發表

發表觀察

文字表達

口語表達

【教學紀錄與反思】

在本主題的最後一個活動中，每個孩子都寫了一封信給心目中的小鳥，雖然二年級的

小朋友，對寫信的格式仍不熟悉，有些錯誤，但是由信中可以看出小朋友把鳥當成自己的

朋友般，句句都是疼惜之情，甚至給自己扛了一份保護鳥、疼惜大自然的責任，實屬難能

可貴。而且，從他們寫的心中，都充分顯示出，他們對於鳥有深刻的感覺，想要和鳥做朋

友（如果我遇見你，我會和你打招呼、我們誤會你了、我真的很喜歡你、要記得回來看

我、如果可以，我要送你一條魚、我們可以跟你們大家做好朋友嗎？……）；有人觀察到

鳥的外型（你們的羽冠非常漂亮、尾巴像孔雀一樣美麗，頭上好像戴著皇冠）；有人將自

己投射其中，對鳥類面臨的問題，感同身受（如過你很乖，我就不會打你、我覺得你們要

少吃魚，如果你們吃掉全部的魚，就沒有得吃了。）；還有更多的小朋友知道了鳥的生存

與我們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信誓旦旦的要好好保護鳥類和他們的棲息地（我們不會亂砍

樹，也不會抓你們了、我們不會再捕殺你們，我們會安安靜靜的觀察你們、我們一定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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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大自然，我們一定會保護你們……），這是讓老師很感動的地方，也是在這次主題教學

中最有意義的地方。

【學生能力分析】——尊重與關懷

任何一個教學活動，態度與情操是最難達到與評量的，在孩子的信中，字字都是孩子

的心聲與誠意，令人感動，在心中播下尊重與關懷週遭環境的種子，日後必能茁壯、發

芽。

七、結語——探索的心永不停歇

這次以鳥為主題的教學活動課程，一路上孩子都充滿好奇心，也玩得很開心。這原本

只是的一個小單元，我想藉由這個教學設計，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也因著有多重感官的

刺激，豐富了孩子的感官經驗，也打開了孩子學主動學習探索的心。我一直覺得：孩子是

有能力自我學習的，老師的角色，就是要在孩子的舊經驗中再度鷹架起學習脈絡，讓他藉

著學習脈絡去做新發現，建構出屬於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屬於他自己的發現，進而內化成

他自己的「生活」！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許多的發現，都是由於主動學習探索的心，例如：有一位學生

在校園的榕樹下中發現了一個鳥巢，很開心的跑回教室報告老師，於是，全班就迫不及待

的衝出教室，一起去找鳥巢。或許，以前學生看到鳥巢，不會有特別的衝動，也或許根本

不知道或去注意到那裡有一個鳥巢，對生活週遭的一切是不知不覺的。藉由課程的設計，

讓孩子有敏銳的觀察與覺知能力，能有所「察」有所「覺」，這真是一個很棒的回饋。

另一天，到操場升旗的路上，學生驚叫：「老師，那裏有一隻鳥死掉了！」說著，便

停下腳步，圍觀那隻他們口中「好可憐的鳥」，老師因為擔心影響路隊行進，便將鳥屍移

置一旁，等升旗完回來後，學生發現目標物不見了，一直追問鳥到哪裡去了？老師回說：

「可能是是衛生組長處理掉了。」回教室後，仍持續的討論「那隻鳥為什麼死了？是凍

死、餓死、還是被人殺死的……？」由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老師聽出他們對那隻鳥有無限

的憐惜，甚至，在學習單「給鳥兒的一封信」中，仍有學生念念不忘這隻鳥。如果學生對

一隻鳥都能如此的憐惜，我們的生命教育也算是成功了。

雖然，因著時間因素，課程算是告一個段落，但，真正的故事或許才要開始呢！因為

每節下課，都不斷的有學生跑過來跟老師說：「老師！哪裡有一隻戴勝」、「我來學校的

路上有聽到鳥叫聲」、「禮拜天，爸爸要帶我去慈湖賞鳥」。看來，「鳥」已經悄悄的走

入孩子的生活中，成為他們關心的朋友了，而孩子也開啟了自我學習探索的另一種學習旅

程，真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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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金門縣蘊藏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好環境亦成為鳥類的棲息天

堂，成為生活課程重要的在地素材。教學者卻發現「孩子們不太在意」，也不

會去參加賞鳥活動，是件非常可惜的事。因此藉著教科書中「飛來的朋友」單

元，利用金門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轉化成為這一個令人驚豔的教學設計。

教學者透過聲音和情境布置，將學習焦點聚焦，並關照到學生的想法，從圖書

館中探尋鳥朋友，在文本中連結生活經驗中的好朋友，激發學生參與賞鳥活動

的「想要」，而投入體驗活動，帶著驚喜連連的「相遇」，學生試著揣摩鳥朋

友的心境兒歌唱，讀起不期而遇的黑面琵鷺發生的生命故事，使得做立體鳥的

藝術創作有了意義，最後「給鳥兒的一封信」不但傳達自己對鳥兒喜愛關懷的

心意，也將保護朋友的責任「寄給」自己。

學生在鳥朋友的聲音裡「體驗」不同感官系統的力量，而圖書館搜尋訊息

的歷程誘發學生「表達」經驗的動機，為賞鳥活動奠定主動學習的基礎；賞鳥

活動來到整個教學活動的最高潮，活動結束後學生仍對相遇的鳥朋友如數家

珍，可見直接經驗的力量；延續賞鳥活動的熱度，學生「理解」文本中的黑面

琵鷺，亦透過藝術創作勾勒出自己的朋友，並透過一封信表達自己對朋友的

「關懷」之意，從此刻起，鳥朋友的「事」就是學生的「事」，學生的生活能

力便在此真實的體現。

建議教學者可在豐厚的資料庫和教學經驗下，逐步關注學生在教學情境中

生成的問題意識，及延伸的問題解決歷程，適時地調整教學節奏與素材，嘗試

不同的教學詮釋，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