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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中的神奇發現～含羞草

台中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新社國小張仙怡老師

一、設計理念：

下學期於冷颼颼的寒流中開始，配合課程帶孩子走訪校園尋找春天的訊息，校門口滿

是茂盛的櫻花，老師浪漫的自我沈醉在這般美景中，心裡想若孩子能和我一起陶醉於櫻花

林中，進行櫻花的主題，那幅景象一定美極了。

可惜，孩子的眼光和我不一樣，吸引他們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櫻花，而是草地上平凡卻

雜亂的草皮，他們三三兩兩的蹲在草地上，好像發現了什麼寶物似的，我一如往常的開放

留言版（在牆上隨時貼著的大型壁報紙），等待著孩子的新奇發現。

過了幾天，孩子興致勃勃的圍著我，告訴我他們發現一種很

神奇的植物，他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含羞草，用手摸含羞草的葉

子，他就會縮起來呢！接下來的每一節下課，我被孩子七嘴八舌

的圍繞著……含羞草長含羞草短的，於是順著孩子的好奇心，以

「含羞草」為主題的教學於是展開。

因著孩子們天生好奇、喜歡探索的天性，我讓孩子們在過程中享有高度的樂趣，從探

索過程中遭逢問題並解決問題，生活從自發的活動開始，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中，開啟對周

遭事物的好奇，引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孩子像一張白紙，你給他什麼上面就會出現什麼，如果小心翼

翼一再設計，教育的過程好像變成機器一樣，我比較期待教學像是

走進迷宮一樣，學生因為期待而闖進去，可以在裡面迷路，成長與

演化。在其中有歡笑、有困惑與想法，上課則是關係到我們尚不知

道、但是感興趣、想要去加以理解的東西。

花了一些時間聽了孩子對含羞草的發問與想望，我透過黑板上的團體討論發現孩子的

目標，也透過自己的筆記整理思緒，身為老師的我希望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與體驗，激

發並累積學生對所好奇事物的問題意識，適時提供機會給學生從過程中直接體驗與看見，

鼓勵學生嘗試與分享，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學生給的訊息當中，可以發展出四

個和含羞草相關的活動，但當這個教學像一個故事開始之後，很自然而然的產生意想不到

的意外與驚喜，順著真實的情境，過程中有困難、有危機、有體會、有感受，於是，我們

一口氣進行了七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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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嘗試在每個活動中透過探索體驗---理解---運用---表現

的反覆運用，讓孩子不斷生成這些能力。像一個螺旋一樣，在

幫助孩子看到自己的問題之前，必須先知道孩子的想法，知道

孩子的問題是什麼，才有辦法引導學生看到並解決問題。

孩子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實驗、操作與討論，為的是解答

自己的問題，我們彼此都在嘗試與努力，希望感受成功的經

驗，提升對事物的想法。

二、 與教學主題相關之生活課程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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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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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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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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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三、教學目標及其對應的能力指標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

活動一︰
含羞草怕什麼？

一、 透過五官察覺含羞草的特性
二、觀察時能尊重別人

1-1、2-2、3-3、4-3、5-1 

活動二︰
移植任務︰再現含羞草

一、 透過移植的方式重現含羞草
二、 瞭解含羞草開合需要陽光

1-1、2-2、3-3、4-3、5-2

活動三︰
如何記錄含羞草開合時
間

一、 說出記錄含羞草開合時間的方
法

二、能具體行動並持續觀察
1-1、2-2、3-3、4-3、5-2

活動四︰
移植過後的含羞草

一、 透過觀察與實作持續理解含羞
草的特性

1-1 、2-2、3-3、4-3、5-1

活動五︰
救救枯黃的含羞草吧﹗

一、 說出拯救枯黃葉子的方法
二、能具體行動並持續觀察

1-1、2-2、3-3、4-3、5-2

活動六︰
巨形含羞草

一、 能說出表達含羞草的不同方式
二、 能將自己的發現用紙表現出來

1-2、3-1、4-3、5-4

活動七︰
小草奇遇記

一、 能將自己的感受，進行人物裝
扮，以戲劇方式呈現。

二、 養成欣賞表演時的良好態度
1-2、4-3、5-4



台中市生活課程輔導團——含羞草　81

四、教學脈絡

（一）活動圖示

（二）脈絡說明

　　　　　　教學脈絡 活動名稱

想要知道含羞草怕什麼？

面對即將來臨的運動會 

我們絲毫未覺…..

結果隔天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為了運動會通通被除光了

移植過後的含羞草方便觀察

到底怎麼記錄開合時間？

移植過後的含羞草

讓我更瞭解含羞草的特性

移植過後沒幾天

有些葉子開始枯黃了！

如何讓人家知道我是含羞草達人

將所學、所感受的表現出來

活動一：含羞草怕什麼？

活動二：移植任務：再現含羞草

活動三：如何記錄開合時間

活動四：移植後的含羞草

活動五：救救枯黃的含羞草吧！

活動六：巨型含羞草

活動七：小草奇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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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一）五個能力主軸在各個活動間的表現情形

 探索

與體驗

理解

與欣賞

表現

與運用

溝通

與合作

態度

與情操

活動一︰

含羞草怕什麼？
☆ ☆ ☆ ☆ ☆

活動二︰

移植任務︰再現含羞草
☆ ☆ ☆ ☆ ☆

活動三︰

如何記錄含羞草的開合時間
☆ ☆ ☆ ☆ ☆

活動四︰

移植過後的含羞草
☆ ☆ ☆ ☆ ☆

活動五︰

救救枯黃的含羞草吧﹗
☆ ☆ ☆ ☆ ☆

活動六︰

巨形含羞草
☆ ☆ ☆ ☆

活動七︰

小草奇遇記
☆ ☆ ☆

（二）活動中生活能力的具體表現

◎活動一：含羞草怕什麼？

學生的表現

學生想知道：為什麼同一盆的打開的時間不一樣？為什麼同一片葉子，我只有摸前

段，後段很慢才闔上？如果是葉子碰葉子呢？會不會也關起來？

上次只有毛毛雨，有小水低落在含羞草葉子上，但是卻沒有闔起來？

學生發現：強一點的風、大一點的水滴、大水、大力的摸、衣服、葉子碰葉子通通都

會，是因為力量的關係。

老師的想法

培養的是觀察能力，孩子們想要探究到底什麼會讓含羞草”害羞”？透過真實體驗形

成概念，得知必須要有外力才能讓含羞草縮起來。因為想要看看這個神奇的小東西，所以

一下課就往操場衝，小組共同觀察含羞草，最重要的除了觀察能力之外，就是小組的合作

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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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拉圈圈起來 一起觀察，小組合作 山寨版的含羞草 隨時可寫的留言版

◎活動二：移植任務：再現含羞草

教學中意想不到的情況︰校園中的草地被除草機剷過，含羞草全部消失了。

學生的表現

這下該怎麼辦呢？大家一起想了幾個方法︰

學生方法一：再把他種回來（其他孩子回答：要種在那裡？要怎麼種？）。

學生方法二：�出去另外找一片空地（其他孩子回答：可是出去很麻煩，而且會有危險，學

校可能不讓我們去）。

學生方法三：買種子回來種（其他孩子回答：找了好幾家都找不到，實在沒辦法）。

學生方法四：到外面找現成的拿回來種（阿盛和佩佩說：我家附近有很多…）。

孩子們從家裡選了幾種大小不一的含羞草來，由小朋友抽籤認養，之後進行移植工

作，過程中孩子發現有些挖起來的含羞草受傷了，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孩子重新擁有可

觀察的含羞草，提議要給這麼含羞草取個名字，被賦予希望的六盆含羞草名字於是誕生：

小樂（快快樂樂的長大）、小平（最小棵，像平頭一樣）、樂多多（快樂很多）、高多多

（長高很多）、小康（健健康康）、小安（平平安安）。

老師的想法

孩子們觀察後提出具體問題，根據問題先團體討論，提供時間醞釀，大家再一起決定

作法。

由於不想就這樣停止對含羞草的觀察，孩子們想盡辦法要繼續觀察含羞草，於是觀察

到或許可以像盆栽一樣把他種回來，運用移植的方式體驗含羞草的重生。

連根拔起 移植中… 移植完成的含羞草 認養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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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如何記錄含羞草開合時間

教師提問：我們要去上課了，不知道要用什麼辦法紀錄？

學生的表現

宜蓁在留言版寫著： 可以先記錄時間，下課再去看（孩子發現下課時再去看含羞草早就開

了，這個方法不可行）。

羽軒在留言版寫著：每十分鐘出去看（大家認為會影響上課，這個方法也不好）。

韋辰在留言版寫著：每分鐘輪流一個人去看（教室會大亂，大家都走來走去，不行）。

雅璿在留言版寫著：可以用監視器（要花一筆錢，可是我們沒有，這個方法也不行）。

佑廷在留言版寫著：用錄影的（老師常常幫我們錄影，用他的數位相機好了）。

老師的想法

透過討論之後，孩子選擇了一個似乎可行的方法，但我再度提出問題：你要如何使用

相機來錄影？

學生的表現

宜蓁小組說：可以按下去就可以了。

智盛小組說：要放一個東西墊起來，不然拍不到。

聿琁小組說：記得也要說話錄進去才知道是多少時間。

佩佩小組說：摸到葉子的時候就要開始錄。

老師的想法

集結學生的想法，在適當的時候提醒，之後協助學生實踐，孩子透過留言、小組討論

等方式，越來越上手。

在黑板登記時間 記錄小平 集合大家的想法 我有好辦法喔！

◎活動四︰移植過後的含羞草

學生的表現

聿琁的留言寫著：�我在澆水的時候，發現含羞草會縮起來。可是我只有灑些小水滴發現沒

有動。（過幾天毛毛雨過後得到驗証）。

昕韋的留言寫著：�我想要跨過含羞草盆子，發現他沒有動，可是我大力一點，發現葉子就

鎖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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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昇的留言寫著：我輕輕的吹氣，發現沒有縮起來，但是重重的吹就縮了。

元志的留言寫著：�我壓住前面的葉端，發現同一片葉子也會縮起來，只是慢一點。為何每

次把含羞草拿到教室來觀察，他的葉子就會關起來？是教室的燈光不夠

呢？還是我們講話太大聲？但我把含羞草拿進教室，等了好久他都不打

開。

智盛說：�我看到長得很健康的小康，摸了他之後，他很快重新打開，而且打很開。但是高

多多就不行了，摸了他之後，他慢慢的關上，整片葉子下垂的利害，然後等很久

才又打開，打開的速度也很慢，然後開跟關感覺不明顯。

紫綾說：一直反覆觀察，一直摸，他會不會受不了。

佑廷說：含羞草就像人一樣，有些人身體健康，有些人身體虛弱。

老師的想法

我驚奇的發現學生有些問題會自己找到答案，他會尋找相關的經驗線索，幫助他解

決，但當問題無法解決時，老師會利用引導，協助學生更進一步，此時他的能力因為不斷

堆疊而精進了。

移植過後的含羞草就在教室外，有了專屬的觀察區，孩子更能從中能到不同的新發

現，於是，除了受外力讓葉片合起來之外，也發現了陽光的大小會影響開合。

用嘴巴吹吹看 用腳跨過去 澆水時也有新發現 繪畫表現

◎活動五：救救枯黃的含羞草吧！

教師提問：要怎樣拯救生病的含羞草呢？

學生的表現

阿雅說：可以用施肥的方式。

大家紛紛表示意見：紅茶渣、咖啡渣、豆漿渣、蛋殼、牛奶、水果……。

若秦說：也可以多讓他曬太陽，你們忘了上次在教室無法打開的事情嗎？

宜蓁說：可以幫他多加一些（含羞草）進去嗎？

韋辰說：也可以看澆水可不可以，我看土都乾乾的。

順著韋辰的發表，全班又繼續討論：

宜蓁說：每天按照三餐澆水，像我們吃三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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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羽說：每十分鐘澆一次。

燕妮說：等到發現葉子枯黃再澆就行了，我們家的盆栽都是這樣。

凱淇說：每天早上來學校的時候澆一次就行了。

針對大家的意見，我們先投票看看大家的意見，結果每天早上到學校澆一次的人最

多，接下來用耐心細心澆水吧！！

留言版上有人說：�我們觀察了五天了，可是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道施什麼肥比較好。昨天

我媽媽說時間太短看不出效果，就像我們吃補品一樣，不可能馬上有效。

老師的想法

老師又問：那怎麼辦呢？

有人在留言版上寫著：另外找四盆來實驗看看好嗎？

老師的想法

孩子發現施肥並非一兩天可看見成果，卻擔心因為施肥不當可能會影響含羞草的生

長，所以要求老師再找另外的四盆來實驗，也因此另闢了一個實驗區。而那六盆被認真照

顧的含羞草，長得越來越好。

介紹可以施肥的東西 團體討論 施肥中 另闢實驗區

◎活動六：巨形含羞草  ◎活動七：小草奇遇記

教師提問：我們可以如何表現我們所見的含羞草？

學生的表現

大家透過團體討論，想了一些方法。

燕妮說︰我想要當一個記者，拿著麥克風跟人家介紹含羞草。

宜蓁說︰可以用身體表現。

彥佟說：可以做一個模型。

下課時大家跟我要了寶貝箱子的東西，元志拿了色紙和針線，說他想要表現出含羞草

的樣子，但是卻不知道要怎么做，其他人也圍起來，一起想辦法，我問他們︰你們想要怎

麼表現？

小辰說︰最好可以我們一碰到他就縮起來。

聿琁說︰可以做成同一片葉子不同時間縮起來嗎？

宜蓁說︰可能需要一些幫忙，我去找媽媽（隔壁老師），可以拿軟鐵絲和雙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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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要孩子利用現有工具做出想像中可以動一動的葉子難度是很高的，經過了三次下

課，有人來跟我說要放棄了，因為做不出來，這時候我不能再袖手旁觀了，所以我拿了手

邊的粉彩紙，又加上一些引導，協助學生先度過眼前難關，之後再繼續往下走。

老師又問：那用身體如何表現呢？對於活動一和活動三因探索而得知的含羞草特性，要如

何加在戲劇當中呢？

學生的表現

舉聿琁小組為例：有一天妙妙森林來了一個不知道名字的小草，森林裡的朋友們都去

歡迎他，首先是花仙子，她大力的擁抱他，他就縮起來，蝴蝶、螞蟻也來跟他玩，他又縮

起來，貓咪小姐也靠近他大聲喊叫，他又害羞的縮起來，後來了一個大地震且掉落兩個大

隕石，含羞草終於受不了了，他大叫：「不要再摸我了！」森林裡的朋友們說：「你到底

是誰？」小草才說：「我是含羞草」。

老師的想法

由小組共同完成一個含羞草的故事，透過扮演，再一次呈現對含羞草的理解與內心的

感受。我欣喜的發現孩子們對於含羞草的觀察深度，讓他們在過程中培養自信，相信自己

想的方法也可以很管用，接下來我們協力完成了巨型含羞草。有了巨型含羞草之後，我們

也利用肢體表達含羞草。

動動腦 好玩的模型 小組準備道具 戲劇表演：
小草奇遇記

六、教學省思

（一）等著看好戲

本次教學中有許多等待與留白的時間，留時間與空間給孩子去觀察與探索，等待孩子

們的想法醞釀，過去孩子們總是習慣尋求老師的協助，老師也習慣對於孩子所提出的困難

伸出援手，過度倚賴可能導致知識無法建構，因此老師可以放慢腳步、停下腳步，孩子的

表現令人驚豔。

（二）能力在教學的脈絡裡

能力的生成並非一蹴可幾，在本次教學中，五個能力主軸一直被反覆使用，因此這些

能力被一點一點的累積，活動間彼此緊密相關，也互相依附，這個教學就像在訴說一個故

事一樣，孩子賦予故事意義，而老師串起每個活動使其成為一個動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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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喚起持續的熱情

孩子天生好奇，要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並不難，重要的是如何在真實情境中給予直接

經驗的機會，持續高度的學習熱情，喚起孩子的問題意識，透過討論、操作、實驗的歷程

來解題，進而運用所學到的來表現與分享。

（四）老師神奇的一臂之力：介入與否的思考轉折

當孩子在過程中出現挫折時，老師的角色應該為何？此時我會介入，但不是告訴孩子

答案，而是再激發孩子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我相信孩子若沒有真正經過思考，是不會成

為經驗的，透過不同角度的思考，甚至有時候是衝突的發生，才可有不斷持續的歷程，維

繫孩子們興趣與動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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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黃武雄教授在《學校在窗外》書中提出了「孩子為了什麼要上學？」的問

題，並以為「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與世界互動連結」乃學童應該上

學的目的，尤其在孩童階段其心智發展和抽象的思維能力尚弱，因此如何藉著

生活體驗、教學活動導引等，使其「打開經驗世界、學習與他人互動」顯得更

加重要。在生活中探索、觀照，在遊戲中體驗、學習，遂成為「生活課程」的

核心要旨。

以兒童為主體的生活課程，意味著單以「教科書」作為唯一學習的內容是

不足的。教科書不過是生活課程中的工具與媒介之一，課室裡「教師」和「兒

童」間的互動關係，更是生活課程的重心。換句話說，生活課程得回歸「師生

互為主體」的創造性課程思維，在「學習經驗」裡藉著探索、體驗、導引來開

創課程設計，以開啟學童的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來和世界互動連結。

「含羞草」的教學方案設計，教學者跳脫了教科書的框架，回歸師生真實

的生活情境中，適時地掌握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以孩子們在操場發現小

巧可愛會因為碰觸而改變的含羞草為主題，透過教學者敏銳的、細緻的教學專

業展現，締造出孩子和含羞草相遇的學習旅程。例如，透過教學者的引導，孩

子們對含羞草的動態變化產生了高度好奇，促使他們願意長期觀察它的變化，

並學習多元的紀錄方式；運動會的整地，教師掌握了機會引導孩子移植含羞

草，並透過移植的過程，引發學童對於種植含羞草相關議題的探索與學習，以

培養相關的生活能力。如同教學者所言：「透過探索體驗---理解---運用---表

現的反覆運用，讓孩子不斷生成這些能力。像一個螺旋一樣，在幫助孩子看到

自己的問題之前，必須先知道孩子的想法，知道孩子的問題是什麼，才有辦法

引導學生看到並解決問題，孩子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實驗、操作與討論，為的

是解答自己的問題，我們彼此都在嘗試與努力，希望感受成功的經驗，提升對

事物的想法。」

再者，整個教學活動前後連貫，孩子和教師就如同織網者，互為主體不斷

交織穿梭在課程的脈絡中，在教學者巧妙的穿針引線下，藉著循序漸進的教學

活動，孩子逐漸發展出生活課程綱要中所陳述的探索與體驗、理解與欣賞、表

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態度與情操等相關能力。除此之外，我們更樂見透過

整個教學歷程，在孩子內心植下的柔軟和情感的種子，相信將會促使他們採取

更多行動，在知識潛藏、自然之美的情境中開展更多學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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