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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課程探索之旅～從「種山藥」出發 

台北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莒光國小陳春秀、雙溪國小盧雅惠 

摘 要 

壹、前言 

這是一場兩位老師初次合作體驗的生成課程探索旅程。擔任教學者是一位教學創意點

子十足的惠老師，參與觀察者則是擁有課程理論的秀老師，兩人因對生成課程的想望，從

「種山藥」展開一連串的生成課程探索之旅。生成課程的起點必須貼近學生的生活與經驗。

本課程一開始是惠老師針對雙溪國小地理環境文化的分析後，心中預藏著對「山藥」課程

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以最貼近學生所處生活脈絡的「山藥」作為課程起點。課程

便從一鍋營養午餐的「山藥湯」，開展出一段師生對話，也為「種山藥」埋了發展的契機。 

本課程從「種山藥」生成出一段預期外的「泥土下的世界」活動。學生從一開始對泥

土下的小白蟲（即雞母蟲）充滿好奇，但在一連串的觀察後，學生最後竟然表示「沒興趣

了」！課程提前夭折，令兩位教師當下愕然！可是惠老師卻努力地想重燃學生對雞母蟲的

興致與熱愛，思索可能的機會，趁著「參訪動物園之昆蟲館」，不著痕跡的製造情境，讓此

課程又重新「活」了起來。另一方面，孩子焦點持續放在「種山藥」上，透過討論、問題

解決，一步一步進行山藥課程的生成。這場處處充滿驚奇、不確定性、冒險的生成課程探

索之旅中，就這樣展開！  

貳、「種山藥」之生成課程之旅 

生成課程之旅的場域發生在台北縣雙溪鄉的雙溪國小，這是一個偏遠地方的小學校，

擁有最自然不受破壞的環境，沒有安親班，沒有高樓大廈，學生下課後經常能自由自在騎

著單車在鄉野間流竄；雙溪鄉的地質環境，適合山藥種植，很多農民種植山藥，山藥因而

成為雙溪的經濟資源，部分家長們工作之餘也將種植山藥作為其休閒活動。雙溪國小就位

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至於學生，則在這樣的大自然中成長，對花、草、樹木、蟲鳴鳥叫…

等自然環境與資源早習以為常，因而容易忽略周遭種種大自然美好事物，對五感的體驗亦

不敏銳，不太有深刻的感受。「種山藥」課程就是在這樣的學習氛圍、學生特質、自然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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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境以及兩位教師（惠老師與秀老師）的合作中展開 1。 

生成課程重視學生經驗與關鍵節點，為清楚敘說整個生成課程的發展脈絡，以下便以

學生經驗的「事件」或「關鍵時刻」作為故事敘說與發展的轉折點，從這當中，我們可以

去思考：教師面對這一場未知課程所展現的實踐智慧、學生在面對問題情境的思考、行動，

以及學生新、舊經驗在學習歷程產生的作用。 

◆◆午餐上的山藥湯 

生活課程起點之一，可以是學生親臨的生活環境。惠老師分析雙溪國小的自然與人文

環境後，認為「山藥」是可以嚐試的素材。但是「生成」課程並不國家規定的、或是現成

的課本，也不是專家設計好的「罐頭式」課程 2，而是以「突現」（emergence）為起始點

（屠美如，2010）。那麼，山藥課程突現的契機又在哪裡呢？沒想到就在營養午餐山藥湯

裡….。 

 

前兩天學校營養午餐的湯是山藥甜湯， 

學生好奇的問我：「老師，今天的湯是什麼?」 

老師很理所當然地：「山藥甜湯呀！」， 

學生疑惑的問：「什麼是山藥湯?」 

師：「山藥煮的湯呀！」 

學生又疑惑的問：「什麼是山藥！」 

哇!⋯學生這等的反應真令我驚訝！因為小朋友住在以山藥聞名的雙溪，而種

山藥的人又多，但學生卻不認識山藥為何物？此時因為我還在幫小朋友盛

飯，聽到上述對話內容的人，也只有當時站在我附近的小朋友。接著，我隨

口小聲的和身旁小朋友說了一句：「改天來種山藥好了。」沒想到平常漫不經

心小暐，耳朵竟變得靈敏，行動力變得之快，隔天馬上跟他爺爺要了山藥籽

（零餘子）給我，這下得逼著我得開始執行這項「種山藥」課程。（惠老師教

學省思 981025） 

 

惠老師雖然馬上拜託學校幫忙整地，但一段時日後，惠老師看到雙溪果園 3仍荒蕪一

                                                 
1 「種山藥課程」生成之概念圖，可參考附錄一。課程生歷程中，兩位教師對「種山藥」只有大概的方

向，而沒有明確的活動內容，整個課程概念圖是在課程發展後才完成撰寫。 
2美國太平洋橡樹學院的約翰‧尼莫（John Nimmo）教授曾將傳統重視固定、明確目標、客觀內容，以

「輸入-輸出」線性過程為導向的課程比喻為“罐頭式課程＂。“罐頭＂的製作由課程專家負責，教

師的職責在於將課程從“罐頭＂中取出，不論它們可口與否，學生均被迫將它們吞嚥下去（Yu-le，
2004）。 

3雙溪國小內有一塊空地，名為「雙溪果園」，果園裡種植一些柚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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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心想，算了，就讓小朋友一切從零開始、從整地開始吧！農夫也是這般辛苦，這何嘗

不是很好的機會教育？因此就交代小朋友隔天帶鏟子來，並請阿暐回家請教阿公怎麼種山

藥，沒想到平常總是丟三落四的阿暐，對這事竟真的牢記在心。 

工具備齊後，全班開始挖土整地，實際挖掘後，才發現堅硬的泥土下還藏了許多硬石，

加重鬆土工作的困難度，甚至學校為美觀而種的小草，其根也堅固難拔。全班學生努力工

作，可謂耗盡心力。一段時間後，學生們開始體認到，自己準備的園藝小鏟子，面對堅硬

的泥土簡直是「小蝦米遇上大鯨魚」，毫無用武之地！在整地之時，大家也瞧見小雲帶來的

小鋤頭竟可輕而易舉的挖動泥土，於是，接下來的教室裡，紛紛出現小鋤頭，最後，還有

人帶來大圓鍬！不消老師說明，學生透過觀察、觀摩，馬上瞭解「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

器」的道理，也懂得修正行動，這是值得讚賞的！ 

雙溪是一個多雨的地方，在挖土過程中，也著實碰到連著幾日的雨天。天氣成為課程

的一個變因，影響挖土工作的進行。可是惠老師卻靈機一動，念頭一轉：「雖然天氣無法改

變，但如果雨天也工作，學生在泥土下的發現或許也會有所不同」。同時間也在日記上看見

學生「想在下雨天出去踩水玩」的心聲。於是師生便在陰雨綿綿地天氣中，整裝出發，享

受不一樣的工作情境。這一天，學生將自己在雨中工作的心情感受、發現，全表達在日記

中： 

 

在好天氣的時候，我們在挖土的地方發現了好多蟲，但是到了雨天，什麼昆

蟲都沒有。⋯⋯在下雨天挖土，我覺得很不方便，希望下次可以不要下雨了，

我就可以挖土了（S1 日記 981023） 

 

挖土時，我看見一隻蚯蚓，我在想，蚯蚓躲在土裡怎麼呼吸呢？怎麼吃東西

呢？怎麼喝水呢？我喜歡挖土，因為可以挖到不同的動物。（S2 日記 981023） 

每天我們都要挖土，可是沒帶鏟子的人就不用挖，我想他們應該也想挖吧！

我挖的時候看見很多蚯蚓，我都被嚇死了，我還注意看蚯蚓有沒有來到我的

腳下面，真恐怖（S3 日記 981023） 

 

今天下課的時候我們去果園挖土，我們這組挖得很快，其他組都挖得很慢，

但是小真、小傑他們兩個超級超級慢，我們挖著挖，都快累斃了⋯.，不久只

挖到一隻蚯蚓，後來連一隻昆蟲也沒挖到，我還以為，我們會發現很多種類

的昆蟲，真失望⋯. （S4 日記 981023） 

 

◆◆泥土下熱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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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數日辛勤的鬆土，學生的目光漸漸轉移到泥土底下的發現物，包括落葉、石頭、

毛毛蟲、小白蟲、李子、蟋蟀、小蚱蜢….等。在與秀老師討論後，惠老師決定順著學生的

發現，針對泥土下的發現物進行觀察與討論。 

課程一開始，惠老師請學生把所有發現物全記錄下來，書寫下來的東西五花八門，若

是不知名者，學生也會以繪圖表示。在這些零瑯滿目的東西中，有一些值得探討的東西，

例如：小白蟲 4、李子 5…等。蠶寶寶事實上是雞母蟲，而李子則是柚子。在這裡，學生

因有限的經驗，將小白蟲、李子誤認為蠶寶寶與柚子，不過對生成課程而言，這卻是刺激

兒童探索與解決問題的激發點。面對學生這番的表現，惠老師心中有所盤算，她希望由此

提供學生質疑與探索的激發點後，學生能主動積極地探尋答案。 

◆◆小白蟲是什麼？蠶寶寶嗎？ 

學生在所有發現物中，票選出最想知道的主角。小白蟲果真雀屏中選。Beans（2000：

90）在《課程統整》一書中指出，和學生一起進行課程規劃的觀念，是創造統整課程的重

要一環。若要將民主融入教室生活當中，必須讓學生在課程當中，擁有真正的發言權與決

定權，以表達思想觀念與行動。民主的課程行動，便是問題解決的過程，同時也是生成課

程重要的精神所在。有鑑於此，我們嘗試讓學生可以針對自己想研究的主角-小白蟲進行「大

哉問」 6，提出他們有興趣或好奇的問題，再藉由往後問題解決、行動的歷程，由學生自

己探尋到解答。第一次嘗試大哉問的學生，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當學生想像力開始「發

作」後，各式各樣的問題，紛紛出籠了。 

 

 小蓉：你有手嗎？你是什麼東西？你會吃飯嗎？ 

 小臻：你會生病嗎？你會長大嗎？ 

 小泰：你有長耳朵嗎？你有頭髮、舌頭、鼻子嗎？ 

 小暐：你會扭來扭去嗎？你有鼻子、臉、嘴吧嗎？ 

 小誌：你是昆蟲類嗎？你有翅膀嗎？你會被欺負嗎？ 

 小庭：你會爬來爬去嗎？ 

 小雲：你怕獅子嗎？被太陽曬到會受傷嗎？你的腳有條紋嗎？天黑時 

                                                 
4 小白蟲事實上是雞母蟲，因學生經驗有限，不認識牠。為便於課堂上的討論，大家遂將牠稱為小白蟲。

可是，有學生在後來的討論中提出「小白蟲是蠶寶寶」的想法。 
5 學生從挖土活動中，有許多發現物，學生很自然地將這些發現物與其舊經驗連結，可是卻是相當粗淺

的。絕大多數的學生認為地底下發現的小白蟲（事實上是雞母蟲）就是「蠶寶寶」，並將高掛柚子樹

上的柚子，當作是「李子」。以課程的發展性、延伸性而言，被誤認為蠶寶寶的小白蟲與以及被誤認

為李子的柚子樹，都可以成為生成課程往外延伸發展的「節點」。 
6 為了能清楚敘說課程生成的脈絡，避免冗詞過多，造成閱讀理解上的困擾，本文中有關學生對研究主

角進行的「問題提問活動」，均統稱為「大哉問」，此大哉問，即為 Beane 所主張的「腦力激盪」觀念

之方式（2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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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怕嗎？你會睡在泥土裡嗎？你是什麼昆蟲類？ 

 小軒：你躲在哪裡？你住在哪裡？你長什麼樣？ 

 小婷：你是蚯蚓嗎？你是什麼昆蟲？你在哪裡？ 

 小豪：你會吃肉嗎？你會吃巧克力嗎？你尾巴被切斷還會再長出來嗎？ 

 小如：你是女生還是男生？你住在哪裡？你叫什麼名字？ 

 小劭：你會游泳嗎？你會在哪裡出現？你是蜈蚣嗎？你會怕火嗎？你會 

生病嗎？你會跳嗎？ 

 小全：你有手嗎？你有腳嗎？你會喝牛奶嗎？  

 

面對五花八門熱鬧的問題，惠老師必須當下立即處理學生提問內容之適切性，以避免

「想像力」一發不可收拾。惠老師利用提問引發學生思考：「你們提的有些問題當中，例如，

你會喝牛奶嗎？你怕獅子嗎？你們覺得有可能嗎？」師生將不適切的提問刪除後，即進行

問題的分類。學生大哉問內容中，有些是關於外型特徵的問題，只要透過「觀察」便可獲

得答案。因此我們希望將學生導向問題解決行動中，並以「觀察」作為問題解決工具。分

類後的第一要務便是再去尋找小白蟲，因為有了主角才能探尋答案！ 

透過挖掘動作，學生再次近眼觀察小白蟲。曾經看過姊姊飼養過蠶寶寶的小靜說話

了：「小白蟲不是蠶寶寶….，因為姊姊飼養的蠶寶寶不是長這樣，她養的蠶寶寶是在葉子

上，不是在泥土裡…..」，小白蟲究竟是誰，這個問題，在小靜提出看法後，迴盪在全班空

氣裡。  

接著，惠老師請學生觀察小白蟲並描繪，雖然小白蟲就在各組跟前，但是大家描繪結

果的差異性卻很大，有些學生甚至將小白蟲畫成自由發揮的想像畫。惠老師展示學生作品，

讓學生主動發現「差很大」的問題，並思考可以如何解決。學生表示，「可以使用放大鏡來

幫忙觀察」，其實惠老師課前早已將放大鏡準備好，就等學生提出這樣的想法。這下子，放

大鏡果然派出用場囉！透過放大鏡，學生進行第二次觀察與描繪。這一次，學生更有效地

掌握小白蟲外型的基本特徵了。 

◆◆課程夭折～對小白蟲沒興趣了！ 

惠老師刻意不告知學生小白蟲真正名字，但私底下卻偷偷準備好幾本有關「甲蟲」書

籍，放置教室角落，希望在這樣的情境營造下，引發學生主動探索的興趣。可是事與願違，

圖鑑最後依然靜靜躺在惠老師教室裡，沒有派上任何用場，因為在對小白蟲進行一系列觀

察、描繪活動後，惠老師一句：「你們還想繼續知道小白蟲是什麼嗎？」超過 2/3 學生搖頭

表示興趣缺缺了。這樣非預期的結果，當場令惠老師與秀老師傻眼。兩位老師當下作出決

定：「既然學生沒興趣研究小白蟲，那就先暫擱吧！等待以後適合的契機吧」！面對這樣突

乎其來的結果，惠老師心中卻自有盤算，她老謀深算地巧妙運用學校近日舉行的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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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思考讓小白蟲「復活」的可行性： 

 

要去校外教學時先上網查動物園的資料，發現動物園最近舉辦一個「蟲蟲探

索活動」，去行前勘查時，心想能否利用此機會讓學生再一次喚起對土裡的東

西產生興趣，因此，我先規劃了一些當天進行的活動，希望能喚起學生再次

探索土裡的世界。（惠老師，教學日誌，991102） 

 

◆◆重返雞母蟲的世界 

難得的戶外教學之行，令學生相當興奮。到了動物園，惠老師故意帶學生來到「蟲蟲

特展」前，並努力喚起學生過去「挖掘小白蟲」的舊經驗，此舉亦希望重燃學生對研究小

白蟲的興趣與好奇。 

 

去到那裡時，我問學生：「之前你們在課堂上討論出來，很想問土裡的蟲蟲

哪些事，還記得嗎」？學生：「牠叫什麼名字?」、「牠是男是女?」、「住在哪

裡?」「長大和小時候是什麼?」、「他會不會咬人?」學生想起大部分提問的內

容。接著，我請學生幫忙：「請幫我找一找，你們提的那些問題能不能在這

裡找到答案?」學生在觀賞展場裡的資訊後，有一個小朋友發現說：「鍬形

蟲.獨角仙..等等，很多甲蟲的小時候都叫雞母蟲，這些雞母蟲和我們在土裡

發現的東西是一樣，所以土裡的小白蟲就叫作雞母蟲。」還有小朋友補充：

「雞母蟲住在土裡。」（教學日誌，981124） 

因為木柵動物園，對鄉下小孩來說非常特別，所以我也不耽誤學生參觀的

時間，讓他們多多觀察別的動物。我發覺我的決定是對的，因為有小朋友

看到大象竟然大聲說：大象會動耶！他是真的！大象是活的。（教學日誌，

981124） 

 

在惠老師刻意的安排與連結下，果然喚起學生的熱情，「胎死腹中」的小白蟲終於復

活了，惠老師成功地讓學生們「重返雞母蟲的世界」！ 

經過動物園-蟲蟲特展的洗禮，全班都清楚知道，「鍬形蟲、獨角仙、金龜子的小時候

叫雞母蟲」。惠老師則以提問方式，企圖引發學生主動飼養雞母蟲的渴望：「那怎麼知道我

們在土裡挖到的到底是鍬形蟲？獨角仙？金龜子？」學生表示：「養養看就知道了呀！」大

家對雞母蟲的興趣又回來了。至於雞母蟲該怎麼養呢？如何養?在大家的討論聲中，惠老師

確定學生知道照顧方法，才去果園中尋找雞母蟲。 

挖雞母蟲過程中，學生又有許多新發現，小朋友發現好多卵，有白色、紅色。學生建

議，養養看，就可以知道這些孵卵出來的是什麼昆蟲。於是，除了雞母蟲之外，學生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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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紅色的卵回教室，並進行觀察。在觀察與照顧行動中，學生也另有新發現。 

 

回教室持續觀察發現，白色的卵因孵到一半爛掉了，只看到卵內黑黑的頭吧，

當卵開始裂開時，就停住沒孵出來，而紅色的卵則是蚯蚓。我想這又是不同

的發現，當然雞母蟲持續飼養中。（教學日誌，981229） 

 

◆◆品嚐山藥料理餐 

之前，就在小朋友對小白蟲沒興趣時，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出現：「老

師我們不是要種山藥嗎?」於是我問全班：你們真的想種嗎?大家異口

同聲說：「想。」山藥課就又此展開了。（教學日誌，981201） 

 

就在小白蟲課程夭折之時，因為學生的提醒，整個生成課程又重返到最先前的「種山

藥」上。身處雙溪的學生，對山藥的認識大多是模糊甚至缺乏的，為了引發學生對山藥的

興趣，強化五官的體驗與感受，惠老師刻意安排一場「山藥品嘗大餐」，請學生品嚐不同料

理方式的山藥： 

 

我先讓學生用五官體驗山藥(但學生不知道那是啥?)重點在啟發學生對自身的五官

體驗深刻，原本以為都是那麼簡單的事，後來發現他們的感官怎會不見了?今天吃到

的山藥竟說是花生麻糬，我只是把山藥沾花生粉，有人連吃到了花生粉竟說不出那

是啥?還容易把山藥說成芋頭，這告訴我…體驗和五官的開發對學生來說非常重要。

（教學日誌，981125） 

 

當惠老師揭開答案時，學生都很興奮他們猜對了。接著，惠老師請學生進行「山藥大

哉問」，學生的提問依然是精彩萬分。 

◆◆拜訪山藥達人與山藥的家 

「山藥品嘗大餐」後，惠老師成功地引發學生對山藥的好奇，並提出許多感興趣的問

題。對學生的大哉問，惠老師暫不作解答，僅在課堂中，不斷保持並釋放出：「你覺得呢?

我也不知道耶?」這樣的態度，希望學生能「主動找答案」，並「學會如何尋找答案」；但是

山藥該如何種？這些背景知識對惠老師而言很重要的，身為生成課程的老師必須儲備相關

的知能，才能深入淺出地回應學生的提問，甚至引導學生往可行的方向前進。於是惠老師

便跟山藥種植專家-呂先生連絡，進行拜訪山藥活動。希望能透過拜訪之行尋得「山藥大哉

問」中相關的解答。整個參訪之行，學生都很專心、認真地提問與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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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戶外教學時，其實我很緊張，怕小朋友無法專心聽專家導覽，但這次⋯

我發現學生都很專心，也對山藥的種植產生一連串驚訝聲⋯..。（教學日誌，

981127） 

 

經由這次的參訪之行，惠老師對於學生專注的態度感到相當欣慰，也另有一番體認，

學生一旦身處於他有興趣的事物中，是專心的： 

 

當回教室後，學生一一回答的出它們之前的提問，我更可以確定他們是有專

心聽的。這次的戶外教學讓我知道，只要他們興趣的事，小朋友其實可以很

專心聽，而老師也不需要在旁叮嚀，沒有一個人分心，這和之前上戶外教學

的課都不一樣。（教學日誌，981127）    

◆◆怎麼種山藥？ 

參觀農場後，學生進行分組討論：「要如何種山藥」？此時惠老師聰慧地加入寫作的

概念，如，以「首先…然後…接下來…之後…最後…結果…」，取代一般的制式的「第一步、

第二步…..」之方法，這樣處理，除了讓學生清楚栽種的步驟外，也藉機訓練了學生的語文

能力。 

步驟討論完畢後，學生開始種植山藥。有些學生拿石頭作記號，放在山藥種植處，以

利於辨認，也喜歡共同為自己的農場命名，例如，開心農場…..等。整個工作歷程，學生充

分展現其自主性與行動力，惠老師看見不一樣的學生了： 

 

這些接下來的過程幾乎都是在他們討論中得到的學習，因為課程從他們興趣

出發，所以可以看見學生得上課專心度提升，而我原本想改變那為學生的契

機，真的改變了！功課進步，日記也更知道如何寫了！總之，學生的能力是

無限可能，誰說低年級無法討論?他們做到了。這體驗的過程中他們學會團體

討論的重要性，也知道上台發表的方法，而令他們痛苦的日記，也能因為體

驗有更豐富的素材寫。 

除此之外，能體驗農夫的辛苦及奉獻產生感恩惜福的精神。在體驗種山藥過

程中，學習照顧小種子所需付出的心力，讓學生學習照顧大自然，接受不同

的挑戰，達到肯定自我、接受自我的境界。（教學日誌，981201）    

 

◆◆如何照顧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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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山藥的零餘子 7埋進土裡後，寒假便來臨。開學後，惠老師帶全班去拔草，進入果

園的學生興奮地直說：「我的山藥跑出來了！我的山藥跑出來了！」「山藥長高了！」後來

學生也有其它的發現：「山藥怎會捲在其他小草上？」「山藥捲在吸管上了！」學生發現山

藥的莖是捲曲的，並推論，「沒地方跑的山藥就捲在小草上。」…等等，小朋友的發現精彩

萬分！有些學生會撿拾地上的樹枝、甚至攀折樹上的樹枝插在地上，好讓這些沒得依附的

莖，也能順利向上生長。面對學生「傷害樹木」的脫軌舉動，惠老師緊急與學生討論：「如

果不折旁邊的樹枝，還有什麼方法可以讓山藥攀爬？」有人說準備竹子。可是等待幾天後，

學生帶竹子的進度卻出奇的慢，因為都「忘了」！惠老師刻意不提醒學生，等待學生自行

發現「忘了帶竹子」的問題嚴重性： 

 

我以為學生隔天就會帶來，沒想到⋯⋯都忘了，但我不急，因為這是他們想

上的課，大家都沒帶樹枝，所以就先不處理樹枝的問題，我想繼續去觀察學

生，也許他們會發現山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吧！（教學日誌，990305） 

 

各組帶竹子來的狀況不一，有的帶很多，有的只帶短短三、四枝。各組分工合作插完

竹子後，有人自動地將山藥匍匐在地上的莖，拾起並協助纏繞在竹子上，有人則繼續拔草、

澆水，學生已經知道如何照顧山藥，並主動照顧了！ 可是沒帶竹子的組別，最後的下場又

是如何呢？當然是見賢思齊！看見別人山藥日日向上纏繞攀爬，只有自己的依然躺在地上

匍匐，心中應很不是滋味！對此，惠老師也有一番體悟： 

 

因為這是他們想上的課，所以在插竹子過後沒多久，大家的山藥長高了，只

有沒帶竹子的那組還在慢慢的地上爬，沒想到隔天這組小朋友的竹子也帶齊

了，我想老師的影響力永遠比不上同儕及自己喜歡的事。（教學日誌，990312） 

 

◆◆我們的新發現 

種植後的山藥漸漸長大，不論莖、葉，其顏色、形狀、大小也開始產生變化。惠老師

卻發現，學生對山藥的觀察幾乎侷限在「變大了、長出葉子了、莖變長了」等粗略的結果，

他們的五感不夠開放，他們需要學習更細膩的觀察。所以惠老師請學生對「長葉子的山藥」

進行「大哉問」，希望引發學生對觀察山藥的熱情。 

學生的問題很多，有人會針對主角問，例如，「你的莖為什麼細細的？你的葉子為什

麼是愛心形狀的？你為什麼毛毛的？你怕草嗎」？可是依然有人是天馬行空的問，例如，「你

                                                 
7 「零餘子」並不是植物的種子，而是一種顆粒狀的莖或芽， 因為山藥之種子很小 ，經濟栽培者很少

用種子繁殖，一般農友多利用地下之塊莖及葉腋間之零餘子繁殖做為商生產(網路資料，990814，取

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508141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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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狗嗎？你怕地震嗎？你喜歡吃餅乾嗎？你喜歡老鷹嗎？你怕老鼠嗎」？面對學生這般充

滿想像力的大哉問，惠老師這次選擇不干涉 8，並請學生將這些問題分類。各組經過討論，

真的就有學生從「現在可觀察到的」與「現在不可觀察到的」面向，將問題分類，也因為

學生這樣的分類，讓後續的探索活動順利地導向「觀察」的方向。此時，「觀察」對學生而

言，就是「問題解決」的工具，亦即，學生只要透過觀察，便為「大哉問」尋得了解答。 

 經過再觀察，學生的眼力果然不同，他們發現山藥葉子變紅了、葉子顏色變淺了、

葉子的身上有白白的、葉子被蟲吃掉了、葉子細細長長的…葉子的邊是紅色的…..。他們的

發現是豐富且精采。    

◆◆耐心照顧～期待山藥長大 

經過一連串的照顧及觀察活動，小朋友們會利用下課時間持續以澆水、拔草方式照顧

山藥。可是後續仍有更細膩的照顧工作得進行，惠老師與學生進行對話與討論，希望讓學

生覺知未來的任務，還包括蓋布、除草、施肥…等等，在這些工作任務中有些是需要工具

協助的，例如布、肥料….等。惠老師請有帶工具來的學生將工具名稱寫在公佈欄上，這樣

除了提醒自己還缺什麼，也可以讓其他小朋友反省「別組帶了，我們也該帶」。利用同儕觀

摩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自動帶齊工具，這一招果然奏效，小朋友果真帶齊了。同儕的魅力

是驚人的： 

 

記得以前千交代萬交代加上恐嚇，小朋友才能把東西帶齊，而這次我都沒說，

只是因為他們的想要照顧山藥加上同儕的觀摩，竟能讓他們自動自發。（教學

日誌，990330） 

 

後來師生又討論：該如何施肥？為什麼蓋布？何時蓋？如何蓋？等問題。在討論這些

問題時，學生一問一答精彩對話間，充分顯示出學生思考上的進步，會針對問題、提出疑

問、或是說明與辯解： 

 

S5：肥料可以灑在山藥旁邊。 

S6：可是，如果肥料灑下去，旁邊的草會不會也跟著長大？ 

S7：山藥需要蓋布 

S8：如果布不好，經過太陽曬產生有毒的東西，經過下雨後，有毒的東西進

入土裡，我們種出來的山藥是不是有毒? 

 

                                                 
8 在「小白蟲大哉問」活動時，惠老師當時以提問的方式介入，讓學生逐項思考提問問題的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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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這般的表現，則令惠老師感到頗欣慰，這代表著學生經過生成的洗禮，已經慢慢

從被動的接收者角色學習怎麼成為一位思考者。 

爾後，學生陸陸續續帶來山藥生長所需的肥料，但卻等不及老師帶他們去施肥，竟利

用下課時間自己去施肥，還有人想跟惠老師借大剪刀，自己剪布自己蓋布去。學生這般主

動、急切的樣態，讓惠老師頗有感悟：課程只要符合學生的興趣，學生在學習上就會主動

到位。對惠老師而言，這是生成課程的魅力所在，不管對教師或學生，都有致命的吸引力！ 

 

我覺得他們怎這麼主動，我想一個有趣他們想要的的東西，很多時候不需老

師叮嚀就可以自己去做了，老師只不過在這課程中提供適當的方向，藉機會

營造情境，學生產生共鳴，一切的學習都可以這麼有趣。（教學日誌，990413） 

 

參、省思 

整個「種山藥」課程，大約經歷了八個月。兩位合作教師在課程生成過程中不斷進行

思考下列的問題：  

(一)經驗、興趣、活動之間的關係與連結 

整個課程歷程，從「活動一」至「活動九」，我們努力思考：學生當下獲致的經驗為

何？如何在此經驗的基礎下，將其與學生學習活動、能力加以連結，以提供學生新舊經驗

的流動，進而建構自身的概念與能力？從附錄的課程概念圖中，可以約略瞭解「種山藥」

課程生成時學生的經驗、興趣，與活動之間連結的情形（請參考附錄一）。簡單說明如下： 

由「種山藥」課程生成的軸線可分成兩部份，一條往「雞母蟲的探究」前進，一條則

往「山藥的種植」前進。前者的發展，是因為學生想要「種山藥」，因而需要挖土，在挖土

過程中，學生發現泥土下有許多東西，其中最令人好奇的便是小白蟲，接著，學生從對小

白蟲的好奇，對小白蟲的外型進行一系列觀察活動，中間小白蟲的探究雖曾短暫「夭折」

過，但惠老師透過戶外教學，很巧妙地將學生經驗再與小白蟲連結，於是課程便又到雞母

蟲的參觀經驗上，學生也由此再次展開飼養雞母蟲的任務。後者的發展，則因為學生的提

醒，讓課程從小白蟲回到「種山藥」。學生從品嚐山藥，對山藥產生好奇，拜訪山藥達人與

農場，建立山藥的基本認識後，進行種植工作。種植過程中，學生透過感官觀察有許多新

發現，也透過問題解決方式，一步一步將山藥種植工作完成，並期待山藥的長大。 

(二)經驗、興趣、活動與微調課程綱要精神的關係 

九年一貫課程之生活課程微調綱要，清楚闡述其基本理念，並以此為核心，建構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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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標」與「能力主軸」與「能力指標」，彼此關係是層層相扣，相互呼應。「種山藥」課

程，即以微調課程綱要之精神為探索發展的基礎。茲以「五大能力主軸」為核心，說明「種

山藥」課程與微調課綱精神之關係：  

1.探索與體驗 

「種山藥」課程希望能引發學生探索的興趣，強化觀察、紀錄能力與問題解決能

力，因此，課程的起點從學生生活成長的「雙溪鄉」特有的「山藥」開始。整個歷程

中，學生的五官是探索工具，首先，學生從挖土的實際操作中，去發現泥土下的世界

有許多生物的存在，進而引發探索的好奇，思考「放大鏡」的應用，並對「小白蟲」

進行一連串觀察與記錄活動；其次，運用味覺、觸覺產生對山藥的好奇，透過農場的

參觀與提問，瞭解山藥的種植方式；第三，透過挖土、整地的工作，實際體驗農夫的

辛勞；第四，透過觀察，瞭解山藥生長的變化並加以記錄；最後，則以實際操作的方

式，學習照顧山藥，並期待山藥的生長。 

2.理解與欣賞 

學生透過挖土，發現一個過去未曾探索過的「泥土下的世界」：泥土下原來藏著

許多不同的生命，包括毛毛蟲、不同顏色的卵、小白蟲等。學生理解到不同生命與其

生存環境的關係，如，雞母蟲為何需要住在土中、牠的運動方式與身體特徵之間的關

係、以及可能是金龜子、鍬形蟲、獨角先等甲蟲的幼蟲。由於瞭解與好奇，促使學生

進一步飼養雞母蟲，並期待牠羽化成蟲後樣貌，在飼養雞母蟲過程中，學生亦學會對

各種生命的尊重。山藥部份，則透過觀察，覺察與發現山藥成長時的變化，包括新長

的嫩葉、不斷繞圈圈的莖，再進一步理解必須利用竹子作為莖纏繞而上的支撐點；從

各種發現與理解，引發學生對「照顧山藥」的關心與責任。 

3.表現與應用 

「種山藥」課程以觀察、記錄、問題解決作為發展的核心能力。其間，老師以「提

問」替代「告知」，讓學生對遇見的事物充滿好奇，進而思索問題解決的方式與方法。

例如，當學生遇見「小白蟲」，教師心中明知是雞母蟲卻隱忍不說，讓孩子思索，可

以用什麼方式知道小白蟲真正的身份。課程進入實際「種植山藥」部分時，種山藥所

需的準備工作、器材、照顧山藥的方法、工具也都是由學生自己思考而加以準備著。

學生思考問題解決時，即是帶著舊經驗，透過問題討論與激盪，產生新經驗，進而建

構出「照顧山藥」的相關概念與能力，並以實作方式加以具體表現其產出的內容，這

就是應用的部份。至於表現，則呈現在日記書寫上。探索過程中，不論是挖土、觀察

小白蟲、種植山藥，學生均利用日記寫下心得與發現，經歷過實際體驗與操作歷程，

學生的感受將更深刻，書寫的文字與內容表現更顯豐富、多元與細膩。 

4.溝通與合作 

惠老師整個教學歷程，相當重視學生彼此的溝通與合作，不斷以小組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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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討論、分享與共同行動。當學生上台發表意見時，除了必須清楚傳達各組的意見

外，台下學生亦需學習專心聆聽。而遇見問題亟待思索問題解決方式時，各組學生的

討論、溝通亦考驗著合作的可能性。例如，「如何照顧雞母蟲」、「如何種植山藥」、「如

何照顧山藥」等。 

5.態度與情操 

「種山藥」是一個非預先計畫好的課程，所有的活動乃從學生出現的「節點」往

外延伸發展而來，因此，學生的體驗、探索，尤其是想法、意見對課程發展的方向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學生對整個課程充滿好奇與渴望，在於老師釋放廣大的空間與

彈性，讓學生可以盡情體驗、分享與發表。一旦想法從學生口中說出，他們就會具有

探索與行動的渴望，並持續對課程保持高度的熱誠，相對的，學生對自己學習表現也

將更具信心。學生許多異於平日的不凡表現，也如雨後春筍般漸漸出現，豐富課程的

多元性。例如，學生對小白蟲的觀察與探索、思考種植山藥的方法、照顧方式、以及

對山藥生長的外型變化有深刻的觀察與描繪等。  

(三)學生在學習上展現的能動性（agency）與可能性 

生活課程精彩與可貴之處，在於教師提供各種貼近學生生活的學習情境，賦予學生探

索的主動權，以激發其學習潛力，進而展現其學習的能動性與可能性。在此課程歷程中，

我們處處看見學生腦力激盪後，開展出令人驚嘆的想法與行動。第一，平時學習總是慢半

拍的阿暐，竟在老師一句無心的「我們來種山藥吧！」，隔天竟帶來了零餘子，並私下請教

阿公種植山藥相關問題以及同學拜訪阿公山藥農場的可行性；第二，心中渴望「種植山藥」

的學生，各自準備挖土工具，從小鏟子、大鋤頭一直到圓鍬，自動轉換適合的挖土工具，

且不論雨天、晴天，只要遇到下課，便往農場跑，不得不令惠老師思考：下雨天挖土的可

行性。順著學生的渴望，教師在教學上也作了調整與準備；第三，插竹子的部分，一開始

只有少部分學生帶來，可是學生透過相互觀摩後，發現「插竹子」的重要性，以及「竹子

長度」的問題，各組因而各憑本事地想辦法解決「插竹子」的問題；第四，因月考將至，

惠老師暫擱「施肥」活動，沒想到學生卻等不及惠老師的口令，利用下課時間私下至農場

進行施肥工作。 

除此之外，透過一連串的探索活動，學生在學習表現上也有長足的改變。第一，學生

批判力加強：學生會對同學的提問會提出疑問，而非毫無理由的接受，這為日後科學研究

精神建立基礎；第二，自信的展現：關於阿暐，平日上國語數學很少主動發表，問什麼卻

是一片空白，現在只要說到山藥，就非常有自信；過去對於小書總不知道要怎麼寫，寫得

短短的，現在內容有變多，以前不寫日記，現在都會寫。關於小宜：日記是很努力寫，但

都是流水帳，每天都一樣，要求他會害怕畏縮，現在會寫學校的事情，尤其是山藥課的事

情。關於小雲，則是每天拼命往農場跑，只要一有新發現，就會帶回教室裡分享；種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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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知道，原來大自然也可以提供他這麼多的樂趣！從學生的觀察日記中，可以看見學生

經過體驗後，書寫內容的豐富性、深刻度、細膩度，這都是令人感動的成長！ 

 

我發現山藥的莖會纏繞樹枝盤旋而上，好像人們在繞山路；也好像我家

裡點的香，燒完後，香灰會留下彎彎曲曲的痕跡。（S9 日記 990316） 

我發現山藥的莖本來是咖啡色，後來我觀察到了，它變得有點綠綠的顏

色，好像畫畫混色一樣。（S9 日記 990319） 

一開始，老師叫我們要仔細觀察，叫我們把眼睛變成放大鏡，我發現有

楔子好小，好像可愛的小螞蟻，需要我們的照顧。觀察好得就回去討論，大

家的答案都不一樣，我們的眼睛好厲害，真好玩（S10 日記 990316） 

 

(四)教師在課程上面臨的思考與挑戰 

一趟生成課程之旅，教師可能面臨的挑戰如下： 

第一：只有旅行方針，而沒有施工的藍圖 

生成課程無法在課程實施前，事先計畫好詳實的教學活動與流程，所能掌握的只

有方向與目標，因而，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種種反應與行動，對教師而言都是一種非

預期、具冒險性的「突現」（emergence），如何將這些「突現」視為學生活動發展上的

可能節點，即考驗著教師課堂上「慎思」與「作決定」的實踐智慧。 

 

還好課前，秀老師都會在線上 9和我討論接下來的可能性，對我打了一個強心

劑，雖然我還是會擔心，擔心的是，第一，對課程的不確定性，第二，怕自己

在問話時給學生太多大人價值性的問題（封鎖性問題），第三，擔心教學的目

標不見了，這可是嚴重性的問題。（教學省思，981023） 

 

第二，考驗著教學技巧： 

面對學生遭遇的問題，如何以提問方式，引發學生下一步的探索活動，關鍵性的

連結，教師的「提問」技巧具決定性角色。惠老師在「活動八，山藥大不同」中，即

曾因為學生的提問內容過於天馬行空，而反思自己提問的技巧： 

這擴散性的問題，學生的問題很多，有人會針對主角問，有人卻是天馬行空的

問，（如你怕狗嗎?你怕地震嗎?你喜歡吃餅乾嗎?你喜歡老鷹嗎?你怕老鼠嗎？）

我想是不是我問的方式錯，但我還是包容⋯⋯（教學日誌，990323） 

                                                 
9 除了教學當日的討論外，兩位老師會在課餘時間利用「skype 線上即時通」進行課後省思或課前方向

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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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需具有更紮實的背景知識： 

教師必須在學生可能提出的相關問題之前，先預先作足準備功課，才能深入淺出

的引導學生進行探索學習。 

在「活動二，小白蟲是什麼」時，兩位老師則積極的蒐集雞母蟲的相關資料，包

括外型特徵，習性、生活環境、飼養等；在「種山藥」時，亦請教山藥達人，這些基

本知識都要放在老師的口袋中，隨時取出備用。 

第四，老師思考先於學生的行動： 

為了讓學生主動探索得知小白蟲真正的名字，惠老師刻意營造探索情境，不著痕

跡地在教室角落擺放數本圖鑑，等待學生的發現與翻閱。雖然後來學生對小白蟲「沒

興趣了」，圖鑑沒派上用場，卻也顯示教師在生成課程所思、所為，永遠要比學生的

行動還要早一步！ 

第五，以「等待」替代「告知」 

遇到學生提問或好奇的問題時，教師必須暫時放下「已知」的身段，營造「未知」

的情境，願意以「等待」的心情與態度，創造學生更多探索、問題解決的機會與學習。

在「： 

 

課程一開始，惠老師請學生把在挖土中發現的東西都寫出來，小朋友寫的東

西很多，有很多值得去一起探討的東西，例如：毛毛蟲、蠶寶寶、李子⋯等。

但是，學生寫下來的東西名稱，真的就是他們看見的那件東西嗎？但我不想

告訴他們，所以也沒有處理名稱到底對不對的問題，等下一節課時，大家才

一起去釐清東西的名稱。（活動一：泥土下的世界」） 

肆、結語 

「種山藥」課程一開始並沒有清楚、一定的教學計畫，「觀察」、「紀錄」與「問題解

決」，是貫穿整個生成課程與活動之間的主要目標與能力，學生經驗、興趣則是連結各項活

動重要的要素，也是老師思考課程發展與脈絡連結的重要關鍵點。換言之，整個課程發展，

教學者有敏銳的觀察力，隨時注意學生的經驗與興趣，隨著教學現場學生當下的反應而做

適時的調整或改變，整個課程發展歷程與以往先有嚴謹的教學計畫再進行課程實施的方式

有相當大的差異。 

過去傳統的教學都是先有教學計畫再進行教學，此次我們挑戰生成課程在教學現場實

踐的可能性。生成課程的以及網絡圖都是一種過程性的工具，它猶如旅行的指南，而非施

工的藍圖（Jones & Nimmo，1994：3），我們必須在課程實施後，依著學生的反映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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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立並完成教學計畫的撰寫。整個課程實施歷程，學生充分展現其作為一位學習者的能

動性，他們不斷在自身經驗中一層層的螺旋累積，豐富、深化觀察、記錄、提問和解決問

題的能力。生活課程期待孩子有更美好的未來，透過生成的課程發展，孩子將擁有生活中

重要的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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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課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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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種山藥單元」就課程生成的歷程而言，這篇文章有三個優點可以向讀者

推薦： 

一、生成課程實踐的真實案例 

這個探索活動最值得推薦的是師生共構一起建構整個山藥和雞母蟲探

索的歷程，中間有許多自然的萌發和轉折，在這歷程當中，可以看見

老師在帶領學生，同時也被學生帶領的歷程，本文可以作為生成課程

發展範例之一。 

二、此個案從課程設計的發想、轉折的歷程到學生的學習成果，皆有完整

的記錄。尤其是學生的學習成果，不但描述完整，且描述的點非常深

刻。從學習的成果來看，學生不但獲得深刻的探索經驗，同時也獲得

完整的語文表達經驗。 

三、另外一點值得推薦的是兩位協同實踐的教師，不但共同參與課程的發

想，同時也記錄課程發展的歷程，留下課程發展的痕跡，才有機會透

過反思描述課程發展的脈絡。這些點點滴滴的現場軼事，透過課程的

反思及再反思，串連現場課程的痕跡，形成一篇可以訴說的故事。 

Donald SchÖn 談到教師的教學反思，曾經提到三個概念： 

1.行動中的反思(reflection in action) 

2.行動後的反思(reflection on action) 

3.反思的階梯(The ladder of reflection)  

如果以這三個向度閱讀這篇文章，可能比較容易讓讀者找到這篇文章的脈

絡。 

一、行動中的反思，明顯的例子出現兩次，一次出現在中午的山藥湯，這

是一個課程生成的機會，但是也可能是一般性的事件，事情的分野，

端看教師行動中的反思。雅惠老師將它當成課程生成的機會點，所以

才有以下的課程發展。第二個行動中的反思，發生在學生對於養雞母

蟲這件事情失去了興趣，這時候老師的處理就很重要，跟著學生放棄

(很多老師的處理方式，變成半套的探索課程)，老師選擇搭設學習的

鷹架，帶學生到動物園看昆蟲，重新燃起學生探索的興趣，讓學生重

新回到探索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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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動後的反思，這篇文章呈現的活動序列，都是實踐後反思的結果。

因為課程的實踐有兩位教師協同，所以就會有共同討論，重新檢視當

時發生的事件，以及為什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在實踐後的反思，還

要借重許多反思的階梯。 

反思的階梯，紀錄的痕跡就是反思的階梯。紀錄的痕跡越細膩，反思的歷

程就越綿密，說服力也越強。教師的教學日記，學生的作文、學習單、教學錄

影帶，都是很好的反思階梯。這篇文章，我看到許多教師細膩的紀錄，這些紀

錄經過教師反思的連結，形成脈絡化的故事，非常具有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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