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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植物

教學領域 生活課程

教學單元 神奇的植物 教材來源 改編自翰林版二下第二單元

教學對象 國小二年級學童 教學時間  560 分鐘，共 14 節

設計者 魏婉茹、吳靜芳、王美虹、張蓓玲

十大基本

能力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欣賞、表現與創新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表達、溝通與分享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文化關懷團隊合作

■規劃、組織與實踐　□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索與研究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六大議題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教學準備
翰林生活課程光碟教學影片2-1、大葉桃花心木翅果、花盆、培養土、聯繫千

里光藥園講師群、種豆觀察紀錄表、校園地圖學習單

教學媒體 電腦、單槍投影機

教

學

研

究

教

材

分

析

1. 本單元課程延續一下生活課程「美麗的春天」、二上「冬天」的單元，前

二單元多著重在植物整體的觀察，缺乏植物細部(如葉子、花)觀察。

2. 本單元的重點著重在植物的細部觀察、種植觀察、透過種植的經驗及了解

植物的功用而對植物產生感情，進而產生愛護植物的情懷。

3. 提到種子的妙用，如果以課本的方式進行，總覺得缺少了直接體驗的深刻

感受。所以本課程便針對如何喚起學生對愛護植物的情懷著手進行轉化，

因此增加了「千里光校外教學」、「生產線」、「珍愛生命」等活動。

4. 翰林版中本單元課程原有畫作欣賞的部份，因其與課程主軸的關聯性低，

且對低年級學生而言稍嫌艱澀，故將其刪去。

5.原課程架構如右：　　　　 奇妙的植物
 

美麗的花  種豆子 愛護植物 

6.新的課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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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經驗
分析

1. 學生一年級時有過種豆、孵豆芽或種菜的經驗，並於收成後加以烹煮食用，
惟當時並未進行觀察紀錄。

2. 學生於一下生活課程「美麗的春天」、二上「冬天」的單元均針對植物進行
觀察，進而覺知植物在不同季節中的不同樣態。在觀察過程中，曾引導學生
運用五官進行多元觀察、運用概念圖進行知識經驗的整合。

3.有多次小組學習的經驗，進行小組學習時的秩序維持與師生默契均佳。

教

學

目

標

能力指標 具體目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
活，察覺事物及環境
的特性與變化。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並體會各種
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
可分離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
物的變化，覺知變化
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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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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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
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
的情懷。

1-1-1  能以五官觀察校園中的植物，分辨其花、葉的異同。
1-1-2 能察覺生活中有許多場合都有植物的蹤影。
1-1-3 瞭解各縣縣花與該縣特色之間的關聯。
1-3-1 體會植物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1-3-2  體會人類生存所需的物品，有許多都是由植物提供。
2-2-1 覺知植物繁殖所需的條件。
2-2-2  覺知植物生長情形的好壞與種植者照顧方式之間的關

聯。
3-3-1  能依據植物生長所需的條件，規劃並執行種豆活動。
3-3-2  能發現植物有不同的繁殖方式，並據以調整種植及照

顧的方法。
5-1-1 察覺許多花朵都有其獨特的意涵或特性。
5-1-2  發現自己在仔細觀察之後，就能找到相似植物之間的

差異。
5-1-3  在觀察豆子成長與紀錄的過程中，發現細微的差異，

體會觀察的樂趣。
5-5-1 體會身在大自然中，身心愉快舒適的感受。
5-5-2 透過種植植物的經驗，產生愛護植物的情懷。
5-5-3  透過體會植物對人類的重要，產生愛護植物的情懷。

目標
代號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間 效 果 評 量

1-1-1

【活動一：校園之花】
一、 教師：老師從側門進來的時候聞到了好香的味

道，有人知道是什麼嗎？對！就是桂花的香味！

二、 教師：除了側門，學校裡還有哪裡有這種花呢？

三、 教師：除了這種香香的桂花之外，學校裡還有其

他的花嗎？在哪裡？請帶我們去看看。

四、 教師與學生討論出去看花時需注意的事項。

（如：要排隊，不能推擠；看過的人就要排到隊

伍後面；不能太大聲，會吵到別班的小朋友。）

五、 教師請各組幫忙採集剛剛曾經討論過的植物的

花、葉或花瓣。如果看到掉在地上的美麗花、

葉，也可以把它們帶回來給大家看。

六、 回教室進行分享：你們的花、葉是從哪裡撿回來

的？那整株植物長什麼樣子？有味道嗎？……

10'

10'

30'

10'

口語評量、觀
察評量：能熱
烈發表、參與
討論

觀察評量：能
認真觀察、參
與討論
口語評量：能
說出植物生長
的地點與外型
特徵長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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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播放投影片介紹這6種植物的特徵。【配合

教學影片2-1】，並請大家對照影片內容，

針對上一節課中沒有發現的部份進行觀

察。

~~第 一、二 節結束~~

教學省思：

1、 孩子發現的小秘密：杜鵑花萼部分黏黏的；

大花咸豐草的花瓣數、顏色、會黏在衣服

上、到處都有；酢漿草的葉子很像愛心、

只有3片、長在地上；把紫背草和昭和草搞

混。

2、 觀察過程中，孩子不只注意「花」，還會注

意到「葉子」；不只用眼睛觀察，還會用手

摸、用鼻子聞，宜峰還問我可不可以吃呢！

可見孩子會運用二上「冬天」課程中的「五

感觀察能力」了！

3、 孩子的觀察更細膩仔細了！譬如他們原先把

「昭和草」和「紫背草」當成同一種植物，

但有人發現葉子背面的差異後，他們就發現

花其實也有小小的不同。「有些花長得很

像，就要靠葉子來分；有些葉子長得很像，

就要靠花來分。」天呀！真是太厲害了！

4、 即使下課了，孩子仍然探索著花草。上課時

孩子還撿回了馬利筋、酢漿草、大花咸豐

草、杜鵑、桂花以及某種植物的葉子，可見

他們對植物的興趣已被成功的挑起了。

翰 林 生 活

課 程 光 碟

教 學 影 片

2-1

20' 與外型特徵

5、 宜峰撿了一片不知名的漂亮葉子，所以想把

花帶回家做成標本而引發熱烈的討論。有人

建議畫下來，可是有人認為用畫的不像；有

人說拍照、種起來，最後決定拍照和種下來

最好。怎麼種呢？羽婕說每天澆水就可以活

了，於是大家把那些不知名植物的花瓣、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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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放在蛋糕盤上，還滴了幾滴水，我沒做太

多提醒，決定讓孩子體驗一下……孩子的興

趣一直向我期待的方向發展著……。

6、 問學生：如果今天有人送老師一束花，你們

猜會是什麼花？學生七嘴八舌：玫瑰花，

因為代表愛情；向日葵，因為代表老師……

「玫瑰、香水百合、康乃馨、菊花」都是

花，但他們所代表的含意還有給人的感覺都

不盡相同，學生用他們的生活經驗來回答這

些花常用在什麼地方，例如：玫瑰大多是送

給情人的，康乃馨是送給媽媽的，香水百合

可以用在喪禮的場合或探病等，黃色菊花則

是偏向喪禮，接著才引出不同花可以代表不

同的含意，所以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縣花，

他們也都代表了自己縣市的獨特之處。

【活動二、親密花語】-- 略
~~ 第三、四節結束 ~~

2-2-1

2-2-2

3-3-1

3-3-1

5-1-3

5-5-2

【活動三、我們的豆豆小子】
一、 觀察活動一時(四天前)種在蛋糕盤上的

花、葉，詢問孩子照顧的方法，進而討論

種植植物的方法。

二、 引起一年級孵豆芽的舊經驗：(1)以前種過

植物嗎？(2)用什麼種？(3)怎麼種？(4)它

的成長過程怎麼樣？(5)所有植物都是這樣

的嗎？(6)種子的長相都一樣嗎？

三、 觀察大葉桃花心木翅果，大家輪流玩，並

討論在活動中發現了什麼有趣的事？ 

四、 討論要種什麼？種子哪裡來？

~~ 第四節課結束 ~~

五、 將大家帶來的豆子(紅豆、綠豆、花豆、粉

豆、玉米、秋葵)進行觀察與分類。

六、討論：

(1)這些種子長得都一樣嗎？有沒有不一樣的   

 地方？你們這一組是怎麼分的呢？

(2)我們要怎麼做種子才會發芽？種在哪裡？ 

七、分組種豆

大 葉 桃 花

心 木 翅 果

及相片檔

種 豆 觀 察

紀錄表

5'

10'

10'

15'

10'

10'

20'

觀察評量：能

熱烈發表，熱

烈參與規劃種

豆活動

觀察評量：能

依計畫進行種

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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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說明觀察紀錄填寫方式，請各組持續進行

觀察紀錄

~~ 第五節結束 ~~

教學省思：

1、 活動一時(四天前)種在蛋糕盤上的酢漿草、

杜鵑花瓣都平貼在蛋糕盤上，看起來爛爛

的；馬利筋的花則枯萎得像乾燥花，梗也

乾癟癟的。我故意責問：「你們沒澆水

嗎？！」孩子一個個委屈的說：「有啊！

每天都有澆啊！(還澆很多呢！)(就是你澆

太多才會這樣啦！)(還是澆得不夠多啦！)

(盤子彎彎的，所以花的有些地方沒有泡

到水。)(因為沒有土。)」我都快笑出來

了！好順利就帶入「怎麼種？」、「用什麼

種？」、「種在哪裡？」的焦點了！他們發

現：用花瓣種—失敗！用葉子種—失敗！以

前用種子種—成功！

2、 大葉桃花心木的翅果落下時會一直轉圈圈，

甚至被風吹偏了方向。我讓孩子觀察沒有

尾巴的翅果和有尾巴的翅果飛起來有什麼不

同，進而討論大葉桃花心木的種子為什麼要

長翅膀。上英文課時，他們還一直秀給英文

老師看，讓英文老師也忍不住跟著我們種起

豆子來了！我們不僅自己陶醉其中，也感染

了他人。

3、 有人想知道翅果裡有什麼？於是我們就把翅

果拆開來看，發現裡面是白色的、很像南瓜

子的東西，可是又比瓜子長，所以孩子知道

植物的種子其實不一定都長同一個樣子。當

我們討論要種什麼的時候，呈恩、國輝都想

將家裡各式各樣的植物種子帶來。

種 豆 觀 察

紀錄表

20' 觀察評量：能

依計畫進行種

豆活動

4、各組的分類各有不同，真是琳瑯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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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兩類--肚臍在中間的紅豆、綠豆、花豆、
粉豆、秋葵種子為一類，肚臍在頭頂的玉米
獨立一類。

(2) 分兩類--中間凸凸的紅豆、綠豆、花豆、粉
豆合成一類，頭頂凸凸的玉米、秋葵合成一
類。

(3) 分四堆—每種豆子平均分給4人。
(4) 將所有的豆子均分給4人，但發現有些是不

完整的，比方破損的則另外歸為一纇，共分
成5纇。

(5) 另外還有依顏色、形狀、大小、種類來分
類。

5、 從孩子的分類過程中，我們看見上學期使用
心智圖教學策略的成果！孩子對自己所想
出來的分類標準不僅有了信心，還能侃侃而
談、勇敢陳述。對於別人提出與自己不同的
分類方式，也能專心的聆聽，並且表示接
納、尊重或欣賞。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只有一
個正確答案的！

6、 對於如何種植，孩子這次會跟我要花盆、泥
土了！不過對於種子如何放，孩子的意見分
歧：有的說要把種子埋進土裡；有的說灑在
土面上就可以了，而且還方便觀察；有的說
灑在土面後還要輕輕壓一下讓種子沉到土裡
才行……我不說話，但鼓勵孩子用自己的想
法試試看，後續的觀察發現：都會發芽長大
呀！但孩子會從錯誤中學習、從觀看大人工
作的經驗中找到自己種豆步驟的雛形，他們
學到了：有時自己想的方法也很管用呢！不
用什麼都靠大人(老師)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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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3-2

5-5-2

1-3-1

1-3-2

3-3-2

【活動四：神奇千里光】
一、 在種過豆子以後，詢問孩子：種出來的豆

子可以做什麼呢？生活中哪些東西和我們

種的豆子有關呢？(豆芽菜、豆漿、豆腐、

豆乾、豆沙、紅綠豆湯)

二、植物除了可以吃，還有其他的用途嗎？

三、 教師展示艾草、火炭母草、朱蕉、兔兒

菜、落地生根、大花咸豐草的相片，詢問

學生：上次在校園裡尋寶時，有沒有發現

這六種植物在校園裡的什麼地方呢？猜猜

看它們有什麼特別的魔法？

四、 回憶一年級下學期有去千里光藥園做過防

蚊液、親手搓愛玉、用薄菏和甜菊葉製造

口香糖味道的經驗

五、 原本以為只是雜草的植物，千里光藥園的

旻嫻姐姐(我們頭城國小畢業的校友)卻能

讓這些植物做成麵條、甜點和好喝的湯，

引發孩子探訪操作的興趣。

~~ 第六節結束 ~~

六、參訪千里光藥園活動規劃：

1、 介紹種植藥草盆栽：(1)有三種植物可供種

植，分別是長得像老虎耳朵的虎耳草、可以

沾梅子粉生吃的石蓮花以及可以泡茶的薄荷

葉。(2)選取自己要種的植物及花盆，排隊等

候填土。(3)虎耳草或薄荷：在小花盆中填入

約七分滿的培養土，用手指戳一個約半根食

指深的洞，把虎耳草或薄荷種進土裡後，再

抓一把培養土放進花盆裡鋪平。(4)石蓮花：

在小盆栽裡裝約八分滿的泥土，放一片石蓮

花在花盆內的泥土上。(5)灑一些水保持土壤

的濕潤，再放入塑膠提袋中即可。

艾 草 、 火

炭 母 草 、

朱 蕉 、 兔

兒 菜 、 落

地 生 根 、

大 花 咸 豐

草的相片

虎 耳 草 幼

株

石蓮花瓣

薄荷短枝

花盆

培養土

5'

5'

10'

5'

15'

30'

口語評量：能

熱烈發表，說

出豆子的用途

或其加工製品

口語評量：能

熱烈發表，參

與討論

操作評量：能

正確完成盆栽

種植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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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草植物解說--看、摸、聞、吃、神奇妙

用：(1)校園裡也有的六種藥用植物（艾
草、火炭母草、朱蕉、兔兒菜、落地生根、
大花咸豐草）(2)有特色的藥用植物介紹。

3、 搓洗愛玉：(1)園區人員播放介紹愛玉的
ppt，讓學生看看愛玉籽的形狀、介紹愛玉
是如何被發現的以及愛玉的功用(2)發下製
作的工具，說明製作愛玉的步驟：用湯匙將
曬乾的愛玉子刮下來，並收集在一個中型濾
茶袋裡，再在容器中倒入，將裝著愛玉種子
的中型濾茶袋放入有芳香萬壽菊茶的容器中
搓揉一段時間後，分裝到杯子裡，凝固後加

上園區特製的芳香萬壽菊糖水，就是人間美
味了。

愛玉ppt

愛玉籽

湯匙

中 型 濾 茶

袋

芳 香 萬 壽

菊茶

30'

30'

觀察評量：能

安靜聆聽導覽

解說並仔細觀

察

操作評量：能

正確完成搓洗

愛玉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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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麵條：(1)發給每生ㄧ團艾草口味的麵

糰，加以搓揉。(2)每人ㄧ支擀麵棍，將麵

團擀成厚薄均勻的麵皮。(3)將麵皮水平對

摺再對摺後，切成如食指寬度的條狀。(4)

在切好的麵皮上灑上麵粉並撥散開，裝在塑

膠便當盒中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

~~ 第七、八、九節結束 ~~

教學省思：

1、 千里光藥園的解說人員並沒有特別強調虎耳

草(分株法)、石蓮花(葉的繁殖)、薄荷葉

(扦插法)的種植法名稱，小朋友在寫學習單

時表示：這不是用種子種！可見孩子自己發

現了這與他們過去的經驗不同！ 

2、 有學生發現石蓮花的葉片很厚，虎耳草的葉

片摸起來毛茸茸的，薄荷的葉子有特殊的香

味，「落地生根」和「蕾絲花」都可以經由

「葉緣」來繁殖新株，具有特殊香味的肉桂

葉、甜菊、薄荷等，像神農嚐百草一樣品嚐

這些香草葉片的經驗，更是比餅乾零食更吸

引小朋友！從孩子的畫中，看見他們細膩的

觀察。

艾 草 口 味

的麵糰

擀麵棍

刮刀

麵粉

便當盒

30' 操作評量：能

正確完成製作

艾草麵的活動

紙筆評量：完

成學習單，了

解藥草的功能

及簡易加工製

品的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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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5-5-3

【活動五、植物妙妙妙】(略)
~~ 第十節結束 ~~

教 學 影 片

2-2

1-1-1
【活動六：校園藥草地圖】(略)

~~ 第十一節結束 ~~

5-5-3
【活動七、生產線】(略)

~~ 第十二、十三節結束 ~~

5-5-2

【活動八、珍愛生命】
一、 一早發現等了好久的洛神花終於發芽了，

孩子們開心的彼此分享。在10：15的下課

時，孩子們發現樓上慢慢的滴了些水下

來。剛開始我們以為是小朋友洗手時頑皮

灑下來的。不久「水勢」漸大，孩子們開

始著急自己栽種的植物會被淋死。於是老

師上樓一探究竟。

口語評量：能

熱烈發表，參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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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來樓上班級利用期中考結束的機會進行

大掃除─用洗衣粉刷洗地板。知道原因並

和導師溝通後便下樓回到教室。

三、 接下來的情況更令人難以想像，或許是樓

上孩子貪玩沒聽清楚老師的指令，「肥皂

水」竟從天而降，不只是後陽台連前走

廊都因為突如其來的「大雨」完全淪陷。

正逢下課時間，下的是又濕又滑「肥皂

雨」，擔心孩子受傷，決定拿起雨傘替所

有路過的孩子打傘。班上的孩子們開始自

動將後陽台上的植物移往他處，除了那些

已纏繞在欄杆上的植物之外，而那株等了

好久才發芽的洛神花正種在其中一個花盆

裡……

四、 請小朋友發表他們面對此狀況的感受及作

法。(在後陽台有三個孩子拿著水桶接水、

有一個孩子撐著雨傘，而他們幾乎全身溼

透，在傘下一株株小樹苗努力的想要「活

下來」，有些孩子在一旁待命，有些則是

難過的不知如何是好。不過，他們都很努

力的想讓植物們不要受到傷害。我想，這

就是珍愛生命、尊重生命的最好呈現。)

五、 請小朋友想想：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

這種情形的發生？以後遇到類似的情況，

我們要怎麼做？

六、 總結：在難過之餘，孩子和我並沒有怨

懟，只是期待另一株洛神花可以快點發

芽。我們一起討論著事情發生的經過，得

到結論：他們想讓教室乾淨些，可是忘了

我們。我們搬桌椅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吵

到別班上課。我們不會隨便去傷害植物，

因為它要長大很不容易。

~~ 第 十四 節 結 束 ~~

15'

15'

10'

教學省思：

1、 儘管原有的教學計畫設計的再周詳，永遠敵

不過「突發狀況」--突如其來的「肥皂雨」

打亂了所有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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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處理的過程中有種恨不得自己有許多分

身，可以同時兼顧後陽台、前走廊、拍照及

協助等工作。因此，我只能選擇自認最重要

的部分─在走廊撐著傘讓每一位孩子可以安

全通過。就在此刻，猛一回頭竟發現了孩子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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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奇妙的植物」是一篇以原來教科書內容為主架構，但回歸「以兒童為主體」

的精神下所改編的課程方案。教學者藉由原教材中「種豆子」的教學活動，回歸

兒童經驗中重新思考「植物」與「生活經驗」、「生活能力」的關係，並在教學

歷程中將教師定位為引導者與協助者，試著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同時，透過

「校園植物探索」、「討論種植方式」、「實際種植」、「植物園區的體驗活

動」、「分享回饋」的學習歷程，試圖讓孩子透過一系列探索體驗的歷程來培養

相關的生活能力。

在此篇文案中，清晰可見教學者極具有反省性，跳脫原有的教學框架，回歸

真實的教學情境中，找尋符應兒童經驗與培養生活能力的教材與教法。透過教學

者歷程性的工作紀錄，也讓我們更加理解了生活課程若為一個學生與教師之間

「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過程，需要彼此有「探索」、「對

話」、「分享」、「反芻」的機會和空間—就是教師要把自己當作一個主體，也

誠心誠意的把學生當作一個主體，彼此各自從本身特定的觀點出發，經過經驗的

分享、理解與詮釋，使得各自抱持的觀點，經師生互動後產生質變，而有機會獲

得未曾預期的理解或洞見。

事實上，兒童的學習本身即是在「生活」中進行，在「行動」和「社群」互

動間，構成了整體的學習經驗並發展相關的能力。因此，植物對兒童而言，不應

只是生活中擦身而過的旁物或景觀物象之一，而是重新「看見」植物，並使之成

為學習的對象。例如，讓學童透過校園植物探索的過程，打開五官觀察的經驗；

進而透過實際種植的過程，深化觀察能力並藉此培養學童的問題解決能力。或

者，透過學校社區內藥草園區的實作體驗活動，覺察植物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並

藉由小組操作、紀錄的過程，培養學童合作與溝通表達的能力。於是，孩子因為

能力的發展，可以「看見」有別於過往在生活中的許多「視而不見」的植物。

本教學方案因基於教科書原有的內容，又加入許多在地性的素材，內容豐

富，但教學活動的安排稍一不慎即顯得紛雜或有跳躍的現象產生。例如，從校園

植物探索連結到縣市代表花卉及親密花語的部分……，是教學者可再加以省思與

調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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