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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我們的學校

雲林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雲林國小項萃華主任

摘    要

「看見─我們的學校」是以南一出版社二年級下學期第一、二、三單元＜我們的社區

＞、＜我愛我的社區＞、＜生活中的藝術＞等單元進行轉化、延伸而成的主題課程。

本課程設計參考各單元學習內容後，重新檢視「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生

活課程，期盼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適切連結孩子真實生活情境

的體驗課程，開啟他們對週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孩子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本單元屬於校本的課程，透過「上學途中」、「校園故事」、「活力校園」、「雲林

之美」等單元，開展學生對校園的認識，進而產生對學校的情感。首先讓學生探索學校週

遭環境，認識學校附近的社區資源，並理解導覽手冊地圖，擔任小小導覽員介紹住家到學

校的走法。邀請前校長解說創校歷史，以他親身的經歷做專業的分享，讓學生感受建校的

用心與努力。蒐集校園圖片請學生聯想故事畫面，激發孩子的想像力來尋找校園故事並與

大家分享創作。從校園建築外觀，認識校徽設計的意涵，進而以小組討論合作方式，為班

級設計班旗與班呼，藉以凝聚班級向心力，激發團隊動力。透過任務遊戲讓孩子再次親近

校園，請孩子說出校園美好與不足的地方，引發為校園美化的想法，最後進行牆面彩繪，

共同合作完成美化校園的行動，透過以上教學活動，期望讓學生與學校產生情感連結，引

發學生對「我們的學校」的認同。

一、設計與轉化的理念

（一）教材分析

本單元取自南一教科書第四冊〈我們的社區〉、〈我愛我的社區〉、〈生活中的藝

術〉等單元。第一單元中，課程首先引導學生認識不同生活環境，透過圖片教學、歌唱瞭

解不同生活環境的特色；接著讓學生認識和繪製自己上學路線。第二單元則是體認鄰居相

處方式、感謝為我們服務的社區人士以及能為社區做什麼？第三單元是認識生活環境中的

景象與音樂，說出美化社區的想法並表現在設計圖上。課程以學生生活兩大重心「家」到

「學校」 之間的範圍為學習重點。而原教材的社區定義是以「住家到學校的生活與學習

空間做為我們生活的地方」，即便是經過的道路也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教學者認為範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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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散學生學習焦點，而與鄰居互動方式，也因居住地點不同而有不同的應對經驗，對

學生而言，與生活經驗連結性不強，較難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力。

（二）設計理念

學校是陪伴孩子成長學習的地方，對孩子而言，利用生活經驗來開啟學習大門，才能

獲得真實的學習，但目前本校中有許多是跨學區就讀的學生（佔50%以上），若依課程社

區定義來說，那社區範圍就太大了，況且現在學生上放學大都有家長接送，所經之處學生

未必有深刻的感受與認同。

因此將學習範圍縮小到學校來，將焦點放在校園的學習場域，透過觀察上學途中的景

物、路線導覽，來「體驗與探索」社區，並能清楚明白說出住家到學校的走法。從校長分

享故事中「理解與欣賞」學校的從前和現在，學習體會他人的付出，進而產生對學校的情

感。藉由校園故事編寫的「表現與運用」，發展出敏銳的觀察力與想像力。「理解與欣

賞」校徽後能為班級完成班旗和班呼的設計，以小組討論的合作學習方式來腦力激盪，共

同為班級設計班呼，表達出團體共同希望與精神。充分發揮「溝通與合作」的精神，帶領

孩子再次進入校園，運用五官探索，達成探索任務，體驗學習的樂趣。最後把校園變美了

的活動培養出學生「態度與情操」的能力。讓學生能更進一步認識學校建立生活感情的聯

結，發展出愛校的情意。

二、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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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架構與重點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務及環境的特色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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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加生活

的樂趣。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務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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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生活課程教學案例——看見兒童的生活能力

教

學

規

畫

單元名稱 節數 分鐘 教學重點

上學途中 2 80

活動一： 能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及觀察，說出上學路線

和學校附近景物。

活動二： 透過導覽手冊能找出同學家位置，並正確說

出從住家到學校的走法。

校園故事 5 200

活動一： 能專心聆聽建校過程的故事，學習體會他人

的付出，產生對學校的情感。

活動二： 藉由校園圖片激發學生想像力，再由學生親

自到校園探索觀察可聯想的造型或顏色，取

景攝影後，發揮聯想創作編寫一則故事。

活動三： 閱讀自己的故事，再次體會理解自己想像創

意的想法後，一部分同學在教室朗讀自己的

作品與同學分享，一部份同學則到校園實際

取景的地方，大聲朗誦故事，讓同學一起感

受創意的發想並進行討論。最後請全班輪流

閱讀校園故事後留下自己的感言。

活力校園 4 160

活動一： 從學校建築外觀概念進而了解校徽設計的意

義與想法，進而共同討論班旗和班呼設計的

特色與意義，每生進行班旗設計並寫下對班

旗的期許與想法，製成班旗電子書，最後透

過票選的方式產生「我們的班旗」。

活動二： 先練習歡呼口訣，利用合作學習方式分小組

討論腦力激盪共同為班級設計的班呼，每組

上台表演班呼，表達團體共同意識與精神。

雲林之美 4 160

活動一： 以觀察和探索為方向來規劃校園活動任務，

請各組討論如何利用團隊分工合作方式共同

達成任務，讓學生體驗學習樂趣。

活動二： 接續校園巡禮，觀察校園景象後表達自己對

學校環境感受，提出美化校園的想法，經由

實作的體驗─牆壁彩繪活動，表達出對愛護

學校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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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流程

能力

指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1-1

壹、上學途中
一、學校在哪裡？〈！〉
〈一〉準備活動

 1. 教師先至學校附近社區拍攝

景物相片。

 2.製作社區生活路線地圖。

〈二〉引起動機

 1. 請小朋友發表每天早上是怎

麼上學的？誰帶來的？

〈三〉發展活動

 1. 請小朋友說一說家裡到學校

的上學途中經過那幾條路、

看見那些景物、哪些公共設

施、商店、景觀？

 2. 拿出製作的社區路線圖，請

學生找出學校位置，知道學

校在哪條路上？。

 3. 發給每位同學一張學校附近

景點、商家、路牌的相片，

喚起學生舊經驗。

 4. 請同學依拿到的圖片，放到

正確的位置上。

 5. 請同學說說貼的正確與否？

 6.請同學重新調整正確位置。

〈四〉綜合活動

 1. 請回家時再次細心留意上放

學路線相關景物

 2. 完成社區大調查學習單

~第一節完~

8'

30'

2'

發表

聆聽

發表

觀察

實作

發表

聆聽

觀察

實作

◆ 剛開始孩子較難清楚描

述家裡到學校經過的地

方，在老師提點下，學

生漸漸掌握住路線經過

重要的景點〈燦坤3C、

鳳壽司..〉，接下來介

紹的孩子便很快讓同學

知道自己住家的方向。

◆ 經過此次的課程，從一

開始有6成學生不知道

學校位在哪條路上？到

全班印象深刻，學生開

始關心每天必經的路線

的路名，並要求試著清

楚介紹住家到學校怎麼

走？建立初步了解學校

及社區的印象。

能力

指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3-1

二、小小導覽員

〈一〉準備活動

向當地里長索取學區導覽手冊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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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起動機

 1. 發下「認識我們的社區」導

覽手冊每人一份

 2.讓學生自行翻閱。 

〈三〉發展活動

 1.看地圖找一找學校的位置

 2. 看圖指出學校附近道路名

稱。

 3. 請學區內同學指出住家位

置。

 4.介紹住家到學校路線走法。

 5. 如果自己是小主人，可以安

排到附近哪些景點遊玩？

〈可參考手冊〉。

〈四〉綜合活動

  1.鼓勵善用社區資源。

  2.提供親子假日共遊好景點。

~第二節完~

4'

31'

5'

導覽

手冊 閱讀

實作

觀察

討論

發表

․ 90%以上學生能找出學

校位置

․ 95%學生專注尋找地圖

中的道路位置

◆ 學生發現手冊中有印刷

錯的地方，除了讚許外

鼓勵可以好好幫里長的

忙，提供里長下次印刷

手冊時更正錯誤訊息。

◆ 原習作讓學生紀錄上學

路上經過的公共設施和

商店，希望藉由紀錄再

提升學生表達的能力，

將其紀錄轉化為口述，

練習表達能力，學生第

一次練習分不清楚左右

轉，再練習多次後漸漸

掌握介紹「路怎麼走

了」。

能力

指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2-2

貳、校園故事
一、走過從前
〈一〉準備活動

 1.製做歷年校園照片PPT

 2. 配合校慶活動，邀請創校校

長蒞校分享建校過程。

〈二〉發展活動

 1.觀賞創校過程影片

 2. 前校長製作PPT與學生分享創

校一路走來程演變。

〈三〉綜合活動

33'

7'

觀賞

聆聽

◆ 學生第一次聽到由創校

校長分享創校艱辛的過

程，特別感到新鮮，透

過老舊照片，看到當年

學校校園景觀與現在差

異非常大，讓學生了解

學校現在的大樹、花花

草草都是當時學生和老

師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且班級導師是創校元

老，老師身影出現在老

舊照片中，特別感到親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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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中一草一木都是全校師

生一起摘種。

 2. 十年樹木有成，當年陪著小

樹長大的活動，如今校園綠

樹成蔭。

 3.要懂得知福惜福。

~第三節完~

1-2

4-1

二、校園狂想曲
〈一〉準備活動

 1.到校園中取景拍攝若干照片

 2.校園故事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1. 承校長分享走過從前話雲林

的故事，了解美麗的校園是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2. 老師播放幾張從校園中拍攝

的圖片，請學生聯想。

〈三〉發展活動

 1.在相片中你看到什麼？

 2. 看到這些相片你會聯想到什

麼？

 3. 從你聯想到的東西，幫它加

一些對話。

 4. 到校園中尋找可以引起自己

想像的故事造型或顏色。

 5. 全班分成四組，至校園四個

區域觀察特殊造型或顏色的

東西。

 6. 老師將其觀察的東西一一進

行拍照。

 7. 將拍照的圖片呈現在電子白

板上。

 8. 請學生發表看到的東西造型

上感覺像什麼？顏色像什

麼？

〈四〉綜合活動

 9. 在學習單上，發揮想像力編

寫創意校園故事

~第四、五節完~

7'

55'

18'

數位

相機

圖片

PPT

學習

單

欣賞

發表

觀察

發表

分享

探索

觀察

發表

◆ 學生第一次嘗試創意寫

作，雖然文詞不是通

順，故事情節前後矛

盾、跳躍，但大體可看

出要表達的意思。

 
專心聆聽建校過程的故事，體

會成長之間因果與不可分離

關係，感恩他人的努力與付

出，產生對學校的情感。 

 

 
透過探索活動，喚起

豐富的想像力，體驗

到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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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三、愛的禮讚
〈一〉準備活動

 1.相機、擴聲器

 2.學習單

 3.批閱學生故事作品

〈二〉引起動機

 1.先閱讀自己編寫的故事。

〈三〉發展活動

 1. 請自願同學上台大聲朗誦自

己編寫的故事。

 2. 帶學生到校園實際情境下，

大聲朗誦自己編寫的作品。

 3. 請同學進行創作故事內容的

分享與討論

〈四〉綜合活動

 1.輪流閱讀學生的故事。

 2.並為同學寫下一句好話。

~第六、七節結束~

5'

30'

40'

學 習

單

學 習

單

閱讀

發表

聆聽

分享

討論

分享

◆對於原本沒有自信，寫

不出來的學生，先請他說

說想法後鼓勵按照將想像

的故事寫下來。

◆準備透明資料夾讓學生

輪流閱讀每位同學的作品

時，並留下一句鼓勵的好

話，再次細心體會作者的

想像。

能力

指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間

教學

輔具
教學省思

3-1

叁：活力校園
一、班旗飄飄
〈一〉準備活動

 1. 剪輯電視劇在本校拍攝的影

片。

 2.校徽及校旗

 3.製作PPT

〈二〉引起動機

 1.播放電視劇劇情畫面

 2.猜猜本劇在哪裏拍攝的？

 3.怎麼知道的？

〈三〉發展活動

 1. 觀察學校大門前第一棟大樓

造型

 2. 比較學校建築與校徽的異

同。

 3.校徽代表的意義？

3'

77'

電子

白板

PPT

觀賞

發表

觀察

發表

聆聽

發表

◆ 播放電視劇在學校取景

的影片讓學生猜猜看，

結果因起學生高度興

趣。

◆ 經過校徽的介紹與說明

後，學生發現到原來學

校中出現很多校徽的地

方。

 
透過分享，體會別

人故事，原來故事

人人可以想像，學

生好期待說給別

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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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3

 4.說一說：

  ★對班級的表現

  ★對班級的期望

  ★ 請用符號、動物、圖形、顏

色……。來形容我們班的精

神與特色

 5.製作我們的班旗

〈四〉綜合活動

 1. 請同學上台欣賞並分享班旗

設計的想法

 2. 票選我們的班旗

 3.尊重票選結果

40'

16K

畫紙

電子

書

實作

發表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備註

4-3

肆、雲林之美
一、快樂逛校園
〈一〉準備活動

 1.設計活動任務

 2. 將活動任務放置校園不同角

落

〈二〉引起動機

 1.請各組長上前抽取任務袋

 2.再次到校園逛逛

〈三〉發展活動

 1. 接到任務指示後，小組共同

討論，如何執行任務

 2.任務活動：

＜任務一＞ 尋找校園中的彩虹

   請在校園裡找出六種顏色

（紅、橙、黃、綠、藍、

紫）的物品（花朵、樹葉、

紙、食物……），並將它貼

在A4紙上

＜任務二＞ 猜猜我是誰

   請依照這三片葉子外觀、顏

色，看一看、摸一摸、聞一

聞，然後找出是哪棵樹？

  請將樹名寫下來。

3'

27'

ppt

信封

袋

任務

表

討論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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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務三＞ 品格兒童在雲林

   數一數前庭中共有幾個品格

看板？請寫出6個好品格的標

題。

＜任務四＞ 美哉雲林

   找出你認為學校最美的一

件東西（花、草、樹木、

盆栽、藝術品、建築、地

方），並畫出來。

〈四〉綜合活動

 1.驗收每組執行情形

 2.欣賞每組執行成果

 3. 各小組配合任務四活動內

容，利用肢體表現出來。

 4. 家課「要你好看」學習單，

於下堂課前交回

10'

學習

單

討論

表現

3-2

二、要你好看
〈一〉準備活動

  1.整理樓梯轉角牆面

  2.準備壓克力原料

  3.碳筆

  4.水桶

  5.抹布

〈二〉引起動機

  1. 彙整學生學習單上對校園

所見景象美的地方。

  2. 對校園景象中，哪裡有待

美化的地方及原因。

  3. 經討論推薦美化校園行動

地點。

〈三〉發展活動

 1.老師先將構圖畫在牆上。

 2.注意事項：

  (1) 單色原料、畫筆獨立使

用。

  (2) 沾原料後在瓶口刮2~3

下，筆上不需要太多原

料，以免流下來。

10'

100'

發表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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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選定顏色後，先描邊出

來，再將顏色補滿。

  (4) 如果顏色使用太多流下，

用沾水擰乾的抹布擦拭起

來。

  (5) 7~8人一組，分成3組進行

塗牆彩繪活動。

  (6) 牆面上留有空白處，鼓勵

學生提出繪圖內容的意

見。

〈四〉綜合活動

 1.欣賞3幅作品。

 2. 各組至彩繪牆前接受自己和

同學的掌聲鼓勵。

~第十三、十四、十五節完~

10'

實作

欣賞

五、教學省思

在課本的教材內容中，重新思索如何讓教學內容更貼近孩子們的生活經驗，能從真實

情境來引導孩子快樂學習，更重要的是培養孩子們的生活能力。或許此課程設計不適用於

其他學校，或許老師們也認為不適合擔任導師來上的教材，因為課程活動內容太多，課程

是由許多元素、素材組成的大單元教學，所花費的時間將會很長。

事實上在課本中大約用了三個單元來學習社區環境相關問題，而轉化後的課程設計，

是將學習的範圍拉近到身邊學習的場域─學校，進一步認識學校，深化孩子對學校的情

感，讓孩子喜歡這個環境、愛這個學校，然後願意將這份情感表現出來。

原本讓孩子創作校園故事時，導師一直認為這部份會太難，學生會寫不出來，結果卻

出乎意料的好，大部分的學生都能很快把故事編寫出來，當然有二、三位同學表示不會

寫，鼓勵孩子先想再說再下筆，用句子一段一段表現也行，所幸全班最後都能完成故事。

為培養孩子說話表達的能力，透過導覽手冊說明、校園故事的朗讀、班旗的票選、班

呼的設計，都是提供孩子上台機會，學生有所本的說話練習，減輕學生的壓力，即使忘詞

也不害怕，讓每個人都興奮，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發現探索課程引發孩子的好奇，藉由觀察滿足了孩子的好奇，透

過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學習，培養出孩子共同討論的態度，但沒有全部喔！還是有幾位參與

討論的意願不高，或是愛生氣，除了機會教育外，還要給他們多機會，以提高學習興趣。

最後，學生期待為牆面彩繪的活動等待很久，天天問什麼時候可以畫了？當全班3組

人馬彩繪3面牆時，其他同學下課圍觀，露出羨慕的表情，表示也很想畫時，我想我們班

已為美化校園的情意做了最好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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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萃華主任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及整合的能力，「看見─我們的學校」是雲林

國小創校歷史的時間軸，與校園環境探索的空間軸相互構成的課程設計。而其課

程的內涵又含括了「社區」、「學校」以及「生活的藝術」等。 

這個主題的活動設計有幾個特點，一個是結構完整，從結構上可以發現這個

主題是項主任在雲林國小教育生涯的淬煉，所有內容的組合脈絡分明，井然有

序，且與生活課程的五大主題軸緊密連結。第二個特點是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

緊密，許多活動設計都可以提供別學校參考應用。第三個特點是將校園的環境故

事化，應用學生愛聽故事、愛說故事的特點，發展出校園的故事地圖，讓學生充

分體會校園的豐富性，無論在景觀、文化和感情上，都能有深刻的感受。但似乎

「學校」的份量遠較「社區」為重，未來針對「社區」似乎還有繼續探索與發展

的空間。

這個主題在連貫性的處理上，各單元內的活動之間，連貫得非常緊密，例如

第一單元「上學途中」的第一節「學校在哪裡？」和第二節「小小導覽員」，兩

節之間的活動連貫處理得非常好，幾乎沒有斷裂。

但是單元與單元之間的連貫，則需要多一些鋪陳，才能將學習的經驗連結起

來。例如在「上學途中」這個單元的最後活動，應該提出「為什麼要蓋雲林國

小？雲林國小的校徽代表什麼意思？」後面接雲林國小校史的介紹，以及邀請創

校校長返校說明才有其需求性。校園故事結束，要接「校園狂想曲」也要有個鋪

陳，為什麼學生要去拍攝校園？教師的引導很重要。第三單元的內容，如果要引

用電視劇拍攝的場景與學生討論，這些場景必須先帶學生探索過，然後進行經驗

的對照，否則這些電視劇接「校徽」就完全連貫不起來。第四單元「雲林之美」

是一個全新的活動，建議將這個活動改為統整活動，將前三個單元的學習所得，

進行歸納及反思。

從生活課綱的五大主題軸分析，這個主題活動的設計，在「探索與體驗」、

「表現與應用」以及「態度與情操」這三個向度，完全連結，在「理解與欣

賞」、「溝通與合作」這兩個部分，則表現較弱，這兩個向度要處理的都是學生

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理解別人的想法，並能夠溝通與合作，是這個主題還要再強

化的部分。

從傳統的課程設計觀點來看，這個主題的設計已經很完美。但是如果以新的

生活課程課綱的精神，這個主題對於活動學習經驗的深化，以及不同學習經驗之

間的連結，則需要進一步處理，讓每位學生經過這個主題的學習，都能說出雲林

國小的故事與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