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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紙這樣

高雄市生活課程輔導團（鳳山團）　橫山國小吳聰美老師

適用學習學習領域：生活課程(可融入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

教學對象：國小二年級

緣起＆設計理念

■緣起

每週不定期的抽屜檢查，常會發現一些小朋友的抽屜堆滿了各式各樣的雜物，其中又

以廢紙居冠。學校校地不大，可玩的遊戲器材也很有限，所以一些腦子動得快的小朋友就

會把考過的考卷做成一些自用送人兩相宜的紙玩具（捲成一根長長的紙棒，或將其摺成紙

砲、鬼手、飛鏢等等……），讓老師看了也好想摺來玩玩看。心想，何不規畫一個課程，

師生們一起摺個痛快、剪個痛快、玩個痛快！

■設計理念

從兒童實際生活情境中尋找兒童感興趣的素材，由探索出發，讓孩子發現紙類在日常

生活中無所不在而且應用廣泛。而藉著實作--利用收集到的廢紙（考卷、宣傳單、廢棄課

本、餅乾盒、空紙箱……）進行個人及團隊的創作。最後，利用這些創作成品進行一系列

的課程教學活動（紙球、鏈球—體育活動、紙棒—節奏教學），並透過分享與討論：是不

是還可以……？如果？也許就會……，激盪出更多有創意而且更棒的呈現方式，也讓各組

的作品更加趨於完善。整個課程活動希望能讓孩子明瞭諸多紙製品皆能多次重複使用，進

而培養3R（reduce reuse recycle）生活的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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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紙品大蒐秘� 1節

目標1-1  透過探索，察覺生活中的紙製品

種類並明白其用途(能發現其中

有些紙製品是資源再利用的例

子)。

配合教具：師：情境布置&學習單。

活動二：紙感大聲說� 1節

目標4-1  能用簡單的語彙描述出對紙的各

種感覺。

配合教具： 師：紀錄單、公用紙製品。 

生：蒐集各種紙製品（帶至學

校）。

活動三：紙玩達人� 3節

目標3-1 能利用各種紙類進行創作。

配合教具： 師：美工刀等公用文具用品。 

生：膠帶、剪刀各類廢紙（盒

或箱）。

活動四：玩紙高手� 3節

目標4-3  能運用自己完成的作品，參與各

種班級體能及表演活動（打擊或

戲劇）。

配合教具： 師：垃圾桶（擲準）、記分

板。 

生：紙球、鏈球、劇本。

活動五：意外插曲&總結� 1節

目標5-2  能從失敗成品中獲得經驗並嘗試

修正自己的做法。

目標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

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

度。

配合教具： 師：公用廢紙材料。 

生：課堂中完成的作品。

教學計劃

■單元目標

1. 透過探索與觀察，發現日常生活中各種

紙製品的應用。

2. 培養孩子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觀念並落實

生活中的好習慣。

3. 能與組員合作學習，共同發揮巧思，完

成作品並上台分享發表。

4. 透過分享與回饋，觸發學生多面向的思

考，激發孩子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驅

動力。

5. 讓孩子明瞭，只要用心，生活其實可以

玩出很多創意來，即使腐朽也能化為神

奇。

■對應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務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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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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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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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

有時也很管用。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

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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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活動一】紙製品大搜密

問話舉例與互動歷程 學習指導說明 評量參考

1.認識紙製品

Q:教室內有哪些紙製品？用途？

• 學生進行探索，並將發現紀錄

於學習單。

• 探索家中的紙製品，記錄於學

習單，即完成之。

2.�畫出自己想要完成的紙類成品

藍圖。

Q:�要實踐我的設計藍圖，需要準

備哪些材料？

3.�開始蒐集廢紙（盒或箱）、

各種紙製品（大約一週的時

間），將其帶至學校。

•教師可事先在教室做些情境佈置：

　 多擺些紙製品或廢紙再利用的完成品，

讓這些紙製品融入孩子的日常生活中。

• 完成學習單後，可利用實物投影機，彼

此分享並將其公布於教室，供全班學生

參考。

• 老師叮嚀孩子開始蒐集日常生活中各種

紙類、廢紙盒（箱），帶至學校，越多

越好。

• 老師透過學生的設計圖，可以明白孩子

的想法，亦可協助孩子準備部分材料。

學習態度

上課發言

學習單

材料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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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紙感大聲說

問話舉例與互動歷程 學習指導說明 評量參考

1.各組討論分享並完成學習單

Q:�你們蒐集的這些紙類看起

來？摸起來？還可以怎麼去

感覺？

A:拍拍看、聞聞看、撕撕看、

  揉揉看、敲敲看 ……

Q:�這些紙製品曾經被當作什麼

來使用？

 

• 老師鼓勵孩子用簡單語彙描述我所看

到、我所感覺到、我以前所經驗過

的……。

• 一開始老師讓孩子採開放式的思維方式

去做討論。不要設限孩子從何角度切

入。

• 孩子思維卡住時，可藉由一些獎勵(小獎

品)，鼓勵孩子勇於說出感受。

• 各組完成後，老師做歸納並和孩子一起

找出觀察的重點細項，做成表格。

學習態度

上課發言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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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紙玩達人

問話舉例與互動歷程 學習指導說明 評量參考

1.分組合作完成創作

Q:�你們可以利用帶來的這些紙

類材料完成作品嗎？

Q:�你可以讓這些紙類「成為」

什麼？可以怎麼做？

Q:還可以如何加以改良？

��如果？也許可以讓…更…！

Q:你的紙刀好刺嗎？

��會不會刺一下就壞了？

��要不要換材料試試看？

��大小呢？

��也許…可以更…！

A1： 老師，我想用硬一點、厚

一點的紙板來做……。

A2：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再

割一塊更大的……。

Q:老師！你看！

A: 哇！好棒喔！真得好有創意

喔！太厲害了吧!

2.上台分享創作（show�time）

• 在創作之前，老師利用公用的補充材料

做簡單的開端，師生一起討論：

  ㄟˊ？這些東西可以怎麼利用呀?

   請小朋友到台前發表自己的巧思，透過

老師的引導與同儕的分享，觸發孩子不

同的創作靈感。

• 老師請孩子檢視各組所預備的材料，和組

員討論後，畫下要完成的作品樹狀圖。

Ps. 若是組員所帶的素材符合原先的設計藍

圖，即可著手開始創作，如果相去甚遠，

則再利用現有的素材進行規劃和創作。

Ps.�有些紙箱比較厚，老師可能要提醒並指

導孩子正確使用美工刀的方法，在必要

時，給予協助。

• 老師用心但不要太過用力——引導孩子

時，應讓他們自由地發展，不要剝奪孩

子自己發現的權力，大膽放手讓孩去創

作！

• 老師根據各組作品的優點，給予誠心的

讚美與鼓勵（具體描述）。

•同儕彼此給予回饋。

Ps. 有些作品不要一開始就說破是什麼產

品，可以先讓同學猜猜看——你覺得這

位同學做的是什麼東西？

學習態度

上課發言

團隊精神

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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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玩紙高手

問話舉例與互動歷程 學習指導說明 評量參考

1.紙球遊戲

Q:�老師提問：那我們可以怎麼

玩？

A：滾球。

Q:老師提問：還可以怎麼玩？

A： 投籃、丟在桶子內看誰丟進

最多顆、傳接球。

2.鏈球遊戲

Q:�老師，我們來用鏈球玩躲避

球的攻擊遊戲，好不好？

A： 不敢玩的請到旁邊觀摩，若

是參與遊戲的，一定要遵守

遊戲規則。

3.紙棒節奏教學

Q:�老師提問：請你跟我這樣

敲！

A:我會跟你這樣敲!

• 眾多作品中，發現很多同學都做了紙球

和鏈球。同學興致高昂想要用它來做一

些遊戲。

• 最近數學課恰巧上到九九乘法，課本內

恰巧有一張要計算數顆球在同心圓內的

總分圖，所以老師就做了三組同心圓的

紙球靶紙，外加活動式的阿拉伯數字卡

（可隨時更替同心圓內的數字），讓孩

子分組進行滾球積分賽。

Ps. 不僅可以融入數學的乘法教學，還可培

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 兩邊各有一排攻擊手，中間安排衝鋒陷

陣的勇士一批，聽老師哨音往前衝，來

回各一次，攻守互換。

• 有些孩子比較粗枝大葉，對於橡皮筋與

紙球的連接，僅僅用一層膠帶包裹，

所以遊戲過程中極易脫落，又要耗時修

理，導致遊戲暫停，所以老師要提醒孩

子，膠帶儘量多繞幾圈，比較牢靠。

• 兩排攻擊手要保持相當的距離，避免與

鄰近同學的鏈球互相打結，而得好時去

排解，降低了遊戲的興致。

• 孩子拿著紙棒亂打亂揮到處敲，老師詢

問孩子是不是可以讓這些噪音變成美妙

的樂音（紙棒加紙箱）？

• 鄉下地方常有廟會（尤其是農曆三

月），孩子常會聽到開路鼓的鼓聲：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123 123 1234567）

老師可由此切入；亦可配合語文課的照樣

寫短語，請孩子邊念邊按照長短拍號，敲

出正確節奏來

學習態度

上課發言

團隊精神

打擊技能

• 亦可搭配電視熱門廣告歌及卡通主題曲

來作節奏教學

（如：桐花季廣告主題曲＆喜羊羊與灰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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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意外插曲

問話舉例與互動歷程 學習指導說明 評量參考

狀況一：意氣風發到屍首分離

Q:�為什麼作品這麼快就毀壞

了？

A：太軟了!

Q:�有沒有什麼方法讓紙片人再

站起來？

A：(1)厚紙板取代薄紙

   (2)紙片後面加筷子或紙板

狀況二：機器人首級不保…

Q:�為什麼機器人的頭老是掉下

來？

A：頭太重了！

Q: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A：換一個頭！換輕一點的。

狀況三：長劍變彎刀

Q:為什麼劍會彎彎的？

A： 太用力打了！太長了！不夠

硬！

Q:要怎麼做才會比較堅固？

A:(1)加竹筷　(2)縮短

  (3)再加一層（雙層）

狀況四：鼓棒變軟枝

Q:�為什麼鼓槌這麼不經打？要

怎麼做才會比較耐用？

• 孩子發現了自己所做的作品，出現了部

分毀損的狀況，老師不要直接告知孩子

改進的方法，而是善用提問，點出關鍵

點，讓孩子自己發現問題並試著自己尋

求解決方法。必要時，老師再補充說明

或提供自己收藏的一些壓箱寶（具體的

實物），做為孩子下次創作時的參考依

據。

學習態度

上課發言

A:(1)多捲幾層

  (2)捲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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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結】

回顧這近兩年來做的紙類相關作品，幾乎八成以上都是用新的紙類去完成作品，此次

雖是利用教室內回收籃中及同學自備的廢紙來創作作品，但最後同學呈現出來的成果並不

亞於先前完成的那些作品，因為十分有創意，而且相當具有獨特性。

老師提問：美麗實用的作品一定都得用新的材料才能完成嗎？

其實，透過集思廣益與團隊合作，就算是使用回收的廢棄材料，也能創作出美麗或實

用的作品來！（化腐朽為神奇）

想想生活中有很多回收再利用的例子，就從你我做起（老師我已經不再換來店禮了，

因為真的不缺那些東西），從減量開始，一起來響應3R的環保Gree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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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感想與省思

【題材選擇&學習情境的營造】

一個貼近孩子生活並以兒童的生活經驗為出發的課程，孩子是非常感興趣的，一旦孩

子的學習情緒被帶上來，學習動機就增強了，學習的積極主動性與專注程度自然提升。

早在此課程醞釀期，我就把一些紙球、紙花瓶、紙帽… …等放在教室的角落裡，下

課時小朋友總會有意無意的靠近那些紙製品，還問我可不可以借他們玩？預告將上此課程

後，同學更興致勃勃的一直詢問老師：何時要開始？他們已經迫不急待要大顯身手了，有

些同學更早已找好了組員；有些小朋友更耐不住等待，仿做了紙球與鏈球，自己玩了起

來。

當孩子把準備的材料帶到教室時，氣氛更是熱絡的(大家七嘴八舌的分享著彼此帶來

的各種紙製品、廢紙箱(盒)和紙張。尤其是一些熱門暢銷款的玩具盒，雖然只是一些印在

盒子上圖片，但就讓他們討論半天，專注又認真的表情，讓我十分好奇。

老師我平時就有廢紙盒(箱)再利用的習慣，為了此課程，我還刻意將它們放在教室中

小朋友常使用的角落(圖書角、削筆處、作業放置處…)，讓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有了廢

物再利用的意識。

【老師用心而不要太用力——適時引導】

●進行紙感大聲說的單元時，學生對於紙張的特性描述會顯得辭窮，老師可以先利用

公用的廢紙品，進行師生簡單的共同討論，善用引導語：你們蒐集的這些紙類看起來？摸

起來？是不是還可以?(導引孩子說出--拍拍看、聞聞看、撕撕看、揉揉看、敲敲看……等

等)，發言不踴躍時，更可利用一些小獎品，刺激孩子動腦和積極舉手發言。

●進行創作時，老師不要剝奪孩子發現的權力，更不要強力干預孩子做決定，應盡量

讓孩子自由地發揮與創作。

●有些學生捨不得將自己帶來的材料和他人分享，也會比較偏向自己做自己的，此時

老師就要發揮敏銳的洞察力，適時介入，引導孩子：ㄟˊ，如果你把這個，和他那個一起

組合，是不是…說不定…，讓孩子看見合作的契機，不再單打獨鬥轉而與組員共同合力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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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師生一起激發創意與分享改進策略】

●教師很多創意遊戲的發想，除了來自本身經驗的累積外，有很多點子亦是來自平常

觀察學生的遊戲行為而獲得的，透過師生共同討論，所激發出來的創意，往往是超乎預期

與想像的。

●有些作品，在製作時因材質選用不夠恰當，所以經不起同學的把玩，而有些毀損，

老師可藉此機會提問小朋友：那我們要如何來改進？導引孩子自己找到解決的策略，而非

一開始就告訴孩子答案。

●此次做的紙球和紙棒對於體育科與音樂的節奏教學幫助很大。本來還打算利用所做

的成品，編一齣戲劇，讓孩子來演出，並配合國語文寫一篇短文，但礙於時間的關係，決

定留到以後再做。

只怕沒工具，孩子是天生的玩家，你問他如何玩？他永遠都有不同的答案告訴你！

●此次做的鏈球，班上同學帶回家中，自己想了很不錯的點子，將連球掛在冷氣下

方，攻擊躲在棉被中的爸媽和妹妹，全家人玩得很開心，後來因為正面攻擊會讓對手發現

出手的時間，所以孩子就將橡皮筋拉至廁所旁（有障礙遮蔽），如此更可出其不備攻擊對

手；後來要彈媽媽時又開始在嘗試發射的角度（結合Angry Birds的經驗——之前在教室

電子白板曾讓孩子玩過），孩子會用層層堆疊的舊經驗去發展一些新策略，是我在此課程

中的有趣發現。

【溫馨的叮嚀語提醒】

●在書寫紙製品大搜密的學習單時（教室的部分），我要孩子們去找尋教室中有哪些

是紙製的用品時，我發現孩子只看見了他們看得懂的東西，有些他們生活上不相關的或是

比較少接觸的（紙製的公文夾、英文字的紙箱子），他們就不容易發現。老師要如何讓那

些孩子看不見的東西，變成看得見，而且看懂，可能要花一番功夫：善用提醒、利用一些

技巧與方法去增加孩子的吸引力…讓孩子願意駐足下來，認真觀察，才能有機會使「看不

見的東西被看見」。

●紙球玩法很多種，可以廣泛應用在體育課中（擲遠、擲準、傳接球、投籃），亦可

結合數學課的九九乘法玩滾球積分賽。鏈球則可被利用來練習踢毽子，因為有橡皮筋連著

減少許多撿毽子（球）的時間。

●為了避免學生在遊戲（傳接球）中爭執到底是誰的球，可以做一些公用球備用，互

換紙球也無所謂，可以讓課程進行更加順利。

●以鏈球當躲避球進行槍林彈雨的遊戲，非常刺激，孩子十分喜歡，但老師還是需事

先提醒同學，若是深感害怕的可以先在一旁觀看，或是只當攻擊手就好。

●有些孩子比較粗枝大葉，對於橡皮筋與紙球的連接，僅僅用一層膠帶包裹，所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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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球過程中極易脫落，又要耗時修理，導致遊戲暫停，所以老師要提醒孩子，膠帶儘量多

繞幾圈，會比較牢靠。此外，進行槍林彈雨的遊戲時，兩排攻擊手要保持相當的距離，避

免與鄰近同學的鏈球互相打結，而減低了遊戲的興致。

Ps. 做鏈球的橡皮筋時，有些孩子不會套橡皮筋（橡皮筋接力），尤其以男同學居多，不

過透過同儕學習，此問題可以很快化解。

●後來發現教室內有一些先前留下來的紙袋材料，所以就又利用它來做了手偶的創

作，完成後並讓孩子到台前作即性的短劇創作（美人魚大戰海賊王、海賊王遜咖……）。

此課程還可繼續延伸：可讓孩子將紙撕開看，觀察各種紙類的纖維(缺口的平整程

度)，也可讓學生利用滴管、水、硬幣等重物來測試各種紙類的吸水性、毛細現象、張

力、光滑程度……等等。視學生的能力起點，做不同的程度加深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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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分析

��������課前������������������本課程�������������������課後

經過這樣的課程洗禮後，孩子遇到事情會比較有多面向的思考（東西要丟之前，會先

想想，究竟還有沒有可以再利用的可能），而且在老師的鼓勵與讚美下，孩子想到解決問

題的策略，無形中也增多了許多！

因為課程有趣，孩子學習興趣高，所以學習成效相對提高，而且師生在討論與創作過

程中，激盪出很多創意的火花，讓彼此都非常驚豔，這是最棒的地方，因此學生都很期

待：下一次，老師還會推出什麼樣有趣的新課程！

對紙的了解

用途： 寫字、畫圖、可

以摺東西

感覺： 有的整張都是空

白的、有的有印

字可以讀、可以

撕、欲到水會變

爛。

紙類相關課程

(1)學生自創

   •垃圾盒

   •紙棒

   •紙砲

   •東西南北

   •紙飛鏢

   •鬼手

(2)老師授課

   •卡片製作

   •立體房子

   •立體紙相框

   •立體紙鳥

   •紙船

   • 昆蟲小動物（報

紙加紙板）

   •紙籃子

學生改變：

(1)透過引導——

   • 觀察更入微、語彙

描述能力

(2)透過成功的實作——

   •更具信心

   • 發現很多想法是可

行的

(3)透過合作——

   • 激發更多創意的點

子

   •讓作品更加多元化

   •理解團隊力量大

(4)透過討論與分享——

   • 明白紙類的更多用

途

   • 集思廣益讓自己的

作品更加趨於完美

   • 猶如投下觸媒般，

連結點變多，新的

想法源源不絕。

短紙刀→短紙板刀→長

紙板刀

細的紙棒球棒→加粗→

再加粗→再加粗

• 認識生活中各種紙製

品的應用

• 能用適當的語彙描述

出對各種紙類的感覺

• 能利用廢紙進行創作

並與他人分享

• 能察覺成品的不優之

處並找到改進的方法

• 透過廢紙的實際創

作，明白資源亦可回

收再利用的道理，並

進而培養綠色生活的

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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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在本教學案例中，教師和孩子一起蒐集各種紙製品、感受材質的差異、改變

紙的形態、進行紙球遊戲，以及進行創意紙玩具，讓孩子玩在學習中，樂在其

中。雖然教師對於藝術媒材非常熟悉，且能製作精美作品，卻能不直接進行教學

的指導，而是引導孩子參與活動並建構能力，掌握到生活課程「以兒童為學習主

體」的重要精神，非常難得。

此外，教師不僅提供豐富有意義的環境，也試著透過問題挑戰孩子，透過情

境或具體操作，讓孩子認識各式各樣紙的特性；教師不直接指出孩子的錯誤，而

是協助孩子發現作品的問題所在，因此製造了許多讓孩子學習與調整自己能力的

機會，也掌握了「孩子的生活能力是在與人、事、物的互動中慢慢成長」的真

義。

本教學案例未來還有進步的空間，因為教師所提供與引發的紙作品創作，成

品非常多樣，雖然讓學生更有機會展現創意，但是較無法聚焦到活動過程中的問

題引導，也較無法觀察到孩子能力發展的連續歷程。生活課程的每一個教學案例

的內涵並不在求多或求廣，而在於關注孩子透過情境中的事物、引發學習興趣或

問題探究動機，進一步在探索與探究問題中調整與增進各種生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