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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春天--- 

從兒童的經驗出發談兒童參與課程的歷程 

臺北市生活輔導團 雙園國小林癸伶老師 

 

 

壹、教科書轉化的思考與準備 

一、教科書轉化的思考    

‧ 其實長久以來，我的生活課程一直離不開教科書，這是不可否認的事實。而能夠

將教科書轉化，讓生活課程更貼近我和學生的互動學習情境，也一直是我在嚐試

的課程努力。 

‧ 這個轉化案例，我是根據生活課程翰林版一下「美麗的春天」單元來進行以兒童

學習為主體的課程教學。教科書中列了三項活動名稱–「春天來了」、「彩繪春天」、

「舞動春天」。學習目標以「觀察認知」、「美勞技巧」、「律動表演」等內涵為主。

從教科書的圖文來看，這樣的教材實施，少了在地兒童的生活經驗。學習的目標

比較無法落實在兒童的真實體驗上。而甚麼時候我「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是

從「在地化課程」得來的啟示。在「在地化課程」的設計中，我從孩子的言談對

答中得到好多珍貴的教學設計靈感，於是我開始留意去聆聽孩子們說甚麼？說甚

麼的背後感受甚麼？想甚麼？做甚麼? 

‧ 「春天」正是這樣感官豐盛的美麗季節，孩子被季節啟發的豐富想像，讓我得以

在這樣的季節裡，透過師生討論對話，在和孩子語言和思考的交流中，進行以兒

童學習為主體的教科書轉化課程。學校剛安裝的單槍，提供給我很好的協助，我

得以將剛熱烘烘出爐的師生對話記錄下，並呈現給孩子，以作為課程體驗和行動

的根源。還有那些讓我不捨丟棄的教具紙張，也提供我們師生盡情揮灑創意的空

間。「教室王國」的舞臺裡，孩子們自由發表，暢所欲言。 

二、生活課程在那裡﹖ 

‧ 開學這星期，我想著這學期的生活課要怎麼上？開學比較晚，春天卻早到，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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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春天的單元好了。稍微翻翻翰林版的教科書，我卻看不下去，兒時的春天，

是在聞到春耕泥土香中開始復甦的，我的孩子們在都市叢林中，卻仍沉睡。世代

相隔 35 年，我很想看看這些孩子們，他們怎麼在季節中生活。如果萬物都是遵行

自然法則在運行的，那我要看看我的孩子，是否真的是自然之子，遵行哪些生命

法則？就讓自然天地來教孩子上生活課吧！也讓孩子自己上生活課吧！ 

三、孩子「活」起來了 

‧ 2 月 26 日晚上要開學校日，我整理了孩子上學期的照片簡報準備晚上與家長分享，

想了想，第三節生活課，就先放給孩子看。孩子果然睜開眼睛，一邊看一邊說著

上學期的種種活動，非常興奮！我心裡想：「你們總算活過來了！」我覺得透過這

些照片的回顧，可以隱約看到生活課程對營造我們班級氣氛的影響。回想上學期

我們經歷秋，冬兩季校園環境和動植物的探索，孩子們還認識不少校園的植物。

孩子從認識校園樹朋友的特徵，我記得他們還跟我分享很多我沒注意到的發現，

比方說言融發現黃椰子和樟樹長在一起，「而且他們都是家人兄弟姐妹一起住」，

最後他們發現茄冬樹爺爺的樹蔭最大，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在茄苳樹下玩鬼追人。

我發現孩子在回顧生活課程中，眼睛發亮了，「活」起來了。 

貳、生活課程的教科書轉化 

一、分享討論讓大家行動 

‧ 3 月 1 日，好個春天的開始。晚到的小翰，也晚進教室。正當我要開口罵他，他一

貫的慢條斯里舉起手，「老師，你看！我撿到這個！」他眼睛發亮，嘴角微笑，我

收起罵臉。眼睛也發亮注視他！我拿起「那個」，問孩子認不認識它。問了很久，

竟然沒有人知道！（這是杜鵑花！）後來，我問了顏色，大家都知道了。（紅色的

杜鵑花！）有沒有人在學校看過這種花。幾乎沒幾個人舉手。 

‧ 3 月 2 日的討論：上學期大家去找校園樹朋友的時候，有沒有人看過小翰昨天跟我

們分享的杜鵑花。幾乎大家都說沒有。不確定的孩子像在思索中。有的孩子說那

些花都是白色的，有的孩子說那是桂花，有的孩子說白花比較小。那個花很香。

原來他們對桂花的印象比較清楚。我問他們昨天或今天有沒有去看看杜鵑花，只

有幾個女孩子回答有。看來今天非帶他們去看看不可。上課逛校園對孩子來說是

一件很開心的事。尤其上學期我們曾經探索過校園角落，他們很喜歡這樣直接觀

察實物 、身歷其境的學習方式。於是我們揮別「冬眠」，校園賞春天，開始花草

蟲鳥大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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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孩子的自主思考，進行課程討論，我們從「美麗的春天」轉化為「樂活春天」的

主題課程，經歷了各種活動的探索與體驗、表現與應用的學習歷程，也在學習活動中，學

習更為成熟的溝通合作方式，與同儕互動合作，培養出更為正面的態度情操。我們班級的

學習氣氛更為融洽與友善。 

二、以兒童學習為主體的教科書轉化架構圖如下： 

 

參、生活課程教科書轉化後的教學 

一、賞春天 

(一)學習目標 

1. 能觀察和記錄校園的花草蟲鳥 

2. 能發表分享記錄結果 

(二)97 課綱之能力指標 

探索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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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省思： 

1. 常規和探索的困擾 

第一次春遊，沿著校園步道，杜鵑花四處可見，還有其它花草，我也提醒孩

一、賞春天 

 花草蟲鳥大驚奇 

-2節

二、玩春天 

 滾草皮    -1節 

三、休閒的春天 

   草莓的盛宴- 2節

四、畫春天 

         -3節 

五、春天的音樂會 

-2節 

樂活 

春天 

體 驗

探索 

表 現

實 作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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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觀察。孩子用看的，也喜歡用摸的，有的還隨手挖土，驚叫發現蝸牛。每個孩

子觀察的重點都不一樣，甚至有的孩子就玩起土，拔起花草來，聊起天，甚至吵

起架來。我忍不住提醒他們：要用心觀察。–此時此刻有點難讓孩子如何聚焦在

當下的觀察情境。因為常規會困擾老師的角色，如果老師以權威姿態出現，孩子

的探索情緒恐被干擾。走了一圈校園，或駐足，或撿拾，或聆聽，或耳語，校園

的春天，真的來了。只是孩子感覺了嗎？或者我事先要先規範他們，可是這就有

違兒童探索的天性。 

2. 真實的情境來了 

3 月 2 日到 7 日連續陰雨，我和學生有點被課程困住，不知如何進行課程。

學生只會說下雨天很煩，不能去樓下玩。其中有一天，隔壁班進行生活禮儀的走

秀，芳瑛提議兩個班要不要交換走秀表演讓對方欣賞，眼見孩子下雨無聊，我把

芳瑛老師的提議問大家是否想參與，孩子都願意。於是明天走秀。春天的課程有

點模糊走遠了，3 月 3 日走完秀，孩子又說下雨很無聊！我忍不住問他們下雨真

的很無聊嗎？他們都說是。我忍不住話說兒時雨天生活。若葳突然說那就去看春

雨吧！幾個人一附和，孩子真的去看春雨了。 

3. 虛幻與真實相遇 

◎兒童表達裡的兩種情境 

‧士榮：「春天的雨落在草原上，看起來綠油油的，好像小草喝了很多水，上

太陽公公的幫忙，小草就會長高。我喜歡綠油油的小草。」 

‧伃君：「春天的雨下在綠油油的森林，感覺好舒服哦！春天的雨下在屋頂上，

小雨就像在開演唱會一樣熱鬧。春天的雨能製造好多聲音，真奇妙！」 

‧言融：今天突然下起毛毛細雨，我跑出去玩，同學在後面追我。 

‧冠倫：雨滴滴在我的頭上溼溼的，或是滴在小花上，小花好開心。 

4. 發表讓觀察呈現–每雙眼睛都會說話 

‧3 月 10 日天氣終於放晴了。這一次我們除了逛大校園，也去教材園看看。

表面上不容易看見孩子經歷了什麼，回教室的發表，總算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呈現出來。孩子發表如下︰ 

‧今天老師帶大家去拜訪春天，老師還帶大家去秘密花園。我在那邊撿到 2

個木瓜，我把大的送給蔡巧毓，我留一個小的回家種，老師讓大家回教室，

畫下美麗的春天，我覺得春天的景色很漂亮。–25 

‧今天老師帶我們去秘密基地看小昆蟲，我們看到了蚯引細細黑黑的，看起來

好噁心，我連碰都不敢碰，言融說蚯蚓可以鬆土，大家都說想在土裡種東西，

上課的時候，我們又回到教室畫出了美麗的圖畫。–26 

‧◎今天老師帶我們全班去校園看杜鵑花和桂花，我聞到桂花的花很香，我阿



十教師的教學省思──樂活春天---從兒童的經驗出發談兒童參與課程的歷程 5 

 

嬤家有桂花，阿嬤把桂花裝在罐子裡面，加蜂蜜的花就會變成釀。–28 

5. 美麗的恐懼不能恐嚇感官 

‧我今天生活課的時候，是找出跟春天有關的花，我們找到杜鵑花。我問老師

杜鵑花有沒有毒，老師說有毒。我的外套不小心碰到它，可是我不怕了，因

為我洗手了。–30 

‧今天生活課去校園裡看花，花好多，好漂亮哦！可是有些花有毒。所以不能

碰。–10 

‧生活課學校的杜鵑花開了，不能去折不然會出毒，我們有看到很多顏色的杜

鵑花，我們有去秘密基地，也拔了草。–24 

‧老師帶大家去一個秘密基地，但是那裡去過了。我希望下次還能去別的地

方。–7 

6. 異想世界激勵大家再出發 

‧大家都發表了體驗的歷程或感性的想法，但是我覺得我好像讓孩子害怕了杜

鵑花的毒，讓他們覺得杜鵑花不能碰。於是我向他們解釋杜鵑花的「毒」，

希望以後不會影響他們運用觸覺去探索事物的好奇心。其中我發現 7 號的

「維辰」提出了一個「想要」去別的地方的想法。轉移大家環繞「毒」的話

題，於是我和大家討論了大家想要在春天，去那裡？做什麼？ 

(四)兒童主體的課程討論 

1. 繽紛的童年之夢 

若葳：我想看春天有什麼小蟲？          冠傑：我想在青年公園溜冰 

威廷：我想去採海芋                    葦萁：我會想認識一些花草樹木 

映杰：我想要去看鳥                    柏翰：春天我要種花 

冠倫：我想和媽媽去做日光浴            信凱：我想要春天來了真美麗 

言融：我想春天去玩水                  宜柔：我想畫春天的花  

卉嫻：我想春天去賞花                  維辰：我想去郊遊 

佳其：春天的時候我想要看櫻花          子萩：我想去撿猴不爬和樹葉 

育瑋：我想要玩水槍。                  芷菱：我想去採草莓 

士榮：我想去郊遊                       彣臻：我想要去滾草皮 

伃君：我想去看杜鵑花                   柏安：我想去山上玩  

巧毓︰春天的時候，我要在家裡拉小提琴 

2. 想玩決定課程體驗之路 

孩子想做的真的橫跨各大藝文知識領域，雖然賞過校園的花草蟲鳥，有些孩

子還是想再認識學習這些花草蟲鳥的知識，我們一個個討論，研究它的可行性，

大家最想玩玩滾草皮。後來我省思：為什麼不再繼續探索校園花草蟲鳥的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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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孩子沒往那個學習方向去探索好像也很可惜！ 

二、玩春天 

(一)學習目標 

1. 能伸展肢體，運用草皮探索身體感覺。 

2. 能用譬喻句發表分享。 

(二)97 課綱之能力指標 

探索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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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玩出真實感覺 

‧ ◎3 月 23 日︰滾草皮活動（天氣晴，大家更想去滾！冠倫和宜柔示範滾的動作，

宜柔側翻滾最安全，大家很理性的決定這個滾法！有人嘗試用不同的滾法，發

現滾草皮真不好滾！也不一定很舒服。但是可以玩！一切都為了玩！） 

‧ 柏翰：很像滾輪胎很刺激 

‧ 冠倫：我覺得很舒服因為就像手在按摩 

‧ 芷菱：我覺得有太陽的時候滾草皮很舒服 

‧ 彣臻：我覺得草皮柔柔的 

‧ 言融：草黏在我的臉上 

‧ 巧毓︰那個草好刺哦 

三、休閒的春天 

(一)教學目標 

1. 能體會撿拾草莓的感覺。 

2. 能製作草莓果凍和牛奶。 

(二)97 課綱之能力指標 

探索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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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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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生活的趣味。 

(三)兒童主體的課程討論：玩出新玩意兒 

平常不輕易發言的芷菱說想要去採草莓，葦萁非常贊成。我問怎麼採呢？葦萁還

建議把草苺放在教材園的草上讓大家去採。全班很瘋狂的附議。宜柔還提議草莓可以

拿來打草莓牛奶果汁。我看到這些童稚的渴望臉龐，就決定設計一個草莓園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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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體驗採草莓的樂趣。伃君和冠倫還告訴全班他們的媽媽可以去買草莓來放。果

然採草苺的活動就進行了！ 

(四) 岀教學省思：玩 野蠻遊戲 

說是採草莓，簡直是「搶」草莓，孩子一進教材園就開始找草莓，而且比快的！

誰都不讓誰，有點亂！有點野蠻！這是我之前沒想過的狀況，回教室後，一洗草苺，

打草莓果汁，開心的喝完果汁，我沒有提出這個感覺。我想情境還是不對，如果是去

真正的草莓園，應該狀況會不同，因為「採」和「撿」是不同的實作體驗，需要的身

體協調和心理感受是不同的！ 

四、畫春天 

(一)教學目標 

1. 能畫成一幅校園春天圖畫。 

2. 能發表分享對大自然的感受。 

(二)97 課綱之能力指標 

表現與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態度與情操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三)教學省思 

1. 教室裡的真實情境–「畫春天」 

之前孩子說想畫春天，我們把春天的顏色討論出來後，用水彩線條表現出來，

剪成四份後找四個人交換，也可以再細分，找更多人的交換。孩子們對這個活動

都很有興趣，我問他們想利用這些線條圖案做什麼？因為當天故事媽媽來介紹「長

頸鹿」的繪本，最後大家決定拼貼一幅「春天的長頸鹿」，我很想提醒他們之前遊

春天校園的觀察可以進行拼貼素材，但是沒有提出來和他們討論。因為怕會干擾

他們的決定，隔一陣子才讓他們用剩餘的素材進行小組拼貼。也想知道他們創作

表現出的春天「藝想世界」。 

2. 兩種創作宣言–媚世與坦誠 

伃君在課後的生活小記寫下：「今天老師給大家好多上次做長頸鹿剩下的廢

紙，拿來做拼貼畫，我和李威廷一起選紙，我想要黃色的紙，李威廷想要綠色的，

我們剪刀石頭布，我贏了。所以我們就拿到黃色的，我們把那些廢紙剪出春天的

圖案，我們好開心，今天真是好玩啊！」 

相較於伃君好玩的體會，（其實大多數的孩子都是這樣覺得好玩）玟臻在課後

的生活小記寫下「誠實動人，卻讓老師思考良久的告白」：「今天生活課我們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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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春天景象的圖畫，我和蔡映杰一組，可是我們討論之後，都沒有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們做的很普通，下次我一定做得更好！」孩子很誠實寫下她的看法，也反

映了我想讓他們以春天景象為題材的創作主題，反而讓他們遇到了困難，可能觀

察發現有限，創作的時間也離春天遠了。 

3. 浸泡情境的時間功力 

在進行這個拼貼畫之前，也許可以運用一些開放或生活課時間再去觀察或回

顧校園春天，也許孩子浸泡情境的時間久了，就不會被被故事媽媽的長頸鹿影響

創作主題了！我還是太先入為主的意識非要孩子完成的是校園春天觀察的主題

了。  

五、春天的音樂會 

(一)教學目標 

1. 能遵守表演次序，完成表演。 

2. 能遵守表演禮儀，用心欣賞。 

(二)97 課綱之能力指標 

溝通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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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與情操 

5-4 養成參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禮儀與態度。 

(三)教學省思 

1. 動過之後還是想出去 

當初巧毓說想在春天拉小提琴，大家就有一幅在戶外唱歌跳舞的畫面。大家

也準備了春天的歌曲或各自的樂器想表演。我讓孩子聽春天的音樂，是韋瓦第的

四季–春，我們討論音樂裡的春天。威廷分享：「我們聽到鳥叫聲，還有聽到打雷

聲和雨聲，我們決定演春天的戲。」言融分享：「老師你可以每次上生活課時都帶

我們出去玩遊戲，因為生活課就是要出去接觸大自然的。」 

2. 當生活課程遇上學校活動 

沒想到這個月學校多語文競賽和園遊會的準備讓我們擱置了這個音樂會。我

們當初親師生討論，雖然今年是一年級，大家還是想學習當老闆，出攤賣東西，

所以用了很多時間在工作準備上。甚至學校本來要班級點歌，我們想用這個機會

上台唱歌，把我們的音樂會變成一個小型的發表會。沒想到原來所謂的班級點歌

就是播放你選的歌曲園遊會當天給全校聽，而不是上台表演。我們只好拜託媽媽

們母親節前的一個星期五早上到班級，來聽全班獻唱「春天的歌」。 

孩子在這個練習過程中，都是自己編舞，小組練習！自主性很強！只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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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春天的季節在戶外舉行，似乎有點遺憾！ 

肆、學習活動成長記錄 

春天做什麼 樂活春天吧

我想拉小提琴 我想種花

         

看我的發現 我的種子變成花

記下我的大發現 也可以用畫的

 

 

春天滾草皮 出發了

翻滾吧!草皮! 草皮!搔癢我

        

老師!我幫您 孩子!好好玩吧!

大地遊戲開始! 把草莓洗乾淨

 

 

小心把蒂拔掉 原來是這樣打草莓牛奶

沒問題!我來幫忙! 真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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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樂活春天」是一個將教科書原有的「美麗的春天」加以轉化的教學設計。

癸玲老師發現教科書中三個小單元的圖文設計，少了在地兒童的生活經驗，學

習目標較無法落實在兒童的真實體驗上。因此從兒童發現的「不知名花朵」切

入，引導出賞春天、玩春天、休閒的春天、畫春天和春天的音樂會等五個主題，

提供兒童探索、體驗真實情境中的春天，讓兒童用色彩和音樂表現對春天的感

受，運用草莓製作果凍和牛奶，感受春天快樂的氣氛，這樣的轉化，更加貼近

兒童的生活經驗和想法，讓春天「活」了起來。 

癸玲老師詳細記錄兒童所發表的意見，因此當進行歸納與省思時，就呈現

了豐富的內涵，不但是兒童成長珍貴的紀錄，也是教學省思最好的依據。其中

可以看到教學中存在的兩難與矛盾，如：常規和探索的困擾、虛幻與真實相遇、

兩種創作宣言–媚世與坦誠、當生活課程遇上學校活動等，都是一般老師常遭

遇到的問題，能真實的面對他們，必能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法。如說故事媽媽說

了長頸鹿的故事，但生活中卻不常見，還是先讓兒童畫出來，後來才再依兒童

觀察到的花草再畫一次，完成「畫春天」的活動；再如校慶活動沒有讓兒童上

台表演的機會，老師就找時間請家長來欣賞兒童的表演，完成「春天的音樂會」

活動。這些都需要老師細心的發現與耐心的加以解決，才能創造出符合「主題」

的教學。 

癸玲老師的教學，非常重視兒童學習的主體性，所有的教學均透過討論，

依多數兒童想做的活動來進行。但是當兒童的想法與學習的主題產生差距時，

老師依據一項一項討論的結果，選擇多數兒童的想法進行活動---滾草皮，而放

棄了原來可以作更深入探索校園花草樹木的機會。若老師能適時採用一些技

巧，直接將兒童所發表的期待中，與「花草樹木」相關者歸在一起，人數原是

較期待滾草皮、採草莓者為多，就不必一項一項再進行討論，以此為「多數人

的期待」，就可順理成章的繼續探索校園的花草樹木了，這是未來可以改進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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