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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與春天

屏東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佳佐國小柯惠青老師

一、設計理念：

原本的課程單元是「美麗的春天」，教學目標是由觀察校園

的花草來體會季節的變化並創作美麗的拼貼作品，本校的花草在

放寒假前十分的美麗，但過了一個寒假，過了盛開期後的花也開

始凋萎，而能代表春天的花在校園中並不多，例如杜鵑花，但它

開的花也不多，如何引起學生的興趣及覺知春天的來臨？成為我

的難題。

剛好本班的外掃區有五棵的小葉欖仁，風一吹葉子便紛紛落下

形成樹葉雨，外掃區的學生常常是覺得有掃不完的葉子，「葉子為

什麼會一直掉下來呢？」「為什麼會掉這麼多的落葉？」「樹上和

地上的葉子有一樣嗎？」「為什麼有些葉子的顏色有深有淡？」好

多的疑問存在學生的心中。

因此選定學生有興趣的主題「校園中的落葉」出發，重視學生

生活觀察的疑惑，以拓展學生的經驗為主軸，並不斷的提出問題讓

學生體驗解決問題的歷程及有自主決定的機會。綜合學生的疑問、

想法並結合微調課綱，組合成【葉子與春天】的教學設計，期待學

生能知道1.樹上和地上的葉子的差異。2.樹葉的成長過程。3.不一定是冬天才會大量落

葉。4.某些樹木落葉時表示春天的來臨。

二、能力指標與教學目標

能力主軸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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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五官的觀察說出樹上和地上

的葉子的差異。

2.能說出校樹葉子顏色的分布。

3.能說出葉子顏色可能代表的意義。

4.�能調查校園中的樹是否會大量落

葉。

5.�能藉由五官的觀察知道葉子的成長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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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與欣賞 2-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

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6.�能藉由葉子顏色的變化，來判斷是

否為新長出的新葉。

7.�能藉由葉子顏色是否一致性，來判

斷這棵樹是否在這個季節會不會大

量落葉。

8.�知道學校有哪些種類的樹會在這個

季節大量落葉。

9.�能知道新長葉子處與落葉處的關

係。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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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能用葉子的觀察記錄圖畫，來表示

自己的觀察結果。

11.�能運用口語表達自己對葉子成長的

判斷標準。

12.�能運用葉子成長的知識完成葉子成

長海報。

13.知道春天來臨時樹木有什麼改變。

14.�能藉由某些樹木大量落葉時來表示

春天的來臨。

（四）溝通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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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能使用適當的語詞來表達所觀察到

的結果。

16.�能和夥伴一起觀察討論、完成觀察

結果海報，並一起上台發表成果。

（五）態度與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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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能主動參與討論，發表自己的想

法。

18.�能依據自己的觀察或經驗，提出自

己認為可能的原因或結果。

三、教學脈絡：

這個教學設計由學生的問題想法出發，老師只擔任協助思考及提問的角色，每一次活

動的結論，即是下一個活動的開始，就這樣環環相扣引導學生探索、建構屬於他們的春天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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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

(一)教學前教師與學生間的想法

教師想法 教學活動 學生反應 修正教學方向

教師想了解

學生對春天

的覺知是什

麼？

提問學生：

放完寒假回

到學校，有

什麼感覺？

1.樹變高

2.小草變綠

3.大樹的葉子掉光光

4.大樹的葉子不一樣

5.�小葉欖仁的葉子都掉了，我們的掃地區的

葉子變多了。

與樹有關的 8

與樹葉有關的 6

花 2

草 3

課本是由花開

始，但學生有興

趣是樹或樹葉，

因此調整主題利

用樹葉來教春

天。

想了解學生

的興趣方向

提問：你想

知道樹葉的

那些事呢？

1.小葉欖仁的樹葉都掉下來了

2.為什麼只有樹枝？

3.為什麼樹葉子一直掉（小葉欖仁）（10

人）？

4.小葉欖仁掉下來的葉子是甚麼顏色？

5.為什麼有些葉子的顏色有深有淡？

6.�為什麼會掉樹葉？為什麼掉下來會變黃黃

的？

7.�葉子在樹上和地板上的顏色為甚麼不一樣

（2人）？

8.為什麼桃花心木的樹葉那麼多？

9.為什麼樹的形狀不一樣？

整理學生的問

題，了解教師的

能力，初步架構

圖。

1.�葉 子都一樣

嗎？

2.�樹都會大量落

葉嗎？



屏東縣生活課程輔導團——葉子與春天　181

(二)上學期學生的基本訓練

觀察能力 上台發表能力 小組合作

請學生利用五官來觀察看一

看、摸一摸、聞一聞、聽一

聽

將觀察到的結果，利用我

看到、我摸到、我聞到、

我聽到

利用小組的方式，討論、完

成海報、學習單

（三）教學活動進行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或作品

1.�能藉由五官的

觀察說出樹上

和地上的葉子

的差異。

15.�能使用適當的

語詞來表達所

觀察到的結

果。

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活動一：葉子都一樣嗎？
提問：樹上、地上的葉子有什麼

不一樣？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五官觀察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學生結論：

1.�地上的葉子（落葉）有黃黃

的、都是深綠色。摸起來較

粗、較硬。

2.�樹上的葉子（嫩葉）顏色較

淡，是淡綠色或青綠色。摸起

來較滑、較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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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說出校樹葉子

顏色的分布。

15.�能使用適當的

語 詞 來 表 達

所觀察到的結

果。

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活動二：樹葉的顏色都一
樣嗎？
提問：校園的樹都是深綠色或是淡

綠色的嗎？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走訪校園實地觀察、

五官觀察。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學生結論：

有些沒葉子，有些深淡都有，有些

只有一種顏色、有些地上好多葉

子。

3.�能說出葉子顏色

可能代表的意

義。

15.�能使用適當的

語 詞 來 表 達

所觀察到的結

果。

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活動三：葉子的顏色有不
同的意義嗎？
提問：葉子顏色不同，有代表不同

的意思嗎？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五官觀察、拉一拉、

碰一碰。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學生結論：

顏色深的容易一碰一拉就掉了。

7.�能藉由葉子顏色

是否一致性，來

判斷這棵樹是否

在這個季節會不

會大量落葉。

15.�能使用適當的

語詞來表達所

觀察到的結果

活動四：深色葉子容易掉
下來與小葉欖仁有關嗎？
提問：深色葉子容易掉下來，這種

結果與小葉欖仁會一直掉葉子有什

麼關係？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五官觀察、實際拉拉

看葉子。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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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能依據自己的

觀察或經驗，

提出自己認為

可能的原因或

結果。

學生結論：

小葉欖仁樹上都是深綠，有的有一

點枯掉的顏色，所以容易一拉就

掉，如果有風，風吹過來就容易一

直掉。

4.�能調查校園中的

樹是否會大量落

葉。

7.�能藉由葉子顏色

是否一致性，來

判斷這棵樹是否

在這個季節會不

會大量落葉。

8.�知道學校有哪些

種類的樹會在這

個季節大量落

葉。

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18.�能依據自己的

觀察或經驗，

提出自己認為

可能的原因或

結果。

活動五：學校的樹也會大
量掉葉嗎？
提問：

1.�學校有那些樹也是有這樣的？

2.你怎麼知道？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五官觀察、校園調查。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4.共同找出判斷落葉的標準。

學生結論：

1.會一直落葉的標準：

　(1)樹葉都黃黃的

　(2)樹禿禿的

　(3)整棵樹都是深綠色

　(4)整棵樹都是淡綠色

　(5)有時會有咖啡色

　不會一直落葉的樹木：

　(1)�樹上的葉子有深色也有淺綠

色。

2.會大量掉葉的樹有：

　桃花心木、小葉欖仁、大花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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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藉由五官的觀

察知道葉子的成

長過程。

6.�能藉由葉子顏色

的變化，來判斷

是否為新長出的

新葉。

9.�能知道新長葉子

處與落葉處的關

係。

10.�能用葉子的觀

察記錄圖畫，

來表示自己的

觀察結果。

15.�能使用適當的

語 詞 來 表 達

所觀察到的結

果。

活動六：新葉子從那裡長
出來？
提問：提問葉子從那裡掉下來？從

那裡長出來的？

教學策略：

1.請學生猜測。

2.實際體驗：五官觀察

3.�畫沒有葉子的樹，紀錄葉子掉下

的位置及長出新葉的位置，並畫

出葉子的成長過程。

3.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學生結論：

舊葉子是長在有一點禿出的地方，

新葉子是從舊葉子掉下的地方長出

來的，有的從較上面（頂端）長出

來。

13.�知道春天來臨

時樹木有什麼

改變。

14.�能藉由某些樹

木大量落葉時

來表示春天的

來臨。

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18.�能依據自己的

觀察或經驗，

提出自己認為

可能的原因或

結果。

活動七：春天來了，樹葉
有什麼變化？
提問：1.葉子為什麼會掉下來？

教學策略：

1.師生、小組討論、發表分享

學生結論：

風吹下來

葉子變咖啡色

樹葉變老了

樹葉枯掉了

葉子變顏色了

葉子要黏在樹上的東西鬆了

新葉子要長出來所以老葉子就掉

了。

提問：2.為什麼有的樹的葉子會全

部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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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1.春天來了

2.要換新衣服了

提問：3.我們學校有那些樹是會全

部葉子掉光的？

學生回答：

小葉欖仁、桃花心木、大花紫薇

提問：4.這些樹會掉光葉子的原

因？

學生回答：

春天來了

要長新葉子了

提問：5.所以有樹掉光葉子就是表

示春天來了？

學生回答：

不是，只有小葉欖仁、桃花心木及

大花紫葳

提問：6.有沒有夏天、秋天會掉光

葉子的樹？

學生回答：

可能有，不知道是什麼種類，等時

間到再調查。

學生在課程結束三周後，對春天

來了，樹葉有什麼變化的記憶記

錄。

11.�能運用口語表

達自己對葉子

成長的判斷標

準。

12.�能運用葉子成

長 的 知 識 完

成葉子成長海

報。

16.�能和夥伴一起

觀察討論、完

成觀察結果海

報，並一起上

台發表成果。

活動八：你學到了嗎？
一、葉子成長評量

評量方式：二人一組，每組給桃花

心木的嫩葉、成長中的葉子、成熟

的葉子、老葉（落葉）各一片，請

學生成長順序排出，並說明該時期

的特徵及判斷的標準。

學生表現分析：

十組中有九組能馬上完全正確的排

出成長的順序、說明此時期的特徵

並說出分類的標準，只有一組的學

生在嫩葉與成長中的葉子排相反

了，經過提醒後該組學生也能正確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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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能主動參與討

論，發表自己

的想法。

18.�能依據自己的

觀察或經驗，

提出自己認為

可能的原因或

結果。

二、學習單了解學習成效

評量方式：請學生填寫學習單，以

不計分的方式統計，了解學生的學

習成效。

學生表現分析：

有效的學習單有18位，從答案統計

中可以得知，學生對葉子外觀的概

念正確，對落葉的原因也能大致上

了解，雖然告訴學生只要你認為對

的就可以可以重複勾選，但有些學

生仍認為只能勾一個。能代表學校

春天來的樹木能完全正確答出，但

多出的三種是教室旁的樹種而新葉

長出的地方有4位學生勾錯，則是

未來要加強的地方。

五、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一)探索與體驗能力~以畫樹木及樹葉的構圖改變來看

1.原本學生畫出的樹木及樹木的構圖如下：

樹是有樹幹但是沒有樹

枝，而樹葉更是各種形狀都

有，大都可以看出是上面像棉

花糖一樣的樹葉團，就算有畫

葉子的學生，它的葉脈形狀卻

是直線與橫線垂直交錯的。

2.經過的教學活動：

(1)觀察葉子

(2)幫葉子自我介紹

(3)畫沒有葉子的樹

(4)觀察長出新葉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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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的改變：

　(1)高成就的學生

　(2)低成就的學生

雖然低成就的孩子不如高成就的孩子有明顯的改變，但仍可以看出由棉花糖樹變成有

樹枝、樹葉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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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與欣賞能力～以葉子落不落下來怎麼知道來看

1.原本學生只知道小葉欖仁會一直掉葉子，對於其他的樹木不清楚。

2.經過的教學活動：

(1)觀察葉子比較樹上、地上的葉子。

(2)拉一拉、碰一碰葉子。

(3)觀察能力訓練（看、摸、聞）

(4)練習判斷標準。

3.學生結果的呈現：

由學生的隨手筆記就可以看出來學生知道樹木有多種的樣貌，會掉光葉子、不會掉光

葉子、桃花心木嫩葉紅色、印度橡膠的樹葉深綠色，並可以由課程中建構的概念來判斷是

否會大量掉樹葉。

(三)表現與運用能力～以葉子成長的評量表現來看

1.原本學生畫樹葉時習慣畫成同一種顏色，沒有葉子成長的概念。

2.經過的教學活動：

　(1)觀察葉子比較樹上、地上的葉子。

　(2)葉子的成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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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觀察能力訓練（看、摸、聞）

　(4)練習判斷標準

　(5)培養小組合作

3.�評量方式：二人一組，每組給桃花心木的嫩葉、成長中的葉子、成熟的葉子、老葉（落

葉）各一片，請學生成長順序排出，並說明該時期的特徵及判斷的標準。

4.學生結果的呈現：

共分成十組，活動中有九組能馬上完全正確的排出成長的順序、利用觀察的結果說明

此時期的特徵並說出分類的標準，只有一組的學生在嫩葉與成長中的葉子排相反了，因為

桃花心木的嫩葉是帶有紅色的，而教學中一再的觀察對象是小葉欖仁，它的嫩葉是淡綠

色，雖在放學時有帶學生觀察桃花心木的嫩葉，但因為太高了，沒有馬上拿下來給學生摸

摸看，只有請學生用眼睛觀察，所以學生在學習遷移上有一點問題，經過提醒後該組學生

也能正確的完成。

(四)溝通與合作能力~以葉子成長的評量表現來看

1.原本學生上台會害羞、搞笑，講不出重點。

2.經過的教學活動：

　(1)師生共同練習討論

　(2)上台發表句子練習

　(3)小組討論練習

　(4)小組觀察結果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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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寫各的 會互相討論

傻笑說不出來

不知如何說明 能夠大方的說明自己的想法

3.學生的表現

經過課程的訓練及要求，學生能與伙伴共同討論、研究、書寫，上台能時能互相幫

忙，也能大方的講出重點，為避免上台出錯來會在台下偷偷的練習。

（五）態度與情操能力~以小葉欖仁為什麼會一直掉葉子的活動來看

1.原本學生每天在外掃區打掃，只覺得一直掉葉子很煩。

2.經過的教學活動：

　(1)教師提問，學生猜測，驗證猜測。

　(2)觀察樹葉的成長

　(3)上課討論

　(4)調查校園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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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的表現

因每次提問後都會請學生先想一想、猜一猜，再帶學生到戶外觀

察，所以學生習慣遇到問題先要想一下、猜一下，再動手驗證看看自

己想的對不對，所以問學生小葉欖仁為什麼會落葉時，學生有的各種

想法都出爐，也會督促老師時間到了須要觀察了，怕錯失證明自己答

案的時機，甚至對上課中的觀察會有疑問，例如剛開始觀察的是小葉

欖仁，它的是嫩葉是淡綠色，

而桃花心木的嫩葉是帶有紅色的，在放學時路過有嫩

葉的桃花心木下，眼尖的學生竟提出質疑，桃花心木

的嫩葉為什麼沒有是淡綠色，有質疑表示學生對周邊

的環境有反應，也請學生猜一猜並隨時觀察嫩葉的變

化，並將桃花心木葉子的成長成為本教學的評量素

材。

六、教學思考或省思

這次教學設計主要是依照學生的想法、問題來走，老師的想法只是防

止學生走偏的功用。在實施教學的時候，自己有時候覺得這是一個好無趣

及嚴肅的主題，常會自問學生真的有興趣嗎？我真的很想再加入一些有趣

的活動，但是學生沒有想到，我也只好忍耐，但在教學進行中學生對葉子

成長的期待、長出葉子的驚訝，超乎我的想像，而且會不斷的提醒老師：

葉子的觀察紀錄還沒做、不是說要去看葉子掉光了沒？葉子長出來了嗎？

而且原本只是想帶學生出去看一看、摸一摸，但學生會主動的加入聞和聽

的觀察活動，並會說出與上學期在校園觀察的比較，例如：檸檬桉的葉子

有香味，這個只有臭臭的。讓我覺得好感動，上學期的教學在他們的心中

有留下印記。調查校園樹木時，原本以為學生只會出去看一看，可是要學

生出去排隊時卻有學生跟我要「紙」，心想要出去觀察要紙做什麼？學生

卻回答我說：要做紀錄，因為他的紙用完了。回頭再看看其他的學生大都

帶著筆和紙，好感動！不知是我太兇或是平常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回答問

題，雖然沒有答案不會被處罰，但會錯失加分的機會，可能是同儕競爭的

結果，不想輸人，也養成做筆記的習慣，看他們調查得很開心，連班上的特殊生（過動、

智能不足）也學他們抄樹名，抄得很開心。就這樣學生較主動、老師較被動的情況下，完

成了這份教學設計。

最後，雖然學習單的回饋不是百分百的都達到滿分，有些部份需再指導，但也覺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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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在距離教學結束約一個月後，預備完成文字稿時，無聊的我又想請學生利用寫完試卷

的空檔寫下「春天來了，樹木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學生卻回答我：現在是夏天，

又不是春天。很好，對環境有所覺知了，很棒！而且事隔一個月尚能寫出「春天來了，學

校的樹的葉子都變的綠綠的，小草都變綠了。小葉欖仁、大花紫葳、桃花心木，他們先掉

葉子再長出新葉子。」讓我覺得滿開心的，雖然好像老師是跟著學生跑，但學生還是有學

到東西的。

小
葉
欖
仁
的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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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葉子與春天」是一篇以校園內植物葉子為主題來開啟科學探索教育之教

案。教學者以學童在生活經驗中觀察「校園中的落葉」所產生的疑問為出發點，

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是很好的切入點，讓孩子透過提問→猜測→實際體驗→形

成結論的學習歷程，覺察「葉子」和「春天」兩者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歷程中提

供了很好的科學教育素材，導引學童藉由「歸納」和「演繹」的實證與推理過

程，來做為「發展抽象能力」的教學。

在生活課程97課綱中，課程理念強調兒童學習的特性，在教學實踐上則強調

以「體驗」與「探索」為學習主要方法，以生活能力的培養為目的，而透過整個

學習歷程來豐富兒童的經驗世界。

教學者聚焦於學生直接經驗到的校園春天素材——落葉，從學童校園探索中

發現的問題延展出一系列的學習歷程，有別於只在教室進行學習的生活課程，教

學者自然的將學童導引到學校情境中學習，使教室成為團體討論及發表的基地，

幫助學童學習。

進一步細讀教學脈絡：教學者轉化「春天」的教學素材為樹葉，引發學童對

葉子的好奇感，而生成數個問題，再依次以觀察、討論、記錄等多重感官「體

驗」的方式，帶領學童關注葉子在地上與樹上的差異，判讀是否即將落葉的徵

兆，搜尋出大量落葉的樹種，經由歸納而「理解」此刻落葉的徵兆——迎接春天

的變化，生成出有意義的學習，並透由不同的表徵工具，提供學生「表達」的機

會，引發學童持續的關注校園植物，展現主動學習的「態度」，而蓄積學童的生

活能力。

當然，以「葉子」為主題的教學活動，不論在科學教育或藝術人文教育，都

可以開拓出許多教學活動設計的空間。因此，若能藉此主題導引學童藉由探索科

學的學習，使其對於生活經驗中的諸多議題，產生覺察的敏銳度和追求知識的主

動性，也就是說透過整個學習歷程讓學童覺察葉子與存在環境的關係，在科學教

育基礎上當然是很好的教學題材。

可惜的是，在教學活動設計上，所使用的教學策略過於單一，大部分的教學

活動皆循著「提問→猜測→實際體驗→形成結論」的歷程進行，整個教學活動易

淪為「找答案」的過程，而喪失了許多教與學的趣味性和多元性。亦即除了在知

性探尋之外，如何開啟學童感性創造的一面，是教學者可以再多加思考與著力的

方向。

換句話說，教學者得讓「葉子」因為多變性的切身經驗，作為科學探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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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鼓勵學童養成科學推理和實證探求的精神，同時也回歸「以學生為主

體」的精神，可以發展出更具多元性的學習內涵，把落葉及葉子的變化……等現

象轉化為有趣的、體驗的、探索的學習歷程，以利學童發展生活課程課綱中所陳

述的生活能力。

最後，教學者所生成之主題教學為「葉子與春天」，在「春天」的季節意象

上還可以著力更多，以幫助學童理解春天與葉子的關聯性，使學童在校園裡關注

的不只是落葉而已，更有探索春天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