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生活課程輔導小組——美麗的春天　195

美麗的春天

臺中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國安國小　陳櫻雪老師 

大鵬國小　黃翠琴主任 

新興國小　柯素娥老師 

新興國小　李玉玫老師

一、課程設計理念

「春天」這個概念對孩子而言是抽象的，「美麗的春天」更因孩子的主觀意識及視覺

的外在刺激易與花朵畫上等號。寒假過後，一踏進校園，即能感受到「春天」已蟄伏在校

園各處，蘊釀著要「伺機而出」，讓人不禁開始期待著今年的春天會是多麼燦爛而美麗。

但是，這些潛伏在校園中的「春天訊息」，孩子都能接收到嗎？還是對身邊的「訊息」視

而不見呢？

「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發展多面向的意義」是97生活課程微

調課綱中的特色，生活課程在於培養一、二年級學生的生活能力，課程內涵是以學生的發

展特性、學生的經驗以及學生生活的時空為元素來構築，在課程目標即闡述了兒童應培養

的生活能力。

這些能力包含：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主動學習的態度；學習探究生活的方

法，並養成良好的做事習慣；覺知生活中人、我、物的特性，並瞭解彼此間的關係與其變

化現象；察覺生活中存在多元文化與各種美的形式，並養成欣賞的習慣；察覺自己生活在

各種相互依存的網絡中，能尊重並關懷他人與環境。

在「美麗的春天」這個課程中，一開始只是要孩子們打開他們的感官，去感受並關注

到週遭環境的變化，引發孩子們對環境的好奇。在後續展開的活動中，學生們除了要探

索、觀察、記錄、發表之外，還要與同學溝通、合作，共同完成任務。原本預定10節課結

束的活動，因著要給孩子有修正的時間，所以又多加5節進行（這還不包含雨天方案和外

加的節奏迷你課程）。

課程開始時，為了引發孩子對生活周遭事物的關注與好奇，我試著從孩子的眼睛可以

看到的、身體可以感受到的「穿幾件衣服」引導到孩子對天氣冷熱的感受，再進一步的討

論天氣可能對我們的影響及對動植物的影響。

在這個課程中，孩子們幾乎每週都會到校園中探訪一次，孩子在探索校園時驗證了部



196　生活課程教學案例——看見兒童的生活能力

份他們在課堂上所提出的想法。而在長達2個月的時間裡，孩子們發現部份植物在春天中

快速的變化，進而想到了「如何留下春日美景的這個問題」，孩子以畫框的方式拍了一次

又一次的照片，透過孩子的眼晴，留下了許多美麗的畫面，希望這些留下美麗的畫面的經

驗，也能留在孩子們的心中。

二、能力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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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解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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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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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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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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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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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內容

活動一 天氣的變化——好冷哦!

教學目標 1.能感受並說出氣候的變化。

2.能發現校園中和之前不一樣的地方。

3.能以口說或書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發現。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教學時間 3節

教　學　活　動

教學活動概述 學生表現與教學發現

【引起動機】

1.從身上穿了幾件衣服開始關於天氣討論。

　Q： 今天的天氣好冷哦！老師穿了5件衣

服，你們現在身上穿幾件呢？

【發展活動】

1.討論我們人類的禦寒方式？

　Q： 天氣很冷的時候，我們通常會穿很多

的衣服；除了穿很多衣服之外，還可

以用什麼方法保暖呢？

2.遊戲： 貓捉老鼠（讓學生體驗運動是不 

是真的會讓我們覺得暖和）

3.討論動物和植物的禦寒方式？

　Q： 那動物和植物們遇到很冷很冷的天氣

時，怎麼辦呢？

	 學生對「穿幾件衣服」這問題頗有興趣，

一問到這件事，大家都努力的掀開自己的

衣服，認真的清點，最後我們以舉手的

方式統計出身上穿4件衣服的學生為最多

數。（小昱因為這個問題而突然查覺自己

穿太多會熱，而衍生出我們的衣服會隨著

冷或熱而增減，但這非我們的重點而未繼

續討論。）

	學生所提出的禦寒方式如下：

　 穿衣服、使用暖器、喝溫開水、使用暖

暖包（說到暖暖包他們又有許多話可聊

了）、泡熱水澡（泡湯）、運動（做體

操）、躲在被窩中。學生對於如何「對

付」冷冷的冬天都頗有經驗。

		學生跑一跑都覺得熱了，回到教室就急著

脫衣服，在學生的記錄單上可以見到有些

學生覺得好好玩，有的學生覺得好累哦。

	學生提出的方法有：

　 動物一躲起來，冬眠，躲進人類的家裡，

一直跑一直跑；

　植物—葉子掉光，長很多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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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動植物的禦寒方式學生所知不多，大

多來自影片或卡通的印象，關於植物的敘

述「長很多葉子」則是孩子以自己的經驗

類化—長很多葉子＝穿很多衣服

4. 探訪校園：到校園看看動植物真的以我們

所說的方式禦寒嗎？

【綜合活動】

1. 回到教室再請學生整理發表剛才所觀察到

的事物。

2.請學生完成圖畫日記，記錄今日所見。

	 開學初我們有進行過「和自然做朋友」的

單元，課程中有不少與校園植物相關的探

索體驗活動，學生對校園內的植物已有初

步的印象。在校園中有幾處明顯與我想帶

入的主題相關的植物，我帶著學生去探訪

學校中庭的小葉欖仁、前庭的桃樹及學校

人行道上的臺灣欒樹。學生發現校內部份

植物真的沒有葉子了，例如楓樹、櫻花、

小葉欖仁、臺灣欒樹、桃樹；桃樹上有很

多粉紅色的花朵，地上還有很多花瓣。

（植物的名稱有些學生不太記得，但無

妨、那不是我們的重點，學生能發現不同

之處才是這次探索校園的重點）。

	 回教室的口頭發表整理：

　 有些植物在天氣很冷的時候葉子會掉光

光，有些不會；有看到花；沒有看到動物

或昆蟲，可能都躲在家裡吧！

	學生的觀察記錄： 

茗：我看到臺灣欒樹一直掉葉子。

嘉：我覺得上個月和這個月不一樣。

甄：我看到一棵樹，它上面有許多的花葉

片。我撿到花葉片，我覺得好開心。

羽：我們去看大王椰子樹，下過雨的地方

溼溼的，玩的很累。

欽：有一棵樹葉子沒有。

芯：我們去看樹，我看到樹下面有彩色的

石頭。

諠：我看到臺灣欒樹、桃樹，我撿到桃

花、葉子，我覺得桃花好美。

憲：今天早上下雨又風又雨好大，我看到

好漂亮的桃花樹，而且有人在砍樹。

　　　（其實是工友伯伯在修剪花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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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學生找到校園中的桃花樹 撿拾桃花樹下的花瓣（學生興奮的臉龐）

學生的記錄：枝幹上光禿禿的小葉欖仁 學生的記錄：桃花瓣不斷飄落的桃花樹

學生能力分析與教學省思

活動一的目的是在引發學生對身邊景象變化的關注。對於「春天」，學生的概念是

模糊的，但「認識春天」並非此一課程的重點，所以我們在活動中並未對「春天」多加

說明或討論。在活動一的這幾節課中，我們皆未帶出「春天」這個名詞（雖然是依著生

活課本中的單元名稱來發展內容，但課程的發展則不是依照課本內容進行），課程的重

點在孩子的「觀察」與「表達」，透過這樣的經驗累積，為接下來的課程發展做準備。

學校中有部份植物因著季節的轉化而所不同，學生在校園探索活動中，能依之前的

經驗（一上有過校園探索-親近植物朋友）發現植物的不同之處，已能達到「以五官知覺

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變化」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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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後，為了想得知孩子更多的想法，讓學生以圖書日記的方式寫下活動中所

見、所想。從學生的記錄可以發現他們的關注焦點（我們的校園頗大，逛了一圈，可以

看到的東西不少），雖然孩子們的語彙不多，但是大都能以圖畫或文字來表達他們所見

（從他們的記錄中要表達想法或感覺對目前的他們來說似乎較難，或許以後可以針對此

點再設計課程），所以在此活動中孩子們的表達能力已能達到「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

式，表達對物的觀察」。

我的生活課是科任課，以一週2節的方式進行。在這個活動中，這樣的時間安排有其

優點也有一些問題存在：優點是可以長時間的觀察植物的變化（我們從2月一直進行到

4月），缺點是無法做密集的觀察，也較難有機動性的時間調整。不過，課程的進行是

「活的」，我和孩子們，應該還是可以在這樣的時間限制下，發展出我們自己的「課程

內容」。

活動二 校園探索——春天在那裡？

教學目標

1.能在校園中發現春天的訊息。

2.能將自己的發現記錄下來並與他人分享。

3.能與團員分享發表自己喜愛的地方。

4.能合作完成小組任務。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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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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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時間 4節

教　學　活　動

教學活動概述 學生表現與教學發現

【引起動機】

1. 在前一個活動中學生發現植物的樣子不一

樣了。

2.討論為什麼：

　Q：為什麼植物看起來不一樣了？

3.怎麼知道春天到了？

	學生認為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學生的答案：看太陽、會變溫暖（熱）、

看氣象報告、看到花開了、看葉子、樹葉

掉光光、早上會有霧…。

		學生所提出來的答案，我們會進一步討

論，例如：「看太陽」如何看？是看到太

陽就代表春天嗎？藉由討論讓發表的學生

釐清他要說的應該是「陽光變溫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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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片「春天的腳步聲」

　 影片內容：巧虎聽電視播報說春天的腳步

聲已經接近了，他對春天的腳步聲的聲音

感到很好奇，於是跟桃樂比還有普普一起

到處找春天的腳步聲……

【發展活動】

1. 校園中也有「春天的腳步聲」嗎？我們也

去找找看吧！

2.到校園中尋找「春天的腳步聲」。

3. 回到教室再請學生整理發表剛才所觀察到

的事物。

4.請學生完成圖畫日記，記錄今日所見。

 	關於葉子應該是長出來還是掉光光，在課

堂上討論的結果是「長出來」，這一個說

法獲得多數同學的認同。

 	影片中途討論：「春天的腳步聲」是什麼

呢？學生認為可能是春天的風聲吧！

 	影片中途討論：為什麼巧虎找不到「春天

的腳步聲」？學生的想法很不同，有人說

春天的腳步聲是不存在的；有人覺得是新

聞在騙人；有人說因為氣象報告那個地方

在山上，所以應該在山上才聽得到；有人

還是堅持是應該是風聲。

 	影片後討論：「春天的腳步聲」是什麼

呢？學生認為是「長出來的植物」。

 學生找到的「春天的腳步聲」：

  杜鵑花開了（不同顏色的杜鵑花學生會

一一提出）、櫻花開了、風（暖暖的風、

熱熱的風、涼涼的風）、櫻花樹上有很多

小鳥、新長出來的葉子、玫瑰花、大花咸

豐草、蟲蛹（結果是懸著的枯葉）、桃花

（桃花變少、葉子變多）、桃花樹下的小

草、花香、小葉欖仁有小小的葉子。

 學生的記錄：

  翔： 桃花掉滿地，桃樹上的葉子變多了，

掉的葉子像一個一個的雪。

  碩： 小葉欖仁有3片小葉子，還有新的嫩

芽，其他都光禿禿的。

  敏： 小葉欖仁長出葉子來了，桃花的花掉

滿地，桃樹上的葉子變多了，長出很

多可愛的小葉子。櫻花的花變多了。

  儀：我覺得春天的腳步聲是小葉欖仁。

  恩： 今天我聞到花香，我聞到的花香是超

級香的。

  憲： 有看到好多的白雲，還有杜鵑、有好

多小動物，還有看到小葉欖仁，我還

看到幸運草、臺灣欒樹、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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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麗的春天（小組討論）：你們覺得春天

的校園中，哪個地方的風景最美？最想介

紹給家人朋友一起欣賞。

6. 小組發表：各組報告剛才的討論結果。報

告的方式是由小組帶著全班同學和老師到

他們想介紹的地點做戶外的口頭報告。

【綜合活動】

 嵐： 櫻花開了好漂亮。種子發芽了。太陽

出來好溫暖。

		這次分組方式以座位就近分組，所以學生

在討論時，需要和同學進行溝通協調，

大部份的學生都能選擇自己接受的方式

討論、協調（最常見到的就是猜拳、表

決），但有一組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喜歡

的地點就是無法選擇出來，雖然最後還是

以多數人的意見達成共識，但有組員就因

此而整節臭著臉。

		雖然在教室中各組就已選好了要進行報告

的同學，但到了現場時，仍是有狀況。有

一組每個人都搶著要說，有一組卻是大家

推來推去。搶著說的那組就讓他們大家一

起報告。推來推去的那組，他們最後指定

某一人要報告，但我告訴他們：「這是全

組的事，你們不能硬推給一個人，你們

再想想，等準備好，想報告時再告訴老

師」。在行進往其他地點的途中，這一組

似乎想再努力看看，一路上看他們討論個

不停，在其他組都報告結束，我準備帶回

教室，他們主動來找我說：「準備好了，

可以報告了。」

		因距離上次看到桃花的時間已經一週了，

今天到現場時才發現枝頭上的桃花只剩零

星幾朵，但學生還是不換地點，報告是這

樣說的：「花雖然現在有點少，但還是覺

得很漂亮。」

7.統計整理：各組選擇的景點

8.討論這週看到的校園和上週一樣嗎？

		景點的選擇：計有2組選擇櫻花、2組選擇

桃花、1選擇組桂花、1組選擇小葉欖仁。

花對孩子來說是較強烈的視覺印象，所以

在選擇最喜歡的景點時以「花」的入選率

最高。選擇小葉欖仁的那組是看上那3片
可愛的小小葉子。

		學生的答案：桃花明顯的變少的了，櫻花

也在變少中，小葉欖仁並未如我們預期的

長出葉子來，臺灣欒樹長出了好多好的葉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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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滿樹的櫻花透露出春天的行蹤 討論等一下要介紹的地方

各持己見的一組 報告的小組帶著全班到要介紹的的地點

學生能力分析與教學省思

活動二的內容正式進入到與「春天」的連結，從學生發表的想法中，可以得知學生

對「春天」的概念是模糊的，我們也無意在此學習關於春天的定義，「春天」在此活

動中最大的意義只是要讓學生能對週遭的變化（溫度、景觀）能有個簡單的說法（解

釋）。

活動一和活動二皆有校園探索的活動，但透過引導後，學生在活動二的觀察更為仔

細了，真的能從細微之處（例如：枝頭上的芽苞、初發的嫩葉），去找出春天的訊息

（雖然學生找到的東西不一定是春天的訊息），但是透過這樣的活動，孩子的「眼」開

了、心「開」了，對之前許多視而不見的東西，開始會睜大眼睛去看、去想，觀察能力

也較前一活動稍稍提升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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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觀察能力，學生們還要透過小組的溝通與討論，來探討他們關於「美」的認

知。其實這個題目對學生來說並不太容易，「美」是一種主觀的認知，學生容易和花畫

上等號，所以可以發現多數組別選擇的地點仍是以花為主。雖是如此，因本校的植物還

算豐富，學生的選擇其實都不太一樣。以能力來說的話，孩子在此一活動中除了需有與

組員溝通、協調的能力外，還要能「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欣賞自然現象的豐富

性。」

學生在分組報告時，遇到的問題較多一點（應該是老師的活動設計要改進，一下子

安排了超越他們能力太多的活動，雖然學生在教室中已大致討論好，但未請學生書寫記

錄下來，就直接帶到室外進行口頭報告，會令學生不知所措的）。但學生都展現了他們

的應變能力，這是老師的意外驚喜。

這次在分組報告時，發現了小碩的領導管理能力。平時上課，小碩有時認真參與、

有時故意唱反調，常會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這次的分組活動，小碩將他們那組整理得

相當有秩序（因這次讓學生分組帶領著全班參觀校園中的景色時，我並未要求先「整

隊」，我想要求學生排成幾列應只是讓老師較容易注意到學生的安全問題，我們只在校

園中，應無安全顧慮，不用把時間花在整隊上），帶領著其他組行進至他們要介紹的地

點時，也會注意到其他組是否有跟上…完全不用老師協助、提醒。我想，只要給孩子機

會和舞臺，他們會有令我們意想不到的好表現。

關於這次的分組，或許下次可以試著以孩子想介紹的地點來分組，例如：櫻花組、

桃花組…，或許會是不一樣的結果呈現。

活動三 動手試試看——留下美麗的春天!

教學目標 1.能利用做好的畫框找到適合主題的畫面。

2.能找到適合素材，完成畫框的製作。

3.能表達出對作品的想法。

4.能和組員溝通合作，共同完成作品。 
5.能展現出良好的欣賞態度。

6.能欣賞同學的作品並給予讚美。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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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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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教學時間 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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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教學活動概述 學生表現與教學發現

【引起動機】

1. 櫻花、桃花很快就看不到了，春天的美景

很快就看不到了，我們要怎麼做才能留下

美麗的春天景像呢？

2.影片「春天的畫框」

　 影片內容：春天到了，琪琪的爸爸拿著畫

框，到野外把春天的感覺框在畫框裡變成

一幅畫，巧虎他們覺得很有趣，也學著玩

了起來。

3. 我們也來利用春天的畫框完成春天的圖畫

吧！

【發展活動】

1. 研究討論如何製做春天的畫框並使畫框能

立於地上。小組完成或獨自完成都可以。

  學生的想法：畫下來、拍照、撿起來、把

花瓣做成壓花、撿花瓣泡茶或泡湯。

  學生的表決結果是要做成壓花，但我預計

等到我們準備好要動手時，大概找不到桃

花或櫻花了。於是，老師的小小心機之祕

密武器—巧虎就準備出場了。

  這時再問學生的想法，大家就都覺得做畫

框好像很好玩，準備也來試試看了。

  老師準備裁好的硬紙條（用不要的紙箱裁

成的），長長短短，沒有一定的規格，供

學生自行修剪成想要的樣子。

  學生們自行決定要幾人一組（上限是4個

人），原本小志和小昊同一組，但動手做

之後發現兩人想做的樣子不太一樣，於是

決定拆組，小志獨自一人完成，小昊則是

看到了不知要怎麼做的小嘉而去邀請他同

一組（小嘉對於要動手做的東西會不知如

何做起、通常都是等待別人完成自己的作

品後對他伸出援手。）

  有學生做好框架之後，就迫不急待的用這

個框架來到處取景，覺得很好玩。

  小羽在做好的框架中斜放一條線，跑來告

訴我：「老師，這是禁止的畫框。」接

著，他就到處尋找他要禁止的目標，對於

要美化畫框這件事毫無興趣，對小羽而

言，這個「禁止畫框」是他自己動手完成

的一個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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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帶著畫框到校園中捕捉春天的景像。

3. 「春天的畫」作品討論：透過討論讓學生

更清楚下次要取景拍照時要注意那些事

情。

4.說明如何使用相機。

5. 帶著畫框和相機到校園中用捕捉春天的景

像。

  完成畫框再到校園中取景時，原本學生最

想要拍的桃花、櫻花都已開盡，學生只好

重新尋找目標（其實櫻花樹上的滿樹翠綠

也很有春天氣息呀！可惜不受學生青睞，

他們大多覺得「美麗＝花」）。

  有一組找到的虎尾蘭的花，這也是我在學

校這麼多年第一次看這種花，很驚喜的因

著學生的發現而發現。

  多數的學生取景都是以花為主，但也有部

份學生有其他選擇，但都還是植物（雖然

也見得到一些小昆蟲，但似乎未在他們的

考慮範圍內）。

  原本的計畫是學生取好景之後，老師再幫

學生拍下來，但伙伴們建議讓學生自行拍

照就好，所以讓學生看過他們前一次的作

品並討論作品的優點及該改進之處。

  優點：畫面單純、美麗；很有春天的感

覺；主角很明確、清楚。

  待改進之處：要注意畫中的主角是誰；要

注意畫面中不要有太多不必要的物品出

現；要注意大小、遠近問題。

  有些學生從未使用過相機，興奮的期待著

輪到他用相機的時刻；但也有學生是因未

使用過而害怕、不敢嘗試。除了多鼓勵孩

子試試看之外，也讓他選擇可以請老師幫

忙。

  學生們自己使用相機時會互相幫忙，協助

同學完成作品拍攝。

  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在校外（圍牆邊）拍

攝，遇到散步經過的路人，他知道我們在

做什麼後，熱心的指點學生再往前一點還

有更漂亮的花可以拍。

  學生做的畫框大小不一，畫框的大小會影

響學生的取景，有學生想以大畫框取小小

的景，但他找來找去，都覺得不太好，後

來他改變找的方向，終於找到他覺得還不

錯的畫面（能在不斷嘗試中找到想要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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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整理討論－透過電腦、單槍秀出學生

的作品，除了團體討論作品的優點之外，

也請作者選一張想呈現的作品（學生拍攝

的作品不只一張）。

  學生在看作品時，如果未見到畫面中有畫

框，就不認得自己的作品，因為隔了一

週，若無自己的畫框提醒，學生對自己拍

景色的印象不深。

教師課前準備－將學生選好的作品列印出

來，張貼在教室四週。

7. 春天的畫展：先請學生欣賞四週的作品，

並請學生選出自己喜歡的3個作品，利用

便利貼寫出自己喜歡的原因，貼在作品下

方的白紙。

8. 分享將較多人喜愛作品的優點及受歡迎的

原因。

9.取回自己的作品觀看同學給自己的建議。

10.將自己對作品的想法寫下來。

11.分享自己對自作品的想法。

  學生選擇的作品，有時會和老師心中認為

適合的作品不同，但還是尊重學生的選

擇。

  有幾個學生因不熟拍照的方法，找不到

（其實是認不出）他的作品，為了下一個

活動的順利進行，請學生利用下課時間找

老師補完成作品（有2個學生一下課就忘

記要找老師補作品這件事了）。

  學生選擇喜歡作品的原因：

　 學生寫出的原因中最多的是「好漂亮」、

「好可愛」，但也有學生能較具體的寫

出：

　喜：因為凱維的相框很適合那個花。

　彤：它的色彩很漂亮，而且他拍的很漂亮。

　勳：因為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花。

　憲：我覺的他的葉子很可愛。

　誠：因為我覺得很像青青草原。

　恩：相框做的好漂亮。

　安： 它很美麗，讓人都覺得杜鵑花是不錯

的花，它只有春天才會開哦！

  第一次嘗試讓學生票選時要寫出原因，發

現多數的學生因語彙較少，所以不知道要

寫什麼。

  統計發現學生喜愛的作品多為畫面充滿繽

紛花朵的作品（漂亮的畫框亦有加分效

果）。

  學生對自己作品的想法：

　◇我覺得很有春天的感覺。

　◇ 可愛的杜鵑花。因為它是春天的主角，

大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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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學生分組討論，並寫出對春天的想法。

2.學生分享與討論對春天的想法。

　◇ 因為它很可愛，它又很漂亮，它也很

香。

　◇因為它很可愛所以我要拍它。

　◇ 杜鵑花有七彩的顏色又很漂亮，很可

愛。

　◇因為它的花瓣很柔軟。

  學生的記錄及回答：

　◇春天是（櫻）花開的季節。

　◇春天很溫暖。

　◇春天葉子會長出來。

　◇我們覺得春天像花世界。

　◇春天很美麗。

　◇春天好好玩。

　◇春天有蝴蝶和毛毛蟲。

  分享與討論時，學生說：「春天是花開的

季節。」老師提出問題：「花只在春天開

嗎？所有的花都是春天開花嗎？」學生說

有夏天的花，有秋天的花，還有冬天的

花，所以這句話後來學生修正成「春天是

櫻花開的季節」。

活　動　照　片

學生合作完成畫框 帶著畫框去取景（這時的櫻花樹只見滿樹的

翠了，學生的目標轉向下方的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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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和學生互相成為對方眼中的春天美景

（這張是學生拍的，老師也在畫面中）

美麗的杜鵑花進入學生的畫框中了

學生正在欣賞大家的作品並選出自己

最喜歡的作品

春天的腳步聲留下春天的腳印了

學生能力分析與教學省思

這次做畫框時並沒有一步驟一步驟的指導學生如何

做，而是在前一次上課時確定要做畫框，製作當天提供一

些材料（部份學生自備）之後，就讓學生自行摸索、互相

討論要如何完成。有人很快就想到4條紙版即可拼組成一

個框架。也有人先不管組裝問題，先把紙版塗上顏色再

說。但在學生的互相研究學習之下，每位（組）學生都順

利完成作品了。連後來老師要求畫框要能立在地上（如

左圖），學生也在互相努力研究下完成了，有的是在後

面「長」了兩隻腳，有的則是長了一堆腳在下面，還有的軟腳蝦（雖然有腳，但在製作

的過程中，支撐用的紙版早就摺的爛爛的了）…。在做畫框的兩節課中，學生們認真研

究、共同討論、互相幫助，孩子的能力，就在這樣的活動中，又累加了一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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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框製作時，小志和小羽的表現亦讓我驚喜。小志上課時常在狀況外，容易沈浸

在自己的世界中，但這次做畫框時雖臨時和伙伴拆組，但他一個人仍是做的很認真，看

得出來他很喜歡這個活動，對於自己的作品也相當滿意（老師覺得他做的很好）。只要

孩子有興趣的課程，就能看見孩子眼中的光。小羽做的畫框是非常特別的禁止畫框，因

為他覺得這個畫框很好玩，做好之後，就沒耐心著色或裝飾，而是拿著他的畫框，四處

取景，連隔壁班老師進來觀看時，也被他放在禁止畫框中了呢！孩子在興致高昂時，先

別打斷他，我想期待他更有創意的表現。

帶著畫框去取景，我們做了兩週，第一次拍完後，回到教室中分享討論大家的作

品，知道大部份的問題所在之後，隔週我們又重複了一樣的內容，但孩子的作品明顯較

前一次好多了（畫面有重點）。多數孩子在取景時都會被又大又美的杜鵑花吸引，但還

是部份孩子注意到滿樹翠綠的臺灣欒樹、地上的小花小草，而我們一直在等待的小葉欖

仁則是等到我們都拍完了之後，才突然冒出許多的新葉。

這個課程的三個活動，都有代表的花，從一開始的桃花，桃花謝了還有櫻花，櫻花

謝了還有杜鵑花，整個活動結束後，杜鵑花季也過了。雖然時間拖得比預計還要久，但

是剛剛好配合我們校園中的花季。

學生最後在整理作品時，我看到「春天的腳印」這個作品時很感動，因為小鑫是個

很沒自信的孩子，我們之前的活動，她常會說：「我不會、我不知道」，但在活動最

後，透過這個作品能看到小鑫的成長與努力。

進行完這個課程兩週後（5/6日），孩子們興奮的告訴我：「另外三棵也長出來

了。」我愣了一下，一時沒想到孩子要表達的是什麼，我隨口問道：「什麼長出來

了？」「中庭另外三棵呀！」「做資源回收真好，可以看到長出來了。」原來課程在孩

子的心中仍在延續著，他們持續關注我們之前觀察的對象之一：小葉欖仁。

孩子的成長需要等待，能力的養成更需要時間的累積，不期待這個課程能帶給孩子

多大的能力，只希望每次為孩子墊加的經驗能在孩子的生活中不斷的累加成他們需要的

能力。

✽註1：學生的文字記錄呈現或有不通順之處，因放上來時直接抄錄原文，未修改。

✽註2：雨天備案的課程內容為三之三出版社的【遇見春天】。

✽註3： 在學生拍攝完春天的作品後，我們有進行2節音樂節奏的小課程，但覺得放不進這

個整課程的脈絡中，故未在此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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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生活課程的教學迷人之處就是在過程中有省思、有對話，這篇案例可以看

到許多師生的互動情形、教師在歷程中的想法，還有對現行的教科書進行轉化

的用心，教學者將過程中學生討論的情形以及孩子間合作相處的情形，做仔細

的描述，是一個細膩的作品。

教學者想要透過這個案例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引發對周遭環境變化的關

心，也期待透過小組的溝通討論，提升學生的學習，並適時的利用許多教學策

略，如遊戲、影片欣賞、小組討論等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尤其活動三結合了

畫框與相機，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作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教學案例中，教學者透過細膩的引導，讓孩子打開五官知覺，拓展了對

春天的感受與訊息的察覺，我們從孩子的圖畫與對話表達中，看到孩子的觀察

能力增長了。另外，活動進行間的溝通協調、該誰報告的小組討論實況、意外

發現的領導能力等等，也讓我們看到教學者在經營孩子溝通與合作能力上的用

心。整個案例處處看到如何慎思教學及進行課程的決定，值得其他老師參考。

然而本案例的名稱為「美麗的春天」，作者雖然在教學活動中很巧妙地帶

領學生探索春天的意象，卻沒有對「春天」一詞進行定義與討論，對孩子而

言，春天天氣多變化、環境訊息多樣，「春天」的概念較難形成，因此可以更

明確地提示教學的主軸；此外，本案例活動間的連貫性大致不錯，唯由小組介

紹春天校園中哪個地方最美的部分，重點變成「美麗的校園」或是「最喜歡的

校園一景」，稍嫌可惜，建議可以引導孩子做多面向的探索與多樣事物的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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