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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go（黑皮狗）社區—黑皮狗的家

壹、前言

午後的一杯咖啡，浪漫美好，但留下來的只有隨風而逝的感動。春意盎然，百花

盛開之時如果只見到五彩繽紛的花朵，那麼留下來的只有拍照的片斷驚艷。當我們聽

見孩子喊著：「深美社區的房子好美喔！」我們很明確的知道我們要給孩子的不只是

一杯咖啡的感動或者是花朵的驚艷，而是去造就種子從萌芽到結果的軌跡。

因此，基隆生活課程輔導團隊構築了“同僚性＂的學習團隊，以深美國小Happy 

go（黑皮狗）家族生活課程的主題「Happy go（黑皮狗）社區-黑皮狗的家」，共譜

“教＂與“學＂的樂章。

開啟教師與教師的對話、教師與學生的對話、學生與學生的對話，希望我們在課

程實踐中都能和新的自己相遇。引佐藤學“交響樂＂的概念，期待呼應起的是：課程

中同僚夥伴和每一個學生的想法，讓頭腦中的表象相互碰撞，編織教與學的演奏曲，

成就彼此的高峰經驗。

貳、背景與理念

基隆市深美國小坐落的社區是經歷十幾年的重畫區，附近房子種類多元、造型獨

特。因此本案例主題正好能與學生的在地化生活經驗結合，搭上板橋教師研習會國語

課本「秘密屋」素材為骨架，以「生活課程課綱」精神為血脈，透由“合作學習＂一

呼一吸的對話模式，內外連結循環的歷程，期望實踐生活課程有效教學的可能性。

本案例一開始我們先和該班導師互動，帶學生遠眺深美社區的房子並做簡單的紀

錄，找出孩子的起始經驗和行為，再擬定主題的核心問題。我們試圖把學生新的知識

與舊有的知識做聯繫，企圖跨越學生所不能獨自學習距離。這個距離，我們也嘗試利

用“合作學習＂模式搭起鷹架，營造孩子彼此互動的機會並提供伸展跳躍的契機。在

同僚夥伴互動的初始，我們以“課程地圖＂模式先思考教學可能的樣貌，使同僚夥伴

對課程主題聚焦，從宏觀的角度觀看教學歷程中的脈絡，也方便之後團隊隨時檢視和

基隆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深美國小董惠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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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學。

但是，我們如何知道「學生學到了什麼」、「教學是否有成效」？因為生活課程

的教學是透由多種方式來呈現，因此我們也必須透由不同的評量方式來蒐集學生的表

現，故多元評量亦是本案例探究之重點。然而如何有系統的蒐集這些龐大的資料，使

我們客觀地、正確地、有信心的處理問題和分析問題？建立「E化學習歷程檔案」就成

了必要的工作，因為教學歷程本身就是最周延的研究。（原本期望做到教師蒐集的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及學生自己整理的學習歷程檔案，因非該班導師有時間上的受限，

故本案例中所說的「學習歷程檔案」為教師蒐集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為避免認知上

的混淆，故以「E化學習歷程檔案工具箱」稱之）。

註： 「E化學習歷程檔案」～以電腦依學生座號建檔，蒐集特定的或學生個別的特殊

項目，方便教師觀看學生有意義的學習歷程、以及日後分析描述或教學探究的

資源。（學生資料、照片、圖畫、文字記錄、小組資料、學習日誌…依需求放

入。）

叁、課程架構

黑皮狗社區-【黑皮狗的家】課程地圖

實施日期 102年10月21日至102年12月13日止 對象 二年級

主　　題 黑皮狗社區

教學目標
1.觀察房子的特色。
2.認識房子的功能。
3.能與他人合作設計房子。

關鍵問題
1.深美社區房子的美？
2.房子的功能？ 
3.如何設計一間屬於我和好朋友的房子？

概　　念 觀察、表現、溝通、合作

能力指標 1-1、2-1、3-1、4-3、5-2 。

教學活動

單元1：深美社區的房子美在哪裡？
－戶外探索，觀察並記錄房子的美（圖畫、句子的描述）

單元2：房子的功能？
－以學習共同體討論房子的功能 

單元3：如何設計黑皮狗的家？
3-1：尋找夥伴－規劃設計圖。
3-2：預測實施後可能的困境－討論策略。
3-3：動手實作黑皮狗的家。
3-4：修正黑皮狗的家。
3-5：分享黑皮狗的家(歷程甘苦談、感恩、利用、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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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一、 形成性評量：（歷程中的圖畫、句子描述、學習紀錄、照片、錄影、作
品）
1. 繪畫紀錄（活動1、活動3-1）。
2. 文字的描述（活動1、活動2、活動3）。
3. 討論與表達的能力（活動1、活動2、活動3-2、活動3-5）。
4. 設計和操作的表現（活動3）。
5. 合作和溝通的能力（活動3）。

二、總結性評量
1. 實作評量∼動手蓋黑皮狗的家。
2. 評量表、檢核表。
3. E化真實歷程檔案工具箱資料分析。

基隆生活課程輔導團（黑皮狗社區~黑皮狗的家）課程實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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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歷程與評量

前奏-相遇

102年10月21日基隆生活課程輔導團隊課程實踐的列車和深美國小Happy go家族

202班相遇，我們以他們現有的課程為起點「認識社區」主題，學生認識了公寓、別

墅（透天）、社區大廈。因此，我們決定以房子為主題，連結深美的本位課程「秘密

屋」作為課程實踐的方向。

樂曲第一章～看見房子的美

活動1：欣賞房子的美
1. 自由欣賞房子的美～我們在深美國小的至高點，可以240度的觀賞學校週邊

社區的房子。

 

2. 找到一個焦點：紀錄（圖、文）房子的特色。

 

活動2：房子美在哪裡（房子的特色在哪）？傾聽、分享

 1. 兩人一組分享記錄卡

 我說、你聽，我聽、你說

2. 小組對話

 大家紀錄的特色相同嗎？

3. 團體討論歸納全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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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造型很特別 外面有很多花 因為房子的顏色 房子方方正正 很熱鬧很多人

※全班總結心目中房子的美，或房子的特色，老師提了一點、學生提了五點。

4. 歸類~大家都同意這六個類別,學生將自己的畫卡做歸類

※全班都放好自己的

紀錄卡之後，學生紛

紛出現一些聲音~哇!

造型特色，有好多卡

片喔！

認識這間房子，只有

一張，對啊！怎麼可

以因為認識這間房子

就說房子很美！

房子直直，也只有一

張，因為寫那張卡片

的同學說那間房子很

高，很像大巨人。

5. 重整句子~請學生重新用完整的句子寫下房子的特色。
※迷你課程~

※在學生的紀錄卡中，我們發現學生的

句子多數都使用不完整，（很像軍艦、

很像槍…），所以我們增加了這一堂

課。

◎重整句子~
1. 請學生在便利貼上寫下完整的句子。
2. 念給同學聽、聽同學念。
3. 相互給對方意見。
4. 再次修正句子。  

傾聽→對話→回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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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享與欣賞~學生將重整後的句子貼在自己的作品上，再去讀讀別人的句子。

 ※經過討論後，再次敘寫的句子真的不一樣了！（很多句子主動放入，因為…所

以…）

活動3：拜訪房子

實地拜訪房子，近距離觀察。（分三組走訪,並以圖和文字搜集房子的美或特色。）

※　在生活課程主題學習的歷程中，“探索與體驗＂扮演著一種決定性的關鍵。因為

此時學生是探究者，教師則是促進者的角色，所以教師要做的事情是給孩子更多看見

的機會、體驗的機會，把「發現」這項工作轉移給學生，讓學生成為主要得探究者，

師生才能共享主題學習的樂趣。

　　當學生再次看，而且是近距離的觀看，一切變得不一樣了！幾乎全班的孩子都可

以細心的去紀錄看見到的、發現到的房子特色，圖畫的內容、文字的敘述也變得豐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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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評量：以國王椅的方式進行作品分享，其他同學則以評量單給予回饋。

教學主題：黑皮狗社區              評量日期:11月8日

班級：202  學生姓名：張○晧        座號：1

作品 作品 

註解：因為我覺得這棟房子很漂亮，因為它 
的造型很漂亮又很少見，所以我選擇 這棟房
子來畫它的造型。

背景: 10月28日我們第二次出去畫房子，這次
我們是近距離的畫房子，小晧選擇觀察的是別
墅(透天)。

日期 評量項目
評量結果

優異 良好 做到 加油 改進

能記錄深美社區房子的美 

個人特殊項目：

基準1: 能記錄深美社區房子的美

表現等級 優異 良好 做到 加油 改進

評量

規準
能仔細紀錄房子
的特色並提出欣
賞的理由。

能仔細紀錄房
子的特色。

能簡單紀錄房
子的特色。

大略描述房
子。

無法紀錄或
離題。

◎多元評量項目：在第一單元~看見房子的美
我們蒐集到學生的表現有：觀察房子的兩次紀錄卡兩張、完整句子便利貼一張、

同儕互評表、照片、錄影、核心問題評量表。

樂曲第二章～討論房子的功能



104

Happy go(

黑
皮
狗)

社
區-

黑
皮
狗
的
家

◎多元評量項目：在第二單元~房子的功能
蒐集到學生的表現有：個人意見、小組概念圖、照片、學習單、核心問題評量表。

樂曲第三章～設計黑皮狗的家

活動3-1：尋找夥伴－規劃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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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2：討論蓋房子的策略－預測困境
※鷹架支持（scaffolding）：

有了設計圖，接著我們設計

了規畫單以及任務單作為鷹

架支持，希望學生先學習思

考、規畫、預測，想好如何

使用蒐集來的素材，當學生

能力漸漸增加之後，再把學

習的責任漸漸轉移給學生。

避免學生過於興奮造成不可

收拾的混亂。

我們遇到了逃生出口的問題，就是有人說

要兩個逃生出口，又有人說要一個逃生出

口，我們只好讓組長決定，結果是兩個逃

生出口。（張○皓）

活動3-3：動手實作黑皮狗的家
※當我們開始放手之後，有些

狀況是教師必須強忍住的，我

們必須忍住孩子創作性的破壞

和暫時性的混亂，「玩」常常

是孩子創作的靈感呢！

學生裕喬的家長提供了四個超大的浴缸紙箱，其他學生也提供了許多小紙箱以及小組

規畫單裡的材料，教師提供了海報紙、瓦楞塑膠板、膠帶、油性筆。各組就各自發展

自己的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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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4：修正黑皮狗的家
第一組：可怕邪惡鬼屋（可愛屋）

歷程說明： 

在開始蓋秘密屋時，本組的孩子沒有「立體構圖概念」，因此剛開始蓋的房子是

以平面的物品來搭建，房子無法穩固。引導教師希望能夠透過小組對話幫助學生找出

「先做什麼、再做什麼的步驟」以避免房子無法搭建的問題，經過小組討論後，請組

長跟組員說該做什麼，後來在蓋房子的過程中才變得較順利。

幫秘密屋取名字的時候，小柔堅持「快樂屋」命名，而其他組員覺得「可怕鬼

屋」比較能吸引人，而且已經在屋子的內部做了許多「恐怖的布置」，最後小組決

議「投票」，但無法說服小柔，最後小組達成的共識：「有窗戶的那邊用快樂屋命

名」，大門處用「可怕鬼屋」命名。每個孩子各有特色，有人想要做窗戶、有人想要

做床、有人想要做小布置等等，大家覺得可以「蓋一間屋子」很有成就感吧！

第二組：可愛溫暖屋

歷程說明：本組孩子為家取名為~可愛溫暖屋（希望裡面溫暖外面可愛）。這組孩

子在進行創作時，乍看之下似乎各自為政，但實際上他們是經過討論後再各司其職，

並且不斷為秘密屋增添新元素（美化屋內陳設與背景）、納入新創意（等待區的創意

手法）。

特別是屋頂製作的挑戰度高，從無到

有、現有紙箱如何做出屋頂造型並能有所

支撐，考驗組員的腦力激盪與集體合作。

成型步驟：找素材切割→投票表決屋頂的成型方式→製作屋頂出現支撐危機→

切小洞將小硬紙板插入作為支撐點→尖屋頂不成形→找更堅硬支撐力→完成高難度挑

戰（克服素材的限制性）。當孩子們完成秘密屋時，從臉上的喜悅可見他們的興奮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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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卡通樂園

歷程說明： 

這組五個孩子在蓋秘密屋時常熱烈討論，當

有不同意見時，我們會投票表決。做秘密屋的屋

頂時會一直倒下來，所以我們選擇一個長方體的

長紙箱來當支架，但是很不牢固，搖搖晃晃的。

後來我們想到將長紙箱和兩個紙箱固定好來當支

架，我們三個男生用接力方式，將寬膠帶纏繞上

中下三層，這樣屋頂一定很牢固。因為我們屋內

有海綿寶寶圖案，我們決定取「卡通樂園」為它

的名字。女生組喜歡裝飾，用彩帶來裝飾秘密屋

的前牆，門簾橘色縐紋紙上還用雪花打孔機加上

白色雪花，增添不同美感。為了讓門更好開，還

設計了門把，它也是卡通造型喔。窗戶的玻璃加上玻璃紙，從屋內往外看，世界變得

藍藍的，每一節課都有新的想法，不斷增加裝飾，美化小組秘密屋，最後每個人從家

裡帶卡通玩偶裝飾在秘密屋內就大功告成。

第四組：溫心的家

歷程說明：

這組五個小朋友的能力有強有弱，但是在搭

建秘密屋的過程中仍然能合作完成課堂中任務。

一開始的時候小升、阿諾兩位小朋友搶奪小組內

的領導權，小組就在搭建拆掉的循環中渡過。第

二次小升請假，阿諾耍脾氣，教師請去其他地方

平復情緒，由小珊組織剩下的資源，並在小萱及

阿韋的討論合作之下，秘密屋的進度有了快速的

成長，幾乎將房子的架構已經完成了，只剩下彩

繪的部分。到了課程後期，能使用的資源及時間

比起一開始時少很多，因此能在有限時間及資源

下合作完成秘密屋骨架的搭建，實在非常的了不

起。在此時阿諾回到小組的要求，而小組也正式接納她回到小組，完成剩下的工作，

因此當日進度十分的快速。之後幾次上課小升雖然想要回小組的主導權，但是在後期

小組的合作上能夠盡釋前嫌加入並且合作，實在非常的難得，也可以觀察的到他在小

組和合作上有明顯的進步。最後這組小朋友在互助合作之下完成秘密屋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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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歡樂溫暖秘密屋

歷程說明：

這四個孩子，兩男、兩女，蓋同

一間房子卻有著不同的焦點，男生組

關心那扇搖搖欲墜的大門（這個大門

的修補從來沒有停過），和通往外徑

的隧道（這個隧道常常會垮下來，但

是他們也很樂於修補）；女生組喜歡

裝飾，用小短褲改裝窗簾、信箱以及屋內的裝飾。

在小草莓一個提議下，兩組之間有了轉機開始合作起

來，他們想在房子的後面蓋一座私人的花園，綠色的瓦楞

板成了他們的草坪，接著他們開始努力的、安靜的湊在一

起，一堆、一堆的色紙花出現了！哈哈！真是一群有創意

的孩子，但是他們的計劃還沒停止，他們想為房子加上一個後門，打開後門就可以通

往他們美麗的花園，這些計劃在他們的合作之下，逐步實現。每一節上課、下課他們

都一再的修改，無法停止的修改，他們沈浸在自己的工作中。

第六組： 邪惡鬼屋

歷程說明：這組成員以張生為主要規

畫者，討論時能開展很多想法（擴散

性思考表現很好），所以需要適時引

導聚焦及下決定，觀察員與教師在這

組是被動給與意見，所以小組能徹底

發揮與展現。本組需與其他組共用出

入口（此組在最角落，被其他組包圍），所以需與其他兩

組保持良好關係及確定界限。本組選擇以布幕做為屋頂，

另外部分屋頂以呢絨繩編織成蜘蛛網，極具特色，非僅以

紙箱為主，運用各類素材（應是全班最多素材的，且最跳

脫房屋的樣態，很有設計感）。在屋內有各處隔間，原始

設計圖有花園及小水池，在第一次創作時就完成，但後

來小組朝向遊戲鬼屋方向創造，所以利用紙箱製造出可以突然迸出嚇人的效果。在創

作時張生較為大膽且對素材工具操弄較流暢，所以整組以他為領導者，但其他成員在

實際創作時，仍會將自己的想法或能力可及素材在屋子的小地方發展，如洗手台，信

箱，窗戶等小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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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樂趣~撤掉鷹架後，發現孩子們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點子和創意，許多

小組的房子不斷再變化，有時好、有時壞，修正的課程一直無法停止，不過他們非常

享受修改的樂趣。

活動3-5：分享黑皮狗的家~總結主題教學：主題回顧、展示學習。
期待分享~ 

孩子一邊蓋房子，一邊期待邀請客人來參

觀，但是孩子們是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各小組紛紛設計了參觀注意事項，遵守要

點、安置信箱（意見箱），等待客人來參觀他們的房子。

※如何總結主題？ 一個主題課程該如何結束？
藉由生活課程北一區輔導團蒞臨深美國小觀課的機會，正好解決我們需要客人參觀房

子的問題，也是學生透過敘說蓋房子的歷程來統整學習的好機會。但是要如何引導孩

子來整理學習的經驗和重點呢？我拋出一個問題：「客人來，你們要怎麼介紹你們的

房子？」學生：「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房子特別的地方」、「房子壞掉，門掉下來、

屋頂垮下來，還有○○同學弄壞，我們把它修好的故事」，期望學生透由這兩個議題

展示學習歷程作主題的成果的總結。

歸類兩個重點：

1.  介紹房子的構造（設計圖拉線介

紹）。

2.  寫下蓋房子曾經遇到困難的故

事。

孩子們想和客人分享房子的故事，

有說不完的話。

◎多元評量項目：在第三單元~設計黑皮狗的家3-4、3-5　　（基本能力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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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量 ~實作評量黑皮狗的家（3-4、3-5）
主題評量表（主題能力）、觀察檢核表（基本能力）。觀察輔助工具：E化真實歷程檔

案。

※評量規準與分數的轉換：

等級名稱 表現優異/5 表現良好/4 已經做到/3 還要加油/2 努力改進/1

等級說明
超過標準
95分以上

能達到標準95
分~85分

偶有狀況
85分~75分

有進步空間
75分~55分

要好好改進
55分以下

◎表現等級如使用三級分，則以5.4（優異）-3（做到）-2.1（加油）為表現評定  

分數轉換直接套用縣市成績評量系統，但是學生、家長不給分數成績，只給基準、規

準說明。

伍、總結性分析~以歷程性評量，看見孩子潛在學習的能量。

1. 小組溝通合作

第三組：卡通樂園

當我們在整理E化歷程檔案時，發

現這組的孩子在最初的個人設計圖早有

了共識，他們多數傾向尖尖的帶有斜線

條的屋頂，希望使用光碟片做裝飾。從

個人設計圖到小組設計圖乃至最後的成

品。他們朝著計畫，分工合作一步一步

的實現他們心目中的房子，整個過程不

見紛爭，堪稱本案例的模範團隊。

2. 堅持型的學習

堅持學習的亮點

小柔是特殊教育生，但是在本案例

中發揮堅持學習的信念，他的夥伴掛了

一隻蜘蛛並把房子稱為「邪惡鬼屋」，

可是小柔並不同意這樣的決定，因此將

房子分成一半，他在房子的另一邊畫上

卡通人物“老皮和阿寶＂取名「可愛

屋」。後來在我們整理E化歷程檔案時，

發現原來小柔在一開始的個人設計圖，

就規畫好可愛屋的藍圖，雖然和夥伴溝

通不足，但是他還是不放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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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情投入的學習

熱情投入學習的亮點

E化歷程檔案的資料整理，我們很清

楚的看見小願的進步和成長，從一開始潦

草的文字紀錄，到蓋房子前期待的微笑

（草圖）。 事實上在整個實作的過程，

同僚教師都不斷的讚嘆小願的表現，他總

是想出許多的妙點子（等待區、休息座

椅，以紙板寫上桌子兩個字的桌子、已膠

帶捲軸做的掛鈎）。每次工作後，他總是

滿足的享受他的成就，我們也從日記中感

受到他熱愛和同學共同創作的心情。

4. 從學習日記發現孩子在學習中的成長

※ 在多元評量的歷程當中，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分數，而是每一個形成性評量（成

長的軌跡）到總結性評量（開花結果）的循環，孩子由小樹長成大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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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

生活課程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

何謂課程？佐藤學指出那不是課程設計，而是學生「學習的經驗」、「學習的

軌跡」。反觀生活課程的課堂不就是以學生建構歷程為主的課室，因此我們要觀看的

是學生持續性的活動、是學習流動的軌跡，所以評量孩子的時間必須是整個學習的歷

程。然而學習歷程是透過多種方式呈現出來的，教師在評量內容和策略上也必須多

元，才能顧及全面性。反觀教師的角色也應該從教的能力，轉向創造學生學習的能

力。生活課程一直以來都是翻轉教室的引領者，本案例也秉持這種精神和理念，由於

教學者和同僚夥伴都兼具許多工作，不斷壓縮教學與團務的時間，案例的完整性和細

緻度都不足，還有許多成長學習的空間。但是，理念有了、目標方向對了，成果就指

日可待。期許本團繼續實踐課程，進而影響更多熱血教師的加入。

建置E化真實歷程檔案工具箱

孩子的學習是流動的水，不斷的持續；

孩子的學習是堆疊的山，不斷的累積。

本案利用3C科技捕捉重要時刻，連結雲端

的科技智慧，管理龐大的照片、影音，再以電

腦整合相關文件資料，讓我們更方便的觀看學

生學習的軌跡。google和LINE是同僚夥伴交流

的平台，相信科技不斷進步，建立學生歷程檔案將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反而更有

效的幫助教師看見學生學習軌跡。

孩子的笑容、長時間專注的創作，就是最好的課程評鑑

觀看E化歷程檔案的過程，看到孩子一張張燦爛的笑容，以及一個個投入創作的專

注，真是令人感動！孩子總是期盼生活課的來臨，課堂中回以熱情的學習和創意。他

們真實的表現，就是最好的課程評鑑，在諸多資料以及評量中也能清楚的比對學生學

習的效益與成長。

教學（同僚）團隊是教學創新的活水和支持的力量

感謝基隆生活輔導團的夥伴，本案例的

產出，讓我再次印證好團隊就像活水，每一次

的對話，都是下一次出發的能量。引張兆文主

任的分享：「在黑皮狗社區這個教學案例的生

成過程中，教學案例本身除了從本年度主題有

效教學與多元評量的脈絡去進行（這是輔導團

團務討論時一直圍繞的焦點），「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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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回饋、再進入課堂教學」的循環歷程，我認為這是重要且珍貴的。輔導團本身

就像是一個專業成長的社群，除了蕙萍，其他輔導員雖然非主要教學者，但因為同僚

團隊深入課堂的觀察，淡化了案例發展的主客體分際，讓非主要發展與教學者也能隨

案例生成的過程中，感受到案例生成的困頓與樂趣，讓每個輔導員從中獲得不同的成

長，而團務有1個可共同對話的焦點~這對團而言是重要的養分。」基隆生活輔導團的

這股能量，來自生活課程輔導群各個師長的支持，葆琦副研究員、文生校長、璧純教

授、信賢主任，以及許多專家先後帶領基隆團蓄積專業知能，做課程實踐。生活課程

的大家庭，有你們相伴，真好！

（本案例的完成，要感謝基隆市生活課輔導團的教學團隊：

　陳立國校長、林維彬校長、張兆文主任、李欣蓉主任、王玉程教師、

　吳玲琲教師、張希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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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述 

從認知與心理發展來看，低年級的學生正開始由「自己」朝向「他人」

與「環境」的認識。從一年級自己所處的班級、學校，而後拓展到「社區」的

探索，是一連串經驗的延展與能力的加深。「社區」強調的一定是在地性，必

須從孩童自身的所處學區環境開始。生活課程輔導團累積至今的社區案例，大

多是朝向社區裡的資源、機構、服務的人等，這次深美團隊嘗試從「房子」、

「蓋房子」的角度，作為學生認識社區的路徑（approach），算是一種新嘗
試，也突破過往教案發展的一般框架。關於本案例，提出下列兩個觀察點：

第一，在課程發展的架構與內容上：

生活能力之培養，必需藉由情境依賴之下的探索與體驗而來。而生活能

力之產出，也必定是依著前面的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應用等相關活動而形成。

此課程之特點有二，首先，「蓋房子」這件事，並非是無緣無故而來，教學者

在前端已陪伴學生觀察、記錄、理解深美社區的房子、特色，以及思考房子的

功能，有了這些歷程後，學生便可依著前端獲得的經驗、知識、概念與能力，

為自己打造一個心嚮往之且具功能特色的房子，在這裡，經驗與經驗是相連結

的，而能力的培養是延續且承接的。第二，教學者使用一個對低年級學生來說

絕對是充滿魅力的素材：紙箱子。大大小小的紙箱子存在著不同的空間感，是

「認識身體」絕佳的探索素材，裡面是驚奇的、有趣的，更易於剪裁與操作。

只要一面對紙箱子，學生潛藏的興趣與熱情即完全被點燃。只是，這樣的一個

「蓋房子」課程，稍不留意生活課程的精神，便很容易流於「美勞科」的「操

作」。但，這也更說明，探索、體驗、理解與欣賞之課程設計與發展，在生活

能力的培養上，是重要的基石，萬不可缺漏。

第二，在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的處理上：

作者在主題課程上欲達到學生習得的概念（或能力）是觀察、表現、溝

通、合作。然而，此四者在生活課程綱要上是屬於比較抽象的上位概念（在課

綱裡屬於能力軸的範圍）。藉由「黑皮狗社區」之主題素材，教學者想要培養

學生的「具體」概念（或能力）為何？這些具體能力，是主題教學的重要教學

目標。建議作者能在課程架構中書寫出來，較容易讓閱聽者掌握課程的目標與

教學脈絡。整體來說，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不斷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利用

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的交錯互用，理解與掌握學生的學習樣態，也藉由多元的

評量，促進學生的有效學習與教師的有效教學，教學/學習與評量是緊密結合
與相互反饋。

最後，整個課程發展也朝向合作學習的能力培養，不僅學生藉由合作，促

進彼此生活能力的增長；教師也同樣發揮同僚性的意義與價值，促進彼此專業

的提升，彼此都是「共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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