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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雲雀「校」「榕」可「菊」~幸福生活「共」「縣」多 

澎湖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外垵國小黃千盈教師 

壹、緣起 

這樣一個奇妙的緣份始於學期尚未開始的暑假。當時新接馬公國小一年二班導師的

孟凜教師提出本縣生活課程輔導團新推出的「輔導員駐校-為該班學生量身打造課程」

試辦申請，在妙娟校長、富微主任、慧怡組長的安排以及處長同意下，我有了走進馬公

國小校園駐校教學的機會，碰巧當時剛上任的歐課督正是社會領域教案設計之愛好者，

在他的邀約之下，我們正式開啟了「和自然作朋友」這個單元課程實施前的共備之旅。 

經過一番共備之後，課程即開始實施。在過程中，我們進行拍照及錄影。結束後，

則請我們生活課程輔導小組全體組員共同參與影片觀課議課，並留下紀錄及心得感想，

將集體智慧巧妙化為珍貴課堂實踐省思回憶，又再一次的豐厚彼此的教職生涯。 

貳、課程簡介 

一、教材來源：轉化自翰林版本一上第三單元。 

二、教學對象：馬公國小一年二班 25位孩子。 

三、共備教師：黃千盈教師、歐德孝課督、林孟凜教師。 

四、共備方式：教師專業對話、線上共備(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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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課教師：黃千盈教師。 

六、觀課教師： 

(一)現場觀課：歐德孝課督、林孟凜教師。 

(二)觀看錄影檔：吳妙娟校長、黃富微主任、翁

慧怡組長。 

七、議課教師：吳妙娟校長、黃富微主任、翁慧怡組

長。 

參、共備、觀課議課流程圖 

 

肆、設計理念 

接連而來的幾個颱風不停侵襲澎湖，不只造成淹水、停班停課，連我們澎湖的縣樹

~榕樹(位於馬公街上)也被吹倒。除了颱風吹、榕樹倒的訊息，當時正引人熱議的澎湖

博弈再公投，也被各大新聞媒體大幅報導，網路平台、各種資訊傳媒頓時湧入各種意見

的聲浪。 

這些與在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大事，孩子們有注意到了嗎?本課程以此為引子，

希望能藉由豐富有趣的課程設計~帶著孩子們觀察榕樹、觀看「澎湖博弈再公投」相關

新聞媒體報導，讓他們化身為電視台資訊小公民，設想如果自己是榕樹爺爺，對「博弈

再公投」有何看法，接著從榕樹引導到各種樹木的觀察與認識，再順勢帶到植物，由植

物再引導至各種花卉的觀察與認識，從而點出澎湖縣花~天人菊，讓孩子們就近探索與

觀察完縣花之後，接著延伸到各種動物的觀察與認識，最後再引出縣鳥~半天鳥小雲雀。 

本次設計希望藉由讓孩子們關心身旁周遭事物與動植物、培養探索與觀察、分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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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能力，真正與大自然作朋友，樂在生活、快樂學習！ 

伍、主題架構 

陸、教學目標 

一、能仔細觀賞新聞媒體影片。 

二、能說出自己在颱風天所觀察到的經驗和感想。 

三、能仔細觀察校園裡的植物。 

四、能說出自己觀察植物的發現。 

五、能發表為何榕樹會成為我們澎湖縣縣樹的原因。 

六、能分享如果他是榕樹，對澎湖第二次博弈公投的看法和意見。 

七、能仔細聆聽其他同學的分享、發表與意見。 

八、能拓印好樹木表皮和樹葉，並剪貼拼成一棵完整的樹。 

九、能發表為何天人菊會成為我們澎湖縣縣花的原因。 

十、能仔細觀察校園裡的小動物。 

十一、能說出所觀察到的小動物運動的各種變化，並用肢體動作表現出來。 

十二、能發表為何小雲雀會成為我們澎湖縣縣鳥的原因。 

柒、相對應能力指標 

1-1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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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299



生活課程備課與觀議課模式的可能樣貌與實踐 

【活動一】新聞追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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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3-1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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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的行動。 

4-1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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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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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5-5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捌、教學活動流程、評量方式以及教學花絮（照片及簡述） 

【單元一】博弈行不行---聽!榕樹爺爺怎麼說！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準備活動) 

(一)教師詢問孩子們今天的天氣狀況，並引導孩子們發現最近似乎又有颱風形

成。 

(二)教師請孩子們分享前幾次經歷颱風的經驗，並從孩子們印象中的媒體新聞

報導中，逐步引導孩子們說出和澎湖馬公最相關的「颱風天，百年榕樹倒

下」的訊息。 

(三)教師播放「颱風天，風勢強大使百年榕樹不堪強風吹襲而倒下，馬公市市

長呼籲民眾要小心防颱」的影片。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猜猜澎湖的縣樹是什麼，直到孩子們回答出「榕樹」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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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二)教師引導孩子們思考為什麼「榕樹」可以成為澎湖的縣樹、他有那些特色，

直到孩子們回答出「很好找」、「很普遍」、「到處都是」、「很能適應澎湖的

環境」等答案。 

(三)教師表示既然孩子們覺得榕樹「很好找」、「很普遍」、「到處都是」，那在

我們校園內一定也有榕樹的存在，所以教師請孩子們現在就出發去找找校

園內哪裡有榕樹。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請孩子們分享校園內哪裡有榕樹。 

(二)教師歸納整理同學們的回答，並進行總結。 

評量 【形成性評量】：學生能運用適合的語彙描述校園內哪裡有榕樹。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準備活動) 

(一)教師告訴孩子們，既然在我們學校內這麼快就找到了好多榕樹，現在我們

就要來好好觀察榕樹的模樣。 

(二)教師發下白紙，請孩子們帶著筆，準備出發與榕樹做近距離的親密接觸與

體驗，請大家用心仔細觀察。 

(三)教師提醒孩子們等一下要詳細記錄所見所聞，回來後會進行發表與討論。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和孩子們出發前往榕樹所在的位置。教師請他們用眼睛仔細看、耳朵

仔細聽、用手摸一摸，觀察榕樹的外觀及特性。  

(二)教師在一旁隨時指導學生如何觀察記錄所看見的事物，並提醒同學仔細觀

察每一個小細節。 

(三)教師和課督幫正在探索榕樹的學生拍照、留下記錄，並仔細觀察學生的表

現與反應。 

   

【活動二】你「榕」我「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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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請同學將剛剛所觀察到的榕樹外觀及特性寫下來。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請孩子們上台分享自己的發現。 

(二)教師歸納整理孩子們的發現，並進行總結。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準備活動) 

教師從榕樹出發，引導孩子們觀察與認識各種樹木。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進行樹皮、樹幹拓印。 

 

 

 

 

 

 

 

 

 

 

 

 

 

 

【活動三】這是我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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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引導孩子們將拓印好的樹木表皮和樹葉作品剪貼拼成一棵完整的樹。 

 

 

  

三、綜合活動：教師請孩子們分享自己的作品。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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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準備活動)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思考前幾節課我們觀賞了

颱風、榕樹的許多訊息，是透過哪些管道

得知的。 

(二)孩子們回答出「新聞」、「電視」、「電腦」、

「網路」、「手機」、「平板電腦」、「FB」、

「IPAD」、「筆電」等答案。 

(三)教師表示這些傳播媒體提供我們許多新訊

息，使我們能不受時空的限制，掌握最新

資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性，最近又有一則和我們澎湖有關、非

常熱門的新聞報導出現在各媒體平台上。 

(四)教師引導孩子們猜猜這則和我們澎湖有關、非常熱門的新聞報導是什麼？ 

(五)教師逐步引導並給予提示(例如:「明天即將發生的」、「澎湖縣縣長昨天有

上新聞」等)，直到孩子們回答出「博

弈公投」這個答案。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播放「公視晚間新聞(澎湖第二次

博弈公投)~博弈公投七年後再次捲土

重來」的影片，引導孩子們認識時事。 

(二)教師播放「Peopo Webcast公民新聞節

目~邀請公民

記者分享與討

論 10/15 澎湖博弈再公投的觀點與看法」的影

片，並告訴孩子們等等要來玩一個專訪遊戲。 

(三)教師展示馬公國小電視台一二小公民專訪節

目背景簡報，並請孩子們輪流上台當小小主持人

和小小特別來賓。 

(四)小小特別來賓可以掛上榮譽肩帶，而肩帶上

的徽章，則由底下小小觀眾進行公投，票選出最

適合他的選項。 

(五)小小主持人則須進行採訪、提問，並幫忙拿「虛擬麥克風」。 

(六)小小特別來賓則須分享如果他是榕樹爺爺，他對明天澎湖博弈再公投的觀

點與看法。 

 

 

【活動四】「樹」民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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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教師歸納整理同學們的回答，並進行總結：無論大家所持的意見為何，都應

彼此尊重，共生共好，讓我們的故鄉變得更美好。 

 

【單元二】「花」「縣」澎湖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準備活動) 

教師先複習單元一的樹木課程，接著順勢帶到植物。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請孩子們用放大鏡觀察校園裡及教室內的植物。 

   

   

【活動一】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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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動「縣」大探索 

 

  

   
(二)教師由植物引導孩子們觀察與認識各種花卉。  

三、綜合活動 

教師拋出問題，請孩子們猜猜看哪一種花是我們澎湖縣的天人菊。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孩子們回答出澎湖縣的縣花是天人菊。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孩子們就近探索與觀察校園裡的縣花。 

三、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孩子們思考為何天人菊能成為我們澎湖縣的縣花，並闡述原因。 

【單元三】「雲」端上的小「雀」幸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再次觀察與探索教室內、校園裡的小角落裡的植物，孩子

們意外發現了螳螂、蚯蚓、小螞蟻、蜘蛛等小昆蟲。 

(二)教師引導孩子們發現這些小昆蟲和之前所探索的植物最大的不同在於牠

們會動，所以牠們是動物。  

 
二、發展活動 

【活動二】「菊」花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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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引導孩子們觀察與認識各種動物。 

三、綜合活動 

教師拋出問題，請孩子們猜猜看哪一種鳥是我們澎湖縣的縣鳥。    

 

 

活動流程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孩子們回答出澎湖縣的縣鳥是小雲雀。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觀察與認識小雲雀。 

(二)教師引導孩子們思考為何小雲雀能成為我們澎湖縣的縣鳥，並闡述原因。  

三、 綜合活動 

(一)教師引導孩子們仔細觀察校園裡的小動物。 

(二)教師引導孩子們說出所觀察到的小動物運動的各種變化，並用肢體動作表

現出來，讓其他同學猜一猜是什麼動物。 

(三)猜對的孩子即為下一個表演者，每一位孩子都要上台表演。 

 

評量 

【總結性評量】: 

【活動二】動物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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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教學省思 

一、「颱風吹」、「榕樹倒」與即將來臨的「10/15澎湖博弈再公投」等訊息，被各大新聞

媒體大幅報導，網路平台、各種資訊傳媒也湧入許多意見的聲浪。頓時，與台灣本

島隔著一片海洋的澎湖群島，在各大媒體的曝光度直線上升，這正是善用「媒體情

境融入教學」之大好時機，藉由與孩子們切身相關的新聞、專訪、論壇等媒體，將

學習的主體還給孩子們。同時，藉由博弈公投小小公民專訪，讓孩子們成為鏡頭上

的主角，宛如小小公眾人物，確確實實培育了資訊小公民。 

二、從颱風侵襲澎湖，馬公市區榕樹倒下，引到澎湖縣的縣樹~榕樹，讓他們進行探索，

並以同理心，角色扮演，試想倘若自己是榕樹爺爺，對「10/15 澎湖博弈再公投」

有何看法，既符合生活課程中「大自然中的樹」的脈絡鋪排，又能搭配時事，有獨

創性。 

一年級的孩子童言童語，有孩子提出了亮點(例如:「蓋賭場可能會需要砍樹，

如果他是榕樹爺爺，有可能會被砍掉，這樣會危及他的性命，所以不贊成」)，這

論點言之有理且符合邏輯，確實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三、「澎湖縣的縣樹~榕樹」、「澎湖縣的縣花~天人菊」、「澎湖縣的縣鳥~小雲雀」與「10/15

澎湖博弈再公投」都是澎湖縣在地特有的重要議題，有其特殊性，而孩子們提出的

論點更具童趣、十分具有新意。 

四、由於主題是課本上所沒有的補充教材，所以可以增加孩子們的新鮮感，讓他們充滿

期待與好奇，而且眼尖的孩子一眼就發現 PPT 上的背景是他們的照片，不停驚呼:

「你們看!那是我們耶!」。孩子們就是課程的主角，也是學習的主角，舉手發言更

加踴躍、專注度更高，學習的吸收力也更好。孩子們對和自己有關的事物會特別喜

愛、特別專注，因此建議在教材教具製作上，盡量能融入孩子們的照片，成效會更

佳。 

拾、共同觀課、議課紀錄 

一、105學年度生活課程共同觀課、議課紀錄單 

教學者 黃千盈教師 觀課者 吳妙娟校長、黃富微主任、翁慧怡組長 

教學 

科目 
生活課程 

單元 

主題 

小小雲雀「校」「榕」可「菊」~幸福生活

「共」「縣」多 

教學 

年級 
一年級 教學地點 一年二班教室 

                        觀察前說明  

1.觀察時間：4/19下午。 

2.觀察工具：「中小學教師班級教學觀察表」 

308



小小雲雀「校」「榕」可「菊」~幸福生活「共」「縣」多 

 

觀察者回饋 

1.教學設計者非常用心設計教案，讓學生認識與了解我們澎湖縣的縣樹—榕樹、縣花—

天人菊及縣鳥—小雲雀。 

2.將澎湖博弈公投融入教學，讓學生對博弈公投有初步了解，有助於學生對在地時事的

關心與理解。 

3.學生模仿電視名人發表想法及接受記者訪問，活動新穎有趣。  

4.一年級學生對博弈可能不太了解，內容有點深奧。 

5.若能加入讓孩子們從觀光客的觀點提出想法(聽聽觀光客怎麼說)會更好!如此一來，

即可同時包含在地想法(榕樹爺爺代表在地人)與外來想法(觀光客代表外地人)。  

二、中小學教師班級教學觀察表 

修改自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 2005.9.2 修訂版本 

規準 

項目 得分 

 
優
良 

滿
意 

待
努
力 

1.精熟學科

單元知識 

1.1 充分掌握單元的教材內容 V   

1.2 有效連結學生相關新舊知識 V   

1.3 能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V   

2.清楚呈現

教學內容 

2.1 能說出單元的學習目標或重點 V   

2.2 能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V   

2.3 能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或技能 V   

2.4 能多舉例說明或示範，以增進了解 V   

2.5 能澄清迷思概念或價值觀，以引導學生正確

概念 
V 

  

2.6 有效使用教學媒體與資源 

（含教具、圖片、補充教材、網路資源、大小

適中、符合需求、內容正確） 

V 

  

2.7 提供適當的練習以熟練學習內容 V   

2.8 適時歸納總結學習的重點 V   

3.靈活運用

教學策略 

3.1 引發與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V   

3.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 V   

3.3 教學活動的轉換銜接能順暢進行 V   

3.4 善於使用問答技巧 

（如提問、候問、傾聽、澄清、提示、轉問、

深究、回應、兼顧不同層次問題、兼顧高低

成就學生的反應） 

V 

  

3.5 能引發學生（情境）思考 V   

309



生活課程備課與觀議課模式的可能樣貌與實踐 

3.6 能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包括口頭或紙筆方式） 
V 

  

3.7 能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補救或充實教學（含

個人或小組指導） 
V 

  

3.8 採用適當的評量（含家庭作業） V   

4.掌握有效

班級經營 

4.1 教室秩序常規良好 V   

4.2 妥善運用獎懲技巧 V   

4.3 學生能積極參與學習 V   

4.4 有效掌握教學節奏與時間 

（包括教學過程與結尾） 
V 

  

4.5 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 

（如打瞌睡、偷吃東西、聊天、傳紙條、吵鬧、

打架、作弊、走動、搶答等） 

V 

  

5.善用良好

溝通技巧 

5.1 適當運用肢體語言 V   

5.2 教室走動能關照多數學生 V   

5.3 教師展現教學熱忱 V   

5.4 師生互動良好 V   

5.5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包括文字、符號、圖形、筆順、簡體字、字

體大小） 

V 

  

5.6 口語清晰正確、音量適中  V   

6.有效引導

實驗或實

作活動 

（可依特定

領域教學或

教材性質需

求，增刪評

鑑項目） 

6.1 實驗器材或實作材料準備周延 V   

6.2 實驗或實作內容講解清楚 

（包括安全守則講解） 
V 

  

6.3 確實掌握實驗流程或實作步驟 

（含實驗器材操作正確） 
V 

  

6.4 引導學生正確蒐集數據或資料 V   

6.5 能引導學生歸納分析結果或獲得解決方案 V 
  

拾壹、特色 

共同備課者與議課者除了授課者本人為同一人之外，其餘皆為不同人，並未重疊，

因此較為客觀且有助於突破盲點。 

拾貳、結語 

過去筆者在設計與實施生活課程教案時，多是單打獨鬥、自己一人勞神苦思，此番

有了好夥伴們的參與，不但有助於突破盲點，更可激盪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深刻體

現了共同備課力量大、合作互惠、共好共榮的佳蘊，與生活課程相依相伴的幸福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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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又向上提升出新高度、「更上一層樓」囉！ 

期許年年都十分有幸能與「生活」有約，可以以文會友的自己，能繼續與生活團的

好夥伴們共同努力，一起為教師與孩子們的「生活」加值，為「生命」創價，「活」化

「生」(身)「新」(心)，為杏壇注入活水，開展新氣象，不只提升層次，更能產生珍貴

價值。 

透過脈絡上一次又一次的設計、解碼、重組、螺旋、創新，不斷設法為孩子們的學

習搭鷹架，以期能幫助孩子們的能力不斷深化、活化、內化、外化、新化與優化，進而

達到適性、精緻與卓越的境界，盡一己之力，與團隊共同努力，以在地行動、跨域創新，

成就「幸福生活貢獻特別多」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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