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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國小吳志堅校長、賴秀貞教師、宜蘭國小陳惠美教師 

 

今年度生活課程輔導群推動的年度主軸為「透過同課(同主題)異教的模式

看生活課程素養教學的可能與實踐」,希望透過社群共備、觀議課的模式，進行

課程發展。從這樣的歷程中，看見學生的學習、探討教學策略，以增進教師對

主題統整教學與素養導向教學之知能。 

近年來，共備、觀議課模式成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的一個重要策略。透過

共備集結眾人智慧結晶，讓課程發展更臻完善；輔以觀議課聚焦學生學習，共

同探討更多教學的可能。參與夥伴在這樣的共備、觀議課歷程中，彼此獲得專

業成長的養分。 

面對全國普及化的生活課程教科書素材，如何共同備課轉化教科書達成素

養的學習，有其重要性。宜蘭縣生活課程輔導小組從 103學年《啊!好土》課程、

104 學年《「訊」好有你》課程、105 學年《奇妙水之旅》課程、106 學年《追

風趣》課程等，皆走過從共備到教學實踐的紮實歷程。主題課程共備，因著老

師、學生經驗與興趣、環境資源的不同，讓課程有了多元的樣貌、更符在地化、

貼近兒童經驗與興趣；教學設計著重讓學習經驗不斷堆疊以發展學童核心素養；

也透過觀議課的活動，成為教學者的另一雙眼睛，回饋教學者學生的學習如何

成立。共備夥伴從少數、單一學校，逐漸擴展到多人團隊、跨校社群的運作，

而這樣的運作歷程，著實讓夥伴成員透過彼此互學，大大提升生活課程教學的

經驗值、戰鬥力、合作默契等。 

直至今日，我們仍然持續進行著共備觀議課的運作，朝向素養導向教學邁

進；到校輔導的鄉鎮市巡迴服務，也正轉型以「共創一堂好課」為主軸，從「一

堂課的教學設計」備課對話到教學實踐分享的系列性研習，讓輔導員與現場老

師以「同儕夥伴」的關係，非上對下的指導關係，共同思考規劃一堂課的實施，

並透過實踐分享交流的另一種觀議課形式，從中看見教學的更多可能。 

    

106下工作坊-核

心素養的理解 

106下工作坊-素

養課程設計共備 

106下礁溪巡迴 1 

一堂課設計共備 

106下礁溪巡迴 2 

共備實踐分享 

以下輔導小組針對宜蘭縣 106學年上學期所發展的風課程之同課異教運作

歷程，進行整理與反思，期待這樣的生活課程發展經驗整理與檢視，作為自己

與他人專業成長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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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以風為題，同課異教主題共備、觀議課發展歷程 

一、課程研發與實施之說明 

(一)課程研發、實踐時程：106學年度上學期(106/7-107/1) 

(二)共備夥伴：宜蘭縣生活課程輔導小組成員/五結國小吳志堅校長、賴秀貞

老師；光復國小何佩珊老師、強怡芬老師、劉振倫老師、廖佳珮老師；四

結國小吳逸羚老師、黃素娟老師；內城國中小吳釥嬅老師、呂亦筑老師三

民國小陳綺娟老師；宜蘭國小陳惠美老師等。 

(三)同課異教主題、實踐基地與公開課的規劃： 

盤點小組內共有四位夥伴所使用的教科書中，皆有以風為題的教材內

容。因此，為了此次同課異教的課程發展，我們決定了進行風主題的課程

研發，並以此四位夥伴的班級進行教學實踐。此外，在這四個班級中，共

安排了三個場次的縣內公開課，透過備觀議課的歷程，實踐素養教學、聚

焦學生學習，提升教學者、共備者、參與觀課夥伴等，在生活課程的專業

知能。說明如下： 

實踐基地 

(學校班級) 
教學者 

協同 

教學者 

使用版本/轉化後 

教學主題 

公開課
教學者 

公開課日期/
教學活動名稱 

內城國中小
101 

吳釥嬅
老師 

 
康軒一上風來啦 
→風來了 

吳釥嬅
老師 

106/12/08 
和風一起玩 

光復國小 
二仁 

劉振倫
老師 

 
翰林二上和風做朋友
→我的風朋友 

劉振倫
老師 

106/11/10 
風舞台的序曲 

光復國小 
二愛 

廖佳珮
老師 

陳惠美老師 
翰林二上和風做朋友
→追風趣 

  

五結國小 
二孝 

賴秀貞
老師 

吳志堅校長 
陳惠美老師 

翰林二上和風做朋友
→追風趣 

吳志堅
校長 

106/12/27 
和風一起玩 

(四)同課異教模式 

本次四個基地班同課異教的課程實施，參與夥伴中的釥嬅老師、振倫

老師同時也結合輔導員公開課的例行團務工作；另外，由縣內教育處主辦

的公開課博覽會活動，宜蘭團也參與一場生活課程公開課，基於此任務下，

佳珮老師、秀貞老師、惠美老師、志堅校長，展開追風趣的課程合作發展。

這四個班的風課程從共備發展到課程實踐，發展模式大致分為兩類型，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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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課異構的風課程 同課同構的風課程 

同樣以風為學習素材出發，但課
程主軸與評量方向，依據班級學生、
教師之差異性，共備出各自精采的風
課程。如：內城 101 及光復二仁兩個
班級，由班級導師釥嬅老師與振倫老
師為主要教學者，發展《風來了》、《我
的風朋友》的課程。 

其課程主軸、評量方向相近，實
際運作時則因學生的學習回饋反應、
場域資源等不同因素，課程有所微
調。如：光復二愛及五結二孝這兩個
班級共同實施《追風趣》課程，除了
班級導師佳珮老師及秀貞老師擔任教
學者，亦由惠美老師在兩個班級中協
同教學。城鄉不同，學生學習成效會
有落差嗎？我們企圖在這分屬一城一

鄉的兩個班級中，以相同的課程《追
風趣》之教學設計，在兩個班級中試
行，並關注這一城一鄉的班級中教學

實施的差異。 

二、課程共備規劃說明 

(一)專家學者的共備帶領：此次風的課程研發，結合總團辦理的公開課培能工

作坊、課程設計增能工作坊及輔導小組自行規劃的每個月一次周五下午的

共備觀議課工作坊等，進行課程共備。因此在許多專家學者的帶領下，如：

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視覺藝術專長夏敏華老師等，

讓參與共備夥伴共同聚焦以風為學習素材，深入思考素養教學的核心及教

學的更多可能。 

(二)輔導小組成員的深度對話：參與夥伴透過小組每個月的增能工作坊，安排

對新課綱的理解、培養學生聆聽、討論等能力的班級文化建立、風的遊戲

與藝術相關活動體驗、實地觀議課等增能課程；課程共備部分，也利用工

作坊時間、課後聚會及線上討論等方式，分為一、二年級兩組進行課程討

論，激盪對風課程的教學想法。夥伴們不吝貢獻自己在課程設計、班級文

化建立等面向的經驗智慧，讓課程持續發展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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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工作坊的風課程共備討論，形成《追風趣》課程架構的初稿。 

    

106上工作坊 1 106上工作坊 2 106上工作坊 3 假日的共備約會 

貳、同課異教中學生學習的看見/教學策略的使用 

四個同課異教的風課程實踐基地，有著不太一樣的風故事。同課同構的

風課程，其中的「異」，著重的是學生學習的差異；同課異構的「異」，則看

見課程的多元性。以下將針對上述兩類不一樣共備模式的風課程，分析其同

課異教中的運作心得。 

一、以光復二愛 VS.五結二孝的《追風趣》課程為例 

(一)《追風趣》的共備內容產出 

1.目標的設定： 

在此次《追風趣》的課程規劃中，夥伴們首先思考的就是透過風的課程

我們想要帶孩子走向哪裡？透過風的題材，孩子們可以培養、深化的核心素

養又是什麼？在夥伴們的討論下，主要希望透過風課程，讓學童在「探究事

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美的感知與欣賞、與人合作」等主題

軸，能有深化的學習，因此對風課程有了這樣的主題學習目標設定： 

(1)能透過對風的探究，理解風的特色，提升觀察與記錄的能力。 

(2)能與人合作探索生活中風吹動的現象、以不同表徵來表現風，並設計

風的遊戲。 

(3)能與人合作分享所設計的風遊戲，探究風遊戲的特色及好玩因素。運

用風力繪畫，感受藝術的趣味性；反思風課程的學習心得。 

2.總結性評量的設定： 

《追風趣》透過多元形式，如紙筆、實作等方式，看見學生涵蓋認知、

技能、態度等面向的素養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說明如下： 

學習活動 
學習表現
說明 

活動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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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活

動四：風的
秘密 

2-I-6-1 了解風的概念、特色，如：來

源、大小、溫度、風力吹動現
象、產生風的方式、用途等。 

紙筆評量/寫出關於風的

概念、特色/學習單 
 

單元三/活
動一： 
風的園遊會 

4-I-1-1 
7-I-4-2 

能設計適切的風力遊戲，並與
他人合作準備物品、擔任遊戲
關主，分享風遊戲的設計。 

實作評量/能考量風與素
材的特性設計風力遊
戲，並與小組合作準備並
引導他人進行風遊戲。 

 

3.《追風趣》主題架構： 

歷經暑期工作坊產出了規劃版架構；開學後每月的工作坊及額外加碼的

共備聚會等數次的討論下，並在持續滾動修正、發展中，才完成實踐版的課

程脈絡。完整教案連結：http://gg.gg/a901a 

 

《追風趣》五結二孝實際實踐版課程架構 

http://gg.gg/a9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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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風趣》主題架構 

主
題 

單
元 

活動 
名稱 學習脈絡 活動學習目標及對應學習表現說明之標號 關鍵提問 

追
風
趣 

一
、
風
的
偵
探 

(一) 
風朋友
在哪裡
(4節) 

探索、觀察校園中風力作用的
現象，以多元方式，適切紀
錄、表達觀察發現，如被風吹
動樣子、聲音、風的冷暖等。 

1.運用五感仔細探索、觀察生活中的風力作
用現象。(2-I-2-2、3-I-1-2) 

2.運用完整句子描述紀錄所發現的風力作用
現象。(7-I-1-1) 

3.小組合作運用肢體模仿風力作用現象。
(7-I-1-1) 

4.理解風力吹動物品會有不同樣態及合適的
詞彙表達。(2-I-2-1、3-I-1-2) 

Q：教室裡風來了嗎？你怎麼知道？ 
Q：校園裡可以找到哪些風來了的證

據？ 
Q：各組找到的最特別的「風來了」的

證據是什麼？ 
Q：大家發現了哪些被風吹動的樣子？ 

(二) 
捕捉風
朋友 
(2節) 

運用相機拍攝風力作用現
象，並介紹。課後持續探索觀
察並記錄生活中的風力作用
現象。 

1.操作相機拍攝風力作用現象，並以完整句
子介紹拍攝內容。(7-I-1-1) 

2.觀察並記錄生活中風力作用現象。
(7-I-1-1、2-I-2-2) 

Q：你想到校園的哪個地方拍攝風朋
友？為什麼？ 

(三) 
呼叫風
朋友 
(2節) 

分享、比較課後觀察風的發
現；探究運用身體或器物產生
風的方式。 

1.探討觀察活動中所發現的風，知道風的不
同來源。(2-I-1-3) 

2.運用身體與器物，探究製造風的方式，感
受空氣流動能產生風，了解空氣與風之間
的關係。(2-I-2-1、3-I-2-1) 

Q：你所找到的風有什麼不一樣？ 
Q：除了大自然的風、電力的風，還可

以怎麼做會產生風？ 

(四) 
風的秘
密 
(2節) 

從多次的探索經驗中，寫下對
風的認識；再透過比較、分
類、團體討論，歸納出風的特
色。 

1.寫下從風的現象觀察中，關於風所了解到
的內容(事實、概念、特色)。(7-I-1-1) 

2.小組合作依據所寫內容(事實、概念、特色)
為找出相似的部分，進行歸類。(2-I-1-4) 

3.了解風的概念、特色，如：來源、大小、
溫度、風力吹動現象、產生風的方式、用
途等。(2-I-6-1) 

Q：從這幾次的探索，你觀察到、發現
了哪些關於風的秘密？ 

Q：大家的發現中，有哪些秘密是一樣
的呢？ 

Q：你會如何介紹風？風的特色是什
麼？ 

二
、
一
起
去
追

(一) 
風的動
次動次
(2節) 

蒐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再次
探究物品被風吹動的情形。透
過團討，覺察影響物品被風吹
動的因素，如物品形狀、大
小、輕重；風力大小、方向等。 

1.探究風力改變物體運動狀態的現象，了解
風力大小、方向及物體形狀、大小、輕重
等，影響吹動的結果。(2-I-2-1) 

2.小組合作運用肢體模仿演出風力作用的現
象。(7-I-1-1) 

3.運用風力改變物體運動狀態的現象，設計

Q：蒐集到的這些物品，被風吹動時會
怎麼樣呢？ 

Q：什麼原因會影響物品被風吹動的樣
態(滾、飛、飄、移動…..)？ 

Q：這幾次的運用生活物品體驗被風吹
動的活動，你覺得最好玩或印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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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與風互動的活動。(4-I-1-1、2-I-5-1) 深刻的是什麼呢？ 
Q：運用物品被風吹動的現象(各種動

態)，可以如何變成好玩的風遊戲?
要怎麼玩？ 

(二) 
和風一
起玩 
(4節) 
 

思考風的來源、吹動物品、被
吹動的樣子、讓遊戲好玩的因
素等，進行風遊戲設計。透過
同儕互相回饋，修正及精緻化
風遊戲進行方式。 

1.與他人合作，運用風力改變物體運動狀態
的現象，設計與風互動的活動。(4-I-1-1、
7-I-4-1) 

2.能給予他組的風遊戲的回饋意見。
(3-I-3-1) 

3.參考他人合適意見修正風遊戲，並以文字
及圖像表達修正後之玩法。(7-I-4-3、
7-I-1-1) 

Q：各組所設計的好玩的風遊戲，還可
以怎麼玩會更好玩？ 

 

三
、
風
小
子
來
囉 

(一) 
風的園
遊會 
(2節) 

擔任風遊戲關主分享自己設
計的風遊戲及體驗它組風遊
戲。活動後，探討最好玩的風
遊戲組別的原因並反思活動
心得。 

1.能運用風與素材的特性設計風遊戲，並與
小組合作準備並引導他人進行風遊戲。
(4-I-1-1、7-I-4-2) 

2.比較不同風遊戲的特色，了解讓風遊戲好
玩的因素。(2-I-5-2) 

Q：哪一組的遊戲最好玩？為什麼？ 

(二) 
風的意
象畫 
(2節) 

探討風在生活中的各種用
途，透過體驗運用風力來畫畫
的活動，再次感受風的力量。 

1.探討風的不同用途，覺察風在生活中的相
關性與重要性。(2-I-6-1) 

2.反思並表達對風課程的學習收穫、心得。
(4-I-2-1) 

3.體驗運用風力進行藝術創作活動的趣味
性。(4-I-3-1、5-I-1-2) 

4.欣賞由不同線條、不同顏色所組合出的
美。(5-I-3-1) 

Q：生活中，你還知道風有哪些用途呢？ 
Q：你最想跟風說的話是什麼？為什

麼？ 
Q：風畫出的作品，最特別的地方是什

麼？ 

(三) 
收藏風
的記憶 
(2節) 

回顧學習歷程(照片、影片、
作品等)，透過給風的一封
信，表達學習心得；將此次課
程的學習歷程作品，整理裝訂
為一本小書，再互相觀摩學
習。 

1.能透過書信方式，表達此次課程的學習經
驗、學習心得。(4-I-2-1、3-I-3-2) 

2.彙整學習歷程之學習單，黏貼於小書中，
並完成小書命名。(4-I-3-3) 

Q：經過這次的風課程，你的學習心得、
收穫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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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風趣》課程同課異教中「學生學習的看見與教學策略的使用」分析 

《追風趣》的課程，期待透過跟風接觸的直接經驗，讓學童多次觀察，並

引導學童將對風的經驗與觀察，運用多元方式豐富的表達出來，逐步提升學童

的觀察力、表達力，並建構對風的認識；探究產生風的方式，連結風與空氣之

間的關係；以學童喜歡「玩」的特性出發，讓學生運用生活中的素材、感受風

的力量，從中學習探究事物的方法、培養好奇心；透過設計與風互動的活動、

掌握風的特性，發揮創造力，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針對歷程中教學策略的運

用、學生學習的看見、同課異教的比較等，說明如下： 

1.教學策略的使用： 

(1)充分的探索、充分的「玩」：單元一的活動，希望學生從探索出發，覺察

風力作用的現象。每一次的探索，因為風力大小不同、環境場域的不同，

學生的發現也不同。對低年級兒童而言，多次的探索有助於經驗累積，

修正觀察方法，提升成效。因此，除了教室裡的探索、校園裡的探索、

課後假日生活中的探索；一次次的練習下，學生掌握觀察重點及描述觀

察現象的能力提升，所觀察的內容與品質也相對豐富。 

另外，從單元一風的現象觀察，進到單元二我們希望孩子跟風能有

更緊密的互動。在學習目標的設定上，希望能連結孩子對物體形體特徵

與吹動狀態的差異。於是，讓孩子蒐集生活中的常見物品，再一次探究

這些物品被風吹的現象。對孩子們來說，這樣的活動像在「玩」。從上課

「玩」到下課、今天玩不夠明天下課繼續「玩」，我們讓孩子有充足時間

的「玩」。這樣的探索歷程是孩子從風力作用特性的具體經驗進到對抽象

概念之重要基礎。體驗後，再透過團討歸納其中的發現。 

(2)3C媒材的融入使用：第二次的校園探索風力現象，我們加入簡易數位相

機的融入使用，讓學生拍攝一小段所感興趣的風力現象回來分享。相機

的使用，對低年級兒童來說，除了提高學習興趣外，也讓學生再次聚焦

風的現象觀察。 

(3)任務導向學習：整個學習歷程，以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讓學生透

過討論、實作等小組合作的任務導向學習模式，更投入學習任務中。 

(4)學習經驗統整：多次風的現象觀察後，從觀察現象的發現，對風的認識

是什麼？我們先鼓勵學生書寫從探索中關於風所知的內容，兩人小組合

作書寫後，再進行四人小組的交流，找出所寫內容相似的，最後再進行

全班級的經驗統整。從個人到小組再到全班，學習經驗的整理下，學生

也觀摩學習到他人多元的看見。 

  

(5)學習情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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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學習痕跡：將個人學習的紀錄單或是團討的成果，張貼於教室內布

告欄、展示板上，提供學生能於課後進一步與作品互動交流。 

‧主題書群閱讀角：教室裡展示涵蓋不同面向與風相關的繪本書籍，如：

風的力量/上人；風喜歡和我玩/遠流；乾淨的能源-太陽、風和水/上人；

風是什麼顏色/遠流；奶奶風要怎麼畫/大穎；颱風來了/青林等。透過閱

讀角落情境布置，提供學生課外持續探究的熱情、加深加廣學習面向。 

  

(6)捕捉探索中的精彩、有趣畫面，作為風遊戲發想的鷹架：教師拍攝學生運

用生活素材測試被風吹動的簡短錄影檔，如：被吹得滾動的雙面膠帶、跳

動的名片紙；被搧動往上飄衛生紙等等，並播放讓學生在單元二風遊戲發

想之前先觀看，從這些學習的精采歡樂畫面，作為風遊戲設計的鷹架。 

(7)同儕相互回饋修正風遊戲：遊戲設計後，如何讓各組所設計的風遊戲更精

緻化？教師先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認為好玩的遊戲如何玩、好玩的原因

(賽跑/比快、丟球/比遠、跳繩/比跳幾下、套圈圈/套中等等)，再安排小

組相互回饋的活動，透過給予他組遊戲回饋意見，反思與調整讓風遊戲更

好玩。 

(8)討論、傾聽、合作的班級文化的鞏固：建立班級討論、傾聽、合作的班級

學習文化，一直是我們重要的教學核心價值。當然，在這次課程中，也有

很多兩人合作完成學習任務的活動，不斷鼓勵、鞏固夥伴關係。如單元二

兩人合作完成風遊戲設計的活動，從遊戲的發想到實際執行，要完成這樣

的大任務，需要平時建立學生討論、傾聽習慣的用語，如：「這是我的想

法，那你呢？」、「我也跟你一樣的想法。」、「我聽不太懂……可以再說一

次嗎？」等等，以利溝通合作的進行。 

(9)學習新經驗、高峰經驗的安排： 

‧單元三中的《請風來畫畫》活動，學生來說是很新鮮的體驗。教室地板上

舖滿全開的大圖畫紙，全班一起運用風力進行吹動乒乓球滾畫，合力建構

出一幅繽紛的大色紙，再共同討論大色紙的運用後，決定將每一張全開圖

畫紙剪裁 1/2長條，解構為個人小書的底紙使用，以收納學習歷程學習單。 

‧而擔任風遊戲的老闆與顧客，分享風遊戲的闖關活動，更是此次課程高峰

經驗，在學生高度期待下，和他人分享所設計的風遊戲。 

‧無論在運用生活素材設計風遊戲、舉辦風遊戲的園遊會、運用風力進行的

藝術活動等活動，對學生來說都是學習的新體驗。這些經驗活動，激發學

生的興趣、提高其學習成就，讓學生更專注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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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園遊會活動進行後，探討風遊戲好玩的因素) 

2.學生學習的看見： 

(1)表達能力的提升：單元一的學習從風力作用的觀察、紀錄活動中，完整表

達描述觀察現象，是我們希望孩子能達成的目標之一。對於二年級的孩

子，我們期待不只是簡短寫出「風來了，◎◎被吹動了」，而是能以文字、

口語表達等方式，完整描述，並能運用更適切的詞語去表達觀察所見。從

聆聽、觀摩、比較自己與他人的紀錄表達情形，學生對於描繪表達有了自

行調整、修正的機會，於是「被吹落、飄動、左右搖動、滾動、吹掀了……」，

孩子們使用的詞彙也變得更適切、豐富；透過展示或唸出寫得比較完整學

生的作品，作為其他同學參考的鷹架，學生描述的語句更完整。 

(2)思考引擎的啟動：引發學童的問題意識，讓學童思考與探究是素養課程很

著重的關鍵。活動三《呼叫風朋友》活動中，我們探討產生風的方式、風

與空氣之間的關聯。「如何產生風？」的提問與任務，讓孩子們躍躍欲試。

運用身體或周遭墊板、書本、塑膠袋等物品展開探究，透過討論對話激盪

出原來是「力量推動空氣而產生風」的概念。這是小二孩子，透過思考、

實作而產生很科學的知識推理。 

 
(3)任務的投入參與：學生在活動四《風的秘密》，寫下從探索活動所知的事

實時，我們提醒孩子仔細回想「在校園觀察中，你知道了什麼……」、「家

裡的探索中，你發現了什麼……」、「假日戶外的探索，你發現了什

麼……」，鼓勵能寫越多越好並給予充分的「不干擾」時間。前置的充分

探索經驗，加上充足時間的給予，配合柔美的音樂播放，那一節課，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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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孩子耐心的書寫表達所知道關於風的內容，而老師僅在一旁默默觀

察、適時給予提示引導。 

   
(4)每一個孩子都是天生玩家：光復二愛、五結二孝的兩班，在素材探索的發

現，各自精采。一條毛巾、一個墊板、一支筆、一張名片紙、一個塑膠袋……

無論是光復還是五結的孩子，在運用風力觀察生活素材被風吹動的活動

中，都像是魔術師一樣，不起眼的小物，瞬間好像都變成好玩的玩具。給

予空間、時間，看見孩子的創意就在這樣自由愉悅的氛圍下萌發。 

  

(5)自發、互動、共好的邁進：單元二《和風一起玩》的活動從各人想法出發

的風遊戲設計，再到小組合作思考結合二種被風吹動樣的的遊戲或是加入

競賽的方式完成共同的風遊戲設計，到最後班級跨組給予回饋建議，精緻

化所設計的風遊戲。這樣的歷程中，看見孩子自發性的投入活動中；與他

人積極合作完成任務；嘗試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協助他組的遊戲設計達到共

好的目標。 

(6)《追風趣》公開課的看見：在活動二《和風一起玩》，我們安排了一堂五

結二孝的公開課，由志堅校長擔任公開課教學者。這堂公開課主要目標希

望符應學習表現說明 4-I-1-1、7-I-4-1，讓學生透過與他人合作，運用風

力改變物體運動狀態的現象，設計與風互動的活動。教學活動設計從前次

探索物品被風吹動的活動短片觀看、討論作為經驗連結及風遊戲設計鷹

架；接著兩兩討論後寫下設計的想法，再進行檢核確認是否符合風遊戲的

條件，所覺察不足的再自行補充修正；最後邀請小組發表設計內容，再以

「如何更好玩」的提問，進行團討，讓風遊戲設計更完善。這樣的一堂課，

正是檢核著長期以來培養的班級合作文化是否成功的時機點。兩兩一組順

利產生風遊戲的共識了嗎？公開課後的議課，聽到夥伴回饋著學生能專

注、眼神關注彼此、注視所要完成的任務單、給予彼此機會參與在任務

中……長期的耕耘下看見孩子能有這樣的表現，對班級授課老師來說，感

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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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結二孝 VS.光復二愛》有異見 

(1)城鄉差距在哪裡？ 

從單元一的探索活動中，可以發現不同之處，如：在課後作業觀察風

的現象，協助孩子完成拍攝並回傳給老師的完成率，市區的光復二愛家長

對課程的參與協助，相較於鄉下的五結國小來說，參與協助的比例較高。

不過，這不影響對學習目標的達成，透過教學活動的設計，如單元一多次

的探索觀察中，讓兩個班級的學生之觀察內容豐富、多元，足以從觀察所

見進行到下一階段的探討。 

在探索觀察活動中，可以看到孩子探索力、觀察力是沒有城鄉差距的

問題，甚至因為鄉下的五結國小環境場域資源豐富，孩子探索成果相當豐

碩，像是找到了被風吹得抖動的細微蜘蛛網、小草細長葉子被吹得像螺旋

槳一樣旋轉等等，孩子就像偵探般能找到好多風的線索。 

此外，孩子們的學習熱情、創造力、學習成效的展現，透過教學上的

設計引導，不因城鄉而有所差異。 

(2)課程決定依著學生反應、好奇、興趣，調整班級的教學設計： 

‧在單元一校園探索風的現象時，五結的孩子發現了校園旁一棟房屋的頂樓

有一座被風吹得旋轉的「火箭」，在「那是什麼？」好奇心的驅使下，孩

子們嘗試去訪問校長、家長，請家長幫忙查詢，才得知原來那是一座風力

風向計。因為場域資源的不同，五結的孩子也多了光復這一段無法複製的

「火箭解謎」學習插曲。 

‧單元二一起去追風主要希望探究物體外觀特徵與被風吹動現象的不同。教

學進度較先的光復二愛，在教學設計上，安排從學生在單元一生活中的風

力作用所觀察的現象中，引導學生討論、歸納物體特徵與風吹動樣子的關

聯，如片狀國旗飄動、球體物品滾動……但課程實際操作的結果發現，學

生知道物品與被吹動的樣子，但要一一說出其特徵，相對困難。因此在五

結二孝班實施時，調整教學設計，改以蒐集生活簡易素材觀察被風吹動的

樣子後，再進行小組討論與班級團討，歸納出影響物品被吹動情形的因

素，包括物體的形狀、輕重、材質；風力方向、大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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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二愛從單元一的觀察結果進行吹動樣態與物品特徵的團討結果) 

 
(↑五結二孝在實際運用物品觀察被風吹動後，由小組討論再到全班討論歸

納影響物品被吹動的因素) 

‧在單元三的活動三〈風的園遊會〉中，安排學生分享所設計的風遊戲。

但如何進行分享活動？從光復二愛和五結二孝兩個班，我們也看見差

異。光復二愛的孩子，在一年級下學期的《奇妙水之旅》課程中，已有

安排闖關遊戲，和隔壁班的同儕分享水課程相關概念的經驗；因此在這

次〈風的園遊會〉活動時，和學生討論後決定在學校川堂擺攤，和有興

趣的學長姐、學弟妹一起分享風的學習，這樣的大膽嘗試對孩子們來說

是個相當大的挑戰，不過在舊經驗的基礎下，這樣的新經驗更具挑戰，

也帶給孩子相當的成就感。而五結二孝的孩子，在一年級未有跨班或跨

學年的分享經驗，因此選擇在班上進行，同學間相互體驗，這樣的分享

活動也讓同學間進一步拉近距離。 

 

二、以光復二仁 VS.內城 101 的風課程為例 

光復二愛、五結二孝的《追風趣》，有著十分細膩的引導，從多次的風探索，

統整對風的認識；從素材的吹動體驗，激盪好玩的風遊戲等，提升孩子書寫能

力、口語表達能力、探究觀察力、創造力等。 

而以光復二仁 VS.內城 101 的風課程為例，在大架構、目標的共備後，兩

個班的課程發展回到振倫老師、釥嬅老師與孩子們共構而產生。因此針對一、

二年級的風課程，在孩子能力、發展的不同下，兩個班的課程設計、教學策略

的運用也有所不同。 

振倫老師從五感探索到風的特性理解，最後讓而學童以多元方式表現對風

的認識。釥嬅老師則是在風的課程中著重引導孩子學習如何學習，讓孩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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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表徵學習表達想法；再從孩子的興趣中，引導探究風課程。 

  
光復二仁班級與內城 101班級的風課程共備討論紀錄 

這兩個班級因為透過公開課的安排，因此從兩個班既有的學習基礎下，展

開公開課的共備設計。光復二仁振倫老師的《風舞台的序曲》公開課中，學生

前置經驗已探索、觀察記錄風的現象、體驗與風互動遊戲等。公開課這一堂「風

舞台的序曲」，重點在於統整學生對風的整體概念，作為後續多元形式介紹風朋

友的基礎。 

從振倫老師的公開課，我們看見生活課程的「學習經驗整理」很重要，透

過學習經驗的整理，知道學生學習的情形。發現孩子不足的，就是再次探索打

開眼睛的時候，有了充分的探索體驗，就能看見孩子豐富的發現。當孩子已充

分掌握學習的重點，則可以繼續往下ㄧ個活動邁進。從課堂觀察，不難發現振

倫老師班級經營的用心，多數組別學生能投入學習活動，與小組夥伴合作，完

成學習任務；在學習單討論、紀錄的過程中，老師持續的行間巡視，關注每一

組的學習，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學習單的內容，成為學生穩定的力量。 

   
搭起介紹風朋友的鷹架 學生發表討論的內容 夥伴分享觀察所見 

內城 101釥嬅老師的《和風一起玩》公開課，學生前置經驗已探索、觀察

記錄風的現象、收集並體驗家裡的風玩具(風車、大象長鼻子、風鈴)等。公開

課這一堂「和風一起玩」，主要透過學生閱讀（前一節課已完成的學習單）、小

組合作、共同討論、澄清概念等方式，整理學童對風力作用認識，並期待為接

下來的設計風玩具搭起鷹架。議課時除了教學者的教學反思外，夥伴們也從教

學策略、學生學習等面向回饋觀察所見，並共同思考在這堂課後的教與學。從

釥嬅老師的公開課，我們也激盪了許多針對小一孩子教學節奏如何安排及建立

學習習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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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閱讀他人的紀錄 發表他人紀錄的內容 夥伴回饋觀課意見 

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現場老師最有感的，除了「素養導向」教學改變，

還有課綱規範的校長、教師每人都要進行的「公開課」。公開課，它不是一場「秀」，

最重要的目的是透過夥伴、社群共同備課，以公開課為專業對話的素材，共同

思考、促進學生朝向意義化的學習，教師彼此持續的朝向專業成長！我想從夥

伴們的實踐中，我們真實的看見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助

益。 

參、同課異教省思心得 

一、同課異教課程共備運作模式的不同可能 

同課同構的《追風趣》課程，在秀貞老師和佳珮老師的班級中實踐，因為

惠美老師在兩個班擔任協同教學的教師，因此兩個班的教學經驗能相互交流，

作為教學修正的參考依據。因此兩個班則像是互惠關係的課程共備，是在掌握

學習目標下，彼此提供可行的教與學的策略、修正教學。 

同課異構下風課程，在振倫老師及釥嬅老師的班級教學中，因為學生年級

的不同與能力的差異、教師的課程意識等因素，決定了課程走向的發展。因此，

針對這兩個班，夥伴們的共備，除了整體課程發展的討論；公開課的學習活動

如何接續發展，也特別著重考量學生既有的基礎、學習經驗下，可以說是為班

級量身打造的課程共備，課程發展也就各有特色。 

共同備課的歷程，是參與夥伴們謀合的歷程，或許容易達成共識、或許過

程中火花不斷，各是精采。有人問課程需要共備嗎？想要共備嗎？或許大家各

有不同的見解。但，當參與夥伴抱持著開放的心胸，與他人想法的交流與碰撞

出的火花，在教學上都能產生無限可能。 

二、共備-集體智慧力量大 

當參與課程共備的夥伴越多元、在課程中添入元素也就越加精彩。以《追

風趣》的課程共備發展歷程中，除了對生活課程精神掌握精準、相當有默契的

小組夥伴成員外；也因為參與輔導團總團規畫辦理的成長工作坊中，獲得課程

專業人士如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等的協助。文生校長從

課程一開始醞釀時，除了在建立班級學習文化的指導外，也提點大家孩子不缺

乏與風互動的經驗，而是缺乏完整表述的能力，因此在課程中，我們也很希望

能讓孩子從觀察中，學習清楚表達的能力。而偉瑩主任則是指導如何進行素養

導向的課程設計，如：學習目標、脈絡、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評量檢核點、

學生困難分析、概念分析、提問設計等。而在實踐歷程的〈單元一風的偵探〉

的（活動四風的秘密）中，光復二愛的學生在整理生活中觀察風的學習經驗時，

除了整理出幾個重要概念如：風的用途、風的動力讓吹動樣子不一樣、風的來

源等等，另外也提出了風有大小、冷熱溫度、方向及五官感受到的如摸不到、

透明等。因此，也特別將孩子們的整理發現與縣團自然科輔導員葉鴻禎老師分

享，鴻禎老師表示，這是因為孩子們覺察到風與空氣之間的關聯，在低年級風



透過同課(同主題)異教的模式看生活課程素養教學的可能與實踐 

的主題中，掌握到風與空氣之間的關聯是重要的。這些領域內外課程專家、夥

伴的「加持」下，讓課程方向更明確、課程設計更豐富。 

對教學經驗不足或未具課程發展能力之教師來說，共備提供了較強同儕鷹

架，協助進行課程發展。運用共備產出的脈絡性課程，於班級教學中實施，可

從教學中，學習他人運用的教學策略或課程進行的模式，在多次共備的浸泡學

習中，感受教學發展的溫度。不但孩子受益，對於教學者也是莫大的收穫，未

來更有能力發展出自己的教學模式。反之，如教師經驗豐富，課程脈絡清楚，

同儕只需提供弱鷹架，甚至不需同儕鷹架支持，有時自己反而可以扮演搭鷹架

者。 

因此，無論是整個主題的脈絡或是公開課的規劃，透過共備，對於課程精

緻度、穩定度能有一定的品質，有助於彌平教學上的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課綱精神掌握下，開展課程的多元性 

共備後的教學活動發展，教師照表操課就好了嗎？如何不淪為齊一式的罐

頭課程，保有獨特性？很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教學者能否關注學生學習，以學

生為主體。 

當共備的教師群盡可能針對教材、環境資源、學生可能的反應與想法等，

納進課程脈絡中，但仍有可能無法滿足、適合每一個學校的班級教學。在真實

的教學情境中，不同的班級學生，課程活動仍可能蹦出不同火花。因此，有賴

教學者再依著孩子實際的反應適時的調整課程內容，因應教學者班級的需求而

長出多元樣貌，展現同課異教的「異」。 

過往，輔導小組到教現場分享所發展的課程時，總會有老師覺得這樣的課

程實施對一般教師、學生來說就像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在此次課程中，我們

看見透過共備後，學生的學習動力、學習熱情、學習目標的達成，不因城鄉有

差距。教師的課程意識，是決定課程成效的關鍵。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唯有

每一位生活課程教師，都能意識到生活課程的重要性，好好把生活當「主科」

來教，願意從課程實施中，掌握課綱精神，真正帶給孩子素養的學習，那麼新

課綱的理想實現也就不遠了。 

肆、同課異教之有話大家說--參與夥伴心得回饋 

一、教學者的共備&教學實踐心得  

(一)五結國小/賴秀貞老師 

「追風趣」是一個透過生活團團員腦力激盪的共備課程，它是一個突破教

科書和個人思考框架的課程。在討論的過程中，部分課程走向讓我覺得孩子可

能做不到，但在大家不斷抛出的想法討論中，取得想法的平衡點，讓不可能變

成可能，這不是妥協，而是透過他人的教學經驗，轉變成自己班上的孩子學習

經驗之嘗試。共備過程中，我所受的最大影響是－看待孩子的學習發展，要將

一切視為可能，不應用一己的眼光事先設限，應該讓孩子有試一試的機會。所

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是共備課程最好的寫照。共備課程時，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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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維方向不同，因此激發出許多創新的想法，讓這個課程的內容豐富且生

活化，更符合低年級孩子在遊戲中學習的天性。 

108 課綱的素養導向課程，更強調生活課程是從探索和體驗開始，孩子要

從生活經驗出發。「追風趣」讓孩子透過多次的觀察和體驗，發現各種風動的現

象，才能在延續的課程中找到各種「風的祕密」，進而設計出風的遊戲，並在「風

的園遊會」中找到體驗別人遊戲的訣竅，最後才能對「風朋友」表達深刻的情

意感受，課程脈絡緊湊且環環相扣，正可呼應素養導向課程－從知道開始，進

而有能力做到，並確定能力是深化在孩子心中。 

在這個課程中，我看到了並非知識性學科強的孩子才有學習能力，有創造

性的孩子反倒是平時較無耐性或知識性學科成績較普通或差的孩子；就算是班

上有學習障礙的孩子，也能在這個課程中，透過課程、教師及同儕鷹架的搭建，

跟著進行一連串的風課程－對於風有所觀察、能發現風動的樣態，進而能和學

習伙伴設計風遊戲，也能獨當一面「當老闆」，更在進行「風園遊會」時，會運

用前面所學，用各種方式改變風向、風力，只為求趕快過關。孩子期待上生活

課程，在課程中找到展現學習能力的方法，這是我在進行「追風趣」最為感動

的部分。 

共備的課程是否會淪為齊一化的課程呢？相同的課程脈絡在不同的班級進

行，是否會變成制式化的課程內容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從我到鈔嬅老師的

班上觀課、佳佩和振倫兩位老師的課程分享、志堅校長的公開課和我自己在班

級進行的過程來看，就可發現其中的不同。主因是班級所處的城鄉的不同、年

級的不同、學生組成分子不同及教學者教學風格的不同與對課程的認知不同。

共備課程只是共備一個脈絡化的課程架構，而課程的進行除了會受到教學者的

教學風格影響外，還會受到班級的主體－學習者的影響，這兩個因素都會讓不

同的班級的課程脈絡走向不同，而其中以學習者為課程脈絡的主宰者，教學者

會因學習者的反應而調整教學，因此共備的課程脈絡在不同的班級進行，還是

會有各自的走向。 

在這幾次的公開課觀課或課程分享中，我發現充滿挑戰的課程、有學習任

務的課程，孩子的學習態度更專注、聆聽態度更投入、討論態度更認真，會讓

孩子更有學習興趣，進而更有學習動力，更願意展現自己的能力，而這時身為

教師的我們需要做的再簡單不過－就是扮演引導者角色，陪伴孩子學習而已！ 

(二)光復國小/廖佳珮老師 

很幸運的，我參與了這場假日的早午餐約會，美食的香氣中，伴隨著你一

言我一語的交談，時而熱絡，時而寧靜，時而膠著，時而驚喜，透過對話與交

流，大家思考著各種課程的可能性，再從盤根錯節思緒中，慢慢找出同感，規

畫出「追風趣」的初步學習計畫。嘴裡的食物美味，腦袋裡的課程藍圖，因著

共備而更有「滋味」。 

未和伙伴共備前，我在設計課程時，總不自覺以課本為鷹架，再設計相關

活動，也自認為是「多元與生活化」的學習。但透過和伙伴共備後，有種井底



透過同課(同主題)異教的模式看生活課程素養教學的可能與實踐 

之蛙跳出水井外的豁然，開拓與延伸了設計課程時的視野。我很享受和伙伴間

的共備過程，每一個問與答中，透過腦力激盪，集思廣益，讓課程目標更聚焦，

更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學更有脈絡，符合生活課程課綱精神。 

而課程實施前充分的共備，對教學者來說，似乎得到了尋寶圖般的驚喜，

會對課程的思考上更全面性，也迫不及待想看見孩子在課程中為自己裝備的能

力。然而，共備的珍貴之處，也在於課程實踐時的對話，往往讓我看見了自己

教學中的盲點與不足，並從中調整教學情境、關鍵提問與學習任務，解決教學

與學生學習的困難點。這些都是自己獨自備課中，所欠缺的激盪與火花。課程

實踐後，大家一同交流各自和孩子所經歷課堂風景，分享課堂中一個個的亮點

與課後省思，一同豐收與成長。 

雖然共備會花許多時間討論，但學生的能力躍進，對老師來說，就是最大

的回饋了。在《追風趣》課程中，我看見了許多孩子的學習畫面，心中滿是感

動!「風」雖然看不到，摸不到，但我們因著一次次的觀察探索，深切地感受到

風的不同樣貌。孩子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樹葉摩擦地板的聲音。」、「風就像

愛一樣，看不見，但用心就感受得到。」孩子在充分的感官體驗後，並且透過

肢體律動，細膩的展現風的現象，對課程也對生活更”有感”。透過探索與討

論後，桌上滿滿的紙條上，寫著孩子對風的觀察發現，風的特性也從孩子口中

呼之而出。 

而風遊戲的發想主導，不再是由老師指導，而是將設計權柄放手交給孩子。

看著下課中的孩子，有的趴在地上吹雙面膠，有的試著拿不同用具搧物品……

等，個個都投入在課程中，也從一次次地自由試探與玩樂，激發創意思考能力，

發想與設計遊戲。孩子的自主學習的表現超乎我們的想像，每一組都根據風的

特性發展了有趣的遊戲。 

進入高峰活動《風的園遊會」時，孩子和客人應對時，臉上的自信與笑顏，

在在展現溝通表達與合作能力。孩子們說:「擺攤當老闆真的很累，但能和大家

分享自己設計的遊戲，真的好有成就感!」最後，創作「風的意象畫」活動時，

對孩子也是深刻的藝術創作體驗，大家欲罷不能使勁得吹，高度的學習興趣與

氛圍隨著被煽動且蘸上顏料的兵乓球，在教室自由流動。繽紛的色彩和多采多

姿的學習生活相互輝映著。創作小書中的一字一句也表達了對課程的熱愛與正

向回饋。 

我很慶幸，自己打破了原有的教學框架，也十分感謝夥伴們的分享。在教

學的旅途中，您仍單打獨鬥，獨自行走嗎?你需要更多激盪的火花與支持的力量

嗎?走出教室，尋找夥伴，一起為更美好的課堂風景而努力吧! 

(三)參與共備與公開課教學之省思/光復國小劉振倫老師 

在「風來了」主題的課程，異校同學年老師共同備課，鎖定「探究事理」

核心素養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設計、發展「知道風」、「感受風」、「理解風」及

「展現風」的教學脈絡。公開課前，學生們已完成前三者的學習歷程，這節公

開課引導學童以文字整理已習得的「風」，並搭橋過渡到「展現風」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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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備、說課、觀課及議課的歷程，教學者不只能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也能檢視課程及教學策略，是否要因班級學生狀況，做合宜的調整。這節公開

課讓教學者有如下的看見： 

1.本班孩子初次被公開觀課，但由於已建立「課堂討論」的班級文化，學童大

致能在教師的引導下，積極參與學習。 

2.引導單上「風看起來……像……」與「風的特性」二個項目讓學生混淆，宜

保留後項即可。 

3.雖然孩子已完成「理解風」的學習，但在文字整理時或有不順暢。教學者把

前一節課，引導學生用便利貼共同分類整理的海報張貼在黑板上，能有效協

助學生「喚醒舊經驗」，並增進他們學習的自信和興趣。 

4.班上有二位資源班學習較弱勢的學生，資源班老師的觀察、紀錄和建議，提

供教學者寶貴的參考面向，俾教學者協助孩子學習。 

5.課堂引導單仍需再做團討、修正、團討，方能流暢連接「展現風」的課程。 

(四)參與共備與公開課教學之省思/內城國中小吳釥嬅老師 

此次公開課「風來了」課程共分三個主題架構，簡述如下： 

‧單元一：「風」是誰？ 
1.記錄：我在（地點）（用五官觀察）到（現象） 2.風從哪裡來？  

‧單元二：玩「風」了 
1.與風做朋友 2.我的風玩具 3.和風一起玩  

‧單元三：「風」是好幫手 
1.請風來幫忙 2.創造風玩具  

很開心，能有夥伴可以一起共備，減少許多內在的不安與焦慮。使筆者更

能安心的面對課程、學生與教材，在卡住時能有對話的夥伴，是一件幸福的事，

當教學者不卡，能釐清教學脈絡使之順暢，學生的學習才有機會順暢並在過程

中得到快樂與滿足，這是筆者認為共備最重要的功能。 

在公開課之前筆者已經讓學生認識「風」，還有帶來自家現成的風玩具，討

論並將風玩具的玩法做分類，也澄清了「風」玩具的特點是透過「風」才玩得

起來的玩具，排除了玩具電風扇、扇子、轉動飛鏢。而公開課當天的教學主題

是：二、玩「風」了之「和風一起玩」活動。首先，筆者先帶學生回顧上一堂

課的學習內容，並發下已完成的學習單（每位學生兩張），並請拿到學習單的同

學分享並說出看到了什麼。筆者再將學生的發表整理在黑板上，例如：轉動、

滾動、飄動……。看狀況請孩子說出風玩具的材質，例如：風車是用（紙）做

的，它可以讓（風車）（轉動）。公開課之後，筆者會再繼續帶學生討論，並引

導學生在不花錢的情況下創作一個風玩具或遊戲，再將流程圖畫在黑板上做為

示範，若未完成的部份，就帶回去當回家作業。 

很可惜！公開課當天前面的部份進行太久，以致於後半部份來不及引導，

慶幸的是，雖然有些學生專注力不那麼足夠，但是大多數的學生還是很努力的

投入著。感謝來觀課的夥伴給予回饋，讓筆者能看見平常看不見的部份，例如：

原來學生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思考的速度比較慢，一些基本能力還要再加強。

有些學生看起來一直在說話，其實他是很認真的在分享，只是還不得要領，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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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學會聚焦。教學者的專注傾聽，是真的能有效影響其他學生的仿效。 

以下是筆者針對公開課的教學省思： 

1.一上課隨機發下學習單，以為會比將學習單發給本人的時間快，卻沒想到學

生因為拿到不是自己的學習單，反而是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閱讀及了解別人所

要表達的意思，反而花的時間比預期的多。 

2.今天的上課重點是「風讓物品怎麼了？」，由學生念他人所寫的內容，感覺有

點自找麻煩，因為每個學生都想發言，其實風可以讓物品怎麼了的方式，例

如：滾動、轉動、飄動等，在上一節課就已經討論出來了，而今天只要讓學

生看學習單舉例回應就好，根本就不需要每個都講，好處是學生們都有講到

話也認同這樣上課很好玩，可是真的太花時間了。 

3.教學時藉由加分鼓勵發言除了很花時間，而且有些學生會因為未被加到分而

心情受影響，可見這並不是個好方法。雖然上課的當下馬上發現就馬上暫停

此方式，以後還是待課後再給予表現好的學生加分鼓勵會比較好，一方面也

可以讓學生學習等待，及持續好的表現。 

4.班上學生的「傾聽」能力還在練習，尚需要再訓練。今日流程在統整「風讓

玩具如何運動」的活動，本來預計時間會很快。但當下希望學生能在內容更

了解，再加上會想好好聽完學生的發表、不打斷，所以整堂課的速度變很慢，

因此，今日也未完成預定的流程，下一節課會繼續進行未完成的學習活動。 

5.這一班的孩子較「躁」，未來，希望自己在班級經營這一塊再努力，讓孩子可

以更安定且專注的進行學習。以前自己的生活課，以藝文活動為主，老師容

易掌握時間；現在的教學則是以學生學習為主的生活課，因此會花較多時間

在學生身上，也更關注在孩子的學習上，期待能更精準掌握孩子的能力，累

積經驗並更有步驟性的安排學習活動。 

二、共備夥伴參與風課程同課異教共備心得 

(一)光復國小/強怡芬老師 

三年前與惠美老師曾經共同思考、發展過一次風課程的經驗，過程當中我

們參考了日本教科書的經驗，帶領學生更聚焦的觀察「風動」的狀態；從觀察

的收穫讓學生自己創作屬於個人特色的風玩具。 

今年的風課程在林文生校長的提點下，課程一部分的重點著重於學生的五

感體驗與學習經驗的描述表達，不論是從校園當中，還是生活當中，讓學生充

分感受風的存在；從五感的體驗當中，完整表達學習經驗並引發學生更深入探

索的好奇心。 

陪伴光復二愛風課程的觀課過程中，印象深刻的是在《風的祕密》活動中，

看到學生分組共同將風的特性一一的分類與歸類，從他們專注的眼神，討論的

話語當中，感受到學生想要解決問題的那份學習熱情。 

風課程的備課過程當中分成一、二年級兩個區塊來討論，並分別在輔導小

組四位夥伴的四個班級實施，教師從共同討論出來的脈絡來發展各自班級的教

學。備課討論包括課程脈絡、活動流程安排、班級文化的展現等等；看到老師

https://www.facebook.com/jessy.wu.54/posts/1769617823077622?comment_id=1770282423011162&notif_id=1526173280893924&notif_t=feed_comment
https://www.facebook.com/jessy.wu.54/posts/1769617823077622?comment_id=1770282423011162&notif_id=1526173280893924&notif_t=feed_comment
https://www.facebook.com/jessy.wu.54/posts/1769617823077622?comment_id=1770282423011162&notif_id=1526173280893924&notif_t=feed_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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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共備的想法，透過教學引導學生打開視野、感受生活，進一步的創造屬於

自己的風遊戲並樂於和他人分享，學生的笑容、投入與學習成效是對備課老師

的最棒回饋。 

(二)光復國小/何佩珊老師 

共備風課程，是由大家一起對話、共同討論出來的課程架構，當初覺得只

需在課程實施後，思考、區分一、二年級學生的學習深度即可，應該沒想像中

的難，也省事多了。但在課程第一堂課開始進行後，發現共備者的角色扮演可

沒那麼容易，思考課程的活動與脈絡因不同的教學者、不同的班級文化、及不

同的學生…等學習樣貌而有所差異，需以更多元的面向提出課程想法。依據各

班學生上一節課的學習表現去接續、去發想、設計、引導…，此時開始覺得共

備者的角色是非常具有挑戰性！在不同班級的學習樣貌下，該如何進行共備出

來的課程？ 

第一次的工作坊，專輔惠美老師與大家分享、討論，有效學習的班級文化

及學習約定，讓即將公開課的班級老師有個屬於自己的班級學習圖像與默契。

再依一、二年級班群帶開討論細部活動流程，讓風課程大架構下，有更流暢的

教學脈絡。在主教者的教學想法下，大家一來一往的辯思討論，透過腦力激盪

與對話，終於讓風課程的教學內容更聚焦可行，也期待在課堂中看到學生發光

發亮的眼神。 

課程進行後，各班在架構下所進行的活動課程，在老師的引導及學生的學

習表現下，我們又進行了幾次的共備，討論接下來的課程在一樣的核心素養、

教學目標下，在不同班級裡符應學生的學習，如何搭鷹架、活動內容如何微調、

加入什麼的體驗活動引導…，讓學生可以對”風”更有感更有興趣，朝著共同

的學習目標進行。雖然授課老師不同、引導的教學活動也會不盡相同，但我們

希望可以透過這同課異教、一次又一次的共備對話，讓不同鄉鎮的學校能跳脫

城鄉差距，都能達到一樣的學習重點、核心概念。 

備課歷程中評估著教學者的語彙表達，是否能讓學生精準掌握，在二愛班

級所看到的亮點，是否在五結的孩子身上也可以有同樣的效果？我們對話、思

考，如果沒辦法，我們要加入什麼鷹架？律動？展演？紀錄？口語表達？還是

再出去體驗風？…共備的過程真的很燒腦，但在吳校長公開課當天，看到吳校

長跟學生的上課對話與表現，更覺得這一切是值得的，因我們將教學活動、流

程、策略，透過共備的對話與辯證後，更細膩的完成課程設計，讓這風的課程

學習更有深度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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