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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話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啟動，意謂著國民教育邁入全新階段，此階段最大的

特色及改變在學習主體已從學生擴大到教師，乃至於家長，同時，將更加突顯

集體互動，相互共學，連校長及教師都被期待透過公開授課，開展對話，精進

專業。由此可知，唯有透過調整學校的教育模式，改變學習與評量型態，才能

培養具終身學習力、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的優質國民，進而落實「自發」、「互

動」、「共好」的願景。 

為此，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各領域工作小組，參酌課程總綱及領綱

草案所揭示之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發揮領域專長，積極研發並設

計符應素養導向教學的課程示例，協力完成「12 年國教素養導向共同備課手冊

─公開授課 easy go」，協助各校教師團隊在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解析時，有所參照

及依循。整本手冊緊扣「教師是學習專家」的理念，從學生學習為核心的角度

切入，鼓勵教師透過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落實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共同備課，

公開授課／觀課，共同議課，以提升學生之整體學習成效。 

為方便第一線教師參用，手冊內容區分為理念篇及實務篇。理念篇主要是

在論述共同備課的內涵、特性及運作方式；實務篇則側重在學習內容、學習表

現的架構與作法導引，目的在幫助教師因應教學現場的各種需求，也提供不同

層級、階段及成員所可能交織出的多元樣態，如：學校層級、學年層級、班群

層級、單一領域、跨域結合等，供各校、各教學團隊自由參用。 

另倘能透過集體互動、專業對話，逐步將各班級、學年、領域之課程與教

學內容予以精緻化、系統化，並順利建構出完整的學校總體課程地圖，絕對是

臺北市學子的最大福氣。惟特別敘明，這是初次嘗試，本手冊所提供的素養導

向教學示例暫以單一領域為主，至於，跨領域統整，主題探究等案例，將會是

下一階段研發的重點，絕對值得期待。 



教育是不斷反思與實踐的歷程，本共同備課手冊選在教育部課審會各領綱

尚未底定前編輯出版，除有拋磚引玉之自詡外，也希望藉由實踐經驗的反覆嘗

試及修正，為 12 年國教在北市教育試行取得先機。 

本手冊能順利付梓，要感謝臺北市立大學教授葉興華的指導，本市國小共

同備課手冊核心研發小組總召學校幸安國小校長陳順和，國教輔導團國小各領

域召集學校校長及各輔導團團員通力合作完成。 

正因為有如此專業的教學團隊，臺北市教育才能持續多年榮獲全國教育力

之冠的殊榮。相信這本共備手冊的發行，必能持續積累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讓北市教育持續優化，每一個孩子的學習及需求都能成功、圓滿。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謹識

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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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素養導向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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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設計— 

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談起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葉興華 

在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下，人類生活面臨了重大轉變，如何強化學生面對

變遷的適應力，及在變遷社會下之開創力，乃成為教育的重要課題。教育的改

變必須從教育的內容與方法—課程與教學著手，預計於 108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即揭櫫課程與教學設計應以素養導向為核心。然，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應如何設計，本文將從實務的觀點提出一些想法供教師

參考。 

 

壹、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核心素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以「成就每一

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為課綱之願景；「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

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為課程目標。為落實課程的理念與

目標，以「核心素養」作為連貫各個教育階段和統整各領域/科目間的主軸(教育

部，2014)。 

    何謂「素養」？近來，「素養」一詞常出現在各項國際評比、升學考試命題

討論中(吳珮旻，2017)，甚至許多學校也聲稱在定期評量的試題中，加入了「素

養題」(翁聿煌，2015)。「素養」一詞的意義在各項國際評比或相關的學術文獻

中多有討論(蔡清田，2015)，但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簡稱

總綱）而言，核心素養指的就是「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

面向下所細分的「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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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變創新」、「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

美感教育」、「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九項。此九項核心素養若與九年一貫課程的十大基本能力相較，實相

去不遠，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提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成為十二年國教

課程總綱之願景，九項核心素養中之「創新應變」、「媒體素養」、「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等內容，雖然十大基本能力中並未出現相同之文字，但這些均是近

年來教育政策的重點。 

總綱中也指出，此九項核心素養是：「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

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然而，在九年一貫課程中也強

調要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而帶得走的能力理所當然也是重視實踐，且能夠

與生活相結合者。故，十二年國教課程所強調的核心素養培養，實乃延續九年

一貫課程基本能力與符應教育的現況而生，其延續性與符應性顯而易見。 

 

貳、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之關鍵 

在強調核心素養培養的十二年國教課程中，課程與教學設計究竟應該如何

進行，是學校教師最關心的課題。既然十二年國教課程是九年一貫課程的延續

與教育現況的符應，其課程與教學設計之關鍵，就是現今所強調之課程活化與

教學創新之方向，簡言之就是設法「教對」、「教會」、「教好」。 

一、 教對 

國民基本教育的意義便在於奠定學生的生活適應能力。面對資訊充斥與日

益複雜的生活情境，必須要以正確的知識為基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最適

合的判斷，所以「教對」是首要。而所謂的「教對」就是「用正確的方法教正

確的內容」。「教對」看似簡單，更有人認為只要按照教科書教就應該教對了!其

實不然，教科書中的內容不外乎知識、技能與價值，而知識有其複雜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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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精進性、價值有其多元性，這些都不是分量有限，且必須受限審查無法隨

時更新的教科書所能發揮的功能。而人的智慧、時間、經驗有限，很難具備廣

博又精深的知識，故除了教師自我不斷精進外，藉助同儕的研討則是必要之道。 

二、 教會 

「教會」就是「教導學生懂得如何學習」。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自身對知識

的理解乃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教學生如何學，不僅是把學習內容講給

學生聽而已。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或者是會教學和不會教學的教師，他們最

大差別就在於新手教師或者是不會教學的教師，常常就是把教學內容講完了，

或者他們無法理解學生為何不會。而資深教師或者會教學的教師，會將學習內

容作適度的拆解，並且運用策略，一步一步引導學生思考、澄清迷思的概念，

讓學生不僅學會內容，更學會學習方法。近年來，雖然少子化的現象嚴重，但

補習班並未減少(陳信佑，2017)，參加校外補習的學生，部分固然是希望好上加

好，但卻也有相當的比率是在學校學不會。因此，在教師「教對」之後，「教會」

成為第二個需要思考的層次。 

三、 教好 

    「教好」是真正把學生引領邁向素養導向的學習。「教好」就是在學生「學

會正確的內容和學習方法後，能運用所學解決問題、分析和評價事務，進而有

所創發。」如果，在習得各種內容、方法後，還能統整所學、觸類旁通，產生

像滾雪球一樣的效應，並運用於生活解決複雜問題，則具備了更高層次的素養。

如何引導學生進行素養導向的學習，則在「教會」學生之後，必須提供運用、

統整和實踐的機會。 

    「教對」、「教會」、「教好」三個關鍵也代表了由低而高的三個層次，其蘊

含了下面的意義： 

1. 「教對」、「教會」、「教好」乃就教師而言，對應到學生學習則是「學對」、「學

會」、「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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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面的層次是後面層次的基礎，前面的層次做到了，才可能達到後面的層次。 

3. 前面的層次雖然是後面層次的基礎，但前面的層次做到了，不一定能達到後

面的層次，每一個層次的教學都有賴教師精心設計。 

4. 教師努力設計教學，但學生仍未達到較高的層次，則可能是方法不適合學生

的學習特性。 

5. 相同的教學下，部分的學生可以「學對」、「學會」、「學好」，但部分的學生可

能僅能達到部分層次，因此差異化教學有其必要。 

6. 學生無法「學對」、「學會」、「學好」，也可能是評量的方式未能適切評量到所

學內容；也可能不同多元智慧學生，需要採行各自適合的表現方式才能評量

出所學。故，多元評量有其重要性。 

7. 每位學生基於不同的多元智慧，在不同領域中「學對」、「學會」、「學好」可

達到的層次可能不一樣，但「學對」、「學會」是基本的目標，發覺學生的優

勢智能並給予適度的啟發引導學生「學好」，乃適性揚才之最佳實踐。 

8. 「學好」本身也具有層次性，其層次隨著知識本身的複雜性和應用情境而有

異，知識複雜度越高、應用的情境愈困難，則「學好」也就是「素養」達到

之層次性也越高。 

9. 在單一次的簡單或複雜的學習中，雖不一定都能達到三個層次，但在螺旋式

的課程結構下，若能把握每一次教學、學習的機會，則三個層次的達成是可

期的。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激發學生動機、讓其保有對學習的熱忱，是素

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不可忽視的環節。 

10. 學習是不斷積累的歷程和結果，「學好」評量的內容涵括的範圍比較廣，通

常是一段較長的學習歷程結果，也涉及行為的實踐，實作評量的進行有其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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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實踐型態 

總綱中臚列了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及各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總綱中也規定：「核心素養將透過各學習階段、各課程類型的規劃，及各領域綱

要的研修，以落實課程、教學與評量中。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研修⋯⋯，考

量領域/科目的理念與目標，結合或呼應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發展及訂定「各

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及「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教育部，2014)。所以，素

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涵括了以下三種型態： 

一、 領域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 

前一段總綱中的說明中清楚告知：核心素養會透過各學習階段之各類型課

程加以落實，而部定課程在國民中小學階段就是領域學習課程，且領域教學的

節數占學習總節數的八成以上，所以領域內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應是最

基本的型態。 

總綱中也指出：「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既然要關

注與生活的結合，而生活中領域/科目中的切割並不明顯，為何「領域內的素養

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應該是最基本的型態呢？。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就

綱要的設計來看，領綱會依據各教育階段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具體內涵，選擇合

適者加以結合或呼應，並轉化為各領域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所以領

域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是總綱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的轉化，故，領域內的素養導

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乃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之基礎。其二、核心素養的培養

是點滴工程非一蹴可幾，而點滴源自於何處？透過領域/科目的教學乃人類自成

立學校以來最為主要的型態，雖然點滴不一定能聚集；累積也不一定能形塑素

養，但只要教學有方，核心素養的學習是可期的。 

二、 跨領域/科目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 

課程統整是九年一貫課程中的重要精神，課程統整的面向和做法很多，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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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目的統整是其一種方式，而領域/科目的統整便涉及跨領域的教學，因此跨

領域/科目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也是因應學校以領域/科目為教學形式，而產生的 

一種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之型態。總綱中也規定：「在符合教育部正常

化⋯⋯，學校得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實施各種學習型式

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教育部，2014)。」此種型態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仍舊

維持學科型態的教學，但是哪個學科先，哪個學科後，可以有一定的順序或者

也可以沒有一定的先後關係，端賴課程與教學之設計或實際需求而定。 

三、 主題式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 

跨領域/科目的課程與教學仍舊是以領域/科目作為思考的基礎，但實際生活

中，問題所分屬的領域/科目間的界線並不明顯，必須要追求超越學科思考或者

也可說是更為統整式的素養學習，故遂產生主題式。然而，跨領域/學科式和主

題式型態的差異為何？前者還是維持領域教學，每位教師任教自己領域跟主題

有關之內涵；後者則是依主題分配教師所任教的內容，教授之內容很可能跨越

不同的領域，所以當教師進行主題式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時，教師間相

互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就顯得格外重要，教學時的順序則是依據主題本身的知

識結構，而非遷就學科領域或固定周課表所排定之順序。 

上述的三種型態中，領域內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必須由各科目的授

課教師在平日教學中落實。跨領域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主題式的素養

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則可以配合學校的活動、彈性學習課程等，設計學校本位

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而其所占的份量與領域內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

相較是比較少的。 

 

肆、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建議 

一、 重視學期和學年之備課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時，學校本位課程開始發展，學期或學年備課開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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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的特性有許多之描述，但強調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課程架構

是關鍵。學期或學年備課，也是一種重視整體性和系統性的作法。這些觀念或

作法，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初期確實如火如荼在教育現場實踐，但隨著彈性學習

節數被填滿、教師對於校本課程發展的漸漸熟悉，以及出版商為教師備妥了備

課光碟，校本課程的滾動調整，與學期或學年備課之落實都受到影響。 

教師的「教對」、「教會」、「教好」植基於教師之備課，如果書商的光碟可以解

決，教師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教師的專業性也就淪喪。教師在學期或學年備課

時，必須了解各領域核心素養內涵；將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全面的檢視，釐析學

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交織而成的學習目標；依據目標轉化教材，構思教學與評量

活動。 

    教師在構思教學與評量活動時，不僅要見樹更要見林。也就是不僅要思考

「每堂課」或者「每一課」的教學，更要思考「每堂課」或者「每一課」累積

起來可以統整形成何種概念、原則，而這些概念、原則，可以如何應用，或者

和其他領域/科目的學習再度統整成何種更複雜的概念、或原則；然後，規劃「跨

課堂」、「跨課/單元」，和「跨領域」的課程。 

二、 落實期中備課 

學年和學期初的備課偏向整體性的規劃，學期中的備課則著重於教學與評

量活動細節的設計。近年來，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強調備課社群或專業學習社群

的運作，除補助經費外，甚至也邀請專家進行訪視活動。各學校的規模不同，

備課或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方式也有異，但不管如何組成，其運作基礎與內容

都應植基於學年或學期備課。學期中的備課應考量社群組成的人數，及可供運

作的時間，採有計畫的方式進行，如：學期的分工備課，或者針對特定的單元

進行合作備課，備課研討不一定能將整學期的課程都研討完，但是因為持續進

行，可以逐步的解決教學或評量上教師所遭遇的問題，並且增進教師的教學知

能，故能有效幫助學生「學對」、「學會」、「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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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備課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學生「學對」、「學會」、「學好」，但是否能達成這

樣的目標必須透過檢視，而教師間的相互觀課與專業回饋便是最佳的方式。備

課、觀課，和專業回饋已經成為教師專業活動的核心，且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

中規定，校長及教師每年要舉行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教育部，2014)。

所以，教師在透過學期初和學期中進行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備課後，還應結

合觀課活動，運用既有的觀課表件，進行系統的觀察紀錄，然後依據紀錄結果

進行專業回饋。 

    在此特別須提醒的是，過去的教學觀察乃以教學觀摩的方式進行，教學者

進行了一場教學表演，事後的討論會議淪為表面式優點奉承，而素養導向課程

與教學設計之教學觀察則以務實為首要，課程與教學精進為前提，所以教學觀

察時必須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並依據資料進行專業討論。 

 

伍、結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乃我國教育發展史上重要之改革。課程和教學

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教師的教室實踐則是課程與教學落實的關鍵。儘管，各界

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的總綱、領綱，或者十二年國教中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設計都有不同的聲音，但十二年國教課綱所揭櫫的「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的願景卻無庸置疑。教育及課程教學的改革不能僅賴課綱，教

師們在批判課綱，或者期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配套能有所作為時，不要忽略

自己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重視教師同儕的合作，熟讀課綱；落實備課、觀課，

及專業回饋；把學生「教對」、「教會」、「教好」，讓學生能「學對」、「學會」、「學

好」乃因應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必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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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共同備課手冊-108 年課綱公開授課 easy go 
 

理念篇 

我國自108年8月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使國民中小學至後期中等

學校課程體系與架構具有連貫性及統整性，解決以往各教育階段、各類型課程

綱要分開訂立所產生課程重覆、難度不一、銜接落差等問題，教育部103年11

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發布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並分別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逐年實

施。 

總綱之國民中小學課程內容乃以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

基礎，依「自發」、「互動」、「共好」之課程理念，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

除增加科技領域、明定各領域學習節數外，更將新住民語文教學、家長參與、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等議題納入，藉此調整學校教育模式，改變教師教學與評

量型態，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以培養具有終身學習力、社會關懷及國

際視野之現代優質國民。據此，學校課程發展應重視不同領域/科目間的統整，

以及各教育階段間之縱向銜接。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

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教師

應依據核心素養、教學目標或學生學習表現，選用適合的教學模式，並就不同

領域/科目的特性，或針對不同性質的學習內容設計有效教學活動，並適時融入

數位學習資源與方法。 

「核心素養」做為課程與教學主軸，涵蓋更寬廣、豐富的教育內涵，如何

在課堂中落實？在學生學習中實踐？對學校經營團隊與教師教學團隊都是挑戰。

集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輔導員共同研發的「素養導向共同備課手冊-12 年國教新課

綱公開授課 easy go」，就是以教師共同備課的方式，依各學科本質以單元或主題

方式，呈現以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盼望備課手冊中各領域的教學示例，能提

供各校教師團隊共同備課對話之參酌，促發更多的討論，發展出更多以素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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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乃為使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能夠相互呼應，且透過學習重點落實本科目核

心素養，並引導跨領域/跨科目的課程設計，增進課程發展的嚴謹度。議題融入

英語文科目課程綱要示例乃為豐富本科目的學習，促進核心素養的涵育，使各

項議題可與英語文的學習重點適當結合。而英語文「學習表現」分為「（一）語

言能力（聽、說、讀、寫、綜合應用）」；「（二）學習興趣與態度」；「（三）學習

方法與策略」；「（四）文化與習俗」；「（五）邏輯思考、判斷與創造力」，共五個

類別。各領域科目教學案例均以此原則編寫，不再贅述。 

 

二、共同備課 

 

 

 

 

 

 

在社群網站融入日常生活的數位時代，臺北市教師已組多樣的共同備課社

群，一起面對 12 國教的新任務，教師共同備課，既可減輕教師工作負荷，又能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還可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簡言之，共同備課旨在提供教師

一個教學與課程發展平台，讓教師透過集思廣益的方式，建構教師對於學科教

學的理念。運用各種資料診斷學生的學習，共同對學生學習的內容做解構及再

建構的重組，對單元教學做系統性、整體性的設計。分享教學研究與經驗，，對

教學實施過程及結果進行修正與討論⋯等，以持續精進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 

其具體功能如下： 

 建構教師教學與課程發展平台。 

 教師能集思廣益、互惠互助學習。 

 教師多元智能碰撞，擴展教學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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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教學有焦點，兼顧教學進度。 

 教師能超越自我，精進教學。 

 提高學生學習效能，促進學習遷移。 

 建立學習型組織學校文化。 

（一）概述 

  

 

 

共同備課是對一個單元或主題之教學進行系統性、整體性的研究，老師

們一起備課，分析教材、教法和評量，然後一起實施觀摩教學，對教學過程

發生的現象和問題，進行討論和慎思，做為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12年國教

課程總綱「教學實施」篇章也指出： 

本手冊研發之目的，在發展系統化的共同備課內涵、步驟、示例，並強

調以素養學習為中心之理念，強化本市教師教學效能，提供教師共同備課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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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備課的內涵 

共同備課的內容廣泛多元，如：研發校本特色課程、自編教材或講義、

會考（段考）命題分析與學生成績診斷、行動研究、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議

題融入教學⋯⋯等，均屬共同備課的範疇。而教學研究會經常進行的工作，

如：政策轉達、政令宣導、學生個案討論等應不屬於共同備課的範圍。 

為更有效的精進教學及提升學習成效，本手冊「共同備課」的內涵，聚

焦於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單元學習活動設計，並以教師為「學習專家」做出發，

將傳統的教學研究會轉型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以下簡稱PLC），以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共同備課、公開授課/

觀課、共同議課）為運作方式，促進課堂教學之改變，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三）共同備課的特性 

經由教學現場實務的反思，共同備課具備學習者中心、學科本質、教學

實踐、專業反思等四個特性，而這四個特性在共同備課的歷程中，互為因果

缺一不可，茲分述如下： 

 

 

圖1 共同備課的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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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者中心 

所謂「學習者中心」是指課堂中的成員，人人都是學習的主人。課堂的教

學，教師不再是教室的主宰者，而是師生共同建構和創造知識的歷程。在教學

中，教師不僅要關注學生學業成就，也要關注學生探究、合作、表達、人際互

助、問題解決與創意思考等能力，期盼知識與能力同步學習；同時，也要重視

學習者的生理與智力、內在動機、情感因素、家庭、文化及社區等因素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關注某些孩子-更必須關心每一個孩子。 

其次，教師應鼓勵學生承擔他們在學習上的責任，幫助學生了解他們是為

何而學，讓學生針對自己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有反思的機會，促進學生將知

識內化─將所學成為他們「自己的」知識寶庫的一部分，而不再將老師交給他

們的知識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訊。總之，教師能用學習者的角度去思考、同理、

設計，並和學生共創建構學習知識的歷程，以培養學習者從不同觀點思考問題

及具有相應解決問題的能力。 

2.學科本質 

每一種學科都有其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和獨特的本質，教師必須注重學科概

念架構、概念發展邏輯以及概念知識系統完整性，並掌握及深究學科知識的結

構與內容，有系統引導學生進入學科知識的殿堂，並聯結學生的生活經驗，以

符合學科知識本質的學習方法，促進學生對學科知識的理解。 

3.教學實踐 

面對12年國教課程綱要的變革，教學實踐規畫必須體現的教育教學理念，

認真地學習看待教學實踐的本質與思想，主動地與傳統的教育教學思想發生碰

撞，進行反思，就顯得十分重要。教師們在共同備課時，其內容要時時想到教

學上的應用，應使學生在課堂上能進行探究，促進學習遷移，幫助學生理解事

實與技能，發現課程內容的核心概念，並有讓學生具體實踐的導引與設計。 

4.專業反思 

學校實踐共同備課時，必須涵蓋教學實踐的修正歷程，方能提供專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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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帶動教師專業成長。而公開授課是共同備課的教學實踐主要方式之一，

課後再透過議課方式，進行教學梳理與專業反思，成就下一階段共同備課的思

考與發展基礎。 

（四）運作歷程 

針對以學期為週期進行共同備課及共同備課的運作歷程，建議如下： 

1. 開學前共同備課工作 

(1) 建立團隊：確定共同備課社群成員、彼此溝通教學信念，建立信任的

夥伴關係。 

(2) 年度工作分配： 

 確認組織成員權利義務。 

 討論年度公開課擔任教學者順序及時程。 

 針對沒有列入公開課的教學主題，也要排主備人員。 

 確認共同備課形式及進行方式，如每次擔任公開課者擔任主備其他人協

同共備。確認共備時間地點，例如是固定頻率或是每次約定時間，地點

在哪裡？ 

(3) 啟動課程規劃： 

 討論整學期課程單元教材重點及教學目標？ 

 是否要發展整學期的教學策略或學生學習策略？ 

 是否需要自編補充教材？或延伸學習書目清單、文章？ 

 查詢上年度同年級教學共備資料是否留下，從中了解各單元教學過程的

學生迷思觀念或哪個概念不容易建立等注意事項。 

 配合學校行事曆是否需要調整單元進度及教材分量？例如校際交流、畢

旅參訪社教機構時，能有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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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定教學進度表。 

 是否需要針對本學期教學，邀請國教輔導團到校輔導？ 

 有沒有校外教學需要？ 

 有沒有要配合現有的教師專業架構進行整個過程，例如教學輔導教師制

度、認知教練、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各有其進行

的流程與工具。 

 其他 

2. 學期中共同備課工作 

(1) 公開課前之共同備課： 

 主備人員：依據排定之公開授課人員，擔任該主題之共備主備人員。預

先規劃學習活動設計初稿，包含教學策略、教學流程、評量方式、學習

單、延伸教材與媒材等。 

 共備人員：主備人員提出公開授課單元相關教學活動設計初稿，共備人

員提供相關意見，取得共識後再定案。 

 決定公開觀課所需使用到的表單，可參見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網站提供資

料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認知教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台北市校務

評鑑訪視教師觀課紀錄表等。 

(2) 共同觀課階段 

 參與公開課進行，同時依據事先選擇的觀課紀錄表單，進行課堂教與學

的事實記錄。 

 配合攝影、錄音等蒐集課堂訊息。 

 同年級其他未公開課的班級，任課教師也應以公開課進行所使用的教學

設計，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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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課結束後之共備階段(專業回饋)： 

 觀課後，教師根據所蒐集的課堂教學具體資料，進行議課分享，對於共

同備課內容提出反思與回饋，並對單元學習活動設計做修正。 

 其他班級採用共同設計之教學完成後，教學者也應將教學過程進行省思，

提出回饋意見。 

 收集同年級相同主題單元教學成果資料後，合併公開課議課結果，針對

教學設計計畫進行修正，並列入下一年度新學年教學共備之參考。 

 重複進行下一次公開課的共備階段。 

（五）實施方式 

共同備課可視學校願景、學校班級規模、各領域需求、教師專業、可用

資源等，組合採取多樣化有創意的運作型態。以下就共同備課的組成、型態、

實施方式、歷程和原則，分述如下： 

1.共同備課的組成 

a 共同備課人員 

共同備課的成員，最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有教育理想和願景的教師，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致力於有系統有結構的教材教法研究。

2 人以上，同校或跨校，同領域或跨領域均可。 

PLC 召集人須發揮領頭羊的功能，最好由素孚眾望，任勞任怨的教師擔

任。其人選宜由成員推選產生。負責主持討論、整合意見、激勵折衝、執行

聯絡等工作。行政單位應安排共同時間、提供場地設備、經費資源和心理支

持系統。 

b.共同備課時間 

共同備課 PLC 之運作，要安排固定的時間，使成員彼此有機會、有時間

和有平臺進行面對面的教學對話。可運用領域共同備課時間、共同空堂，或

共同約定之課餘時間。至少每 2-4 週聚會一次，每次至少兩小時。聚會太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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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時間太長，教師負擔太重；若能配合網路對話，則各依所需，既不限時

段又不拘時間長短。當然以領域共同時間為佳，核心價值則在教師之間的專

業對話! 

c.共同備課地點 

共同備課地點最好有固定場所，如：會議室、辦公室、專科教室、社群

辦公室、適合會談空間等。但亦可不受限校內外，組織網絡群組，超越時空

無障礙地暢行交流，善用雲端資料庫，交流、交換和資料存取。 

2.共同備課形式 

以實際面對面備課優先，而後可運用線上同步或不同步方式，進行對話，

如：各種協作平台、線上社群、email、Facebook、line、電話交談⋯⋯等均可。 

3.共同備課主題 

共同備課主題可依領域教師需求和單元的教學重點，訂定共同備課單元和

討論之主題，如：該單元之教材文本分析、學習目標討論、提問設計、教學策

略、評量方式、班級經營策略、學習資源、課程延伸發展⋯⋯等教師關注的主

題，進行對話討論。 

4.共同備課型態 

共同備課的型態相當多樣化，可以依照學校規模、教師人數、教師需求等，

多元組合，一般而言，有以下型態： 

a.同年級/同年段/同領域備課 

可以將傳統教學研究會轉型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進行課堂研究。

可採下列不同方式進行共同備課。 

教學重點共同討論：教師一起針對教學重點集體思考，如：主要概念與

學習目標、教材組織分析、教學策略、伸展跳躍、學習單、評量設計等部分，

擇項進行深度對話和規劃撰寫。 

協同合作方式：教師分配不同單元進行學習活動設計（含教學媒材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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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運用），而後教師們共同對話討論修改設計，提供同學年老師使用。 

此外，因目前配課教師日增，可由資深專業學科教師進行示範，讓同科

及其他配課非本科教師觀摩後，到自己班級試教錄影。再回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PLC），根據教學影帶討論，再做修正或採用公開授課觀課議課方式研討

修正。 

b.跨領域備課 

有些小型學校因為同校同領域教師比較少，或因為學校要發展校本特色

課程，必須跨領域備課時，除採用同領域教學重點討論和協同分工方式進行

外，亦可採下列方式進行 

小型學校：在同校同領域教師人數太少時，老師可先以說課方式，將活

動設計在教師學習共同體（PLC）內模擬試教，由非該學科之教師以角色扮

演學生代言人的身分，與活動設計教師對話討論修改設計。 

發展主題特色課程：成立共同備課小組，進行學習目標、相關領域教學

內容、教法和學習評量等規劃，並進行跨領域授課/觀課、議課，定期檢討

課程和學生學習表現，據以修正調整課程。 

5.討論模式 

a.全面討論 

群組教師就同一主題或單元，在目標、教材、教法、評量、媒材等進行

全方位分享和討論，同時也可將自己的想法與資料放進網路分享，互相給予

建議後，進行教學後再於網路群組中分享成效和修正意見，建立網路資料

庫。 

b.焦點討論 

群組教師可針對同一重點進行對話或網路溝通，如：目標的擬定、文本

分析、評量研擬、議題融入教學、學習單設計、挑戰性問題設計等，共同研

討，最後統整產出，並進行教學與回饋。 

c.困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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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教師因應教學現場之困境，進行對話討論，其他教師給予經驗與建

議，最後由提出之教師嘗試解決問題後，分享歷程與回饋，供教師於未來有

需求時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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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備課

自然領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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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與目標 

一、基本理念 

在自然科學的學習過程中，應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為起點，培養學

生主動學習的意願，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並引導學生從既有經驗出發，

進行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

作與科學論證溝通能力，同時能應積極與他人及環境互動，運用各種工具達

到有效的溝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主要在培養學生具備科學素養，能善

用科學知識與方法，以理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

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出評論、判斷與行動，同時也期待學生能透過自然

科學學習欣賞大自然之美，善用並珍惜自然資源。生活在現代，我們的周遭

充斥著不斷創新的科技產品、紛至沓來的各項資訊，以及因資源開發而衍生

出的環境生態問題。因此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瞭解科學的貢獻

與限制、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並以理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在面對

日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時，做出評論、判斷與行動。同時，我們

也需要培養未來的科學人才，為人類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

所以，自然科學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為重視「探究與實作」的歷程，及情境

脈絡化的「素養教學」，透過跨科或跨領域統整的「大概念」，實踐自然科

學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養成應用科學方法與態度解決生活問題的科學

素養。 

二、課程目標 

(一) 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

力，發揮理性思維，開展生命潛能。 

(二) 建構基本科學素養：使學生具備基本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力，能於

實際生活中有效溝通、參與公民社會議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且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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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導的科學相關內容能理解並反思，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三) 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養成學生對科學正向的態度、學

習科學的興趣，為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四) 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行動力：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

之美，更深化為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進

而致力於建構理性社會與永續環境。 

(五) 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論出於興趣、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

一步努力增進科學知能，且經由此階段的學習，為下一階段的生涯發展

做好準備。 

 

貳、共同備課重點 

一、學習重點分析 

在共同備課的過程中，教師應先瞭解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學習內容與

學習表現，並能依據領域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核心概念、探究能力、科學的

態度與本質，以規畫出有效學習之教學內容與活動。 

二、學生背景分析 

以「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應考慮學生的需求，分析區域特性、學校特

色、學生發展與個別差異，以及學生先備經驗等要素對學習的影響，進行有

效的教學與評量，並適時予以補救教學。 

三、實驗／觀察活動安排 

「實驗／觀察活動」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之特色，學生透過「做

中學」習得科學概念及科學態度。因此教師在實驗／觀察活動的安排上，須

符合科學性、正確性（學科本質）、邏輯性及系統性，並能透過提問引導與串

連統整，讓學生建構出正確的科學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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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器材準備 

為能讓實驗／觀察活動進行的順利，教師須於備課時規劃與準備實驗器

材。因此在共同備課的時間，教師可共同討論實驗／觀察活動所需的實驗器

材種類與數量，以及實驗器材的取得，同時亦能透過交流與分享，共同改良、

設計與自製實驗教具，提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 

五、學習評量設計 

學習評量的內容須符合教學目標，並以適切、多元、全面為評量實施原

則，有效的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進行補救教學，同時也是教師教學改

進之參考。 

 

參、共同備課流程與步驟 

一、學期前的共同備課 

於寒、暑假期間，校內或跨校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共同研討全

學期之整體課程規劃、實驗／觀察活動內容、學習重點及核心素養等。 

二、學期中的共同備課 

於學期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共同研討該學期之各單元學習重

點、學習目標、學生先備知識與迷思概念、教學設計及評量方式等。 

三、說課 

於教學演示前，教師宜說明該節課之單元名稱、設計理念、學習重點、

實驗／觀察之設備器材、教學流程、評量形式、班級與學生風格等。 

四、觀課 

教師於觀課時，建議可從三個向度進行觀察： 

（一）學生學習：包含學習氣氛、學習互動與對話及學習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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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包含目標達成、活動安排、提問技巧、實驗器材與教

學媒材⋯等。 

（三）教學評量：包含評量的使用及評量結果的應用等。 

五、議課 

教學演示結束後，觀課教師可將於該節課中所觀察到部分，分成三個面

向分享： 

（一）學生學習：包含學生在該節課中的學習成功或困難的部分，以及

學生對挑戰問題之反應等。 

（二）教師教學：包含教師在該節課中的活動設計、教學方法、實驗器

材，以及教師實驗／觀察活動中的引導與串連等。 

（三）評量結果：包含該節課中運用到的各種評量方法，以及各種評量

方式的功效與限制等。 

六、凝聚教學智慧 

於議課結束後，觀課教師透過與其他觀課夥伴及教學者的深度對話與思

考，形成教學智慧，其中可包含學生學習反應、教師教材組織、教師自製的

實驗／觀察教具及操作引導、班級經營等部分。教師所形成的教學智慧，可做

為未來教學的參考，同時也可以成為下次共同備課時的支持，並與校內領域

教師分享。 

 

 

 

 

 

 

圖 1 共同備課流程圖 

 

學期前的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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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活動設計示例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提供學生探究與實作經驗，思考與探索問題，

並透過操作、討論與發表，協助學生建構完整的科學概念，同時引導學生運

用科學工具與方法解決問題，以培養其科學素養。探究式教學活動頗多，在

此採用「5E學習環」及「POEC新式教案」模式，在「循環」的大概念下，提供

「水循環」及「種植蔬菜」兩個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供參考。 

一、5E學習環 

表 1：5E 學習環教學流程表 

流程 說明 

投入（E1） 
（Engagement） 

聯結學生的舊經驗，教師運用簡單的問題、圖片、影片或演示
等，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與學習動機。 

探索（E2） 
（Exploration） 

教師塑造學習情境，並鼓勵學生透過操作主動探索問題。 

解釋（E3） 
（Explanation） 

引導學生發表他們的操作過程與結果後，教師適時引進新的科
學概念。 

精緻化（E4） 
（Elaboration） 

激發學生將發展出來的新科學概念活用在新情境中。 

評鑑（E5） 
（Evaluation） 

除了鼓勵學生自評對學習內容的瞭解，教師也評量學生是否達
到預設的學習目標。 

二、POEC 新式教案 

表 2：POEC 新式教案教學流程表 

流 

程 

起 
（導入活動） 

 
【預測 P】 

承 
（課堂活動─ 

觀察或探究 
【觀察 O】 

轉 
（解釋與說明） 

 
【解釋 E】 

合 
（總結與評量）

 
【結論 C】 

說 

明 

※ 教 師 利 用 圖
片、影片、小活
動等方式，引起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並藉此複習
先備概念。 
※ 教 師 提 出 問
題，讓學生預測
可能的結果。 

※鼓勵學生進行
實驗操作，觀察
實驗結果。 

※引導學生對觀
察到的結果進行
解釋、討論或分
享，教師藉此進
行概念澄清或引
介 新 的 科 學 概
念。 

※協助學生進行
重點回顧，並做
該活動的總結與
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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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示例 

(一) 以三年級「循環單元」─水的循環為例（5E 學習環） 

臺北市國小自然領域共同備課暨公開授課教學參考示例 

學校名稱：天母國小 
版    本：康軒 
單元名稱：循環─水的循環 
實施節數：14 節 

授課年級：三年級 
授課日期：○年○月○日 
備課成員：卓家夙、張硯棻、陶玉 
教 學 者：卓家夙 

本單元各節次教學架構 

活動名稱 節次 教學重點 

活動 1 

各形態的水 
1-2 

1. 教師展示溪流、下雨、下雪、結冰等圖片，引導學生知道

這些都是大自然中不同形態的水。 

2.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三種型態不同水的特色。 

3. 教師歸納水有液態、氣態、固態三種型態。 

活動 2 

水的奇妙變化 

（（示例） 

3-10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冰塊變成水。 

2. 透過實驗操作讓學生知道冰塊受熱變成水，這樣的過程稱

為融化，而溫度是影響冰塊融化速度快慢的原因。 

3. 教師透過生活中的例子（如濕衣服乾了），讓學生思考水到

哪裡去了。 

4.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蒸發（水變成水蒸氣）。 

5. 透過實驗操作讓學生知道加快水蒸發的方法。 

6.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生活中蒸發的例子。 

7.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冰箱裡拿出來的飲料，經過一段時間

後，罐子表面的變化。 

8. 透過實驗讓學生知道容器表面的小水珠可能是空氣中的水

蒸氣變成的，這樣的過程稱為凝結。 

9.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生活中水蒸氣凝結成水的例子。 

活動 3 

水的應用 
11-14 

1. 透過實驗讓學生觀察到水往低處流，並引導學生瞭解該特

性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2. 透過實驗讓學生知道水可以讓物體浮起來，並引導學生瞭

解該特性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29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領域核心素養彙整表 

學習重點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

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知

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pc-Ⅱ-1 能專注聆聽同學報

告，提出疑問或意見。並能

對探究方法、過程或結果，

進行檢討。 

INa-Ⅱ-4 物質的形態會因

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

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pe-Ⅱ-1 能瞭解一個因素改

變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而預

測活動的大致結果。在教師

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

下，能瞭解探究的計畫。 

INc-Ⅱ-6 水有三態變化及

毛細現象。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

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

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

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進行

自然科學實驗。 

議題融入彙整表 

重大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 

學習重點 

海洋教育 海洋科學與技術 
E52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

性及其與生活的應用。

INc-Ⅱ-6 水有三態變

化及毛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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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單 

單元名稱：水的循環（活動 1：水的奇妙變化─冰變成水） 

跨科大概念：循環 

核心素養與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自-E-C2、自-E-A3 

學習目標： 

1. 察覺冰遇熱會變成水。 

2. 知道冰遇熱會變成水的過程稱為融化。 

3. 知道溫度會影響冰塊融化的速度。 

【設備與材料】 

冰塊、冰水、熱水、燒杯、計時器、溫度計 

【準備工作】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投入（E1） 

（Engagement） 

如果把冰塊拿出來在桌上放置一段時

間，冰塊會有什麼變化呢？ 

定義：冰塊變成水的過程稱為融化。 

引導學生觀察說出：冰塊變

小，逐漸變成水。 

探索（E2） 

（Exploration） 

是什麼原因讓桌上的冰塊融化成水呢？ 

將冰塊分別放進冰水和熱水中，哪一個冰

塊融化的速度較快呢？ 

說說你的想法？為什麼？ 

可以怎麼設計實驗來證明你的想法？實

驗過程種有那些因素要控制成一樣呢？ 

引導學生說出可能是溫度

讓冰塊融化的。 

 

 

老師可透過每個變因逐一

討論，如：冰塊的大小需要

相同嗎?兩杯水的水量要相

同嗎？ 

解釋（E3） 

（Explanation） 

哪一個杯子裡的水溫度較高？ 

哪一個杯子裡的冰塊先融化？ 

什麼原因影響冰塊融化的快慢？ 

結論：冰塊受熱後變成水，這樣的過程稱

為融化。溫度是影響冰塊融化速度快慢的

原因。 

老師引導學生回答：溫度較

高會讓冰塊融化速度較快。

精緻化（E4） 

（Elaboration） 

要怎麼設計一個裝置來保冷呢？ 

各組依照這堂課所學，利用教室可取得的

材料：燒杯、冰塊、抹布、食鹽，來製作

一個保冷裝置，讓老師發下的冰塊在 20

分鐘後仍然沒有完全融化成水。 

各組寫下想法，老師到各組與學生討論並

實際測試保冷功效。 

各組將想法記錄在小白板

上。老師到各組與學生討論

如何將做法更精緻化。 

老師可鼓勵創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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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E5） 

（Evaluation） 

學生完成習作以檢視學生是否瞭解融化

的概念和影響的因素。 

學生書寫個人上課筆記。 

透過操作過程、學生書寫個

人上課筆記和習作，檢視學

生對概念的瞭解和對操作

過程的想法。 

【說明】 

一、活動設計與學生素養展現之關聯 

1. 教師透過「冰塊融化的速度」和「製作保冷裝置」的實驗設計和討論，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進 自然科學實驗。 

2. 給予學生明確的任務，並由小組成員透過思考與討論，凝聚共識，提出「製作保

冷裝置」的方法，可檢視學生對前面學習內容的理解，亦可讓學生學習應用已習

得的知識進行實驗設計。 

二、學生提取或應用的知識內容 

「冰塊融化的速度」和「製作保冷裝置」的活動設計讓學生必須應用前面所學的

三個概念「水水有水、水蒸氣和冰三種型態」、「溫溫度計的正確使用方式」和「水水遇

冷會凝結成冰」來完成任務，同時也要透過發表和省思，精緻化設計出來的方法。

三、預期學生所展現之素養 

1. 學生在本單元須根據問題特性設計實驗，並簡單規畫實驗步驟，進而運用器材進

行操作；此外，在實驗設計、規畫、操作與發表的過程中，均得展現小組團隊合

作及與同儕溝通表達的能力。因此，預期透過本活動學生能展現出「透透過探索

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及「具具

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

的有無等因素規劃實驗，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之素養。 

2. 透過保冷裝置的設計及實作，學生能展現「能能分析比較、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

資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表達探究之發現與成果」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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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單 

單元名稱：水的循環（活動 2：水的奇妙變化─水變成水蒸氣） 

跨科大概念：循環 

核心素養與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自-E-C2、自-E-A3 

學習目標： 

1.察覺液態的水會變成氣態的水蒸氣。 

2.知道蒸發的定義。 

3.透過實驗和討論察覺使水蒸發較快的因素是溫度和風。 

【設備與材料】 

水寫紙、扇子、蒸發示例 ppt 

【準備工作】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投入（E1） 

（Engagement） 

用濕抹布擦黑板，過一段時間黑板乾了，

黑板上的水到哪裡去呢？ 

在陽光下晾乾的抹布或衣服，抹布或衣服

裡的水到哪裡去了？ 

教師說明濕衣服變乾是水變成水蒸氣的

現象，水變成水蒸氣的過程稱為蒸發。 

老師拿濕抹布把黑板的一

小塊擦濕。並在學生面前洗

抹布並擰乾晾起來。 

若天氣為陰天，可以事先拍

照製成的 ppt 代替。 

探索（E2） 

（Exploration） 

老師手上有兩張沾濕的水寫紙，有什麼方

法可以讓水蒸發得快一點呢？ 

各組討論出數種可以讓水蒸發得快一點

的方法。 

各組選定測試一個變因，如有沒有曬陽光

（溫度），有沒有搧風（風），有沒有包在

夾鏈袋裡（與空氣接觸面積）。 

討論需要保持不變的因素。（水寫紙的大

小、材質、浸泡水的時間等） 

準備數張大小相同的水寫紙，同時浸泡在

水中約 5 秒鐘，觀察水寫紙乾燥的速度。

教師將討論的答案寫在黑

板上，作為實驗設計討論之

參考。 

 

各組操作一個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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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E3） 

（Explanation） 

有搧風和沒搧風的水寫紙，哪一張乾的比

較快？風可以讓水蒸發的速度變快嗎？ 

有曬太陽和沒曬太陽的水寫紙，哪一張乾

的比較快？升高溫度可以讓水蒸發的速

度變快嗎？ 

有包夾鏈袋和沒包夾鏈袋的水寫紙，哪一

張乾的比較快？通風、增加水寫紙與空氣

的接觸面積可以讓水蒸發的速度變快

嗎？ 

水變成水蒸氣的過程稱為蒸發。照射陽

光、吹風和沒有東西包覆（與空氣接觸面

積大）可以加快蒸發的速度。 

引導學生依據實驗結果，歸

納出照射陽光、吹風和沒有

東西包覆（與空氣接觸面積

大）可以加快蒸發的速度。

 

 

 

 

 

 

 

精緻化（E4） 

（Elaboration） 

你還看過生活中有哪些蒸發的例子？  

洗好的抹布可以放在教室裡的什麼地方

會較快乾?要怎麼放較適合？ 

老師拿出一杯 10 mL 的水，各組討論如

何將這 10 mL 的水在 15 分鐘內蒸發乾。

各組寫下想法，老師到各組與學生討論。

討論好方法和步驟後各組記下開始的時

間和蒸乾的時間。 

各組討論這六種方式的運用到的原理。 

 

引導學生瞭解濕抹布的正

確處置方式。 

學生可能提出照射陽光、吹

風和不加蓋子。或是倒到較

大的盤子增加與空氣的接

觸面積等。老師盡可能事先

準備好學生可能用到的器

材。 

老師可鼓勵創新的想法。 

評鑑（E5） 

（Evaluation） 

學生完成習作以檢視學生是否瞭解融化

的概念和影響的因素。 

透過操作過程、學生書寫個

人上課筆記和習作，檢視學

生對概念的瞭解和對操作

過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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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活動設計與學生素養展現之關聯 

1. 教師透過可以讓水蒸發得快一點的方法的實驗設計和討論，初步根據問題特性、

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進 自然科學實驗。 

2. 給予學生明確的任務，並由小組成員透過思考與討論，凝聚共識，提出能在 15

分鐘內讓水蒸發成水蒸氣的方法，此活動不但可檢視學生對前面學習內容的理

解，亦可讓學生學習應用已習得的知識進行實驗設計。 

二、學生提取或應用的知識內容 

在 E4 的活動中，要求學生設計「水蒸發成水蒸氣」的方法，故學生必須應用前

面所學的兩個概念「水水有水、水蒸氣和冰三種型態」及「照照射陽光、吹風和沒有

東西包覆（與空氣接觸面積大）可以加快蒸發的速度」來完成任務，同時也要透

過發表和省思，精緻化設計出來的方法。 

三、預期學生所展現之素養 

學生在本單元須根據問題特性設計實驗，並簡單規畫實驗步驟，進而運用器材

進行操作；此外，在實驗設計、規畫、操作與發表的過程中，均得展現小組團隊合

作及與同儕溝通表達的能力。因此，預期透過本活動學生能展現出「透透過探索科學

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及「具具備透過

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進

行自然科學實驗」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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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單 

單元名稱：水的循環（活動 3：水的奇妙變化─水蒸氣變成水） 

跨科大概念：循環 

核心素養與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自-E-C2、自-E-A3 

學習目標： 

1. 察覺將冰過的物品放在室溫下，物品表面會出現小水珠凝結的現象。 

2. 察覺空氣中的水蒸氣遇冷會凝結成小水珠。 

【設備與材料】 

透明玻璃杯、放大鏡、冰的罐裝飲料 

【準備工作】 

先將各組一個玻璃杯放入冰箱中數小時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投入（E1） 

（Engagement） 

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飲料，一段時間後，罐

子表面布滿了小水珠。這些小水珠是哪裡

來的呢？ 

小水珠是從罐子裡滲出來的嗎？罐子表

面小水珠的顏色和罐子裡的飲料顏色相

同嗎？ 

小水珠是空氣中的水蒸氣變成的嗎？ 

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你的想法是正確的

呢？ 

準備有顏色的飲料，引導學

生察覺杯子裡的飲料與小

水珠的顏色不相同，進而引

導推論容器表面的水珠可

能來自於空氣中的水蒸氣。

探索（E2） 

（Exploration） 

設計實驗驗證「容器表面的小水珠可能是

空氣中的水蒸氣變成的」。 

準備兩個透明玻璃杯，一個冰過的，一個

沒有冰過。 

同時放在桌面上一段時間後，兩個杯子杯

壁上會有甚麼現象呢？ 

同時放在桌面上一段時間後，用放大鏡觀

察杯壁上的情形。 

發下各組一個冰過和沒冰

過的透明玻璃杯。 

解釋（E3） 

（Explanation） 

兩個杯子杯壁上有甚麼現象呢？ 

杯壁上的小水珠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沒有冰過的玻璃杯杯壁上沒有小

水珠？ 

是什麼因素讓空氣中看不見的水蒸氣變

成看得見、摸起來濕濕的小水珠呢？ 

結論：空氣中有許多看不見的水蒸氣，水

蒸氣遇冷會凝結成小水珠。 

學生能察覺冰的杯子表面

有小水珠。 

學生能回答杯壁上的小水

珠是因為空氣中看不見的

水蒸氣遇冷凝結而成的。 

學生能察覺因為溫度降低

讓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成

水。 



臺北市
國小共同備課手冊 自然篇自然篇

36

精緻化（E4） 

（Elaboration） 

你看過哪些水蒸氣變成小水珠的例子

呢？ 

 

 

 

燒開水時，水壺口噴出的白煙是不是小水

珠呢？用透明玻璃片攔截白煙測試看看。

（注意：熱水壺口的水蒸氣很燙，要有師

長陪同小心操作！） 

你還看過哪些水蒸氣變成小水珠的例子

呢？ 

 

 

 

 

結論：由上述的討論和實驗可以知道：水

有水、水蒸氣和冰三種型態。溫度的改變

讓水和水蒸氣的型態產生改變。 

學生可能回答：天冷時窗上

可以看見小水珠；洗完澡

後，鏡子表面會有霧濛濛的

水珠。 

 

透過以透明玻璃片攔截水

壺口噴出的白煙活動來讓

學生察覺這些白煙是液態

的水。 

 

學生可能回答：天冷時呵出

的白煙是水蒸氣遇冷變成

小水珠的例子；吃熱食時，

眼鏡表面會有霧濛濛的水

珠；在溫泉水上方可以看見

煙霧迷漫等。 

評鑑（E5） 

（Evaluation） 

各組設計一個方法在 3 分鐘內讓水蒸氣

凝結成水。 

各組將想法記錄在學習紀

錄單上。發表後共同討論如

何將做法更精緻化。 

老師可鼓勵創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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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活動設計與學生素養展現之關聯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與比較兩個同時放在桌面上一段時間的透明玻璃杯（一個冰

過、一個沒有冰過）的杯壁，並運用一系列的提問協助學生建構出「空氣中的水

蒸氣遇冷凝結成小水珠」之科學概念，同時亦導入生活中的例子，使科學概念與

生活經驗連結。此活動之設計，不但能培養學生主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更

能將科學與生活連結，並在未來運用科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 給予學生明確的任務，並由小組成員透過思考與討論，凝聚共識，提出能在 3 分

鐘內讓水蒸氣凝結成水的方法，此活動不但可檢視學生對前面學習內容的理解，

亦可讓學生學習應用已習得的知識進行實驗設計。  

二、學生提取或應用的知識內容 

在 E5 的活動中，要求學生設計「水蒸氣凝結成水」的方法，故學生必須應用前

面 4 節課所學的兩個概念「水水有水、水蒸氣和冰三種型態」及「溫溫度的改變讓水

和水蒸氣的型態產生改變」方能完成 E5 的任務，同時也要透過發表和省思，精緻

化設計出來的方法。 

三、預期學生所展現之素養 

學生在本單元須根據問題特性設計實驗，並簡單規畫實驗步驟，進而運用器材

進行操作；此外，在實驗設計、規畫、操作與發表的過程中，均得展現小組團隊合

作及與同儕溝通表達的能力。因此，預期透過本活動學生能展現出「透透過探索科學

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及「具具備透過

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設計簡單實驗，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進行自然科學實驗」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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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循環學習單-水蒸氣與水的變化 

班級：(       )  組別：(        ) 

 

 

 

 

 

 

 

 

 

 

 

 

 

 

 

 

 

 

 
設計一個讓水蒸氣凝結成水的方法。 

 
設計一個讓水蒸發成水蒸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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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三年級「循環單元」─種蔬菜為例（POEC 新式教案） 

臺北市國小自然領域共同備課暨公開授課教學參考示例 

學校名稱：西松國小 
版    本：康軒 
單元名稱：循環─種蔬菜 
實施節數：15 節 

授課年級：三年級 
授課日期：第 4 週 
備課成員：張硯棻、卓家夙、陶玉 
教 學 者：張硯棻 

本單元各節次教學架構 

活動名稱 節次 教學重點 

活動 1 

蔬菜大「解」密 

（示例） 

1-4 

複習舊經驗： 

1. 教師引導學生回顧，一株完整的植物有根、莖、葉、花、

果實、種子 6 大部位，其中能讓蔬菜長出下一代的關鍵部

位是花、果實和種子（※多元評量：歸納操作）。 

2. 指導學生蔬菜依據食用部位，可以分為根莖類、葉菜類、

花菜類和果實類（※多元評量：操作分類）。 

3. 學生觀察老師提供的果實類蔬菜，將蔬菜剖開、拆解，觀

察葉片、果實與內部的種子。（※多元評量∼學習單 1：果

實裡的「種種」秘密） 

4. 學生觀察老師提供的葉菜類蔬菜，將蔬菜剖開、拆解，觀

察葉片、花瓣、雄蕊、雌蕊，以及雌蕊內部的種子。（※多

元評量∼學習單 2：蔬菜大解密） 

5. 觀察完畢後，將種子種回小田園菜盆。 

活動 2 

大家一起來種

菜 

5-12 

1. 選一種菜來種，準備種菜的工具（附件一）。 

2. 到小田園播種，種下自己選擇的植物種子。 

3. 觀察、登記蔬菜成長日記（學習單：蔬菜成長記錄表）。 

活動 3 

好吃的蔬菜 
13-15 

1. 至小田園採收蔬菜。 

2. 提醒學生採收外層葉菜，內部留下讓植物繼續生長，以觀

察植物從種子、發芽、成長、開花、結果的循環週期。 

3. 食農教育：清洗蔬菜、交給教師烹調、品嚐、分享美食心

得（學習單：我的美食菜菜子）。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領域核心素養彙整表 

學習重點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

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

懷心與行動力。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

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

形態主要由根、莖、葉、花、

果實及種子所組成。 

INb-Ⅱ-7 動植物的外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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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備與資源並能觀測和紀

錄。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

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

為、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

關。 

議題融入彙整表 

重大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 

學習重點 

環境教育 環境倫理 

E26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

與價值，關懷動、植物

的生命。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 然 環 境 與 人 造 環

境，以及常見的動物、

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

的互動關係。 

相關議題 學習主題 內涵向度 學習重點 

生命教育 生命源起 物我關係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 然 環 境 與 人 造 環

境，以及常見的動物、

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

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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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單 

單元名稱：種蔬菜（活動 1：蔬菜大「解」密） 

跨科大概念：循環 

核心素養與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自-E-C1 

學習目標： 

1. 知道蔬菜依據食用部位，可以分為根莖類、葉菜類、花菜類和果實類等四大類。 

2. 能識四類蔬菜的外型特徵與內部構造。 

3. 能拆解果實類、葉菜類的蔬菜，並從中取出種子，再次播種。 

4. 能知道在一株植物中，花朵裡的雄蕊與雌蕊是繁殖的相關構造。 

5. 會操作資訊與科技工具，協助觀察花、果實與種子的細微構造。 

【設備與材料】 

1. 教學用植物：一株具有根、莖、葉、花、果

實、種子 6 大部位完整的植物。 

（如：校園中常見的大花咸豐草、酢漿草、

昭和草、龍葵⋯⋯等，或小田園中開花結果

的蔬菜） 

2. 教學用蔬菜： 

根莖類、葉菜類、花菜類和果實類四大類蔬

菜每種 2-3 樣，例： 

根莖類：蘿蔔、蕃薯。 

葉菜類：小白菜、菠菜。 

花菜類：金針花、花椰菜。 

果實類：蕃茄、四季豆。 

（※依照授課時間挑選容易取得的蔬菜） 

3. 觀察工具：手持式顯微鏡及支架、I-Pad、

手機顯微鏡、放大鏡、 

4. 操作工具：拖盤、剪刀、鑷子、白紙 

【準備工作】 

1.學習單∼植物大「解」密 

2.分類字卡 1（每組 6 張）： 

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3.分類字卡 2（每組 4 張）： 

根莖類、葉菜類、花菜類、果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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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課】∼果實類蔬菜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起 

導入活動-1

（5min） 

1. 教師準備一株具有根、莖、葉、花、

果實、種子 6 大部位的植物，並預先

將其拆解。 

2. 請學生以拼圖的方式，將植物拼回完

整的一株，在六大部位分別擺上標示

字卡。 

3. 提問、複習舊經驗 1：一株完整的植

物有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6

大部位，其中能讓蔬菜長出下一代的

關鍵部位是哪些個部位？ 

1. 若無法取得活體植物，可

以將植物圖卡剪開代替。

2. 引導學生：植物的生殖器

官：花、果實、種子與植

物的生命循環有關。 

承 

觀察與實作-1 

果果實類蔬菜 

（35min） 

1. 指導學生依據食用的部位，可以將蔬

菜分為根莖類、葉菜類、花菜類和果

實類。 

2. 每一組桌上都有蘿蔔、蕃薯、小白菜、

菠菜、金針花、花椰菜、蕃茄、四季

豆、萵苣、辣椒、竹筍、韭菜花⋯⋯

等8∼12種蔬菜，請學生分四類擺好。

3. 請各組將果實類的蔬菜交給教師切

開，學生觀察果實類的種子。 

4. 觀察、書寫學習單： 

（1）學生依據學習單指示，將老師

切開的果實拼回，將完整果實

的外觀，記錄在學習單指定的

格子裡。 

（2）指導學生將果實切開後，果皮、

果肉、種子的樣子，記錄在學習

單指定的格子裡。 

5. 教師展示各組書寫較完整的學習單，

供學生學習其他組的果實類蔬菜。 

1. 教師預先準備「根莖

類」、「葉菜類」、「花菜

類」、「果實類」四種分類

字卡。 

2. 果實類的蔬菜很多，瓜果

類、豆科植物都是果實類

蔬菜，教師在教學準備上

容易取得。 

3. 建議教師不要讓學生觀

察辣椒，以免學生觸摸之

後，接觸皮膚、眼睛、口

鼻，被辣椒素刺激。 

4. 協助學生切開果實，不要

讓三年級的學生拿刀子。

5. 指導學生將觀察結果記

錄在學習單上。 

※多元評量：分類、觀察、

學習單 1∼果實裡的「種

種」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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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課、第三節課】∼葉菜類蔬菜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起 

導入活動-2

（5min） 

上一節課我們觀察了果實類蔬菜，知道

果實內的種子與蔬菜的生命循環有關，

這一節課，我們要學習葉菜類蔬菜中的

哪些部位與蔬菜的生命循環有關。 

※一般來說，葉菜類蔬菜的

花都比較小，建議教師盡

可能找花瓣尺寸較大的

蔬菜，三年級學生在操作

拆解上比較容易。 

承 

觀察與實作-2 

葉菜類蔬菜

（75min） 

1. 學生觀察老師提供的葉菜類蔬菜，將

蔬菜剖開、拆解，觀察蔬菜的葉片、

花瓣、雄蕊、雌蕊，以及雌蕊內部的

種子。 

2. 觀察、書寫學習單：學生將蔬菜葉片、

花瓣剖開、拆解後，將觀察結果依據

學習單提示，記錄在指定的格子裡。

【基礎操作】 

（1）因葉菜類花瓣通常偏小，故安排學

生 2 人一組，共同操作，將拆解後

的葉菜類蔬菜的和花瓣，依序排在

學習單指定的方格中，並依學習單

指示，觀察、仿畫指定部位的外觀。

（2）指導學生用放大鏡觀察拆解後花

的各部位與果實內的種子。（註 1）

【進階操作】 

（3）教師發下 I-Pad+手機顯微鏡，指導

學生操作 I-Pad 的相機功能，將手

機顯微鏡夾好，讓 2 種工具的鏡頭

對準。（註 2） 

（4）以放大更高的倍率再一次觀察剛

剛解剖的花和果實。 

1. 解剖與觀察工具組。 

2. 提示學生：花瓣、雌蕊的

解剖，可以用細頭鑷子搭

配小剪刀拆解，或小心的

撕開，再用放大工具觀

察。 

3. 三年級學生年紀小，手眼

協調能力尚在發展，在拆

解方面可能需要教師協

助。 

4. 指導學生上下移動放大

鏡，尋找適當焦距。 

5. 學生在開啟 I-Pad 相機，

夾上手機顯微鏡，兩個鏡

頭對準到呈現清晰圓

孔，操作上可能需要老師

協助與指導。 

※多元評量：操作拆解、分

類、觀察、學習單 2∼菜

菜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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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討論、解釋、歸納、統整 

流程 內容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轉 

討論與解釋

（30min） 

1. 教師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學習單），

並請學生發表觀察結果。 

2. 教師以高倍率放大鏡或顯微鏡鏡檢果

實類蔬菜的種子，對學生展示不同的

種子，大小、顏色與外型特徵（有紋

路、細毛⋯⋯等）。 

3. 教師以高倍率放大鏡或顯微鏡鏡檢葉

菜類蔬菜，對學生展示蔬菜花的雄蕊

花粉、雌蕊胚珠、子房內的果實，以

及果實內的種子。 

4. 提問 1：在果實類蔬菜中，能讓蔬菜

長出下一代的關鍵部位是什麼？ 

5. 提問 2：在葉菜類蔬菜中，能讓蔬菜

長出下一代的關鍵部位是什麼？ 

1. 學生能依據操作、觀察，

以及教師展示，指出在在

果實類蔬菜中，果實中的

種子能繁衍下一代。 

2. 學生能說明，在葉菜類蔬

菜中，與生殖有關的是蔬

菜的生殖器官，包含：

花、果實、種子。而花瓣

中的雄蕊和雌蕊扮演關

鍵角色，雄蕊上的花粉傳

授到雌蕊，也就是「授粉」

過程，授粉後，植物才能

結果，大多數的蔬菜，果

實內部有種子。 

合 

討論與統整

（10min） 

1. 蔬菜成長的過程有哪些？請依照順序

說明。 

2. 蔬菜要繁殖下一代，會經過什麼過

程，請依照順序說明。 

3. 說明 1：在一個「果實類」蔬菜中，

果實內的種子可以種回土壤裡，再次

發芽、生長、開花、結果，讓生命持

續循環。 

4. 說明 2：在一種「葉菜類」蔬菜中，

葉菜所開的花，花瓣中雄蕊的花粉傳

授到雌蕊後，可以結合長出果實。 

1. 因為學習對象是三年級

學生，所以在蔬菜的繁殖

與循環部分，只以「有性

生殖」為主要教學範圍，

其他以營養器官繁殖的

方式，例如：阡插、塊根、

塊莖繁殖等，在本教學單

元略過。 

2. 「花」的部分，可引導學

生再細部解剖雌蕊，但在

教學上避免提到「胚珠」

（五年級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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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學習指導注意事項之內涵 

1. 評量方式                               5. 提問層次 

2. 教師要準備的操作實品、媒材、資料等     6. 時間安排視需要調整 

3. 預測學生可能的答案或反應               7. 其他注意事項 

4. 就學生可能的迷思或困惑所做的引導 

二、活動設計與學生素養展現之關聯 

活動設計 連結素養 

註 1：指導學生用放大鏡觀察拆解後花

的各部位與果實內的種子。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

的自然科學現象。 

INb-Ⅱ-7 動植物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

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

環境有。  

註 2：教師發下 I-Pad+手機顯微鏡，指

導學生操作 I-Pad 的相機功能，將手機

顯微鏡夾好，讓 2 種工具的鏡頭對準。

pe-Ⅱ-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

並能觀測和紀錄。 

學習單 1∼果實裡的「種種」秘密 

學習單 2∼菜菜大解密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

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INb-Ⅱ-7 動植物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

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

環境有。 

三、預期學生所展現之素養 

1. 學生會使用肉眼、放大工具、精密的科技儀器，取得更高倍率、更清晰的影像，

是測量與實驗工具的操作技能。在經過縝密的觀察之後，能用語言溝通、文字、

圖像表達自己的觀察結果，是觀察能力與發表研究結果的展現。 

2. 學生在本單元從親手以種子培育蔬菜，從種子發芽、成長、開花、結果，再以

果實內的種子繁殖下一輪的蔬菜，體驗生命的循環，培養學生「愛護自然、珍

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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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 座號：(     ) 組別：(第    組)  姓名：(                  ) 

果實裡的「種種」秘密 

一、蔬菜的基本資料： 

1.你觀察的這顆「果實類」蔬菜，叫做什麼名字？                   

2.在切開之前，果實外皮是什麼顏色？                   

3.在切開之後，果實內部的果肉是什麼顏色？                   

4.果實裡面的種子是什麼顏色？                   

5.數一數，這顆果實切開來後，裡面有幾顆種子？                   

6.請把其他組拿到的果實名稱寫下來：                             

                                                            

二、請把這個果實類蔬菜切開前、後的樣子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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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是有關果實與種子的敘述，請把正確的打 ，錯誤的打×。 

1.□有些果實類蔬菜裡面有果肉。 

2.□有些果實裡面果肉的顏色和果實外皮的顏色不一樣。 

3.□同一個果實裡的種子，每顆大小都一樣。 

4.□不同的蔬菜，果實外形和顏色都不相同。 

5.□有些果實裡面沒有種子。 

6.□所有的植物，種子都會長在果實的裡面。 

7.□將果實類蔬菜切開來後，可以發現一顆圓圓大大的種子。 

8.回答問題：果實類蔬菜中，和長出下一代的蔬菜有關的部位是 

                                                     

 2.切開之後，果實與種子的的樣子（要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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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菜大「解」密 

一、蔬菜的基本資料： 

1.你觀察的這種「葉菜類」蔬菜，叫做什麼名字？                   

2.這種蔬菜要長出下一代，和哪些部位有關？                         

3.蔬菜的葉片是什麼顏色？         ，花瓣是什麼顏色？            

4.果實是什麼顏色？         ，裡面的種子是什麼顏色？            

 

二、把葉菜的花瓣和果實拆解下來，依照順序排在下面的格子裡。 

葉菜花的花萼 葉菜花的花瓣 

葉菜花的雄蕊 葉菜花的雌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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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菜的果實（拆解前） 葉菜的果實（拆解後） 

葉菜果實內部的種子 觀察種子外觀並畫下來（要著色）

用放大工具觀察種子，將種子的外

型特徵畫下來（要著色） 

用尺量一量，這顆種子有多大？ 

 

三、和另外 2組的同學交換蔬菜，觀察種子，畫出種子的外型特徵。 

蔬菜名稱： 

種子外觀： 

蔬菜名稱： 

種子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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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適種蔬菜種類建議】 

一、在菜種的選擇上，教師挑選生長週期快，容易長出下一代種子的植物，讓學生體

驗用自己種下的植物種子，繼續繁衍下一代，以體驗「生命循環」的週期。 

二、辣椒生長週期快，但小朋友不敢吃；綠豆容易發芽，可以快速觀察到綠豆的生長

狀況，但到開花結果期程約 2-3 月，採收時間易延宕至第二單元，教師容易限於

趕進度的情況。 

三、十字花科的蔬菜，例如：小白菜、油菜在生長週期方面可以搭配課程，但容易招

引紋白蝶幼蟲啃食。在過去的教學經驗中，曾發生學生在做「蔬菜成長記錄」時，

小白菜的身高越量越矮的情況。菠菜易種植，存活率較十字花科的蔬菜低，且容

易有夜盜蛾、葉蟎、溫室白粉蝨(粉蝨科)等蟲害。 

資料來源：青山貿易農業事業部（無日期）。常出現在蔬菜上的病蟲害症狀。

2016/12/20 取自

http://www.greenagro.net/ftp/writings/20160323_pl/20160323.html 

四、萵苣科的蔬菜，例如：A 菜、大陸妹、蘿蔓⋯⋯等，以及本身有氣味的蔬菜，例

如：芹菜、九層塔等蔬菜，不易有昆蟲啃食，相較之下，是較好的選擇。 

五、本單元與「昆蟲單元」、「食農教育」的結合： 

 雖然許多蔬菜容易有蟲害的問題，但是學生在種植、照顧蔬菜學習的過程，

為蔬菜除蟲、施肥也是本單元的學習重點與內容之一，更可與「食農教育」

相結合，學生在照料蔬菜的過程中，可以體驗菜農的辛勞。 

 昆蟲在啃食蔬菜時，毛毛蟲本身也在成長，可與 4 下自然第三單元「昆蟲家

族」相互結合，即三年級的學生種菜，四年級的學生觀察昆蟲的一生，跨年

級、跨單元互相結合，此為教師可以思考的面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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