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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的風景─從書本到校園探索 
何智超 

漢民國小自然專任教師 

 

一、前言 

探索校園是孩子最喜歡做的事之

一，可惜平時到學校上課，下課時間

都是有限的，而上課時間老師也要顧

及教材內容、學生人數以及班級狀

況，而限制學生可以進行的活動。在

我們學校有一個中型的生態池，雖然

不是生態工法建造，但也有一些水生

動植物，我想讓孩子有機會跳脫書

本，親自去探索校園的環境，因此展

開了為期五天的自然營隊。 

這一次的主題訂為「水生世界-校

園中的水生動植物」，主要以探索校園

內的水生動植物為主。由於學生的年

級範圍由四至六年級所組成，學習起

始點並不相同，且課程內容包含從閱

讀、實驗觀察以及野外考察，因此教

師需要一個適合的評量方式，以呈現

學生的學習歷程。因而此次課程評量

採用製作小書的方式，讓學生合力製

作一本介紹校園水生動植物的小書，

以表現本位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一）科學閱讀營課程設計理念 

1. 表現本位評量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Stiggins, 1987) 

表現本位評量又名為實作評量，

其形式非常多元，例如書面報告、作

文、演說、操作、實驗、資料蒐集、

作品展示等，都屬於實作評量（盧雪

梅，1998）。由於課程的內容中包含了

閱讀、實驗觀察以及野外考察等多元

的內容，也為了使學生能更多元的呈

現其學習歷程，使用表現本位評量是

絕佳的評量方式。在此次課程中，我

們以小組分工撰寫小書、上台發表小

書為主要評量，輔以實驗器材顯微鏡

的操作以及生態池探查的實作，整體

而言是相當能適應學生個別差異的評

量方式。 

2. 「前導組織」（advance organizer）

(Ausubel,1960)教學策略 

使用前導組織策略，在學習前呈

現相關資料，讓學習者足以組織或解

釋新資訊。在此課程中，教師從學生

已學過的四年級課程單元-水生世界開

始引導，並選擇了「布袋蓮」、「住在

池塘裡的生物」兩本繪本作為學生第

一次閱讀的內容，作為普遍性概念及

統整協調的前導組織，讓學生對水生

動植物型態與其生活的生態環境有大

概念的聯結。 

3. 小組合作學習 

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既可鼓勵同

儕互動、兼重團體目標及個人的績效

責任，也可以讓學生們積極的相互依

賴（黃政傑、林佩璇，1996）。在本次

課堂中，參與學生為四到六年級，採

異質性分組，讓能力弱的尋求能力強

的協助，促進同儕互動，讓學生們互

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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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此次評量方式是以小組為單位

進行操作，例如：合作學習實驗器材的操

作、共同完成自己組別的小書。不過，小

書雖然是同一小組所共有的，但是內頁卻

是由個人分別完成、分別上台報告的，以

此兼重團體目標及個人績效責任。 

二、科學閱讀營課程內容 

 教學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時間：寒假營隊共 15 節(每節

40 分) 

 單元名稱：認識水生世界 

 教學目標：透過閱讀自然生物相

關書籍、查詢網路資料、合作操

作實驗、實地觀察及拍攝照片等

方式，收集校園水生動植物的相

關內容，並發揮小組創意，合作

製作校園水生動植物的介紹小

書。 

 教學流程：閱讀→觀察→創作→

發表 

(一) 閱讀 

1. 前導組織：教師先後投入「布袋蓮」

及「住在池塘裡的生物」兩本科普

繪本，作為學生閱讀科普書籍的引

起動機，也作為普遍性概念及統整

協調的前導組織。 

2. 科普書籍閱讀：教師在學生閱讀

完，引導學生思考校內有那些水生

動植物，並透過教師從圖書館整理

出的水生動植物相關書籍中尋找

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進行更廣泛的

科普書籍閱讀。 

3. 網路查詢：每組各使用一台電腦，

透過網路搜尋相關資料，經閱讀過

後，以紙筆紀錄重點資料。 

 

  
圖 1 資料閱讀-布袋蓮 圖 2 資料閱讀-住在池塘裡的生物 

  
圖 3 科普書籍 圖 4 晨間科普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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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察 

1. 觀察生態缸：教師帶領學生觀察教

室外的生態缸，辨認生態缸中各種

水生動植物，並進一步用透明水盆

裝取想觀察的動植物，帶進教室內

觀察。 

 

2. 探查生態池：教師帶領學生前往校

園內的生態池，並穿著青蛙裝，進

到生態池中觀察。若有感到興趣的

動植物，便用透明水箱裝回教室內

觀察。 

3. 顯微鏡操作：先透過影片習得顯微

鏡的操作，再運用到想觀察的事物

上，例如：魚鱗、水蘊草、豆娘翅

膀……等。 

 
圖 5 實驗操作-布袋蓮觀察 

 
圖 7 校園探索-探查生態池 

 
圖 6 埋葬被寒流冷死的魚 

  

圖 8 顯微鏡操作 圖 9 顯微鏡下的生物 

(三) 創作 

1. 目錄：一組完成一本小書，一共有

三本小書。先讓每一位成員提出想

介紹的動植物，再以組別為單位，

以校園水生動植物為主題進行目

錄的編寫。 

 

2. 圖片：除了學生自己繪製的圖以

外，在觀察過程中教師也幫忙拍攝

照片，並將這些照片印出來，提供

學生剪貼成小書裡的圖片，另外，

如果沒有適合的照片，便上網搜尋

可用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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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字：學生依據自己閱讀的書籍或

資料擷取成重點，紀錄在 A4 的彩

色紙上，並自行以彩色筆、色紙加

以美編。 

(四) 發表 

在小書完成以後，訓練各組組員

在有限的時間內介紹自己完成的內

容，並在成果發表會上輪流發表。 

 
圖 10 小書製作 

 
圖 11 小書發表 

 
圖 12 小書內頁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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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成果與省思 

在這次從書本到校園探索的課程

中，筆者體認到親身的體驗是閱讀理

解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對孩子而言，

每次的體驗都是為了更深度的理解而

累積，為更深入的閱讀而探索。此次

課程活動從書本出發，到實地探索校

園，最後又回到書中，以製作小書的

活動貫穿所有課程。小書中可以看出

學生自主地深入觀察，並以閱讀資料

為鷹架，自己構築他們理解到的世

界。重新觀之，小書是一個非常良好

的載體，可以將所有的知識脈絡相結

合或合併在一起。與以往課程使用的

學習單相比，各種的學習單皆有一定

的框架，有的適合中年級、有的適合

高年級，而製作小書則有較大的開放

性，雖然剛開始需要較多的時間進行

引導，但能間接讓不同學習階段的學

生整理自己的知識脈絡並結構化。 

也因為如此，小書的評量方式適

合混齡的課程，搭配親身體驗的探索

後，每個學生的作品有每個人的精

彩，有的學生素描了蓋斑鬥魚、巴西

龜各部位構造，有的學生貼上顯微鏡

下的魚鱗、魚眼、豆娘的身體，有的

學生撰寫詳細的生物介紹，有的學生

描述生物生長的環境在學校何處，有

的學生喜歡美編書本各頁（圖 12），雖

然是進行同一堂課，但是每個人經歷

到的、學到的還是有所不同。 

此次閱讀推廣的科學營，讓學生

嘗試了不同類型的閱讀，從指定文本

到廣泛閱讀，從實驗操作到實地探

索，從蒐集資料到小書發表，從閱讀

書本到走入校園。此次營隊的設計與

教學經驗有參考性的價值，未來可基

於此課程繼續發展。 

另外，建議未來可嘗試將各種實

作評量界定標準，以看出學生學習前

後的差異，明白學生的學習能力是否

有因課程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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