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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留及註明資料來源，惟仍恐有所漏失，故經教育部同意再授權利用之人或單位，若
意欲進一步引用、摘錄時，請特別注意向原資料來源者徵詢使用權，以免侵犯各資料來
源之智慧財產權。

目錄

壹、前言 1
貳、環境教育融入生活課程綱要各學習階段對應表 3
參、教案設計統整表

9

肆、教案設計專輯 10
 教案設計一：新學校新生活/空氣品質指標 AQI
 教案設計二：好熱的天氣/ CO2 排放

11

16

 教案設計三：我是防震小尖兵/自然災害家庭防災卡、防災疏散演練、921 地震
 教案設計四：奇妙的水/節能減碳、物質循環

27

 教案設計五：雨天生活變化多/自然災害（颱風） 34

2

21

壹

、前言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生活課程於國小一、二年級第一學習階段實施，
每週授課六節課，課程目的在於提供學童生活體驗與探索、理解與欣賞、溝通與合作、
表現與實踐等學習歷程，以建立孩子對周遭人、事、物與環境的覺知及互動能力，並增
進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的態度、知能及實踐力。生活課程主要是教導學生實際生活中必
要的技能，以作為未來學習基礎的生活課程理念，此理念正與環境教育的環境議題覺知、
環境知識理解、環境價值澄清、環境技能學習及環境行動實踐等教育目標具相當程度的
共同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環境教育議題目標為：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
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
正義；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包含了五大學習主題：
「環境倫理」
、
「永續發展」
、
「氣候變遷」
、
「災害防救」、
「能源資源
永續利用」
，這些皆需要以生活為中心出發，均著眼於生活環境的認識與關懷。生活課程
的學習重點正包含了對生活周遭環境的覺察，瞭解人類發展需要地球環境與生態資源的
支持、認知我們的環境問題，體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進一步親近自然、探索生態，
愛護環境、生命，並珍惜資源。
本冊提出五個教學「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生活課程教學實施示例」
，以「環境教育主題」
為體、
「生活課程的學習內容」為用，將環境教育與生活課程的學習重點做適當結合，期
以豐富學童生活課程的學習，落實環境教育於生活行動中，促進環境教育素養的發展。
五個教學案例分別配合環境教育的五大學習主題，並參考現行教科書單元和新課綱跨學
科概念與相關學習內容進行編寫。
一年級共策畫兩個教學案例示範，設計了「新學校新生活」單元，以國小一年級新
生認識周遭校園環境為目標出發，搭配學習主題「環境倫理」
，讓學生透過親近校園中的
1

動物和植物生態環境，關懷自己的學校。並以孩子自己的通學方式為討論主題，讓學童
認識每天生活所處空間的空氣品質，鼓勵學生走路上學，達到節能環保的目的，省思環
境，並進而愛護環境，做為「能源資源永續利用」主題學習萌芽的種子。第二個教案「好
熱的天氣」
，則以「氣候變遷」學習主題，安排繪本閱讀與活動體驗，讓學童具體觀察與
操作，覺知氣候變遷的事實，體會節能減碳的重要，願意展現具體行動食用當季當地的
食材和物質，減少長途運輸耗用的能源和所產生的污染，明瞭節能的真正意義，共同守
護我們居住的地球。
二年級安排了三個教學案例，分別是：
「雨天生活變化多」
、
「奇妙的水」
、
「我是防震
小尖兵」。「奇妙的水」從日常生活中引導學生認識水資源，首先以繪本引發學生對水的
好奇，接著透過新聞片段，讓學生了解水資源的有限，並設計體驗缺水的不便活動，並
進行體驗分享、認識省水標章、結合音樂和唱歌，以期促進學生主動養成不浪費水，落
實節約用水於生活中。第二個教案「雨天生活變化多」則是搭配「災害防救」和「環境
倫理」學習主題，以觀察體驗下雨和雨後的現象、感受「雨」打在身上的感覺出發，並
透過「玉山的新外套」繪本介紹和土石流防災紀錄片及互動遊戲認識，明瞭颱風、土石
流造成的災害，關懷生活環境，思索災害防救的策略，減少傷害。最後一個教學示例是
配合「災害防救」學習主題的「我是防震小尖兵」
，藉由「防震知識王」
、
「認識緊急避難
包」和「防災有一套」學習活動安排繪本和觀看地震紀錄片，了解無可預測的地震發生
時合宜的避難方式，了解緊急避難包的必要，善用家庭防災卡和 1991 平台，充實基本的
應變能力，減低災損，維護自己與他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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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 生活
貳

、環境教育五大主題融入生活課程
課程綱要各學習階段對應表

3

標楷體為原領域附錄二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重點示例；灰底為新增學習內容

I.國小低年級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環 E1 參 與戶 外 學 習 與
自然體驗，覺知自然
環境的美、平衡、與
完整性。

學習內容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A-I-1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A-I-2事物變化現象的
觀察
A-I-3自我省思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
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B-I-1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5-I-1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立初
步的美感經驗。
5-I-2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5-I-3理解與欣賞美的 多元形式與歧異。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環
境
倫
理

學習表現

環 E2 覺 知生 物 生 命 的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美與價值，關懷動、 A-I-1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植物的生命。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5-I-1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 建立初
步的美感經驗。
5-I-2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A-I-3自我省思

5-I-3理解與欣賞美的 多元形式與歧異。
5-I-4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近。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環 E3 了 解 人 與 自 然 和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A-I-1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A-I-2事物變化現象的
要棲地。
觀察
A-I-3自我省思
4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

I.國小低年級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5-I-3理解與欣賞美的 多元形式與歧異。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近。

B-I-1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永
續
發
展

學習表現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E4覺知經濟發展與工
業發展對環境的衝
擊。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B-I-2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E5覺知人類的生活型
態對其他生物與生
態系的衝擊。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1生活習慣的養成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 且能適
切、安全的行動。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E-I-2生活規範的實踐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E6覺知人類過度的物
質需求會對未來世
代造成衝擊。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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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國小低年級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氣
候
變
遷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環E7覺知人類社會有糧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食分配不均與貧富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差距太大的問題。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E8認識天氣的溫度、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雨量要素與覺察氣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候的趨勢及極端氣 A-I-3 自我省思
候的現象。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E9覺知氣候變遷會對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生活、社會及環境造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成衝擊。
A-I-3 自我省思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2-I-6 透過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歷程,了解其
中的道理。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 E10 覺 知人 類 的 行 為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是導致氣候變遷的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原因。
A-I-3 自我省思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2-I-6 透過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歷程,了解其
中的道理。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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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國小低年級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環 E11 認 識臺 灣 曾 經 發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生的重大災害。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災
害
防
救

環 E12 養 成對 災 害 的 警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覺心及敏感度，對災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害有基本的了解，並 A-I-3 自我省思
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學習表現
2-I-1以感官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
性。
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1-I-4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 能適切
、安全的行動。
2-I-1以感官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
性。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環 E13 覺 知天 然 災 害 的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頻率增加且衝擊擴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大。
A-I-3 自我省思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1-I-4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
、安全的行動。
2-I-1以感官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 境的特
性。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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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國小低年級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能
源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環 E14 覺 知人 類 生 存 與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發展需要利用能源
F-I-1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及資源，學習在生活
F-I-2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
中直接利用自然能
試
源或自然形式的物
F-I-3時間分配及做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質。
F-I-4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
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環 E15 覺 知能 資 源 過 度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利用會導致環境汙 A-I-3自我省思
染與資源耗竭的問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題。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

環 E16 了 解物 質 循 環 與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資源回收利用的原 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理。
C-I-3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

環E17養 成 日 常 生 活 節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約 用 水、用電、物質 C-I-4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的行為， 減少資源的 C-I-5 知識與方法的應用、組合與創新
消耗。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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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
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影響
，學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
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2-I-6 透過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歷程,了解其
中的道理。

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參

、教案設計統整表

統整表主要說明教案名稱、課程設計型式、學習階段與示例中包含的各項活動名稱，
及其與環境教育議題之關係。藉此統整表格，方便未來參考者，能藉由環境教育議題的
重要名詞、學習主題或實質內涵，快速搜尋所需教學資源。
設計

教案

設計

學習

者

名稱

型式

階段

董

新學
校新
生活

融入

國小

式環
教活

好熱
的天
氣

燕
玲
董
燕
玲

活動名稱

環境教育議題
重要名詞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活動一：我的新生活 空氣品質指標

環境倫理

環 E1

ㄧ年

活動二: 新學校的一

能源資源

環 E15

級

天

融入

國小

活動一:夏天來了

式環

ㄧ年

活動二:節能減碳小

教活

級

學堂

AQI

永續利用

動

動

CO2 排放

氣候變遷

環 E10

災害防救

環 E12

活動三: 夏天的水果
活動四: 夏天的夜晚

董
燕
玲

我是
防震
小尖
兵

獨立

國小

活動一:防震知識王

自然災害（地

單元

二年

活動二:緊急避難包

震）

級

活動三: 防災有一套

家庭防災卡
(社區)
防災疏散演練
921 地震

董
燕
玲

奇妙
的水

融入

國小

活動一:生活中的水

節能減碳

能源資源

環 E15

式環

二年

活動二:缺水危機

物質循環

永續利用

環 E16

教活

級

活動三:愛惜水資源

融入

國小

活動一:淅瀝淅瀝下

自然災害（颱

災害防救

環 E1

式環

二年

雨了

風）

環境倫理

環 E12

教活

級

活動二:大雨大雨一

環 E17

動
董
燕
玲

雨天
生活
變化
多

動

直下
活動三: 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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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案設計專輯

發現環境教育的機會點，展現領域課程的特色，是本案教學示例設計的重點。
環境教育不僅應落實於十二年國教中，更是未來國民重要的素質之一；本案研擬課
程綱要內各項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經專家審查後，建構「環境教育各主題在各學習
階段之重要名詞」
（詳見教育部環境教育議題配合領域教學實施示例計畫期末報告）」
，以
明確具體之認知概念，提供領域融入教學之參考。
本案以環境教育常見的三種教學設計型式為基準，發展環教融入領域之參考範例，
這三種設計形式如下：
（1）「融入式環教活動」型式，以英語領域為例，因學科特質環教多採融入式的5-10分
鐘活動；若屬此類，於領域中融入小單元環教活動，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原單
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如「Hotter in the City＋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熱島效應)」等。
（2）「大單元統整」型式，以自然領域為例，因自然本身即與環教息息相關，是故就原
自然單元直接統整環教實質內涵；若屬此類，於領域中順勢統整環教活動，其「教案名
稱」欄，則填寫「原領域單元名稱」，如「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3）「獨立單元」型式，以健體領域為例，為環教而設計的獨立單元並直接對應環教實
質內涵；若屬此類，以環教活動為主的獨立單元設計，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單
元名稱」或「原單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
，如「管不管有關「吸」＋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以下教學示例因應領域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時，提出教學設備/資源之需求，建議未來
使用者可因時因地因人而調整。教學示例最後提供「參考資料」
，為本次環教設計中推薦
的延伸閱讀與參考，期待教學示例不僅能運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更能激發未來推
動環境教育的活力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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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校新生活

空氣品質指標 AQI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新學校新生活
重要名詞
空氣品質指標 AQI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一年級( 3 節)
設計者
董燕玲
對於初踏入國小一年級的小朋友而言，面對陌生的學習環境，必
然是充滿了好奇與期待，所以「認識學校」就成為一年級新生的首要
學習課題。有鑒於此，本教學示例以小朋友上學的一天為主軸，從小
朋友上學、上課、下課，一直到放學時間，透過教師的引導、校園的
參觀、歌曲教唱等活動，來帶領小朋友探索校園，除了可以解除他們
對環境不熟的疑慮，提早適應新的學校生活外，也能加強小朋友對生
設計理念
活周遭的人、事、物關懷與敏感度。
一年級學生年紀小，很多家長在上放學時間，會以交通工具代步，
所以常可在國小上、放學期間，在校門口看到汽、機車的車潮、交通
壅塞混亂、空氣品質不佳的狀況。是以在本教學示例中，由教師詢問
學生「如何上學？」為起點，以行政院環保署網站讓學生認識空氣品
質，鼓勵學生能夠走路上學，藉以達到節能環保的目的。
生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
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學習 環境倫理
生 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
主題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增加生
活的趣味。
生 6-I-1 覺察自己可能生活中的
學
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
環境
環E1參與戶外學習
學習表現 情許與行為。
習
教育
與自然體驗，覺知自
重
生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
議題
/學習內容
然環境的美、平衡、
點
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
與完整性。
尊重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實質
環 E15覺知能資源
內涵
過度利用慧導致環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
境汙染與資源耗竭
觀察與省思
問題。
生 A-I-3 自我省思。

學習目標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生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學習活動一 我的新生活(2節)
1.能認識校園，緩解陌生和焦慮。
2.透過探索校園，能喜愛與自然景物的接觸。
3.能了解不同的上學方式對環境的不同影響。
4.願意走路上學。
學習活動二 新學校的一天(1節)
1.能利用上下學時間，注意社區，關懷身邊的環境。
2.能遵守相關的上課規範。
3.能找到與同學互動與學習的方式，並願意主動去接觸校園的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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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認識常見的交通號誌和遵守交通規則。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我的新生活：電腦、投影機、校園
學習活動二 新學校的一天：電腦、投影機、校園、空白卡片、彩色
筆(或蠟筆)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一 我的新生活：
1.生活課程翰林版第一冊第一單元新學校新生活
2.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http://www.epa.gov.tw/mp.asp?mp=epa
3.學校平面圖
4.學生座位牌
5.我愛校園學習單(附件一)
學習活動二 新學校的一天：
1.生活課程南一版第一冊第一單元我上一年級了
2.交通標誌圖數個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我的新生活

學習重點說明

【活動一】我是一年級(10 分)
1.認識學校的名字
2.認識教室的位置在哪裡
3.找到自己的位置（配合桌牌、名牌、座號）
【活動二】拜訪校園(5 分)
1.教師請學生發表，這幾天曾經到過校園哪些地方?
2.教師提醒學生，等一下要拜訪校園，請學生注意秩序和禮貌
。
3.教師依照規劃的路線，以分組或是帶領全班的方式，參觀校
園，包含介紹校園裡的各動植物、特色景點、各辦工處室、
操場、遊戲場、資源回收室…。
【活動三】校園尋寶(25 分)
1.指導學生每參觀一處，就在「學校教室校園的簡易平面
圖」上相同的地點做上記號。
2.參觀完畢回到教室後，教師可帶領小朋友回憶一下，剛才參
觀過的地點，並且可以請兒童對照手上的平面圖，是否有
詳實記錄。
3.請學生發表最喜歡的校園角落?為什麼？
4.鼓勵學生利用下課時間，多到校園中探索。
5.完成「我愛校園」學習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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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生 2-I-4
生 6-I-1
生 B-I-3

上課參與

環 E1

上課參與

環 E1
實地參觀

口頭發表
學習單

【活動四】走路上學好處多(20 分)
1. 1.教師提問：「你今天是走路來上學，還是有搭乘交通工具來
2. 上學呢？」
2.教師調查學生上學的方式。(走路、騎摩托車、坐車…)
3.師生討論走路和搭乘交通工具的優缺點。
走路
搭乘交通工具
優點
可運動、
較省力
可欣賞風景、
時間較短…
讓交通較通暢、
空氣比較好…
缺點
較花費體力
交通較擁擠、
時間較長…
空氣不好…
4.師生討論對環境較友善(不會造成汙染)的上學方式。
【活動五】空氣好不好(20 分)
1. 1.教師詢問學生
(1)空氣不好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2)怎麼知道空氣好或不好呢?
2.教師說明:我們可以看氣象報告或者到透過手機或電腦連結
行政院環保署網站查看。
3.教師連結至行政院環保署網站。(首頁右上角)

圖片來源: 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4.教師說明:透過顏色也可以讓我們清楚的了解空氣的品質，
綠色代表空氣品質良好、黃色代表空氣品質普通，但到戶
13

生 2-I-4
生 4-I-3
生 6-I-1
生 7-I-3

口頭發表

環 E15

環 E15

口頭發表

上課參與

外活動時，敏感的同學要視情況戴上口罩、紅色代表空氣
品質不佳，最好減少戶外活動，並配戴口罩防護、紫色

代表空氣品質非常糟，戶外活動應視情況暫停或改到
室內進行。
(若學校有空氣旗幟，可以讓學生知道放置的位置，並提醒
學生平時要留意旗幟的顏色。)
5.教師準備四張色卡(綠、黃、紅、紫)，以小組搶答的方式幫
助複習 。
6.教師統整:雖然搭乘交通工具比較省時省力，但是走路上學
除了可以運動、增強體適能，還能紓解校園周邊交通流量，
增進親近社區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不會製造汙染，對環境
最友善，鼓勵住在學區的學生儘量能走路上學。
學習活動二: 新學校的一天
【活動一】上學去(15 分)
1.教師詢問:上下學的時候，經常會在路上幫助小朋友，你知
道他們是誰嗎?
2.教師鼓勵學生感謝幫助自己上、下學的人。例如: 糾察隊、
導護老師、導護義工和交通警察等。
3.選擇一感謝的對象，完成感謝小卡。
4.角色扮演，讓學生演練感謝的方式。
【活動二】有趣的學習活動(10 分)
1.教師播放學校的「鐘聲」，詢問學生，聽到這個聲音代表要
做什麼事?(上課或下課)
2.教師說明班上上課的規定。
3.教師提問：
「小朋友，下課的時候，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4.教師引導兒童回答(上廁所、喝水、看書、休息、玩遊樂器
材、玩遊戲、找昆蟲、欣賞植物…。)
5.教師請曾到校園觀察過動植物的學生，分享觀察的心得。
6.鼓勵學生可多觀察校園的動植物生態。
【活動三】放學了(15 分)
1.教師提問：昨天放學前我們做了哪些事呢？
2.教師統整與歸納。
3.請兒童演練放學前應做之各項準備。
4.教師展示路上常見的交通標誌並提問：小朋友，放學走在路
上的時候，有看過這些交通標誌嗎?
5.教師介紹常見的交通號誌和應注意的交通規則。
6.師生討論其他注意事項。
7.教師教唱＜放學歌＞。

環 E15

小組競賽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2-I-4
生 6-I-1
生 4-I-3
生 7-I-3
生 A-I-3

口頭發表

環 E1
生 2-I-4
生 6-I-1
生 7-I-3
生 B-I-3

卡片創作
角色扮演

口頭發表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上課參與
生 A-I-3
遊戲評量
歌曲評量

延伸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tw/AqiMa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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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我愛校園」學習單

說明:一年級小朋友剛進校園，可能無法完成準確的文字書寫，建議教師可以先把地點寫
在學習單上再影印，或者用剪貼的方式，讓小朋友將地點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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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熱的天氣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CO2 排放
好熱的天氣

重要名詞

CO2 排放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一年級(4 節)

設計者

董燕玲

面對未來「新」氣候，聯合國全球氣候變遷公約(UNFCCC)提出
「調適-氣候變遷的衝擊」及「減緩-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兩項主要策
略。是以，本教案規劃先讓學生感受氣候的變化，並透過冰塊放入熱
咖啡會融化的電子繪本，體會南北極冰山融化的危機，藉以引導學生
理解節能減碳的重要。
接下來的活動則以學生夏天常見的水果和小動物為學習主題。先
請學生運用五官觀察與體驗夏天常見的水果，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培養
學生對生活環境多一些關懷，也鼓勵學生多食用當季當地的水果。最
後透過引導學生觀察夏天常見的昆蟲或動物，培養學生珍惜資源，愛
護環境、尊重生命的態度。
生2-I-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
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生2-I-6透過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歷
學習
氣候變遷
程，了解其中的道理。
主題
生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
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生7-I-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
環境
的重要性。
教育
議題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
環 E10覺知
省思
實質 人類的行為
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內涵 是導致氣候
生 A-I-3 自我省思
變遷的原因。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生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生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學習活動一 夏天來了(1節)
1.能了解氣候變遷現況及發生原因。
2.能說出減緩氣候變遷的方法。
學習活動二 節能減碳小學堂(1節)
1.能了解節能減碳的目的。
2.能了解節能標章的意義。
3.能說出日常生活中如何節省能源並願意身體力行。
學習活動三 夏天的水果(1節)
1.能認識夏季的水果。
2.能鼓勵家人願意購買當季水果或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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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四 夏天的夜晚(1節)
1.能表演動物的叫聲。
2.能演唱歌曲，並了解歌詞的意思。
3.能配合歌曲進行二四拍子的律動。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夏天來了：電腦、投影機、熱飲 1 杯、冰塊 1 塊、每生
一張小紙卡
學習活動二 節能減碳小學堂：電腦、投影機、前一次活動的小紙卡(學
生已完成)、未裝電池的手電筒
學習活動三 夏天的水果：5-6 種水果、水果刀、水果圖片
學習活動四 夏天的夜晚：電腦、投影機、螢火蟲歌曲 CD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一 夏天來了：
1.好燙的咖啡電子繪本(影片來源:遠傳綠色輕功網站)。
教學設備 / 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v=9Gy2uryxON0
學習活動二 節能減碳小學堂：
1.節能標章圖片(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節電省一夏)
http://energy.topnews.com.tw/
學習活動三 夏天的水果：
1 生活課程康軒版第二冊第六單元好熱的天氣
2.水果圖片 5-6 張。
3.家人喜歡的水果調查單。
學習活動四 夏天的夜晚：
1.生活課程康軒版第二冊第六單元好熱的天氣
2.夏天常見的昆蟲或小動物的圖片
3.螢火蟲歌曲的歌詞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夏天來了

學習重點說明

【活動一】到戶外活動(15 分)
1.教師帶學生到陽光下進行一項遊戲，學生開始流汗或反應太
熱時，帶學生回教室。
2.請學生先補充水分、擦擦汗。
3.請學生分享在家消暑的方式。
( (例如：打開電風扇、洗臉、洗澡、吃冰、吹冷氣、搧扇子…)
4.師生討論：
(1)在炎熱的天氣下活動，你有什麼感覺?
(2)你喜歡這種感覺嗎?
(3)你覺得這麼炎熱的天氣，對地球上的動植物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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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I-2
生 2-I-6
生 6-I-5
生 A-I-2
生 A-I-3

評量方法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活動二】好燙的咖啡(25 分)
1.教師拿出一杯熱飲料，詢問學生在熱飲中放入冰塊，會有什
麼狀況發生?
2.播放電子繪本「好燙的咖啡」。
3.師生討論：
(1)為什麼大鼻子爸爸要把樹砍掉?
(2)為什麼把樹砍掉後會愈來愈熱?
(3)冰塊如果融化了，對咖啡會有什麼影響?
(4)如果咖啡是地球，冰塊是南北極冰山，你覺得冰山融化，
對地球有什麼影響?
(5)除了砍樹，你覺得做什麼事，也會讓地球愈來愈熱?
請小朋友寫在紙卡上(於下個活動使用)。

環 E10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紙筆評量

學習活動二:節能減碳小學堂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活動一】搶救地球大作戰(20 分)
1.教師收集上個活動學生寫在紙卡上的答案。(教師可視學生寫
的答案，增加其他面向)
2.將學生分組，教師每次抽出一張紙卡，唸出紙卡上的答案，
請各組搶答改進的方法。例如:紙卡寫:常常使用塑膠袋。改
進方法:自備購物袋、環保餐具…等。
3.競賽結束，教師給予獎勵與講評。

生 2-I-2
生 2-I-6
生 6-I-5
生 7-I-5
生 A-I-3
生 B-I-3

上課參與

環 E10

口頭發表

【活動二】節能減碳(5 分)
1.教師提問：什麼是節「能」減「碳」呢?
2.教師說明：節能的「能」指的是「能源」，生活上處處需要
用到「能源」。
3.教師拿出一支未裝電池的手電筒，詢問學生如何讓手電筒如
何讓發亮?
4.教師說明:所謂的能源就是能讓物體「動」起來的東西，例如
：電、水、石油…等，而這些能源會有枯竭的一天。
5.教師請小朋友哈一口氣，說明人體吐出來的氣體就是二氧化
碳。
6.教師說明：減碳的「碳」指的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
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
7.教師說明:除了動物會呼出二氧化碳，工廠、汽機車、冷氣排
放的廢氣都含有二氧化碳，空氣中二氧化碳太多，會讓地球
暖化，氣溫升高。
【活動三】認識節能標章(10 分)
1.教師詢問學生有沒有看過這
個標誌?在哪看過?

上課參與

環 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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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競賽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2.這個標章大部分會出現在家
電產品，例如冰箱、冷氣、
電風扇…等家電用品。
3.這個標章的意義:
(1)左下角手的部分代表
「動手節約」。
(2)右邊插頭的部分代表
「省電」。
(3)外觀的愛心形狀代表要「用心節約」。
(4)中間的火代表要「省油、省能源」。
(5)整個標章的意義是表示，有貼上這個標章的家電用品，不
但品質有保障，耗電量還更少。
4.請小朋友猜猜看，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標章?
(希望藉由節能標章制度的推廣，鼓勵民眾使用高能源效率
產品，以減少能源消耗。)
5.全球暖化的衝擊，每個人都應該適度並合理使用能源，才能
在享受科技便利時，也共同守護我們居住的地球。
【活動四】涼快節能好方法(5 分)
1.依據前一個活動經驗，教師請各組學生討論有哪些節能減碳
的消暑方法。
2.各組上台分享。(例如:利用溼毛巾擦汗、打開窗戶通風、穿
著舒適衣服、使用扇子搧風、太陽太大時把窗簾拉上、在樹
蔭下乘涼、吃水果…)
3.教師統整:人類製造了太多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層，這些氣體
就像厚外套一樣，把太陽的熱能包住，讓地球整個溫度升
高，熱呼呼的，氣候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應該要節能
減碳，減緩地球暖化的速度。
學習活動三: 夏天的水果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環 E10

各組發表

學習重點說明

【活動一】美味的水果(5 分)
(課前:請學童回去調查家人最喜歡的水果及理由。)
1.調查全班同學家庭裡最受歡迎的水果。
2.揭曉班上同學和家人最喜歡的水果排行榜。
3.請學童發表這些受歡迎的水果相同之處。
【活動二】夏天的水果(15 分)
(請學生每人帶一種夏天常見的水果到學校。)
1.請學生展示帶來的水果。
2.教師請學生統計，大家帶來的水果種類與數量。
(夏天常見的水果種類應該會較多)
3.教師選擇一種夏天不常見的水果，詢問學生為什麼現在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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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

生6-I-5
生7-I-5
生A-I-2
生B-I-1
生B-I-3

環 E10

評量方法

上課參與

上課參與
實作評量

上沒有看到呢。(例如:為什麼沒有看到橘子呢?)
4.師生討論那些水果是夏天常見的水果。
【活動三】猜猜我是誰(20 分)
1.教師挑選一種水果，請學生上台用外觀、口感的形容或
營養價值來描述，讓其他同學猜猜是哪一種水果。
2.有人猜出答案，教師就請學生觀察這個水果的外觀:大小、顏
色、形狀…等;將水果切開，再觀察水果的剖面的種子、顏色、
形狀…。
3.請學生聞一聞水果的香氣。
4.請學生嘗一嘗水果的味道。
5.教師統整:飲食使用當季的食材，不但較便宜又美味，也可以
減少因長途運輸耗用的能源和所產生的污染，達到節能減碳
的功效。
學習活動四: 夏天的夜晚

環 E10

實作評量

學習重點說明

【活動一】夏夜的音樂會(20 分)
1.在夏天的夜晚散步時，會不會聽到什麼聲音？
2.請學生模仿動物的叫聲。
3.聆聽動物的擬音。
4.分組配合動作，表演不同的動物擬音。
【活動二】歌曲教唱(20 分)
1.教師播放〈螢火蟲〉，請學童聆聽歌曲，輕輕的打拍子。
2.引導學童說出歌詞出現了哪些螢火蟲的特性？
3.習唱歌曲。
4.指導拍子的律動。
5.教師歸納：每個季節都可以從事很多特別的活動，我們要和
大自然一起度過每一個季節，體會不同的氣候帶給我們不同
的生活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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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評量

生6-I-5
生7-I-5
生A-I-2
生B-I-1
生B-I-3

評量方法

角色扮演

口頭發表
歌曲評量
身體律動

我是防震小尖兵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自然災害、家庭防災卡、防災疏散演練、921 地震
自然災害（地震）
家庭防災卡
我是防震小尖兵
重要名詞
防災疏散演練
921 地震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二年級(4 節)
設計者
董燕玲
臺灣位於地震頻繁的地區，所以應該要及早建立防震的基本知
能。本教學示例課程分為三個主要學習活動，包括：
「防震知識王」
、
「認
識緊急避難包」和「防災有一套」。
「防震知識王」一開始從「阿達龍」繪本和實際的地震紀錄片，引
發學生對地震成因的好奇與重視，然後再透過「地震了，怎麼辦」繪
本，引導學生知道在不同地點的避難方式。第二個學習主題-「認識緊
急避難包」則是透過921的新聞影片，讓學生了解緊急避難包的必要，
並能鼓勵家人一同準備。最後則是透過政府單位設置的防災網路平台
的說明與遊戲，讓低年級學生在實際的操作中，對家庭防災卡和1991
平台有初步的認識。
期望透過本教學示例，提升學生對地震災害的警覺心與敏感度，
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在災害發生時，具備基本的應變能力，有效減低災
損，以維護自己與他人的安全。
生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
學習
災害防救
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主題
生 2-I-1 以感官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生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
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生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
環 E12 養成對
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環境
災害的警覺心及
、尊重生命。
教育
敏感度，對災害
實質
議題
有基本的了解，
內涵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
並能避免災害的
察與省思
發生。
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生 A-I-3 自我省思。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生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生-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學習活動一 防震知識王(2節)
1.能察覺地震會造成的影響。
2.能建立適當的地震避難掩護的觀念。
3.能在地震避難疏散時，知道如何保護頭部。
學習活動二 認識緊急避難包(1節)
1.能知道緊急避難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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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鼓勵家人準備緊急避難包。
學習活動三 防災有一套(1節)
1.能正確填寫家庭防災卡。
2.能知道1991留言平台的功用。
3.能鼓勵家人共同使用1991留言平台。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防震知識王：電腦、投影機、「阿達龍」繪本「、地震了!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繪本、情境字卡、學校避難地圖
學習活動二 認識緊急避難包：電腦、投影機、緊急避難包
學習活動三 防災有一套：電腦、投影機、家庭防災卡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一 防震知識王：
1.阮若缺(譯) (2012)。阿達龍(原作者：瑪珍．沙)。臺北市：大好書屋。
2.鄧吉兒(譯) (2012)。地震了！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原作者：國崎信江)
。新北市：小熊。
3.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moc.gov.tw/index
4.921 地震(影片來源:921 地震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oRCuCBLm0
5.釜石奇蹟(影片來源:公共電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P2wWlB6I
學習活動二 認識緊急避難包：
1.防災教育宣導短片_工具篇(影片來源: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jDcbogh8s
2.921東星大樓第6天孫姓兄弟靠自救存活(影片來源:中天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uSKvTJEU8
學習活動三 防災有一套：
1.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 http://www.1991.tw/1991_MsgBoard/login.jsp
2.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網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campus/Main/index.aspx
3.海嘯奇蹟電影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duXny6Ba7s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防震知識王

【活動一】阿達龍(5 分)
1.師生共同觀賞「阿達龍」電子繪本。
2.師生討論繪本內容。
(1)你覺得國王說的地震原因有道理嗎?為什麼?
(2)請你說說「阿達龍」繪本的可能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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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生 2-I-1
生 6-I-5

評量方法

口頭發表

【活動二】「震」撼教育(10 分)
1.教師說明臺灣地處地震區，經常會發生地震，近年來
規模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民國 88 年的 921 地震，請小
朋友看一看 921 地震的紀錄影片。
2.播放「921 地震」影片。
(影片時間 9 分 11 秒，內容簡介:剪輯臺灣 921 地震、日本
311 地震震後的照片，教師可播放前 3-4 分鐘，讓學生了
解的地震造成的災害)。
3.師生討論影片內容：
(1)小朋友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
(2)請學生發表遇到地震的經驗。
(3)你覺得地震對我們的影響有哪些?
【活動三】地震了，怎麼辦(25 分)
1.教師詢問學生：
(1)地震可以預防嗎?
(2)如果不行，當我們遇到地震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2.師生共讀「地震了！這個時候該怎麼辦？」繪本。
(1)師生討論繪本內容。
(2)若半夜睡到一半，發生地震，你會怎麼做?
(3)地震避難時，要保護頭部，你知道怎樣保護頭部嗎?
3.教師指導學生確實演練地震避難三要點:趴下、掩護、穩住。
4.教師統整:地震雖然不能預防，但務必牢記先避難掩護再進行
行疏散，平時確實練習，才能保護自身的安全。
【活動四】防震小尖兵(15 分)
1.播放「釜石奇蹟」。
(影片長度 12 分 40 秒，內容簡介:日本釜石國小在 311 地震
過後，全校 184 位小學生，靠著平日學習的防災知識與演
練，不但全部倖存，還救了自己的家人。本片訪問該校數位
小朋友，教師可選擇其中一兩位學生的訪問收看)
2.討論影片內容。
(1)小朋友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
(2)你覺得影片中的小朋友，為什麼非常堅持要求家人一起
疏散至高處？
(3)地震發生時要先避難，可是什麼時候需要疏散？
(4)當地震發生時，你如果在家裡，你知道要疏散到哪裡嗎？
(5)如果家人不願意跟你一起疏散，你會怎麼做?
(6)當地震發生時，如果你在學校，你知道要疏散到哪裡嗎?
【活動五】地震避難疏散演練(25 分)
1.教師展示學校避難地圖，標示出教室的位置，引導學生畫出
避難疏散路線。
2.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校園避難疏散路線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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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I-4
生 6-I-5
生 A-I-3
生 B-I-1
生 B-I-3

上課參與

環 E12

口頭發表

環 E12
口頭發表

實際演練

環 E12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環 E12
劃疏散路線

實際演練

3.教師統整：平時應充實防災知識，並確實演練，在地震發生
時，應能救己也能救人，將災害降至最低。
學習活動二：緊急避難包

(

【活動一】求救 SOS(10 分)
1.教師詢問小朋友:你知道地震來時該如何保護自己？
2.教師播放「中天新聞:921 東星大樓第 6 天孫姓兄弟靠自救存
活」新聞影片。
(影片長度約 4 分 05 秒，內容簡介:921 地震倒塌的東星大
樓造成 87 人死亡，但孫姓兄弟兩人，在地震後第六天中午
獲救後接受訪問說明他們是如何自救存活下來的。)
3.師生討論:
(1)你在影片中看到什麼?
(2)兩兄弟靠著什麼活下來?
例如:剛好在冰箱旁(冰箱裡的食物)、鍋子(盛到消防隊灑的
水)、互相加油打氣、找到出去的小洞(作夢)、微弱的光…。
(3)你覺得當地震發生後，我們該如何維持自己的生命呢?
例如:有食物、水、可以發亮、發出聲音的求救器材…。
【活動二】認識緊急避難包(20 分)
1.教師詢問:災害發生的時候，如果只能帶一個東西出去，
你會帶什麼？為什麼?
2.教師播放「防災教育宣導短片_工具篇」。
(影片時間:約 3 分 07 秒，內容簡介:認識緊急避難包內所放
物品的功能和用途)
3.師生討論：
(1)你在影片中看到什麼?
(2)討論緊急避難包應該放進哪些物品？這些物品的功用為
何?(附件一)
(3)緊急避難包應放在家裡哪個地方?為什麼?
【活動三】我的緊急避難包(10 分)
1.老師準備一個背包，還有緊急避難包的應放的物品(如:口糧
、手電筒等…)，另外還有一些需要的物品(如:雨傘、梳子等
…)。
2.請小朋友挑選出適合放入緊急避難包內的物品。
3.教師鼓勵小朋友和家人能在家中準備防災避難包。
4.教師統整：發生災害時，除了找到適當的避難地點與正確的
避難姿勢外，家裡平時應備妥避難急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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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1-I-4
生 2-I-1
生 6-I-5
生 A-I-3

上課參與

環 E12
口頭發表

環 E12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環 E12

實際操作

學習活動三: 防災有一套
【活動一】認識家庭防災卡(15 分)
1.教師播放電影「海嘯奇蹟」預告片。
(影片時間:約 2 分 24 秒，內容簡介:男主角一家人在 2004
年聖誕假期到泰國渡假，卻遇到南亞大海嘯，一家人因
此被海水沖散，最後透過各種方式找回失散的家人)
2.教師詢問:當海嘯發生後，影片裡的人一直不斷地在尋找自己
的家人，可見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可能相當混亂
且可能中斷，要如何和自己的家人團聚或聯絡呢?
3.教師介紹「家庭防災卡」。
4.教師指導:利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網」的「防災校
園專區」中的「家庭防災卡填寫說明」，教導學生用教育部
推廣的「家庭防災卡」，並能填寫後黏貼在家庭聯絡簿。
【活動二】認識 1991(15 分)
1.教師詢問學生:119、110、113…這些電話的功用。
2.最後詢問學生:認不認識 1991。
3.介紹 1991 平安留言平台
重大災害發生時，常因災區電話系統損壞或壞或民眾關心家
人互報平安，造成電話線路不通或訊息混亂，可利用 1991
平安留言平台建置每個家庭的約定電話平台。
4.教師利用「1991 平安留言平台」網頁指導，每個家庭皆可以
透過電話(含市內電話、行動電話及公用電話)直撥「1991」，
依語音操作指示，輸入「約定電話」後，進行錄音留言報平
安；其親友可透過電話撥「1991」，輸入「約定電話」後，
即可聽取錄音留言。
【活動三】1991 平安傳遞大作戰(10 分)
1.教師指導學生操作 1991 留言或聽取留言。
2.利用的互動遊戲區進行「1991 平安傳遞大作戰」，熟悉設定
1991 平安留言的步驟。
3.教師統整，每個家庭只要花一點時間，一起討論，萬一發生
大災害，避免家人互尋的問題，造成救災單位的負擔，如此
也能讓救災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1-I-4
生 2-I-1
生 2-I-2
生 6-I-5
生 A-I-3

上課參與

環 E12
上課參與
紙筆評量

環 E12

上課參與

實際操作

環 E12

實際操作
遊戲評量

延伸參考：
➢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2016)。臺北防災 立即 go。臺北市:
北市消防局。
http://www.eoc.gov.taipei/TaipeiCityEms1_public/Disaster
Manual/mobile/index.html
➢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
內政部消防署臺灣抗震網
http://comedrill.nfa.gov.tw/site/page/view/aid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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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料來源：臺灣抗震網
http://comedrill.nfa.gov.tw/site/page/view/aid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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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水

節能減碳、物質循環

節能減碳
物質循環
教學設計型式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學習階段
二年級(3 節)
設計者
董燕玲
本教學示例藉由日常生活中習習相關的「水」
，引導學生認識水資源。
所以第一個學習主題先利用繪本引導和觀察、體驗我們常見的水，引發學
生對水的好奇；第二個學習主題則透過「缺水」的新聞片段，讓學生了解
設計理念
水資源的有限，並請學生挑戰「只有一瓶水」的活動，實際體驗缺水的不
便；最後，利用體驗分享、認識省水標章、動畫和歌曲教學等活動，讓學
生願意主動將節約用水的行動落實於生活中。
生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
學
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
習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物的方法。
主
生2-I-6 透過探索與探究人、事
題
、物的歷程,了解其中的道理。
生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
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生6-I-5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
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尊重生命。
學
生7-I-2 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
環 E15覺知能資源過度利
學習表現
環境
習
試用各種方法理解他人所表達
用會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
/學習內
教育
重
的意見。
實 耗竭的問題。
容
議題
點
生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
質 環 E16了解物質循環與資
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
內 源回收利用的原理。
尊重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涵 環 E17養成 日常 生活節
生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
約 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
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減少資源的消耗。
教案名稱

學習目標

奇妙的水

重要名詞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
應用
生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生C-I-3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
技能
學習活動一 生活中的水 (1節)
1.能了解水的循環過程。
2.能利用五官的感受來認識水。
學習活動二 缺水危機 (1節)
1.能知道水資源有可能會缺乏。
2.能培養珍惜水資源的態度。
學習活動三 愛惜水資源 (1節)
27

1.能知道節約用水的必要性。
2.能認識省水標章。
3.能參與節水行動。
4.能利用樂器為歌曲伴奏。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愛惜水資源：電腦、投影機、「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繪本、
各種形狀容器、糖、鹽、廣告顏料、水
學習活動二 缺水危機：電腦、投影機、裝滿水的 600ml 寶特瓶數瓶
學習活動三 愛惜水資源：電腦、投影機、省水小尖兵音樂、省水標章圖、
木魚、響板、三角鐵

教學設備/資源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一 生活中的水：
1.生活課程康軒版第三冊第二單元奇妙的水
2.林雨潔(譯) (2014)。小雨滴祝你旅行愉快(原作者：安．克蘿絲)。臺北市：
青林國際。
3.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moc.gov.tw/index
學習活動二 缺水危機：
1.生活課程翰林版第二冊第六單元奇妙的水
2.缺水危機擴大 日月潭露出龜裂地面新聞(影片來源:東森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XN098C83Y
3.只有一瓶水學習單(附件一)
學習活動三 愛惜水資源：
1.翰林版生活課程第二冊第六單元奇妙的水
2.停水 48 小時(影片來源:心靈環保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出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TnkImkHQU
3.節水小尖兵學習單(附件二)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生活中的水

【活動一】水的秘密(15 分)
1.教師拿出一杯水，詢問學生：
(1)你平時什麼時候會使用到水呢?
(2)我們會用水來做什麼？
(3)你知道水是從哪裡來的嗎?
2.播放電子繪本「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
3.師生討論繪本內容：
(1)小水滴是怎麼旅行的?
(2)我們平常使用的水從哪裡來的?
(3)我們平常用的水跟溪流或海裡的水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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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2-I-4
生 2-I-6
生 7-I-2
生 7-I-3
生 7-I-5

口頭發表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活動二】認識水(25 分)
1. 水的形狀
教師將水倒進不同形狀的容器，請學生觀察水的形狀。
2. 水的味道
教師準備一杯乾淨的水、一杯加糖、一杯加鹽的水，讓學
生試試水的味道。(教師說明:在實驗過程中，不能輕易嘗試
喝下或吃進任何物品，除非在教師指導下才能進行。)
3. 水的顏色
教師準備一杯乾淨的水和另外數杯預先稀釋有顏色的溶液
(請教師採用植物或無危害環境物質的物品，如:紫色高麗
菜、黑糖、洛神花等)，讓學生觀察水的顏色。
4. 將以上的觀察紀錄在學習單裡。
5. 教師總結:水是一種無味、無色、沒有形狀的物質，在
空氣中會以各種狀態存在，並形成一個永續的循環。
學習活動二：缺水危機
【活動一】只有一瓶水(20 分)
1.教師出示一個 600ml 寶特瓶並裝滿水。
2.教師提問：
(1)小朋友，想想看我們一天中什麼時候會用到水?(教師可以
寫在黑板上，例如:喝水、洗手、洗澡…)
(2)全班一起估算一個人一天大概要花費多少瓶 600ml 的水
。
【活動二】缺水的影響(20 分)
1.教師播放缺水新聞。
(參考影片:東森新聞危機擴大日月潭露出龜裂地面片段，影
段，影片長度 1 分 44 秒)
2.教師提問:
(1)小朋友，有沒有遇過停水（或沒水用）的時候？
(2)如果沒水用，可能會遇到什麼事?
(3)想像明天將會停水一天，每個人都只有手上的一瓶水，
你會如何分配這一瓶水？
3 教師鼓勵兒童思考各種方式，完成學習單(附件一)。
4.教師總結：水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沒有水生活會變得很
不方便，大家都應該要珍惜水資源。

環 E16

上課參與

觀察記錄

學習單評量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3-I-2
生 6-I-5
生 7-I-2
環 E15

上課參與

生 2-I-4
生 2-I-6
生 7-I-2

上課參與

環 E15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學習單評量

學習活動三：愛惜水資源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活動一】省水小尖兵(20 分)
1. 教師播放「停水 48 小時」。
(影片長度約 4 分 51 秒，內容簡介:兩位小朋友經常浪費水

生 2-I-4
生 2-I-6

上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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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媽媽決定利用機會，告訴他們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2.師生討論:
(1)你在影片中看到什麼?
(2)媽媽為什麼要故意把水的總開關關掉?
(3)缺水的時候，除了沒辦法洗澡、沒辦法沖馬桶，你覺得
還會造成哪些影響?
3.完成節水小尖兵學習單(附件二)。

【活動二】認識省水標章(5 分)
1.教師提問:
(1)有沒有看過這個圖案?
(2)在哪看過?
(3)這個圖案通常會在洗手台、馬桶等器具上出現，猜猜看這
個圖案代表的意思。
2.教師說明:
(1)箭頭向上，代表水回歸再利用，提高用水效率。
(2)右邊三條水帶，代表「愛水、親水、節水」
。
(3)藍色代表水質純淨清徹，要好好珍惜。
(4)中間的笑臉代表，水資源不虞匱乏，大家皆歡喜。
【活動三】演唱歌曲-省水小尖兵(10 分)
1.教師先以伴奏或是 CD 音樂引導，讓兒童先行聆聽和熟悉(省
水小尖兵〉歌曲的曲調。
2.教師播放 CD，請兒童演唱〈省水小尖兵〉的歌曲。
3.請兒童找出歌曲中，省水的方式。
30

生 7-I-2
生 7-I-3
環 E17

口頭發表

學習單評量

環 E17

上課參與

上課參與

生 2-I-4
生 2-I-6
生 7-I-2
生 7-I-3

歌曲評量

4.配合節奏，請兒童創造自己的肢體動作。
【活動四】樂器大演奏(5 分)
1.教師拍打節奏請兒童模仿。
2.練習熟練，請兒童以木魚、響板或三角鐵拍打節奏。
3.全班利用樂器為歌曲伴奏。
4.教師統整:節約用水不僅是為因應缺水的問題，也可以保護環
境，因為我們不需再多挖地下水或再興建水庫。所以不論物
品有沒有貼上節水標章的圖案，小朋友仍然要珍惜水資源，
才能保護我們的地球，讓自然資源生生不息。

生 7-I-5

動作表演

環 E17

樂器演奏

延伸參考：
➢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14)。新北市環境教
育補充教材。新北市：新北市政府。
➢ 經濟部水利署 節約用水資訊網
http://www.wc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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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單一只有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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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習單二節水小尖兵

33

雨天生活變化多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自然災害(颱風)
雨天生活變化多
重要名詞
自然災害（颱風）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二年級(5 節)
設計者
董燕玲
臺灣每年幾乎都會因為颱風、土石流，造成嚴重災情與損失。所
以本教學示例以造成颱風、土石流的主要原因-「雨」為課程主軸，從
下雨時的五官體驗活動和繪本引導，讓學生感受「雨」
；接下來透過「玉
山的新外套」和農委會的「土石流防災親子網」的紀錄片及互動遊戲，
來引導學生認識颱風和土石流；最後，再請學生感受校園的雨後情景。
期望透過學習，學生能對生活環境多一份觀察與關懷，也讓學生
了解颱風、土石流的可怕，進而思索防颱、防範土石流災害的策略，
以減少災害發生所造成的傷害。
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
學習
災害防救
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主題
環境倫理
生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
己的方法，且 能適切、安全的行
動。
生 2-I-1 以感官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生 2-I-2 觀察生活中人、 事、物
環E12 養成對災
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害的警覺心及敏
生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
感度，對災害有
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
基本的了解，並
環境
近。
能避免災害的發
教育
生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
實質
生。
議題
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內涵
尊重生命。
環E1 參與戶外
學習與自然體驗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
，覺知自然環境
察與省思
的美、平衡與完
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整性。
生 A-I-3 自我省思。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生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生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學習活動一 淅瀝淅瀝下雨了 (1 節)
1.能探討雨天帶來的感覺。
2.能發現雨天特別的地方。
學習活動二 大雨大雨一直下 (2 節)
1.能知道土石流造成的原因。
2.能了解颱風會造成的影響。
3.能知道如何做好防颱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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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主動關懷所生活的環境安全。
學習活動三 雨停了 (2 節)
1.能觀察與比較下雨前後自然環境的改變。
2.能願意主動去接觸校園人、事、物。
3.能創作雨後的校園圖畫。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淅瀝淅瀝下雨了：電腦、投影機、「下雨了」繪本、雨衣
學習活動二 大雨大雨一直下：電腦、投影機、「玉山的新外套」繪本、
瓶子、綠豆
學習活動三 雨停了：電腦、投影機、圖畫紙、彩色筆或蠟筆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一 淅瀝淅瀝下雨了：
1.生活課程翰林版第四冊第四單元下雨了
2.湯姆生(2010)。下雨了。臺北市：小天下。
教學設備 / 資源
3.下雨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LNsuBc-5I
學習活動二 大雨大雨一直下：
1.鄭宗弦(2011)。玉山的新外套。臺北市：小兵。
2.土石流防災親子網 http://246kids.swcb.gov.tw/views/index.aspx
3.防災教育宣導短片_防颱篇(影片來源: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RETYGgxFU
學習活動三 雨停了：
1. 1.生活課程康軒版第四冊第五單元雨天生活變化多
2.彩虹的約定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I8A2LjYwI&list
=RD3GjlTuP3qj8&index=2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淅瀝淅瀝下雨了
【活動一】下雨了(10 分)
1.師生共讀「下雨了」繪本。
2.教師提問繪本相關問題。
3.教師引導兒童回答。
【活動二】雨天的發現(20 分)
(本活動進行前，請在聯絡簿上提醒學生準備乾毛巾，以維
護身體健康)
1.請學童準備好雨具出發，進行雨天校園體驗。
2.運用五官實際體驗雨天
(1)請學生觀察下雨天的景象。
(2)教師請學童拿出玻璃及塑膠空瓶去裝雨水，聽聽看水落
在不同水量的容器裡的聲音。
(3)請學童穿上雨衣，伸出手讓雨水打在手上、仰起臉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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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1-I-1
生 2-I-1
生 6-I-5
生 B-I-3

上課參與

上課參與
實作評量

雨水，讓雨打在手上和臉上，有什麼感受呢？
(4)請學生聞一聞是否有和平常不一樣的味道。
【活動三】教師教唱<下雨歌>。(10 分)

歌曲評量

學習活動二：大雨大雨一直下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活動一】大雨還是小雨(8 分)
1.聽雨聲：學童閉目聆聽，感覺大雨、小雨的強弱聲響。
2.教師準備兩個瓶子，讓學生裝不同數量的綠豆，模擬大雨
和小雨的聲音。
3.教師詢問:雨勢大小會對人類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生 1-I-4
生 2-I-1
生 2-I-2
生 6-I-5

上課參與

環 E12

上課參與

【活動二】土石流停看聽(20 分)
1.教師播放土石流發生時的影片，請學生觀察。
2.教師請學生發表觀察到的現象?猜猜看為什麼會有這樣
的狀況?
3.老師共讀「玉山的新外套」電子繪本。
4.師生討論繪本內容:
(1)你知道故事裡說:太平洋小島有一座玉山…，指的是哪
裡嗎?
(2)玉山為什麼會哭了呢?
(3)怎麼讓玉山回復健康呢？
(4)你覺得這個故事是希望大家如何對待我們的山林呢?
【活動三】土石流防災大作戰 (12 分)
1.教師點選「土石流防災親子網」網站上的趣味遊戲，
進行複習與統整。
2.教師統整:人類過度開發，很多原本翠綠的山都變得光
禿禿，大雨一來土石就滾滾而下，是造成生命財產最
大損失的原因。
【活動四】防颱一把罩(15 分)
1.教師詢問:颱風來時，除了帶來強勢的風，還會帶來大量的
雨，請學生發表遇到颱風的經驗。
2.教師播放「桃芝颱風啟示錄」影片。
(影片長度約 2 分鐘，內容簡介:紀錄 2001 年桃芝颱風造成
的災情)
3.討論影片內容。
(1)小朋友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
(2)在影片中，颱風來臨主要造成的影響為何?
(3)颱風可以避免嗎？如果不行，可以降低災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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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環 E12

遊戲評量

環 E12

上課參與

環 E12

口頭發表

【活動五】防颱一把罩(25 分)
1.教師播放「防災教育宣導短片_防颱篇」。
(影片長度約 4 分 47 秒，內容簡介:說明颱風來襲前的準備
及颱風來襲時的因應措施)
2.討論影片內容。
(1)小朋友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
(2)住在海邊的人要有怎樣的防颱措施呢?
(3)住在山上或靠山邊的人要有怎樣的防颱措施呢?
(4)住在都市的人要有怎樣的防颱措施呢?
3.教師統整:颱風來襲雖然可怕，但只要確實做好防颱措施，
就可以保護全家平安，避免遭受颱風的侵害。

環 E12

學習活動三： 雨停了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生 1-I-1
生 2-I-1
生 5-I-4
生 B-I-1
生 B-I-3

觀察記錄

環 E1

觀察發表

【活動一】雨後的校園(10 分)
1.請學生到校園先觀察下雨過後的校園景物。
(1)哪些地方可以發現水滴或水漥?
(2)校園裡如有小池塘或水生池，可以蹲下來觀察水面是否
有變化?
(3)觀察校園中的植物，找找看是不是有小動物或小昆蟲的
出現。
2.抬起頭觀察天空的變化。
(1)太陽、雲是否跟剛剛不一樣了?
(2)是否有出現彩虹?
【活動二】一道彩虹(30 分)
1.教師詢問:什麼時候會出現彩虹?
2.教師播放〈彩虹的約定〉歌曲，學生練習歌唱。
3.教師以手鼓打拍子，並反覆念「強、弱、弱……」
，讓學生
感受三拍子規律的強弱反覆。
4.進行音階遊戲。
【活動三】雨後的校園(40 分)
1.教師引導學生創作一張美麗的雨後的校園圖畫。

上課參與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歌曲評量
律動評量

創作評量

延伸參考：
➢ 臺北防災立即 go
http://www.eoc.gov.taipei/TaipeiCityEms1_public/DisasterManual/mobile/index.html
➢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 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網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campus/Mai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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