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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設計理念
藝術教育是美感教育的核心，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密切相關。南大附小是歷史悠久的
百年老校，有美麗的校園、歷史建築、老樹及豐富的生態資源，像城市中的森林。
透過本課程的學習，希望學生透過校園巡禮認識附小校園內豐富的生態，感受春天的
氣息，發現校園之美，進而對自己學習成長的學校有更深的認同與喜愛。
課程中，透過拜訪春天，觀察附小校園植物，從蒐集植物葉片、樹枝、種子、花朵來
感受、探索、認識校園生態之美。藉由 Tea time 午茶的點心製作與準備，草地上的野餐，
與附小的春天有約，實踐美的知能與習慣，讓孩子在優美的校園中享受美好時光。
二、教學活動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
孫淑女
設計者
□國際教育
實施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總節數 共____6___節，__240___分鐘
單元名稱
拜訪春天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視 3-Ⅱ-2 能運用藝術創作及蒐
藝 E-B3
學習表現 集物件，美化生活。
學習
核心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
視
P-Ⅱ-2
藝術蒐集，生活實作、
重點 學習內容
素養 感經驗。
環境布置
六大主軸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議題
議題
融入

˙培養學生欣賞各國春天歌謠旋律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引導學生省思珍惜附小特有的城市森林珍惜生態

與其他領域/科目 ˙綜合領域
的連結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單槍、PPT、CD、影片、餅乾、果醬、巧克力
學習目標
1.透過音樂欣賞認識春天的歌謠與音樂感受春天的氣息。
2.透過校園巡禮拜訪附小校園的花草樹木讓學生感受春天的氣息.。
3.透過收集附小校園植物的種子葉片和花朵對附小的校園植物有更深刻的認識。
4.透過各種花材葉片種子的運用來發揮創意製作邀請卡。
5.透過午茶點心製作與準備來迎接美麗的春天。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
【活動一：春天華爾滋】〈80 分鐘〉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教學設備/
資源

一、引起動機(5 分)
利用「春神來了」的歌曲，提示
孩子發表如何知道春天來了?
＊從「春神來了」的歌曲的演唱與賞析提
(一)歌曲中提到哪些線索說明春天
問孩子思考在美麗的附小校園中有哪些
來了？
變化來證明春天來了!
A：梅花、黃鶯報到。
(二)詢問在南大附小的校園中如何
發現春天來了?
A：黃花風鈴木黃色花朵綻放、
小葉欖仁茂出嫩綠的新葉、幼稚
園圍牆邊炮仗花盛開、楓香的嫩
綠新葉、開心農場盛開的白色李
花…
二、發展活動(70 分):
認識春天的歌謠與音樂
(一)春曉:賞析春曉並吟唱詩詞中
國)
1.朗誦春曉:配合唐詩抽背全體朗
誦
2.吟唱春曉:教師範唱學生模唱
(二)春神來了:德國歌謠
1.欣賞:春神來了
2.演唱:春神來了
(三)歡迎春姑娘:
1.欣賞 歡迎春姑娘
2.朗誦歡迎春姑娘:朗讀時提示此
曲
歌詞運用了排比修辭法
3.演唱: 歡迎春姑娘
(四)春來了:
1.欣賞春來了日文歌謠
2.嘗試習唱日文歌詞
(五)春之聲圓舞曲:奧地利作曲家小
約翰史特勞斯作品
1. 欣賞管弦樂演奏版本
2. 欣賞聲樂演唱版本
(六)四季~春:韋瓦第作品
1.欣賞韋瓦第 - 四季小提琴協奏曲：
第 1 號【春】第一樂章。
《春》主要
展現春來了的輕快愉悅曲趣
2.音樂描述「春天來了，鳥兒们以欣喜
的歌曲迎接春天，泉水在和風中潺潺
流動，緊接著天空灰暗，春雷聲響
後，雷雨平息，鳥兒们再度放歌」
。

【活動二：拜訪春天】〈80 分鐘〉

＊透過世界各國不同的春天音樂的演唱或
欣賞，來強化孩子們對春天的感知，享
受春天來臨的喜悅!
＊春曉:孟浩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xTT3Z-RHE

＊春神來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oDYgpERk

＊歡迎春姑娘:
https://children.moc.gov.tw/song/260

春姑娘愛聽、春姑娘愛穿、春姑娘愛穿、
春姑娘愛看……(排比修辭)
＊春來了:
http://blog.xuite.net/chuzu0/twblog/199083631-

＊春之聲圓舞曲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DyGuoNsNFO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WWbphL69SM

＊四季~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AWRUYV9ds

ppt.電腦

一、校園巡禮
(一) 認識南大附小校園地圖:
1.教師運用南大附小地圖電子檔
介紹南大附小的平面圖、及校園
巡禮路線。
2.路線:從幼兒園出發-東側門圍
牆-朝陽樓北側-前庭草地-迎曦
樓-拂曉樓中庭-教室
3.校園巡禮守則:保持安靜、注意
安全、不大聲喧嘩、不隨意採摘
花草樹木、團體行動勿東奔西跑。
(二)拜訪春天:在附小校園尋找春天
的足跡，認識春天的花草樹木。
1. 桂花:幼兒園辦公室旁
2. 炮仗花:幼兒園東側圍牆上
3. 黃花風鈴木:東側門外人行道
4. 小實孔雀豆:前庭西側草地
5. 欖仁樹:迎曦樓前空地
6. 楓香:中庭(尋找校園中的 3 棵
楓香)

*透過「拜訪春天」校園巡禮讓孩子讓識南 校園地圖
大附小校園地圖。拜訪春天之前提醒小朋
PPT
友保持安靜並注意安全。

*拜訪春天可提醒孩子:聞聞看?花的顏色?
葉子的形狀?顏色變化?果實是什麼?是否
有掉落的種子?

二、植物百寶袋:
每位學生準備一個袋子，利用校園
巡禮拜訪春天的同時，撿拾掉落的葉 *蒐集素材時注意維護植物，不要任意採摘
或踐踏，同時注意安全、不搶奪掉落的葉
片、樹枝、花朵、種子等素材。
片或種子，適時和同學分享或共同收集。
三、植物創意畫:
利用蒐集來的植物百寶袋發揮想像
力，創作屬於我們風格的畫或製作設
計卡片邀請師長與春天有約。
1. 設計下午茶邀請卡:
討論邀請對象，需註明午茶
時間、地點、是否自備環保
餐具?
2.植物拼貼畫:發揮想像力用黏
土、樹枝、葉片、種子、厚紙板、
剪刀來創作繪畫。
3.分送邀請卡
4.

紙提袋

PPT、粘土、
剪刀、膠
*植物創意畫:發揮想像力用黏土、樹枝、
葉片、厚紙板、剪刀來創作繪畫。
參考網站:
1.https://www.kidsplay.com.tw/diy/content/690#.Wpy2oB1uYdU
2. http://krokotak.com/2011/10/kletchki-kletchki-buboletchki/

3.http://krokotak.com/2012/09/6-novi-idei-ot-kesteni-zhaladi-i-plastilin/

*南大附小校園植物種子

【活動三：與春天有約】〈80 分鐘〉
*小清新必備野餐點參考網

水、彩色筆

一、 Tea time 的點心製作與準備
(一)點心製作:

站:https://icook.tw/recipes/115700

吐司、

*開始製作點心前教師可提供午茶製作網站資

蘇打餅乾

1. 準備吐司、蘇打餅乾:吐司可 料供學生參考，引導學生也可以嘗試創意的點 湯匙、叉
切成長條或對切成三角形。 心製作。小撇步:

子、奶油、
果醬、乳

2. 準備夾心:果醬、花生醬、奶

酪、安全的

油、乳酪、火腿、鮪魚、玉

水果刀

米、蜂蜜、巧克力、水果(藍
莓、番茄或香蕉)。
3. 創意夾心:選擇自己喜歡的
果醬製作自己喜歡的夾心餅
乾或三明治。
(二)茶飲的製作:
1.
2.

1. 吐司選擇厚片土司，不容易軟掉
2.食材盡量挑選表皮水分較少的種類
3.最後注意配色及擺盤漂亮一點

1.紅茶拿鐵:馬克杯承裝熱水沖泡
茶包加上鮮奶變成鮮奶茶。

3.

2.巧克力牛奶:沖馬克杯承裝熱水

4.

沖泡巧克力粉+牛奶=巧克力牛奶

5.

3.水果茶:百香果+蜂蜜、蜂蜜+檸檬

紅茶包、鮮
*鮮奶茶可使用不同茶包，例如伯爵茶或是 奶
錫蘭紅茶、茉莉綠茶…，不同的茶包可泡
出不同風味的鮮奶茶。可泡成熱奶茶或適 巧、克力
時加入冰塊變成冰奶茶。提醒孩子噴使用 粉、
熱水沖泡須注意安全。
馬克杯、冰

6. 二、花樹下的午茶時間

塊

(一).全班分成四組
(二)野餐墊:布或塑膠墊皆可
(三)選擇適合野餐的地點:
參考校園地圖，師生共同討論。
(四)一起野餐去

教學評量：1.能唱一首春天的歌謠
2.能說出三種校園植物
3.能用所蒐集植物創作設計拼貼
4.能製作簡單下午茶點心
試教成果：
附錄：

野餐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