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年度特殊教育教學示例
學前特殊教育教學設計－苜蓿芽長大了
臺北市立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翁慈蓮老師

壹、設計理念
在春暖花開的季節裡或是進入初夏的時序，萬物生生不息的成長，在這個時
序裡，有景物可以觀賞，也有許多有趣好玩的事項可以動手操作，它都等著孩子
去探索。對於特殊需求的幼兒，能透過遊戲、實作與觀察課程的體驗，在知識、
經驗建構上會更有幫助。運用親手種植、觀察種子的不同樣式與記錄種子的成長、
加上了解種子與我們生活的相關性的探索，都可以在知識技能的學習上有更大的
進步。種子是生活中隨處可見的物品，取得容易，操作上也可以延伸出很多有趣
的變化，幼兒需要在遊戲中學習，特殊需求的幼兒也是依循這樣的軌道前進，這
樣的情境模式對幼兒來說壓力較小，比較可以看見孩子的真切表現。
融合在普通班的幼兒，整體上是跟隨班級的主題進行學習，在主題課程的主
軸上，巡迴輔導教師會依據幼兒的需求，做課程內容學習的調整建議，例如：語
言表達與人際互動能力較不足的孩子，需要透過操作先累積經驗，之後在描述與
問答討論上，才有足夠的基礎可以支撐；另外運用種子延伸出有趣的遊戲，正可
以結合人際社會互動的課程，藉此改善孩子在社會人際上的缺失。融合教育的進
行，需要普幼教師與特教巡迴教師的合作，才能促使孩子的學習更臻完備。巡迴
輔導教師的職責，是運用專業知能，敏感的覺察到孩子在主題課程學習中，無法
適切有效參與的項目，並做合宜的建議調整與加強，例如班級中進行豆子變豆漿、
動手種苜蓿芽、自製爆米花等操作，都可在利用它做生活小書的相關變化，藉由
這樣的轉換調整歷程，讓孩子的學習可以更為穩固的落實在班級中。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一）巡迴輔導課程教材分析：
小種子大世界的課程主題，是適合在春夏的時序節令中進行，春夏是適合成
長種植的季節，順應節令的操作幼兒執行上會更容易成功，幼兒在操作觀察記錄
探索遊戲的歷程中，有成功經驗的加分，孩子的學習成就比較大，探索學習的動
機也比較能持久。特殊需求的幼兒更需要藉由實作體驗學習知識技能，因應這樣
進行是比較符合具體操作的原則，另一個挑選這個主題的理由是，種子容易取得
更利孩子在家中或是其他情境中的發展與延伸。
巡迴輔導教師會針對特殊需求幼兒的起點行為、優弱勢表現，提出在普幼班
課程學習的調整，針對孩子較不足的項目，增加策略讓他可以順利參與，另外也
需要把待加強的部份，運用課程活動做複習，藉此提昇能力之外，也讓孩子的學
習不脫序在課程學習之外。進行的程序以課程主題為主，評量孩子可以參與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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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針對參與上有困難的活動增加策略調整，接續評量結果在修正改善。
1：實作觀察種植測量記錄
小種子大世界的主題是在普幼班進行的課程主軸，相關的常識認知的學習，此示
例教學的特殊幼兒，在認知能力的表現正常，所以在這個部份的學習調整不多，
但是，在語言的表達輸出上，就常會有困難，因此需要巡迴老師在課程學習時，
加強做提問與描述的教學與相關策略的鋪陳。另外運用幼兒自己在課程進行中畫
的種子成長記錄小書，使用視覺圖示的媒材做輔助，都是增進表達敘述的策略實
作。藉由種子的親手種植、成長觀察記錄，學習觀察辨識與照顧的技能，在上述
的操作中，孩子會了解種子成長需要那一些條件，這樣的認知有參與的形塑，經
由親手探索經歷，知識的學習會更穩固的深植在概念之中。
【活動一 苜蓿芽長大了 】
在種植活動中增加圖片提示的程序圖，之後利用種植程序編寫成活動生活小書，
以便特殊需求幼兒做敘述的語言表達練習。當種植的苜蓿芽成熟之際，老師會透
過品嘗讓幼兒在感官體驗之下，更有體悟的表達自己的感受，不同語彙句子的使
用，以及想法感受的陳述，在自然的情境下容易得到多元的交流與複習機會。
教學設計小提點：
＊ 生活小書的製作需要依活動進行的程序拍攝照片，再依幼兒目前的語言表達
能力做難易度的調整。建議先讓幼兒看種植圖片說一次，在依此增加難度伸
縮。
＊ 種植苜蓿芽會持續數日，期間可以讓幼兒每日進行噴水的照顧工作，當苜蓿
芽長大之後可以進行品嘗活動，老師可以在品嘗後，請大家說一說感想以及
畫下記錄圖，針對語言表達較不順暢的幼兒，可以利用小組型式先請其他同
儕做示範，在鼓勵特殊需求幼兒發表。

2：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配合課程的主題選用相關的繪本，也是能提昇語言表達的方式。在班級老師講述
過繪本之後，巡迴老師的延伸是利用故事接龍，或是排故事圖卡等方法，增加個
案在主題語言表達的參與練習機會。另外利用操作過的活動與照片，讓孩子做表
達的練習，也是提昇語言能力的策略之一。學習辨識種子、認識生活中的各式各
樣種子，都可以引導孩子了解生活與種子的關連性。生活中有許多的成品是由種
子製作的，而其中的過程孩子顯少知道，因此老師會透過花生醬影片觀賞、自製
花生醬飛彈土司等過程，讓孩子知道由種子到成品的變化是那一些？最後在經由
圈選評量表、口述表達等方式，檢核幼兒的學習成效，以便做後續教學的調整與
設計。
【活動二 飛彈麵包 】
帶領幼兒利用種子做成的果醬，學習幫自己與同儕準備餐點。這是一個有程序步

2

驟的操作，在製作中，除了學習飛彈麵包的製作之外，也是一種同儕協助合作分
享的過程。針對特殊需求幼兒可以把程序先拍下照片在現場呈現，這樣可以在老
師的口語引導之外，增加一個理解確認的管道，後續可以把製作的心得感想，大
家做簡單的交流，也可以選擇在操作中自己有印象的部份畫下來跟大家分享說
明。
教學設計小提點：
＊ 視覺圖像引導可以讓理解或是表達能力較不足的幼兒，多一個藉由視覺感官
輸入的路徑，對老師的講解多一份的認識。融合在普幼班的孩子若是常需要
老師一對一的指導，對普幼教師也是壓力之一，可以透過適性策略的使用提
昇學習的成效，增加幼兒的參與是融合的最佳表現。
＊ 把一個有程序的操作轉化成結構的教導，更適用團體的人數學習，沒有轉換
時老師可能需要一個一個孩子的教導是更費力傷神的做法，有結構的引導老
師較省力，也能增加同儕間的互動合作，是值得使用的做法。
＊ 在一次團體操作之後，可以再安排後續的操作機會，目地是讓特殊需求幼兒
多一些練習機會，建議將此類活動安排在娃娃家做後續的練習，製作之後有
成品可以享用是最佳的增強，同時孩子可以將成品分享給同儕也是社交的延
伸。
＊ 部份果醬成品的製作流程並不容易在教室中實作，這一點可以利用影片觀
察，擴充了解以提昇認知概念。
＊ 學習單評量可以設計難易不同的版本，簡易版本有圖案做引導；較進階的部
份，可以讓孩子在空白的學習單上自己畫出操作的程序。
＊ 相關教具圖卡的延伸，可以在教學之後讓幼兒玩接龍遊戲。

3：運用遊戲活動提昇人際交流互動。遊戲是孩子的最愛，也是較容易投入參與的
項目。對於較內向害羞的幼兒，一起玩遊戲，有同儕的參與，可以在遊戲中增
加彼此交流、互動的機會。遊戲的挑選以可以增加合作互動的項目為首選，另
外在遊戲進行中，也需要安排小幫手做協助，以減緩孩子在過程中的不適應與
困難。
【活動三 豆豆小遊戲 】
遊戲活動：豆豆黏那裡？及豆莢幾顆豆？豆豆蹲，都是透過指令聆聽在執行的課
程，遊戲中幼兒需要找同儕合作與協助；更需要在短暫的時間中辨識數量多少
個？自己要加入那一組？在人際中我們需要參與及邀請別人加入，也需要協商加
到別人的活動中，都要經歷表達、被接納或是被拒絕的心情轉彎，人際社交中涵
蓋的技巧能力都可以在遊戲中較輕鬆的學習及歷練。另外在聆聽指令之外，我們
也需要給特殊需求幼兒機會，讓他在團體中表達發號指令，而在整個在反覆玩遊
戲的歷程中，另一個增加自己的動作協調靈活與節奏掌握的技巧，也是需要一併
觀察與評量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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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小提點：
＊ 遊戲的引導建議先小組練習，在逐步進階到全班性的執行。老師需要細心觀
察他在活動中的困難，適時的介入協助或是安排小幫手引導。等個案能力穩
定時鼓勵他開啟遊戲發號口令藉此提昇自信心。
＊ 可以拍攝遊戲進行的影片；或是請幼兒畫下遊戲進行的圖畫作品做為後續表
達的練習教材。

4：運用種子進行藝術創作：
使用種子豆子做音樂罐，可以一起敲奏樂器、玩聲音的辨識活動。經由一個有程
序的操作，特殊需求的孩子可透過理解、操作、創作把玩與同儕合作玩音樂，這
都是結合精細操作與人際情緒的舒發，對特殊需求幼兒更顯的重要！
【活動四 豆豆音樂罐】
不同的豆子、種子裝罐，可以發出的聲響有不同的可辨識度與變化性，自己做樂
器在打節奏之外，可以跟同儕一起玩節奏樂，聆聽指令在合作完成樂曲都是一個
人際合作的交流與練習，也是一種學習分享的快樂來源。特殊需求的孩子更需要
我們透過一些安排，在有效引導之下，讓他有機會體驗這樣的美好！
教學設計小提點：
＊ 針對精細動作發展較好的幼兒，可以取用小顆的豆子及投入瓶口較小的罐
子，而動作發展較需要加強的幼兒，則可以選用較大的豆子或是透明瓶罐，
以增加他們持續操作與觀察聆聽辨識的能力。
＊ 配對相同聲音的豆豆罐，除了聲音的辨識學習之外也是同儕合作交流的好機
會。
＊ 個案的精細動作是優勢能力之一，這類活動進行時，可以邀請他當小老師對
其他人做協助，學習中有時他是被幫忙的人；有時他也是有能力的強者，這
都是可以提昇自我概念的好方式。

5：美麗的豆豆瓶
種子豆子可以食用、種植，也可以做成裝置藝術品，欣賞的能力需要去涵養！這
類的藝術創作無對錯，也沒有嚴格的標準要依循，對自信心較不足的幼兒是很棒
的活動。自己設計專屬的豆豆瓶，可以自由挑選豆子及擺放豆子，形塑出獨一無
二的美麗印記，在動手捏拿的轉瞬之間，自信與成就會由此無限燃昇。
辨識不同的豆子種子在利用他說出名稱都可以擴充語言的能力。操作中可以說出
畫出自己的設計藍圖，在作品分享的時間，也可以練習對別人的成品做一些想法
的分享、進行作品的票選操作，在一來一往當中，可以建構交流友誼，提昇對同
儕的認識熟悉，與朋友一起學習的快樂會像小種子一樣，在孩子的心中逐步竄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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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這一年我們共同學習的記憶，不只會留在特殊需求的孩子心扉，更會在班
上所有幼兒的心中留下永遠的烙痕。
教學設計小提點：
＊ 教學前老師可以收集相關的作品先讓幼兒賞析，之後在畫下自己的設計圖，
另外透過購買豆子的行程，可以觀察種子店的多樣化種子，增加相關的慨念
認知。
＊ 豆豆罐可以先做小瓶的，等孩子更有經驗時在增加大罐子的作品製作。罐子
的選擇也建議先用瘦長的瓶罐，會比胖圓的瓶罐容易呈現與顯現變化。

6：種子的傳播
在都會城市的生活，有時要實際觀察到種子傳播的部份，也會有不易進行的困擾，
這一點若是施行上有困難，除了透過書本的教學之外，也會應用視聽媒材，讓孩
子可以透過視聽覺的感官輸入，更快速的了解相關的過程與變化。多元的感官學
習的成效是眾所皆知，不過大家習以為常使用的還是口述教學，這一點需要普幼
及巡迴老師的溝通，才能讓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在最佳安排之下，暢順的學習與增
長知識見聞。
二、學生分析
（一）班級概況與同儕能力說明：
個案是四足歲男生，就讀臺北市公立國小附設幼兒園，101 年 9 月以普幼生身份入
學，之後經過老師提報，參與特教鑑定確認為特殊需求幼兒，後續以正式生身份
在普幼班接受融合型式的特教服務。個案就讀的班級是大中班混齡的形態，正式
安置有一位特殊需求幼兒，普幼生 26 位，整體上班級中仍有數位未鑑定的隱藏個
案，仍需要老師在教學與生活中做輔導。教師編制兩位合格幼教老師，普幼教師
的特教專業有基本的 3 學分養成，加上部份特教研習的知能，教師的特質對融合
生的照顧有熱忱，對相關的做法策略都有興趣，會主動詢問與學習，教師的班級
經營能力、親師溝通的技巧成熟，是特殊需求幼兒安置的理想場域。同儕互動在
教師的引導下，能夠展現合作、照顧的氣氛，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適應都有正
向的加分成效。
（二）個案整體能力概況說明：
台大醫院評估 101 年 8 月 30 日診斷：發展遲緩。個案可以理解常用指令與遵守班
級規範，活動參與較被動有時會缺乏自信，需要有經驗過的歷程，他才會展現參
與的動力。環境適應上容易焦慮不安，例如學期初的分離焦就比同儕高，需要媽
媽陪入班，或是先上半日課，等情緒適應較穩定之後，在逐步調整為全日上課。
語言表達是他待加強的能力，表達上多數簡短輸出也比較慢，需要給予較多的等
待與提示。參與活動有困難時比較不會主動找大人幫忙多數是停佇在原地等老師
處理。互動上參與遊戲或是同儕交流都較單向，平日會觀望大家玩的活動或是玩
具加入同儕的活動仍要老師也串連。注意力的穩定與持續度還需要多練習，在情
境變化較多的狀況下容易分心，對主要焦點的掌握顯的有困難，粗大動作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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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缺少練習機會因此參與的動機會弱。
（三）個案分項能力說明：
1、認知：正常
施測評估

魏氏學齡前兒童智力量表，作業智商 87；語文智商 97；全量表
智商 91，智力水準屬於中等表現。

能力說明

優勢能力
＃配對、分類、常見顏色、1-10 的數量配對概念能力穩定；具備
簡要的常識概念、因果推理能力，視覺圖像概念佳
＃可以依照熟識的程序正確操作
弱勢、待加強能力
＃在班級課程的參與上，需要讓幼兒有緩衝的準備時間，未經驗
過的事項，他多數要老師先個別或是稍加引導過才能在接續完
成。
＃在主題的討論問答中幼兒比較缺少動機，應對開放性的問答參
與較不足，多數只針對較封閉性的問題做要簡要的回應。
＃對情境中焦點的辨識掌握較弱，有時會延宕在自己的需求上，
未及時跟進。
＃遇到問題的解決能力較不足，常是延當停佇不動，多數等老師
介入協助。

2、語言：
施測評估

語言表達，遲緩；理解，臨界。

能力說明

理解能力
＃優勢：可以指認年齡範圍中的常見語彙，五官、身體、水果、
動物、日用品、交通、顏色等項目。可以理解情境指令
＃弱勢：故事的回應待加強。
表達能力
＃優勢：可以命名物品、會用片語簡單句回應
＃弱勢：表達中的內容豐富性要大量的引導才略可以提昇。在描
述中會常漏掉主詞，表達的字數短，常需要大人用問句引導。
在表達中連接詞的使用較缺少，目前仿說可以正確約 17 個字。
需要加強溝通的動機提昇，增加物品功能的理解、形容詞、感
覺詞表達的理解練習；兩個指令與抽象語彙、複雜句、故事的
了解。在班級中的語言表現：對長句問句的回應較弱、自發性
表達的字數較少、描述中常省略情節、人際互動中的口語常需
要引導與示範。

3、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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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評估

粗大動作：正常，兒童動作評量，百分位 25％。
精細動作：精細在抄寫上的分年齡當量 3 歲 11 個月屬於中等能力。

能力說明

粗大動作能力
＃優勢：可以走 站 跑 跳；引導下參與部份遊戲活動
＃弱勢：節奏較快速及需要協調操作的活動，較無法跟隨，會站著
不動觀望。
精細動作能力
＃優勢：具備簡單的操作技巧
＃弱勢：有步驟順序的操作仍需要協助無法自己完成

4、社會
施測評估

社會：遲緩

能力說明

優勢能力
＃個性溫和乖巧，經過引導可以遵守多數規範
＃在老師協助下可以參與部份活動
＃視覺圖像為個案的優勢能力可以透過視覺引導策略提昇理解及
參與
＃在增強制度之下可以啟動配合度
弱勢、待加強能力
＃剛入學時有分離焦慮，需要家長做陪讀以減緩情緒的起伏不適
應。
＃在社交/適應/情緒/自信/活動與情意表達上/感覺調節上較弱。
入班之後參與活動上多數是觀望，不知道要如何加入同儕之中，
需要老師介入引導。
＃101 年度在醫療評估中，心智科醫師曾懷疑個案有自閉症的傾
向，未曾做正式的診斷，這一點會在教學中在進行觀察檢核。

5、生活自理：
施測評估

教師觀察個案的生活自理具備基本動作能力，但是操作經驗較不足
因此整體速度與操作品質動作計畫表現有待加強

能力說明

弱勢、待加強能力
＃較缺少操作的經驗，幼兒的基本能力不弱，但是因為在家中家長
多數是過多的照顧代勞，讓他獨力完成的操作頻率不多，因此在
學校團體生活中，依程序步驟操作，以及在一個既定的時間中要
完成規定要求的執行，能力表現就與同儕有明顯落，延宕落後、
未能完成的狀況出現頻率就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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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工作分析：
是一個將複雜的教學目標分析、精簡成一連串教學小單位的過程。工作分析法的
概念是對於每一個教學目標的分析，必須以學生現階段能力為考量起點，透過診
斷觀察－教學－評量－再修正的歷程，提昇幼兒的學習效能。進行飛彈麵包製作
時，即使用上述的教學方法策略，先將複雜的步驟拆解成較簡化的細項，以便幼
兒依程序執行。
（二）遊戲本位：
能將課程活動落實在遊戲中完成，對學習的吸收最為輕鬆自然，幼兒的學習要透
過操作，能將操作的部份轉化為遊戲把玩的形式呈現，可以減少壓力及拘謹的感
受。在課程中的遊戲活動（豆豆小遊戲）就是運用這樣的理念而產生。遊戲可以
重複操作，在一次次的練習之下，技能與反應會精熟進步，更重要的是他可以跟
同儕有多元的接觸機會，相對的情誼建立就能因這樣的連結更為密切的發酵。特
殊需求幼兒在遊戲進行中可以先觀察他在大團體中的參與表現，若是有不適應在
調整為小組進行等比較熟識操作的機制程序之後，在類化回到大團體中參與。
（三）視覺圖像引導：
針對語言理解表達較弱的幼兒，增加在口語說明之外的感官輸入可以彌補缺失，
當聽不懂又不知道該怎樣提問解惑時，透過視覺看圖解意，可以擴充理解的層面，
在理解增加之後，相對的配合與操作才能提昇與正確。在課程中的飛彈麵包的操
作程序圖，也是因應這樣的理念需要而發展出來的教學指導教材。
（四）同儕協助學習：
運用同儕間相互幫助，彼此討論、分享學習經驗和紓解學習焦慮的教學系統。強
調同儕老師與同儕學生間，因為彼此的熟識信賴而產生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賴，
以達到學習的目的。在課程中不做過多的抽離，以調整策略讓特殊需求幼兒可以
與同儕共同學習，幼兒之間的共同操弄玩耍，都可以讓孩子藉由模仿學習互動的
過程，培養情誼，也增加學習的精熟度。
（五）多媒體教學：
可以讓教學多以動態活潑的方式展現，在教學的效能提昇上，必定有正向的回饋。
可以綜合文字、圖片、影像與聲音等元素來呈現教學內容，並讓學習者對其呈現
的教材內容做出有意義的連結，都是老師們想要讓幼兒的學習可以達到的效益。
因此，透過學生喜愛的電腦來當成學習材料呈現的媒介，是可以適當運用的管道，
將課程主題中的常識相關認知教材轉化為有聲音、圖像及文字的檔案呈現，對於
幫助幼兒理解上課的教導內容都有加分的表現。
（六）提示、類化原則：
一個不熟悉的能力的養成要經過引導及重複不斷的練習，才可以進階到成為穩定
的技能。當能力未相對穩定前，必要的提醒與協助都是成功前的關鍵步驟。另外，
當上述的操作加入時，可以同時讓幼兒感受到有達到小小的成功，它都是通往下
一個成功的墊腳石！也是建立自信心不可忽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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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概念架構圖：
（一）班級課程主題圖：小種子大世界
主題：小種子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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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輔導的調整建議：
1、學習教材調整：
（1）與同儕進行相同的活動，在依個案需要擴充或是減化活動、教材。
＃在變成植物→發芽→每天長高一點點的課程活動上：透過實際種植照顧觀察
的歷程，幼兒畫下豆子成長圖，接續可以利用日記圖畫在進行描述的練習，
或是拍下豆子成長照片與同儕一起玩圖卡遊戲、語詞接龍遊戲。
（2）使用與主題相關的繪本、自製生活小書進行語言的個別、小組練習。
（3）視聽媒材運用
＃拍攝跳律動影音檔案，並運用在教學與學習回饋上。
＃傳播→種子的一生：會利用相關繪本讓幼兒進行說故事練習，等敘述表現穩定
之後，先錄下幼兒說故事的影片在班級中播放，後續再讓孩子在班上進行說故
事的方享，藉此提昇表達與自信心。
＃部份常識概念的學習除了講解說明之外，也利用影片的播放，透過視覺學習增
加理解力。
（4）生活小書的製作與應用
＃在課程進行中，園所有節慶活動母親節及戶外教學要辦理，巡迴老師會利用這
兩個活動，做相關的生活小書，讓幼兒透過自己有參與的經驗，擴充語文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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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與理解。另外在種植、麵包製作的學習上，也增加小書的製作並以此做為複
習的教材。
2、教學方法調整：
（1）使用視覺圖像的策略提昇學習的成效
（2）針對個案學習上有困難的事項先做個別指導，在逐步擴充到小組、團體中
（3）利用錄音錄影的方式增加個案對學習活動的了解
（4）以個案的優勢能力做介入
＃與人類的關係→烹飪、飾品：進行果醬麵包製作時，會增加視覺圖示引導，另
外圖片也可以接續做語文的延伸，評量的學習單會建議使用圖示及空白的兩
種，先完成簡單的項目，在進行自己畫的版本，操作時可以小組進行以便幼兒
有模仿的對象可以參照。豆豆瓶的裝置擺設創作多數是精細操作，是幼兒的優
勢能力，操作中可以讓幼兒說一說自己的創作設計構想，作品完成之後也可以
鼓勵他跟同儕分享介紹自己的成果。
（5）聯結同儕的協助增加互動與學習的機會
（6）針對較困難的活動，安排同儕先執行，讓個案有模仿的機會與對象
（7）增加多感官與遊戲學習的操作
＃外型→測量的課程活動：結合豆豆音樂罐的製作，一併練習配對音筒的活動，
可以小組玩遊戲的方式進行，在遊戲中當兩個一樣的音樂罐配對成功時，可以
一起表演一段即興節奏跟同儕分享，也可以說一說喜歡誰的表演？是什麼理
由？
3、評量：
（1）觀察、檔案作品、語言表達、參與操作、學習單、影音檔案評量

參、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一】
主題名稱 小種子大世界

適用年級 巡迴班

活動名稱 苜蓿芽長大了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設 計 者 翁慈蓮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指導教授 蔡昆瀛教授、孫淑柔教授
教學準備 苜蓿芽的種植箱 苜蓿芽種子 毛巾 噴水壺
1.認識種子的種植與成長
教學目標 2.學習種植照顧的技巧
3.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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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能力正常，幼兒規範遵守表現佳，可以依老師的指令引導簡單的
操作
幼兒能力 2.口語表達能力較不足，無法自己完整的敘述，需要用問答的方式
說明
3.遇到困難問題時，較不會主動求助，多數是原地不動等待老師的提醒
協助。
4.個性溫和內向，可以接受同儕小幫手的帶領教導。
1.會說出苜蓿芽的種植方法
活動目標

2.知道正確照顧苜蓿芽的方法能依程序步驟執行
3.會說出品嘗苜蓿芽餐點的感覺與心得

活動目標

教學內容

時間

1-1 會說出苜蓿 一、引起動機
芽的種植步
驟3個

(一)影片觀賞
1.老師播放苜蓿芽的種植生長影片
2.幼兒觀賞影片，說出觀賞的內容。

評量
方式

口語表達：透過影片
10 分鐘 觀賞說出種植的方法
步驟

◆ 影片觀賞時注意坐位安排、聲量
螢幕大小，以防幼兒出現分心、
不專注的表現。
◆ 對於口語表達較不足的幼兒，老
師需要適時補充或是提供圖片
照片做輔助。
二、發展活動
(一)動手種苜蓿芽
1-2 能說出苜蓿 1.老師先讓幼兒觀察、觸摸苜蓿芽的
口語表達：會說出對
芽種子的特
苜蓿芽的觀察要點
種子，說一說觀察的心得
徵2個
15 分鐘
2.老師示範種植的方法：
先把苜蓿芽種子分給幼兒每人少許，
2-1 會依步驟只 請小朋友把種子平均的灑放到種植盒
專心度表現：觀察幼
令完成苜蓿 當中，用噴水壺先噴濕苜蓿芽，蓋上
兒對老師在示範過程
芽的種植
的注意力表現
濕毛巾，放在較陰暗的角落等待苜蓿
2-2 能說出苜蓿 芽成長。
芽需要那一 3.幼兒畫種植步驟圖
種生長環境

◆ 觀察苜蓿芽時可以先請同儕發
表做示範，再請個案接續表達。

11

◆ 操作中可以拍照片以便後續複
習之用
◆ 進行畫種植步驟圖時可以請小
幫手在一旁做協助與陪伴
3-1 能嘗試吃幾 (二) 品嘗苜蓿芽餐

透過品嘗餐食說出吃
口苜蓿芽餐 1.老師準備苜蓿芽的餐點
5 分鐘 苜蓿芽餐的感覺；觀
點
2.幼兒品嘗，並說出吃苜蓿芽餐的感
察苜蓿芽餐點中有那
3-2 會說出 1-2
覺
一些材料？
◆ 品嘗時建議小組一起進行，在品
感想
嘗中也建議幼兒做相關的交談，
3-3 能形容苜蓿
藉由這樣的過程可以使同儕的
芽的長像
語言與互動自然正向交流。
項吃餐點的

 敘述表達時可以請口語較優勢
的同儕先示範在接續請融合的
幼兒描述
三、綜合活動
利用學習單的正確圈
(一)閱讀苜蓿芽的種植小書
10 分鐘 選了解苜蓿芽的種植
1.透過種植小書的閱讀複習種植步驟
步驟程序
2.完成學習單的圈選與構圖

【活動二】
主題名稱 小種子大世界

適用年級 巡迴班

活動名稱 飛彈麵包

教學時間

設 計 者 翁慈蓮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50-60 分鐘

指導教授 蔡昆瀛教授、孫淑柔教授
教學準備

土司 果醬 模型 數字貼紙 圓盤 塑膠袋 流程圖卡
冬冬的玉米田的故事圖卡 種子與果醬的影片收集製作
1.認識種子的種植與成長

教學目標 2.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1.認知能力正常，幼兒規範遵守表現佳，可以依老師的指令引導簡單的
操作
幼兒能力
2.口語表達能力較不足，無法自己完整的敘述，需要用問答的方式
說明
3.遇到困難問題時，較不會主動求助，多數是原地不動等待老師的提醒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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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性溫和內向，可以接受同儕小幫手的帶領教導。
5.視覺圖像佳可以依照圖像引導操作
6.飲食表現部份未吃過的食物需要鼓勵他才嘗試
7.在空檔時段或是自己感到無聊時，會出現自我刺激的行為。
1.能說出飛彈麵包的製作方法，會依程序步驟操作
活動目標 2.知道種子與果醬的關係
3.能與同儕合作、分享
活動目標

教學內容

時間

2-1 會說出使用 一、引起動機：

評量
方式

觀賞影片後說出製作
15 分鐘 果醬的程序方法

的果醬有那 （一）果醬製作影片觀賞

1.影片觀賞以了解花生醬、巧克力醬
2-2 能說出一種 的製作過程。
果醬的製作 （二）繪本故事：巨人冬冬的玉米
1.透過繪本圖卡巨人冬冬的玉米的故
程序
事說明與繪本圖卡排序，以了解種
子成長及助人分享的關係。
3-1 能說出故事 2.故事問題的討論與回應：在故事中
誰是幫助人的角色？什麼是分享？
中誰有分享
在故事中誰有做分享這件事？
助人
幾種

口語表達：
透過故事聆聽了解種
子與生活的相關性，
教師進行幼兒故事問
題的回應觀察與確
認：會說出那些行為
是分享？故事中誰是
幫助別人有做分享的
表現？

3-2 在故事中那
一些事是幫
助別人

◆ 利用故事繪本圖卡，進行故事內
容的接龍複習
20 分鐘
◆ 可以透過故事棒偶的製作與同
儕進行故事扮演遊戲
◆ 較內向的孩子可以先錄下說故
事的影片在播放

二、發展活動：
麵包的製程 （一）製作飛彈麵包
20 分鐘 在操作中觀察幼兒是
3個
否可以適切依步驟圖
1.老師說明製作步驟程序
操作，另外在過程中
2.展示程序圖卡：1 拿土司 2 抹果醬 3
有需要協助時會不會
用模型按壓 4 外框塗蜂蜜 5 完成後
找人幫忙？
貼上數字標籤放在櫃子上。
3.幼兒分兩組進行一組先操作，另一
1-2 可以自己依 組管理步驟程序，完成後在交換。
觀察幼兒在完成飛彈
步驟製作飛
麵包製作之後，描述
1-1 會說出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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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麵包

流程的操作是否正
確，能不能用比較完
整的複雜句做敘述。

◆利用程序圖卡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幼
兒在參與製作活動時，可以更順利的
完成。
◆增加小幫手的協助在特殊需求幼兒
參與活動時，對於能力較不足的幼兒

1-3 會依學習單

作品評量在學習單圈
選上是否達 2/3 正確

可以兩個人一起完成製作活動

的圖案做正

◆學習單的製作可以分簡易與進階的

確的答案圈

不同版本讓自己依能力挑選，在過程

選

中也可以鼓勵幼兒自己畫程序圖

4.幫忙同儕製作餐點
5.完成學習單圈選
三、綜合活動
5 分鐘
喜歡的麵包 （一）幼兒分享製作的心得與想法
口味是那一 （二）品嘗吃自製餐點，說一說吃過
種，為什麼
不同口味果醬的感覺是如何

3-3 能說出自己

口語表達：在品嘗自
製麵包之後可以說出
喜歡那一種口味？為
什麼喜歡？

喜歡

【活動三】
主題名稱 小種子大世界
活動名稱

適用年級 巡迴班

豆豆遊戲

教學時間

豆豆黏那裡 豆莢幾顆豆 豆豆蹲

設 計 者 翁慈蓮

35 分鐘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指導教授 蔡昆瀛教授、孫淑柔教授
教學準備 椅子 身體五官的圖示
1.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教學目標 2.增加使用種子創作玩遊戲的技能
3.增進玩遊戲的技能、享受玩遊戲的樂趣。
1.認知能力正常，幼兒規範遵守表現佳，可以依老師的指令引導簡單的
操作
2.口語表達能力較不足，無法自己完整的敘述，需要用問答的方式
幼兒能力
說明

3.遇到困難問題時，較不會主動求助，多數是原地不動等待老師的提醒
協助。
4.個性溫和內向，可以接受同儕小幫手的帶領教導。
5.視覺圖像佳可以依照圖像引導操作
6.玩遊戲的能力需要透過練習與經驗才能穩定，對第一次玩的遊戲多數
需要大人做必要的引導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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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了解遊戲規則能依說明參與玩遊戲
活動目標

2.能辨識指令正確操作
3.能主動發號遊戲口令指示
4.能描述玩遊戲的經驗與感想

活動目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一、引起動機
(一)舊經驗的回顧
口語表達：
1.討論上次玩過的遊戲是那一些？你 5 分鐘 能說出舊經驗中玩過
最喜歡玩那一個？
那一些遊戲？喜歡那
◆利用拍攝下來的玩遊戲照片、影片做
一個遊戲為什麼？
活動的前導，可以讓大家在討論時有
更明確的指標可以參考

二、發展活動
則操作達
(一)小豆豆黏那裡？
2/3 正確
1.幼兒先提問：豆子豆子黏那裡？老 20 分鐘
1-2 願意全程參 師在發號動作口令例如，黏自己的手
與遊戲
或是兩個頭黏一起，自己的手黏別人
觀察幼兒在遊戲口令
2-1 會辨識口令 的肚子等等
的辨識執行的正確度
正確執行
2.幼兒需要依口令正確動作
有否達 2/3
3.幼兒輪流自己發號動作口令
1-1 能依遊戲規

◆可以先準備身體五官的圖卡備用，當
幼兒無法及時說出黏那裡時，可以讓
他們看圖卡辨識挑選，等幼兒可以熟
練說出要黏那裡時在撤退視覺提醒

觀察幼兒是否可以自
己發號 1-2 個動作口
令聲音的大小是否可
以讓對方聽見

2-2 會正確做數 (二)豆莢幾顆豆
字與數量的 1.幼兒提問口訣：豆莢豆莢串幾個？

當老師說串 3 個時，幼兒需要正確
找到人數圍成一個圓。
3-1 能自己站出 2.無法湊到正確人數時可以接受，並
來發號口令
出來當鬼發號口令
3-2 能用適當的 3 發號口令時可以正確清楚的表達
音量說出口 (三)豆豆蹲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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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幼兒在串豆子時
是否可以正確做數字
與量的配對

口語表達：可以正確
說出口令

1.幼兒自己選擇要當那一種豆子如：
紅豆、綠豆或是黑豆等等
2.老師先發號口令如：紅豆蹲紅豆
蹲，紅豆蹲完綠豆蹲等等
3.其它組也需要注意指令是什麼以便
正確的做出動作
4 依此循環接續玩遊戲

令

會依指令正確做動作

三、綜合活動
作品分享：
玩過的遊戲 (一)活動後分享
10 分鐘 能說出玩過那一些遊
1種
1.請幼兒說出玩過的活動有幾個？自
戲？為什麼喜歡那一
4-2 能說出為什 己喜歡那一個？
個遊戲？你喜歡那一
麼喜歡這個 2.說一說大家一起玩遊戲的感覺
副遊戲畫作
遊戲
3.畫下玩遊戲的記錄圖
4.大家一起欣賞畫出的作品
4-1 會說出曾經

【活動四】
主題名稱 小種子大世界

適用年級 巡迴班

活動名稱 豆豆音樂罐

教學時間

設 計 者 翁慈蓮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45 分鐘

指導教授 蔡昆瀛教授、孫淑柔教授
教學準備 紙或塑膠瓶罐 各種豆子適量 紙板 色紙 彩色筆 膠水或是白膠
1.知道種子的種類與名稱
教學目標

2.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3.增加使用種子創作玩遊戲的技能
1.認知能力正常，幼兒規範遵守表現佳，可以依老師的指令引導簡單的
操作
2.口語表達能力較不足，無法自己完整的敘述，需要用問答的方式

幼兒能力 3.遇到困難問題時，較不會主動求助，多數是原地不動等待老師的提醒
說明
協助。
4.個性溫和內向，可以接受同儕小幫手的帶領教導。
5.精細動作為優勢，可以依指令簡單操作
6.同儕合作敲樂器的學習經驗較不足，參與時可能需要部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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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說出常見豆子的名稱
活動目標

2.會動手做音樂罐
3.會配對相同聲音的豆豆音樂罐
4.能與同儕一起聽音樂合奏
教學內容

活動目標

時間

評量
方式

1-1 能說出豆子 一、引起動機

(一)觀賞各式豆豆音樂罐
5 分鐘 口語表達：會說出常
1.老師先展示各式豆豆音樂罐
種
見豆子的名稱、特徵
2.幼兒嘗試敲一敲聽一聽不同豆豆音
1-2 能說出不同
樂罐發出的聲響
豆子的特徵
的名稱 1-3

二、發展活動
(一)自己做專屬音樂罐
2-1 會依步驟做 1.幼兒先挑選自己喜歡的豆子
豆豆罐
2.取空瓶罐自己把豆子放入其中
2-2 會裝飾自己 3.把瓶罐口密封貼好，在做瓶罐的裝
的豆豆音樂
罐

20 分鐘
豆豆音樂罐作品評量

飾布置
填充在音樂罐中的豆子，可以選
擇聲音差異度較高的材料。
放多少份量的豆子顯現的聲音有
那一些不同？都可以在說明中先
讓個案有機會了解體驗，在製作
出來的樂器就會更有特色

（二）我的耳朵最厲害
1.把大家做好的豆豆音樂罐做相同種 10 分鐘 觀察豆豆音樂罐配對
3-1 能正確辨識 類的配對，建議使用遊戲方式進行
是否正確
豆豆音樂罐
，當配對成功時可以即興敲奏。
的聲音兩種 2.聽一聽不同豆豆音樂罐發出的聲音
正確
像什麼？
3-2 能說出豆豆
音樂罐的聲
音像什麼

三、綜合活動
觀察幼兒是否可以與
換玩豆罐
(一)大家一起敲樂器
10 分鐘 同儕交換玩豆豆音樂
1.幼兒先聆聽不同豆豆音樂罐發出的
罐
4-2 會辨識不同 聲音
的動作在正 2.交換玩不同的豆豆音樂罐
觀察樂器合奏時是否
確的時間點 3.小組先練習節奏
可以敲打在正確的拍
上敲樂器
4.大家一起聽指令看圖案敲奏樂器
點上
4-1 能與同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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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享一起敲奏樂器的感想
◆ 可以把節奏譜做成圖示表，以便
幼兒可以看圖示譜敲樂器
◆ 請小幫手做協助，提醒特殊需求
的幼兒加入敲奏的正確時間點

【活動五】
主題名稱 小種子大世界

適用年級 巡迴班

活動名稱 美麗的豆豆瓶

教學時間 35 分鐘

設 計 者 翁慈蓮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指導教授 蔡昆瀛教授、孫淑柔教授
教學準備 各式豆子種子 玻璃或是透明的塑膠罐瓶
1.了解種子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教學目標 2.增加使用種子創作的技能
1.認知能力正常，幼兒規範遵守表現佳，可以依老師的指令引導簡單的
操作
2.口語表達能力較不足，無法自己完整的敘述，需要用問答的方式
幼兒能力 3.遇到困難問題時，較不會主動求助，多數是原地不動等待老師的提醒
說明
協助。
4.個性溫和內向，可以接受同儕小幫手的帶領教導。
5.精細動作為優勢，可以依指令簡單操作
1.能說出自己喜愛的豆豆瓶是那一種
活動目標 2.會依說明製作我的豆豆瓶
3.能分享說出別人的作品那一個是自己特別喜愛
活動目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1-1 能說明自己 一、引起動機

(一)欣賞豆豆瓶的作品集
5 分鐘 口語表達：會說出喜
1.老師準備豆豆瓶作品先讓幼兒觀察
作品
歡的作品是那一種？
1-2 會說出喜歡 2.可以請幼兒說一說感想心得
原因是什麼？
喜歡那一個

的原因是什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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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作
(一)製作我的美麗豆罐
作品評量
2-2 能說出自己 1.老師先示範豆豆瓶的做法：挑選數 20 分鐘
的豆豆瓶使
種豆子，在一層一層把豆子倒入罐
口語表達：會說出自
用那一些豆
子中，倒的數量與角度不同，會出
己的作品變化與特色
子，有什麼
現不一樣的變化
變化與花樣 2.幼兒可以先畫出自己的豆豆瓶設計
圖，在依設計圖擺放豆子種子
3.幼兒選擇要使用的罐子及自己喜歡
的豆子種類數量
2-1 會依說明操

◆ 可以使用漏斗，以防倒豆子時灑
落
◆ 部份動作不方便的幼兒，建議先
使用較輕材質的瓶罐。
豆子的挑選上建議顏色與大小可
以做一些有差異性的材質選用這
樣創作出來的豆豆瓶會更加美麗
有線條變化和趣味性
瓶子的選用上建議透明的塑膠瓶
為先其次是玻璃罐
3-1 會表達說出

三、綜合活動

(一)美麗豆豆瓶的展示會
10 分鐘
3-2 能分享說出 1.幼兒把自己的作品擺放出來
不同豆罐的 2.先各自介紹自己的豆豆瓶與特色，
優點與特色
描述上可以提醒孩子說出自己的做
法、特色是什麼？同儕做的那一個
你最喜歡？為什麼喜歡的理由？
3.其它幼兒也可以分享自己看到的優
點
自己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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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量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一 1.會說出苜蓿芽的種植
方法

口語表達說出苜蓿芽種植的
方法 6 個正確
（普幼生）
圖片提示下，口語表達說出
苜蓿芽種植的方法 3 個正確
（融合生）

一 2.知道正確照顧苜蓿芽
的方法能依程序步驟
執行

表達與操作
（普幼生）

透過畫種植小書作品，評量
照顧苜蓿芽的步驟達 2/3 正
確性
（融合生）

一 3.會說出品嘗苜蓿芽餐
點的感覺與心得

能用有連接詞、形容詞的語
彙語句，描述品嘗餐點的感
覺
（普幼生）
用問答與示範的方式能用有
連接詞、形容詞的語彙語
句，描述品嘗餐點的感覺
（融合生）

二 1.能說出飛彈麵包的製 會說出製作步驟 5/5
（普幼生）
作方法，會依程序步
驟操作
看圖片提示會說出製作步驟
3/5
（融合生）

二 2.知道種子與果醬的關
係

能說出兩種果醬的製作方法
（普幼生）

看圖片能說出兩種果醬的製
作方法
（融合生）

二 3.能與同儕合作、分享

操作/表達
（普幼生）

觀察幼兒是否可以用口語、
動作協助同儕完成飛彈麵包
的製作；在小組分享時可否
在要求下分享感覺
（融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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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展

發展中 熟練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三 1.了解遊戲規則能依說 觀察遊戲的參與是否依循規
則進行
明參與玩遊戲
（普幼生）

大人或是同儕協助下，觀察
遊戲的參與是否依循規則進
行
熟識的遊戲不做調整
（融合生）

三 2.能辨識指令正確操作

觀察/操作
（普幼生）

重述指令或是部份引導之下
觀察幼兒能否正確辨識指令
接續完成活動
（融合生）

三 3.能主動發號遊戲口令 表達/觀察（普幼生）
指示

在提醒協助之下可以用適當
的音量發號口令
熟識的遊戲不做調整
（融合生）

三 4.能描述玩遊戲的經驗 表達

（普幼生）

與感想
可以在問答之下說出玩遊戲
的感想
（融合生）

四 1.能說出常見豆子的名 會說出常見豆子的名稱
（普幼生）
5-10 種
稱
會說出常見豆子的名稱 3-5
種
（融合生）
四 2.會動手做音樂罐

操作/作品

（普幼生）

聆聽說明之後可以自己完成
音樂罐的製作達 4/5 個步驟
正確
（融合生）
四 3.會配對相同聲音的豆 能正確配對不同的音樂罐 3
種正確
罐
（普幼生）
四 4.能與同儕一起聽音樂 操作/觀察
在提醒之下可以與同儕完成
合奏
樂器敲奏
（融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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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展

發展中 熟練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未發展

發展中 熟練

五 1.能說出自己喜愛的豆 表達在大團體中
（普幼生）

豆瓶是那一種

在小組中可以說明自己喜歡
那一個豆豆瓶？原因是什
麼？
（融合生）
五 2.會依說明製作我的豆 操作/作品
（普幼生）

豆瓶

會依循說明完成作品製作，
遇到問題會以動作口語要求
協助
（融合生）
五 3.能分享說出別人的作 大團體中分享
品那一個是自己特
別喜愛

能跟熟悉的同儕分享說明自
己喜歡那一個作品
（融合生）

伍、教學說明與注意事項
一、教學調整：
（一）運用課程活動中的操作記錄或照片，編製成生活小書接續做語文練習，例
如本教材設計中的種植苜蓿芽和採草莓戶外教學活動，都可以編製成語文
練習的故事小書教材。
（二）注意在活動中的自信心養成與人際的交流互動，另外在幼兒感受到有挫折
時，要多鼓勵引導陪伴他渡過、或是給予較多的緩衝時間，以累積操作的成
功經驗。
（三）此教學示例是普幼班教師的主題設計，巡迴輔導教師可以藉由跟普幼教師
的討論互動，延伸出更適切的變化與修正。
二、有計劃的延伸：
（一）配合語言表達的練習，會持續建議活動主題書的製作
（二）當幼兒的自信較增加時，可以擴充一些簡單的主導性練習，讓他起動遊戲
或是發號口令，藉此轉換他較被動的角色印記，學會引導別人，也享受當中
的快樂。
（三）針對肢體教不方便或是較不會畫畫的幼兒，可以準備貼紙或是其它物品做
美勞創作的裝飾，手抓握較有困難的幼兒，需要加上環扣帶以方便拿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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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音樂罐。可以鼓勵動作能力較佳的幼兒協助別人倒或是投放豆子到罐子
中。
三、家長教養知能提昇
（一）親師溝通增加家長的教養認知，以確認幼兒在家中動手操作的練習機會
（二）提昇家長對課程的認知，以擴充幼兒回家練習的操作，讓整體的學習可延
伸到家庭中再落實的進行。

陸、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進行豆子種植活動幫豆子澆澆水

豆子成長的觀察與記錄

我會注意聽老師說故事找出正確的圖片

看圖片我會自己做飛彈麵包

動手種苜蓿芽

製作飛彈麵包~模型壓印

23

大家一起動手做豆豆音樂罐

音樂罐做好了，等一下要一起敲樂器！

這是我設計的豆豆音樂罐，很特別ㄡ

大家一起玩豆子黏那裡的遊戲

說一說玩遊戲開心的事

跟好朋友一起玩豆子搶椅子是快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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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習單；補充教材
（一）學習單

飛彈麵包的製作學習單（融合幼兒使用） 幼兒姓名：

問題

答案圈選

1.準備土司幾片？

2.抹上什麼醬？

3.拿什麼模型壓印

4.在土司的邊框塗
上那一種食物？

5.做好了要放在那
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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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

飛彈麵包的製作學習單

問題
1 準備土司幾片？

（普幼生使用）

答案圈選

2 抹上什麼醬？

3 拿什麼模型壓印

4 在土司的邊框塗
上那一種食物？

5 做好了要放在那
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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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姓名：

（三）生活小書：我們一起種苜蓿芽
（四）生活小書：我們一起去採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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