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角落課程的設計與延伸 

              
可可園長提供 2000.5 

 
 
一、角落教學的基本精神 
二、角落課程如何設計、延展 

 (一) 配合班級的教學主題 
 (二) 發展各角落的功能 
 (三) 角落如何深入、延展 

■ 思考教師在角落教學時的角色定位 
■ 思考教師介入的時間與方式 

─ 材料、工具的提供 
─ 技巧的指導 
─ 相關經驗的豐富與整合 

■ 教師必須具備的能力 
─ 對幼兒的了解 
─ 對材料、工具及其相關技巧的認識 
─ 對相關原理的認識與編排 

 (四) 教師在角落教學的角色 
 
 
 
 

思考介入與否 
介入 
（慎選介入時間與方式）

提供材料 

■ 其他提醒 
註：建議參考書目： 

學前教育（桂冠）、兒童遊戲（郭靜晃 譯） 
各角落設計與規劃（信誼）、學習環境的規劃與應用（戴文青 心理） 
 
 
 
 
 
 
 
 
 
 
 
 
 
 
 
 

■ 決定主題、活動內容 
佈置情境 

觀察 觀察 
修正與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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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勞角的規劃 
 

 (一) 提供給幼兒的學習經驗： 
─ 滿足幼兒塗抹、創作的需求。 
─ 學習使用各種不同的素材。 
─ 練習正確地使用常見的工具、文具。 
─ 學習運用“美勞＂表達、舒洩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二) 活動建議： 
美勞活動類型繁多，可依學習性質區分為： 
類型 相關活動 材料提供 

繪畫 
‧蠟筆畫      ‧漂白水畫 

‧水彩畫      ‧粉筆畫 

‧水墨畫      ‧滾筒畫、刷畫 

 

立體工 
‧紙盒立體工  ‧蓪草造型 

‧牙籤造型    ‧蔬果造型 

‧餅乾造型    ‧吸管造型 

 

捏塑 陶土、油土、麵團  

摺紙   

其他 ‧圖片欣賞區 

‧縫工或編織 
 

 
※ 相關活動請參考幼兒美勞相關書籍 

 
 
自然生活角的規劃（科學角） 
 

 (一) 提供給幼兒的學習經驗： 
─ 能讓幼兒對大自然產生好奇、興趣與關懷。 
─ 透過觀察、實驗、比較，激發幼兒以科學方法來思考。 
─ 增進幼兒的生活自理能力。 
 

 (二) 活動建議： 
依學習性質可區分幾個向度： 

■ 動物飼養。 
■ 種植。 
■ 操作實驗。 

聲音、顏色、水、磁、斜面、輪子、冷與熱、光與影。 
■ 生活自助練習。 

倒水、刁豆子、擦拭、扣釦子、拉拉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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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智角的規劃 
 

 (一) 提供給幼兒的學習經驗： 
─ 學習基本概念、常識（包括自然界、人文界）。 
─ 培養邏輯推理（分類、比較、系列、數目、空間、時間、符號）。 
─ 增進手眼協調能力。 
─ 培養解決事情的能力與方法。 
 

 (二) 活動建議： 
可依學習性質區分下面幾個向度： 

■ 拼圖。 
■ 數量形相關活動。 

蒙氏數量教具、各類 Table game、接接排、七巧板、骨牌。 
■ 組合玩具。 
■ 棋與撲克牌。 

井字棋、五子棋、跳棋、陸軍棋、葡萄棋、西瓜棋、象棋、動物棋、撲

克牌。 
 
語文角規劃 
活動

重點 預設提供的學習經驗 材料提供 設計時的要點 

讀 

‧ 培養閱讀的興趣。 ‧ 固定性設備： 
櫃子、書架、矮桌、地毯、 
軟墊、展示牆面、材料操 
作籃。 

‧ 圖畫故事書、字卡、兒歌卡（唐

詩卡）、圖字卡、剪報、兒歌跳

棋卡。 

說 
‧ 發展表達的能力。 
‧ 增加說話的語彙。 
‧ 增加與別人溝通的機會。 

‧ 單張圖卡、連環圖卡、布偶、

偶臺、電話、影子偶、紙偶、

新聞剪輯、照片。 

聽 
‧ 培養良好的傾聽態度。 ‧ 耳聰目明。 

‧ 錄音機、錄音帶、耳機、辨音

盒，語言學習機。 

寫 

‧ 練習正確地握筆。 
‧ 提供幼兒寫前練習的機會。 

‧ 筆的選擇：彩色筆（粗、細）、

蠟筆、色鉛筆、鉛筆。 
‧ 紙、舊雜誌圖片、月曆。 
‧ 繪畫日記本、剪貼本。 

‧ 需要安靜的區

域。 
‧ 光線充足。 
‧ 製造舒適的氣

氛，可考慮放

軟墊。 

活動建議： 
‧ 寫信          ‧演戲時間（偶、人）   ‧識字卡猜迷           ‧搶三角 
‧ 自製一本書    ‧存字銀行             ‧猜神秘袋（以語言表達特質） 
‧ 猜燈謎        書的醫院      ‧兒歌跳棋卡           ‧幻燈片故事 
‧ 說故事時間    ‧走迷宮、設計迷宮     ‧寫春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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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家的規劃 
 

 (一) 提供給幼兒的學習經驗： 
─ 能讓幼兒在社會情境中與其他幼兒產生互動，激發社會行為。 
─ 提供幼兒扮演各種人物、角色的機會，藉此了解各行各業的角色行為。 
─ 能讓幼兒發洩情緒、表達感情。 
─ 能讓幼兒充分運用想像力，創造各種遊戲活動。 
 

 (二) 活動主題建議： 
扮家家酒、鞋店、服飾店、醫院、美容院、郵局、銀行、餐廳、書店、 
菜市場、食品雜貨店、太空探險、消防隊、汽車修理廠、加油站、露營。 

※ 相關活動及教材建議請參考兒童遊戲（郭靜晃 譯） 
 

 
積木角的規劃 
 

 (一) 提供給幼兒的學習經驗： 
─ 認識並熟悉各種積木與單位積木間的關係。 
─ 學習大小、系列、形狀、空間、面積、分類…等概念。 
─ 增進空間知覺能力。 
─ 學習分享、合作並享受集體搭建的樂趣。 
 

 (二) 活動主題建議： 
動物園、城堡、高樓大廈、水桶、橋樑、迷宮、太空探險、骨牌、飛機 
場、碼頭、高速公路、室內設計與佈置。 
 

      ※搭建（積木）技巧學習活動建議： 
        限制數量搭建、依圖卡搭建、依模型搭建、高矮、大小或面積限制搭建、 
    描繪搭建成的圖形、自行設計藍圖並依圖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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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橘子園月訊 

 
   橘子園月訊 

                                                        第六期 

 
所長媽咪的話  

 
親愛的爸爸、媽媽、孩子們大家好！ 
    又是新學期開始，過完長長的年假看到孩子們又歡歡喜喜的來上學，掙扎、啼

哭、難分難捨的情形已不多見，寶貝們除了長高、變壯了，情緒也更臻成熟、理性，

相信爸媽您和我們一樣感到滿足和欣慰吧！ 

     記得去年五月橘子園剛誕生，一切從無到有，萬事千頭萬絮，所有的橘子人不

分晝夜，無視休假，兢兢業業的經營規劃，希望呈現一個完美的幼兒樂園，給期盼

多年的北投區家長們。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挫折和困擾，我們也竭力的克服和排解，

最無奈的是戶外攀爬網體能設施，因區公所、社會局、工務局幾個單位的業務繁忙，

溝通聯繫不易而耽誤了工程施工期，讓孩子們少了一處施展空間。去年底我們申請

工程款保留，一切建築手續也更積極進行中，相信本學期應可如期完工，請家長和

我們一起耐心期待吧！除此之外相信家長們多能肯定橘子園在環境、教學、行政、

師資的規劃上是用心的、專業的、有效率的。當所長媽咪必須離開橘子園時，也比

較能安心無愧的根大家說 Bye-Bye！九個多月的相處，當然有許多的不捨，孩子一句

「所長媽咪我愛你、你好漂亮喔！」就讓人窩心半天，寶貝們淚眼汪汪的在你懷裡

磨瞠都叫人心疼，還有家長的鼓勵支持、工作夥伴的同心協力，都是令我難以忘懷

的。所長媽咪因為有一個進修機會以及原來在兒童中心的責任未了，也衡量自己的

健康一時無法兼顧，所以才萬般無奈的決定暫時離開橘子園所長的職務，我愛橘子

園，願當橘子園永遠的義工，所以和大家還是後會有期。 
      三月一日起橘子園所長將由原種子園的可可所長接任，小朋友口中的可可老

師相信家長們也不陌生，而且從橘子園創園至今，可可老師也一直陪伴橘子園的所

有老師和孩子一起成長，因此對橘子園的行政與教學並不陌生，銜接上是可以讓我

放心的，若是家長有關於行政教學事務或孩子教養疑惑，可以直接與她聯繫。最後

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鼓勵，我將珍惜每一段經歷也懷念每一份情意，再說一句珍重再

見！ 

                                                   陸璐 于橘子園 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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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告示  
親愛的家長您好： 

 很高興的，能與您們在「橘子園」共同陪伴孩子一起成長，也很感謝您們這半年來，

對我們的支持與肯定。在與孩子互動的現場我們是極需家長您的經驗與意見，歡迎您隨

時與老師們就孩子的生活與學習作深入雙向的溝通。前兩週，各班分別舉行了家長會，

會中有的班就「如何為孩子選擇玩具」作深入討論，有的班則探討「角落教學」的意義

與精神或「孩子行為的了解與處理」。另外，針對今年大班畢業生，我們更舉辦了「小

學銜接座談會」會中我們邀請親子工作坊負責人暨成長團體資深帶領者楊俐容老師及湖

山國小一年級張瑞薌老師，來為家長就「小學目前現況」及「幼兒入小學前該有的準備」

做詳細的介紹，詳細的內容請看後面各班的教學內容。下面有幾見事項，是三月份的活

動預告請家長配合。 

◎ 幼兒健康檢查 

原訂於 3 月 13～14 日的幼兒健康檢查，由於北投區衛生所公文往返較慢，而需延期

約 1～2 週，屆時我們將另行通知，請家長特別留意。此次幼兒健診我們邀請到陽明

醫院家醫科何主任為孩子檢查，為了讓何醫師能更了解每個孩子的身心狀況，下週

我們將發給家長一份幼兒發展量表，請家長務必填寫，並於兩天內交回園內。 

◎ 消防演習（3 月 21 日） 

當天我們將舉行本學期第一次消防演習，為了讓孩子能隊防火逃生能有更清楚的認

識，並做好準備，請家長當天鼓勵孩子來上學，參與實際的逃生演習。 

◎ 戶外教學 

本學期從三月份起，為了讓孩子的學習能擴展到實際的生活現場、將教室延伸至戶

外，葉子班、果果班（因安全考量，以中大班為主）將配合教學主題，定期舉辦戶外

教學活動。每個月一次，每次戶外教學我們將酌收交通費 100 元（為了安全及座位舒

適考慮，每次每班戶外我們將租借兩部娃娃車。）若家長不想讓孩子參加者，請與班

級老師聯絡！ 

◎ 幼兒三輪車、腳踏車或遊戲車蒐集 

最近班級老師常帶著各種遊戲車到公園讓孩子玩，由於園中的遊戲車有限，孩子常

需輪流等待較長的時間。在此特別為孩子召募遊戲車，若您家中有不再使用的遊戲

車（1 歲以上可以玩的均可。如三輪車、踏踏車、腳踏車、動物車…）歡迎您捐贈給

園內，讓孩子有更多的遊具可以玩。謝謝您！ 

◎ 氣質量表（3 月 20 日～22 日） 

本學期我們將為小種子班及嫩芽班幼兒（以 2～4、5 歲為主，其他班由於年齡較大，

較易了解，不需施測），做氣質量表評估以協助家長與老師能更深入了解的孩子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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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質及其個別差異。評估費用為 150 元，若有意願讓孩子評估的袋鼠班及無尾熊

班家長請填寫回函擲回園內。（註：評估的方式，我們將請家長填寫問卷，並經電腦

分析處理，等結果出來後，我們再邀請專業心理分析師張黛眉老師為家長解說）。   

                                                        可可老師 

 

 

 

 

 
葉子班教學園地 

 

 
 
一、作息時間表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5 公   園   散   步 
0910~1030 角   落   活   動 
1040~1200 主  題  活  動 單：兒童劇場

雙：戶外 
1210~1510 午 餐、午 休、點 心 
1515~1530 角落分享 故事時間 角落分享 故事時間 
1535~1630 玩 沙 

＆ 
圖書館/積
木 

 
烹飪活動 大：認識注

音符號 
中：美勞 

 
體能活動

認知活動 
＆ 

精細動作活

動 
說明：1.星期五非劇場的上午，是戶外活動；.配合主題，會有出大戶

外的時間所以請著運動服及攜帶可背式水壺。若要搭乘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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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出大戶外，會事先通知並請於當日攜帶搭乘娃娃車費用

100 元。  
2.每月第一個星期三下午為當月壽星慶生會，無須替寶貝帶糖果

到園。大班幼小銜接課程也會適時與周五下午認知活動對調。 
3.本學期玩具分享日訂為星期五中午，可讓孩子攜帶與主題有關

的玩具或書籍、錄影帶。 
 
二、本學期教學重點 
1. 加強孩子遵守常規的態度及習慣。 
2. 培養孩子以正向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的態度與勇氣。 
3. 確實建立孩子發展上基本能力的培養（認知、思考、動作能力及語

言）。 
4. 建立孩子關懷他人及週遭事物的態度。 
5. 能發現自己的興趣並深入發展自己的興趣進而建立自信。 
6. 建立正確的閱讀習慣及精細動作能力（寫前練習） 
 
三、主題名稱及內容 
1. 車子：認識車子的種類、輪子的滾動及交通號誌的認識………等。 
2. 動物：認識園所的寵物、家中的寵物及生活週遭常見的小動物.等。 
3. 逛街：認識學校週遭的地理環境、方位及商店的特色…….等。 
4. 端午節：介紹端午節的起源、相關的節慶活動…….等。 
5. 我長大了：認識國小概況、國小生活；對即將升級的期待…等。 

※ 以上為先訂好的主題內容，待觀察孩子平日所談的話題、孩子

對主題的感興趣與否決定延續或改變主題，若有更動會在月訊

上的主題回顧告知。 
 
四、二月份教學內容 
    過完了年，開學囉！一個新學期的開始，先從適應學校生活、認

識新同學開始，所以在生活自理上練習整理工作櫃、清洗牙刷牙杯、

摺疊衣服棉被、整理書包，而後是角落的再熟悉，採輪角的方式熟悉

角落規則、學習新的玩具，作息時間的適應。 
    在提及佈置教室上，孩子說到道路、可以開車、外太空….等，所

以將主題訂為－＞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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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到戶外觀察車子及繪畫。 
實際探索車子及認識內部構造。 
輪子的製作：車子何以會滾動、用何種材料可以做輪子。 
車子的製作：利用作成的輪子配合車身製作車子，車子的裝飾。 
            組合積木組裝各式各樣的車子 
科學活動：討論製作軌道作滾動的實驗。 
搭建積木：用積木搭建道路及製作路標。 
 
角落活動： 
美勞角：摺紙－利用各種材質的紙，孩子自己翻摺紙書決定想摺什麼，

老師在從旁指導，現在已經到達對書上的圖有部分的了解，經老師提

醒就可完成，若是非常喜歡摺某物，如：蝙蝠，可以一直摺不論紙張

的大小，甚至可以教導其他人。立體工－將紙盒、空瓶、瓶蓋等製作

夢想中的車。 
 
積木角：依主題利用空心積木及單位積木搭建道路或是滾珠台，也有

將卡通內容落實的自由搭建，如神奇寶貝的家或是競技場。 
 
科學角：滾動的實驗－討論圓形的東西如何能滾動？怎麼滾？因而有

製作斜面產生。何種東西滾的快？因而有各種圓形材質的比較。怎麼

樣能讓彈珠依照我的指令滾動？因而有軌道的製作。 
 
益智角：拼圖－增加神奇寶貝和數馬寶貝拼圖，孩子對拼圖的興趣倍

增。數字賓果－利用現成的賓果卡（1－100）誰能先排成一直線誰勝

利；之後會加入 1 到 25 的賓果卡，鼓勵中組參與及辨識數字；撲克牌

（摸鼻子、蓋棉被、雙雙對對）、象棋－著重在複習與教導有興趣者，

中組開始試著參與大組混著玩，大組則開始練習熟悉規則與洗牌發牌。 
 
娃娃家：利用單位積木與海綿積木搭建動物的家及售票口，到娃娃家

的小孩可選擇扮演動物或是客人、售票員。（由觀察馬路上有什麼到可

開車到達動物園） 
圖書角：車子及動物書籍，廣或深的資料處，小孩可在此找資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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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過的注音符號磁鐵展示處，有興趣者可於玩磁鐵時摸熟注音符號。

故事錄音帶－購買單面五分鐘的錄音帶錄製一本書的內容，遇翻面則

敲三角鐵，讓孩子能邊聽故事邊指著字，於此中識字。 
 
其他相關活動： 
 
體能活動：滾動的練習－呼拉圈、輪胎、球 
          滑溜布－在滑溜布上下活動增進觸覺知能 
          空氣傘－貓抓老鼠、做蛋糕、七隻小羊等大肌肉發展團體 
                  活動 
 
音樂活動：大頭大頭下雨不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之變奏節拍。 
 
認知活動：大組~左與右、數之配對 1－20、順序 
          中組~整點時鐘之認識、剪剪看 
 
烹飪活動：炸年糕、地瓜圓、蔥油餅（從製作麵糰開始著手） 
 
語文活動：劍客   賈島                    塞下曲     盧綸                 

             十年磨一劍，             月黑雁風高， 

          霜刃未曾試。             單于夜遁逃， 

          今日把示君，             欲將輕騎逐， 
          誰有不平事？             大雪滿弓刀。 
 
 
本研究註：考量篇幅，僅放園方及葉子班的資料；其他班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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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角落計次表 

  孩子們在角落的活動內容    

 ●班級：        ●姓名：          ●日期：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是幼兒角落紀錄表，期盼藉著角落內容的介紹與參與次數的統計，讓您了解孩子在角落

的參與情形。在園內，老師依孩子喜歡的學習遊戲，安排了不同的學習角落。例如：美勞角、

積木角、娃娃家、益智圖書角、自然生活角…等，提供豐富的材料與學習情境，讓孩子經由自

由探索與互相學習，從事思考及創作的活動。因為活動是孩子自由選擇的，因此，我們可以很

明顯的發現每個孩子都有他獨特的興趣。例如：有一些孩子天天喜歡待在同一個角落，有些則

每天換，甚至有些孩子會一天換好幾個角落。相信您一定很想了解您的孩子學習狀況，

在                 ，共    天期間的角落時間裡，每天早上我們分兩個時段紀錄（9：30-10：

10、10：10-10：50），在每個時段中，孩子只要在該角落持續專注玩十分鐘以上，我們便在他

的名字旁邊做紀錄（以一次計），然後累積這些紀錄加以統計，這是一份可以提供您了解孩子性

向發展的資料，希望您長期保存。 

    美勞角      圖書角      積木角      娃娃家  自然生活角   益智角 

 

 

 

 

 

 

 

 

 

 

 

 

 

次數： 

 

 

 

 

 

 

 

 

 

 

 

 

 

次數： 

 

 

 

 

 

 

 

 

 

 

 

 

 

次數： 

 

 

 

 

 

 

 

 

 

 

 

 

 

次數： 

 

 

 

 

 

 

 

 

 

 

 

 

 

次數： 

 

 

 

 

 

 

 

 

 

 

 

 

 

次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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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同意書 
 
 
 

我知道本所有一班級將參與台灣師大家政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陳淑琦，所做的博士論文「建構觀點下幼兒學習歷程之研究」（暫定）

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將會由陳淑琦及另一觀察員李雯莉在班級中

做幼兒學習的現場觀察，錄影帶拍攝﹔及進行必要的訪談。為確保隱

私，研究中所出現的人物將匿名化，且研究資料也僅供研究使用。 

 

在研究的過程中，若有任何疑問，我有權詢問研究者，並進一步

要求研究者說明及澄清我的疑問。 

 

基於上述說明，我同意接受研究者的研究及資料的使用。 

 
 
 
 
 
 
 
所方代表簽名： 
 
日期： 
 
 
 
 
 
註：留給所長研究者緊急聯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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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老師的教育理念 

 

 

為了解這個班級，第一步要先了解老師；所以，要麻煩老師回答以下問題。

題目不少，真的非常感謝！ 

 

1.為什麼會從事幼教工作？是什麼時候決定要從事幼教工作？為什麼？ 

 

2.在從事幼教工作之前，有受過哪些專業的訓練或培育？哪些培育對妳是

有幫助的？ 

 

3.為什麼會選擇這裡做為工作的地方？最滿意的地方是什麼？為什麼？可

有不滿意的地方？是什麼？為什麼？有調整的空間嗎？ 

 

4.在到這裡工作之前，曾接觸過與幼教有關的工作或經驗嗎？是什麼？對

目前的工作有何幫助或影響？ 

 

5.請說說看妳現在對幼兒的看法？在此之前，妳對幼兒可曾有過不同的看

法？是什麼？為什麼？ 

 

6.請說說看當妳看到妳的教室時的想法？妳是如何決定教室的擺設與佈

置？在上學期中，有沒有什麼印象深刻的事件影響妳對班及環境佈置的看

法？現在妳對新學期班級環境有何想法？為什麼？ 

 

7.請說說看妳對上學期自己所安排或進行的課程中有沒有特別有感覺的經

驗？是什麼？為什麼？新學期妳想怎麼做？為什麼？ 

 

8.請說說妳對搭班夥伴的看法？妳們通常都是怎麼搭班？如果有不同的意

見妳們會怎麼溝通雙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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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兩位老師的回答 

丘丘老師 

工作前的學習經驗 

青少年兒童福利系是我原本所唸的科系，其本身就有許多關於幼教的課程及大三、四之實習，

大三是期中實習，每週一次，且是半天，覺得對自己的學習與實習單位認識不深，聽說大四

期中實習可以暑假實習抵，雖然時間加長許多，但自覺對己身較有益。 

一開始是讓自己對之後要工作的職場有所了解，例如：親師溝通、老師該做的事……  

 一年的實習，則是對老師一年所應該做的事有粗略的概念及從旁觀至實地試教，但說實話， 

真正擔任主教，還是不同的。例如：班級經營或規則與輔導老師仍有不同，所以，於主教（實 

習結束後的第一年）時，仍是一直在試之前對老師質疑的點與摸索。 

 

志向的決定 

想當老師是從小的志願，因為爸、媽皆為教育界「前輩」呢！且從小到大，遇到許多好老師，

心中一直有著感激，也希望以此為長大後的工作。大學大二暑假適逢學程第一年，朋友告知

有資格參與甄試，而認真考慮幼教或高職教師一事。 

 

對幼教工作的看法 

選擇幼教是因為孩子的純真，想回歸至孩子小時的學習，一方面是擔心之後在高職教書的能

力不足吧！與其想扭轉高職生的價值、思想，不如陪伴幼兒一同成長。 

 

到橘子園工作的原因 

一方面是「種子園」的名聲，二方面是仍想繼續學習，一直覺得自己的不足，或缺點，想有

所改進，三來是環境。橘子園的環境，對小孩而言，寬廣且與社區結合，又有公園。對老師

而言，大空間的開放，與資源（軟、硬體）的豐富。 

「橘子園」是待老師很好的職場，不論薪資，在薪資上待老師很優，而是老師的自主性

與「當 

你是老師」的態度，所以相較於之前(一年私幼小班)的管理，在這裡，我總是時時抱著

感謝。 

對幼兒的看法 

國家未來的主人翁，有無窮的潛力。只是覺得如何發掘或挖掘他們的潛力，很難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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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夥伴關係的看法 

很慶幸能遇到這麼「麻佶」（台語）的夥伴，她對孩子的包容，對我感受的敏銳度，讓我學習

許多且更有衝力。 

 

搭班關係與溝通方式 

一起討論課程，對於拿手或較有感覺、想法的人，去主控討論，至於分組活動，有討論後，

內容自行想，互相補助及協助。 

攤開來講，一開始開學前置作業時，就邊談邊做事，聊了很多，我們重視的點很不一致，所

以都是小事的溝通，或互相提醒，例如：學生的安全事宜、班級清潔問題。（丘 2001/3/31） 

 

對參與研究的感覺 

對啊，我覺得有人來看也很好，因為我們覺得…，可以看到一些我們沒有看到的點，或者是 

釐清一些東西吧！（正訪 2001/2/8） 

 

荳荳老師 

工作前的學習經驗 

在從事幼教工作之前，我只在大學內上過有關幼教的課程（如：幼兒發展、幼兒學習計畫、 

幼兒課程設計…）及到師大附幼實習（但時間不很長）；我覺得這一切讓我對幼教有個基本的 

概念；而給我最大的幫助是讓我對開放式教育很有信心；很相信幼兒有能力自發學習，確定 

我的信念。 

 

志向的決定 

我在大四時決定要從事幼教工作，因為一來一直以此為目標；二來，在實習時，比較過國中、 

高中＆幼稚園教的感覺，還是覺得不那麼制式化的幼教是我想要的。 

 

從事幼教工作的原因 

因為從事幼教工作的人讓我覺得他們的身上都有著一般赤誠的生命力。人的一生中，如果即 

可以的三餐溫飽的事業，而又能在其中一直保持自己如孩子般的充滿活力，希望和快樂的心 

情，那肯定是很棒的一件事。幼教工作讓我覺得是一個可以如此保持赤子之心的事業，而且 

孩子的不可預期性，讓我覺得永遠充滿雀喜和期待，這一切是我熱愛生命與人群的能源 

（荳 2001/02/11）。 

 

 454



我對為什麼想從事幼教有了另一種看法，有一天，我們在小歇聊聊時我也一直在問，＂大家 

那麼辛苦為的什麼＂，後來我找出答案了；「幼教容易讓人不斷的在教學當中，自我反思， 

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重看過去的自己，然後再活一次」，這是其他行業不太容易有的(荳 

90.06.14)。 

 

選擇橘子園的原因 

選擇在這裡工作是因為當初參觀「種子園」時，深受可可園長吸引，覺得做她的老師一定會

很有安全感及學習的機會。在這裡最滿意的地方是老師很有自主性，很備受尊敬，這裡被信

任的感覺讓老師勇於嘗試自己的教學。 

 

對幼兒的看法 

我覺得我現在對幼兒的看法和之前，沒有什麼大不同的；我依舊是認為幼兒是個個體性，是 

需要百分百的被信任和尊重；且他們有個別差異，他們受舊經驗影響，但他們的未來是不可 

限量的。但投入工作後，我看見了自己某些人性的極限，我的行為並沒有百分百的尊敬和相 

信孩子；有時候，我自己是可以允許不吃點心的，但是若父母要求一定要時，我也會要他們 

吃；我會希望我做的一些技巧被應用出來，有很多時候，我會因為他們無法應用感到焦慮， 

我是不是很沒有信心？我覺得我還是深深的相信我對孩子的信念；但我希望我可以更堅定， 

不受家長等影響。 

 

對搭班夥伴的看法 

我覺得我跟丘師最大的不同是她是個在教學上嚴謹的人，但她思路既快又清楚，而且非常成

熟及周全，這是令我非常欣賞的地方。 

 

搭班關係與溝通方式 

其實我們的搭班似乎沒有把很多來東西談得很詳細，我們似乎是靠著默契搭班的，但是給孩 

子感覺一致性是我們非常堅守的東西。 

如果有不同意見時，我們會坦誠的溝通，也許不一定是立即性，但一定會把問題拿出來談。 

 

對參與研究的看法 

我在每次與你的聊天中，都有很大的收穫和啟發…每次聊天完畢，我總是又有一堆＂理想＂ 

想要去實現。真的很謝謝你，你是我們的另一雙明亮的眼睛，幫我們看及我們有時候，沒看 

見的盲點，真的很謝謝！（荳 2001/06/14） 

 

 455



附錄七 觀察表 

幼兒：                 觀察員： 

日期： 

地點（角落或其他）： 

物（教具或玩具）： 

人（老師或同儕）： 

事（活動名稱）： 

時間 觀察內容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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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觀察內容記錄 

  

觀察內容的發現：（可勾選） 

若是角落活動，幼兒自己選擇、老師推薦、同儕邀約 

若是主題活動，幼兒的活動切合老師的目標或引導嗎？他有自己的意

見嗎？ 

是第一次接觸的活動嗎？是、否：以前曾玩過、延續前次活動 

如何跟物品互動？知道規則嗎？玩起來很純熟嗎？快樂或感興趣嗎？專心嗎？

持續嗎？ 

幼兒對自己所進行的活動有什麼察覺？是否發現矛盾？覺得困難？ 

會去尋找答案？如何找？以語言或行動：求助於老師？求助於同儕？ 

老師有介入嗎？主動？被動？是示範？或解說？ 

幼兒的反應？懂了？繼續操作？不懂？放棄該活動？ 

若有其他同儕，如何跟人互動？主動？被動？會參與？會討論？會合作？ 
 

活動後的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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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角落活動觀察紀錄：以 2001/2/12 為例 

 

2001/02/12 早上的教室一角。 

 
 

從公園回到教室後，大龍加入下棋 

9:21  
大龍與安安下棋，沒有對話，只是下棋，安安沒有注意可以吃的棋，而大龍卻

只顧下自己的棋，一輪到他就吃。 
9:24 
吃完對方的棋子，結束這場下棋，站起來。 
9:25 
又跪下來整理棋子。 

 
 

9:26 
換成大婕與大豪下，大龍觀棋 
9:27 
大龍：你們兩個，不然你吃掉，他就把你吃掉，還沒看完，一看到點心，就

說：我也要吃點心。大龍離開後，大婕與大豪繼續下，小柏觀看 
9:28 
大婕對大豪說：都不行吃，就繼續下。 
9:29 
大信加入觀看，也說：不可以吃，手也忍不住跟著翻動棋子 
大婕對照棋盤上的指示牌，然後說﹔這可以啊！哈哈哈 

 

9:31 
奇奇在圖書角看我最喜歡爺爺，很仔細的看，光光在旁 
奇奇：好好笑，並用手指說：對啊！他們兩個…但光光未繼續搭腔，他就繼

續邊看邊指，碰啊！ 
9:32 
把書蓋起來，轉身，大信找他下棋，但他沒興趣，去洗手，準備吃點心。 

 

 
 

 

 
 

 

 

 

 

 

小易是新生，丘師從旁協助他使用益智角的教具 

9:34 
小易跟著書上的圖形排玩具 
丘師﹔這個凸出來跟它不一樣，對不對？這個鬆鬆的，不對啦！ 
小易繼續排，但被聲音吸引，轉頭並說：誰在講機器人的話？ 
9:36 
小易：又有這邊，我要做這個！（註：飛機） 
9:37 
丘師：你自己用開，自己做，你會自己做（台語）那是什麼色的？小易拿形

狀 
丘師：對啊！（小易拿藍色） 
丘師：要先拿什麼？（小易又拿） 
丘師點頭，並提醒小易看清楚，小易把形狀轉一下 
丘師：喔！你聰明喔（台語）。小易繼續排 
丘師：你在這裡做，我去看哥哥（台語），摸摸他的頭，但未真的離開 
小易：喔喔！ 
丘師：怎樣？小易繼續對照圖案排形狀 
丘師：用好（台語） 
9:39 
小易繼續排，但看了一下美勞角的小朋友玩彈珠 
小易：那個很好玩耶！ 
丘師：哪個很好玩？彈珠喔？ 
小易：嗯！拼好了！（拿起來飛） 
丘師：咻咻咻！並唱起我是隻小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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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易移開拼接積木，並將書翻頁，說ABC耶！然後繼續看！ 
丘師：（指圖）這是一樣大，這是自己看自己做。 
小易：要先做這 
丘師：你要做這個啊？好！又開始唱我是隻小小鳥…. 
小易玩飛機，丘師也拿起飛機玩 
小易：怎麼沒人（台語） 
丘師拿飛機玩 
小易開始拼另一圖案 
丘師：嗯！你自己做！ 
丘師：嗯！（看別的小朋友玩） 
小易繼續拼，會依顏色尋找 
小易：老師（他可以找到所需的形狀，但感覺上會想依賴老師） 
9:43 
繼續拼 
丘師稍加指示，小易自己獨自拼 
小易：老師 
丘師：喔！繼續（台語）對啊！（暫時離開） 
小易：老師 
丘師：我來了，坐在他身旁。小易繼續找及配對 
9:45 
丘師：還有它的頭 
小易：拿了紅色形狀拼上去，拍手！ 
丘師：這是什麼？ 
大郁：馬 
丘師：馬、狗？滴答滴答 
小易將馬放一旁 
小易：老師，這呢？（台語） 
丘師：你看他們兩個有一樣嗎？像是不太一樣，你要做做看嗎？ 
小易：這一樣！（指著圖中脖子的地方） 
丘師：很像！（台語）拿馬的實物與該圖比，兩個都有這個（指脖子） 
   很長。你要做這個嗎？你自己做看看！（台語） 
小易：又開始翻書，突然說：老師，我要做一個機器人 
丘師：好！（台語） 
小易拿起像船的小組合玩 
丘師：船要開到哪裡去？（台語） 
小易繼續玩，並說：死掉了 
丘師：為什麼會死掉？在水中游泳 
小易手握玩具看前方一會，又回看自己手上，又轉身看材料櫃 
小易：老師 
丘師：耶！ 
小易繼續看書，然後說：我要做這個！並指圖 
丘師：嗯！你先做（台語） 
小易指圖，這比較長，我要做這個！ 
丘師：怎麼做？（註：因為沒有大小相同的配對圖） 
小易：沒有圖 
丘師：你可以自己想喔！ 
小易繼續翻，唉又！又開始拿做好的馬玩！ 
9:50 
小易：要收，要怎麼收？（台語） 
丘師：要怎麼收（台語）你想辦法，做成這樣，放進去（台語）。我先 
   做一個給你看，好開始放進去，要鬥好﹔再放進去，再來一個， 
   拿藍色，放進去，就好了！ 
小易跟著指令排 
丘師：這就是大的 
小安：擺一個（又拿出來） 
小易就試放，跑去擦鼻涕 
丘師陪大郁下黑白棋，並問：你去哪裡（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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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易：老師 
丘師再協助他放進去 
9:52 
小易放好一個，對老師說：老師，老師，我 
丘師：好 
丘師：換這個，這種也要放這裡，還有四個 
小易：我想辦法 
丘師：對！你想辦法放進去，你想辦法 
9:53 
小易：我做好了。這個呢？（台）老師？ 
丘師：這邊是黃色的！ 
小易：這嗎？老師？（此時，小易把第二個放好） 
小易：老師是這樣子喔！（第三個） 
丘師：不對啦！你還要想辦法！對！用好！嗯！對！放進去就可以了。 
小易繼續拿黃色接在一起，並自己嘗試形狀（轉頭看一下老師）又看前面友

伴，笑。 
9:55 
丘師看：繼續 
小易：老師，喔！（抱怨聲） 
浩浩：一起玩的 
丘師：這個哥哥要玩，給他玩，好不好？ 
小易：我先收。 

� 
 

 

 

 

 

 

 

 

 

家家在美勞角玩穿洞過關的活動 

9:57 

家家點心後就坐在美勞角前，有小萱、秀秀，一直在做穿洞板（配合過關章

卡） 

家家：我又穿一張了 

荳師：拍手 

家家：拆掉已經做好的穿洞板 

10:00 

家家跟秀秀說：先做這兩個，你要跟我用一張嗎？伸手拿穿洞板，這先給你

（秀秀） 

繼續找穿洞板，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拿一張穿洞板 

10:01 

家家看秀秀抓印章，決定先拿印章﹔蓋過關卡。 

秀秀：說臭腳丫一個。 

家家：我看！拿秀秀的印章，蓋過關卡。哇！這個更厲害，你看（拿 

給秀秀看） 

10:02 

家家：只能蓋六個喔！記得喔！ 

10:03 

又拿起一張穿洞板（蘋果）及線，開始穿，一上一下，會把線拉到底（算是

很踏實），但第四個洞穿錯了，線卡在板的一角邊，拆掉重弄。 

秀秀：家家，你看！ 

家家：你還要再蓋喔？ 

小萱：老師 

家家被吸引看了一眼，又回來穿洞，又看一眼，開始穿洞，二人雖並肩而坐，

但並未交談。 

 
10:05 
大婕拿了一本美勞工具書想要做 
10:07 

家家非常專心得在穿洞，完成時就對老師說：老師，我穿第四個了！ 

荳師：加油！你打算穿幾個？家家？家家剛開始未回應，老師再叫一次家家。

家家：六個！ 

荳師：你要闖關是不是？ 
家家：老師，可是它只有五個（指穿洞板的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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荳師：沒關係，如果你五個穿完，再來找我。 
家家：老師我早就穿完了。 
10:08 
拆掉穿洞板，拆好蘋果繼續找穿洞板，選了一張貓，又繼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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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室外的積木角開放，我也追隨幼兒的腳步來到積木角，而奇奇等人已

經在教室外的積木區蓋積木 

10:12 
奇奇已經在這裡玩一段時間 
10:14 
我：那是什麼？ 
奇奇：他們兩個在打架，本來…… 
10:15 
奇奇找玩具，手拿兩個玩具互相轟， 
奇奇：這一隻小是壞人，小魚老師，他壞人，轟就碎開了。看一下別人，又

拿小動物，指著小動物說：他是小士兵裡面最大的一個，他是小士兵裡面最

大的一個，小士兵都打不過他，就大士兵來， 
大宇：大士兵是恐龍對不對？ 
奇奇未理他，繼續玩﹔趴到地上，爬起，玩具放回籃，又進去拿積木，拿一

根長方形放下，又進去拿，一邊走一邊哼唱，又拿了三根長方形，搭好﹔又

進去積木儲藏區拿。 
我：你在做什麼？ 
奇奇：做城堡，城堡要睡覺了 
10:20 
我：你現在做的是什麼？ 
奇奇：這是他們要睡覺了，就不給壞人進來。 
小魚師：再五分鐘就要收拾了 
奇奇：今天可以保留嗎？ 
小魚師：等叮噹老師 
奇奇：小魚老師你不知道可不可以保留啊？ 
小魚師：好像星期三還是星期一，好像星期一還是星期三吧！ 
貞師：這個是什麼？圍牆是不是？ 
奇奇：壞人，然後壞人走到這裡，就會碰 
貞師：就會跌下去，你蓋這麼高啊！可能會掉下來喔！ 
奇奇還是繼續去拿積木 
貞師：你這邊也要圍起來啊？ 
我：怎麼那麼多壞人？ 
奇奇：沒有啊！有些壞人被髒東西弄到 
貞師：再三分鐘收拾 
10:24 
奇奇還是繼續去拿積木，一面疊了十根，另一面疊了四根又去拿，這時候，奇

奇蓋的圍牆被大宇不小心觸碰到就倒了，奇奇拿了一根積木回來，看到倒了，

卻沒什麼反應。 
貞師：沒關係，先收就好，下次你可以蓋低一點 
奇奇：可是上面的人… 
貞師：或是你可以這樣蓋，因為這樣面積比較少， 
奇奇：可是這樣蓋的比較少，比較快啊！ 
10:25 
奇奇把長方形放到小盤子 
貞師：我們再一分鐘就要收拾了 
10:26 
奇奇把長方形一條一條的收在盤子上，笑著聽其他小朋友和老師討論收拾時

間 
奇奇：那如果再兩千、三千、九千、八九千，不再給我們玩八千九分鐘。兩

千九、三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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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師：現在收拾了 
奇奇排一大盤後，想抬，但抬不起來﹔於是開使用推的，推到存放的門口 
大宇﹔跟小魚老師指奇奇 
小魚師：你搬得動嗎？ 
奇奇繼續推，到門口﹔大宇擋住他 
奇奇：幹嘛啦！ 
大宇：我要進去啊！ 
我：誰可以幫他（本想看看他的友伴關係） 
小魚師：我來幫你 
10:29 
奇奇開始一根一根的擺回櫃子裡 
小魚師：請你們小心點 
奇奇：我都輕輕的擺 
小魚師：不要再敲積木了，明天就不給你們玩了喔！ 
奇奇雖收積木，但只收長方形，也只注意這部分的積木，並未注意其他積木，

腳踏三角積木，當我看他，他踢走該積木，坐下來，並開始把三角形擺在小

長方形上面，旋轉積木，沒有繼續收積木 
貞師：你在做什麼？把盤子收起來！ 
奇奇把盤子收起來，說：丟垃圾喔！誰要丟垃圾？ 
大宇給了他一個立方體 
奇奇：我不是要這種的，我是要這種的！ 
大順：誰要丟垃圾？ 
奇奇：沒有人要丟，然後，又拿一根三角柱放在頭上 

 
 

 

 

 

 

 

 

 

 

 

 

 

隨著收拾，丘師師開始就團體活動的位置 

10:46 
丘師請大婕分享角落的作品，大婕拿出她做的東西說：貓捉老鼠 
丘師：她現在已經做到這裡，雖然還沒做完 
大婕主動的去拿那本書 
丘師：喔！她是看了有一本書做的，她想要照著這本書做 
兩三位幼兒湊過去想看 
幼兒：妳們坐好 
丘師：妳們坐下嘛，不然他不能講 
大信又跑到前面看 
丘師叫他回坐 
丘師：為什麼今天沒有做完，是因為長針已經六，還是你去哪裡？ 
大婕：長針已經到六 
丘師：為什麼妳喜歡在美勞角玩，大信你有沒有聽到？她好喜歡美勞角就好

像你喜歡益智角 
大信：我只是喜歡玩象棋 
丘師：謝謝大婕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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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家長調查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設計更適合您家孩子的學習活動，希望對孩子在家裡的學習狀況也有一番

了解﹔因此，設計以下問題。這些問題並沒有評分的作用，請家長放心的按幼兒

的實際狀況填答。謝謝！ 
 
一、家中行為 
填答方式：請依照以下題目中的行為出現率來勾選， 
總是：幾乎每天都會出現。 
常常：雖不是每天，但間隔頻繁的。 
偶而：隔一段時間會出現。 
從不：沒有出現過。 
 
行為項目 總是 常常 偶而 從不 
1.我的孩子在家會看電視     
2.我的孩子回家會討論班上所進行的活動     
3.我的孩子回家會談起班上的小朋友     
4.我的孩子回家會想或提到班上的老師     
5.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歌曲     
6.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唐詩     
7.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童詩     
8.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文字     
9.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美勞     
10.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律動     
11.我的孩子回家會展現在班上學過的棋藝     
12.我的孩子回家會說出在班上聽過的故事     
13.我的孩子在家會玩在班上玩的扮演遊戲     
14.我的孩子回家會玩與數字有關的遊戲     
15.我的孩子回家會玩與形狀有關的遊戲     
17.我的孩子回家會自己整理自己的東西     
18.我的孩子回家會安排自己的活動時間     
19.我的孩子回家會想辦法解決遇到的問題     
20.我的孩子回家會照顧自己     
21.我的孩子回家會關心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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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中教具或玩具 
 

填答方式：如果家中有以下教具或玩具，就請在格子中打勾 
 
 象棋 
 跳棋 
 圍棋 
 兒歌童謠類錄音帶或 CD 
 故事類錄音帶或 CD 
 音樂類錄音帶或 CD 
 兒童英語或美語學習帶 
 科學知識書類 
 生活故事類 
 童話故事類 
 注音符號讀本及練習本 
 數學讀本及練習本 
 美語讀本及練習本 
 著色練習本 

 彩色筆 
 蠟筆 
 水彩及水彩筆 
 黏土及工具 
 剪刀 
 膠水 
 色紙 
 拼圖 
 樂高組合玩具 
 卡通人物偶組合玩具 
 廚房用品組玩具 
 武器類玩具 
 電動玩具 
 電腦 

 
三、若家中有，但未列於上表內的教具或玩具請寫在這裡： 
 
 
 
 
 
 
 
 
 
 
四、對孩子學習的期許： 
 
 
 
 
 
 
 
五、對本班教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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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訪談錄音帶逐字稿 

 

2001/2/8 （本份錄音共 26 頁，此處僅放前四頁） 

卷一 A  

丘師：不會啊！應該說你代替可可園長來看我們。 

琦：可可園長就不會來嗎？ 

丘師：其實要說全部看啊，其實是你們真的是，因為上學期可可園長有進來是去，

對，是去看娃娃角，很好，很穩。 

琦：你那天說你們想出來再討論，結果那天你們想出哪些問題？ 

荳師：因為那天我們兩個要講的… 

丘師：是角的吧 

琦：對啊，既然談到角落，你們上學期是怎麼想角落的？因為我本來有問你們對

課室環境的問題，我想說到一個新環境，先要知道你們是怎麼想的？所以就給你

們那一些問題，就先從角落談一下，想說你們上學期是怎麼想的，看到那個教室

以後，你們是想到什麼樣的問題？ 

丘師：就想說我們要有什麼角啊！然後要放在什麼地方。 

琦：沒有學校說要什麼角的吧？ 

丘師：沒有啊！自己的班。 

琦：那你們怎麼決定的。 

荳師：好像覺得有些角是必備的。會有這種感覺。 

琦：像什麼？ 

荳師、丘師：美勞、益智。 

琦：這跟你們的興趣有沒有關係？ 

荳師：我覺得刻板印像。 

丘師：沒有。 

荳師：你說沒有是刻板印像還是跟興趣沒有關係？ 

丘師：都沒有吧！可能是其實你去每個地方，你以後，你看過。 

琦：可是荳師荳師，你以前，不是第一年嗎？ 

丘師：她在師大附幼實習。 

琦：看過。所以還是覺得美勞、益智是最基本的？ 

荳師：會。 

琦：然後呢？ 

丘師：書啊！圖書。對不對？娃娃，還有其實我們的科學角是，科學好像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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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一方面，我覺得是… 

荳師：因為那個環境就是不大。 

丘師：不知道，我覺得中班規劃的比較不錯。後來就覺得我們的科學角，好像用

不太起來。然後，我們之前上學期是會有一堂是會有自然課，就是我們希望他們

探索什麼，就把它放到科學角裡面去。比較沒有辦法跟著主題，這樣子。 

琦：所以，你們就會有分科嗎？比方說，有一節是自然課，有分科的上，是不是？ 

丘師：不是這樣的吧！因為上學期我們有在…利利公園，那時候比較是過度期，

然後接下來的話… 

荳師：可是…有科學的課，…，然後什麼有的沒的。 

丘師：那是在角落的主題吧！ 

荳師：可是我們也有上啊！ 

丘師：你說我們沒有上啊！ 

荳師：我說我們也有上啊！有啊！以前固定禮拜三、禮拜五… 

丘師：你說下午時間喔？ 

荳師：不是固定，是我們自己規定的。 

琦：對，這種想法是怎麼產生的？就是說，特別上禮拜三下午上科學或者什麼的？ 

丘師：我是覺得說就主題的話，有些東西，其實主題一直都是扣著美勞，比較多。 

琦：為什麼主題說會走那麼多美勞？比方說利利公園它很多其實是自然生態。 

丘師：對啊，所以說那時候就比較不缺乏，就沒有特別說要去用這個東西。 

琦：所以就是說，在你們上學期的課程經驗裡有缺乏，有缺乏的，你會獨立出來，

那這個有缺乏是怎麼看的，是從課程出現的比率上來看，還是看孩子的既定問題？ 

荳師：都有。我覺得都有，就單純課程上，在半節課上，都幾乎在上美勞的東西、

佈置，然後孩子的經驗也有關係，像會覺得有些東西他們不太懂，然後我們在帶

主題的時候，也不太上，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獨立出來上，在下午的時候，用一堂

課… 

丘師：我們就是會有科學… 

琦：那你們怎麼沒有在角落裡面，你們不是說，沒有讓角落自然，排出那樣的感

覺？比方說美勞跟科學平分那個區域，可是很明顯，就可以感覺美勞是最大的，

所以你角落的感覺是不是就已經顯露出他被探索的可能性？就是說他雖然美勞的

材料那麼多放在那裡，科學就這一面，又不是那麼的明顯，孩子在選擇角落的時

候，會不會很自然，他也就沒有，或者是說你們不知道上學期你們對角落佈置的

這個感覺，你們做角落的時候都是怎麼去評估，要加或要減還是要拿起來？上學

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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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師：你說角還是要角落的東西？ 

琦：角落的東西。角就已經是說，譬如說你們就覺得美勞是最基本的，圖書娃娃

你們也都覺得幾乎都有了，其他像科學，你們又覺得比較，剛才你們怎麼講的？

比較不好弄出來？還是覺得老師也很怎麼樣？ 

丘師：老師也很薄弱。 

莉：其他還有用音樂角。 

琦：對啊，還有音樂角。 

丘師：外面還有積木角。 

荳師：雯莉老師和淑琦老師都有去種子園看過，我去了種子園，回來之後，我第

一個很強烈的感覺就是，他們的一個幾乎老師在做一個角落，所以很多東西都可

以，那種感覺會比較可以專精，然後延續，像我在帶的時候，第一學期我會覺得

我沒有什麼組織性的在做角落的…，那我覺得像科學角在上到沒有什麼東西的時

候，我就會去想一想大概有什麼東西可以做，然後把它捉出來，放進去走，可是

那種延續性似乎不太夠。 

丘師：之前比如有水，比較有延續性的就是水，然後我們就是有那個課，我們就

是譬如有那個浮力，一些跟水有關的，就是放在那邊，就是有延續，每個禮拜就

是有那個水。 

琦：這些活動要去哪裡找！ 

丘師：所以就是覺是老是生不出來，然後孩子也不知道，就停住了。 

琦：那我就很想問說，像你們是新手，雖然他已經有實習跟一年的經驗，可是也

都還算蠻新的，三年內都還算新的。 

丘師：而且我以前那邊都還沒有角，完全都沒有角，對不對？跟環境都有關吧！ 

琦：那你們這樣怎麼樣成長啊！就是說，怎麼樣去看到問題？ 

丘師：不斷討論…。 

琦：你們倆個不斷討論啊？ 

丘師：不是我們，還有跟別人啊！像香蕉啊，問誰問誰這樣。 

荳師：香蕉她比較特別的是，她的東西都一直在這邊，所以你每次去問她，她都

會一直出來一直出來。 

琦：他有經驗，所以對她來說，她有一些先備的東西，跟孩子互動，會被激發出

來，那你們就會比較少對不對？ 

荳師：然後我們會想要去，…像我們有一些課程，是因為孩子比較不會去探索角

落，像益智角還好一點，美勞角就是固定那幾個，去探索美勞角，那就變成有一

些課程你必須要去介紹一些材料，或者是說，不然你有些材料放在那邊，孩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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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到尾都不會去碰他。 

丘師：就是跟主題有關，因為他們之前讀的幼稚園，他們就會說，老師我們要上

課，就坐下來寫功課。所以就是我們的那種討論方式，或是說我們接下來要做的，

譬如說你要自已討論或者是說要主動，其實他們是不太會的，我們才會在下午的

時候加強，也不是說加強，就是說會有一些技能上的訓練，能力上的，然後過來

就是能力上的增進。 

荳師：累積一些經驗，像大婕她很多東西，只要基本的東西跟她講，她就會一直

去創造。 

丘師：而且她很會看書。 

荳師：其他的孩子很少，有時候我們要告訴孩子制定性的東西，可是如果他的有

些東西，就是如果你告訴他的東西不夠具體化的話，他會完全沒有辦法去進行，

然後會跟這個老師一模一樣。 

丘師：那是你啊！就是講十二生肖，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牆壁那個，然後畫了一隻

兔子，然後一個蘿蔔，結果全部的人就畫的蠻像的，… 

琦：就是他們來自那樣學校啊！ 

丘師：可是問題是那是學期未了好嗎？而且還是大班耶！可是我之前在那個學校

（丘師丘師老師第一年的學校），可能就是美勞，我不知道耶！其實你說傳統，好，

老師今天想到什麼我們就做，但是其實他們能力真的很強，而且他們到最後，也

可以有很多的創意。 

琦：這樣的經驗會不會影響你？就是說你覺得很傳統，可是你看到他們後來的創

意，這個是怎麼連接起來的？ 

丘師：因為他做過很多的東西，他用過很多的素材，而且我們是因為固定每個禮

拜三有美勞老師。 

琦：可是，剛才的問題是你… 

丘師：你先說到的是角落的東西，你覺得什麼時候該拿起或，我覺得是看他們玩

的情況，拿起來的話，我只是覺得就是我會在下午的時間，或什麼時候，特別介

紹，或分組，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就是準備週，然後讓他們去熟悉那個玩具，那我

突然發現就是說，耶！其實大家都不會，或者是說那個玩具放在那裡，我可能就

會去介紹那個玩具，或者是說，讓大家來認識它，就是讓他們可以知道怎麼玩。 

琦：那經過這個學期，你覺得這個環境，對孩子還有對你，就是說你們規劃的這

個環境，對孩子還有對你，在教學上，（孩子在學，你們在教）它彰顯了什麼樣

的功能，或者是你看到了什麼好處，或者是你們看到了什麼樣的，你們這學期想

怎麼改變？因為你們剛剛，本來在討論角落嘛！  
丘師：本來我們想要改變圖書角。我們想要換位子。（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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