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本土小學堂教學活動教材設計 

來磺溪  深呼吸 

~從磺溪找回家的路 

 

摘要 

  本教案的設計是以學校附近磺溪的彩虹步道為主軸，突顯在地風情，引領學生

實際觀察為學習模式。透過學生作品來進行反向思考中式涼亭建築的特色，以及

可以設計的其他多元型態。讓學生親身經歷及認識磺溪的路線，藉由找到磺溪就

可以找到學校，並且找到安全回家的路。課程中，以多元介紹方式為主來提升孩

子的學習興趣，而親子活動的加入讓孩子跟家長實際踏查，有推廣健康家庭生活

之意涵。 

關鍵詞:磺溪 彩虹步道  

壹、 設計緣起與動機 

 

緣起 

   設計之初是因天母地區多欒樹而有所謂欒樹節，士東國小與磺溪為鄰，磺溪

畔的欒樹有著千變萬化的色彩。後來因「彩虹健康步道」的設立，偏磺溪橋新整

修的路段，種植了一整排的櫻花樹提供行人休憩時欣賞，而來自陽明山上硫磺地

帶的水源，使磺溪的水色澤偏黃，加上水岸有不少鳥類棲息形成美麗的自然景觀。

現在授課年段為低年級孩子，故輔以尋寶活動及繪畫活動，配合居住的磺溪題材

寫出本土化的在地教案。 



動機 

    學校走 200公尺就可以到磺溪，從「磺溪步道」上也可以看到士東國小，如

此近的距離就可以與大自然互動，就近享受清新的空氣遠離城市的喧囂，是運動

休閒的好地方。找到磺溪，沿著磺溪走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學校，就可以找到回家

的路。 

    「磺溪」在天母算是一個小特色，除了橫跨士林、北投區；黃昏時總是吸引

在地人士前往運動休閒，磺溪沿路有許多便橋、涼亭、運動場地，廟宇、醫院、

大使館座落其間，中西古今文化特色豐富。身處在磺溪沿岸的世界裡，希望親師

生偶爾能停下腳步歇一歇，抬頭欣賞「磺溪之美」，呼吸一下磺溪的新鮮空氣，

體驗一下大自然的奧妙。因此以此為主題作為「本土小學堂」的主軸，利用在地

資源認識在地環境。 

 

貳、設計方向 

     本教案設計選用主題跟建築與休閒相關，利用學校周遭的環境，製作一份

完整的地圖教學，結合美術創作及踏查，認識住家附近的環境，進而討論環保議

題。內容涵蓋動靜課程，加入踏查體驗及親子活動，藉由課程親近在地文化，提

升鄉土關懷之情，最後再透過學習單與製作美術作品，美化教室布置做為課程結

尾。 

 

參、教案設計 

設計限制 

1. 規劃路線要有吸引孩子的點 

2. 玩尋寶遊戲尋寶數量不能太少:溜滑梯、雕塑品、樓梯、橋、涼亭都是可以考

慮的要素 

3. 體力考量:低年級孩子行走時 1公里約需 10-15分鐘(不停留的狀態下) 

4. 設計面相可以包含: 學習活動內容、路線規劃設計、遊戲學習 



課前準備 

1. 路線方向、路程及內容規劃: 借用 Google地圖教學及測量，選擇健走路線 

 

 

路線(1)士東國小對面天母橋到同心橋到明德橋一大圈回來約 2.69公里 

 

路線(2)士東國小對面天母橋到同心橋繞一圈回來約 1.56公里 

 
 



2. 磺溪涼亭實景照片 

健走路線(天母橋-明德橋)出現的 8種造型涼亭 

 

  

  

  

  



活動一：想一想 
：我們的好鄰居~磺溪彩虹步道(認知) 

活動三：逛一逛 

：在地之美~特色涼亭 (情意) 

活動四：畫一畫 

： 創意涼亭(成果) 
 

 
 

活動二：比一比 

：路線了解規劃(常識) 

             一、實施步驟與實施流程 

 

 

 

 

  

  

 

 

 

 

 

 

 
士東國小 磺溪步道  

磺溪和學校是相鄰

的好鄰居，可以互

望。 

 

 

利用繪畫方式完成涼亭

設計並布置教室 
 

磺溪畔的踏查活動 
讓孩子在磺溪散。

步。 

 

Google地圖實際搜

尋並尋找學校及磺

溪的相對位置。 



 

從磺溪看學校 

 

從士東國小 5樓看磺溪 

 

從學校力行樓看磺溪 

 



二、教案內容 

單元名稱 來磺溪~深呼吸  從磺溪找回家的路 

課程說明 

    彩虹健康步道的設立，偏磺溪橋新整修的路段，種有一整排

的櫻花樹，偏大使館那有整片的欒樹，可供休憩時參觀欣賞。加

上磺溪來自陽明山上硫磺地帶，所以水的色澤偏黃，水岸有不少

鳥類棲息形成美麗的自然景觀。因為授課為低年級孩子，故輔以

觀察活動及繪畫活動，配合居住的磺溪題材寫出本土化的教案。 

設計理念 

    學校可以看到磺溪，從磺溪步道上也可以看到士東國小。因

為磺溪彩虹步道橫跨士林北投區，找到彩虹步道沿著磺溪走，就

可以找到我們的學校，孩子們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因此以此為

出發點利用健康步道題材寫出本市本土本地的在地教案。 

單元目標 

1.認識學校周遭的環境(磺溪) 

2.能愉悅地欣賞大自然之美 

3.能理解運動有益健康 

4.能辨認出磺溪跟學校的相對位置 

5.團隊合作尋找磺溪的涼亭 

預定教學

成果 

1. 呼吸新鮮空氣的健走有益身體健康 

2. 能獨立行走 1公里 

3. 熟悉認識學校附近的環境 

4. 學習在校外應有的禮貌及交通安全常識 

教學對象 低年級 教學節數 8節 

相關領域 健康與體育   生活領域 



能力指標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1-1-4 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活中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能。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意識的行為。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並學習快樂的生活態度。 

7-1-4 察覺不同親疏感的社區生活環境與健康互動的情形。 

7-1-5 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動關心環境，以維

護、促進人類的健康。 

生活領域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

習的樂趣。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

歧異性，欣賞其長處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課程架構 

曼陀羅心智圖 

 

地理位置 環境教育 涼亭建築 

路線規劃設計 天母磺溪 安全教育 

遊戲學習 地圖學習 繪圖 布置 

 



教學資源 

資訊設備：單槍、影片、網路 

學習單、圖片、作品範例 

   

教學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活動一：想一想~我們的好鄰居~磺溪彩虹步道 

*準備活動:簡報-學校望見磺溪， 磺溪看見學校 

*發展活動: 

1. 簡報介紹:學校望見磺溪， 磺溪看見學校 

2. 影片:磺溪介紹 

3. 內容提問: 

(1)學校哪裡可望見磺溪? 

(2)磺溪可以看見學校，代表什麼? 

(3)迷路時找到磺溪可能找到學校嗎?為什  

   麼? 

(4)和家人走過磺溪嗎? 

*綜合活動: 

     想一想:學校的建築?哪一棟離磺溪最近? 

  討論可看見學校的圖片中是在哪裡?我們要去磺

溪?走哪一個紅綠燈最安全?讓學生熟知磺溪在

學校對面。 

 

1節 

 

自製簡報 

 

校門口圖

片 

 

磺溪影

片:看見

天母  

能說出簡報

的圖片在哪

裡 

 

能從學校

(力行樓)指

出磺溪位置 



活動二：比一比~路線了解規劃(常識) 

*準備活動:校門口附近圖片、磺溪圖片 

*發展活動: 

1. 圖片欣賞:猜猜看圖片中的位置是哪裡? 

2. 利用網路 Google地圖實際搜尋並尋找學校

及磺溪位置 

3. 學生從三張較近的路線圖，跟學生討論要健

走的路線(計畫來不及變化快可以隨是改變

路線) 

  (1)學校到同心橋到明德橋回來約 2.69公里 

  (2)學校到同心橋回來約 1.56公里 

  (3)學校到明德橋回來約 1.48公里 

*綜合活動 

  1.請學生發表討論走磺溪的經驗 

  2.磺溪的主要陸橋(車子走的)學生認識幾座。 

  3.走磺溪時可能看到什麼?(溜滑梯、雕塑品、樓 

    梯、橋、涼亭、運動休憩場、水鳥、欒樹、櫻 

    花、廟宇……) 

1節 

校門口附

近圖片 

 

磺溪圖片 

 

 

單槍、網

路 

 

 

 

磺溪景物

圖片 

能指出地圖

中學校的位

置 

 

能參與討論

踏查路線 

 

能與同學分

享磺溪健走

經驗 

活動三：逛一逛~：在地之美~特色涼亭 (情意)  
 

*準備活動:邀請家長協助安全 

*發展活動:  

   1.出發前要注意的事項 

   2.踏查時要搜尋的景物(涼亭) 

   3.環境教育、動保宣導、安全教育、禮貌教育 

   4磺溪踏查 

*綜合活動 

    快樂出門平安回校 

3節 家長支援 

能注意安全

遵守秩序 

 

能找出 3個

以上的涼亭 

 

能從磺溪畔

看到學校 

 

能愛護花木

不攀折 



 

肆、教學照片暨活動過程欣賞 

  

運動後準備出發 綠色便橋上休息 

  

優游磺溪 賞櫻賞花賞磺溪 

活動四：畫一畫~創意涼亭(成果) 
*準備活動:畫紙畫圖用具、磺溪的涼亭照片 

*發展活動: 

    1.提問逛磺溪時有看到那些形式的涼亭 

    2.介紹磺溪的涼亭照片 

    3.磺溪很親民的設置休息地希望大家多去逛 

      逛，若你是設計師想要什麼樣得涼亭讓健走   

      的人們休息 

*綜合活動 

   1.圖畫分享與討論 

   2.磺溪的優點 

   3.如何從磺溪找到回家的路  

   4.創意涼亭:布置教室 

1節 

畫紙畫圖

用具、磺

溪的涼亭

照片(如

附件) 

能說出 3種

不同的涼亭

造型 

 

能描述圖畫

設計想法並

做分享。 



肆、教學照片暨活動欣賞 

  

磺溪便橋賞鳥 排一直線避免干擾路上行人 

  

天母橋旁的無名便橋 賞櫻花賞欒樹的好風景 

 
 

華興橋 華興橋-天母橋中的便橋 

 
 

磺溪畔的涼亭 磺溪路段中的標示(藍色路段) 



伍、學生學習成效與回饋 

  

介紹磺溪彩虹步道 介紹學校交通 

  

路線討論及規劃 涼亭討論 

  

創意涼亭設計 創意涼亭設計 

 
 

創意涼亭設計 創意涼亭布置教室 

 



陸、教學活動手記 

    磺溪範圍很大，為了配合低年級的孩子，只挑選學生容易記又輕鬆的路線來

規劃課程。介紹沿途出現的涼亭，各種不一樣的建築特色，進而讓孩子做涼亭的

規劃設計。 

    踏查活動中有遇到不同顏色的路橋便橋，鷺鷥水鳥偶爾會在岸邊棲息，這些

都是一些活動中的小驚喜小確幸，實際操作過程中老師的引導方向很重要，因為

低年級所以縮小範圍到涼亭的部分。整個磺溪彩虹步道若要走完，還是需要家長

利用假日帶孩子進行親子活動，需要尋求家長支援。因此開學之初的學校日就跟

家長預告將有社區踏查的行程，請家長利用假日陪孩子走一走磺溪。 

    回歸教室後涼亭的設計圖製作，孩子們創意滿滿，夢幻的、科幻的、科技的、

多功能的都有。設計過程中孩子還會不斷的聊天分享要畫的內容，短短的時間就

完成多采多姿的涼亭造型 

    我不是學建築的人，但是希望成為讓孩子恣意創作的人。本土教案說穿了是

透過課程讓他們有機會踏出教室以外的空間，透過課程，藉由活動讓他們了解居

住的環境有哪些好玩之處，而繪畫的呈現讓我發現孩子們有無限的創意空間。 

    我們走的磺溪彩虹步道的只是其中一小段路，就有 9處設置涼亭，8種造型

涼亭，其中只有一處造型重複。不到 2公里的路有數種涼亭，很有趣。下圖是站

在一個地方可以同時照到 2個涼亭，所以特別留下此圖。以上給學生的範例也都

是活生生的實體經驗。 

 



柒、省思 

一、理論應用上 

 (1)鷹架導向：適性引導、搭橋，由近而遠，由內而外的介紹做出連結及知

識遷移。(2)建構導向：課堂加入環保及動保的相關議題，引導多元思考與

環保概念加強對在地的環境產生情感。(3)專題導向：活動中緊扣生活四周

可見的涼亭，也完成對此學校位置的認知學習。(4)問題導向：利用問題發

現與問題解決歷程中培養愛護磺溪的情操。 

二、實施技巧上 

  (1)討論法：藉由接觸網路地圖結合住家景物經驗分享、逆向思考設計問

題；跟校園位置相互比較做學習。(2)講授法：網路使用、進行師生多元對

話。踏查法：實際踏查、親身感受在磺溪的環抱中。(3)E化學習：完成較實

用的簡報檔。 

三、教材/教具上。 

(1)自製教材﹕自製簡報、善用生活周遭的圖片。(2)應用現有教材﹕圖片。

活動中的教學簡報輔助學生建構概念、發展技能、強化思考。 

四、教學環境上 

  (1)空間硬體設計：校內外可以和磺溪對望，教學地理位置可以善用，家

長是最好的後盾，能適時參與活動將有助於活動進行。 

五、實施的優缺點 

     (1)優點:由認知點出發，讓低年級孩子知道迷路時找到士林北投的磺溪就

能找到學校，找到學校就能找到回家的路。(2)缺點:磺溪屬於線型規劃路線，

沿著水岸設計，因此寬度不大，教學時最多只能走兩排就佔滿步道，全班出

動略嫌狹窄。 

    磺溪就在學校的旁邊，孩子可以不知道大使館在哪？但是對於一個適合運動

休閒，強化親子關係的磺溪絕對不能錯過。磺溪地理位置優越，是適合教學也適

合親子活動的優質地方。來到天母就該認識磺溪，到磺溪放鬆心情；來到士東國

小就該清楚磺溪的位置，到磺溪認識天母在地風情。 

   



  教學不是只有老師教學生學而已，同時也能是學生教老師學。在地的本土活動

課程也加深我對校園周遭環境有更深層的認識，教學後的寬度與廣度也更完善，

讓我有更新的體驗、更新的感觸。 

捌、結語 

    天母的在地文化很多元，異國風情、萬聖節、欒樹節等大型活動都讓在地人

津津樂道，然而若沒有這樣多變化的樣貌，哪能襯托出多色彩的天母？美國學校

的園遊會及跳蚤市場活動也都選在此地年年隆重登場。或許他們都把磺溪當成生

活中的配角，而我卻情有獨鍾的把磺溪做為教學的主角。 

    磺溪畔會在秋季上演著欒樹變裝秀，一下綠一下紅，一下黃一下褐，也會在

春季上演著櫻花展，每棵樹就像模特兒，努力展現自己的風華。來天母走走，到

磺溪彩虹步道逛逛，這裡的在地之美等著你來親身體驗。 

玖、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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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gws_rd=ssl#q=%E5%A4%A9%E6%AF%8D%E7%A3%BA%E

6%BA%AA%E6%AD%A5%E9%81%93&spf=113 

3. 磺溪指位於臺北市北投區、士林區的一條河流，注入基隆河的支流外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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