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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ach 2012全國創意教學獎方案全文 

方案名稱：我的營養早餐護照 

參加領域：生活課程 

發表者名稱： 

參賽者姓名：王育清、沈盈君、許淯鈞、林曉筠、劉闊傑                

學校名稱：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 

Keyword： 

教學主題：早餐 

創意方式：做中學、角色扮演、社區踏查 

創意成效：獨立、自主、成長 

 

壹、創意教學背景 

一、緣起 

近年，在融合教育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特殊兒童於普通班級中與一般兒童一

起學習。為使特殊兒童學習有效提升，教育部九十八年所頒布的國民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到，國民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提及學生需要之十大基本能力。

由此可知，教育的重點不再只是追求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人數，而是積極追

求品質的提升。此信念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帶好每個學生」相呼應，亦與

特殊教育的精神「零拒絕」不謀而合。 

為因應教育思潮，本課程方案是在普通教育的架構下，引用全方位課程設計

的概念，調整能適應各種能力的學生學習需求之課程架構，採取部分參與的原

則，教導功能性及符合學生實齡的技能，有計畫地提供統合的經驗，讓學生所學

能符合社會需求，以提高社會效度。 

基此，本方案為針對特教班的學生，試行與社區結合的活動，並以生活經驗

緊密結合的課程為主，進行由做中學習的教學，希望藉由實際操作提升特殊學生

之生活經驗，故使用真實的材料，以進行有意義且完整的活動，使特殊學生能將

所學類化至生活中，以達成孩子具備帶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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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課程學習架構 

 

 

 

 

 

 

 

 

 

 

 

 

 

 

 

 

 

 

 

 

 

 

 

 

 

 

 

 

我的營養早餐護照 

實用語文：早餐點點名 

1、學生發表平日早餐用餐內容。 

2、認讀圖文式課文，並引導學生了

解課文內容並回答課文相關問題。         

3、識字教學：早餐品項之圖文配對 

4、詞語擴充：進行造詞，聯結詞彙

網絡。 

4、句型練習：說出/指出想吃的早餐

品項。 

實用數學：認識價目表 

1、從價目表/點菜單上找到要購買

的餐點金額。 

2、計算買早餐所需要的金額。 

3、使用 50元、10元、1元拿出足

夠的金額 

4、判斷是否需要找錢。 

生活教育：動手做早餐 

1、說出/指出製作早餐的材料 

2、使用餐刀將土司切成 4個三角形 

3、將果醬塗抹在土司上 

4、能將塗好果醬的土司疊合成三明

治 

5、使用烤箱烤土司 

 

社會適應：紳士淑女用餐一級棒 

1、進入早餐店後向老闆打招呼及點

餐用語 

2、在早餐店找到用餐座位。 

3、教導學生用餐禮儀，不隨意離開

座位並安靜用餐 

4、餐後收拾及垃圾分類。 

5、用餐後向老闆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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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教學策略實施 

 

 

 

 

 

 

 

 

 

 

 

 

 

 

方案的內容與品質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而教學策略是有效提升

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根據不同學習內容與學生個別需求，提供適性教學與重疊

課程，期使學生能夠獲得最佳的學習效率，茲將相關教學策略分為教材內容、教

學方法與學習環境三部分： 

一、設計功能性的教材內容： 

 （一）圖像文字識字法：將字的形體與圖像結合，圖像同時配合字的意思，以

圖像做為視覺回饋，強化學生記憶，前幾次的教學將圖片和文字同時呈現，待學

生漸漸熟悉之後，便可將圖片褪除。學生的進步情形與學習成果給予立即的回饋。 

 （二）生活化的教學活動：以生活問題為材料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由生

活問題的解決中發現數學的概念，熟悉之後便能自然地將數學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學習與生活互有關聯的情況下，學生較易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效果。 

教材內容 

 我的營養早餐護照 

 

教學方法 學習環境 

1、直接教學法 

2、多層次教學法 

1、圖像文字識字法 

2、生活化的教學活動 

1、零推論原則 

2、工作分析法 

採
取
策
略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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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多元的教學方法 

（一）直接教學法：將教材細化而明確排序，活動設計採小步驟的教學，教導數

學概念時，提供大量範例給學生學習，強調錯誤修正，充分練習與累積複習，對

學生的進步情形與學習成果給予立即的回饋。 

（二）多層次教學法：提供圖卡、字卡及實物多層次呈現，針對學生不同能力，

給予相同學習內容，不同學習難度及目標，評量與學習方式分為圖卡、字卡及實

物三方面。 

三、營造真實情境的學習環境： 

（一）零推論原則：盡量在真實、自然的環境下進行教學。由於特殊教育學童類

化、邏輯與推理能力較弱，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安排學生至社區早餐店吃早餐，

在真實情境下學習，避免學生產生不必要的學習干擾與困惑，也增加了學生跟社

區生活的連結。 

（二）工作分析教學法：將欲教導之技能有次序的加以分析，目標動作依發生的

邏輯順序，細分成數個獨立的分解動作，學生在完成各分解動作後，能串連成目

標動作，使學生較容易學習，有成就感，且符合特殊學生的學習特性。 

參、創意教學創新成效 

一、知識力 

（一）辨知力：經由辨認國字或圖片認識早餐名稱。 

（二）記憶力：熟記做早餐的相關步驟。 

二、情意表現力 

（一）自信力：學生能在早餐店自行完成點餐任務。 

（二）貫徹力：學生能盡自己的力量完成點餐任務，並努力不依靠他人協助。 

（三）精進力：學生願意表現更加適當的點餐禮儀。 

（四）發問力：學生願意主動向他人尋求協助。 

（五）合作力：在團體到達早餐店點餐時，能相互討論、表達意見，並遵守團體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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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力 

（一）理則性思考：學生能拿出正確的金額結帳，或判斷是否需要找錢。  

（二）連想性思考： 

1、擴展-能將買早餐經驗類化到購買其他物品。 

2、逆向-能從拿錯金額的經驗中，學習重新思考如何正確拿出。 

四、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一）知覺力：學生能知覺到是否塗抹適當的量在土司上。 

（二）評估力：判斷自己使用餐刀是否適當均分四等分，並可正確調整。 

（三）驗證力：能拿已完成的三明治對照形狀、大小。 

（四）綜合力：瞭解製作三明治的過程及材料拿取的量。 

五、資訊力 

（一）解讀力：學生能看懂早餐價目表，並準備足夠的金額。  

（二）組織力：能按照自己的邏輯拿出適當組合的硬幣。 

（三）應用力：能將習得的結帳技巧及點餐禮儀應用在實作上。 

六、創作表達力 

（一）正確性：學生能正確表達自己想買的早餐名稱，並拿出適當的金額付錢。  

（二）熟練性：學生能熟練製作早餐。 

（三）效率性：能判斷拿出適量的錢幣，避免太多單一種類的錢幣，拖延結帳時

間。 

七、技能 

（一）正確性：學生能正確表現製作早餐的技巧。 

（二）熟練度：學生能迅速、熟練製作三明治。 

（三）品質性：學生能完成美觀、份量均等的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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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方案課程教學研究 

一、教案設計 

教學活動

主題名稱 
我的營養早餐護照 單元名稱 早餐 

關 鍵 字 早餐、營養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 學 者 王育清、沈盈君 適用年級 特教班 

課程設計 王育清、沈盈君、許淯鈞、林曉筠、劉闊傑 

設計理念 

為達成學生帶著走的能力，本課程設計以生活課程為學習主

軸，並結合社會適應、實用語文與實用數學三個領域。透過動畫影

片、圖文配對、實地至早餐店購買早餐與實際動手操作的課程安排

及教材設計，並且在自然情境下進行教學，強調由做中學習，以零

推論的原則，將學習與生活經驗聯結，提升學生的類化能力。 

教學節數 

語文 16 節、數學 16 節、

生活教育 12節、社會適應

12節，共計 56 節 

主要領域 生活課程 

教學目標 

1、能認識早餐店餐點種類。 

2、能計算餐點應支付的金額。 

3、能製作水果果醬三明治。 

4、用餐禮儀與對話溝通能力。 

能力指標 

數學 

N-1-02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國語 

C-2-2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D-1-1能認識常用漢字 700-800字 

特殊需求-社會技巧領域 

2-b-1基本溝通技巧  

  2-1-1-1 能適當使用非口語方式與人溝通（如：以眼神注視他人） 

  2-1-1-2 能適當使用口語方式與人溝通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對於早餐有基本的概念。在實物、平面圖卡協助下，能認讀課

文，並具備抄寫語詞的能力。 

教學準備 
1、均衡飲食影片。 

2、學習單。 

評量活動 

1、形成性評量。 

2、操作性評量。 

3、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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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簡案 

 

 

 

 

 

 

 

 

 

 

 

 

 

 

 

 

 

 

 

 

 

 

 

   教學單元：我的營養早餐護照 

教學活動一 

   識字教學 

步驟 1：認識早餐名稱 

     步驟 2：說出/指出想吃的早餐品項 

   步驟 3：句型練習：說出點餐語句 

   步驟 4：在班上模擬練習 

 

 

步驟 6：學習單  

 

教學活動二 

  算錢高手 

教學活動三 

   早餐店巡禮 

教學活動四 

   早餐的製作 

步驟 1：找出價目表上的價錢 

步驟 2： 計算買早餐的總金額 

步驟 3：從 50元、10元、1元中，拿出足夠金額 

步驟 4：判斷是否需要找錢 

 

  

 

步驟 1：能遵守秩序排好隊伍  

步驟 2：進入早餐店後向老闆打招呼 

步驟 3： 在早餐店找到用餐位置 

步驟 4：遵守用餐禮儀，安靜吃完餐點 

步驟 5：餐後收拾及垃圾分類 

步驟 6：向老闆道謝、說再見 

 

步驟 1：說出/指認製作三明治的材料：土司、草

莓果醬、香蕉。 

步驟 2：使用刀子將一片土司切成四個三角形。 

步驟 3：使用湯匙塗抹草莓果醬在切好的土司上。 

步驟 4：將塗好果醬的土司疊好，並放進香蕉。 

步驟 5：將完成的三明治送入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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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照片 

  

早餐點點名：我會認讀圖文搭配的課文 

  

算錢高手：數一數，要多少錢 

  

早餐店巡禮：小朋友角色扮演當老闆與顧客，並指一指餐點的食物 

  

早餐店巡禮：排好隊，出發到早餐店用餐，並找一找我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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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店巡禮：小朋友自己跟老闆點餐，並學習等待送上餐點後，一起開動。 

  

早餐的製作：小朋友畫出自己的早餐，找出自己早餐的食物有哪些 

  

早餐的製作：實際動手做做看，好吃的烤香蕉草莓果醬三明治 

  

早餐的製作：小朋友製作卡片，並寫下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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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者省思及學生回饋 

 
王育清老師 

早餐是一天活力的來源，為了要教導特殊生養成每日用早餐的習慣，需要

設計與生活情境能結合的課程，並藉由課程教導小朋友用餐禮、製作簡易早餐

的方法，如此對特殊學生而言，比較容易記住。在過程中，發現孩子樂於參與，

特別是自己完成三明治時，對他們是一種成就感，同時也建立了孩子的自信心。 

劉又瑄小朋友 

自己點餐的小朋友好厲

害，我下次也要跟爸爸、媽媽

說，讓我自己來點早餐。還有

草莓三明治，自己塗果醬做

的，還放了香蕉，很好吃。 
張宗禮小朋友 

早餐好美味，我學會了買早餐，我以後要自

己買早餐，天天吃早餐! 

謝毓濡小朋友 

很謝謝早餐店老闆熱情的招待，自己買的早

餐很好吃，下次我也要自己來早餐店來買早餐

吃。 

沈盈君老師 

我們班的學生大多類化與推理的能力較弱，針對這個部份，這次的教學設

計就結合了學生平日的生活經驗與社區生活，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感覺到學生們

的學習動機有提高，且較為專注，希望下次的教學設計能再多跟社區資源做結

合，使學生能學習到更多實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