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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主辦 

合辦單位：南屯國小、士敏國小 

協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補助單位：教育部國教署 

台中場次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前言] 

與其空洞而抽象地去界定各個素養名詞，不如直接思考如何「教出」那個素養；透過各種

教法的對比與探究，想像中的、或模糊感覺到的那個素養，做為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它

的樣貌就會自然浮現了。（關於這一觀點的詳細論述，以及具體實例，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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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是概念形成的正常過程：不是透過語言、或別人說過的語言去論述，而是透過實

踐、或關於實踐的思考去形塑。可是──要哪裡去找「教出素養」的教學方法呢？ 

從去年開始，在森林小學奮鬥卅年之後，我們就展開了「分享森小系列」；現在又適逢教

育界「素養來了」的焦慮，我們就想，應該辦「教出素養研習營」，把森小卅年來的教學

方法分享出來，讓大家可以──可以帶一片森林回去！ 

[語文領域] 

這兒的重點，當然是在「教出」二字，如前所述，並不在研究抽象的素養概念。然而，一

旦鎖定教育的實務工作，就不能不考慮現實條件。以語文教學來說，森小可以從莊子到山

海經，從芥川龍之介到契訶夫，上窮碧落下黃泉，摘用任何材料來「教出素養」；但對於

很多老師來說，他們就只能被框在「課本」之中，無所遁逃於天地之外。所以，在「教出

素養研習營」中要分享給大家的，主要是森小教康軒或南一版的方法──要從這一片森林

中讓大家看到：即使是無聊的教材，也可以教得有意思；即使是充滿陳腐教訓的課文，也

可以讓小孩在思想上有所啟發。 

有人說，就算你們真能把「那種」課本教活，你們仍然不是我們，不能了解我們在學校遇

到的困難（學生沒動機，行政不配合，家長找麻煩，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教出素養

研習營」也有特別的設計：我們敦請多位在體制內任教的現職老師來現身說法，將他們多

年來在自己班上酌情採用森小教學的心得分享給大家──這些位老師的班級，我們私下戲

稱為「森小分班」：雖然並非隱身林中，但窗外早已佈滿翠綠的林蔭，開滿燦爛的花朵！ 

 

[數學領域] 

至於數學方面呢？則委請在體制內採用「數學想想」的老師，針對小孩會感到困難或紛亂

的部分，摘取數想中的相關內容，做成一個一個的簡短好用的「數想隨身包」；在「教出

素養研習營」中，我們就來說明老師在教「課本」的時候，可以怎樣隨手取用這些能量小

包，以豐富自己的教學內涵。當然，這是要藉著為小孩在數學上排難解紛的機會，讓老師

可以透過數想的教學方法，間接逹成「教出素養」的目的；所以，不用說，這些絕不是什

麼「讓你秒懂」的「懶人包」，只怕恰恰相反，得要是相當勤快的老師，才能享有隨手的

方便、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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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為、規範] 

然而，我們念茲在茲的素養，絕不能僅限於數學或國語這些學科領域；在日常生活中，無

論在家裡或學校，一個小孩要既能「獨立自主、批判思考」，又能「融入團體、遵守規

範」，才算是有了「生而為人的素養」。這當然是更困難的事，特別是對於尚未成年的小

孩；如何「教出」這樣的素養，則是教育上更大的挑戰。卅年來，森小在這方面做的更

多，走的更遠，而知道的人更少；尤其是對於還陷在獎勵與懲罰泥沼裡的台灣社會，這可

能更是難以想像的事。 

 

在「教出素養研習營」裡，就像國語和數學領域一樣，我們要請森小和森小分班的老師們

一塊兒，分享他們在這一方面的具體經驗；不是什麼空洞的原理與原則，也不講什麼抽象

的人本主義，就直接告訴大家遇到小孩的什麼狀況，用了怎樣的方法，以及，得到的成功

與失敗。每一個小孩，都是上天應允的一個許諾；他的未來，不由我們妄臆；然而，我們

若以誠心與智慧待他，他必不使我們失悔。 

 

[結語] 

從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說：素養是虛的，教法才是實在；現在，我們要跟大家說：教法也

是虛的，老師才是實在。各位城裡的、鄉村的、學校的、家裡的老師們啊，等你們來，來

帶走一片森林，帶一片森林回去吧！ 

 

【招生對象】 

‧教師，名額依場次不同，各 60~100 名 

【研習時數】 

寒假場次全程參與將有 18 小時研習時數。 

學期中場次全程參與將有 14 小時研習時數 

【研習費用】免費，請預先報名 

【線上簡章】http://bit.ly/hef-teacher2020 

【報名網頁】http://bit.ly/hef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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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國語一：掌握人間的密碼──拼音認字與閱讀理解 

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人間的密碼。但是，我們的孩子實際上從沒有學習密碼的感受。即

使只是ㄅㄆㄇㄈ，也要帶著孩子解碼，學會了以後進而編碼，才是正經事。森林小學的老

師們，琢磨研發著帶孩子在行走坐臥間理解聲韻與注音的學習方式，讓孩子不只記誦拼

音，而是藉著密碼掌握聲音、聲調。活學活用聲音的密碼，進而解鎖意義的密碼。 

 

國語二：開啟心智的泉源──閱讀理解與寫作表達 

言之有物的前提，可不是腹有詩書。有詩書，還要有理解，更要有批判，才會有反芻。看

似一個過程，實際上首尾連貫。要提升的，不是任何一環，而是整個眼界。森林小學中的

教案設計，帶著孩子去「讀」。讀字，讀句子。更重要的，讀言外之意，讀那「沒寫出

來」的意義，達到真正的閱讀理解。有了理解，才有孩子一己真正的意見。我們將要分享

與孩子工作所發現的眼界、想法，和說法。 

 

數學一：由自己出發的數學 

由小孩自己出發，就不是從課本、或從老師出發；說要由自己出發學數學，到底是什麼意

思呢？ 

要讓小孩面對一個又一個、意味深長、值得探究的好問題，才能激發他想一想的動力；然

後，他還需要受鼓勵，盡量去發揮直覺，大膽地想像和猜測，不怕犯錯；於是，一次又一

次，在他主動參與的討論中，經過澄清迷思、發現方法、克服難關、挖掘本質的過程──

不僅數學概念建立了，問題解決了，他也越來越愛想，越有能力想，而變得不一樣了。 

在這一堂課，我們將提供許多具體的材料和實踐的經驗，與大家分享：如何帶小孩學得興

味盎然，讓數學和他自己很靠近。 

 

數學二：數學能力的提升 

學數學，是要學一種看事情的眼光：除了能從紛紜的事物中看到重點，還要超越表象，能

洞察一般人沒看到的本質。 

比如學質數，一般書上先提供例子，交代定義，然後就練習判斷某數是否為質數──這樣

的認識，只停留在技術的層面，不能滿足人求知的需求。我們主張，雖然在小學，也不輕

易放過那些自然會有的、深入的疑惑，例如：當初怎麼想到，從數字裡面分出質數？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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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根據那樣的標準來區分？為什麼「1」不算是質數？……帶小孩瞭解「質數」的來龍去

脈，也就引他體會了「數學思維」是怎麼回事。 

當然，要提升孩子真正的數學能力，關鍵還在於「怎麼教」。這堂課，我們同樣會從實務

說起；再請大家一起參詳討論，如何為數學課創造紮紮實實的新面貌。 

 

生活一：解放老師的煎熬──陪孩子成為他自己 

課室經營也是教學。教孩子適應規範，適應群體。教授學科知識的老師，為什麼要在教導

生活和規範時在吼叫，哨子，和藤條裡煎熬？每一個教學者，都期待著和孩子一起找到適

合自己也友善旁人的那個「好孩子」。森林小學的老師、與人本一起工作的老師，30 年來

一面體貼、尊重孩子的樣貌，一面通過嚴格的試煉，力求課室經營觀念上和手法上的進

化。讓我們一起來分享讓孩子不必怕老師，老師不必兇孩子的新方法。讓我們一起來找對

方法，找到課室中學和教都自在而彼此疼惜的樣貌。 

 

生活二：帶領孩子脫困──對成長的艱難伸出援手 

說穿了，我們心中都有同一個問題，如何不讓孩子在經歷成長的困難是自我否定？孩子在

校園中，已經在面對一個社會。那個孩子的社會，總是模仿著他們的父母以及我們這個大

人的社會。甚至，那個小社會，比我們的大社會更容易失去分寸。如何在一開始就對懷疑

自己或飽受欺負的孩子伸出援手？其方法，想必是帶著孩子一起發現真正可以模仿的對

象，以及和孩子一同理解社會中人際運作的光明與陰暗。具體怎麼做？森林小學的老師們

期待和你分享他們的實務經驗和方法，帶孩子在他們之間營造一個溫柔體諒的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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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課程表-寒假三日場次]  2020/2/4（二）-2/6（四）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9:00-10:00 9:30~9:50 報到 
【語文】 

開啟心智的泉源 

—閱讀理解與寫作表達 

報告：戴菀萱+吳仲堯 

評論：邀請中 

【生活】 

帶領孩子脫困 

—對成長的艱難伸出援

手 

報告：周長誼+謝淑美 

評論：王儷靜 

10:00-
11:00 教出素養 

-史英 

11:00-
12:00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1:00-3:00 

【語文】 

掌握人間的密碼 

—拼音認字與閱讀理解 

報告：何淑真+薛翔文 

評論：邀請中 

【數學】 

數學能力的提升 

 
報告：邱曉芬+林欣儒 

評論：張明強 

老師的素養 

-馮喬蘭 

3:30-5:30 

【數學】 

由自己出發的數學 

 
報告： 

薛文哲+邱曉芬 

【生活】 

解放老師的煎熬 

—陪孩子成為他自己 

報告：黃毓杏+吳盈頻 

評論：謝淑美 

 

 

[課程表-學期中兩日場次] 

台中：3/21（六）、3/28（六） 

宜蘭：5/16（六）、5/23（六） 

 第一天 第二天 

8:20-8:40 報到 

8:40-10:20 
教出素養 

-史英 

國語 II 開啟心智的泉源 

報告：戴菀萱+吳仲堯 

 

10:30-12:10 

國語 I 掌握人間的密碼 

報告：何淑真+薛翔文 

數學 II 數學能力的提升 

報告：邱曉芬+周長誼 

12:10-13:10 午餐 

13:10-14:50 
數學 I 由自己出發的數學 

報告：薛文哲+邱曉芬 

生活 II 帶領孩子脫困 

報告：林欣儒+謝淑美 

15:00-16:00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16:10-17:50 
生活 I 解放老師的煎熬 

報告：黃毓杏+陳彥潔 

老師的素養 

-馮喬蘭 

*備註：課表順序可能依講師時間而有微調，請以行前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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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評論者及助理講員介紹]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張明強：中興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王儷靜：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薛文哲：士敏國小校長 

邱曉芬：人本教育基金會想想研發中心主任、數學想想國教學長 

林青蘭：森林小學校務主任 

謝淑美：森林小學生活主任 

何淑真：森林小學教學主任 

吳仲堯：宜蘭員山國小教師 

林欣儒：宜蘭員山國小教師 

周長誼：台南光榮國小教師 

黃毓杏：基隆八堵國小教師 

戴菀萱：森林小學教師 

吳盈頻：森林小學教師 

陳彥潔：森林小學教師 

行政及報名資訊 

【線上簡章】http://bit.ly/hef-teacher2020 

【報名網址】http://bit.ly/hefteacher 

【招生對象】教師，名額高雄場次：80 名、台中場次 100 名、宜蘭場次 60 名。 

【營隊日期、地點】 

寒假高雄場：2/4-2/6，三天。地點：高雄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室（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7 樓) 

學期中台中：3/21、3/28，兩天。地點：南屯國小（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 968 號) 

學期中宜蘭：5/16、5/23，兩天。地點：士敏國小（宜蘭縣蘇澳鎮光明路 8 號) 

【課程費用】免費，需預先報名。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三日場將有 18 小時研習時數，兩日場將有 14 小時研習時數。 

【更多資訊】 

高雄：07-7260833#121 古小姐  傳真號碼：07-7260315 

台中：04-23200078 黃小姐  傳真號碼 04-23205734 

宜蘭：02-23670151#173 魏小姐  傳真號碼 02-23625015 

或至 FB「人本教育學院」專頁私訊或留言詢問，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ef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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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到底什麼是素養呢？各家論述汗牛充棟；總覽起來可以有一個結論：需要一種素養才能

「理解素養」，而這恰好是教育界所欠缺的。何以見得果然是這樣呢？看大家只討論「學

生」應該擁有哪些素養，卻總不肯面對「自己」在教學上怎麼落實，就可以知道了。 

 

或曰：素養是目標，教學是手段；先釐清了目標，再來講究手段，也很合理。然而，這種

目標與手段的二元論，只適用於某些單純的事情；例如，可以先確定目標是哪根釘子，再

來考慮要用哪隻鎚子。而需要深度思考的情況則與此相反，目標和手段往往相互滲透，不

能分開；例如，是否可以用非民主的手段維護民主，必然涉及民主這個目標的本質。 

 

至於教育，手段和目標的關係又更複雜：很多目標，根本要透過手段來定義；不談手段，

只談目標，就會淪為「作文比賽」。所謂素養，恰好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與其空洞而抽

象地去介定其中各種名詞的意涵，不如直接思考如何「教出」那個素養──透過各種教法

的對比與探究，想像中的、或模糊感覺到的那個素養，做為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它的樣

貌就會自然浮現了。 

 

這其實是概念形成的正常過程：不是透過語言、或別人說過的語言去論述，而是透過實

踐、或關於實踐的思考去形塑。 

 

例如，在數學或科學領域中，不時提到「溝通互動」這項「素養」，對於很多人來說，這

不過是在理科的「硬功夫」之外，硬加上一些花俏的表演罷了，以致於對於這項素養的說

明，除了掌握「語言符號」、富有「同理心」外，竟然「淪落」到連「善用媒體」也要拿

出來講。但如果我們從「怎麼教」的方向切入，事情就會完全兩樣：這不止是說要用溝通

的方式（不能填鴨）教學而已（這是廢話），而是說，傳遞給學生的「硬知識」本身，就

必須是「對話式」的（不僅是傳遞的過程必須通過對話）。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試著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在關於「浮力」的教學中，可以首先帶

領學生「反思」自己為什麼會覺得「比較深的水中浮力較大」，而不是「水比較多（在較

大水域但深度相同）時浮力較大」。等到學生發現這和「把一個空瓶壓入水中時，沒入越

深水的阻抗越大」的經驗有關，而這個經驗其實和池中或容器中的水深無關，就可以順利

地把浮力和「排開水的多寡」聯繫起來，這樣，就和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等於排開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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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距離不遠了（後續的教學手法暫時略過）──這整個的教學過程，就是讓學生透過

「和自己溝通」來掌握「硬知識」，而他所掌握到的硬知識，先天上就帶著強烈的「溝通

互動」的本質；其實，這也就是伽里略在他的「兩個世界的對話」中所展現的科學精神：

透過幾個不同角色的相互辯難，展現他的科學見解的思辯性──而不是權威性！ 

 

以上所描述的教學方法，在相當程度上「定義」了科學中所謂的「溝通」素養：如果不去

改變科學思維的內涵，只是拿著制式的材料去和別人「善意溝通」，那充其量只是一種溝

通技巧，不僅和科學搭不上，甚至也稱不上是一種「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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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手機  

任教學校  市話  

任教年資  餐點 葷食/素食（請圈選） 

任職科目（請圈選） 導師/科任_________科/其他_______ 目前身份 正式教師/代理教師（請圈選） 

E-mail (寄發行前通知使用，請務必填寫您可收信的信箱) 

請填寫您對營隊的期待，或希望我們多談的內容。 

 

 

 

 

 

 

 

 

 

請填寫您目前對素養導向教學的理解，或疑問。 

 

 

 

 

 

 

 

請填寫您目前在國語、數學、生活常規等教學上較為困擾的事 

 

 

 

 

 

□本人已完整閱覽、理解並同意「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內容連結： 

您是否願意日後收到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相關消息：□是  □否 

您曾經參與過其他人本的活動嗎？  □ 是，活動為                          □ 否 

教出素養教師研習營  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