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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範例架構 

一、 名稱：品格最重要 

二、 目標：透過情意教育方案的實施，進行班級經營，提升學生增強自信心與自律的動

機，並能尊重與包容。 

三、 對象：國中三年級 

四、 問題類型：學生缺乏自信與自律，班級缺乏秩序與積極 

五、情境說明：班上的學生面臨更換導師及任課教師頻繁的狀況，因此國一上學期屬於

極端不穩定的狀態，在透過校方全力支持下，將班級置於學務處隔壁，原意希望就近協助

教師管理，但又怕學生感受到被貼上標籤，因此一直努力透過小幫手的訓練以及情意教育

方案的推動，希望透過班級信心的建立，讓學生重拾學生應有的自信與自愛。 

六、設計理念：本教學方案考慮到學生的學習特質以及身心發展狀況，採用體驗學習、

欣賞學習與文章閱讀等多元策略，讓學生能發揮其多元智能（包括肢體動覺、語言智能、

視覺空間、人際智能、內省智能與自然觀察智能），進行較深化的學習，以達到增進互助

合作、關懷他人、尊重包容、公平正義等教學目標，從而提升其道德敏感度與正向處理情

緒衝突的能力。以下為教案，並配和其他影片分享與閱讀短文討論的實施說明。 

   （一）體驗活動：  

1.我的神奇寶貝蛋：配合性別平等教育，讓學生進行孕婦生活的體驗課程。 

2.口繪畢卡索：融入特殊教育理念，讓學生進行「口繪畢卡索」的體驗活動。 

（二）欣賞學習： 

1.送行者影片欣賞：配合職業試探的理念，讓學生了解職業不分貴賤，皆須平等尊

重的態度。 

2.百年愚行：讓學生透過教學 PPT的照片欣賞，了解戰爭或環境破壞帶來的危機。 

（三）文章閱讀： 

     在聯絡簿中貼短文，讓學生每週於聯絡簿中進行心得寫作，體會各個主題的意旨

（包括尊重、平等、包容、關懷、紀律等主題），並與老師及其他同學分享感想。 

 

 

 

 

七、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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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驗活動部份 

教學單元：我的神奇寶貝蛋 

活動名稱 我的神奇寶貝蛋 適用年級 三 

設計者 郭如育 適用課程 輔導活動課、體育課 

教材來源 自編 適用場地 班級 

教學時間 45 分鐘 使用器材 生雞蛋、自製保護套 

道德意涵 同理心、愛惜生命之體驗 參加人數 24 人 

教學研究 

壹、教材分析 

本教材為自編教材，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彩繪蛋殼的活動；第二部分 為

「我的神奇寶貝蛋」體驗活動。 

貳、教學對象心理特質分析 

體驗活動中，教學對象的心理特質包括：學生對於父母的角色扮演仍有難以

妥善分工的情形。 

參、教學思維 

藉由體驗活動的進行，教導學生認識父母親角色扮演的責任，並學會同理父

母親擔任親職的辛苦，以及愛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態度。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認知認識父母親角色扮演的責任 

情意同理父母親擔任親職的辛苦 

技能學習愛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態度   

對應情意教育目標為「同理心」、「關懷」之培養 

對應道德認知發展目標：第三階段「相互關心或體諒」之道德推理。 

活動進行流程（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教學媒體 備註 

一、準備活動 

(一)活動名稱：我的神奇寶貝蛋 

(二)活動方法：請學生分組，兩人一組從家裡帶一顆蛋(教

師於蛋殼外以印章統一印記，以免學生擅自更換)成立一

個小家庭，負責在一個星期內維護蛋的安全。教師可教導

學生自製雞蛋保護套，並指導學生如何開始護蛋活動。 

(三)活動規則(5 分鐘) 

1.教師先指導學生自製保護套包裝蛋，並依同學自行分

組，兩人為一組，將包裝後的蛋分組照顧。 

2.指導學生將蛋隨身保護，並拍照加以觀察，另外請同學

將書包或枕頭環綁於自己腰際，模擬媽媽懷孕的情形。兩

人一組扮演父母的角色。 

錄影機 

照相機 

抱枕 

籃球 

發下學習單，

進行一週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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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同學在一星期活動時間內自行分工照顧蛋的安全，不

能讓蛋破裂。上課時必須背著抱枕進行課程活動，包括行

進、蹲坐、跳健康操、綁鞋帶、睡午覺等。 

 
4.體育課讓學生進行打籃球與慢跑的活動，讓學生體驗孕

婦活動的辛苦。 

二、發展活動(35 分鐘) 

(一)活動期間內由學生依學習單完成記錄。 

(二)引導學生體會生命可貴及父母照顧之辛苦。 

1.擔任父母親角色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2.照顧孩子的責任與辛苦為何？ 

三、綜合活動(5 分鐘) 

將學生學習單蒐集，並加以展示、分享。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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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口繪畢卡索 

活動名稱 口繪畢卡索 適用年級 三 

設計者 郭如育 適用課程 輔導活動課 

教材來源 自編 適用場地 班級 

教學時間 45 分鐘 使用器材 圖畫紙、橡皮圈、水彩 

道德意涵 同理心、接納、關懷 參加人數 24 人 

教學研究 

壹、教材分析 

本教材為自編教材，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口繪畢卡索」體驗活動； 

第二部分為「同理心」、「尊重」的道德問題討論。 

貳、教學對象心理特質分析 

體驗活動中，教學對象的心理特質包括：學生對於以口繪畫感到難為情或不

便而不願配合。 

參、教學思維 

藉由體驗活動的進行，教導學生體認殘障人士的不便，並學會以同理心幫助

殘障人士，學會愛惜自我、尊重生命的態度。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認知 1.認識何謂失能者。 

         2.體認殘障人士的不便 

情意學會愛惜自我、尊重生命的態度 

技能學會以同理心幫助殘障人士 

對應情意教育目標：「同理心」、「尊重」、「接納」之培養。 

對應道德認知發展目標：第三階段「相互關心或體諒」之道德推理。 

活動進行流程（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教學媒體 備註 

一、準備活動 

(一)活動名稱：口繪畢卡索 

(二)活動方法：請學生分組，自備水彩筆及圖畫紙、衛生紙、 

橡皮筋、顏料。 

(三)活動規則(15 分鐘) 

1.引起動機：老師引導學生討論自己的長相或身體，如果可能

的話，希望有哪些改變？ 

（如：高一點、瘦一點、鼻子挺一點、長得帥一點）  

2.說一些真實故事激勵學生，舉出有哪些人沒有手卻可以努力

用腳使生命飛揚；沒有手卻能打出籃球的一片天；沒有手也能

畫出精彩人生？ 

3.引導學生思考上天給予每個人的或許並不一樣多，如何去珍

惜並善用自己生命所有的，讓自己的生命閃閃亮亮才是最重要

的。 

水彩筆 

圖畫紙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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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25 分鐘) 

(一)教師先指導學生將水彩筆的上端以衛生紙包覆，並以橡皮

筋固定。 

(二)請學生在紙上作畫，過程中手要背在腰間後背不得用手。 

  
(三)請同學在畫好後在班上發表。 

 
三、綜合活動(5 分鐘) 

(一)將學生繪製圖畫加以展示、分享。 

(二)活動期間內由學生依學習單完成記錄。 

(三)引導學生體會生命可貴及健康之重要，並了解殘障之不

便。 

(四)照顧殘缺人士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五)如果班上有這類同學，在學校環境和同學相處時須注意哪

些地方？ 

(六)請學生發表學習單內容並給予回饋。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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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欣賞學習部分 

教學單元：送行者 

活動名稱 送行者 適用年級 三 

設計者 郭如育 適用課程 輔導活動課 

教材來源 自編、送行者 適用場地 班級 

教學時間 三節課（135 分鐘） 使用器材 影片、學習單 

道德意涵 同理心、關懷、尊重、平等 參加人數 24 人 

教學研究 

壹、教材分析 

本教材為自編教材，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影片欣賞；第二部分為學習單

討論。 

貳、教學對象心理特質分析 

教學對象的心理特質包括：班上有一些孩子在國小時失去父親或母親，常在

作文中描寫難過之情，但有些孩子正值青春期，甚至常無照駕駛，不愛惜生

命。 

參、教學思維 

藉由影片欣賞與討論，教導學生以同理心體會失去生命與親人的痛苦，並學

會以尊重平等的心面對各行各業的人。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認知體會生命平等的意義 

情意 1.學會愛惜自我、尊重生命的態度 

         2.能自我坦誠、接納生命的不完美 

對應情意教育目標為「同理心」、「尊重」、「關懷」與「」「平等」之培養 

對應道德認知發展目標：第三階段「相互關心或體諒」與「重視團體和諧」之

道德推理。 

活動進行流程（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教學媒體 備註 

一、準備活動(80 分鐘) 

(一)活動名稱：送行者 

(二)活動方法：欣賞影片並加以討論。 

二、發展活動(40 分鐘) 

(一)教師先播放影片讓學生欣賞。 

(二)欣賞完影片帶領學生討論，引出學生對職業平等、生命平等

值得尊重的討論。 

(三)由學生選出幾種故事情節加以討論和分享。 

三、綜合活動(5 分鐘) 

活動期間將學生所寫出之學習單整理並加以公布與分享。 

--活動結束-- 

影片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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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單元：百年愚行（戰爭、集中營）  

活動名稱 百年愚行（戰爭、集中營）  適用年級 三 

設計者 郭如育 適用課程 輔導活動課 

教材來原 自編 適用場地 班級 

教學時間 45 分鐘 使用器材 單槍投影機、電腦、影片 

道德意涵 關懷、正義、平等 參加人數 24 人 

教學研究 

壹、教材分析 

本教材為自編教材，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戰火下的兒童」影片欣賞以

及「集中營的日子」照片的分享；第二部分為「同理心」、「愛惜生命」的道

德問題討論。 

貳、教學對象心理特質分析 

教學對象的心理特質包括：學生生活環境安全，未曾體會在戰爭之下人的生

命珍貴與物資的缺乏。 

參、教學思維 

藉由影片欣賞，教導學生認識戰爭無情與生命的可貴，並學會同理戰爭災區

兒童的苦難，學會愛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態度。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認知知道同理心的定義 

情意學會愛惜自我、尊重生命的態度 

技能學會珍惜資源 

對應情意發展目標：關懷、正義、平等 

對應道德認知發展目標：第三階段「相互關心或體諒」之道德推理。第五階

段：考慮多數人的利益 

活動進行流程（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教學媒體 備註 

一、準備活動 

(一)活動名稱：百年愚行  

(二)活動方法：準備影片及學習單。 

二、發展活動(25 分鐘) 

(一)活動期間內由學生完成學習單。 

(二)引導學生體會生命可貴及戰爭地區兒童求生的辛苦。 

(三)請學生寫上祈福卡，寫下他們想給災區兒童的話。 

三、綜合活動(20 分鐘) 

將學生學習單蒐集，並加以展示、分享。 

--活動結束-- 

投影機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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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需資源  

（一）所需人力：由於接任本班當時為非常時期，因此需要學務處特別的幫助，為避免本班

學生感覺被貼標籤，又必須顧及班上秩序狀況迅速恢復的需求，協調由學務處人員增調班上

的同學做小幫手，讓學生在服務的同時也能增進榮譽感。也由本班學生打掃行政處室，讓學

生能漸漸培養服務熱誠與責任感，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學生也會對學校產生休戚與共的共存

感，以維護學校榮譽為榮，自然在校內與校外的行為上會更加謹慎小心。 

（二）設備： 

        1.教室位置分佈：學務處隔壁 

        2.教室配備：投影機、單槍 

        3.聯絡簿：作為每週貼文與讓學生寫心得之用 

        4.籃球場 

        5.繪畫器材 

（三）教材：百年愚行教學ＰＰＴ、每週聯絡簿貼文小故事、自編教案、學習單 

九、效益評估 

     本教學活動的設計乃因應初接後母班所設計的情意教學方案，希望透過本教學活動增進

學生的品德與同理心，藉以改善學生的基本生活常規以及學習態度，學生在經過本教學流程

後所提出的回饋意見可以作為將來改進本教學方案的參考，在教學活動完整進行前後，均進

行道德認知的前測與後測，使本教學方案可以得到科學化的評量結果，經過比對前後測結

果，本教學方案確實能增進學生的道德認知，另外教師與學務處單位的觀察下，學生多半展

現較穩定的行為作息與常規，尤其是在校內大型活動的表現上也發現該班學生多了分自信與

自我期許，不僅是在運動會、園遊會的團隊榮譽表現上，還是在生活常規的整潔秩序榮譽競

賽的表現上，學生多能展性更優秀的表現，讓身為導師和任課教師的同仁都感到欣慰。 

（一）我的神奇寶貝蛋課程單元 

     學生對於養蛋的活動熱衷參與，但過程中也有人第一天就將蛋用破了；至於請學生帶枕

頭來，學生剛開始都很納悶為什麼要帶枕頭來？之後懷著枕頭躺在地板上睡覺最讓學生興

奮，有學生直嚷還要繼續睡，因為地板涼涼很舒服，只是帶著肚子睡無法翻身很難過。體育

課也請體育老師讓學生繼續體驗。剛好那天體育課所進行的單元是三步上籃，學生們發生一

個很有趣現象：老師說練習完三步上籃後可以自由活動，結果女生繼續背著肚子進行，男生

卻是馬上拿出肚子奮力打球。事後檢討到這段，有同學說男生就是比較不會照顧小孩，當爸

爸哪可以隨高興和方便把孩子丟一旁？還是媽媽比較辛苦，總把孩子帶在身旁，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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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繪畢卡索課程單元 

     同學很熱衷參與，但是之前沒要求同學將手綁起來，所以很多同學會偷偷用手擠顏料或

是用手幫忙，發現這種情況時藉此提醒，真正失去手的口足畫家是一輩子如此，沒有休息或

是暫停。 

（三）送行者課程單元 

     本部影片共二小時，為了讓學生感情延續，所以調動課程，方便學生觀看。但由於中間

仍有穿插體育課而中斷觀賞，有的學生反應本來要哭出來的，還好到快下課時停止播放，不

然就會哭出來了(聯絡簿 12308)，在家裡比較敢哭出來(聯絡簿--12309)，也有同學看了一段

之後很期待(聯絡簿—12310)。有些學生在學習單上的作答十分認真，包括自己未來告別式的

設計與靈堂的佈置，十分有創意。 

（四）百年愚行課程單元 

     班上在升上三年級學期初時還是偶爾會有上課秩序吵鬧，或是同學間仍會有互相不尊重

的事情發生，尤其是少數學生對老師有不尊重的狀況，為了讓學生體會被歧視、不受尊重的

感覺，因此實施「百年愚行」教學單元。透過ＰＰＴ的播放，少數同學在觀賞時會參與討

論，但多數同學只是震驚看著照片，專心卻受震撼。  

     學生在每個教學單元進行後以及全學期教學單元進行後均進行回饋單的寫作，另外平常

每週在聯絡簿上都有貼文進行心得寫作，讓老師能及時得到回饋並改善下次課程的教學方

式，對於整體課程的進行能形成一種循環式的互動，以便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反應，

尤其是導師更能從平常的課室觀察與其他任課教師與行政人員的風評之下了解班上同學在負

面行的減少以及正向行為的增加情形，有利於正向管教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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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延伸學習 

(一)學習單部分:我的神奇寶貝蛋 

一、我的寶貝蛋，小名叫做         ，爸爸是         ，媽媽是            。 

我家寶貝的造型是 

 

二、在這個家族中，爸爸的個性是              ，媽媽的個性是           ，在照顧小孩的過程中，我

覺得爸爸最大的優點是                         ，媽媽最大的優點是                ，爸爸在照顧方面做

了               ，媽媽在照顧方面做了             。我們對於寶貝的期望是              。我們想對孩子

說的話是                                        。 

三、背者下一胎的感覺是                               ，我覺得當媽媽的心情是                                                                

1.蹲馬桶時感覺                ，2.爬樓梯時感覺                     ， 

3.走路時感覺                  ，4.睡午覺時感覺                      。 

四、背著下一胎，帶著寶貝蛋這全家福的感覺是                                     ， 

我們的全家福照片是 

 

 

 

 

 

 

 

 

 

 

 

造型前 造型後 

造型前 造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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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繪畢卡索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請寫出今天活動的感想。 

 

 

 

 

 

 

 

 

 

 

二. 請說明一下學校中的無障礙空間有哪些地方？ 

 

 

 

 

 

 

 

 

 

 

 

 

三、用嘴巴作畫的困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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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者學習單 
1.請你寫下這部影片中讓你印象最深刻的幾個片段，或是幾句讓你特別有感覺的話。並稍微

說明一下你的感想。 

 

 

 

2.為什麼男主角會說：「一直深信的夢想其實並不是夢想，放棄反而是一種解脫。」 請你寫出

他說這句話的原因。 

 

 

 

你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嗎？如果有，是在什麼樣的事情或情況下會有這種感覺呢？ 

 

 

 

3.你曾經參加過告別式嗎？請描寫一下當時的狀況和自己的心情(比如說：哪位認識的人？他

離開的原因？家中其他成員的感受)。 

 

 

 

 

有沒有習俗是讓你印象深刻的？這種儀式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4.如果有一天你必須離開這個熟悉的世界？你會希望別人用什麼方式紀念你？用什麼樣的儀

式呢？ 

 

 

 

 

5.所謂的「墓誌銘」是墓碑上用以懷念已逝親人的用語或是簡單介紹其生平事蹟的紀念詞。

如果你必須離開這個世界，你希望別人在你自己的墓碑上留下哪句話形容自己？ (你也可以試

著用圖畫來表示) 

 

 

 

 

 

 

6.如果可以請試著在下面空白處自己佈置自己的告別式會場。並寫下你最後想送給自己的一

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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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套措施： 

     1.教室配置 

     2.聯絡簿小故事心得寫作 

     3.輔導課配課 

參、回饋與建議 
學生在寫回饋單時，勇於發言，甚至願意分享閱讀過的故事與活動的回憶，讓人覺得很

有成就感。學生多半是很喜歡上情意課程，甚至有很喜歡的故事或活動。其中對懷孕體驗的活動感

覺特別深刻，而且體育老師正好懷孕，也協調體育老師以親身經驗教導孩子體驗孕婦運動及作操、打

球、跑步的感受。 

一、學生學習單作品 

       (一)送行者學習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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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愚行學習單作品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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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簿回饋 

 

 

 

 

 

 

 

 

 

肆、心路手札 

當初接班時，前一位導師因身體不適請長假，所接獲訊息僅知道該班生活常規不佳，很

多任課老師被氣炸，原導師請假期間，班上已歷經了三個代導師。期末接到主任通知，希望

我接下這個班，剛開始真的是誠惶誠恐。因為是後母班，第一天剛進班上時採用先紀律後說

明的方式，刻意一身勁裝、黑衣黑褲進到班級，沒想到下學期的開學一進班上，同學就是散

漫坐在亂七八糟排列的椅子上，根本沒人在掃地。因此，我立刻指定先看到的前排同學去做

打掃工作。由於之前我跟學生之間都未曾打過照面，因此有些同學半信半疑、心不甘情不願

的起來拿掃把，也些則是抱持觀望態度、繼續打量。我則語氣堅定堅持全部人起立去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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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一個學生立即衝出班上、拒絕指派；我則站定門邊堅持，沒想到該名學生硬是不管三

七二十一朝我衝撞，結果是我當場手臂紅腫。這就是我跟這個班上的第一類接觸。 

等到第一堂課正式上課，我就先跟同學說明：「我希望重新認識你們，所以從現在開

始，你們在我眼中都是零，我們從頭開始，要加分或是減分就看你們未來的表現，好嗎？」

因此我們開始了兩年半的師生情緣。 

剛開始的一年，學校方面為了幫忙穩定這個班級的狀況，將我們班安排在學務處隔壁，

有很多人都在傳言因為我們班不乖，所以才被放在學務處隔壁，就連班上的同學也如此覺

得。在怕同學覺得被貼標籤的狀況下，我跟學生說：「別人怎魔看我們不重要，重點是我們有

沒有本事讓別人刮目相看。」於是我請當初撞我的同學擔任衛生股長，再找老是帶頭吵鬧男

女天王擔任風紀股長，要求班上同學從訂班規開始，每天都要確實完成打掃以及值日生的工

作。所以我們班就從最髒最吵的班級，開始慢慢轉變。第一次拿到整潔榮譽競賽的時候，還

跌破其他班級和師長的眼鏡，接著學生開始有了榮譽感之後，就會期待下一次的頒獎，還有

先原來不愛掃地的男生會開始爭著在自己的工作完成後去幫別人完成。到學期末時每個人都

可以分一張獎狀回去當紀念，甚至在畢業時我們還拿著獎狀讓全班同學輪流簽名。這真是當

初無法預料的狀況。整潔、秩序逐步上軌道之後，我也開始要求作業完成及基本的學習成

效，開始有家長會要求看成績單了，也有家長會在聯絡簿上給回饋，運動會時更有家長願意

來參加親子趣味競賽，還願意讓班上熱愛動物但對學習較不感興趣的學生到自己的寵物店中

幫忙，後來這名同學也在這段工作經驗的啟發下，找到自己有熱情投入的志願，也就是選讀

職業學校的畜產科。班級和親子間形成了一個良好的互動，使班級經營的運作更加順暢。在

三年級時設計此套教學課程主要是因為本人當時對正向心理學以及道德發展的理論相當感到

興趣，再加上希望班上在整潔秩序等常規較穩定之後開始形成一個稍微正向的循環，因此希

望再用一套課程設計來引導學生培養更積極、更體貼、更互助的學習態度，使國中生在俗稱

畢業時全班和樂與國文老師合照 依依不捨 我的神奇寶貝蛋彩繪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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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狂飆期的青少年階段，可以多一分穩重及成熟。由於我本身希望透過「情意教育」融入

課程，幫助學生提升情意的敏感度，使國中生能發揮正向且穩定的情緒智商，減少在國中階

段較易發生的急躁的衝突與行為。於是設計了一套「情意教育」的課程，希望透過教學活動

的進行，達成讓學生提高道德敏感度、培養全人發展的品格。而整套情意課程的設計也符合

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基礎，讓學生透過此套教學活動，得以得到多元且正向的啟發，並經過整

學期的學習，達到減少負向行為，同時增進同理、尊重、合作、關懷等正向行為。 

    這兩年半下來的帶班經驗，從第一學期接到主任電話的戰戰兢兢，深怕自己這個救火隊

的表現不符各方期待，到中段抱持共存共亡、跟他們博感情、跟他拼了的傻勁，這期間也發

生過短期不被家長認同，甚至被脾氣較火爆學生威脅作勢要揍我的狀況，但到最後大家互相

依賴、彼此信任的感覺真好。到現在再回想起來，自己是如何過來的？耳邊只想起當時主任

拜託我帶班時所說的一句話：他們不壞，他們需要的只是愛！也許愛跟陪伴就是正向管教的

動力，對學生的付出也回報到我身上了。所以在他們畢業的同時，我也覺得自己跟著畢業

了。而這股動力與經驗又將成為下一次帶班的基礎，我想這也是每一個老師的心路歷程吧！

別再害怕後母班，只要愛與陪伴，終究能以春天的心融化頑石少年，這就是春天後母心！ 

 

全班贏得全學期整潔秩序錦標 

童軍露營團結合作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