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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家庭是社會的起點，而品德教育更是要從家庭階段來塑造，在【我們的心家「圓」】
教案設計當中，其目的在使學生能用「正向」態度學習「溝通」
，並且藉由此教案
在課堂的相關案例及實際家庭活動練習的實施，探討家庭可能面臨的問題，來強
化學童面對家庭變化與危機的應變與調適能力，最後培養學童具備健康的家庭信
念與態度。

學生先備
知能分析

對於家庭結構有基本概念，但大多數的學生會覺得家事是大人的事，和自己無關。和家
人對話時也易產生摩擦。

教學資源

本單元透過影片介紹、遊戲活動學習正向思考與溝通。讓學生認知雖然每個家庭
大不同，但只要擁有健康家庭，不管家庭成員人數多少，都能過高品質的、健康
的家庭生活。

教學方法

透過價值澄清、討論法、角色扮演學習

設計限制
說明

適用高年級學生
對應家庭教育指標

一、瞭解家庭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待家庭成
員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
的轉變或逆境
二、關懷家人
 瞭解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瞭解家庭中可能的語言與肢體暴力，並採用適
當的方法避免傷害

九年一貫／高中能力指標

家 4-1-2
家 4-2-2
家 4-3-2
家 4-3-3

覺察自己與家人的溝通方式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色
了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
感受
家 4-3-4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探討如何避
免其對個人的不良影響
家 4-3-5 激發對家庭生活問題的好奇心及
敏銳觀察力
家 4-3-6 了解不同的家庭文化

性 2-3-5 學習兩性團隊合作，積極參與活
動
性 2-3-7 設計兩性合作的組織與活動

教學架構與安排

我們的心家「圓」

我愛我家

不同心的圓

正向溝通

愛與行動

甜蜜家「圓」

向家庭暴力說「不」

家庭互動實境秀

珍惜與擁有

--

子題名稱

節數

教

學

我愛我家

1

同心圓拼圖、家庭責任

不同心的圓
正向溝通
愛與行動

1
1
1

認識家庭暴力、向家庭暴力說「不」

指標
對應

重

點

家庭互動實境秀、練習正向思考說正向語言
珍惜、愛的表達方式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評量

第一節
壹、 準備活動
一、同心圓拼圖:
教師將大小不同、顏色不同的圓發給學生，讓學生 5
在限定時間內找尋拼湊成一組同心圓。每一組同心
圓均象徵一個家庭，每個家庭組成成員人數皆不相
同。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5
教師利用同心圓拼圖介紹多元不同家庭形態。例
如:小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新移民家
庭、大家庭等，說明現代社會變遷，家庭結構產生
變化。
15
二、發展活動-我愛我家

教師請小朋友討論：

家 4-2-2
性 2-3-5

能積極
參與遊
戲活動

家 4-3-6 能專注
聆聽

家 4-3-2 能積極
參與討

1.如果要用顏色代表自己的家，會選擇什麼顏色，為
什麼？
2.「家」可以為我們提供什麼？
3.家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為什麼？
4.身為家中成員，為自己的家庭做了哪些事(家庭責 10
任)？
5.請小朋友將討論出來的核心價值寫在圓心，教師準 5
備空白花瓣，寫上對家庭的責任。
參、綜合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自己可以做到的的家庭責任，可
包括對父母有禮貌、參與家務工作、關心體貼父母、關愛
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讓父母
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
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立
親密關係等。
2.準備大海報將同心圓與花瓣貼上佈置於教室。

論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

5

壹、準備活動
一、新聞事件:
邱小妹妹受虐案件：北市一位邱小妹妹因為被父親
家暴導致頭顱受傷，經民眾報案後緊急送往市立仁
愛醫院，但到仁愛醫院後急診室醫生並沒有做緊急
處理反將邱小妹妹送往其他醫院，而其他醫院卻
用已無病床的理由拒絕收容，導致邱小妹妹延誤就
醫，最後是送到台中的兒童綜合醫院。因為媒體形
容邱小妹妹像顆球一樣被一些沒有醫德的醫生踢
來踢去，所以報紙均以人球案來報導此事件...。
邵小弟弟遭酗酒父親施虐：高雄市前鎮區年僅三歲
的邵姓小男童被酒醉的父親用腳踹胸部及抓起來
摔在樓梯間，腦部受創當場昏迷不醒。祖母打一一
九報案送醫急救，進入加護病房觀察… 。警方將
涉嫌施暴的邵父依殺人未遂與違反家暴法移送法
辦。警方調查，邵姓男童父親有多次家暴紀錄，老
婆因受不了暴力行為而離婚。由於邵某懷疑小兒子
不是他親生的，不予照顧外，還經常藉故毆打，尤
以酒後最為嚴重。
5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利用新聞事件引發孩童注意聆聽。相關研究數據臺

家 4-3-4 能專注
聆聽

能專注
聆聽

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已經進入第五年，可是根據
官方統計，家暴案件每年正以 10％以上比率成長。
很多小朋友從第一次受到暴力或精神的虐待，到後
來被發現或有人伸出援手救援，可能都已經持續受
虐至少二年以上。
20
二、發展活動-播放「家的風貌」powerpoint
1. 什麼是家庭暴力？
2. 只有特定的一種家庭組合，才叫做是完整的家
庭。」，請問你同意這個說法嗎？為什麼？
3.「需要多幫忙負擔一些家庭責任的小孩，是不幸
的人！」請問你同意這個說法嗎？為什麼？
4.「可以判斷秘密應該要說出來的三個原則是什麼？」
5.誰該為暴力負責呢？是施暴的人，還是被施暴的
人？
10
參、綜合活動-可以怎麼做？
一、當你發現你的同學遭遇到家庭暴力的威脅時，你可
以怎麼幫助他呢？
1.用關心、溫暖的態度，讓同學不要太焦慮。
2.尋求學校老師或信任的長輩的協助。
3.撥打113婦幼保護專線進行求救。
二、目前在臺灣有哪些機構可以協助我們處理家庭暴力
的困境和提供相關的資源服務呢？
第二節結束

家 4-3-4 能積極
參與討
論

能積極
參與討
論

第三節
壹、 準備活動
我們每天在家裡和家人互動，最常和家人出現的對 5
話內容是什麼呢？發下一張白紙請小朋友記錄下
來。
貳、 發展活動

性 2-3-5 能積極
家 4-2-5 參與討
論

一、引起動機

1.請小朋友交回最常和家人出現的對話，統計出全
班最常出現的家庭對話。
2.請小朋友發表喜歡這些對話嗎？
3.將這些對話分為正向語言和負向語言。

5

二、發展活動-家庭互動實境秀

1.播放盧蘇偉影片：小時候被罵是腦震盪的豬，盧蘇偉 25
爸爸反而說：如果你是豬，也是全世界最聰明的豬。」正向思
考的爸爸，好不容易打破鴨蛋考十分立即遞上一隻大雞腿以示
鼓勵的媽媽，讓直到小學畢業還常常把魚”和“禾”寫反了的
盧”蘇”偉，不斷失敗卻從未喪失勇氣。為了教他看時鐘，老

能認真
欣賞影
片

師留他放學後特別指導，手上的藤條打到老師和他都哭了，還
是不會。躲在教室外的父親，也在偷偷拭淚。「可是，我的父
母從來沒有放棄我，更重要的，他們懂得鼓勵。」說明正向語
言的力量。

2.每組派 2 位小朋友上台抽狀況題，分為事件及對象：
事件 同學約我出去，可是家人不准…
房間像豬窩，家人叫我整理…
寒流來襲，我穿著短袖就要出門…
第三次月考，我又考「砸」了…
對象 爸爸 媽媽 爺爺 奶奶
哥哥 姊姊 弟弟 妹妹
3.利用角色扮演，請同學根據抽到的事件及對象扮演
家人對話情形。
4.請台下同學紀錄下正向語言與負向語言出現次數，
分組請小朋友發表。
5.當家中長輩或其他人用負向語言時該如何轉化為正
面思考？
參、綜合活動
引導孩子學習說正向語言，溝通的目的是希望能得到
彼此的尊重與瞭解，負向的表達會牽引出更多的負面情
5
緒，而偏離溝通的目的，陷入情緒化的循環中。

家 4-1-2
家 4-2-5
家 4-3-3
能積極
參與討
論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
貳、 準備活動
一、網路文章「一碗麵」故事分享(如附件一)
二、太陽一直都在，人們就忘了他給我們的光亮；親人
一直都在，人們就忘了他給的溫暖。一個被照顧到無微不 5
至的人反而不會去感恩。
貳、發展活動

能專注
聆聽

一、引起動機

觀看水腦症小孩阿菲斯的故事及照片。(如附件二)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提問
5
(1) 阿菲斯得了什麼病？
(2) 阿菲斯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多久？
20
(3) 為什麼阿菲斯的爸媽不讓孩子開刀？
(4) 聽了這個還來不及長大的孩子的故事之後，你
的內心有什麼想法？
2.家庭除了給我們金錢物質上的資源外，還給了我們

能積極
參與討
論

什麼？
3.要如何回報家人給我們的愛？
4.支援前線【愛的表達方式有哪些？】
教師引言：
「現在大家都知道表達很重要，請各組
集思廣益，想一想有哪些方式是我們一般常用來表達我們
情感的方式？」請同學在三分鐘內寫在圖畫紙上。寫完請
一組派一人發表。
參、綜合活動
1.教師引導：除了心裡的感動外，可以用具體的行動
感謝家人為我的付出。
2.教師說明蓋瑞‧巧門的五種愛的基本語：
10
(1)肯定的言詞：例如「謝謝！你粉刷了廚房」，「今
晚的湯真美味」。
(2)精心的時刻：例如「給家人足夠的時間和注意
力」，「家人一起做些什麼」
。
(3)接受禮物：禮物是愛的視覺象徵，所以不一定要
花錢買貴重的東西，例如一張卡片或一束鮮花即
可。
(4)服務的行動：服務需要花點時間，用些想像力，
設計個計劃，付出精力..以滿足對方的需要，予
以驚喜。
(5)身體的接觸：適當身體的接觸可以建立關係，不
適當的方式會破壞關係。
第四節結束

家 4-3-3

能積極
參與討
論

教 學
評 估

以下就實際教學對象、教學過程、回饋，或教學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事件，與
教學結果加以分析說明，並附上照片、圖片等。
一、教學過程

說明：每組顏色不同，大小不同，組成一個同心圓。每個圓皆代表一個家庭，
家庭大小不同，組成顏色也不盡相同。

說明: 將家庭責任貼在同心圓外，佈置再教室一角。觀賞盧蘇偉影片。

說明： 家庭互動實境秀角色扮演。

討論愛的表達方式有哪些？

省思

依照高年級學童心理層面所規劃的活動設計，能讓孩子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下學習，學習效果

與建
議

自然事半功倍。讓孩子做學習的主角，也能讓知識內化，運用於生活中。讓孩子角色扮演演
出爸爸媽媽的角色，學習以爸媽的角度看事情，學習同理心。學習愛的表達能付諸於行動。

附件一

一碗麵

網路文章

女孩跟媽媽吵架之後什麼都沒帶就隻身往外跑。可是，走了
一段路，女孩發現她身上竟然一毛都沒帶，連打電話銅板也
沒有！她走著走著，看到前面有個麵攤，香噴噴的，好想吃
！可是，她沒錢！
過一陣子後，麵攤老闆看到女孩還站在那邊久久沒離去，就
問：「小姐，請問妳是不是要吃麵？」
「可是....可是我忘了帶錢....」女孩不好意思地回答。
「沒關係呀，我可以請妳吃！」麵攤老闆熱心地說：
「來，我下碗餛飩麵給妳吃！」
不久，老闆端來麵和一些小菜。女孩吃了幾口，竟然掉下眼
淚來。
「小姐，妳怎麼了？」老闆問。
「沒有啦，我只是很感激！」
女孩擦著淚水，對老闆說道：
「你是陌生人，我們又不認識，只不過在路上看到我，就對
我這麼好，願意煮麵給我吃！可是我自己的媽媽，我跟她
吵架，她竟然把我趕出來，還叫我不要再回去！你是陌生
人都能對我這麼好，而我自己的媽媽竟然對我這麼絕情！」
老闆聽了，委婉地說道：
「小姐，妳怎會這樣想呢！妳想想看，我只不過煮一碗麵給
妳吃，妳就這麼感激我，那妳自己媽媽煮了十多年的麵和
飯給妳吃，妳怎麼不會感激她呢？妳怎還要跟她吵架？」
女孩一聽，整個人楞住了！心裡想著....
是啊！陌生人的一碗麵，我都那麼感激，而我媽一個人辛苦
地養我！也煮了二十多年的麵和飯給我吃，我怎麼沒有感激
她呢？而且，只為了小小的事就和媽媽大吵一架。
匆匆吃完麵後，女孩鼓起勇氣，往家的方向走，她好想真心
地對媽媽說：
「媽，對不起，我錯了！」
當女孩走到家巷口時，看到疲憊、著急的母親，已經在四處
張望地....她看到女孩時，媽媽就先開口說：
「你去哪裡了？我飯都已經煮好，進來把手洗一洗，吃飯了！」
此時，女孩的眼淚，又不爭氣地掉了下來！

附件二

故事分享水腦症小孩「阿菲斯」~~
李秀蘭/新的視野、心的視野〜從「讀報」出發 http://lsl.hlc.edu.tw/?id=137

這個孩子名叫阿菲斯，是馬來西亞人。出生的時候和你們一樣，都是爸媽心中的寶貝。但出生之
後沒多久，他的頭一直快速加大，由原本的十七公分，長到現在你們所看到的七十八公分，因腦部不
斷的漲大，原本明亮的眼睛，都被壓到眼袋裡。
他的爸爸是一位割草工人，媽媽要照顧孩子，當然無法外出工作。為了醫治他的病，家裡的錢都
花光了。在九個月大時，慈濟人知道了，決定要救濟這家人！他們每兩個星期送他去醫院換鼻胃管，
過大的頭顱，讓他無法吸吮奶水。鼻胃管插入鼻孔，再穿過喉嚨，直到腸胃，再把奶瓶吊高，插入管
子另一端，讓奶水順流至胃裡。
你們想想：這條鼻胃管插下去，有多痛苦！而他連哭泣的淚水都無法流出來，只有全身不停地顫
抖，又咳又嘔，額頭的青筋更浮顯了。你們都能正常地吃喝東西，正常地長大、遊戲，而他連喝的能
力都沒有…
慈濟人結合善心人士募來的愛心錢，想救阿菲斯一命！
在各大醫院檢查後，答案是「水腦症」。手術成功的機率等於零！他的爸媽決定不開刀，想把這
筆錢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天下父母心，有誰不愛自己的孩子，只要有一絲絲的機會，誰不想讓孩子
試試？
十一個月大時，阿菲斯走了，安安靜靜地走了。你們想：他的爸媽會不會難過、捨不得？你們能
長大，到學校來上課、玩樂、和同學拌嘴、甚至打架，而這個世界上，有的人根本還來不及長大，看
到外面的太陽、月亮，他的生命就結束了。看看這個孩子，再想想自己，該感恩誰？
爸媽生給我們正常的身體，還要撫養我們長大，要付出多少心血？如果我們不能好好發揮生命的
功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豈不是浪費生命，希望今後大家要做個懂事的孩子，要保護好身體，不做
冒險衝動的事，讓爸爸媽媽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