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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專刊

縣長序
《禮記˙大學》篇中耳熟能詳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在此四目之
前，還包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強調控制自己的物慾、發掘自己的良知、真誠
自己的態度、修正自己的心念，改正自己的過失，方能使家族、國家興盛，顯見「品德
教育」自古即受高度重視。
文科認為，品德教育與人格教養是為人處事應對進退的根本之道，可透過戲劇與藝
術教育的結合，兼具啟發性與教育性的內容，培養有品、優質的未來主人翁；亦可經由
因地制宜的探索體驗，使學生在品德體驗、探索、反省與內化過程中，深化品德核心價
值。因此，今（108）年積極引入民間資源辦理三天兩夜、兩梯次 80 名來自 9 校學生的
「品德教育深耕探索體驗營隊活動」，成為各校品德教育種子，持續發揮正向影響能量，
創發更優質的正向文化素養。
此外，品德教育的扎根更是家庭與學校攜手合作的結果。學校端透過班級經營、學
生輔導、服務學習，以及豐富多元的主題課程設計，讓學生透過實踐與省思之「體驗教
育」
（Experiential Education），營造有利於品格發展之學習情境，引導學生透過反思批判
與價值澄清，將優質有品的學習體驗，轉換成品格實踐的動力。
本縣教師除了身體力行品德教育，也透過嚴謹的研究歷程與方法，無私將品德教育
的實踐成果分享給更多有志一同之教育人員，其心量廣無限、福澤深無垠，文科至為感
佩和感謝！

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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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專案課程對班級影響之研究

處長序
教育的目的在「人」，追求的不僅是「人才」，更是心靈豐富的「全人」，如同洪蘭在
《理尚往來》一書中指出：「教育不是口號，教育是樹人的志業；品德不是八股，品德是
做人的基礎。」所以，品德是一種素養，也是一種態度，是學子未來立足社會，面對生
活挑戰的關鍵之鑰。
重視品德教育的趨勢，從 1992 年國際品格教育聯盟推出「品格六大支柱（six pillars
of character）」，教育部也在民國 93 年頒布「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歷經三期 15 年的推動，
並具體提出「創新品德教育 6E 教學方法」，明超自上任以來，也重視童軍活動與服務學
習對於學生的品德涵化，更支持各種社會公益團體對於品格教育的推廣，藉由政策、教
學和社會資源的挹注，引導本縣學子朝向知善、樂善與行善之實踐與品格內化。
本縣鼓勵學校積極申請品格教育推動專案經費並執行精進卓越教育研究之學期型研
究，歷經指導教授的初審、實施、複審、建議與修正，研發出品德教育教材、有效推動
策略，以及敘說激勵人心的品德教育故事，使本縣得以進一步反思與檢討研究結果，研
擬下一階段品德教育方案及重要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之參考，達到深化品德教育推
廣與學校深耕之目標。
為擴大品德教育研究成果的傳播與分享，特發行品德教育專輯，以茲表彰！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劉明超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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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在國小－
以新竹縣一所國小為例
中興國小

楊璦如主任

壹、 緒論
品格教育為近年來許多學校和教師不斷探討及研究的課題，期許所教的學生中能有
高的道德及良善的性情。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並輔以文獻分析等方法蒐集相關
資料，深入分析國小國語科教科書品格教育融入之情形並將分析的結果和校內推動品格
教育的相關活動相結合，藉此，探究光光國小在品格教育實施的現況與成效並做為日後
實施品格教育活動之參考。

一、 研究動機
品格教育係國民義務教育之核心，而教科書內容影響學生學習甚鉅（陳慧珍、陳璵
皙，2007，頁 141），因此，教科書內容對學生品格教育之影響，是現場教育工作者亟待
探究的課題之一。本研究欲從國語科教科書的編排內容中，了解品格教育融入國語課程
實施之全貌，其為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一；舉凡品德中心德目、品格小故事、大愛媽媽
讀經教學、品格戲劇演出等等都是與品格教學有所相關，透過學校活動中協助教師教學
並增進學生良善品格，此為筆者的研究動機之二。
天下雜誌（2003，11 月）針對國中小學的老師及家長的調查，分析得知八成以上的
家長老師，認為台灣社會的品格教育越來越不彰顯；七成以上的家長老師，認為中小學
品格教育遠不及十年前的情形。綜合言之，家長和老師都認為，國中小整體的品格教
育，比十年前更差。因此，學校教育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更勝於以前，今日學校中所要
面對的是處理學生情緒控制問題、班際同儕人際關係問題、師生不協調問題、校園霸凌
事件、兩性教育問題等等。有鑑於正確價值觀重建的迫切需要，有識之士在近期大力提
倡品格教育。在教育的過程中應融入品格的陶冶，建立正確的道德觀，培養學生擁有良
善的品格，方有正向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有鑑於此品格教育的紮根更形重要。教育部
於 2004 年 2 月召開「研商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會議」
（教育部，2005），以落實校園品格教
育。主張品格教育應融入各科學習領域課程及教學中，落實評鑑機制督促學校落實品格
教育，加強師資職前品格教育及教師在職進修，結合民間資源及家長力量共同推動品格
校園，台北市教育局更是訂定 2008 年為「品格教育年」
（台北市教育局，2008），提出
2008 年品格教育年十大願景：品格教育全方位學習、品格核心有愛最溫馨、品格策略大
家來超越、品格陶冶融入各科教學、品格體驗生活中發現、品格生活學生找自我、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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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親子享溫情、品格校園師生都友善、品格社會和樂又受惠、品格表揚你我做榜樣，
也就是重視五育均衡發展的全方位教育，發展全人的教育，使品格教育能夠紮根於家
庭，發展於學校，茁壯於社會，可見品格教育的重要性（林慈瑋、林炎旦，2008）。綜合
上述得知，培養學生良善的品格是學校教育當前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面對全球化的競
爭，教育不只是要把學生教得有智慧、有能力，更要培養良好的品格和正確的價值觀，
如此才能發展個人潛能，促進國家社會繁榮進步。因此，二十一世紀的人力資源觀念，
將是知識、技能與品格的融合，國民教育階段必須在生活教育中融入品格教育，使學生
成為具「品格力」的好國民（教育部，2008）。
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未將品格課程單獨設科，只採用融入各學習領域及六大議題的
方式（教育部，2001），國語教學所佔的授課時數最多，國語科教科書品格教育內容亟待
探究。本研究欲從國語科教科書的編排內容中，了解品格教育融入國語課程實施之全
貌，其為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一。
道德教育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培養學生具有民主生活的能力及品格（但昭偉，
2002，頁 93）。此外，我們一般談論到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多半是指稱「品格教
育」
（character education）。美國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與道德教育學者 Noddings
（2002）以女性經驗為出發之關懷倫理學認為在道德教育和品格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中，直
接教導德行被認為是繼承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而來的，Aristotle 的德
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則被視為是品格教育的模範典型。在 Aristotle 看來，先天的本
性（nature）和後天的習慣是德行形成的兩個重要基礎，先天的本性為德行（virtue）提供
了一種可能性，後天的習慣則使這種可能性變成了事實。什麼樣的行為，造成什麼樣的
習慣，好行為造成德行，壞行為造成毛病。由上所述，顯示出良好品格的重要性。Otten
（2000），比較道德教育、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及品格教育三者，則可以發現道德
教育強調個人與社會層面的倫理，目的在發展出對與錯的標準 ; 公民教育則提供學生積
極參與學校與社區民主程序的機會，良好公民的特性將於班級課程、課外活動中展現出
來，而學生實際參與地方社區之公民權利與責任時，所顯示出來的民主價值與原則正是
「公眾的善」
（public goods）；品格發展連結了教育的道德領域，使其融入學生的社會與
公民生活領域，基本的態度與社會價值於學校和社區中獲得增強；品格教育則是學校團
體選出核心價值加以教導與增強的歷程，學校老師應鼓勵學生將好品格視為生活處事的
基本要件，以增強道德信念。
適逢研究者兼任的行政工作與品格教育有相關，因此，在學校內推動許多與國語科
教學相關的品格教學活動。舉凡品德中心德目、品格小故事、大愛媽媽讀經教學、品格
戲劇演出等等都是與品格教學有所相關，使品格教育更順暢，需透過學校活動中協助教
師教學並增進學生良善品格。此為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二。
身為品格教育基層推行人員，或許對於教育政策的制定難以發揮影響力，但是本著教
育的良知，面對教育現場品格問題的急迫需要須能一方面妥善處理學生的行為；另一方面
也需適當的發揮品格教育引導者的功能，因此，提升本身對品格教育的專門知識有其必要
性，本著對此主題的興趣與對知識的好奇心的驅使，藉由分析現有課程教材的道德範疇，
推動學校品格教育在做中學中提升自身的道德知能。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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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及名詞釋義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可以確立本研究之目的，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了解語文教學及
學校相關品格教育活動，旨在探究光光國小品格教育實施之現況，藉此了解學校在推動
品格教育的成效及品格教育對學生之影響程度。
在此針對文中所提及的關鍵字進行名詞解釋，茲將本研究重要名詞界定如下，俾對
本研究有概要的瞭解，至於其他所提及的名詞於後章節當中進行敘述。
（ 一 ）品格教育
本研究所指品格教育是指透過教學與引導的活動，促進個體引發內在良好的品格使
其能知善、愛善、行善，學校必須幫助學生認知核心價值、接納與承擔道德規範、將道
德規範認知實踐內涵內化成為日常生活習慣的教育過程。其指具備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
值為「尊重」、「負責任」、「公平公正」、「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因此，研究者
認為，品格教育即在教導學生道德判斷的過程，歷程中須涵蓋道德價值的認知與評價，
企求達到道德的實踐。
（ 二 ）行動研究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教育行政工作者在自己的社會位置上所進行的研究工
作，只要是清楚地站立在自己的社會位置、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和自己，對自己的工
作或行動所進行的研究就是一種行動研究。一般而言，行動研究總會相當自然地傾向於
解決自己在行動實踐上的問題，是一種為自己的專業實踐而服務的研究。（郭生玉，
2000）
（ 三 ）國小
本研究所稱國小乃指以新竹縣一所國小為例。

三、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品格教育為主要核心，藉以了解光光國小學品格教育實施的方式。下文針
對研究範圍與限制加以闡述：
（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光光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依據光光國小「品格教育實施計
劃」來安排相關的品格教育課程。該課程的實施包括彈性課程及學生兒童朝會時間並涵
蓋學校相關活動，藉著實施品格教育相關課程的進行，提升學生品格行為準則。
（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分析類別及研究範圍上有其限制，玆以下文說明：
1.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以國小一到六年級為研究對象，本研究考量時間與人力，僅針對彈
性時間及兒童朝會及學校相關活動進行品格教育，未能涵蓋所有課程，在應用
上仍需要謹慎。
2. 就分析類別而言
品格的內涵分類甚多難以定論。本研究的分析類別則以美國品格教育聯盟
選定六大品格支柱之品格教育核心價值為分析類目，可能無法完全闡釋語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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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能融入的其他品格內涵，因此，在提供相關資料參考時必有所疏漏，此為
不足之處。
3. 就研究範圍而言
本研究僅限於康軒版、南一版、翰林版的國語科融入品格教育課文內容分
析，並未全面研究其他學習領域的情形，因此，在評論各版本對品格教育重視
程度或課程安排的優缺點時，只單就國語科教科書來探討，不能直接推論到所
有學習領域。各版本之整體品格教育課程架構和教材仍有待進一步分析所有學
習領域後，方能確立各版本之品格教育課程之全貌。
4. 就研究結果的推論性而言
因本研究指單就各個活動而言，其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並不大，因此，在結
果的推論上實為不足。

貳、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二個部分來進行文獻探討。第一部份探討品格教育的基本概念，針對品格
教育的意義、內涵、核心價值及範疇加以釋義與詳細說明；第二部分說明品格及道德教
育的相關理論。文獻探討的結果將作為本研究之學理根據，且為研究結果討論時之
依據。

一、 品格教育的基本概念
本節研究主要在說明品格教育的意義、內涵與品格教育的相關理論，並針對國內外
有關品格教育相關的文獻之探討。共分三部份：一、說明品格及品格教育的意義；二、
說明品格教育的內涵及核心價值；三、說明品格教育的範疇。
（ 一 ）品格及品格教育的意義
1. 品格（character）
一般人常將人格（personality）、道德（morality）、品格當成是同義字，但實
際上從字面及涵義上來看，卻有所區別，以下就三種意義加以釐清：人格指的
是學生們在校學習活動中，對人（教師、同學、父母等）、對事（上課、讀書、
作業等、對己（自知、自信、自尊等）以至對學校環境（教室、校園等）適應
時，在行為上表現的獨特個性（張春興，1994，頁 392）；而道德是指符合社會
規範、善惡價值標準之行為；品格是指人格正向面，離不開道德價值，符合道
德標準、良善覺知的特質，就是好的人格特質也是一種美德。研究者認為「品
格」即是個人表現較為持久之良善的行為。而「道德」是品格顯露的外在表現故
品格與道德有其相同之處，故在本研究中將品格與道德視為同義詞。
2. 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
古今中外對於品格教育意義的看法，眾說紛紜，品格教育為一廣泛的概念
基本上與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與品格發展等領域相關，而這些概念彼此之間存
在著相同點。茲將國內外學者的看法，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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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國外學者

品格教育的定義一覽表

年代

品格教育的定義

Gibbs & Earley 1994

品格與道德教育應該教導青少年一些能被所有文化認同且具有共同性、
普遍性的核心價值。

Ryan

1996

品格與道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點，學校的責任是幫助學生獲得道德領
悟與養成良好的習慣，符合成功生活需求。

Doyle

1997

良善的品格教育有實例、研讀和操作這三個要素。價值要經由實作來學
習，從實作中養成習慣。

Lickona

2003

品格是一種美德，此美德是個人或群體所共同認定並遵守的價值規範，
是人類的優良特質，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良善覺知。

吳寶珍

2004 是藉由教與學的過程促進個人發展倫理責任和關懷感動的教育活動。

吳財福

品格教育是促進核心倫理道德，良好品格的重要基礎。品格教育起源於
2005 哲學原理，良善的道德基本觀念包括關懷、誠實、公正、責任、尊重他
人與自己。

資料來源：修改自蔡孟錡（2005，頁 10-11）。

品格發展：
基本態度
價值觀發展
社區

學校

公民教育：
民主的原則價值

圖1

品格
教育

道德教育：
善惡對錯的判斷價值

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品格教育關係圖
資料來源：李素貞、蔡金鈴（2004，頁 53）

在品格教育中，教師與社區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透過學校的教學可以形塑學生的品
格，並影響其道德發展；藉由社區的活動也能讓學生省悟身為公民的責任與義務，故此
三者的關係是相互影響且密切關聯的，其關係可以圖 1 表示：
綜上所述，品格教育之意義可歸納為培養個體符合社會道德標準之過程，使個體能
知善、愛善及行善之外，並涵蓋個人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與品格養成等不同教育或學習
內涵。家庭、學校與社區是實施品格教育最佳的場所，透過學校的教學可以形塑學生的
品格，並影響其品格的發展。
（ 二 ）品格教育的內涵
天下雜誌（2003，11 月）以「品格決勝負」為標題加以報導有關國內外品格教育的現
況，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迴響。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要洞悉品德教育的內涵方能建構出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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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生的品格教育方式。欲洞悉品格教育的內涵可從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來加以論述。
因此，研究者將針對品格教育之理論與各國施行的的核心價值兩方面加以探討。
1. 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
（1）綜觀國內外學者對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的看法，陳述如下表：
表2
年代

學者專家提出之品格教育核心價值一覽表

專家學者

核心價值

1993 William Bennett

自律（self-control）、憐憫、責任（responsibility）、友誼、
工 作、 勇 氣（courage）、 毅 力、 誠 實（honesty）、 忠 誠
（loyalty），以及信仰等十項

1994 Gibbs & Earley

同情（compassion）、勇敢（courage）、禮貌（courtesy）、
公正（fairness）、誠實（honesty）、仁慈（kindness）、忠誠
（loyalty）、堅毅（perseverance）、尊重（respect）和責任
（responsibility）

1996 Berger

誠實正直（honesty/integrity）、相互尊重（respect）、彬彬
有禮（courtesy）、自我訓練（self-discipline）、悲天憫人
（compassion）、寬容雅量（tolerance）、熱愛學習（love of
learning）、 重 視 教 育（respect of education）、 責 任 感
（responsibility）。

尊重（respect）、誠信、負責（responsibility）、創意、自律
2000 Pearson & Nicholson （self-control）、公平（justice）、信賴、勇敢（courage）、勤
奮、關懷等。
2001 Rose & Sharon

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誠實（honesty）、
關心、自律（self-control）、公正（justice）、公民、勇氣
（courage）、忠誠、堅忍。

2003 Lickona

智慧（wisdom）、公正（justice）、剛毅（fortitude）、自律
（self-control）、 愛（love）、 積 極 的 態 度（positive
attitude）、努力不懈（hard work）、正直（integrity）、感恩
（gratitude）、謙卑（humility）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麗卿（2006，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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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國教育機構實際運用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茲整理如表 3。
表3
年代

各國教育機構實際運用的品格教育核心價值一覽表

國別

核心價值

資料來源

1998 日本

自我、人際關係、自然與宇宙關係
團體與社會關係

2003 加拿大

尊重、責任、誠實、公平、主動、正直、 品格可貴計畫
勇敢、堅毅、樂觀、為他人著想
（ 楊淑娟，2004）

IKmoto 研究

西方品格教育對我國品德
教育的啟示
（邱紹一、李介至，2004）

2004 英國

尊重生命、公正、誠實、守信

2005 美國

關懷、尊重、誠實、公正、負責、謙恭、 高雄市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合作
引自鄭進丁（2005）

2005 韓國
1993 中華民國

尊重生命、誠實、正直、自主、節制、敬 高雄市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愛、孝道、禮節、合作、愛校、公民意識 引自鄭進丁（2005）
誠實、愛國、守法、仁愛、孝悌、禮節、 民 82 年版之公民與道德
勤儉、正義

課程生活規條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麗卿（2006，頁 53-54）。

核心價值的建立，不論種族國界，都有共同的理想目標，但因國情而有不同
的選擇，在安排相關的核心價值時，應兼顧本國教育之需求。
（ 三 ）品格教育六大核心價值意涵
研究者將品格的核心價值分析歸類成「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分析類目表」。在表中依尊
重、責任、公平、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六個核心價值為主類目。「尊重」類目下再分
四個次類目：「尊敬他人」、「容忍與接納」、「非暴力」、「禮貌」、「負責任」類目下再分三
個次類目：「責任感」、「追求卓越」、「自我管理」；「公平」類目下再分二個次類目：
「公
正」、「心胸寬大」；「可信賴」類目下再分四個次類目：「正直」、「誠實」、「信守承諾」、
「忠誠」
；
「關懷」類目下再分二個次類目：「關心他人」、「慈悲心」；「公民資質」類目下
再分二個次類目：「貢獻己力」、「遵守法律」。如表 4

7

品德教育專刊

表4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分析類目表

主題類目
主類目

尊敬
他人
尊重

定義說明

次類目

1. 待人如己，尊重他人尊嚴、隱私和自由權，不隨便取用他人物品。
2. 尊重他人自主權，不辱罵貶低虐待他人。

容忍與 1. 容忍、傾聽他人並接受他人觀點。
接納 2. 能接受與自己不同的人，不依種族、宗教、性別、衣着或財富評斷他人。
非暴力 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不用威脅或身體的力量來達成目的或表達憤怒。
禮貌

表現良好規矩，對他人皆能表現謙恭的態度，不使用輕蔑的話語。

責任感 行動前先考慮後果，知道並盡自己的責任，擔負起選擇的後果。

負責任

公平公正

可信賴

追求
卓越

事前做好準備，堅持不放棄，追求盡善盡美。

自我
管理

1. 訂定實際目標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2. 保持樂觀態度，做好自我情緒與健康管理。
3. 妥善管理時間與金錢，不依賴他人。

公正

公平、公義不偏袒他人，以證據決定審判結果，寬嚴適中。

心胸
寬大

心無偏見，聽完他人所說的話再謹慎做決定。

正直

1. 忠於信念，依良知行事。
2. 不受他人影響都能依原則處世，勇於向困難挑戰。
3. 具備道德勇氣選擇作對的事。

誠實

涵蓋言語傳達和行為上的誠實，言語傳達真實且坦率不說謊，行為上以不
偷竊欺騙的作法取得所欲之物品。

信守
承諾

言出必行，盡力達到答應別人的事情，遵守承諾。

忠誠
關心
他人
關懷

公民
資質

支持且貢獻服務於自己的家庭、朋友、學校及國家等相關的團體，保守秘
密，不背叛信任，不散播謠言。
1. 善用同理心，對他人友善、仁慈和體貼。
2. 感謝他人為自己的付出，原諒別人的缺點及過錯。

1. 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慈悲心 2. 利他主義 --- 提供錢財、時間、支持與舒適，只為讓他人過的更好而不是
為了獲取他人的讚美或感謝。
1. 盡自己一己之力，關心與追求公眾的善。
貢獻 2. 透過資源再利用、減少垃圾、維護環境、讓學校及社區更好、更乾淨、
己力
遵守
法律

更安全。
3. 透過表達意見、選舉、在公共事務上表達關心。
遵守規範行事，遵守正義的法律和民主法治精神。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訂自 Charter Counts；陳怡君（2006，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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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格教育的範疇
品格教育所涉的人與整體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網絡，其中大致可分為：「人與己」、
「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精神世界」等四大範疇（如圖 2）。

己
外環境
精神世界

人

社會

自然

圖2

內環境

品格教育的範疇及其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箹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自毛連塭（1994，頁 15）

根據上圖 2-2 所列的重點依序分別說明如下：（毛連塭，1994，頁 14-18）
1. 人與己─人與己的關係
可以說是人與環境的基礎所在；亦是品格教育的起始點。人可分析為心理
我、生理我、和理想我等三大領域。先建立自身的品格行為才能建立良好的行
為準則。
2. 人與社會─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包含三個層面：
（1）人與他人的關係：此一層面的品格教育，如親子關係、手足關係、師生關
係、關係、以及人與陌生人的關係等是。
（2）人與群體的關係：由於人類社會性格使然而有營群居生活之必要，影響所
及的，即是每一個體在家庭、班級、學校、社團、社會、國家、乃至於世
界中，都會扮演著各種特定的角色。
（3）人與事的關係：在人與時間方面，要能養成守時與正確利用時間的習慣，
以及建立正當的休閒生活態度；在人與金錢方面，要能養成正確使用金錢
的習慣；而在人與工作方面，則是要能認識工作價值，做事負責盡職，養
成良好工作習慣，遵守職業道德，以及要能知所規劃未來的職業生涯等等
皆屬之。
3. 人與自然─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主要係包含下列三個層面：瞭解自然法則、
善用自然資源、維護自然景觀，透過對環境的愛護建立一種「欣賞而不佔有，
融入而不破壞」的理念與態度。
4. 人與精神世界─係指人對天、對道、對神、對上帝的關係；換言之，亦即一種
人對精神層次所涉價值與信念的關係。
由此得知，品格教育的實施應把握多元的核心價值，以道德理解、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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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道德行為，把握道德循規期的發展，規劃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學童不同的品
格教學活動，並結合社區資源讓學校的品格教育不至於單打獨鬥而能在社會資
源的配搭之下而有效果。

三、 道德社會學
品格教育乃因而與不同的環境脈絡，包括家庭、學校與社會等層面相互產生各種正
負影響，其影響的層面可包括：
（一）品格教育的社會層面：品格教育就是社會對每一個人的強制力下，教導人們去對
社會事實的道德、法律、倫理等方面的服從。
（二）品格教育的家庭層面：近年來家庭結構變遷，家庭組成與成員關係產生變化，各
類不同的家庭問題滋生，諸如家庭暴力、隔代教養、外遇、未婚生子、外籍配偶
等，實需建立一個「新家庭倫理觀」。每個人都是家中的主體，以自主及尊重為前
提，增進快樂家園。
（三）品格教育的學校層面：由全校師生與行政人員共同策劃，共同負擔責任與義務並
遵守與維護規則，使學校的團體道德氣氛成為有利於個人道德發展的環境。藉由
探究品格教育的理論，掌握道德哲學中的效益論、義務論和德行論，並能理解道
德心理學中道德認知發展的要旨與發展，以及了解與社會、家庭與學校的互動與
互相影響。相關理論探究中發現品格教育與學校層面關係十分密切，因此，在學
校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中融入品格與道德教學的相關內容必能使品格教育的成
效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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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流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行動計畫實施與資料處
理。

一、 研究流程 :
（一）準備階段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二）實施階段

準備階段

訂定校內品格
教育計畫

品格教育活動
設計

製作品格教育
小冊

品格教育
學習單記錄

準備期：確認品格教育計畫、整理品格教育小故事、童軍
教育的結合、跳蚤市場、相關活動

基線期：國語科教科書內容分析、各項活動籌備

實驗介入期： 實施品格教育活動 ：品格戲劇、品格教育小
故事、自治市選舉、各班品格教育。 延伸教學發展活動 、
記錄教學過程 ：品格教育學習單紀錄

追蹤期：分析結果
（三）資料分析階段

資料分析階段：資料分析(質化)與處理

（四）省思改進階段

省思改進階段：省思改進研究，並整理歸納結論

圖3

研究程式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全校的學生。然在，國語科教科書的分析只以三到六年級的學
習內容為分析的對象。因在低年級的國語科學習內容較偏向注音符號及國字的學習，並
不適合本研究的內容分析，本研究結合分析結果後以較不受重視（公民資質品格）及最
受重視（關懷品格）的核心價值而安排相關的品格教育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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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科書的內容分析
因在國小的課程中，國語學習領域的內容最多，本研究透過對國語科教科書的分析
中了解品格教育融入國語課程的比重，並依據此分析的數據而安排品格教育的相關教學
活動，舉例說明在三個版本中皆以「公民資質品格」的比重較低，「關懷品格」的比重
較高，因此，安排兩種品格相關的活動，藉此提升學生品格教育的素養。
（ 一 ）品格教育在三版本的比重分析
針對校內常用的三個版本，康軒、翰林和南一做內容分析，得到的結果以圖
表的方式加以呈現並根據此分析結果作為本校在推動品格教育的參考：
1. 綜合比較三個版本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容
（1）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容之差異
三個版本有關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容比重，可參考表 5
表5

各版本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表

康軒版

整體
66.36％

中年級學習階段
71.43％

高年級學習階段
61.11％

翰林版

60％

51.79％

68.52％

南一版

66.36％

80.36％

66.67％

① 就整體而言：根據上表可知在三個版本中所含的品格教育核心價值以南一
版及康軒版教科書中所佔的比重 66.36％最高，翰林版佔 60％較低。教科書
中所安排的品格教育相關內容的多寡表示該版本對品格教育重視的程度，
由上表可知康軒版和南一版皆同等重視品格教育，但本研究只單就國語科
教科書做分析，並不能因該版本所佔的比例較低就推論該版本缺乏品格涵
養的課程，建議分析該版本其他學習領域的教材方能進一步做出結論。
② 就學習階段而言：以中高年級學習階段來分析，可以發現只有翰林版的高
年級學習階段比重高於中年級學習階段，而康軒版和南一版都是中年級學
習階段比重高於高年級學習階段，可知兩個版本都是以中年級在教材的編
輯上有較適合品格融入教學內容。
2. 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分布之差異
三個版本呈現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涵的比重，以圖 3-2 來比較各版本
對品格教育重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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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資質
17%

尊重
18%
尊重
負責任
公平公正
負責任
22%

關懷
30%

可信賴
關懷
公民資質

可信賴
8%

圖4

公平公正
5%

三個版本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比較圖

根據圖 4 綜合發現以下結果：
① 各版本主類目中，「關懷」、「尊重」的比重均是該版本中較高者，但只以南
一版兩個主類目合計佔該版本品格教育內容 50％以上。其他康軒版只佔
37.2％，南一版佔 33.6％。
② 各版本類目中，「公平公正」的比重皆為最低，三個版本「公平公正」的比
重皆不及 5％。
③ 「負責任」在各版本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一致。
從上述的結果看來，三個版本對於品格教育都有所偏廢的情形，偏重任何
一個所造成的失衡現象將影響整體品格教育得健全與穩固，也將造成懸缺的品
格教育課程。
3. 各版本學習階段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涵分布之差異
（1）各版本中年級學習階段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分布之差異
三個版本兩個學習階段有關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容比重，可參考
表 6。
表6
主類目

各版本中年級學習階段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表
康軒版
12.5％

翰林版
8.93％

南一版
10.71％

25％

12.5％

23.21％

公平公正

5.35％

3.57％

3.57％

可信賴

8.93％

1.79％

7.16％

關懷

17.86％

17.86％

25％

公民資質

10.71％

7.14％

10.71％

尊重
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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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資質
15%

尊重
2%
尊重
負責任
負責任
33%

公平公正
可信賴
關懷

關懷
35%

公平公正
5%

公民資質

可信賴
10%

圖5

三個版本中年級學習階段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比較圖

綜合比較三個版本中年級學習階段得到以下的結果：
① 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在中年級學習階段是以「關懷」與「負責任」為排名
一或二，其中又以南一版最重視「關懷」，佔 25％超出其他版本許多，而康
軒版最重視「負責任」佔 25％。
② 在這個階段中最被忽略的是「公平公正」，在每個版本中都佔低於 6％的比
重。
③ 康軒版在「可信賴」品格佔的比重高於其他兩個版本。
④ 「關懷」品格的比重由南一版位居第一，這也是六大品格中，唯一南一版比
其他版本高出的部分。
歸納以上分析的結果，在中年級學習階段，不同版本對於六大品格教育核
心價值重視的程度各有所長，康軒版投注於「負責任」強調個人須對自己盡責
也須對他人盡責，從自己本身做起方能推至他人。南一版投注於「關懷」品格，
強調人與他人的建立，培養學生與人為善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在三個版本中皆缺少「公平公正」與「可信賴」品格。如能補充相關的社
會新聞或是相關議題並於其他的學習領域中加以補充，則必能增進此一品格的
涵養。
（2）各版本高年級學習階段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分布之差異
三個版本高年級學習階段有關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內容比重，可參
考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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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版本高年級學習階段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表

尊重

康軒版
9.26％

翰林版
7.41％

南一版
11.11％

負責任

20.36％

14.81％

14.81％

3.73％

1.85％

3.7％

可信賴

11.11％

12.96％

9.26％

關懷

11.11％

22.22％

18.52％

5.55％

7.42％

9.27％

公平公正

公民資質
公民資質
15%

尊重
2%
尊重
負責任
負責任
33%

公平公正
可信賴
關懷

關懷
35%

公平公正
5%

公民資質

可信賴
10%

圖6

三個版本高年級學習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比重比較圖

綜合比較三個版本高年級學習階段得到以下的結果：
① 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在高年級學習階段是以「關懷」與「負責任」為排名
一、二，其中又以翰林版最重視「關懷」，佔 22.22％超出其他版本許多，而
康軒版最重視「負責任」佔 20.36％。
② 在這個階段中最被忽略的是「公平公正」，在每個版本中都佔低於 4％的比
重。
③ 翰林版在「可信賴」品格佔的比重高於其他兩個版本。
④ 「關懷」品格的比重由翰林版位居第一，這也是六大品格中，唯一翰林版比
其他版本高出的部分。
歸納以上分析的結果，在高年級學習階段，不同版本對於六大品格教育核
心價值重視的程度各有所長，康軒版投注於「負責任」品格，強調個人須對自己
盡責也須對他人盡責，從自己本身做起方能推至他人。
翰林版投注於「關懷」品格，強調人與他人關係的建立，培養學生與人為善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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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版本中皆缺少「公平公正」品格。如能補充相關的社會新聞或是相關議題並
於其他的學習領域中加以補充，則必能增進此一品格的涵養。因此，在語文相關活動中
以「品格教育小故事」、
「品格教育戲劇」
、
「靜思語教學」，而在「關懷品格」中安排「跳
蚤市場」、「童軍活動」、「各班品格教育活動」，在「公民資質品格」安排「自治市選舉」
等活動，並於研究結果與討論章節中加以陳述。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以依據內容分析的結果在國小所實施有關品格教育之相關活動，分成三個部
分陳述。第一部分為語文相關之品格教育教學活動；第二部分為「關懷品格」相關之品
格教育教學活動；第三部分為「公民資質」相關之品格教育教學活動、其他品格教育相
關活動，茲以下文說明。

一、 語文相關之品格教育教學活動的實施
（ 一 ）品格小故事的實施活動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結合校內的品格小故事的宣導方式使學生能夠在兒童朝
會的時間中接觸品格教育的內容。其實施的方式如下：
1. 實施的地點：中庭集合場。
2. 實施的時間：每週三、五之兒童朝會時間（8：10-8：35）。
3. 實施的方法：
① 由學校內票選出最適合說「品格小故事」的學生來擔任「品格教育小天使」。
（本學期是由代表本校參加新竹縣國語文演說獲第二名的同學來擔任）
② 實施的過程：

每週利用兒童朝
會時間，由六年
級的品格小天使
說故事。本校的
兒童朝會區分為
中低年級與中高
年級，故每週共
有兩次的品格小
故事時間。

16

朝會分成低年級
和高年級的部
分，學生仔細聆
聽。配合每月的
品格中心德目之
內容，以不同的
內容方式演說故
事的內容。

品格教育小故事
聽完之後，將舉
行有獎問答，因
此，每一個學生
都能聚精會神專
心聽小故事。

品格教育小故事
演說完畢之後，
會由本校第六屆
自治市市長，對
故事內容做一分
享，加深學生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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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將品格教育相關小故事裝訂成一本「品格教育小書」，提供全班同學共同閱
讀。本校星期二的晨光時間為全校閱讀時間，由各班導師協助學生閱讀品
格小故事，並由老師協助學生解答有關疑惑之處。
（ 二 ）品格戲劇演出活動
1. 教師節慶祝活動：
① 配合學校相關活動，例如：教師節慶祝活動、生命教育活動等。
② 教師節慶祝活動：由本校訓育組與社區中的大愛慈濟志工聯繫，配合教師
節的活動，在校內（三樓舞蹈教室）以一、二年級分成兩個大節來舉行教師
節慶祝活動，其目的在於對平日辛苦的老師表達感謝之意，永懷師恩。
③ 實施方式如下圖文說明：

由社區中協助校
內品格教育的慈
濟志工媽媽擔任
演出。

此次的活動是由
一、二年級的學
生參與此次戲劇
演出的觀眾。

此次演出的劇碼
由大愛戲劇的內
容為主。其劇碼
為「 奉 茶 」， 讓
學生藉著奉茶表
現敬師。

學生向敬愛的老
師奉茶。在師生
互動的過程中，
雙方深深被當下
的氣氛所感動。

在師兄姐的帶動
之下，老師和學
生打成一片，深
深被打動，在場
多位老師感動落
淚，也有學生受
感染。

慈濟師姐把重要
的標語利用標語
卡的方式，讓觀
賞的學生能夠有
足夠的時間去記
得標語內容。

由各班的學生向
自己班上的導師
獻上所準備的茶
點和茶水時，所
有的老師都充滿
感動之情。

老師們喝著學生
奉上的茶水時，
總是感動的不能
言語，表示這樣
的方式確實能讓
學生體會敬師的
品格內涵。

2. 生命教育 - 蟲蟲的夢想：透過繪本改編的方式，由家長擔綱演出，並和學生產生
互動，藉此互動的過程，體會生命的真意。
① 故事介紹：
從前從前，有三隻圓滾滾、肥嘟嘟、腳短短、動作慢又不喜歡自己的
蟲蟲──大毛、二毛和小毛，夢想可以自由的飛翔在天空中，為了改變自
己，費盡心思。大毛跟蜻蜓哥哥學減肥，把自己餓得頭暈眼花；二毛跟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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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太太學化妝，把自己弄得像個小丑，兩隻蟲還因此大吵一架！結果引來
了飢腸轆轆的麻雀！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蟲蟲們各自舉起了秘密武器──
臭角，通力合作才把麻雀「燻」走！
死裡逃生的蟲蟲，對於「改變」充滿了害怕，正當牠們傷心得抱頭痛哭
時，蝴蝶小姐溫暖的鼓勵牠們：不必學習別人，只要做自己，健康的長大，
美夢就會成真。受盡折磨的大毛和二毛根本不想再做任何嚐試，小毛卻將
蝴蝶小姐的話牢記在心，鼓勵自己要堅持下去。
冬天來了，葉子都掉光了。餓著肚子，在凜冽的冷風中發抖的蟲蟲，
面臨信心的最大考驗！
突然，牠們的身體出現了一個奇妙的變化：從蟲蟲的口中，開始吐出
細絲，並且身體逐漸僵硬起來。蟲蟲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牠們
害怕極了，以為自己再也看不見春天的太陽。
冬去春來，蟲蟲經歷了化蛹和破蛹成蝶的生命過程，各自擁有一對美
麗的翅膀，歡喜的飛翔在天空中，共享蛻變的喜悅。
② 人物介紹
* 大毛：鳳蝶幼蟲之一，個性固執，常有驚人之舉，不喜歡圓圓胖胖的自
己，為了要擁有苗條修長的身材，寧可餓肚子不吃東西。
* 二毛：鳳蝶幼蟲之一，性格單純，沒有主見，非常愛吃。一心想讓自己
變得更漂亮，便學習瓢蟲太太化妝打扮，卻得到「東施效顰」的結果。
* 小毛：鳳蝶幼蟲之一，個性善良、樂觀，對未來充滿了夢想。不管環境
多麼艱難，總是抱持著信心。
* 蜻蜓哥哥：身材修長，是大毛的學習對象。提供減肥秘訣給蟲蟲，差點
讓蟲蟲送命！
* 瓢蟲太太：是昆蟲界的貴太太！時髦的裝扮吸引二毛的目光，教導蟲蟲
花粉化妝術。
* 蝴蝶小姐：溫柔善良，在蟲蟲失去信心的時候，
給蟲蟲中肯的建議和溫暖的鼓勵，可說是蟲蟲的
心靈導師。
* 麻雀：蟲蟲的天敵！肚子正餓的時候，遇到三隻
蟲蟲，以為可以好好享受一頓大餐，誰知道蟲蟲
的秘密武器讓牠落荒而逃！（資料來源：彩虹生
命愛家教育協會 http://www.rainbowkids.com.tw/
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94）
故事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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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實施方式如下圖文說明：

由校內的志工，
先利用故事書的
內容編成合適的
演出劇本。

先把故事中所需
的背景道具佈置
好， 先 走 為 一
次。

在節目開始之前
由校長先開場
白，並對此次參
與演出的家長獻
感恩之意。

戲碼正式開始，
首先是所有的角
色都上台先自我
介紹。

大毛毛蟲和蝴蝶
的對話：不要因
為維持身材苗條
而餓肚子，影響
健康。

所有的昆蟲們，
一起說出自己心
中擔憂的事情，
學生們聚精會
神。

當昆蟲們互相溝
通之後，才發現
只有面對自己才
能找到真正的自
己。

經過這些事情之
後，所有的昆蟲
發現自己是最重
要的。

（ 三 ）品格教育的中心德目宣導
運用中心德目的方式，每個月訂一個中心德目，利用兒童朝會的時間宣導，
並把中心德目的內容張貼於校園公佈欄之內，讓學生有閱覽的機會，並把中心德
目印成一本 A4 的「品格教育」的小冊子，以供導師在宣導實能夠有所依據。
品格中心德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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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學期各班所參考使用的品格中心德目的內容，其中也含有各個品格
小故事，有些班是由整各班級統一列印品格教育小冊，方便於實施時使用。

二、 品格核心價值 -「關懷」品格相關活動
（ 一 ）母親節闖關活動
1.「關懷」品格：透過母親節活動與感恩跳蚤市場的活動來表達對母親及地球環保
的關懷之情。
2. 此活動配合學校舉辦的母親節活動。主要是希望藉由母親節慶祝活動讓學生能
從中獲得對母親的感恩之意。
3. 實施方式如下圖文說明：

分站活動是讓學
生以計數的方
式， 學 習 數 學 概
念。

家長擔任此關的
關 主， 當 學 生 完
成 之 後， 就 核 章
過關。

此 關 是 打 掃， 學
生透過打掃的工
作， 明 瞭 母 親 的
辛苦。

收拾衣物並把衣
物 扣 好 釦 子， 掛
在衣架上。

先在位子上等候
關主發出問題後
才回答。

把每一件衣服先
拉好之後再摺
好， 將 摺 好 的 衣
服疊好。

此關訓練學生的
協 調 能 力， 手 腳
並用。

做家事是孩子體
諒母親辛勞的一
種方式。

（ 二 ）對環境的關懷 --- 跳蚤市場活動
1. 期末舉辦跳蚤市場
項目

內容

實施方式

加強推動垃圾分類、資源回 1. 固定利用開會或辦活動來 1. 定期在兒童朝會和教師晨
收、節約能源的工作、資源
宣導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會中宣導。
再利用的觀念。
和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和實 2. 辦理闖關、猜謎等活動，
施方式。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 期末舉辦跳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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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跳蚤市場的目的：由於生活水準的提升，使得大家對物品的愛惜度降低，
因此我們舉辦跳蚤市場，收集舊物並加以標價，使舊物找到新主人，以響應資
源再利用觀念，以增加更多其他動態活動，才能增加跳蚤市場的豐富感。
3. 實施方式如下圖文說明：

本校管樂團熱鬧
開 場， 並 請 本 校
大家長致詞為此
活動開場。

社 福 團 體 擺 攤，
聯繫附近的社福
單位一齊響應「 做
環保送愛心 」。

有模有樣的表
情， 儼 然 是 小 老
板 的 模 樣， 學 生
們努力叫賣。

精緻的二手商
品， 令 人 目 不 轉
睛， 資 源 再 利 用
的觀念存心中。

三、 品格核心價值 -「公民資質」品格相關活動 --- 自治市選舉活動
1. 自治市選舉的目的：利用一般的選舉模式，讓國小的學生能有機會實際去參與
投開票的作業，從中了解選舉的規則，以達選賢與能的功用。
2. 實施方式如下圖文說明：競選海報。

3. 選舉的過程：
在選舉的過程學生
得到許多民主素
養。 抱 持「 勝 不
驕， 敗 不 餒 」的 精
神， 打 贏 這 場 選
戰。這次的活動在
校園內舉行選舉活
動，使學生經歷一
場生動的競選活
動，體驗公民所應
具備的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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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個候選人，摩拳擦掌準備展開一場公平的競爭。

5. 公辦政見說明會：由每組候選人選出競選團隊，為好友助選，大家全力以赴。

6. 請遵守投開票所的規則，禁止違反選罷法的情事產生。

7. 當選人接受頒獎並頒發當選證書，接受全校的恭賀。

四、 其他相關活動
（ 一 ）童軍活動
1. 九年一貫課程並未替品格教育單獨設科，而是採用融合的方式將教育融入各科
的教學活動之中，童軍活動實為最合適的融入活動。本校一貫都有辦理童軍的
三項登記，一直都有童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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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童軍活動的方式 ---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是身為童
軍的一種使命。抱
持「 我 為 人 人， 人
人為我 」的服務精
神，為學校，為社
區努力打掃清潔，
做 到「 環 境 清 潔，
人人有責 」。

3. 童軍活動的方式 --- 創世基金會服務
新竹市的創世基金
會屬於社會機構，
童軍團利用「 團集
會 」的時間去協助
基金會「 數發票 」
的活動。見到基金
會的解說阿姨，細
心解說，讓參與的
童軍們投入更多。

（ 二 ）班級活動
1. 靜思語教學：各班都有靜思語教學活動，很多班都是利用晨光時間，由晨光媽
媽協助靜思語的教學活動。
2. 彩虹生命教育協會品格教學：以學年為單位，由學年中的義工組成的品格教學
小組，此小組利用綜合課程時間於每周四下午一、二節統一教導該學年的學生
有關於品格教育的內容，安排的有學習單、名人現身說法（例如：本學期安排謝
坤山先生現身解說）。
3. 得勝者教學：由鄰近教會的志工蒞校針對校內學生的問題，安排輔導志工到校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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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 一 ）語文相關之品格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歷程
研究者在運用國語科教科書內容分析所得的結果，並配合語文教學活動中發現在一
學期的實施過程中獲得：
1. 提高品格教育實施的成效
利用朝會時間舉行「品格教育小故事」的時間，各年級的學生在兒童朝會中
不知不覺就能融入小故事的意涵中，也能在有獎問答中踴躍發言，足見品格教
育已於無形中融入學生的生活中。
2. 戲劇教學之角色扮演，發揮同理心
透過戲劇活動的角色演出於節慶中，讓學生體會「師恩浩瀚」的情誼，透過
「奉茶」的角色，實際去感受師生相處之道；在生命教育戲碼中，體會「唯有自
己看中自己，方能成就最好的自己」的理念中，得到生命的真正價值。
3. 善用中心德目，建立共識
在全校都使用「品格教育小冊」之內容，讓一至六年級的師生都能擁有相同
品格教育的中心德目，在應用上可隨心所欲，使效果更卓越。
（ 二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 -「 關懷 」品格之實施歷程
1. 配合節日，崇善關懷
利用母親節闖關活動，在各關安排協助母親做家事的各個關卡的活動，學
生在闖關的過程中能明瞭母親的辛苦，更能感同身受而去敬愛並孝順自己的母
親。
2. 關懷環保，愛護地球
在整個跳蚤市場的實施過程中，結合了概念環保，透過對舊物的整理過程
中，學生能夠清楚自己身邊能夠再利用的資源，並透過此活動而激發出「地球
只有一個」的環保意識，更加珍視所處的環境。
（ 三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 -「 公民資質 」品格之實施歷程
1. 公民資質的提升
整個自治市的選舉過程中，先於自治市候選人的提名過程中，就已充滿
「選賢與能」、「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素養中；在公辦政見的發表中，讓所有候
選人都能暢所欲言，把自己能為學校所做的政見都能一一述明；當選證書的頒
發，讓全校師生都能沉浸在當選人的喜悅之中。
2. 民主素養的促發
此次參選的候選人共有 20 人，在整體的選舉過程中，不論當選與否的候選
人都能展現其民主風度的學習，如下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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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市選舉的心得
① 自治市選務人員：
S1
最大的收穫：了解投開票的過程。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了解投開票的過程。
對我的影響：了解得失心不要太重，順其自然，接受當選的候選人。
心得：這次活動讓我學到很多，很感謝學校。
S2
最大的收穫：讓我懂得選舉的過程。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學到了原來選務人員那麼辛苦。
對我的影響：後來都要補上午的作業。
心得：我覺得當選務人員很辛苦，不過能為大家服務是值得的。
S3
最大的收穫：我知道了選舉的過程，也知道了當選務人員的辛苦。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選舉的流程。
對我的影響：回來要趕作業。
心得：雖然選舉完還要趕早上的作業，但是，我知道了選舉的過程也親身經歷
過，這也是難得的經驗。
S4
最大的收穫：知道並體會選務人員的工作和辛苦，讓我們更加重視投票。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 : 學習到投開票時的方法，體會投開票時的辛苦。
對我的影響：候選人們都用心的在拉票，大家都很重視選舉。
心得：大家都很重視選舉，用盡心力，在過程中表現出青春的活力
S5
最大的收穫：珍貴的經驗。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在團體活動中，要以大家的意見為主。
對我的影響：聽從別人的意見，不要太主觀，當選了就要為人服務。
心得：為人服務是我最大的快樂。
S6
最大的收穫：懂得如何有系統的處理東西，再將這些資料逐一統計在一起，並
整理出結果。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與他人分工合作的團結感，並學會幫助他人。
對我的影響：讓我學習到許多生活的技能，並且發現到自己的優缺點，也發現
自己適合或不適合做哪些事。
心得：這次的活動使我受益良多，謝謝老師能讓我有這次機會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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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最大的收穫：我的膽量變大了。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要有自信和有勇氣。
對我的影響：雖然這是一個難關，但我突破了，令我有很大的收穫。
心得：雖然一開始當選務人員時，會很緊張，可是當久了就覺得滿有趣的。
② 自治市候選人：
S1
最大的收穫：了解民主意識。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當選的快樂 !!
對我的影響：知道要尊重他人 !!
心得：輸了沒關係，足壘球再 A 回來就好了 !! 哈 !! 哈 !! 哈 !!
S2
最大的收穫：上台的經驗、勇氣。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講話大聲。
對我的影響：知道要團結、分工。
心得：以前在電視機前面看別人選舉，現在換自己選舉，才知道選舉是非常辛
苦的。
S3
最大的收穫：讓我敢上台演出。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對我的影響：讓我了解選舉的辛苦。
心得：這次選舉真辛苦，也很快樂。
S4
最大的收穫：這次活動中，讓我學會了如何當一個副市長候選人。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勝不驕、敗不餒，沒當選的話沒關係。
對我的影響：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心得：再加油 !
S5
最大的收穫：團結力量大，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無法把事做好。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大家能夠珍惜那段快樂的時光，交到真正的友誼，不會
爾虞我詐。
對我的影響：交了更多的朋友，走到哪，大家都會恭喜我當選，像似突然變成
大明星。
心得：我很喜歡交朋友，自從當上市長後，大家都想和我做朋友，我也很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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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最大的收穫：和同學要和睦相處，分工合作。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人的耐心要夠，EQ 高，不要和別人有爭吵。
對我的影響：讓我有很大的影響。
心得：非常開心，能夠參加這個選舉，其實輸贏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沒
有心要做。
S7
最大的收穫：了解同學合作的好處。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運動家的精神。
對我的影響：讓我知道選舉不一定會贏，但下次可以再來。
心得：我覺得選舉十分重要。
S8
最大的收穫：團結力量大和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輸是需要勇氣的，輸要服輸不要認輸，而且輸也要有風
度。
對我的影響：知道平常就要有好的人際關係。
心得：選舉很有趣 !
S9
最大的收穫：和同學們分工合作。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分工合作的好處。
對我的影響：比賽有輸贏，輸的不要難過，贏的不要太驕傲。
心得：勝不驕，敗不餒。
S10
最大的收穫：團結力量大。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公平競爭的道理。
對我的影響：勝不驕，敗不餒。
心得：雖然沒當選，但是經過這次選舉之後，我才知道大家是公平的。
S11
最大的收穫：和同學一起分工合作。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怎麼和同學相處。
對我的影響：讓我在班上變得很有名。
心得：少數服從多數，贏了不要驕傲，輸了不要傷心。
S12
最大的收穫：團結力量大。
過程中想學到的東西：雖然沒當選，不過我學到勝不驕、敗不餒。
對我的影響：大家競選已是一件光榮的事。
心得：別人當選了，自己不要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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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的對答顯示出，選舉的過程在他們的經歷中是特別的，但在上述的心得中，
可以獲知：自治市的選舉活動已把真實的選舉方式相連結，使這一場的公民選舉，建立
更好的公民資質。
（ 四 ）其他相關品格教育之實施歷程
1. 建立楷模，充實內涵
在四年級的品格教育活動中，邀請社會知名人士 --- 謝坤山，透過謝先生現
身說法，讓與會的學生都能感受身教、言教、以身作則的人身典範

二、 建議
（ 一 ）結合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的學習範圍十分廣闊及多元，而其功效難能在短期間中顯現。教師要在品
格教育教學中應用多元的學習方式，方能獲得教學的效益，如能將品格教育與學校本位
課程相結合，必能使品格教育之效果更彰顯。
（ 二 ）善用朝會及彈性時間，融入品格教育之內涵
品格教育不論在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均須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因此，在正式課程與
課餘時間之外，若能結合現行彈性學習節數的規畫與利用學生兒童朝會的時間，或可減
輕時間對任課老師及行政人員的壓力。
（ 三 ）教師自我增能，重視品格教育的內涵
基於本研究對品格教育的探討，可以發現，品格教育的歷程不單以上對下的教育方
式，且應以身教的方式為楷模學習。因此，教師不僅要增進自身的品格教育的教學策
略，更須增進自身的品格素養。教師更應建立學生「品格的學習是人生中重要的課題」。
（ 四 ）對該研究的省思
本研究只對校內有關的品格教育之內容為研究，其活動安排大多以行政方面的安排
為主，在繁忙的行政壓力之下，往往都只求活動的速成而忽略學生的所動所感，因此，
研究者反省在該研究中應該針對班級內的品格教育研究，了解其實施之內涵並和導師配
合，方能激盪出更合適的品格教育方案；並可嘗試對不同教師之人格特質與其班上學生
的行為表現設計符合的品格教育相關活動。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書目
天下雜誌（2003）。品格決勝負 - 未來人才的秘密。天下雜誌，287，1-240 。
王文科（1990）。質的教育研究法。台北：師大書苑。
王文科（1996）。課程與教學論。台北：五南書局。
毛連塭（1994），生活教育與道德成長。台北：心理出版社。
台北市教育局（2008）。臺北市的品格教育願景。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李介至、邱紹一（2004）。西方品格教育對我國中學品德教育的啟示。教育研究月刊，120，44-52。

28

品格教育在國小－以新竹縣一所國小為例

李素貞、蔡金玲（2004）。中小學品格教育之實施與評量。教育研究月刊，120，53-68。
李琪明（2000）。德育課程之理想與建構 --- 我國國民中小學德育課程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李琪明（2001）。兩岸德育與意識形態。台北：五南。
李琪明（2006）。我國學校道德教育之改革方向－兼論美國品德教育之啟示，現代教育論壇，十四期，138
頁。
李琪明等着（2007）。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台北：教育部。
但昭偉（2002）。道德教育 - 理論、實踐與限制。台北：五南。
林天祐、吳清山（2005）。品格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64，149。
林天祐、吳清山（2005）。品德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64，150。
林慈瑋、林炎旦（2008）。「悅讀不說教」—運用繪本教學進行品格教育。網路社會學通訊，70。
吳寶珍（2004）。國民中學品格與道德教育的內涵與實施之研究。國立彰師大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彰化。
吳財福（2005）。國民中學道德教育調查研究 - 以台南市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
周慧菁（2004a）。品格：新世紀的第一堂課。品格決勝負未來人才的秘密，台北：天下雜誌。
教育部編印（200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台北：教育部。
教育部訓委會（2005）。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http://www.ntjh.kh.edu.tw/~a2/text/2005053082307163321472.doc。
培基文教基金會（2000）。品格教育教師手冊。台北：培基。
陳怡君（2006）。九年一貫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品格教育之內容分析。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陳麗卿（2006）。實施多元智能品格教育課程對國小中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影響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陳慧珍、陳璵皙（2007）。教育之核心本質：品德培養與發展，研習資訊，149，141-151。
郭生玉（2000）。心理與教育研究法，台北：精華。
單文經譯（1986）。L.Kohlberg 著。道德發展的哲學。台北：黎明。
張春興（1994）。教育心理學 - 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
張春興（1997）。教育心理學 - 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再版）。台北：東華。
張春興（1999）。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
張春興（1990）。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
楊孝榮（1983）。傳播社會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詹棟樑（1997）。德育原理，台北：五南出版社。
蔡孟錡（2005）。國小品德教育實施的內涵與實施之研究（10-11 頁）。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出版，台中。
歐陽教（1990），德育原理。台北：文景書局。
謝明昆（1994），道德教學法。台北：心理出版社。

二、 英文書目
Berger, E. (1996). K-12 character education in Locust Vally. The Fourth and Fifth Rs-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2(2), 3-4.
Doyle, D. P. (1997).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A conservative niew.Phidelta Kappan, 78(6), 440-447.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Retrieved
August 3, 2005, form http://findarticles.com/cf_o/m0961/2000_Annual/61855640/
Haskins, J.B. (1968).〈How to Evaluate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Advertising Research Foundations.
Ikemoto, T. (1998). Thesis research: Moral education in Japan;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schoo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hi.ho.ne.jp/taku77//
Kaplan. (1995) The restorative benefits of nature: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5, 169-182.
Lickona, T. (1991). Education for character. New York: Bantam.

29

品德教育專刊

Lickona, T. (1993). The return of charact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1(3),6-11.
Lickona, T. (1997). Educating for character: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 A. Molnar (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character (pp. 45-62). Chicago, Illinois: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Lickona, T. (1998). Character Education:Seven Crucial Issues. A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20,77-84.
Lickona, T. (2003). The center of our character: Ten essential virtures. The Fourth and Fifth Rs-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10(1), 1-3.
McClellan, B.E. (1992).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52 310).
Nodddings, N. (2002). Education moral people:A caring alternative to character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Ormrod, J.E. (2003). Educational psychology: Developing learners.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PrenticeHall.
Otten, E.H. (2000). Character educat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44 932).
Ryan, K. (1996).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for a Just & Caring Education, 2(1), 75-85.
Spreacker, A. (2001). Educating for moral development.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15, 188-193.
Williams, M. M. (2000). Model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al issues.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 Development, 39(1), 32-40.
Eisenberg, N. & Mussen, P.H. (1989). The roots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New York:Cambridge Press.
Gibbs, L. & Earley, E.J. (1994). Us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develop core values. Bloomington,Indiana: Phi
Delta Kappa Festback (Whole No.362). http://www.cortland.edu/c4n5rs/12pnt-iv.asp.
Rose, C.M. & Sharon, W.W. (2001). Classroom idea-sparkers. Childhood Education, 77, 222-227.
Schaps, E. & Williams, M. (1999). Character education: The founda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 M.Williams &
E.aps(Eds.), Character education: The foundation for teacher.
Vessels, G.G & Boyd, S.M. (1996). Public and co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character educat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80(579), 55.
Wynne, E. A. & Ryan, K. (1997). Reclaiming our schoolls: Teaching character, acqdemics, and discipline.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0

30

品格教育專案課程對班級影響之研究

品格教育專案課程
對班級影響之研究
新星國小

杜昭宜主任

一、 陽光下的水蜜桃
孩子們缺乏同理心，而常以自身的價值觀做出評斷，因此和他人產生衝突，或是做
出人身攻擊，傷害到別人而不自知。當下，老師會口頭訓誡一番，但言者敦敦，往往聽
者藐藐，這番苦口婆心真能進入他們純真的心靈，並且播下良善的種子嗎？
當代社會中，每個孩子是父母的手中寶、掌中肉，父母總是期望給孩子最好的，而
不希望自己小時候的遺憾再現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孩子的自我意識
逐漸提高，他們缺乏學習的楷模，他們不知道要以何種態度面對人、事、物，個個成為
嬌嫩的水蜜桃。
美國知名鄉村歌手及作曲家 Vince Gill 認為「成功總是暫時的，一切塵埃落定後，你
僅存的將會是你的品格。」而和同事討論學生日常時，我們深深覺得如果學生對他們所
面對的人、事、物能採取對他人負責任的態度，不完全只是從私人的角度做出決斷與行
動，也許世界會有所改變。十二年國教課綱是以學習者的主體陶養為宗旨，視教育本身
為目的，教育的目的即在成人之美，帶著孩子一起思考和判斷遠比要求他們要怎麼做有
用。因此，身為老師的我們，雖然有沉重的趕課壓力，孩子也有精益求精的知識等著他
們去挖掘，但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更須內化在他們的心靈中。

二、 尋找所羅門寶藏
當我決定要做品格相關課程時，我開始閱讀相關文獻並蒐集資料以便設計課程。目
前的課程大多是以中心德目為出發點，進而設計有關品德相關課程，以ㄧ週一個中心德
目（例如：誠實、負責、勇敢等）為活動內容，於是我原本亦是將一週設計成一個主題
品格。但在將計畫書寄給教網中心請專業教授給予建議後，教授的回覆建議，因考量研
究歷程僅三個月，研究目的要更聚焦，可以聚焦於ㄧ個中心德目。這也給我一個反思的
機會，仔細觀察班上學生的日常生活，亟欲找出何者真正為我目前班上所需。結果，我
觀察到班上學生對於自己所要完成的工作，不確實完成，對於老師寫在連絡簿上的事
項，會擦掉或不拿給家長過目，以避免家長責罵；對於老師交代的事總是敷衍完成，打
掃完後還是有一些垃圾，功課也常遲交，課堂所需用的東西總是丟三落四沒帶來，最後
總是家長將東西送到學校。於是，我決定往負責這個向度進行，希望培養學生對自己負
責、也對別人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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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決定了 [ 負責 ] 這個主題後，也開始參考美德書裡有關負責的小故事，歸納出
負責的概念，更因緣際會接觸到培基文教基金會的熱心義工提供資料，讓我能設計一連
串的相關課程；而在進行課程的過程中，我也不忘隨時注意是否有更好的材料來修改原
本的教案，最終的期望仍是希望孩子真的了解負責的概念並落實在生活中。

三、 尋找負責的身影
品格係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目標與內涵。在我國〈國民教育法〉中即明確揭示「依中華
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
為宗旨」。我國對於國民教育階段的德育、道德教育與品德教育長期慣以單獨設科，而
這個做法至 2004 年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後劃下句點。隨即登場的是教育部公布的〈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轉而強調品德教育融入各科與全面營造校園文化的精神。但美國近
十年來積極推動「新品德教育」，強調當代核心價值；英國也在近年推動「價值教育」與
「公民道德教育」課程。亞里斯多德亦曾說，年幼時培養的好習慣造成日後全然不同的影
響。 由 於 孩 童 並 非 天 生 就 具 備 這 些 知 識， 他 們 必 須 學 習 認 識 這 些 知 識， 品 德 教 育
（character education）來自於一種觀念，相信我們可以從他人身上學習到理想的行為，並
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行事的標準，這成為我在班上推行品德教育的動力，希望能在孩子
心中埋下一顆品格種子，孩子自己努力經營、茁壯，終能成為社會的棟樑！
何謂負責任呢？英文裡的「責任」
（responsibility）是從 respond 這個字來的，負責任
的意思是指能夠回應的，責任心是成熟的象徵，當我們努力幫助我們的孩子成為負責任
的人時，我們是在幫助他們成為成熟的人。由於不成熟，所以伊甸園裡的亞當，在發現
自己吃了禁果之後，將責任推卸給夏娃；由於不成熟，夏娃又將責任推卸給誘騙她的
蛇。在每一個世代，當兄弟姊妹或玩伴被要求為他們的不當行為負責時，我們都可以看
到這一齣「是她要我這麼做」或「他要我這麼做」的原型戲劇。
但是這樣的態度並未隨著童年的結束而結束。一般而言，成年人仍然繼續不自覺地
帶著這種不成熟。當事情出了差錯，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藉口。但我們最終必須為我們自
己成為什麼樣的人負責，「我就是這個樣子」並不是輕率或是惡劣行為的藉口，甚至也不
是一種正確的說法，因為我們絕非原本就是這個樣子；我們自己所做的決定，決定了我
們是什麼樣的人。
負責的人是可以照顧自己和自己的行為的成熟人；這樣的人完全承認自己的行為，
且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藉由練習和範例，如果父母的榜樣和期待是清楚的、一致
的，在能配合孩子發展能力的前提下，一些家事、家庭作業、課外活動、放學後的工作
和自願做的工作等，都有助於讓孩子成為成熟的人。

四、 著手分享，採取行動
每個人都愛聽故事，文學和歷史是道德認識能力的豐富來源，可以從中汲取許多寶
貴經驗和啟發。在故事中，和學生一起思考、討論和欣賞，從而培養道德的判斷和實踐
能力。一般說來，品德教育始於一種想法，就是教導我們以故事的形式來省視我們的生
活。譬如，學生閱讀報章雜誌時，會碰到故事當中存在的倫理問題，就可以引導他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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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故事中的人物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思考種種不同的抉擇。如果學生認同某一位「道德
英雄」，我們可以設法讓品德教育在學生個人的生活中發揮影響。譬如，在設計活動或
服務計畫時，可以幫助學生將故事中的原則應用到他們自己的生活裡。通常品德教育課
程的設計以「普遍價值」為依據，或者是以生活故事所提倡的倫理價值（諸如正義、尊
重、負責等）為主題。品德教育的核心在於體認到教授任何學科或技能的同時，也是在
傳達有關「真理」以及「是與非」的觀念。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發生過的故事或是別人
的經驗會是個不錯的開始。
國小三年級學生，其年齡約介於 9 到 10 歲之間，處於 Piaget 道德推理階段中的自
律期、Kohlberg 道德發展階段中的工具式相互關係導向及好男好女導向之間及 Eisenberg
利社會道德推理階段中的讚許及人際關係取向或刻板取向之間。品格的塑造很難依靠直
接的教導，氣氛的感染和情緒的感動更是重要。於是運用討論、閱讀和角色扮演等方
式，透過理解、反省、回饋等方式，讓原則得以逐漸內化，慢慢調整孩子對於負責的相
關概念，並設計檢核表，請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逐一檢視與反思，將負責的概念具體落實
在日常生活中。老師也依據孩子的表現與回饋，在每次課程後寫下教學反省，以修正自
己的課程。
教學設計如下：
次數 日期
1
4/3

活動名稱
我的一天

活動內容
1.請學生說出一天中所要完成的事
2.檢討自己是否有確實完成
3.講解金句：別想今日迴避，就能逃避明日
的責任
4.討論檢核表內容
演戲分組
1.給自己一句話
2.請各組上台表演
3.請同學發表觀後感
4.同組發表自己的職責

2

4/10

3

4/17 我知道你的期望 1.講解金句：盡責是明白別人的期望並切實
做到的意思
2.老師舉日常生活的例子，請學生發表 別人
對你的期望是什麼？
3.說明期望表的做法
4/24 小故事 大道理 1.完成期望表給自己一個鼓勵
2.老師發下有關責任的繪本，學生分組討論

4

演戲高手

活動目標
了解生活中所要完
成的職責

知道在團體中，每
個人有應盡的職責

了解別人的期望並
切實做到

能說出負責與不負
責的差別和結果

故事內容，討論呈現方式
5

5/1

改過不嫌晚

1.完成期望表給自己一個鼓勵
2.請各組發表閱讀內容
3.講解金句：有足夠勇氣認錯，而又有決心

能勇於改過，對自
己負責

改過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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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日期
6
5/8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蟲蟲危機

1.觀賞蟲蟲危機影片
2.請學生發表負責任的益處

知道負責任的益處

1.說故事：阿佛列王和蛋糕
2.向孩子介紹各行各業的人
3.講解金句：職責所在，在所不惜

了解更種職業都有
要負責的職責

1.複習金句
2.寫下整體活動心得

單元統整與省思

7

5/15

各行各業的人

8

5/23

負責大會串

活動目標

五、 甜美的收穫
課程進行中及結束後，在與孩子的談話中，筆者得知他們十分喜歡這一系列的課
程。在演戲或漫畫閱讀的野過程中，孩子了解何謂負責，並能說出相關例子；在教學活
動中，也觀察到孩子有了進步，作業會一一交回，不須老師再三叮嚀；每個孩子都能負
責好自己的事；當別人出現錯誤時，能說出不哪些是不負責的語句或行為，且更進一步
地說出應該要如何說或做才是正確的；自己做錯事，能勇於承擔，並說出要如何彌補；
課堂上雖仍有人忘記帶東西，但是比例降低了；孩子更加自動自發，老師的負擔也減輕
不少。
正所謂教學相長，在將每次的教學反思與同儕分享後，我也得到一些回饋，並適時
據以修正自己的教學，因為我相信，集思廣益和找出自己所看不見的盲點是教學成功的
重要一環。
在這些持續的反思、學生的表現與同儕的回饋中，我整理出以下幾點心得與可改進
之處。
（ 一 ）跳脫說教的窠臼
此次品格教育專案研究動機為學生不按時交作業或是忘記應帶之物品，但在課程設
計上，跳脫以往以老師的角度出發的模式，以學生為主體，思考由學生自行反思其生活
中不負責任的結果，而不是老師以學生不交作業為出發點。從較大範圍切入後，再引導
學生至學校生活的細節，包括交作業這件事，如此效果更佳，學生不致先入為主認為老
師在說教。之後，筆者也思考教學方向改由學生自己反省自己日常不負責的例子後以演
戲方式呈現，這樣應該會有更多的身體感知與體驗，也應能引導出更深層的反思與回
饋。
（ 二 ）相信孩子的潛能
在課程設計階段，筆者原本不期待孩子能有很 { 脫俗 } 的演出，但最後的成果真是
一個大震撼。孩子們除了能將之前在課堂所舉的例子應用於戲劇中外，甚至有的小組演
出了真實在教室中所發生的例子，令全班哄堂大笑。在這一節課中，老師和學生都受益
匪淺，透過角色扮演，孩子將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演示出來，不但在排練的過程中重新回
想發生的事件，觀看的學生也能經由老師的引導自我反省，可以說是一堂活潑又豐富的
班級輔導。也建議老師們如果能夠利用各組之間的戲劇演出內容做連結，效果應會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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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家長的參與
筆者曾經思考，責任期望表是否要告知家長，並請家長配合呢？回應 [ 負責 ] 的主
題，在期望孩子自動自發的情況下，我決定做個小實驗，在不告知家長的情況下，希望
孩子能自行做到。但實驗的結果是，現實與理想的確是有差距的。這證實家長的理解與
配合參與還是很重要的。
（ 四 ）藉由深化及內化對於金句的理解，讓孩子了解負責的概念
以一句金句要讓學生了解完成他人交代的事項就是盡責，確實有些不易。我倒認為
可以設計一些活動、說一些小故事或是進行真實的體驗，學生的感受才會更深刻，而學
生討論之後所引導出的反思會讓學生印象更深刻。
（ 五 ）多媒材的教學
課程中使用多媒體教材對於課程成效有很大的貢獻。利用不同的繪本讓學生閱讀，
並透過不同方式及角度呈現繪本內容，較能為學生所接受。此外，藉由學生自己的討
論、理解與詮釋，比光聽老師講解來得深刻。課程中亦藉由觀賞影片以深入討論負責這
個主題，這能夠引起學生的注意和興趣，且在觀賞影片能討論負責的相關主題。但美中
不足的是，起初設計的學習單內容比較注重影片的內容，應該更進一將在影片內容與學
生的日常生活做連結。
（ 六 ）品格的相輔相成
演戲時，有一組沒有準備好，所以我採取全班決定的方式，讓我感到驕傲的事情發
生了，全班願意給他們機會，起初那組不願意，想放棄，全班又七嘴八舌的鼓勵他們勇
於嘗試，於是那組決定在工具間排演，最後演出的效果頗佳。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雖
然主題是以負責為中心，但孩子在彼此人格潛移默化之下，品德更加美好了。也讓筆者
不由得想起一句話：許多品德是相輔相成的。

六、 研究有感
美國歷史學家 Henry Adams 說「老師的影響無窮盡，她永遠不知道這影響力遠至何
處 ? 當我們給孩子一點點，他們會用他們的生命去放大，因此…我們自己就是給孩子最
美好的生命禮物。」新世紀的教育中，讓孩子擁有良好的品格比讓他們聰明重要。在國
安隆作假帳事件、國內某一律師事務所盜賣客戶股票及力霸集團掏空案這些層出不窮的
負面事件震撼下，讓我們更加感受到品格不佳而位於高為者，讓社會大眾付出的社會成
本是超乎想像的，這也讓我們更需要正視品格教育的重要性。成功的教育立基於日積月
累的師生互動之上，教育是要有效地協助學生的社會化（教育上所謂社會化係指兒童與
青少年學習承擔社會責任、有效扮演成人角色程），要能營造良好教學環境使學校與班
級成為充滿愛與關懷的社區，進而陶冶學生品格，讓學生在未來懂得如何自處。「品格
教育會改變全世界」，因為品格教育改變了個人，也就改變了社會和國家，最終藉由重
塑每個國家而改造全世界。
相關網站
兒童深耕閱讀教育網 http://reading.tp.edu.tw/Research.aspx
政大品德教育網 http://osa.nccu.edu.tw/~mora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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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目
吳美真（譯），（1998），美德書。台北市；圓神出版社。
天下雜誌，（2007），教出品格力，親子天下教育專刊。台北：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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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4/4

4/9

4/10

4/11

4/12

上課專心聽講
老師交待的東西都會帶
作業能夠準時交
保持自己位置的整齊
能夠準時到校

給自己的一句話：

37

品德教育專刊

附件二
日期

事情

一句話：
我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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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期望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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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蟲蟲危機－負責任的故事
1. 請問影片裡的飛力，它平常需要擔任什麼工作呢？

2. 請問影片中是誰需要繼承螞蟻王國的王位呢？那它需要負些什麼責任呢？

3. 如果你是有做好自己工作的螞蟻，看到不負責任的螞蟻時，你有什麼想法？

4. 你覺得螞蟻們都有做好各自負責的工作，會有什麼結果？要是沒有做到會有什
麼結果？
工作

有做到的結果

沒做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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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我是小記者
親愛的孩子，你知道父母的工作嗎？她們總是默默盡責的為這個社會貢獻一己
之力，而他們又是如何在工作中得到快樂呢？當你完成這張學習單，你就能得到
答案唷。

媽媽的職業：
工作內容：

工作上的要求：

工作快樂的秘訣：

爸爸的職業：
工作內容：

工作上的要求：

工作快樂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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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大會串
經過八週的課程，老師發現你們進步許多，更像一個好孩子了。現在老師出幾個
關卡，讓你們盡情發揮唷！接招吧！

關卡一：什麼叫做負責呢？

關卡二：你覺得你是一位負責的孩子嗎？為什麼（舉出實例）？

關卡三：你最喜歡哪一個課程呢？為什麼？

關卡四：你給自己平常的表現打幾分？有什麼期許呢？

關卡五：畫張負責漫畫，送給辛苦的老師吧，老師會給你一個驚喜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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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德教育內涵建構班級經營
模式之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of Class Management
Model Constructed by Moral Education
六家國小 朱勝郁組長
Sheng yu, Chu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品德教育內涵之負責、尊重、感恩、知恥、誠信等核心價
值指標建構班級經營模式，藉行動研究方法探究學生於品德認知、品德情意
與品德行為學習實踐之歷程，並藉以歸納出：一、在品德認知層面可以繪本
讀物影片等主題閱讀融入課程讓學生學習品德價值意義，並透過價值澄清教
學以及實際體驗等方式導引學生學習品德教育內涵；在品德情意層面，從營
造班級經營特色與營造良好班級氣氛方面著手，讓學生從學習情境中內化養
成品德態度；在品德行為層面部分則與學生共同建立融入品德行為之班級公
約，並制訂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讓學生具體實踐。二、從協助學生建立品
德認知、品德情意與品德行為之歷程中發現，探究學生對於品德教育內涵的
理解，澄清迷思概念，另以實際角色扮演等方式建構品德認知的教學內容加
上以聯絡簿等班級經營策略和學生維繫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並且能與家長
形成相互支援的親師合作網絡，更能建立學生的品德認知與情意態度；再以
行為檢核表記錄學生的品德行為具體表現，統整學生在生活上的品德行為實
踐程度，建構出本研究之班級經營模式。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對課程、教學等後續研究等建議。
關鍵字：品德教育、班級經營、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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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respect,
gratitude, and sense of shame, the core values of indicator in class management
model,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student in moral cognition,
affection, behavior,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It summarized: First, moral cognitive level can be approached by reading
picture books, reading movies and other topics into the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meaning and moral values as well as, by value clarification teaching and
actual experience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mor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In
moral affective level, from creating class management features and create a good
class atmosphere aspects, from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moral attitude in internal; In moral behavior level, from establish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for
students to comply with. Secondary, to help students build character from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moral course of moral behavior finds and explore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ying misconceptions. and through the roleplaying and practical way to construct cognitive moral teaching content with
contact books and other class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students maintain mento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as well as to work with parents to form
parent-teacher cooper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networks build bette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tudent’s moral attitudes. With students’ behavior checklist to record
students’ moral behavior of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in practical life and moral behavior constructs the class management
model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presents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other
follow-up research proposals.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classroom management, action research

壹、 緒論
一、 問題背景
自任教以來，越來越發現學生的生活態度與禮貌，遠低於認知中所應有之水準，如
對於分內事難以勇於承擔「負責」；漠視身邊事物不友善不懂「尊重」他人；自別人手中
接過物品，不知以雙手收受及道謝。接受獎助學金、外界援助時缺乏謙卑與「感恩」之
心；犯錯時也常推卸自身責任，缺乏反省「知恥」態度；較功利自私缺乏同理心。在校
學習時容易產生人際問題，輕諾無「誠信」，讓學生「才」、「德」皆不備。研究者亦自
省，在教育場域，需以健全的品德作為求知的磐石，用積極的態度來提升學習動力，讓
高尚的美德來杜絕壞習慣的產生，應是可著手之目標。期望藉由行動研究的方式，將品
德教育內涵「負責、尊重、感恩、知恥、誠信」結合適當策略融入班級經營中，使學生
有所改變，來導正偏差價值觀並培養學生正向的行為與認知，讓品德成為學生內化的涵
養；也讓研究者持續自我反省思考教學中的變化與影響，審酌品德教育實踐於班級經營
的可能性，將是本研究所關切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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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要探討研究目的為：
（一）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認知、情意、行為層面所建構之班級經營模式。
（二）探究學生建立品德認知、品德情意與品德行為之學習歷程。
是以，研究問題為：
（一）建構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認知、情意、行為層面之班級經營模式為何？
（二）學生建立品德認知、品德情意與品德行為之學習歷程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以下著重品德教育的國內外相關文獻探究，釐清品格教育、道德教育與品德教育的
關連，確定本研究所進行之品德教育定義內涵以及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指標。

一、 品德教育：
（ 一 ）品德教育定義
品德教育與品格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一詞常被混淆誤用。究竟學生需要品德
教育、道德教育抑或品格教育？教育部國語辭典解釋：「品德就是好的品行，其相似詞
有品格、德行等。而品格即為品行人格，相似詞為品德」。王金國（2009）認為主要原因
是學者係將英文「characte education」轉譯的結果；部分學者譯為品格教育，也有學者翻
成品德教育。我國政府官方文件係以「品德教育」統稱。李玉真（2010）認為「品德教育」
與「品格教育」在國內研究中似乎大抵為同義詞。Lickona（1991）說品格就是一個人習慣
總和。蔡孟錡（2005）提出品格是道德規範下行為情感思想的綜合表現，屬人格特質，
但「品格」亦可同義於「道德」。
道德教育的演進主要起始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智德體之說，主張以德育訓練意
志。康德（Kant）的道德教育義務論，從動機意向與品行心理因素的內在起源訓練意志
規律才有善的意願。相反的，邊沁（Bentham）、斯賓塞（Spencer）、彌爾（Mill）等主張
的 效 益 論， 從 外 在 的 行 為 結 果 影 響 導 入 功 利 快 樂 主 義 的 論 點。 道 德 階 段 則 由 杜 威
（Deway）的折衷道德為始、皮亞傑（Piaget）建立認知發展階段論，呈現自律他律的道德
表 現， 郭 爾 堡（Kohlberg）更 深 入 探 究 實 證 發 展 各 個 階 段 與 行 為 表 現（ 伍 振 鷟 等，
1999）。從道德教育到品德教育，大部分學者皆認同「道德」指的是「對何者為真的認知」
和「何者為善行的知覺」。廣義來說，國內對於品德教育的推行，相近於品格教育的型
塑，更是以道德教育為基礎。
陳清溪（2004：41）言：
「品格教育也是學習如何學習，而非學習本質性事物的歷程」
其亦提及 John、Ryan 和 Bohlin 曾從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簡短的對品格教育下定義：
「品格教育就是知道善、愛善，以及做善事的教育。」。根據 Lickona（1993）的研究定
義，好的品格教育應包含三方面：包括『知道何為善』
（knowing the good）、『渴望為善』
（desiring the good）和『行善』
（doing the good），並幫助學生學習好的行為且內化成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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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習慣，主動表現於日常生活。品格教育應該是過程（process）而非內容（content），是
形成（form）而非物質（substance），它是更深層的批判性思考技巧。張乃仁（2008：10）
則歸納出：「品格教育就是透過家庭、學校、社區教與學的過程，教導學生良善、重要
的核心倫理價值，其目的在於強化學生的道德認知、體會道德情感進而具體實踐的能
力，並內化成習性的一種歷程。」。
綜合以上，品格教育就是德行的教育。品格教育即是學校、家庭、社區利用學習歷
程與教學情境，協助學生學習良好品行、道德認知價值與實踐德行的教育。在本研究中
採以「品德教育」泛稱，主要係以教育部推行之「品德教育核心內涵指標」，1 導入道德教
育為根基，培育學生知德、樂德與行德，類比「品格教育」之目的。
（ 二 ）品德教育內涵
賴良俊（2007）引 Lickona 對「品德」具有三個相互關連且具影響之層面：一是道德
認知（moral knowing）層面，包含對於道德議題之意識與察覺、理解道德價值、具有角
色取替能力、有道德推理能力、能慎思與做決定、以及自我知識統整等內涵；二是道德
情感（moral feeling）層面，包括具有良心、自尊、同情、珍愛善價值、自我控制與謙遜
等重點；三是道德行動（moral behavior）層面，包括實踐德行之能力、擁有實踐之意願、
以及進而養成習慣等內涵。翁鈴雅（2007）認為多數學者將品格的範疇分成三部份，第
一是認知，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的；第二是情感，也就是知道這些品格價值
後，心裡喜歡且知道該如何去做；第三則是表現，有認知也知道如何去做，接下來就是
實踐的部份，而表現品格也是認知品格及道德情感統合的結果。良好的品德是係由「理
解」、「關注」與「實踐核心價值體現」協助達成。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將品德內涵融入「認
知」、「情意」及「行為」三層面，在認知方面探討知覺情境的品德面向、以及了解品德推
理、做決定、建立價值標準與價值判斷。在情意方面探討意識到做對的事情、學會自我
控制、以及自我尊重是個人的責任，並願意承認與改正個人的缺點，涵育品德素養與意
志。在行為層面探討能夠傾聽、溝通以及與人合作，施行道德判斷以及習慣於力行好的
行為，並能付諸實踐，養成具備品德行為能力。
（ 三 ）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指標
依照 Kohlberg 所提出之道德發展理論，可知此時期的學生大約處於「尋求認可取向」
階段，其意義為「尋求別人認可，凡是成人讚賞的，自己就認為是對的。」
（引自張春
興，1996）。林新發及王秀玲（2004）引用天下雜誌所著《品格決勝負－未來人才的秘密》
一書裡頭，周慧菁所寫的「品格怎麼教？」文中，1992 年於會議結果推出了「品格的
六大支柱」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1）尊重（respect）、（2）責任（responsibility），（3）
公平（fairness）、（4）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5）關懷（caring）、（6）公民責任
（citizenship），作為現代公民應培養的基礎品格特質。研究者認為在國小五年級的學童
已經處於皮亞傑認知發展的「具體運思期」階段，能夠運用獨立思維模式做價值判斷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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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品德促進方案：第一期自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第二期自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著重品德之道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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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另結合本校發展學校願景為「樂觀」、
「尊重」、
「進取」、
「感恩」四大項核心價值，
研究者審酌學生應再增加「勇於認錯、有過則改」之「知恥」倫理指標，以及「重信守
諾、不自欺欺人」的「誠信」倫理指標。故於本研究中綜合提出「負責」、「尊重」、「感
恩」、「知恥」與「誠信」五大核心價值指標，作為研究學生行為準則依據。

二、 名詞解釋
（ 一 ）品德教育核心指標：
本研究將教育部公布之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歸納出適用於研究對象之五項：負責、尊
重、感恩、知恥與誠信，並再以各項細分為具體行為實踐準則。
（ 二 ）班級經營模式：
本文所指班級經營模式係以品德教育內涵之核心指標融入班級經營策略，以增進學
生品德教育認知、情意與行為之實踐。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處理與分析敘述如下。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策略，運用文件分析、實地觀察、訪談記錄進行三角驗證。並
經問題概念→行動→反思→再行動的歷程，建構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班級經營模式。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設定在研究者本身以及擔任導師之該班五年級學生，選擇新竹縣品德
國小（化名）一個班級進行品德教學，學生共 28 人，紀錄其教學歷程進行品德教育研
究之探究。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運用品德核心價值指標來建構的班級經營模式，以品德認知理解、品德情意
態度、品德行為實踐三大方向。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認知理解

情意態度

行為實踐

負責、尊重、感恩、知恥、誠信

班級經營模式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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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步驟為形成問題、文獻探討、設計課程、實施教學、找出問題、修正教學活
動、觀察記錄、訪談記錄、對話反省回饋、文件分析、撰寫研究報告。

五、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瞭解品德教育內涵融入之班級經營；針對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蒐集來源，包含文獻
分析（文件資料）、訪談與對話、觀察互動與行為檢核四部分（第一碼資料代碼，第二碼
為人物代碼，數字碼為流水編號）。（一）文件資料：文獻資料、教學實際資料、學生作
品、對話記錄與反省札記。（二）訪談與對話記錄編碼為 W、授課教師（研究者）T，受
教者（學生）以代號稱名。（三）觀察記錄（第一碼資料代碼，數字碼為日期）：檔案資料
D、實際授課觀察記錄 L、偶發事件記錄 E（四）學生品德行為檢核表 A：負責 A1，尊
重 A2，感恩 A3，知恥 A4，誠信 A5。學生品德認知學習單 B：負責 B1，尊重 B2，感
恩 B3，知恥 B4，誠信 B5。討論與訪談記錄 C：負責 C1，尊重 C2，感恩 C3，知恥
C4，誠信 C5。

六、 研究設計與實施
（ 一 ）品德認知—以核心價值指標融入品德認知之主題閱讀學習課程設計架構，如圖 2。
誠信

負責

品德認知

《賣爆米花的學生》
資料來源：
桃園縣品格教育資源網

感恩
《一公分的鉛筆》
資料來源：
大愛電視/一公分的鉛筆

尊重
《我是老大》
《盧貝松─拯救地球》
資料來源：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路資料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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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認知主題閱讀設計架構

《貪吃的小廚娘》
資料來源：
新竹縣數位學園MagV 童書館

知恥
《周處除三害》
資料來源：
明慧學校網站/歷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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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品德認知—主題閱讀課程編排（ 如表 1）
表1
週次

日期

主題閱讀課程行事曆

閱讀主題

實施方式

一

02.22-02.26 準備週

二

03.01-03.05

三

03.08-03.12 問題與討論 Q&A

老師就核心價值做相關提問
各小組統整、歸納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四

03.15-03.19 角色扮演與實作分享

學生演出故事情境
分享實際在生活中實踐的例子

五

03.22-03.26

六

03.29-04.02 具體說明『 尊重 』的行為與態度 學生收集書籍、網路資料 / 發表

七

04.05-04.09 問題與討論 Q&A

老師就核心價值做相關提問
各小組統整、歸納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八

04.12-04.16 角色扮演與實作分享

學生演出故事情境
分享實際在生活中實踐的例子

九

04.19-04.23

十

04.26-04.30 具體說明『 負責 』的行為與態度 學生收集書籍、網路資料 / 發表

品格小故事─『 感恩 』
●配合孝親月實施

品格小故事─『 尊重 』
●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品格小故事─『 負責 』
●配合人權法治教育實施

老師分享並澄清核心價值

老師分享並澄清核心價值

老師分享並澄清核心價值

老師就核心價值做相關提問
各小組統整、歸納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十一

05.03-05.07 問題與討論 Q&A

十二

05.10-05.14 角色扮演與實作分享

十三
十四

05.17-05.21 品格小故事─『 知恥 』
老師分享並澄清核心價值
05.24-05.28 具體說明『 知恥 』的行為與態度 學生收集書籍、網路資料 / 發表

十五

05.31-06.04 問題與討論 Q&A

老師就核心價值做相關提問
各小組統整、歸納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十六

06.07-06.11 角色扮演與實作分享

學生演出故事情境
分享實際在生活中實踐的例子

十七

06.14-06.18 品格小故事─『 誠信 』

老師分享並澄清核心價值

十八

06.21-06.25 問題與討論 Q&A

老師就核心價值做相關提問
各小組統整、歸納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十九

06.28-07.03 角色扮演與實作分享

學生演出故事情境
分享實際在生活中實踐的例子

學生演出故事情境
分享實際在生活中實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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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品德情意與行為—將核心價值指標融入班級經營實施層面架構，如圖 3 所示

班級氣氛

聯絡簿

1. 師生關係
2. 班級布置

1. 學生心情記錄
2. 另類師生溝通

品德情意
品德行為
班級規範

行為準則檢核

1. 班級公約
2. 榮譽制度

1. 行為檢核表
2. 事件記錄

親師交流
1. 學生行為表現
2. 偏差行為溝通

圖3

品德情意班級經營實施層面圖

（ 四 ）品德行為—本研究學生行為實踐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如表 2
表2

行為準則表

核心價值指標

行為準則

負責（Responsibility）
行為準則 1：自己決定的事物要認真完成，不
凡事謹慎思考，在自己行動前先設想行為的結
敷衍了事。
果，盡自己所能使事情更加完美，明白別人的 行為準則 2：對於公眾多數決定的事物，應該
期望並切實做到，並樹立好榜樣。
要認真完成。
尊重（Respect）
行為準則 1：能以真誠和包容化解他人的不諒
接受他人為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個體，人人站在
解與猜疑。
同樣的高度互動，沒有尊卑之分，約束個人自 行為準則 2：能友善對待生活文化背景不同的
由於合理範圍避免影響他人。
人。
感恩（Gratitude）
以言行讓對方知道他如何使自己生命受益，並
能以具體行動向施與者表示感激，以恭敬和善
的態度接受施與並不視為理所當然。
知恥（to have a sense of shame）
犯錯有羞惡之心，有檢視錯誤嘗試修正悔改之
意。
誠信（Honesty and Trust）
能以誠懇信實的態度對待人、事、物，答應別
人的事要盡力做好，並以正面不投機取巧的動
機努力做正確的事。

50

行為準則 1：能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
行為準則 2：不比較、不計較，珍惜現有的福
份。
行為準則 1：愛惜名譽如同愛惜生命。
行為準則 2：尊重個人隱私，也是保障個人尊
嚴。
行為準則 1：待人處世應有一致性原則，並盡
力完成承諾的任務。
行為準則 2：能為服務人群與社會許下承諾，
並付出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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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以下綜整研究結果發現，分就班級經營模式與教學在品德認知、品德情意、品德行
為等歷程作討論。

一、 品德認知：
（ 一 ）主題閱讀時間
1. 說什麼故事
學校訂定每周四上午八點至八點半的時間，為主題閱讀時段。王金國
（2011：129）認為以兒童文學作品為教材進行品格教育可以讓學生同時增進語文
能力及瞭解品格的內涵。研究者設定以「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的內容為
主，之後把桃園縣品格教育資源網加進主題閱讀的教材資源中，再增加新竹縣
數位學園 MagV 童書館內的品格教育童話，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文建會以視
覺方式作動態多媒體的呈現，桃園縣品格教育網以文字再加上研究者的解讀，
新竹縣數位學園的繪本讓學生來講故事跟同學分享，期以多樣性、多元化的教
材教法提高學生興趣與動機，並達到潛移默化的成效。
A. 負責—《賣爆米花的學生》：藉由王佳琳這位故事主角，遺失畢旅基金八萬之
後不以怨天尤人的姿態來博取大家的同情，而以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既成的
事實，她的負責感動了同學、福利社老闆、媒體等，大家一同參與了她的行
動，也圓了全班的夢。藉由這個故事讓學生學習何者才是負責任所需具備的
道德勇氣。
B. 尊重—《我是老大》與「拯救地球」
某日早自修，學生 LY 跑來告訴研究者關於風紀股長的作為：
SC 每次只會凶人，常常自己也在講話，每次跟他抱怨就記我們，以為
自己是老大喔？（偶發事件紀錄 -E990302）
研究者當下聯想到跟尊重有關的繪本故事《我是老大》，文中敘述一名叫
呂西安的小男孩，為了想要排擠新來的轉學生佳麗，無所不用其極的杜撰不
合理的藉口，不僅沒有達到孤立佳麗的目的，更因同學的不配合讓他用言語
傷害了許多原本的好友，再也沒有人把他當老大了！藉此繪本生動但意義深
遠的表達人際相處與互動上應有的態度。另外，在研究過程中看到盧貝松的
「搶救地球」環保影片。時值國道走山的新聞沸沸揚揚之際，研究者將此事件
作為教導學生尊重大自然的教材，在造物者的面前應懂得人類是何其渺小，
與環境和平共存才是長久生存之道。
C. 感恩—《一公分的鉛筆》
大愛電視兒童節目「地球的孩子」其中一個單元，描述甘肅的東鄉縣偏
遠山區的學童，用來寫作業的鉛筆已短到約莫一公分的長度，卻仍珍惜的使
用著。研究者希望學生能從中體會「見苦知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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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知恥—《周處除三害》
研究者認為有羞恥之心的人，才能勇敢的面對自己的錯誤，戰勝自我，
這是「勇」的表現。擇定《周處除三害》，載明了聞過能改且洗心革面的道德
勇氣。
E. 誠信—《貪吃的小廚娘》
這個故事描述一位名為莉莉的吝嗇廚娘，只願為她的主人展現出色的廚
藝，一次在準備宴客的過程中，莉莉因捨不得讓人分享她美味的燒鴨，居然
自己把兩隻燒鴨吃光了！為了圓謊，趁著主人雷蒙爵士在磨餐刀時，莉莉欺
騙爵士的友人說爵士正在磨刀準備割下他的兩隻耳朵，又和雷蒙爵士謊稱友
人把兩隻燒鴨都偷走了，讓雷蒙爵士著急的拿刀追出去，邊追邊喊：「給我
留下一隻就好！」嚇得客人落荒而逃。研究者認為學生之所以會說謊欺騙，
往往是因為規避現實，卻沒有考慮被揭穿後的窘境。能讓學生去思考欺騙與
真實間的差異，讓他們想想莉莉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後果與動機是否合乎誠信
的原則。五個故事我大致用表 3 的方式進行：
表3
品德議題
負責

單元名稱

知恥

誠信

實施方式

《 賣爆米花的學生 》

• 文字敘述

• 研究者導讀
• 師生共同討論
• 學習單

《 我是老大 》

• Flash 動畫
• PPT

• 師生共同討論
• 學習單

《 搶救地球 》

• 影片

• 研究者導讀
• 學生訪談紀錄

• 影片

• 研究者導讀
• 師生共同討論
• 學習單

• 文字敘述
• 劇本

• 學生導讀
• 行動劇演出
• 學生訪談記錄
• 學習單

• 電子繪本

• 學生導讀
• 師生共同討論
• 學習單

尊重

感恩

課程模式

《 一公分的鉛筆 》

《 周處除三害 》

《 貪吃的小廚娘 》

2. 學生學到什麼
學生在研究者施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的班級經營模式的歷程裡究竟學到了
什麼？他們怎樣來思考這五大價值核心指標的意義？研究者以學習單為主，佐
以平時觀察訪談記錄為輔，深入探究學生品德認知學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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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負責—品德故事學習單
問題一、你身邊是否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學生 TC：哥哥曾經把二姐的錢搞丟，後來去打工來還錢。（B1012）
學生 LT：同學把我借她的筆搞丟了，會去買一枝賠我；我覺得這是一
個負責任的行為。（B1001）
問題二、如果你是主角，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學生 WT：害怕因為這件事被同學朋友討厭。（B1011）
學生 LN：剛開始很難過，到後來就會想辦法把它賺回來。（B1002）
問題三、如果你是主角的同學，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學生 FJ：雖然她不小心把大家的錢弄丟了，可是她卻勇敢面對，讓我
也想一起去幫助她。（B1003）
問題四、對於這樣的事情，你覺得如何處理是最好的方法？
學生 YL：像主角這樣用正當的管道處理，是最好的方法。（B1009）
學生 TL：向大家道歉，然後一起想辦法解決。（B1004）
問題五、你覺得課文中的主角負責的態度讓你有什麼想法？
學生 LY：非常好，像老師一樣的負責，我們老師為了我們的暑假作
業， 自 己 掏 腰 包， 真 是 為 人 師 表， 做 了 最 佳 的 典 範。
（B1015）
問題六、你曾經犯過什麼錯誤，仍勇於負責？
學生 YN：我曾經把家裡的水晶球和玻璃製品打破，最後都自己將碎
掉的玻璃清楚乾淨，並向媽媽道歉請求處罰。（B1023）
（2）尊重—品德故事學習單
問題一、呂西安為什麼不跟新同學佳麗玩？
學生 SY：因為他覺得她跟他們不一樣。（B2006）
學生 YL：因為佳麗是阿拉伯人不是法國人。（B2001）
問題二、呂西安叫班「胖子」，如果你是班，你會覺得怎樣？
學生 FJ：感覺不高興。（B2012）
學生 LN：我會罵回去。（B2017）
問題三、要怎樣跟朋友相處比較好？
學生 YL：要以尊重和包容的心跟朋友相處，不要以歧視的眼光看待
他們。（B2003）
問題四、請寫下好朋友的名字，想一想好朋友有什麼優點？
學生 WT：TY，我心情很複雜的時候她都能體諒我。（B2011）
學生 YL：SY，她善解人意，總是把朋友擺第一位。（B2004）
（3）感恩—品德認知學習單
問題一、你有沒有把鉛筆用到只剩一公分的經驗？你覺得那是什麼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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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LN：沒有那樣，是窮到沒錢買筆的生活。（B3004）
問題二、馬福山一家人的生活，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什麼？
學生 WT：非常困苦，因為他們加一天三餐都吃饃饃連一杯熱水也要
三姐弟一起輪流喝！吃完中餐還要走一大段路去上學，路
途中渴了就拿地上乾淨的雪吃。（B30013）
問題三、把甘肅省董嶺鄉的馬福山跟台灣的你做比較，有哪些差別？
學生 YN：差別在於馬福山家裡雖然窮，卻珍惜著每次上課的時間；
而我們班不珍惜上課機會就算了，甚至還不交作業、不尊
師重道。（B3019）
問題四、你認為應該怎麼做，才是個懂得感恩、心存感激的人？
學生 YN：我們應該珍惜現有的福分，別人向我們服務時要表達感謝，
這樣做別人才會認為自己是個懂得感恩的人。（A3004）
（4）知恥—品德認知學習單
問題一、你覺得周處是個勇於面對自己過錯的人嗎？
學生 LT：是，他雖然先前做錯很多事，但他最後勇敢的向村長面對自
己的過錯。（B4001）
問題二、如果你是周處，當你聽到大家說你是三害之一時，心裡有什麼感覺？
學生 LT：會忽然恍然大悟，發現自己原來是個壞人。（B4007）
學生 LY：很難過，因為大名鼎鼎的我竟然是三害之一。（B4021）
問題三、你對於周處的改變，有什麼樣的看法？
學生 WT：我覺得他非常的勇敢，明知道自己是其中一害，還有勇氣
面對。（B4009）
問題四、有沒有過類似周處這樣勇於認錯、洗心革面的經驗？
學生 YN：有，以前幼稚園時不小心把水打翻，我向老師認錯並自己
處理乾淨。（B4006）
問題五、請你說一段話，給周處一些勉勵。
學生 LT：周處先生：大家對於你之後的改變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以後能
多做善事。（B4021）
學生 YN：周處先生：你雖然曾經是村民眼中的三害之一，但是你很
勇於認錯並知錯能改。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B4005）
周處除三害的故事，除了由學生進行導讀外，亦以行動戲劇的方式呈現，
學生不但有認知上（故事品德內涵）、行為上（角色扮演）多重的學習方式，更
在訪談中得到學生對角色的認同，對於周處的道德給予頗高的評價。研究者也
嘗試讓學生透過角色的詮釋，增強對人物的認知而建立其個人的品德價值觀
念。研究者將全班 28 人分四小組，每組每人分別扮演其中一名角色。學生對於
參與此次品德行動劇演出都覺得非常的新鮮有趣，尤其幾位學生的精湛演出都
能抓住劇中角色的精髓，體會《周處除三害》的故事脈絡，更能掌握何謂「知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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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勇」的道德勇氣。演過知恥行動劇後，學生也常彼此間用故事人物或情節來
提醒同學，懂得知錯能改才是勇敢的最佳表現。
（5）誠信—品德認知學習單
問題一、莉莉做了什麼事情，你可以簡單描述一下故事嗎？
學生 WT：莉莉是個很會煮飯的人，但是她很小氣只願意煮給雷蒙爵
士一個人吃，雷蒙爵士請朋友來吃飯的時候，莉莉就自己
把兩隻烤鴨吃掉了，還騙了雷蒙爵士跟客人，跟客人說爵
士要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又跟雷蒙爵士說客人偷走了兩隻
烤鴨。（B5001）
問題二、你覺得莉莉是個什麼樣的人？你有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學生 LN：我覺得她很壞心，還害雷蒙爵士沒有朋友。我沒有做過這
樣的事，這樣太過分了。（B5029）
問題三、如果你是雷蒙爵士跟客人，知道真相之後你有什麼感覺？
學生 LY：非常生氣。如果莉莉想吃，可以再多烤兩隻鴨子，為什麼要
這樣騙人？（B5003）
問題四、你來幫莉莉想個辦法，怎麼做可以得到雷蒙爵士跟客人的原諒？
學生 TY：要非常有誠意的跟他們道歉，還要願意負責欺騙他們所要
付出的代價。（B5015）
學生 CS：因為她很貪吃，所以她要跟雷蒙爵士發誓以後不會再這麼貪
吃，還要改掉吝嗇的壞毛病。（B5004）
對於學生的反應與作答內容，研究者發現學生普遍無法接納沒有誠信度的
人。經由這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建立學生誠信的認知。
（ 二 ）價值澄清法
研究者在教學過後，除了以學習單模式檢驗學生學習成效外，另會安排訪談或小組
討論的方式，讓學生進行價值觀念的分析與判斷作法，並無對錯標準。教師的角色為輔
導學生自我選擇、分析、決定、反省自己的行為與信念間關係的過程，進而澄清並建立
自己的價值觀。
1. 負責—「賣爆米花的學生」
問題一、如果你是王同學，你會因為害怕被同學責罵而隱瞞，還是誠實的告訴
大家你的疏失？
● 兩難困境：
SJ： 我會害怕因為這件事被同學討厭，可是又不能不告訴大家我把錢弄丟了，
我很怕同學要叫我賠錢，但是如果不講到時候還是會被發現。
T： 所以你最擔心的是被大家責怪你不夠負責，把錢弄掉了？那畢業旅行去不
成才是你第二個在乎的囉？
SJ： 我不希望因為這樣就被同學討厭，而且我也沒有辦法還錢。說不定講了之
後同學因為怪罪我也不會幫我。學生 TL：免費幫他們兩個煮飯當作道歉，
55

品德教育專刊

還要請求他們的原諒。（C1W9942901）
價值澄清的教學方式，不在對與錯的判斷，而是能從中取得最佳的解
決模式。設計兩難問題，從學生的反應中可得知，面對同儕輿論的壓力都
是大家不希望面對的，但是又沒有辦法只靠自己來處理這件「眾人的事」，
才選擇公然面對群眾並坦承自己的過失。
● 價值澄清：
T：剛 SJ 說他不希望害大家不能去旅行，可是他會擔心同學對他的看法，有
人有其他不一樣的看法嗎？
TY：我會誠實跟大家說，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原諒我，因為我也不是故意
的，可是我會想辦法把那些錢找回來或是用正常的管道再賺回來。
T：非常的有勇氣，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用正常的管道去賺錢，如果今天因為你
把錢弄丟了，你就去搶、去偷，這樣不但違法，也不是個負責的態度，因
為你很自私的把自己的過錯用不正當的方式，強迫別人來幫你彌補錯誤。
還有誰？
DU：我應該會跟大家說，雖然我會覺得很對不起大家，我也希望同學能夠幫忙
我把錢找回來，因為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比較倒楣。
T：倒楣喔！其實也可以說很倒楣或者是很衰，別人都不找幹嘛找你保管，當
初不找你不就沒事了？你覺得這樣講大家會怎麼想？
DU：應該會很生氣，我會因為這樣沒有朋友。
T：所以如果把過錯怪罪到別人身上，自己會好過一點？會覺得這樣不是全部
都你的責任？可是對事情有幫助嗎？
DU：沒有，而且別人會覺得很爛。（C1W99042902）
除了培養學生具備品德的素養，如何創造一個友善而支持的環境，才是讓
品德真正能生根的不二法門。
● 解決作法：
T： 嗯！所以還是要好好承認好好面對。還有嗎？
SS： 我會很怕被別人發現我把錢搞丟了，因為一定會被同學罵死的，我可能會
先跟幾個比較好的同學說，請他們一起幫我想辦法。如果可以解決我就不
會跟大家講，如果沒辦法我還是會跟大家說，請大家原諒我幫我一起辦法
把錢賺回來。
T： SS 的回答，我想應該是很多人都會採取的方式，但是有時候如果是比較
嚴重或是不是少數人可以處理的，還是建議可以坦白的面對大家，我想第
一時間當然免不了要承受一些苛責，但是這種時候，才是真正需要大家一
起來面對的。希望你們遇到事情也能像王佳琳一樣勇於面對，我想她的精
神 真 的 很 讓 人 佩 服， 就 算 我 們 不 一 定 能 做 到， 還 是 要 向 她 學 習。
（C1W99042903）
在引導的過程中，以兩難問題為出發，不以對或錯的模式來評斷，讓學生
自己從思維脈絡中找到可行之道，重點在價值觀的建立，本要項以「負責」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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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核心，要求學生能培養負責的情操與動機，希望讓學生學會對自己與他人決
定事物負責到底的決心與實踐。
2. 尊重—「拯救地球」影片：
● 學生觀後心得與訪談：
CS： 看完了這段影片，我看到了很多人為了方便和生活，就大量的捕捉魚類，
和大量的砍伐森林，我們應該避免和阻止他們，持續發生這樣的事件。
（D99043002）
PY： 比如說你想要用什麼東西，就是採取，你當時需要用的量，而不要一次就
採取太多，怕這樣以後就沒有，而以後需要的時候就沒有可以用。要尊重
大自然原本的樣子。（D99043004）
T：你從影片看到沼澤，沼澤的功能是什麼？
PY： 可以調節水源。
T：調節水源，為什麼？它像什麼？
PY： 因為它像海綿。
T：海綿的功用呢？
PY： 就是可以吸水，然後需要的時候再把它放出來。
T：喔，很好ㄟ，可是剛剛影片提到，地球上的沼澤發生一些事情，發生什麼
事了？
PY： 沼澤越來越少了。
T：為什麼？為什麼會越來越少？它自己就不見囉？是大自然把它弄不見？還
是有些人把它變不見的？
PY： 有些人。
T：有些人把它變不見了，怎樣變不見的？
T：因為有些人把沼澤填平了，為什麼要把沼澤填平呢？要拿來做什麼？填平
後要種什麼？
PY： 黃豆或稻米。
T：為什麼？
PY： 因為他們要養殖一些動物。
T：養一些動物？養這些動物要做什麼？
PY： 可能…有些人就是養來殺了賣出去，或者是自己殺起來吃。或者是有人會
拿來耕田用。
T：好，我們有需要這麼多把沼澤填平起來，你覺得，為的是什麼？
PY： 為的是一時的利益。
T：什麼利益？
PY： 像是有些人就會想一次賣很多，就會賺到很多錢。
T：喔，有人希望要賺錢。好，為什麼可以賺錢？如果大家都不喜歡吃那些
牛，我能不能賺錢？我今天要賣你東西，你說，喔這個我又不喜歡吃，我
不想跟你買，我賺不賺得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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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這樣的話就賺不到。
T：所以他賺得到錢是因為什麼？為什麼他賺得到錢？
CJ： 因為有人一直想吃肉。
T：所以，這個沼澤的影片讓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PY： 嗯，就是，比如說你想要用什麼東西，就是採取，你當時需要用的量，而
不要一次就採取太多，怕這樣以後就沒有，而以後需要的時候就沒有可以
用。（C2W99042908）
● 訪談省思：
學生觀看影片後都覺得人類不該為了貪心而破壞生態環境，只要擁有所需
要的數量即可，不需要殺雞取卵，用「過度」來換取「更好、更方便」的代價，
將是提早消耗光可用的資源，把人類帶向毀滅之途。由發表中可看出學生知道
適可而止的與大自然共存，不贊成過度剝削地球資源，了解自然才是我們應該
尊敬並重視的。
● 價值澄清之兩難問題：
問題一、選擇生活方便（多方運用自然資源），還是保護地球（吃素，少吃肉，
不開冷氣）？
T：你剛剛在影片裡看到了什麼？
SY： 很多人為了求生活方便，不斷的亂砍伐森林，然後…製造許多垃圾，還有
大量捕捉魚類，如果要保護地球，就要從身邊的親朋好友開始。
T：你覺得這些事情，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為什麼要大量的砍伐樹木，或
者是捕殺魚類，或者是養很多牛啊豬啊羊啊，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
SY： 讓…生活變得比較方便。
T：那…如果說要你選擇的話，你會選擇生活比較方便比較舒服？那我們還是
繼續做這些事情？還是說…我們重新想別的方法？
SY： 想別的方法。（回答的很快速）
T：想別的方法…為什麼？
SY： 地球就不會這麼快…就不會有地球暖化這件事…
T：你覺得地球暖化會造成什麼影響？
SY：（遲疑思考中）許多…ㄜ，動物…滅絕，然後，北極或南極融化。
T：南極融化後會變成怎樣？
SY： 水平面上升。
T：海平面上升會怎樣？
SY： ㄜ…地球…淹沒。
T：地球就被淹沒了，那以後的人就要生活在哪裡？
SY：（想了一會兒）……沒有地方可以生存
T：沒有地方可以生存，有沒有可能生存在海上？
SY： 沒有。（堅定）
T：好，你剛剛看到這些，因為會造成地球暖化會造成很多的影響，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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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重新想一些方法，對不對？那你覺得，你可以做的，有那些方法？
SY： 到便利商店買東西的時候，自己帶環保袋；或買可以用比較久的東西。
（C2W99042902）
SY 從觀看影片後可以發現對她的震撼。除了能知道哪些原因可以提早造成
地球的衰竭外，SY 也想了一些具體可行的方式，如：少吃肉類、塑膠袋減量、
種植樹木等。以這樣的模式來取代原先便利的生活，避免地球暖化繼續下去。
問題二、如果家人（爸爸媽媽）不贊成，怎麼辦？選擇繼續愛護地球？還是孝
順聽爸媽的話？
T：還有嗎？如果你回到家裡面，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在做，媽媽說你幹嘛要那
樣子啊？爸爸說：啊！不用啦，那你會怎麼辦？
SY： 多吃青菜，少吃肉。
T：可是媽媽說你要長大啊，你要發育啊，多吃一點肉ㄟ…哪怎麼辦？
T：你要聽媽媽的？
SY：（想很久，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兩難）
T：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影響他們？還是，你可以跟他們說怎麼樣？
SY： 地球…都快…ㄜ，就是最近地球快要暖化了，我們應該好好的保護地球。
（聲音漸小）。所以，應該多吃青菜少吃肉。（鬆一口氣）
T：所以，你會想辦法跟爸爸媽媽說這件事情？
SY： 嗯。
T：好，你剛剛說到去買東西的…你會不會請家人一起跟你這麼做？
SY： 會。
T：那如果他們不願意呢？你可不可以再說服他們？
SY： 可以。
T：你會用什麼方式再跟他們說？
SY： 那個，就像…多吃青菜少吃肉一樣。我們也要減少…減少地球的垃圾。
T：所以你可以去告訴你的家人可以一起做。
SY： 叫家人，恩，假日有空的時候一起去種樹。
T：很好啊，那要種在哪裡？…苗栗嗎？
SY： 嗯。（SY 老家在苗栗山上）
（C299042903）
當另一個兩難問題出現，要說服其他人一起參與的時候，SY 就略顯遲疑；
如何把觀念或想法推己及人真正落實與推廣，才是最困難的部分。一如品德教
育，除了品德認知、品德情意、品德行為外，還需要教育的力量來造就這場知
識與行為的革命。價值澄清的方式還是協助學生釐清，雖然沒有對錯的標準，
卻會是影響學生品德情意的關鍵。
3. 角色扮演
以《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劇本，作為學生演出行動劇的藍圖，研究者利用時
間與當時獲票選為優秀演出者的學生進行訪談，其中以周處的扮演者為訪談重
點，因其在品德行為與認知上的改變最大，相信在參與行動劇演出並獲好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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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有深刻的體會。以下為研究者與學生 LY 於角色扮演後所作之訪談紀錄：
T：LY 你演得真的很棒，感覺你真的完全融入周處的角色中，不管是表情動
作、氣質跟感覺，都唯妙唯肖。真的很有演戲的天分喔！
LY： 謝謝老師，可是我覺得很多人都一直在看稿子在唸，然後也沒有動作也沒
有表情，好像拿著課本在唸書一樣。我都事先看幾句台詞之後，大概知道
周處是怎樣的人會講什麼話就自己發揮了！
T：沒錯，這是演戲的最高境界，融入角色當中。可能大家怕演不好吧？因為
我們也不是常常都在演戲，大家還是容易被台詞給侷限住。你演完周處
後，你對他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LY： 我覺得雖然平常都這樣欺負別人，感覺作威作福的，可是當他聽到村長說
他是三害的時候應該很難過吧？
T：怎麼說？
LY： 因為這樣好像自己就是大壞人，就有老鼠屎的感覺，只是大家都敢怒不敢
言而已吧？
T：那你覺得我們班誰比較像周處？
LY： ㄜ…好像都還好，有比較像老大那樣的，像是 SJ。可是他也不會欺負同
學，頂多就是比較雞婆而已。
T：你覺得周處偉大嗎？
LY： 嗯，很少人可以做到這樣子吧？殺老虎那些都不算什麼，改過自新最難？
T：為什麼最難？
LY： 因為你要先承認自己的缺點，然後如果大家說你不好如果是事實你也不能
生氣，而且還要把缺點改過得到大家的信任。
T：如果你有不好的地方，你願意學習周處的精神嗎？
LY： 願意，可是我可能沒辦法做得跟他一樣。
T：總是要試試看吧！不然怎麼有辦法進步？
LY： 喔！好，我盡量啦！我上課會專心一點
T：我正想提醒你這一點。
LY： 那我要開始為班上除害了！（C4W99062401）
在針對知恥部分的價值澄清問談中發現，學生理解承認自己的缺點便是一
種知恥的表現，雖然曾經扮演過周處這樣的角色，亦理解周處曾經發生過的狀
態，跟改過自新的結局。學生自己的價值澄清與分析，有助於其建立自己品德
的價值判斷，亦能協助其養成具備知恥的情操與動機，進而便能實踐與行動。

二、 品德情意：
（ 一 ）用畫的聯絡簿
長期以來聯絡簿是親師溝通的主要工具，提醒學生每日所需完成的項目，也讓監督
者（家長、老師）檢核的指標性工具。我開始讓學生以畫畫方式來發揮聯絡簿另個溝通
功能，除了用獎章獎勵學生，更以自身藝術專長特質，也畫了相關圖像做為回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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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學生繪製圖像的興趣，讓學生有著看到老師圖像表達的期待感。而之後學生所
描繪出來的圖像，無論造型或型態都極具有價值，令個人眼睛為之一亮。
以圖像方式來紀錄自我心情生活點滴或做完整性高的塗鴉，也可作為個人瞭解學生
情緒心境的管道，也不需擔心流於應付心態的隨意亂塗。聯絡簿這個平台，為研究者與
學生提供交流空間，成為師生關係的另類溝通，也進而建立師生間的信任感。學生會把
每日的心情或生活瑣事與研究者分享，研究者也給予回饋與導正其價值觀，這樣的模式
在親師生間達成共識與認同，聯絡簿成為最重要且有效的溝通工具。研究者與學生之間
的互動，在信任與安全感的學習環境下，學生有了可以直接向老師發言、抒發情緒的獨
立管道。
另外也從聯絡簿裡發現學生對於品德核心指標的行為表現。例如：
1. 負責—忘了帶作業：
學生 WT 當天因其身體不適，而未注意把作業收拾完備。隔天一早當研究
者到校時，WT 就告知作業未交的原因，並期望能於隔日完成作業補交，得到
老師的諒解。
2. 尊重—與朋友的相處：
學生 YN 與同學 TY 間有些小摩擦，YN 把心情的轉變記載於聯絡簿上，研
究者與之討論、給予回饋後，在 YN 後來的紀錄中可以發現她心態上的改變，
能夠包容同學的無心之過，並願意釋出誠意與善意，給彼此的友情有重修舊好
的轉機。
3. 感恩—表達對媽媽的愛：
母親節的時候研究者出了「向母親表達感謝」的作業，學生 CS 利用母親
節，用直笛吹奏了「母親真偉大」給媽媽聽。CS 的母親也在聯絡簿留下文字，
表示學生的舉動不僅達到研究者的要求，也讓她大為感動。
4. 知恥—知道自己的缺失：
學生 LY 平時寫字的字跡潦草，研究者發現當天的國語作業字跡有明顯的進
步，於是在批閱聯絡簿時給予 LY 肯定。雖然 LY 並沒有從此就能書寫端正的筆
跡，但字體的表現有明顯提升，如經師長提醒最近字體狀況有下滑，也能隨即
改善此一缺點。
5. 誠信—說到做的要歸還的物品：
學生 PY 因為藝術課程向任課教師亦是研究者的教學伙伴 T1 借用校園寫生
所需使用的畫板，但後來因保管不當而無法歸還；雖然物品未遺失，但其不負
責的保管態度讓 T1 認為 PY 需檢討自己的作為，在 T1 寫聯絡簿後，PY 也再次
說明事件的始末，也希望用負責的態度來得到 T1 的諒解。
（ 二 ）班級氣氛營造
1. 溫暖信任的師生關係
王金國（2011：165）指出班級經營只是一項手段，促進學生學習以達成教
育目標才是其最終目的。良好的班級經營，需有效營造班級氣氛，增進團體向
心力，而師生關係更是班級經營最迫切需要與關注的模式。本研究施以品德教
61

品德教育專刊

育內涵融入班級經營，在品德典範上，更需要研究者以身示範，作學生學習的
楷模。師生良好的互動，亦能顯現學生具備品德情意的程度。研究者擔任導師
以來，一直希望維持良好且沒有疏離感的師生互動模式，除了藉聯絡簿、平時
課堂上的相處之外，更在特別的日子或場合進行不同的活動，藉此凝聚班級向
心力及建立師生間的認同感。除關懷雙親入獄隔代教養的 PY，並每日提供他早
餐，避免他一天只能在學校吃營養午餐而影響發育與健康。另學生 SC 表示鉛筆
盒不見，研究者與他約定能做好風紀之責，則送他一個新的鉛筆盒。在班度拉
的社會學習理論中，學生的模仿對象其中之一是「重要他人」，研究者亦期勉自
己成為學生的貴人。在班級經營裡重要的師生關係，研究者希望建立在信任、
和諧、溫暖的基礎上，可以讓學生有好的典範學習，亦讓學生感受到導師的支
持與愛護。
2. 部落格班級網頁
班級網頁，研究者希望用部落格的型態來經營，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讓學生
加入討論與留言；也希望除了活動的紀錄外，也有學生平日在校生活的點滴，
讓班級網頁是充滿驚喜、知識、回憶，也同時是個溫暖有支持力量的地方。雖
然學生平日不一定有機會瀏覽網頁，或不一定有定期上網的習慣，但是研究者
也有發現，經常使用網路並擁有個人部落格的學生，許多相簿裡的照片來源都
取自班級網頁；顯示本班的班級網頁不只具備班級網頁的功能，也是學生平日
生活經驗回顧的主要供給源。未來也希望讓學生自行經營班級網頁，由學生主
導組織，讓這個班網成為學生可以實現夢想的地方。
3. 教室佈置
研究者在教室佈置方面的主要經營訴求，是希望用明亮的色彩展現活潑的
教室氣氛，同時也不同於一般教室佈置只是張貼的空間，兼具美化空間與實用
性。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的教室布置，以「負責」
、
「尊重」
、
「感恩」
、
「知恥」
、
「誠
信」為主軸，以隱喻的方式規畫設計。希望藉由佈置能讓學生在觀摩作品的同時
加以鼓舞及勉勵。由山腳至山峰共五個不同造型的人物，藉以表示邁向成功之
路的五個階段，讓學生學習情境充滿激勵與支持的氛圍。
4. 親師合作模式
家長與研究者除了以電話聯繫、家庭訪問進行親師交流外，聯絡簿也是其
中之一，它不只扮演研究者與學生交流的平台，也是親師合作與溝通意見的最
佳管道。本班有一名身心障礙特殊生 ZC，平日研究者與 ZC 的母親幾乎以不間
斷的方式在記錄著 ZC 每日在家或在學的情況，長期下來無論是研究者所職之
教師角色或 ZC 母親的家長立場，都能隨時交流意見並作詳實的觀察紀錄。除
了與家長的溝通，透過學生與研究者的互動中，也讓家長對學生情緒或生活上
的轉變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聯絡簿也可以成為具備輔導取向的工作，當然，每
日聯絡簿的批閱與回應，也成為研究者最為重要且促進親師生交流的最佳工作。
推行品德教育融入班級經營以來，獲得不少家長正面的肯定；因學區內家
長經濟狀況不優渥，普遍工時較長或沒有周休二日，故在檢核的部分希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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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家長的負擔且能有信效度的前提下，並沒有設計家長問卷來檢視學生居家
行為是否符合其指標；但透過聯絡簿、電話、班親會、家訪等方式，還是可以
得知學生達成的情況。家長參觀日當日，也與家長溝通學生品德行為施行的概
況，並作檢討與修正；家長多抱以贊成的態度來配合執行，FZ 的母親更向研究
者索取班級公約與榮譽制度的檔案，希望在家也能依照學校的模式，延續其行
為準則進行家中的品德規範。TH 的母親向研究者表示，原本升上高年級後就開
始有進入叛逆期的趨勢，但在實施品德教育班級經營策略後，TH 的態度有了轉
變，不像先前缺乏耐心與厭煩的態度，開始可以用較和緩的言行來回應母親。
SH 因為父親長期駐日工作，媽媽必須父兼母職的養育三兄妹，SH 排行老大且
為獨子，在管教方面也常接獲 SH 母親希望藉由研究者的協助來導正與管教；研
究者與家長也持續保持溝通與交流，讓家長得以瞭解學生在校的行為與研究者
的施作模式，使學校與家庭教育能共同落實且延續品德情意的價值性。

三、 品德行為
（ 一 ）建立班級公約與榮譽制度
班級規範訂定的過程，由研究者與學生共同討論決議產出；研究者提出在行為上、
態度上需要改進的部分，由學生來討論可以改變或增進學習效果的作為有哪些？再由研
究者提議討論訂定出班級規約，作為全班應遵守的班級生活規範。班級公約共有八項，
除「誠信」議題外皆有可對應到品德核心價值的規條，其中以「負責」議題的三項規約為
最多；因研究者認為此班級規範結合品德內涵與行為，應以鼓勵且落實的方式來進行，
而非使用懲罰來使學生遵守，所以強調「負責」，加強學生的觀念，讓班級規範能真正落
實於校園團體生活中，甚至擴展至每一個角落。在五大議題中，並沒有把「誠信」議題
放入班級規約，因研究者認為學習環境的營造，就有包含誠信議題；在班級中的成員都
是被信任的，無論是老師的身教與師生、同學間都能彼此信任；研究者另有使用聯絡簿
作為與學生建立信賴的平台，學生可透過聯絡簿與研究者進行對話。因此，誠信議題並
無特別訂定於班級規約內。獎勵方式以得分的點數高低來進行，分為物質性獎勵有與非
物質性獎勵，例如：免寫作業一次（可自由決定使用時間）。懲罰的部分則反之，採用負
增強的方式實施。
（ 二 ）行為檢核的實施
品德教育推行最大的困難，在於道德的認知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學生能否
做到，除了研究者平日的觀察記錄與對家長學生的訪談外，亦施行了行為檢核表的自
評，讓學生自我檢視自己是否確實做到了品德行為。品德行為檢核表的內容，列有配合
班級公約及品德議題的行為準則 2 項，由學生自行檢視自己執行該項目的程度為「完成
做到」、「經常做到」、「偶爾做到」、「很少做到」、「完全沒做到」五個不同級別，進行勾
選。再來是讓學生舉出曾經做過符合行為準則的例子；最後一項是由教學者針對學生作
答的內容，進行再次的檢核，並給予文字描述的回饋。將五項品德指標及行為準則融入
班級公約後，以班級公約的具體行為準則作為檢核的項目，由學生自評後再經研究者檢
視舉例內容，是否符合準則所列之內涵，再依照學生日常表現進行審核，如學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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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選取的項目一致，則可表示學生確實達成此項目標。
（1）行為準則：自己決定的事物要認真完成，不敷衍了事。
學生 LY：閱讀課管秩序，自己做不好把自己也抄上去，而且罰寫心得一
篇。（A10006）
學生 PY：像是自己決定要做教室的打掃工作，就一定要認真完成。
（A10011）
學生 WT：幫忙同學畫自治鄉長的競選宣傳海報。（A10021）
學生 CS：和姐姐一起用菜瓜布把浴室的馬桶、浴缸刷乾淨，雖然很累，但
很值得。（A10001）
從學生的檢核與質性描述來看，經常做到和完全做到的學生比例為 63%，偶
爾做到的學生則為 37%，顯示學生在實踐的層面佔了全班的六成以上。例如自己
決定作的教室打掃工作以及答應幫同學畫的海報等等。
（2）行為準則：對於公眾多數決定的事物，應該要認真完成。
學生 CS：打掃工作─和同學一起把該打掃的地方整理好。（A10001）
學生 YN：上體育課時會借器材，下課時則會將器材歸還；對於器材借還負
責到底。（A20022）
從統計表及學生質性描述上看到，經常做到和完全做到的學生比例為 81%，
偶爾做到的學生則為 19%，顯示學生在實踐的層面部分，以同儕與公眾決定事物
的影響力最大，亦顯示學生與同儕之間的制衡學習，團體規範係此階段學生所願
意共同遵守的，像是打掃工作、擔任借器材的人員以及藝文小老師該做的職責等
等。
2. 尊重—品德行為檢核表
（1）行為準則：能以真誠和包容化解他人的不諒解與猜疑。
學生 PY：像是有一次我和 SC 在聊天，後來因為一些事情而吵架了，我們
就試著諒解對方，回復了彼此間的友誼；這就告訴我一定要用真
誠的心去對待別人。（A20011）
學生 CS：能把別人的意見聽進去，並和他討論。（A20001）
這個行為準則的檢核，對學生而言他人的不諒解與猜疑，並不常存在於生活
中，學校還是比較單純的環境，較無猜忌與敵對的氣氛；故「偶爾做到」項目達
37%，「很少做到」佔 11%。其餘以「經常做到」為 30%「完全做到」的 22%，顯示
超過半數以上的學生理解用真誠與包容可化解人際間的磨擦，也能以實際行動付
諸於生活中。
（2）行為準則：能友善對待生活文化背景不同的人。
學生 YN：我會尊重他們並接觸他們的文化。（AB20022）
學生 TY：我可以友善對待不同的族群，不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她）人。
（A20020）
因為班上 28 名學生中有 8 名新住民子女 1 名原住民，比例近三分之一，從統
計表可見 70% 的學生無論是否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都能以友善的態度來對待與
相處，班上也未曾因文化落差而產生問題，顯示學生皆能尊重他人的差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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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是友善且包容的。
3. 感恩—品德行為檢核表
（1）行為準則：能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
學生 TY：有時看到一些有身心障礙的人，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如果我做得
到我都會盡力幫忙。（B20020）
學生 PY：放寒假前老師比較忙碌，我會幫忙老師做一些我能做的事。
（B20011）
統計顯示 59% 的學生，無論是對家人、師長、同學，甚至擴及社會上的身心
障礙人士，都能主動提供協助；「偶爾做到」的 41%，因平日在校或在家也少有可
服務的機會（例：父母工時較長或從事勞動產業、師長有慣用的小幫手），但只要
有機會，學生還是願意付出助人之心，服務有需要的人。
（2）行為準則：不比較、不計較，珍惜現有的福份。
學生 PY：不跟別人比、不跟別人計較，當別人送你東西時要想清楚東西的
來源，如果是人家花了很多心血送給你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B30011）
學生 TL：能和現在的同學在一起是我的福分，所以我很少會計較別人比我
好。（B30004）
從以上學生的文字描述中可見，不同的學生對於「福分」的認定有所差異，
如：PY 因家中環境物質條件不佳，會特別重視別人贈與的物品；LT 物質不虞匱乏，
但受「一公分的鉛筆」影片影響，開始覺得應該要珍惜食物；TL 平日最喜歡在學
校與同學相處的時光，在文字表達上可見一斑；YN 常常有收到禮物的機會，但是
她也格外珍惜別人給予的付出。普遍看來學生都能由一個最重視的範疇去反思感
恩的意義，也希望能將其意涵推展到各個層面。
4. 知恥—品德行為檢核表
（1）行為準則：愛惜名譽如同愛惜生命。
學生 LT：我會珍惜自己的名聲，不做讓父母傷心的事情。（B40030）
學生 CS：出去比賽我會儘量表現，不會丟學校的臉。（B40001）
根據上表資料，26% 的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實踐「榮譽為第二生命」的行為指標；
還有 48% 的學生為「經常做到」，或許因學生從一年級同班至今，且多為鄰居或親
屬關係，對於維持名譽沒有特別的感覺，無法完全做到該項行為指標。但已有
74% 逾四分之三的學生可以達到「經常做到」以上的層次。
（2）行為準則：尊重個人隱私，也是保障個人的尊嚴。
學生 SS：上廁所要先敲門，也不能隨便進去別人房間。（B40028）
學生 PY：要看別人的東西要先經過別人同意，不可以直接拿來看。
（B40001）
上表資料中有 37% 的學生可以作到尊重隱私的指標；另外 52% 的學生也有經
常性的達成，學生平日常有寫字條、交換日記等舉動，所以對於隱私權較能重
視。只有三位學生沒有達到經常以上的行為準則，多與家庭生活有關（如：在家中
沒有自己的房間、父母親要求不能關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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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誠信—品德行為檢核表
（1）行為準則：待人處世應有一致性原則，並盡力完成承諾的任務。
學生 CS：擔任幹部就要對大家都公平，不可以偏袒好朋友。（B50001）
學生 SS：打飯的時候我都打一樣多，不能因為他愛吃就給他比較多的量。
（B50028）
30% 的學生清楚知道應該用公平性原則來對待所有人，並不是以個人喜好來
決定；52% 的學生能「經常做到」但是偶爾還是會因人情壓力而失去公平性；偶
爾做到的五人則為人際關係上較有問題的學生，因此在與同儕相處上還有改進的
空間。
（2）行為準則：能為服務人群與社會許下承諾，並付出實際行動。
學生 CS：我會盡力做好自治鄉長的責任，為大家服務。（B50001）
學生 LG：我擔任環保課長會把學校的資源回收做好，不會讓人亂丟垃圾。
（B50001）
41% 的學生能夠做到服務人群的承諾，為大家貢獻自己的力量；其中多為擔
任學校學生自治幹部與服務幹部的學生。另 13 名「經常做到」的學生中有班級幹
部或曾表達擔任意願的學生；偶爾做到的三人則因從未有過服務公眾的機會而勾
選此項目，但也表示如有機會也願意嘗試服務人群的工作。
（ 三 ）從特殊事件中看到學生的轉變
1. 真情包覆的漢堡（負責）
某周三，廚房阿姨因為午餐菜單的漢堡需要用人工一個個包好，為了不拖
延到學生的午餐及放學時間，阿姨商請研究者帶領學生前去廚房幫忙包裝，學
生在這次的工作中展現了高度的專注與合作，是平時的教學過程中所無法見到
的。包好漢堡後，要依照班級人數來分配漢堡的數量，學生為了多一個或少一
個漢堡，在各班教室間奔走；最後我們回到教室用餐的時候，已經是 12 點 15
分。看著學生吃著自己包的漢堡，彷彿更增添了一份負責、合作調和出的好滋
味。
2. 廚房阿姨的感動（感恩）
廚房阿姨因為個人的生涯規劃，決定下學期開始將不在本校服務了。研究
者告知學生希望能讓阿姨留下溫馨難忘的回憶，將在學期的最後一天舉行簡單
的歡送會來感謝阿姨一年來的辛勞。我們班上學生 LY 代表全班同學，上前給了
阿姨一個大大的擁抱，感謝她為我們的健康把關了這麼一段時日。全班齊聲喊
出：「阿姨謝謝妳，珍重再見！」後，由 LT 把花獻給了阿姨，全班也跟阿姨一
起合影。以下為當時談話內容：
阿姨：謝謝你們啦！喔∼卡片上還寫感謝你把我們養得白白胖胖。你們不
要這樣子，我很感動，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你們這班小朋友要好
好聽老師的話，以後阿姨回來學校看你們再幫你們準備好吃的。
學生 SH：阿姨妳的店在哪裡？有空我去捧場一下。
阿姨：你還小好好念書就好啦！不要亂花錢。真的謝謝你們啦！尤其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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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老師；要乖一點知道嗎？下次我問老師哪一個不乖的，我就不帶
東西來給他吃。（E50703）
品德教育難的部分不在品德認知，而是品德情意與實踐，藉由實際的行
動，展現「感恩」之情，除寫卡片外，亦親身對阿姨說出心裡真誠的感謝。
3. 幫老師慶生活動（尊重）
研究者也發現學生能在研究者不參與的情況下，暗中為研究者規畫慶生活
動，且為試探出研究者的喜好，運用旁敲側擊的問法來得到規畫活動的依據；
確保活動安排的驚喜是研究者能夠接受的範圍。下課時間就有學生來問：
學生 LY：老師，如果有人突然抱住你，你會有什麼反應？那如過你被男生
親臉頰會怎麼樣？會覺得很噁心嗎？（E50330）
這樣的作為呈現出學生已能將「尊重」的品德內涵融入生活，把「可令人接
受的」作為設計活動前提，展現能為他人著想的同理心，也由對師長的慶生活
動中實踐了感恩之心。
4. 需要改進的壞習慣（知恥）
學生 SH 平日常有不加思索就脫口而出的問題，經常造成同學間的紛爭與
不愉快，一日當研究者發下心路基金會 20 周年紀錄片《好天天》的文宣品後，
前往辦公室出席教師晨會，會後馬上就有學生前來告狀：
學生 JS：老師，SH 他把那個《好天天》拿來亂畫，還寫很多有的沒的在上
面，感覺好像有罵同學的意思。
學生 TY：對啊！而且那個裡面的人都已經很可憐孩這樣取笑人家，很沒品
ㄟ！老師你看！
把手上拿的 SH 畫的文宣品交給研究者。
學生 YN：SH 啦！他每次都嘛這樣，講都講不聽，都快沒有朋友了還不懂
得尊重別人，老師你看他畫的那個人還寫沈 XX，根本就是在影
射 SS。（指著文宣品的其中一個人物與旁邊 SH 所寫的文字）
（E50622）
回到教室後，研究者請 SH 過來釐清事情的真相，研究者從「周處的故事」
來跟 SH 說明，因為曾經上過「周處除三害」的品德小故事，其亦扮演過周處的
角色。而逐漸能瞭解自己的想法如果不是很恰當，常會造成別人不舒服的感受，
甚至變成人人眼中的「害」。SH 對於此事件做了要改變自己的承諾，想要徹底
改善這個壞習慣。SH 反省心得的內容如下：
SH：「我不應該在圖上亂畫，人家已經很可憐了，我不應該這樣取笑別人。
如果說話都不經過大腦就脫口而出，很容易就會招來惡果。我覺得自
己這樣很不應該，我以後不會再犯了，也不會再用不雅的文字去亂罵
同學。」
（D4990623）
研究者發現，寫完悔過書之後，SH 比較不會再不經思考就隨意口出穢言，
整體的轉變在於自律的強度增加了，較能自我控制語言的使用，誠為「知恥」的
最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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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失蹤的國語習作（誠信）
學生 GY 平時有作業缺交的問題，且常以忘記作為藉口，且多次與家長聯
繫也未獲得明顯的改善。經過許多次謊言之後，終於在師長與父母的協同勸導
下，GY 乖乖完成自己積欠已久的作業，並承諾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時間儘速完
成。而後在徵求學生願意協助 GY 完成作業時，學生 SH 舉手自願擔任此職，贏
得大家的掌聲。在所有人的督促與協助下，GY 終於在 06/11 把所有積欠的作業
處理完畢。
T：其實你可以作得到，但是為什麼一定要到這種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要去把
你應該做的責任完成？為什麼都不交作業呢？
GY：因為我都不會寫。
T：你有想過為什麼作業都不會寫？我有跟爸爸談過，他說你不是從一開始就
這樣，你曾經在課業上有不錯的表現。從什麼時候開始才變成這樣？
GY：ㄜ…五年級吧，因為上課都沒有聽，在玩，而且沒有去上安親班沒有人可
以教我功課。想說只要說沒帶就可以不用寫作業。
T：老師有跟你們分享過那個小廚娘莉莉的故事，你也是要跟她一樣，騙了雷
蒙爵士又來騙他的客人？要做這樣兩邊都欺騙的事情嗎？你覺得大家都不
會知道嗎？謊話都沒有被揭穿的時候？
GY：我不應該騙爸媽說作業都在學校寫完了，又騙老師說沒有帶。我不知道會
變成這樣…我沒有想過會有這樣一天，爸爸媽媽也說很生氣對我很失望，
我以後會好好改進，如果下學期可以的話，我希望能留在學校把作業完成
再回家。
T：老師希望你好好重視自己的學習，寫作業不是寫給老師或爸媽看的，你應
該用負責的態度去完成，就算不會也要想辦法來解決，可以問老師問同
學，但是總是說找不到，不能丟在家裡或抽屜就說不見了！
GY：老師對不起！我看到爸爸那天難過得哭出來，我真的很不應該。
T：你認為該怎麼樣去挽回大家對你的信心？
GY：我以後不能再沒交作業，上課也要專心不能都在玩。
T：既然你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就要真的做到，不要又只有三分鐘熱度講完就
算了。爸爸媽媽都很辛苦的賺錢養家，你真的要好好聽話，要成為他們的
驕傲，知道嗎？
GY: 嗯，我知道了。（E50514）
在舉行的第三次月考成績出爐，GY 是這次分數進步最多的進步獎得主。看
到她的轉變，也提升了她的學習自信心，這是最大的收穫。希望往後班上的作
業都是全員交齊，也希望 GY 記取此次教訓並把「誠信」落實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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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的班級經營模式與策略之歷程，在歷經整學期的探究後，針對
本研究目的，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
（ 一 ）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認知、情意、行為層面建構之班級經營模式為：
1. 品德認知層面：
（1）在品德知能學習方面：善用主題閱讀嚴選教材，並施以多元教學形式
利用學校每週四上午八點到八點半的主題閱讀時間，進行品德教育核
心價值的教學。分別以負責的「賣爆米花的學生」、尊重「我是老大」及「拯
救地球」、感恩「一公分的鉛筆」、知恥「周處除三害」、誠信「貪吃的小廚
娘」的內容進行五大核心指標的品德認知教學。教學實施以「文字敘述」、
「影片」、「動畫」、「簡報」、「劇本」
「數位繪本」等方式進行，並佐以學習單
作為學習評量。
（2）品德價值學習方面：記錄觀後心得，以道德兩難情境提問與角色扮演省思
研究者在教學過後，除了以學習單模式檢驗學生學習成效外，另會安排學
生陳述心得與全班討論的方式，輔導學生自我選擇、分析、決定、反省自
己的行為與信念間關係的過程，進而澄清並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也會針對
品德故事的內容提出道德兩難問題供學生思考，請學生提出自己看法與全
班共同討論，研究者再針對學生回答作深入解釋或補充說明。在體驗學習
的部分安排品德行動戲劇的揣演，除了應用戲劇的表演性質讓學生深入體
驗之外，亦能省思角色扮演的價值意義。
2. 品德情意層面：
（1）班級經營特色：轉化聯絡簿功能，建立信任師生關係
研究者建立的師生關係是在一個有信任感與安全感的學習環境下，將
聯絡簿轉化為另一種溝通模式，以圖像方式來紀錄自我心情生活點滴或做
完整性高的塗鴉，作為個人瞭解學生情緒心境的管道。聯絡簿這個平台，
為研究者與學生提供交流空間，進而建立師生間的信任感。
（2）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善用班級網頁，巧妙運用教室布置
研究者利用網路資源架設班級網頁，設計充滿驚喜、知識、回憶，具
有溫暖支持力量的平台，讓學生對班級產生更強的向心力。教室布置首重
學習氣氛，要以學生著想。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的教室布置，以「負責」、
「尊重」、「感恩」、「知恥」、
「誠信」為主軸，以隱喻的方式規畫邁向成功之
路的五個階段，藉由佈置能讓學生在觀摩作品的同時加以鼓舞及勉勵。
（3）保持親師合作：
教學與班級經營皆和家庭有密切的關係。而親師合作的模式仰賴建立
與家長良好的溝通管道。除了每日利用聯絡簿做常態性的交流，更整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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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會的功能，以及家庭或電話訪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狀況。施以品德教
育內涵融入班級經營策略以來，家長對品德教育內涵的實施，也給予肯定
支持的力量，並攜手合作以確保學生的品德學習能在學校與家庭深耕永續。
3. 品德行為層面：
（1）建立融入品德行為的班級公約
班級規範訂定的過程，由研究者與學生共同討論決議產出。班級公約
共有八項，除「誠信」議題外皆有可對應到品德核心價值的規條。
（2）制訂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
配合班級公約與行為準則，設定獎懲辦法。運用增強與處罰的行為改
變技術，期以非體罰的方式替代。增強部分主要以學生喜好為需求，以物
質性及非物質性為平衡考量。而處罰的部分則以消弱或負增強的方式進行。
獎懲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仍在培養學生知善愛善行善的品德作為，係屬班
級公約執行成效的檢核方式之一。
（3）品德行為檢核單定期檢核
以定期方式，分別施以「負責」、「尊重」、「感恩」、「知恥」、「誠信」五
大核心價值指標的行為準則為標準，檢驗學生學習品德行為並具體實踐的
成效。
（ 二 ）以班級經營策略協助學生建立品德認知、品德情意與品德行為之歷程中發現：
1. 探究學生品德認知理解的部分：
學生在品德認知的學習上，透過影片繪本讀物引導、價值澄清法問答及角
色扮演等方式，學生可以正確表達關於負責的定義以及自己應該有何負責任的
價值判斷。用檢視故事主角言行的方式來反省自我，亦讓他們能結合自身的經
驗，對實際生活中與同儕相處所產生的口角與誤會澄清有所助益。研究發現，
在進行一公分的鉛筆這段影片的品德認知教學裡，學生學習到了不同文化背景
的差異，亦能同理他人貧困的生活處境。研究者在學習單與學生訪談中發現學
生學習到對其他生命應有的敬重與表達他人讓自己受益受惠的誠懇。學生對於
周處的知恥的行為與結局表示肯定的評價，亦能瞭解犯錯有羞惡之心，並能檢
視錯誤嘗試修正悔改。在誠信認知學習上，藉由聯絡簿與班級氣氛營造等多面
向的方式，確實有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經由多元化的學習方式，足以顯現學
生可以理解對於不以投機取巧的動機做正確事的品德知能。
2. 建立學生品德情意與態度的過程：
以圖像聯絡簿做為媒介之班級經營策略，學生能藉由與老師的溝通交流，
個別呈現其具備的品德情意，亦能呈現負責、尊重、感恩、知恥與誠信之品德
行為準則。本研究施以品德教育內涵融入班級經營，在品德典範上，更需要研
究者以身示範，作學生學習的楷模。師生良好的互動，亦能顯現學生具備品德
情意的程度。學生以行動表現尊重與感恩，皆能讓研究者感受學生學習品德核
心價值所展現的品德情意。研究者與家長保持溝通與交流，家長瞭解學生在校
的行為並同步於家庭中進行，使學校與家庭教育能共同落實且延續品德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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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性。
3. 以行為檢核表及偶發事件統整記錄學生具體行為實踐
（1）負責：六成以上學生可以達成自己決定的事物要認真完成，不敷衍了事。
81% 的學生可以做到對於公眾多數決定的事物，應該要認真完成。全班學
生共同協助廚房阿姨準備全校午餐，學生展現合作精神，並能以「負責」
的態度完成任務，展現品德核心價值指標「負責」的行為與態度。
（2）尊重：52% 的學生能以真誠和包容化解他人的不諒解與猜。70% 的學生無
論是否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都能友善對待生活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學生
能先行詢問研究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做為籌備慶生活動的考量，用「尊重」
的態度為導師慶生，是為品德核心價值指標的具體表現。
（3）感恩：59% 的學生能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超過八成以上的學生可以
做到不比較、不計較，珍惜現有的福份。學生主動提出對於下學期將離職
的廚房阿姨表示感謝，並以花束、卡片致意，具體實踐，顯示學生具有「感
恩」的品德情意也做到感恩的品德行為。
（4）知恥：74% 的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實踐「榮譽為第二生命」的行為指標，89%
的學生等做到尊重個人隱私，也是保障個人的尊嚴。學生對於自己態度輕
蔑多言的作為，能以書寫悔過心得方式懺悔其不當的言行，並在師長與家
長見證下承認將改善此惡習，是為「知恥」的品德情意與行為表現。
（5）誠信：82% 的學生理解待人處世應有一致性原則，並盡力完成承諾的任務。
41% 的學生能夠做到服務人群的承諾，並付出實際行動。學生時常缺交作
業並謊稱遺失或遺忘，在家長與師長協力下願意面對欺騙的行為，並能承
諾對其未完成之作業負責

二、 建議
（ 一 ）課程設計部分：
本研究以五項品德議題作為研究範圍，研究時間僅一學期，研究時間上較為不足，
另僅於每周四上午三十分鐘的主題閱讀作為教學時段，教學者必須有效掌握流程與時
間，若要針對品德內涵進行深究探討，需要善用其他領域課程。建議可結合語文、綜合
領域發展延伸或統整課程，讓學生學習更為多元。本研究之品德認知教材設計，以學生
角度來設計教材內容，亦是可嘗試的方式。在進行課程評量部分，設計學習單的用語，
需要學生以文字質性描述，建議由教學者先行解釋分析後再進行，除可增加學生語文理
解外，可免因語文程度的不同曲解而無法確切表達想法與意見。
（ 二 ）班級經營部分︰
班級公約與獎懲應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模式進行，所有的加扣分需由教學者進行其行
為符合或違反品德規範的解釋與分析，並由導師確實執行，避免學生同儕間立場角色不
公允而失去遵守班級公約之效。學生特殊或偶發事件的處理，需隨時紀錄並分析檢視行
為動機，避免流於主觀的褒獎或抵損的獎懲形式，亦失去研究者身為學生「重要他人」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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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師部分：
鼓勵教師成立成長團體（或教學團隊、專業教學社群），增進研發課程與自編教材
的能力，藉由專業對話歷程，改進教學迷思，強化專業能力。避免在教學之路單打獨
鬥，亦無從檢視自己教學盲點，流於個人王國而失去成長機會。以品德教育而言，應為
教育的核心，實可以組織品德教育專業社群，在實施過程，同儕伙伴相互給予資源與支
援，將更有力於品德教育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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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之體驗課程—
以「 集郵教室 」課程為例
中興國小

楊璦如主任

壹、 前言
台北市教育局將 2008 年定為「品格教育年」，而在新竹縣也以新生活運動為主軸發
展品格教育，由此可發現各縣市都十分重視品格教育。經過一年的所實施的有關的品格
教育實施活動，在一連串的品格教育的實施活動中發現針對學生的品格教育應以體驗課
程方能展現品格教育的成效，而品格之塑造端賴態度之培養。適逢研究者參與中華郵政
所辦理之「集郵教室」師資之培訓，從中得之集郵之益處很多，舉凡郵票本身具有的吸
引力，能與個人興趣或各項活動相結合，及整理郵集，安排展頁足以展現個人的創造
力；除此之外，則是郵票方寸之間所具備的教育功能，如歷史、地理及國家的特色。期
許在學生參與「集郵教室」的集郵過程中能培養優良的習慣與良好的興趣並透過此活動
提升學生的品格修養。

貳、 文獻探討
在品格教育中，教師與社區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透過學校的教學可以形塑學生的品
格，並影響其道德發展；藉由社區的活動也能讓學生省悟身為公民的責任與義務，故此
三者的關係是相互影響且密切關聯的，其關係可以圖 1 表示：
品格發展：
基本態度
價值觀發展
社區

學校

公民教育：
民主的原則價值

圖1

品格
教育

道德教育：
善惡對錯的判斷價值

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品格教育關係圖
資料來源：李素貞、蔡金鈴（2004，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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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
Lickona（1993,2003）也認為品格與道德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核心價值」
（core
value），青少年的品格與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導青少年瞭解並建立「核心價值」，核心
價值界定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保障應有的權利並肯定人類的尊嚴與
價值，促進個人與群體向「善」
（good）發展，增進人類生活福祉。
Character counts（品格至要）聯盟推出「品格的六大支柱」-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
瑞安在研究檢討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的品格道德教育教學方法後，「品格的六大支柱」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責任、公平、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做為現代公民應培
養的基礎品格特質（周慧菁，2004）。本研究是以「責任」品格為研究的內涵。包含了責
任感、追求卓越與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又以時間管理、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規劃能力
與行為規範為主（陳怡君，2006）。一個負責任的人必須該盡義務的事情具備責任感，必
信守承諾，不論已決或尚未決之事都需負起責任，並且亦能自我克制並追求卓越。

二、 集郵的定義
集郵活動是緊隨著郵票的出現而誕生的，普遍郵人集郵也是從郵票開始。故一般人
認為集郵就僅是蒐集郵票。這的確是早期的情況，但經過百多年的發展，集郵者的蒐集
層面儘管仍以郵票為主，但同時已擴展至一切與郵政通信有關的產物（孫台生，2001）。
集郵（Philately）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學問。通過搜集來自世界各地的郵票，集郵
者（Philatelist）除了學會世界的歷史、地理、花草魚蟲以及人物等相關的知識以外，還
可以培養出一種禪定的情趣和修養耐性。估計全球有 3,000 萬集郵者。
集郵不單只是收集郵票，還可以收集有關郵政的各類用品，包括首日封、紀念封、
明信片、小全張、紀念郵戳等。
對於一些較小的國家（例如列支敦斯登）來說，集郵者是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這
些國家會針對集郵者發行設計精美的限量郵票，其郵票生產量往往超過郵政需求。不少
學校都鼓勵學生集郵。一般認為集郵的好處是怡情、益智、儲蓄。（維基百科）http://
zh.wikipedia.org

參、 研究方法
本篇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集郵教學對提升兒童自我管理的成效；第
二部份為集郵課程的整理與應用：利用郵局所提供的集郵教室內容來加以上課，設計適
合學生使用的集郵介紹與應用及學生用的學習單；第三部份透過學生自己的集郵方式，
建立學生收集與整理資料的良好習慣並能在集郵的收集過程中，建立與他人分享的品
格，養成愛物惜物的良好德行。
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歷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行動計畫實施與資
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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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行動歷程圖：
研究者以下圖簡要描述研究歷程。
（一）準備階段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二）實施階段

準備階段

自編測量評量
工具使用

集郵學習單
設計

製作觀察
紀錄表

集郵教學
紀錄

準備期：確認參與集郵教室名單、整理集郵教學資料、調
查增強物、自編測量工具（實施前測）

基線期：和班導師討論觀察、欲改變行為紀錄

實驗介入期： 實施教學 ：分組教學、善用集郵的特性、因
材施教。 延伸教學發展活動 、 記錄教學過程 ：集郵教學
紀錄、學生軼事紀錄、學生主要改變紀錄

追蹤期：實施後測、分析結果
（三）資料分析階段

資料分析階段：資料分析(質化)與處理

（四）省思改進階段

省思改進階段：省思改進研究，並整理歸納結論

圖2

研究的行動歷程圖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新竹縣明明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共 20 位學童，研究者為這
20 位學童的電腦科任老師。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實驗，透過教學
者即是研究者的情境下，對學生如何學習集郵的歷程進行研究，其理論依據主要是採逐
步養成原理漸進增強行為，使得行為一步一步接近最終目標（郭生玉，1986）。
本研究以二十名兒童為研究對象，自變項為集郵教學依變項為個案增進品格的成
效。研究設計將集郵教學的過程依時問順序，分為準備期、基準線、實驗介入期和追蹤
期等四階段。在準備期主要在評估選擇適合個案教學的集郵教材和做品格相關前測資料：
1、興趣量表 2、學習適應量表，主要是找出適合此教學活動的類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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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進程可分在
① 基準線階段主要記錄個案的行為表現，並找出個案最有效的增強物，為期兩
週，在基準線階段中，當個案不當行為產生時，不採用任何方法介入，只有在
發生影響他人行為時，才制止其不當行為。
② 實驗介入期（B）為正式對個案實施集郵教學階段，建立穩定的基準線 A 後，就
開始漸進且分段的增加成功或增強的標準，並觀察記錄集郵教學對個案品格 自我管理培養及不當行為改進的影響，為期 14 週。
③ 追蹤期為追蹤介入的成效，評量個案在教學結束後品格增進的相關後測（與準
備期前測資料同），為期 2 週。

三、 個案描述
本研究以三至六年級年級五位學生，每一年級五位學生一組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主
要是將六大品格支柱中的負責品格，細分為負責感、自我管理、追求卓越中的自我管理
品格，茲以下表來陳述每一組其行為問題：
表1
三年級組

四年級組

個案描述
五年級組

六年級組

特質 因剛從低年級升至中 已熟悉中年級的學 由中年邁向高年級時 此六年級的學生與研究
描述 年級，在自我管理上 習方式，較穩重。 的學習方式，求知慾 者最為熟識，較易掌握
較薄弱
較強烈。
其學習進度。
負責 ① 答 應 別 人 的 事 我 ① 我能盡全力做我 ① 我 知 道 自 己 的 職 ① 我能做好時間管理。
品格
一定做到。
所有的工作。
責，盡到我任。
② 我能與人好好相處。
所欲 ② 我 不 找 藉 口 掩 飾 ② 我能勇敢的認錯 ② 我明白別人的期望 ③ 我能妥善規劃學習活
定達
自己的過失。
並且不再犯錯。
並切實做到。
動。
成的 ③ 回 家 功 課 一 定 當 ③ 養成良好的生活 ③ 今日事，今日畢。
目標
天完成。
習慣。
班導 時間控管能力有待加 人際溝通方面有待 行為規範上有待加強 規劃能力有待加強。
提供 強。
加強。
主要
問題
其他 負責品格上以時間加 負責品格上以人際 負責品格上以行為規 負責品格上以規劃能力
強為主。
關係加強為主。
範加強為主。
加強為主。

四、 教學研究步驟
（ 一 ）準備階段
1. 揀選個案：經班導師觀察透過興趣量表和學習適應量表決定該五位可以參加集
郵教室教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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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集郵教學相關資料：學期初先規劃本學期所要上的「集郵教室」教育計畫。
3. 擬定集郵教室教育課程內容，每個星期有一次課，每次課 50 分鐘，每次課程以
一個集郵主題為學習重點。
4. 根據郵局所提供集郵的相關知識建立各種集郵的定義集相關資料，並將該資料
印製成冊給參與集郵教室的學生參考。
5. 個別增強物調查：找出對案主有關的增強物，使教學更有效果。（如附件一：個
案增強物調查表）。
6. 選擇合適的測量工具：取得前測的資料。利用興趣量表和學習適應量表來蒐集
資料。
測量工具說明如下：
表2

測量評量工具

測驗名稱

興趣量表

學習適應量表

目的

Holland 認為個人的職業選擇為其人格的反應，

編修者

亦即每個人會去從事和自己人格類型相似的職
業；他將職業歸納為六大類型，由於同一職業
的工作者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質，所以相對地，
產生了六種不同的人格特質，這六種人格特質
與 職 業 組 型 分 別 為： 實 用 型、 研 究 型、 藝 術
型、社會型、企業型及事務型。
2007 年版修訂者：簡茂發、林一真、陳清平、

協助受試者與輔導老師了
解受試者在學習適應各方
面的情況，診斷受試者學
習成效不佳的原因，給予
適當的輔導及補救措施。

參考資料並加以編修

區雅倫、劉澄桂、舒琮慧
出版單位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
2007 修定版

自編
學習適應

適用年齡

職業選擇、人格特質
18 歲以下

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施測方式

個別、20-30 分不限時間

採團體或個別施測

施測時間

無時間限制

二十五至三十分鐘

出版日期
評量類別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7. 製作觀察紀錄表：包括集郵教學紀錄表、學生學習紀錄表，這些表格都需要學
生發生行為時就記錄，所以，花費許多的時間。
8. 善用教學策略：利用多媒體教學、學習檔案及作業加強還有讓同班同學分享自
己所搜集的郵品，藉由郵品的搜集中去瞭解孩子的內心世界。為了讓同學彼此
之間的分享更方便，老師蒐集相關的郵冊和學生自己完成的集郵本，讓學生有
互相觀摩的機會。此過程中可以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 二 ）基線期
1. 觀察：觀察學生在未實施此類教學時的自我管理控制的能力。透過觀察表紀錄
來建立資料。
2. 行為紀錄：三年級組，因年紀較小，由導師協助紀錄。四年級組，可以勾選的
方式來記錄。五、六年級組，較成熟可以文字方式自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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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實施方式
1. 實施教學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設計「集郵學習單」、「自我管理評量」、並參考有關
文獻中之量表問卷，自編「學生軼事紀錄」為研究工具。集郵學習單中有「簡單
說明故事大要」，紀錄學生學習每個集郵單元後的心得；而「集郵教學紀錄」，包
括師生對話、學生表現、教學省思，可做質性分析，以瞭解學生對集郵學習後
的看法和意見。而以下分別說明之。
集郵學習單
研究者利用假期參加中華郵政集郵教室的課程所得的教學資料及其所提供
的書目，並至圖書館挑選的書，選擇 13 個單元適合學生學習的集郵內容，訂定
個案合適的教學內容，並設計集郵學習單。
自我管理評量
① 學習方法：含學習技巧、學習計畫、時間和學習內容分配、閱讀和作筆記、
考試技巧等。
② 學習習慣：含讀書習慣、學習注意力、課業習作等。
③ 學習態度：含學習興趣、對課業學習的態度、對學校教學環境的態度等。
④ 學習環境：含家庭的物質和心理環境、學校建築設備、課程教學與師生關
係、同儕關係等。
⑤ 身心適應：含自我觀察、自制能力、情緒穩定性、身體健康等。
為了測驗受試學生的自我管理是否有提升，針對集郵教學內以簡單的選擇
方式作答，並有「我想說的是」和「我想畫的是」讓學生寫出對該學習的解讀，
如寫的能力較差可以畫的方式取代或加以補充，亦可以錄音的方式來搜集資料。
（1）分組教學
利用分組教學的方式去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分組時，將同學年的
學生放於同組別中，讓彼此的差異降至最低。
（2）利用所選的教學內容進行教學
老師先將郵局所選擇的教學媒材加以編選，讓每位參與的學生透過點
腦分享的方式共讀，在團體討論之餘，老師再針對不同年段（所據備的能力
不同）給予學習單，讓案主完成學習單，再根據學習單的內容加以分析。
（3）善用網路教學
因材施教是大班級教學的盲點。本教學活動中會利用團體教學之餘，
如下課時間或是教學中的空檔時間，針對案主所感興趣的部份，鈄過上網
的方式加以增強。
（4）融入情境，感同身受
當老師帶領學生融入集郵一框郵集簡報故事內容時，有讓學生發表自
己心中的想法，讓學生在整個活動中能說出真心話與想像力。
（5）以增強技巧強化正向行為
根據每位案主的增強物調查表選擇適合案主的增強物。當案主出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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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為時，即以增強物增強該案主行為，根據多次的增強，產生正向行
為，並在同儕中以公開頒獎的方式達到正增強。
2. 延伸活動
（1）靈活運用電腦來完成學習單
每一小組實施集郵教學的活動後，教師將同一份的郵集的方式，開放
成電子檔，讓每一組學生完成之後再回存至老師的電腦上。共讀四組的資
料之後共同討論郵集的內容，再根據每一單元教學內容設計適合的學習
單。例如在所選的「收集原圖卡的情趣」單元中，這單元主要是在探討收
集原圖卡的各種方法，例如其主題是「鯨魚家族」，內容描述各式各樣的鯨
魚如何互動和遊戲，宛如是一個大家族。學生聽完這個故事後，利用學習
單來想像自己也屬於這各家族之後會如何？遇到另一隻鯨魚夥伴？如何相
處？這些都是很好的主題設計題材，最後，再結合美勞活動讓學生完成一
張原圖卡片。
學習單分享：

圖3

小組共同完成學習單

（2）集郵教室同學共同分享
除了老師所設定的小組之外，老師有利用「簡報檔」的方式讓全體的同
學一起完成自己的一框郵集後再一起分享其他同學的一框郵集，藉此了解
一頁框的作法及相關的問題。
一框郵集分享：

圖4

一框郵集

（ 四 ）追蹤期
1. 實施後測
實驗介入其結束後，即開始進行後測。方式是將前測中所有測驗工具再重
新測一次，以檢視學生的自我管理問題是否因集郵教學而有所改變。
2. 分析結果
教師比對學生前後測的施測結果，分析實驗期間因做了有關的教學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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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數據和記錄，判定此項實驗對於學生的自我管理問題是否有助益。
3. 資料處理
由級任老師或家長評量個案的興趣及學習適應量表。有系統記錄個案每次
上課主要自我管理問題及不當行為發生次數。其不當行為表現以記錄三年級組
的時間管理行為、四年級組的人際關係、五年級的溝通技巧以及六年級的規劃
管理，將每次上課的表現逐一記錄下來做為集郵教學實施成效的依據，當然會
記錄其他較特殊的行為表現做為實施成效的參考，而在集郵介紹與應用中並從
中找出適合個案的技巧，有可以補充不同的並符合的郵集。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前後測資料：
（ 一 ）學習適應量表
根據量表的選項由研究者及班導師協助施測與觀察紀錄並把每一小組的分數統計之
後再以平均值的方式取得前後測的數據資料。前測資料（97.09）後測資料（98.01），兩個
時期的時間取得之後，根據此數據做統計分析，且以判讀方便的折線圖來將此四組
（三、四、五、六年級共四組）的資料以量化的方式呈現。
表3
項目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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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適應量表前後測資料

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規劃管理 行為能力
說明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三年
級組

重
度

中
度

重
度

中
度

重
度

中
度

重
度

中
度

重
度

中
度

各項不當行為都有進步。

四年
級組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本來的不當行為略有改
善，較能能提升自我管理
能力。

五年
級組

中
度

正
常

中
度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中
度

正
常

各項不當行為都有進步，
作業的表現較好。

六年
級組

重
度

正
常

重
度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人際關係和行為規範都有
所進步，表達方式也較通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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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四個不同年級組的前後測加以圖示比較：
三年級組
4
3
2
1
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

前測
後測
溝通技巧 規劃能力 行為規範

四年級組
4
3
2
1

後測
前測
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規劃能力 行為規範

五年級組
4
3
2
1

後測
前測
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規劃能力 行為規範

六年級組
4
3

後測
前測

2
1
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規劃能力 行為規範

圖5

學習適應量表前測資料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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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學省思
一、 三年級組（年紀小可塑性大）
自從成立集郵教室後大大提升了研究者的知名度，我在學校都是以輕鬆的方式來帶
領可愛的三年級的小朋友，標準穿著是深色牛仔褲、輕便上衣加布鞋以便在上課時能夠
互動方便。在互動的過程中至今我研究出了不少的方法，在這邊提出和大家分享。
方法一 ：集郵可以親子共同收集－親師溝通
先從溝通開始，讓家長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而親師溝通之技巧：①先表明所有的
活動是免費的②先說一些集郵的優點③不要讓孩子花錢去購買新郵④分享確實的訊息⑤
說明做哪些努力⑥一起擬出一套計劃⑦用肯定的話結束溝通，我們老師用關心做資本，
讓家長瞭解老師安排此一活動主要是為了讓學生培養好的休閒習慣，達成了親師教養的
共識及方向。
方法二 ：學習態度潛移默化
（1）行為觀察記錄表：透過勾選的方式中讓五位三年級組的學生能夠看到自己的成
長，也透過量化的方式讓學生一起討論自己的改變，因三年級組的時間管理能力較薄
弱，也透過登記制及期末全勤發禮物的方式此組同學增強守時的觀念生。這學期接觸了
三年級組之後來知道原來孩子的品格培養也是能夠透過制約的方式控制的。所以在安排
上就以相關的集郵課程內容以固定時間為怡。在安排的過程中也和家長及各班班導做更
進一步的溝通，希望孩子在親師雙重的激勵之下能有更好的改變。

二、 四年級組（穩定性高）
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一框郵集教學是我較難克服的地方，如何有效針對學生選擇
適當的主題，表面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不簡單；坊間的集郵種類很多，但我面臨了選擇
的考驗一取材的不易。例如學生對恐龍的主題有興趣，但相關的郵品不多，只能藉助郵
局所提供的相關資訊與上中華郵政的網站來取得相關的訊息。研究中觀察個案的行為改
變，有賴級任教師及同組同學的幫忙，因此，我設計了簡單的表格提供個案同學記錄使
用，也由級任導師幫忙觀察在班時學生的自我管理（例如遲到……）之次數；但整個研
究的結果在這一項資料上是有爭議，若可以對紀錄的同學統一教育，可加強資料的客觀
性，以提升資料的可信度。
藉由這一次的經驗，對集郵教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經驗，從中挖到許多寶，藉由
一框郵集說故事的同時增進學生的想像力也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真是一舉兩得，只是
期盼自己能夠更進一步探索郵品的世界使自己更瞭解郵品而進一步把集郵的精髓放於教
學上使學生更能掌握自己的學習態度。

三、 五年級組（學習動機強）
郵票對孩子來說就像一幅美麗的圖畫一樣，色彩鮮豔，內容精彩，最重要的是它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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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的年齡層不只侷限於孩子，連我們這種教育工作者也身受它
的吸引。當一張張精美圖片的郵品和一本有各式各樣圖案 · 顏色鮮豔的郵票呈現在孩子
面前，大多數的孩子都會選擇郵票。所以，一個同樣的教學目標，若是想引起孩子的學
習動機，讓他們有興趣學習的話，我想集郵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在這次實驗的教學
過程中，我碰到許多問題，雖然教學不是一帆風順，但孩子給我的鼓勵不少，有時因為
公事無法上課，孩子會露出失望的表情，或是隔天電腦教學課程，學生會問說明天要不
要上課？最令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是五年級組，原來此組的學生互動較少，但在 13 個
主題單元中五年級組在小組的共同成長上最為明顯，我都看到了，很欣慰集郵是一個很
好的教材，只要選擇適合的集郵內容，學生可以吸收到很多他們需要的東西，在這次的
經驗中，我覺得有很多部份可以更好，例如延伸活動使用的方法，延伸活動是讓學生更
加深入體會主題內涵的好方法，孩子藉由參與集郵教室課程時的活動而和平時枯燥的學
科來的有趣，學生有興趣，老師教起來也有活力，一舉兩得。這樣的活動安排方式在學
生所呈現的學習單上可見一般，孩子們在寫的過程中充份顯露自己的想法和心中的擔憂
點讓老師能藉由集郵教室教學而瞭解孩子心中的想法，真是不錯的想法。

四、 六年級組（善用規劃能力）
利用暑假研習課程，上過「集郵教室師資培訓研習」後，知道很多老師實施集郵教
學的方法成效不錯，因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便嘗試用於晨光教學（每週四），上了一
學期之後，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對主題的組織架構皆有進步，而郵票本身的圖案也可
緊緊抓住學生的注意力，所以，是一種非常好的教學法。但教學真的是需要邊教邊修正
的，在教完集郵的基本概念、新郵舊郵的收集及一框郵集之製作內容的相關活動，讓他
們有更深一層的學習，但是這次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使用延伸活
動，這是覺得可惜的地方。另外，學生大多數都是聽老師講集郵的方法，雖然會將郵冊
呈現給他們看，但是學生鮮少利用課餘時間再去仔細去閱讀，仔細看看郵冊中的圖畫，
又或是一些較精彩的說明，這也是可惜的地方，之後我會多多鼓勵孩子上網看新郵的設
計原委，養成他們自己收集資料的習慣，因為主動學習能學到更多。或者是把自己所集
的郵票直接帶到集郵教室方便每一位同學互相欣賞，使每位學生都有機會詳讀欣賞內
容，這樣的方式讓我覺得效果是加倍的，而且要完成集郵學習單的時候都能寫出相當完
整的故事內容。

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 一 ）集郵教學之成效
1.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學習的行為
由研究的結果分析中，清楚看到個案主要自我管理問題行為發生次數的減
少，由此可以發現集郵教學對於自我管理有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來說，集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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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不僅改善學生的主要學習問題，也提高了個案其他能力，如理解和專心注
意能力，在這四個組別中因態度獲得控制而有較佳的學習表現，連帶的建立自
信心，增進人際關係。
2. 發揮想像力，增強規劃能力
「看郵票時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收集郵票時孩子的心是敞開的」。喜愛收
集郵票是孩子從小的美好經驗，因為在收集郵票的時候會忘卻其他煩惱，盡情
徜徉在郵票的小小世界中，所以，當和同學一起分享自己的郵集時，學生就有
主動的學習意願，這時集郵便成為一把鑰匙，開啟孩子的心房，只要簡簡單單
的幾幅圖畫就能讓學生將正確的觀念融入在生活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也
可以讓孩子製作一框郵集的經驗，發揮創造力與規劃。在編製一框郵集的過程
中充份享受自己的想像的空間和創意的權柄。
3. 加強認知能力，圓融人際關係
根據文獻研究的結果發現「認知會改變你的情緒反應，而感覺不會改變你
的認知」，視同認知會影響表現。當學生內心有了錯誤的認知時，當然也會有錯
誤的情緒反應，若是我們先給予學生正確的概念，學生的情緒反應會受正確認
知影響而有所限制，有此機制後的情緒反應才會趨於理性，而認知和情緒趨於
理性後，自然會改善人際的關係。
（ 二 ）集郵教材之特性
1. 郵票圖畫色彩鮮明，深具吸引力
本研究發現學生非常期待上集郵教室教學課程，甚至可以做為增強使用來
改善學生的其他行為。同樣的郵品，學生會在每次有不同的體驗及想法。豐富
的色彩、鮮明的圖案，吸引的不只是學生，就連老師也愛不釋手，原圖卡中的
卡通郵票似童話般蘊含著大家共有的童年樂趣；既使學業成就差異甚大，對於
集郵的喜好不相上下，聽單元主題也都能充分地投入單元內容的情節。有些郵
票不僅用色大膽，更使用較誇張的筆觸清晰地點明含意，同時兼具了幽默性，
讓嚴肅的生活也充滿了歡愉的氣氛。而不同國家對於郵品的設計不盡相同，每
欣賞一次就有一次接受他國文化的薰陶，因此，集郵會讓學生反覆嘗試、愛不
釋手，深具吸引力。
2. 內容深入淺出，具啟發性
在本研究中也發現集郵內容對於學生的啟發因人而異，有些學生的已具集
郵知識可加深加廣，有些學生又可增進學習經驗，充分兼顧學生個別差異。因
此，老師特別把相關的郵集內容燒錄成光碟供想要深入探索的同學的選項，讓
同學不因程度的差異而能有不同的選擇。
小學階段學生對於資料收集的概念仍處在摸索學習的階段，屬於需要家長
及老師的協助時期。藉由集郵的方式來學習其他知識及文化內涵可達事半功倍
的效果，也培養學生樂於學習的態度 · 因此，學齡階段多為學生選擇不同主題
的集郵內容，學生必能從中尋得生活上的解答；集郵本身的學習也給予學生成
功的經驗，獲得肯定自我的自信心。對於集郵所遇到的瓶頸，不妨有請家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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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困難定會迎刀而解。這樣的觀點和方法也很適合教育自己的孩子。
3. 延伸集郵中的活動，更具多元性
本研究集郵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培養學生的負責
品格，但其附加的價值也涵蓋了知識理解、多元文化的接納等等；當學生已經
瞭解了郵票及其他郵品的含意後，教師便可帶進入寫作、繪畫、主題設計甚至
英語的教學，更可融合在品德教育之中。教師因集郵而教學成功，學生因集郵
教學而樂於學習，這是雙贏的學習策略，值得推展。

二、 建議
整體來說本研究某部份是相當成功的，能有效改善各組行為及擴展各組自我管理的
能力，但本研究仍有美中不足，須待改進之處，詳述如下：
（ 一 ）級任和科任配合，合作無間
研究中的觀察記錄無法全由研究者一人完成，所以適當的合作對象是重要的。在本
研究中非常需要級任教師的協助，無論是個案的行為討論、班上的配合活動（如：小老
師制、在班上的獎勵制度等），或是研究中的觀察記錄，都需要倚賴級任老師的幫助與
協助，因此，研究結果的成功與否和級任老師有著密切的關係與級任老師達成良好的合
作關係是首要的條件，也決定實驗的成功與否。
（ 二 ）良好休閒的培養，品格養成的基礎
集郵教學實施次數和方式的差異使得成效不同，特別是學習態度不積極的學生對於
正確的行為並不容易類化，只上過一兩次課是不足以讓學生印象深刻的，因此，透過課
外在家的休閒活動的效果會有不同的想法產生，在重複不同集郵課程內容的同時也能察
覺到學生的改變。因此，建議教師使用集郵教學的同時，可以採用同儕互相觀摩學習或
和其他集郵內容交替教學並需要改變上課的方式（例如：善用電腦的多媒體材料）以免
過於枯燥。盡量採取動靜交替的方式進行教學會使教學的效果更好。
（ 三 ）豐富教學，培養藝術欣賞能力
本研究大多著重在集郵的基本概念、技巧分析和主題規劃，而集郵可教學生寬廣的
想像空問，搭配郵票設計之圖示法的教學策略更可理解多元文化的內容，有助於教學的
效能。主題規劃能力及組織邏輯能力的加強使學生能自由發表和思索顧思所內含的意
義。再者，郵集充滿故事性，因此，結合一框郵集的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潛能，讓孩子
有規劃組織並得以發表。建議老師可以讓學生有自由發表和表演的空間所以在教學的期
間利用班上的圖書角（本校的圖書角內設有木質地板）因此，有空間讓學生去陳述所集
郵品的內容，這樣的方式會使學生更有樂趣。
（ 四 ）簡報檔導讀，省時省力
每個單元教學的精華會出現在簡報檔（由中華郵政提供），因此充分利用教學簡報檔
會提升學生瞭解課程的速度及導引至正確的方向；集郵資料的導讀提供教師很好的方
向，有助於課程的設計、重點的切入，因此，教師實行集郵教學前不妨可以參考簡報檔
的內容，可以讓自己有更適合教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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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運用電腦網路，創新天地
藉由科技的進步和 e 化學校的設備讓我們有機會將郵票內容及設計的方針利用網路
的方式製作整理成可播放的光碟方式，希望集郵教學不僅是透過老師單方面的講授，也
可讓孩子利用網路上的資訊、遊戲方式，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在搜尋的時候也能增進知識
管理的能力。例如：搜尋的知識可因不同類的集郵方式存放在不同的檔案夾之中，分門
別類並加以編碼，方便在下一次使用時加以規納。
（ 六 ）親子共同集郵，營造親子話題
學校安排郵局的參觀活動（例如：郵政博物館參訪活動）。提倡親子間參訪方式和
經驗分享，增進親子間良好互動關係。使家長能間接透過集郵的方式改變學生的氣質。
（ 七 ）充實知能，辦理研習
建議各校或各縣市舉辦集郵的相關研習提供教師進修的管道，也可以利用教師間專
業經驗分享的方式來增加教師集郵教學的能力。如參加郵局所舉辦的集郵教室師資培訓
研習，透過來自不同縣市的老師共同分享其集郵的經驗與資料，增進教學能力，想在教
學上廣泛地運用集郵協助教學的前提，便是提供教師進修的管道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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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好品格—品格教育融入
戲劇欣賞之行動研究
中興國小

楊璦如主任

壹、 前言
品格教育決定未來，且為人生成功的關鍵。天下雜誌以「品格力即競爭力」專文論
述品格教育，台北市教育局將 2008 年定為「品格教育年」，而在新竹縣也以新生活運動
為主軸發展品格教育，由此可發現各縣市都十分重視品格教育。經過多年所實施有關品
格教育活動，在一連串的品格教育實施活動中發現針對學生的品格教育應以體驗課程方
能展現品格教育的成效，而品格之塑造端賴態度之培養。適逢研究者參與創意偶戲的訓
練，從中得之戲劇之益處很多，舉凡戲劇本身具有的吸引力，能與個人興趣或各項活動
相結合，尤以透過楷模的學習，學習單之省思足以展現個人的品格力；除此之外，則是
品格教育所具備的生活教育功能，如尊重、禮貌及關懷的內涵。期許在學生參與「戲劇
演出」的活動過程中能培養優良的習慣與良好的品格素養並透過此活動提升學生的品格
修養。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
（一）將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透過「戲劇欣賞」的方式，能塑造學生好品格。
（二）透過品格教育的楷模學習，建立學生良善的品格觀念。
（三）透過運用學習單讓學生自省的方式，建立學生尊重、關懷的良好品格。
（四）能在觀賞的過程中，建立與他人分享的品格，養成愛物惜物的良好德行。

貳、 文獻探討
一、 品格教育的定義
品行是個人品格的極至表現。從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簡短的對品格教育下定義：
品格教育就是知道善、愛善，以及做善事的教育。
品格教育定義為：學校行政部門、家庭與社區成員幫助青少年成為具有關懷、自律
和負責等特質之過程。
品格教育應不侷限於特定的哲學、方法或計畫，而是多元取向，其中主要包含皮亞
傑之認知發展階段論、亞理斯多德的詰問法、杜威的做中學，以及對傳統的品格規範等
理論為基礎（Mar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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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者同意「品格」指的是對何者為真的認知和何者為善行的知覺。好的品格教
育應有三方面課題：
「知道何為善」
（knowing the good）、「渴望為善」
（desiring the good）、「行善」
（doing
the good），並協助學生認知好的行為且內化成為習慣，進而自動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品格教育可視為策略性指導，以促進社會和個人責任感的提昇及促進良好人格特質的形
成品格教育應該是種過程（process）而非內涵（content），是形成（form）而非本質
（substance），它是比對內涵進行思考更深層的批判性思考技巧；品格教育也是學習如何
學習而非學習本質性事物的歷程。
品格教育定義產生困難之原因，在於實施品格教育中應包括哪些好的品格或品質沒
有定論﹐但最常被強調的品格特質則有責任感、誠實、尊重、信賴、關懷、公平、公民
品格、仁慈、同理心、自重、自律與勇氣。
這些特質主要係涉及自己、他人和團體之關係應如何規範之內涵。Williams（2000）
進而指出，品格教育並不侷限於採取哪種哲學觀、方式或計畫，而是應包含那些是非觀
念或與關懷（care）有關的主題，以及傳統品格為何。Otten（2000）同樣認為品格教育具
有多樣態的意義，通常用來表示個人在成長中經過教育與學習所改變的過程，主要係透
過品格認知發展、社會與情緒學習、品格教育、生活技巧教育、健康教育、暴力預防、
衝突解決與品格哲學等生活歷程、課程或輔導方案進行學習。因此，品格教育的內涵不
但廣泛，其定義亦難精確。
品格教育主要描述個人與社會之品格標準，並檢定個人是否依此標準而行事。無論
中外，品格標準之建立皆從古代聖賢行誼中逐漸建立，而學校之品格教育養成方式也多
依此標準而行。
公民教育提供個人在學校或社會活動中民主參與之機會，其目的主要在於使學生在
教育過程中具有民主參與之技巧、知識與行為，並能正確的履行公民之權利與義務。
品格之養成，主要探討個體生活與品格教育之完整結合，其目的在培養個體對社會
能有正向的態度與價值。整體而言，品格教育之意義可歸納為個體符合社會品格標準之
多樣化培養過程，個體除了能知善、愛善以及行善外，並涵括了個人品格教育、公民教
育與品格養成等不同教育或學習內涵。
本研究所指品格教育是指透過教學與引導的活動，促進個體引發內在良好的品格使
其能知善、愛善、行善，學校必須幫助學生認知核心價值、接納與承擔道德規範、將道
德規範認知實踐內涵內化成為日常生活習慣的教育過程。其指具備六大品格教育核心價
值為「尊重」、「負責任」、「公平公正」、「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因此，研究者
認為，品格教育即在教導學生道德判斷的過程，歷程中須涵蓋道德價值的認知與評價，
企求達到道德的實踐。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品格內涵有「尊重」、「關懷」茲論述如下：
（一）尊重包括尊重自己與尊重他人，此處所指他人包括異於自己的群體與文化。
尊重有以下三項特色：1. 尊重是欣賞自己與他人；2. 尊重的學習是一種繼續不斷的過程；
3. 尊重是偏見態度的轉變。尊重的學習不僅是學生的任務，教師亦應學習尊重的素養。
（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網）
綜上所述，師大教授黃政傑認為有心的教育者可以將各領域，例如社會科與國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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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尊重的學習朝向以下幾個目標發展：
1. 能列出個人的長處。
2. 指出自己需要成長的領域。
3. 能表現對他人長處的欣賞與積極情感。
4. 能在團體情境中與他人合作。
5. 說出家族起源的事實。
6. 指出自己所屬的各種團體。
7. 列出社區中的民族團體。
8. 演出民族團體的民間傳說。
9. 描述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族群的貢獻。
10. 界定何謂種族偏見與性別偏見。
11. 說明人類相互理解對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二）依據 Reader`s Digest Oxford Dictionary，關懷是一個人表現關注、有興趣，認
為有關連因而提出協助介入一件事，這件事對該人是重要的。
關懷包括了六個層面：1. 關懷自己；2. 關懷親密與周遭熟識的人；3. 關懷陌生與遠
方的人；4. 關懷動植物與自然環境；5. 關懷人為環境；6. 關懷理念。
Noddings 認為前五項關懷是所有學生都應充分發展的，但理念的關懷卻是提供給有
特別能力的學生。關懷理念課程設計的原則是培養學生關懷其特別有興趣的理念，使學
生體會各種理念與人生的關係，因此這種關懷必須被尊重，也應該鼓勵學生追求對他們
而言是有益、有用的知識與興趣。例如使對數學特別有興趣的學生體會數學與人生的關
連。Noddings 認為一般教育者常計畫想將學生教育成各類的專家，而忽略了學生對不同
知識的熱切追求是有很大的差異的，而且學生也應當被鼓勵使用他們的方法學習知識與
使用知識。課程也應當是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的興趣與能力出發而發展的。因此當學
生對不同知識有不同的熱切程度時，學生可以有機會對這些渴望追求的知識做更深入的
學習與探索。Noddings 認為這樣的課程不僅對擁有不同興趣與目的的學習者有益，即使
對整個國家亦是有利的。
如何在學校課程中開始進行關懷的學習？關懷的層面由個人延伸至社會、自然環境
與理念的關懷，然而有關關懷的倫理教育要如何在課程中呈現呢？ Noddings 提出以下
六點必備作法：
1. 明確堅定我們的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應能培養有競爭力、能關懷、能感受到愛
與表達愛意的人。
2. 關注親近的需求：在雙方滿意的關係下使師生的相處能多達數年；幫助學生建
立學校是學生的觀念；將關懷與信任的教學成為正式課程的一部份。
3. 放鬆控制：讓老師與學生擁有更多責任去進行判斷；去除競爭性的分數評鑑作法；
鼓勵老師與學生一起探索、學習；鼓勵學生自我評量；使學生自己管理班級與
學校；向關懷挑戰就是認真教導學生想學的內容；教師應能在自己學科中展現
統整其他領域知識的能力，例如生物教師應能教導生物學中的數學問題。
4. 廢除課程的分化：廢除大學入學的統一規定；滿足所有學生的共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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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天都進行關懷的課程：自由討論現存的問題，包括信仰等問題；幫助學生在
相處時練習關懷；協助學生理解在人群中為何會有競爭與敵意，幫助學生如何
能站在雙方的觀點處理事情；鼓勵學生能關懷動物、植物與環境與理念，這與
關懷人類是沒有分野的。
6. 教導學生在任何層面的關懷都必須持續不斷，當我們開始關懷，我們就接受了
要持續不斷的責任。
表1
編號

1

2

核心價值

品格核心價值
行為標準

尊重

1. 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不亂拿別人的東西。
2. 能尊重他人表達的意見。
3. 上課時，專心聽課。
4. 上課時，發言前我會先舉手。
5. 不隨意侵犯別人的隱私。
6. 能以包容化解別人的不諒解。

關懷

1. 我會愛護自己的身體，不讓身體受傷害。
2. 我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學習讓他們開心。
3. 我會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
4. 我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人。
5. 我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6. 我會愛護動物、環境，節約能源。

二、 創作性戲劇欣賞
「藝術與人文」即為「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藝術
學習課程」
（教育部，2003）。將「品格教育」與戲劇的教學方法連結在一起，當品格教育
的核心價值成為學習內容，在研究的主題之下可以成為一個探索團體。此時，團體探索
方式不再只是口頭討論，而是透過戲劇的架構與守法，讓師生得以在戲劇更真實或是虛
擬的情境中想像與互動。這樣的戲劇欣賞模式，營造了一種既理性又感性的學習氣氛，
目的不是要教育出會演戲的人，而是要培育出有感受、善於溝通表達，也能尊重他人、
與人合作的個體亦能稱為人文教育。
創作性戲劇所採用的創作性教學方法具有劇場與戲劇的二元性。瓦德將這種戲劇性
活動實踐於課堂教學內容中，其活動包括四大主要項目（張曉華，1999）：
（一）、戲劇性的扮演（dramatic play）
（二）、故事戲劇化（story dramatization）
（三）、以創作性之扮演推展到正式的戲劇
（四）、運用創作性戲劇術於正式的演出
創作性戲劇所採用之活動很多：想像、肢體動作、身心放鬆、戲劇性遊戲、默劇、
即興表演、角色扮演、說故事、偶戲與面具、戲劇扮演等。（張曉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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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溯創作性戲劇的起源，其實是由美國戲劇教育學家先鋒－溫妮弗列德瓦德
（Winifred Ward），在 1930 年出版「創作性戲劇術」
（creative dramatics）一書的名稱所發
展而來（張曉華，1999）。
瓦德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受到約翰杜威（John Dewey）實作學習（learning by doing）理
論，與其師紐約大學赫茲邁恩斯（Hughes Mearns）教授的創造力教學理論所影響。所設
定的最終目標是在於劇場藝術的表現，它與「兒童劇場」
（children’s theatre）有密切的關
連性，所以創作性戲劇所採用的創作性教學方法具有劇場與戲劇的二元性。
本研究以戲劇教學欣賞為教學綱目，結合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的內涵應用偶戲的設
計與扮演活動並透過公開的演出與品格學習單的內容，展現參與學生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品格素養的養成與增進。
（ 一 ）偶戲
偶戲，顧名思義是由「偶」來演「戲」。演出形式可分為：純粹戲偶於舞台上演出、
人偶共演，或是將戲偶作為媒介運用於各類戲劇活動之中。（台灣大百科全書）。
1. 偶戲的種類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偶戲為綜合偶戲。結合布偶及創意美勞材料所研發出來
的創意玩偶，可以用手來操弄方便展現偶的靈活及可愛。
由學生先根據所需要的故事內容找出故事主角先手繪手偶的設計圖，再經
過初步的縫製後先有雛形，配合學生操弄後再修正大小直到方便操弄，最後，
由道具製作指導老師細部的修整、美化及再精緻化完成一個戲偶。
2. 根據本劇中的戲偶角色的特徵完成各式的手偶，如表所示：
表2

戲偶的人物形象

角色

外表

1. 居民

各式各樣

2. 招生組

各式各樣（ 鬼頭鬼腦 ）

3. 校長

男

大鬍子

4. 翻老師

男

瘦

5. 兮兮老師

女

紫色嘴唇

6. 鐵卜老師

方形臉

7. 冒失鬼

黑髮

8. 膽小鬼

方臉小眼

鋸齒嘴型（ 臉白 ）

9. 小氣鬼

倒三角臉

小鼻鳥嘴

黑帽

刺蝟頭

紅髮
妹妹頭

戴眼鏡

大眼睛

小男孩

中分頭

白頭髮（ 手拿算命道具 ）

小眼睛（ 亂七八糟、衣服穿戴不整 ）

10. 貪心鬼

大嘴巴

11. 討厭鬼

圓臉

兩條辮子

12. 搗蛋鬼

短髮

大眼

13. 懶惰鬼

橢圓臉

14. 愛哭鬼

長橢圓臉

15. 神醬

帥氣臉

光頭

微笑的眼
歪嘴

微笑（ 三分頭 ）

髮型亂（ 髒髒的 ）
一字嘴
大眼

荷包蛋眼（ 淚水 + 鼻涕 ）

挺鼻（ 頭髮遮住半張臉

有神祕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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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行動計畫實施與資
料處理。
研究程序：研究者以下圖簡要描述研究程序。
（一）準備階段

準備階段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教師先選擇
本研究的對象

（二）實施階段

品格教育核心
價值內容設計

製作觀察
紀錄表

學生軼事
紀錄

準備期：確認對象、整理品格與戲劇內容、調查增強物、
選擇測量工具（實施前測）

基線期：入班觀察、不當行為紀錄

實驗介入期： 實施戲劇教學 ：分組教學、善用戲劇的特性、
因材施教。 延伸戲劇發展活動 、 記錄戲劇欣賞過程 ：戲劇教
學紀錄、品格教育學習單、學生軼事紀錄、學生主要情緒紀錄

追蹤期：實施後測、分析結果
（三）資料分析階段

資料分析階段：資料分析(質化)與處理

（四）省思改進階段

省思改進階段：省思改進研究，並整理歸納結論

圖1

研究程序圖

一、 研究設計
將戲劇教學欣賞的過程依時問順序，分為準備期、基準線、實驗介入期和追蹤期等
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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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期主要在評估選擇適合戲劇教學的品格核心價值和做品格管理相關前測資
料：品格核心價值檢核表、情緒障礙量表、班級社交測驗。
2. 基準線階段主要記錄個案的行為表現，並找出個案最有效的增強物，為期兩週。
3. 實驗介入期（B）為正式對個案實施戲劇教學階段，建立穩定的基準線 A 後，就
開始漸進且分段的增加成功或增強的標準，並觀察記錄利用戲劇教學對個案品
格檢核及不當行為改進的影響，為期 11 週。
4. 追蹤期為追蹤介入的成效，評量個案在戲劇教學結束後品格養成的相關後測（與
準備期前測資料同），為期 2 週。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新竹縣光光國小六年級學童，共 21 位學童，研究者為行政人
員。自變項為戲劇教學依變項為個案品格養成的成效。

三、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設計「戲劇教學學習單」、並參考有關文獻中之量表問卷，編
制「學生軼事紀錄」、「主要情緒問題次數紀錄表」
、「戲劇內容與品格核心價值紀錄表」
為研究工具。戲劇教學學習單中有「尊重」
「關懷」，紀錄學生戲劇欣賞後的心得；而「戲
劇教學紀錄」，包括師生對話、學生表現、教學省思，可做質性分析，以瞭解學生對整
個戲劇欣賞的的看法和反省意見。

四、 品格教育融入戲劇欣賞計畫過程與內容：
（一）戲劇內容：就選定的品格核心價值編製適宜的戲劇內容。
（二）計畫實施時間：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103.2.10-103.6.10）
（三）進行方式：
1. 參與戲劇演出者訓練時間為 4 節課，內容包括如何說出口白、表情模擬及展現
戲劇張力的技巧。各個角色模擬活動過程中，每個月再有 1 節課持續進行在職
訓練活動，內容除延續初期訓練的重點外，也加入指導演出者「如何演」的方法
和技巧。演出互動時間，每週不連續日 2 次，皆利用上午晨光時間 30-40 分鐘
進行。演出互動初期，皆在指導老的視線範圍內進行活動；之後，視實際狀況
逐漸給予參與學生自由的互動空間。
2. 利用週三及週四晨光時間或彈性課或下課的時間，找機會讓孩子上台發表及表
演。
3. 獎勵制度：以「增強物調查表」的方式登記學生的增強物，配合學校獎勵制度，
提供孩子相關增強物，並獎勵認真完成品格學習單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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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格教育融入戲劇教學設計
版本

自編版

設計時間

103 年 2 月 10 日 教學時數

適用年級

國小六年級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次領域
1. 理想教學環境：

教學準備環境
約略說明

偶來演戲
80 分 2 節
語文

■三樓舞蹈教室 ■美勞教室
2. 理想資訊硬體設備：
■單槍投影機 ■電腦 ■數位相機
3. 教學所需特定軟體：
■ 戲偶影片
4. 其他非資訊教具：
（1）生活中常見的「 偶 」或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等戲偶、傳統偶戲使
用的樂器。
（2）製作手偶所需材料：剪刀、襪子、硬紙板、針線、鈕扣或其他可代替
眼睛的道具、碎布等。
2-2-8 經由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了解自己社區、家鄉內的藝術文化內涵。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

九年一貫領域
能力指標

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
個人情感。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關鍵字

偶戲、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
1. 介紹小朋友生活中常見的玩偶，感受玩「偶」的趣味性。
2. 認識台灣傳統的偶戲表演，欣賞不同類型的偶戲及其藝
核心議題

設計理念

發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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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價值。
3. 嘗試「偶」的多元藝術創作，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4. 結合戲劇教學融入品格教育。
首先，生活中「 無物不成偶 」就是說任何物品，只要我們
肯多動動腦、多花心思，都能「 化腐朽為神奇 」比如用過
的紙杯、吸管、舊手套、沒水的筆管等等，都可將它們製
作成有趣的「 偶 」，手指偶、布偶、襪子偶、手套偶、紙
偶…既好玩又有創意。
其次，2013 參與竹縣偶戲比賽擦亮我們對偶戲的印
象，而台灣傳統偶戲有哪些特色，可以在哪些場合演出，
一個成功的偶戲表演應該具備哪些條件？這些都是值得學
生學習的內容。
因此課程安排由生活中常見的偶帶進傳統戲偶：布袋
戲、皮影戲、傀儡戲、現代偶戲等製作特色，並介紹傳統
偶戲使用的樂器，最後鼓勵學生自行創作「 偶來演戲 」。

演出好品格—品格教育融入戲劇欣賞之行動研究

1. 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的「 偶 」？他們是如何製做出來的？

設計理念

關鍵問題

生活中有哪些材料可以運用來製作「 偶 」？
2. 台灣有哪些傳統的偶戲表演？為什麼要用偶來表演？
3. 不同類型的偶戲各有什麼特色與功用 ? 想想看這些戲偶
要如何操作？
4. 參考新竹縣歷年偶戲比賽的 DVD。

單元發展

1. 介紹小朋友生活中常見的偶：手指偶、布偶、襪子偶、手套偶、紙偶 ....。
2. 認識台灣傳統三大偶戲 : 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
3. 欣賞戲偶的動作與特色並瞭解一齣偶戲需要哪些元素配合。
4. 介紹三大偶戲的工作人員與其表演藝術特色。
5. 學生自行創作「 偶來演戲 」。

教學目標

1. 認識生活常見的「 偶 」，並能舉例說出三種「 偶 」。
2. 對於別人創作的手工「 偶 」作品能做客觀的評價、欣賞與肯定。
3. 能了解「 偶戲 」與「 戲偶 」的區別。
4. 能說出台灣傳統三大偶戲的製作過程。
5. 能說出台灣傳統三大偶戲的表演特色。
6. 能說出偶戲的表演元素。
7. 透過偶戲表演的情境引入偶戲表演需要的元素，並能實際操作。
8. 能發揮創意，完成獨一無二的「 偶來演戲 」。

學生前置經驗

1. 學生有自己製作「 生活中常見的偶 」的經驗。
2. 能了解偶戲與真人表演的區別。
3. 能了解「 偶戲 」的定義。
4. 看過傳統偶戲或現代偶戲表演。
5. 能了解傳統偶戲與現代偶戲的區別。
6. 知道「 西遊記 」的故事內容。
7. 知道「 李哪吒大鬧東海 」的故事內容。
教學活動

節數

第
一
堂
課

課前準備

教學流程

時間
（分）

教學應用資源

2分

生活中常見的「 偶 」
或布袋戲、皮影戲、
傀儡戲等戲偶、傳統
偶戲使用的樂器。

老師：
1. 生活中常見的戲偶、布袋戲、皮影戲、傀
儡戲等戲偶或傳統戲偶使用的樂器。
2. 製作襪子偶所需材料：剪刀、襪子、硬紙
板、 針 線、 鈕 扣 或 其 他 可 代 替 眼 睛 的 道
具、碎布等。
學生：帶自己做過的偶或其他偶。

引起動機

老師利用手上的偶和樂器做簡單偶戲表演，
引起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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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師生準備的偶稍作簡單分類及介紹，引

發展活動

導學生歸納整理「 戲偶 」有現代偶與傳統
偶。
2. 利用「 偶來演戲 」教學資源網可旋轉式、
選擇式介面特色，說明傳統戲偶的種類。
3. 以布袋戲偶的臉部表情運動帶入布袋戲的
特色。
4. 介紹戲台後的靈魂人物─ 偶戲的舞台與工
作人員。
5. 介紹戲台上的華麗演出─認識布袋戲偶的
構成與其藝術特色。
6. 藉由圖片中簡易的人物動作加上台詞，帶
數位典藏融入資源教
入學生學習皮影戲。
學 網「 偶 來 演 戲 」
25 分
7. 皮影戲欣賞─李哪吒大鬧東海。
http://edu.brightideas.
8. 認識戲台後的靈魂人物─皮影戲的舞臺與
com.tw/web/p3_1.html
工作人員。
9. 認識戲台上的華麗演出─皮影戲偶的構成
與其藝術特色。
10. 藉由讓學生以滑鼠操作人偶動作，帶入學
生學習如何操偶。
11. 介紹戲台後的靈魂人物─傀儡戲的舞台與
工作人員。
12. 認識戲台上的華麗演出─傀儡戲偶的構成
與其藝術特色
13. 介紹襪子偶的製作過程。
14. 介紹現代戲偶的製作過程。

第
一
堂
課

1. 請學生上台表演，讓學生利用現有戲偶演

綜合活動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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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2. 學生戲劇表演講評。（ 重點在學生樂於表
現，演出內容為其次，所以宜多鼓勵並引
導）
3. 統整教學內容，歸納教學重點。
4. 老師介紹現代偶製作材料，鼓勵學生自行
創作現代偶。
5. 鼓勵學生多欣賞偶戲表演，並創作表演自
娛娛人。

1. 數位典藏融入資源
教 學 網「 偶 來 演
戲 」http://edu.
brightideas.com.tw/
web/p3_1.html
13 分 2. 製作現代偶所需材
料：剪刀、襪子、
硬紙板、針線、鈕
扣或其他可代替眼
睛 的 道 具、 碎 布
等。

數位典藏融入資源教
數位評量：請你替下列圖片中的戲偶以及操作方式找
學 網「 偶 來 演 戲 」
到屬於它的家（ 傀儡戲、皮影戲、布袋戲、現代戲
http://edu.brightideas.
偶 ），讓學習者對三種類型的戲偶有基本的了解。
com.tw/web/p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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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輔助教材

台灣的傀儡戲 http://mario.cca.gov.tw/web-tk/index.html
掌中乾坤 -- 布袋戲學習網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palm_edu/
index.html
台灣偶最讚 http://mario.cca.gov.tw/web-tp/index.htm

（五）學習評量
1. 品格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行為檢核表：戲劇欣賞後檢核，包含：自我檢核及家長
檢核。
2. 學生自我省思：活動結束後以學習單帶領學生回顧與省思。
3. 品德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活動後讓學生針對每個手偶角色的優
點缺點及自己在戲劇中學到的品德內涵為何？

五、 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一）實驗介入期之後，即開始實施後測。方式是將前測資料測量工具再施測ㄧ次，以
檢視學生的品格進步與情緒管理問題是否因戲劇欣賞教學而有所改變。
請級任老師或家長評量個案的性格及行為量表、品格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行為
檢核表和班級社交評量。有系統記錄個案每天主要情緒問題及不當行為發生次數。
其不當行為表現以記錄 21 個學生的行為、人際關係、溝通技巧以及挫折容忍力，
將每天的情緒表現逐一記錄下來做為戲劇欣賞教學實施對學生品格改變成效的依
據，當然也會記錄其他較特殊的行為表現做為實施成效的參考。
（二）訪談
研究者晤談個案，詢問參與該戲劇欣賞教學對品格教育的感想；以及教師在
教學實施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作為配對的修正意見。訪談時會應用錄音紀錄，
再以書面方式轉譯資料，讓研究者能完整記錄整個訪談過程，以免有疏漏之處，
另外也輔以紙筆紀錄，讓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能仔細觀察受訪者言行舉止變化
的非語言資料，能有一立即忠實的記載。
（三）學習單
本研究根據參與該研究的老師，以戲劇內容共同設計出品格教育戲劇欣賞學
生行為檢核表、品德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並發給參與此次活動的學
生及家長共同以短篇作文方式寫下學生自評，家長對學生評量及學生自我省思等
方式，蒐集量化資料並配合觀察與訪談結果，使研究結果效度提升。使用學習單
的內容如下：
1. 品格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行為檢核表：包含認知層面及實踐層面。
2. 品德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對戲劇角色的優缺點評析、寫下或畫
下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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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從規劃戲劇欣賞教學、從教學設計、劇本、手偶角色討論、手偶製作及布景
設計。透過攝影、拍照、記錄與學習單省思，逐項修正之後發展出的教學歷程紀錄。
分成一、學生行為檢核：自我檢核、家長檢核，二、學生自我省思紀錄，三、觀後
心得學習單，四、訪談紀錄，加以分析說明。
（ 一 ）學生行為檢核
根據學生及家長填答檢核表之相關資料與訪談、戲劇教學紀錄及班導師等觀點，整
理於下表：
表3

品德教育戲劇欣賞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尊重
具體檢核項目

家長檢核

未達成
29%

達成
70%

未達成
30%

100%

0%

100%

0%

65%

35%

60%

40%

70%

30%

65%

35%

2 不嘲笑或欺負他人。

65%

35%

50%

50%

3 別人說話時會仔細聆聽不插嘴。

80%

20%

65%

35%

50%

50%

50%

50%

75%

25%

65%

35%

2 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行
為。
3 能了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
1 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
缺點。

實踐層面

自我檢核
達成
71%

1 能了解尊重的意義。
認知層面

檢核結果（請勾選）

4 沒有經過別人同意時不會擅自翻
閱或拿取其物品。
5 發生爭執時會試著以對方立場思
考並解決問題。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第一題「能了解尊重的意義」，自我檢核達成有 71%，未
達成有 29%；家長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30%，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了解尊重的
含義；而家長也有 70% 認同自己的孩子能過表現尊重。
訪談紀錄
S1：剛開始參加這個活動時，好緊張，我是屬於道具組的學生，老師給我們看了別的偶
戲製作。
P1：我是演出組的學生，我分到的角色是搗蛋鬼，很難揣測聲音及特徵，我就和別的同
學一起觀察並請教老師。
學生自我省思
S1：看完了這場有趣的戲劇，我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優點，我們不應該去嘲
笑別人，要懂得欣賞每個人的優點，反省自己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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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種子，如果害怕埋沒，那它就無法發芽；航船，如果害怕風浪，那它就無法航行；
如果我們不懂得反省，那就無法成長。故事中的每一隻鬼都懂得反省，也會改進自
己的缺點，我們要懂得反省。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戲劇欣賞教學中讓學生明
瞭尊重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認知層面第二題「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行為」，自我檢核達成有 100%，未
達成有 0%；家長檢核達到 100%，未達成 0%，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舉出尊重的
實例；而家長也有 100% 認同自己的孩子所舉的實例就是尊重。
訪談紀錄
S2：我舉的例子是：劇中搗蛋鬼發現自己原本的行為是錯誤的而轉變成會先請問她人的
意見後再作行為。
P2：我是演出神醫的角色，剛開始我都是我行我素，後來變成會和別人商量的人。
學生自我省思
S2：有時候，我會嘲笑那些可憐的人，但後來仔細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些可憐的人，
我被別人嘲笑，我心裡的感受也一定不太好，因為我也不想變成這樣，這也不是我
願意的！所以從今以後我也一定不會再嘲笑他人或欺負他人。
P2：尊重是甚麼？這個問題盤旋在我心中許久了，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
我似乎找到答案，能夠仔細聆聽別人的發言也是尊重，能瞭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特性
也是一種尊重的方法，但我卻因為很急躁所以無法每次都能仔細聆聽他人的發言，
我真該好好發自內心的檢討。
整體來說每位參與該活動的學生都能確切舉出實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行為，表
示學生和家長都能清楚界定尊重的例子。
認知層面第三題「能了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自我檢核達成有 65%，未達成有
35%；家長檢核達到 60%，未達成 40%，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在能了解並欣賞每
個人的獨特性的品德修養上的檢核是較嚴格。
S3：從戲劇演出的容中發現自己做的手偶是很有戲劇張力的，讓其他同學對我很佩服，
也能在其中明白每個人都有其特殊性。
P3：演出的過程中面對許多別班的同學是很害羞的一件事，但看見別人能夠專注的看我
們的演出並從中感受的尊重他人的重要。
學生自我省思
S3：有一次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想都沒想就把喜歡的菜都吃光光，看完這部戲劇之後，
我覺得這樣做只想到自己，都沒有想到別人，真的很自私，我以後一定要學會分
享，讓自己更討人喜歡。
P3：每個人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當然我也不例外。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當我生氣
時，就像一隻小暴龍噴出火傷害人。所以從現在開始，我要修養我自己，讓我的品
性更好。
99

品德教育專刊

綜上所述，發現他人的獨特性對目前的學生來說並不容易，在省思上可以發現學生
透過戲劇欣賞都能看見自己的缺失，也能改變自己成為品性更好的人。
實踐層面的第一題「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在
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S4：當我們在作偶時，剛開始會覺得好難，慢慢的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互相欣賞，會讓
自己更有創意。
P4：看到別人有耐性的做，足見也會被感染。
學生自我省思
S4：我覺得我自己行為、態度有許多要改的地方，像是晚上寫功課的時候，我的情緒因
為擔心寫不完而情緒變得不安，甚至愛生氣，這樣是很不應該。
P4：別人沒有說你可以拿東西時，就不要去亂動別人的東西。
實踐層面的第二題「不嘲笑或欺負他人」，自我檢核達成有 65%，未達成有 35%；
家長檢核達到 50%，未達成 50%，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自覺他人的重要。
訪談紀錄
S5：在班上常會因有些同學動作慢或成績差，會被我嘲笑。
P5：希望能改掉嘲笑別人的壞習慣。
學生自我省思
S5：我們應該尊重別人，了解他人並以對方的立場思考，不應該當小氣鬼、貪心鬼、討
厭鬼等等，這樣才不會變成大家不喜歡的小朋友。
P5：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優點就要發揮，缺點就該改進。
實踐層面的第三題「別人說話時會仔細聆聽不插嘴」，自我檢核達成有 80%，未達
成有 2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戲劇欣賞能讓學生知道每個都有
表達自己的意見，要仔細聆聽避免插嘴。
訪談紀錄
S6：戲劇中有許多不同的角色，其實都是學校中常會有的學生行為。看了戲才發覺自己
的許多缺點。
P6：人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學生自我省思
S6：我會好好學習尊重他人，因為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也不會被別人嘲笑或欺負，
所以，我要好好用同理心對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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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們要多欣賞他人的優點。想想看別人的那裡是
自己學習的地方，也要包容他人的缺點，絕不可以嘲笑或捉弄他人。每個人都是這
個世界上最特別的人，我們要尊重彼此之間的不同，互相尊重、互相學習。
實踐層面的第四題「沒有經過別人同意時不會擅自翻閱或拿取其物品。」，自我檢
核達成有 50%，未達成有 50%；家長檢核達到 50%，未達成 50%，代表透過戲劇欣賞
能讓學生發現太多隨便的動作。
訪談紀錄
S7：同學再一起總會嘻嘻哈哈，常會有翻動同學東西得不好習慣。
P7：看了戲之後才發現，不可以未經過同學的同意就亂動同學的東西。
學生自我省思
S7：我覺得我了解尊重的意義，但我沒有做到別人說話時不插嘴。我想我會加強我的實
踐面。
P7：我有時候會做出不尊重長輩的事情，例如：吃飯時姐姐在和媽媽講話，我卻一直插
嘴、爸爸媽媽在忙時，我一直他們幫我做一些事情等……我認為這些事都是不尊重
父母的行為，我以後要多多注意，不要再做出不尊重任何長輩的行為了。
實踐層面的第五題「發生爭執時會試著以對方的立場思考並解決問題。」，自我檢
核達成有 75%，未達成有 25%；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戲劇欣賞
能讓學生發生爭執時會緩下來想一想別人的心情。
訪談紀錄
S8：大家都很自以為是，我行我素啦！
P8：看了膽小鬼的心情之後，我要更聽聽同學的心聲，考慮對方心情。
學生自我省思
S8：尊重別人也可得到別人的尊重，任何事情只要站在別人的角度，就能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快樂就會更多。欣賞別人的優點，也要包容別人的缺點，可以拉近彼此
的距離，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P8：每次跟姊姊吵架時，我都沒有以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直接就開始吵了，使事情越
來愈嚴重，才不會搞得愈來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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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戲劇欣賞學習單
讚 美 天 地

欣賞別人就是莊嚴自己

這是一個你我校園生活中，常會發生的小故事。感謝你的細心觀賞，小朋友：
「一句溫暖的話，就像往別人的身上灑香水，自己也會沾上一兩滴。」想一想這
個戲劇中給你的啟示及故事角色中有什麼優點呢？再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這
個優點？大聲的讚美他人，細心的反省自己，並將過程記錄下來：
品德戲劇（鬼話連篇）欣賞
你最喜歡的角色是
誰？為什麼？

我覺得它有以下優
點

我是不是也有這個
優點

我學到了…

你覺得你比較像戲
劇中的你個角色的
個性？

我覺得它有以下優
點

我是不是也有這個
優點

我學到了…

根據學生所教的學習單內容統計如下
校長
6%
開心鬼
6%

搗蛋鬼
28%

搗蛋鬼
冒失鬼

討厭鬼
16%

討厭鬼
開心鬼
校長
冒失鬼
1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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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表現-喜歡的理由

最喜歡冒失鬼的理由
S1：因為他有看到很重要的事情。
S2：會和大家一起做對的事。
S3：因為它在最後幫助了愛哭鬼離開愛哭的情緒的同學找到了神醫。
S4：因為它很可愛，也會思考別人的感受。
S5：知錯能改。
S6：它懂得反省自己不當行為。
S7：雖然冒冒失失，但他會勇敢致歉。
S8：雖然總是冒冒失失，但也因這個原因不會遲到。

◆

最喜歡搗蛋鬼的理由
S1：我喜歡它搗蛋的感覺。
S2：因為它很好笑。
S3：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S4：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

我喜歡討厭鬼的理由
S1: 它很會說話。
S2: 因為它最後非常細心反省自己的錯誤，也讓我學到許多關於品德的知識。
S3: 因為它很好笑。
◆我喜歡校長的理由
S1: 因為它會勇敢面對事情。
◆我喜歡開心鬼的理由
S1: 因為它每天都很快樂。
S2: 因為它很會笑。
S3: 因為它一直都很樂觀。
◆

學生的表現-我覺得它有以下的優點

冒失鬼的優點
S1: 它看到那個牌子讓他們有機會去無人島，有團結合作的機會。
S2: 它看到了那個牌子，有合作精神。
S3: 它在最後時學會幫助別人，自己也有收穫。
S5: 它很聰明。
S6: 聰明有領導力。
S7: 有領導能力。
S8: 很有領導能力，有責任感。
S9: 會勇於認錯擁有領導能能力。
S10: 不遲到準時。
◆搗蛋鬼的優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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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它不管如何都很開心。
S2: 它就算遇到困難也會想辦法讓人開心。
S3: 可以讓大家開心。
S4: 很會逗別人開心。
S5: 它會幫助同學，還會尊重大家的意見。
討厭鬼的優點
S1: 很會講話，講話伶牙俐齒。
S2: 雖然一開始一直罵別人討厭，但是最後他了解別人的不舒服，並反省自己。
S3: 它的優點就是他很誠實。
◆校長的優點
S1: 尊重別人、有耐心、有愛心。
◆開心鬼的優點
S1: 很大方。
S2: 它很容易笑，它有時的笑可能會傷到別人。
S3: 它不會生氣，也不會搗蛋。
◆

我是不是也有這個優點

S1: 沒有，但在玩棒球時，我們會合作。
S2: 我看到別人受傷，我會帶他到健康中心。
S3: 是的，因為有時幫助別人後我自己也會覺很快樂，有時還會覺得得到東西呢！
S4: 有，我常會領導妹妹去做家事。
S5: 有時有有時沒有，還要再努力學習。
S6: 是，我會勇於認錯。
S7: 不是，因為我容易緊張。
S8: 是。我覺得在沒有講話的時候，我會覺得緊張，想找話講。
S9: 我會幫助同學，但我很少會尊重大家的意見。
S10: 我雖然鬼點子很多，但想的鬼點子都沒用，有時別人聽我的點子還會有負面影響。
S11: 我不會搗蛋，可是我會生氣。
S12: 有時候朗讀時，也會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出來。
看了戲劇我學到了

S1: 遊戲或做事時不是個人能做完的，一定會有人熱心幫忙。
S2: 要和大家合作，而且要彼此互相幫忙。
S3: 幫助別人自己也會快樂，也要多欣賞別人，不要只看見別人的缺點，看不見優點。
S4: 做人要思考別人的感受。
S5: 做事不能冒冒失失，要仔細小心。
S6: 每一個團隊都要有人當隊長來領導團隊。
S7: 做事要小心謹慎，不要冒冒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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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怎樣領導大眾。
S9: 就算有缺點，但是他準時的個性，還是會被人看見。
S10: 應該要開朗一點。
S11: 我學到別人難過時，可以講一些好笑的話，讓別人開心。
S12: 如何讓大家開心。
S13: 當你逗別人開心時，自己也會快樂！
S14: 我學到不但要熱心幫助他人，還要有一顆純潔的心。
S14: 講話也需要思考。
S15: 要將心比心，別人一直罵自己討厭，自己會覺得不舒服，罵別人別人也會有同感。
S16: 我學到了不要說謊話。
S17: 如何尊重別人。
S18: 勇敢面對事情。
S19: 我學做了，做事要多思考，才可以找出最好的解決事情方法。
S20: 不管遇到甚麼事情，都有辦法解決。
S21: 點子很多是好事，但要提也要提好一點的點子，像是對整件事有幫助的點子。
S22: 我學到了如何朗讀詩詞。
S23: 人要每天開心，才會有美好的一天。

伍、 結論與省思
一、 結論
（ 一 ）戲劇教學融入品格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歷程
研究者在戲劇教學活動中分析所得的結果，並配合品格教育教學活動中發現在一學
期的實施過程中獲得：
1. 提高品格教育實施的成效
利用朝會時間舉行「品格教育戲劇欣賞」的時間，各年級的學生在兒童朝會
中不知不覺就能融入戲劇中所欲表達之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意涵中，也能在有獎
問答中踴躍發言，足見品格教育已於無形中融入學生的生活中。
2. 戲劇教學之角色扮演，發揮同理心
欣賞活動的角色於學校生活情境模擬中，讓學生體會「師恩浩瀚」的情誼，
透過「讚美他人」的學習單分享，實際去感受師生相處之道；在生命教育戲碼
中，體會「唯有自己看中自己，方能成就最好的自己」的理念中，得到生命的
真正價值。
3. 善用中心德目，建立共識
在全校都使用「品格教育小冊」之內容，讓一至六年級的師生都能擁有相同
品格教育的中心德目，在應用上可隨心所欲，使效果更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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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 -「 關懷 」品格之實施歷程
1. 配合學校活動，利用節日崇善關懷
利用母親節闖關活動，在各關安排協助母親做家事的各個關卡的活動，學
生在闖關的過程中能明瞭母親的辛苦，更能感同身受而去敬愛並孝順自己的母
親。
2. 關懷環保，愛護地球
在整個跳蚤市場的實施過程中，結合了概念環保，透過對舊物的整理過程
中，學生能夠清楚自己身邊能夠再利用的資源，並透過此活動而激發出「地球
只有一個」的環保意識，更加珍視所處的環境。
（ 三 ）戲劇教學融入品格教育中以提升學生品格素養
1. 透過學生訪談紀錄中可以得知學生自我省思部分，對尊重他人及關懷他人都有
進展。
2. 在最喜歡戲劇角色中也能對其代表的角色特徵及表示的品格意義都能在最喜歡
的戲劇角色中侃侃而談。

二、 建議
（ 一 ）結合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的學習範圍十分廣闊及多元，而其功效難能在短期間中顯現。教師要在品
格教育教學中應用多元的學習方式，方能獲得教學的效益，如能將品格教育與學校本位
課程相結合，必能使品格教育之效果更彰顯。
（ 二 ）善用朝會及彈性時間，融入品格教育之內涵
品格教育不論在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均需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因此，在正式課程與
課餘時間之外，若能結合現行彈性學習節數的規畫與利用學生兒童朝會的時間，或可減
輕時間對任課老師及行政人員的壓力。
（ 三 ）教師自我增能，重視品格教育的內涵
基於本研究對品格教育的探討，可以發現，品格教育的歷程不單以上對下的教育方
式，且應以身教的方式為楷模學習。因此，教師不僅要增進自身的品格教育的教學策
略，更須增進自身的品格素養。教師更應建立學生「品格的學習是人生中重要的課題」。
（ 四 ）對該研究的省思
本研究只對校內有關的品格教育之內容為研究，其活動安排大多以行政方面的安排
為主，在繁忙的行政壓力之下，往往都只求活動的速成而忽略學生的所動所感，因此，
研究者反省在該研究中應該針對班級內的品格教育研究，也可以設計不同的戲劇元素，
方能激盪出更合適的品格戲劇欣賞活動；並可嘗試對不同班級學生之人格特質及行為表
現設計符合的品格教育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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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好品格—品格教育融入
繪本教學之行動研究
中興國小

楊璦如主任

壹、 前言
天下雜誌以「品格力即競爭力」，新北巿 104 年度品德教育工作計畫中也明訂品德教
育核心價值訂定與推動，而在新竹縣也以新生活運動為主軸發展品格教育，由此可發現
各縣市都十分重視品格教育。經過多年的所實施的有關的品格教育實施活動，在一連串
的品格教育的實施活動中發現針對學生的品格教育應以體驗課程方能展現品格教育的成
效，而品格之塑造端賴態度之培養。適逢研究者參與學校品格教育的相關活動的推展，
也引進新竹教育大學美術系的學生與本校學生以大手牽小手的方式共同繪製品德牆的活
動中獲得益處良多，舉凡品格教育本身具有的吸引力，能與繪本教學、生命鬥士楷模學
習、閱讀活動及各項觀賞活動相結合，尤以透過楷模的學習，學習單之省思足以展現個
人的品格力；除此之外，則是品格教育所具備的生活教育功能，如正義、誠實、關懷、
合作、自信的良好品格。期許在學生參與「繪本教學」的過程中能培養優良的習慣與良
好的德行並透過此活動提升學生的品格修養。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
一、 將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透過「繪本教學」的方式，能塑造學生好品格。
二、 透過運用繪本教學讓學生以自省的方式，建立學生正義、誠實、關懷、合作、感
恩、自信的良好品格。
三、 透過品格教育的楷模學習，建立學生良善的品格觀念。
四、 能在參與品格相關活動的過程中，建立與他人分享的品格，養成愛物惜物良好德
行。
五、 運用境教的方式讓學生能培養真善美品格力。

貳、 文獻探討
在品格教育中，教師與社區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透過學校的教學可以形塑學生的品
格，並影響其道德發展；藉由社區的活動也能讓學生省悟身為公民的責任與義務，故此
三者的關係是相互影響且密切關聯的，其關係可以圖 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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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發展：
基本態度
價值觀發展
社區

學校
品格
教育

公民教育：
民主的原則價值

圖1

道德教育：
善惡對錯的判斷價值

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品格教育關係圖
資料來源：李素貞、蔡金鈴（2004，頁 53）

一、 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
Lickona（1991,2003）也認為品格與道德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核心價值」
（core
value），青少年的品格與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導青少年瞭解並建立「核心價值」，核心
價值界定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保障應有的權利並肯定人類的尊嚴與
價值，促進個人與群體向「善」
（good）發展，增進人類生活福祉。
Character counts（品格至要）聯盟推出「品格的六大支柱」-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
瑞安在研究檢討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的品格道德教育教學方法後，「品格的六大支柱」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責任、公平、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做為現代公民應培
養的基礎品格特質（周慧菁，2004）。本研究是以「尊重」
「關懷」品格為研究的內涵。包
含了責任感、追求卓越與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又以時間管理、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規
劃能力與行為規範為主（陳怡君，2006）。一個負責任的人必須該盡義務的事情具備責任
感，必信守承諾，不論已決或尚未決之事都需負起責任，並且亦能自我克制並追求卓
越。
（ 一 ）品格教育之內涵
Lickona（2003）界定品格教育要教導好品格的三個要素，即道德認知、道德情感或
態度，和道德實踐三方面，以下詳述之：
道德認知方面
道德認知方面包括道德覺知、認知道德價值、角色取替、道德理由、做決定自我認
知六層面：
1. 道德覺知
青少年常沒有詢問「這是對的嗎 ?」就行動，因此，透過教育讓孩童在道德
判斷時慎思什麼是真實後，才知道什麼是對的再行動，即為思想的習慣；另一
方面要透過議題討論，教導學生覺知世界發生的問題，才能幫助減輕這些困
境，係公民責任。
2. 認知道德價值
認知道德價值，如對生命的尊敬和自由、負責、公平、寬容、自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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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禮貌等價值，且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對這些道德價值能真正瞭解其意涵，
才能實踐於生活中。
3. 角色取替（perspective taking）
學生有能力以他人的觀點來瞭解、經驗這個世界，這是價值判斷的必要要
素。
4. 道德理由
道德理由不只要覺知道德的意義，更要理解我們為何要「道德」，例如為什
麼要遵守承諾？道德理由試圖尋求準則與規範，並將價值建立等級，幫助我們
在不同層次、年齡遵守與實踐。
5. 做決定
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與道德理由，會有不同的決定，做決定是深思熟
慮、有系統性的思考歷程，教導孩童覺知「我的抉擇是什麼 ? 會有什麼後果 ?」
6. 自我認知
自我認知是品格發展重要的要素，包含覺察自我品格的優缺點，成為有能
力內省有品格的人。
道德情感方面
道德情感方面包含良知、自我尊重、同理心、愛善、自律、謙遜六層面：
1. 良知：良知包含兩個面向，認知（知道對的事）與情感（感覺有義務做對的事）
方面，以大學作弊的現象為例，許多人知道作弊的行為是錯誤的，但仍為之，
乃缺乏義務感之原因。
2. 自我尊重：當我們正向看待自己、尊重自己時，進而才會尊重他人。
3. 同理心：同理心是道德認知技能中角色取替的情感層面，能站在別人的立場上
為人著想。
4. 愛善：當人們真心喜愛善的本質，就會樂意且渴望行善，從中獲得喜悅，這是
品格的最高形式。
5. 自律：自律能約束個體的自我放縱，變成有品格的人。
6. 謙遜：謙遜是道德價值中疏漏的一部份，但是好品格中重要的要素，謙遜屬於
自我認知的情感層面，可以幫助克服驕傲。
道德實踐方面
道德實踐方面包含能力、意志、習慣三層面：
1. 能力：道德能力意指能將道德判斷和情感轉換成有效的行動，在不同的道德情
中能適當處理人際關係。
2. 意志：意志是一股道德力量，讓我們知道、感覺什麼是對的事，做出選擇後有
意願實踐之。
3. 習慣：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是非常有助益的，要讓學生有許多機會去培養好習
慣，並陶冶實踐成一位好人。
由上述所言，品格教育涵括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實踐三方面，三者互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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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運用，最終目的要教育孩童成為一位有品格的人，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之，進而
促進自我和社會的發展，形成一個良善的道德與品格環境。

二、 繪本教學
繪本就是圖畫書，從字面上可以知道繪本或圖畫書就是「繪有圖畫的書籍」。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更明白定義繪本就是用圖畫說故事的兒童書。繪本中最主要用
於表達故事內涵的是「圖片」與「文字」。過去國內有許多研究，使用繪本進行研究。有
些是以語文的角度進行研究，如邱瓊蓁（2003）以岩村和朗之「十四隻老鼠」為例研究親
子共讀繪木歷程之互動與詮釋。林禎川（2002）研究國小四年級學童對 Leo Lionni 故事
繪本主題詮釋之研究。

三、 品格教育的內容
（ 一 ）對己克制：對自己要約
約是約束自己的言行，從守法重禮著手，進而言行皆有分寸。如此，不但具備節制
之德，並且在自我反省及改進時，顯示勇於改過的美德。能做到約，才可集中精神與力
量，朝著重大目標前進。
（ 二 ）對人感恩：對別人要恕
恕字由如與心組成，人需將心比心，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同理
心。與人相處，多取恕道，不僅顯示明智之德，也合乎正義的需求。
（ 三 ）對物珍惜：對物質要儉
物質泛指自然界的萬物，包括人類生存所需的各項產品。
環保習慣的養成及儉樸的生活使人降低對物質的依賴程度，隨之提高了自己的自主
性以及自由度。尤其可貴的是會因重視人甚於物，願意捐獻財物來幫助別人，促成社會
的良性循環。
（ 四 ）對事盡力：對事情要有責任
有兩個重點：專心做好眼前該做的事，如唸書考試等；要誠實、正直、一步一腳印，
踏實的學習，做人。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行動研究方式，以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15 週繪本教學、品
格相關活動及品德牆的繪製。主要在探討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的成效、品格相關活動
及品德牆的繪製對研究對象品格素養的成效之影響，以做為規劃品格教育的依據。

一、 研究程序
研究者以下圖簡要描述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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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好品格–品格教育
融入繪本教學之行動研究

從教育情境中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釐清問題

行動研究的開始

擬定行動研究計畫

行動研究歷程

行動二
實施品格活動
策略1：腳踏實地的日子
策略2：繪本教學六個
德目
策略3：完成學習單

策略1：品格推動小組
策略2：辦理各項品格
推動
策略3：完成品格單

行動四
觀察與紀錄
策略1：大手牽小手
配對
策略2：品德德目選定
策略3：完成

行動一
透過繪本教學
提升學生品格力

策略1：學習單紀錄
策略2：省思
策略3：錄音逐字稿

行動三
進行品德牆
繪製

蒐集資料、發現困境
專業對談、進行省思
檢討與修正計畫
行動研究的結果
成效評估
教師觀察紀錄、學生作品
省思札記
結論與省思
圖2

行動研究流程圖

二、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國小六年級學童，共 8 位學童，研究者為行政人員。
自變項為繪本教學依變項為學生品格態度提升的成效。

三、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設計「繪本教學學習單」、「繪本閱讀評量」、「繪本教學紀
錄」、並參考有關文獻中之量表問卷，編制「學生軼事紀錄」、「主要情緒問題次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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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為研究工具。品格教育學習單中有「正
義」
「關懷」，「誠實」、「合作」、「感恩」、「禮貌」紀錄學生參與品格相關活動後的心得；
而「繪本教學紀錄」，包括師生對話、學生表現、教學省思，可做質性分析，以瞭解學生
對繪本閱讀後的看法和意見。

四、 繪本教學融入品格教育過程與內容：
（一）書籍來源：由老師挑選共列出 6 本書目（班上本來就有共同購買的書籍，如不足則
由老師像圖書館借閱或購買）。
（二）計畫實施時間：104 學年度下學期。（105.2.20-105.6.20）
（三）內容規劃：
品格核心
價值

教學名稱

時間

第一次

正義

這樣一點都不公平

第三週
8:00-8:40

第二次

誠實

淘氣的阿柑

第五週
8:00-8:40

第三次

關懷

祝你生日快樂

第七週
8:00-8:40

第四次

感恩

愛心樹

第九週
8:00-8:40

第五次

合作

尋找幸福的酢漿草

第十一週
8:00-8:40

第六次

尊重

紅色沙發

第十三週
8:00-8:40

備註

（四）進行方式：
透過繪本教學，提升孩子品格力
1. 學期初先規劃本學期所要形塑的品格核心價值先訂正義、誠實、關懷、合作、
自信（尊重）的良好品格核心價值。（品格核心價值及行為標準表）。
2. 根據核心價值尋找繪本及編寫繪本教學教案的內容。
3. 先做由教師選定學生的行為先做前測。
4. 擬定繪本教學內容，每兩周有一次繪本教學，每次約 40 分鐘，每次以一個品格
核心價值為學習重點。
5. 根據品格教育的相關知識建立各種品格核心的定義並收集相關資料建立相關 QR
cord 的網路連結並將該資料印製成冊給參與的學生參考。例如：品格小故事（針
對正義、誠實、關懷、合作、禮貌、感恩）
6. 製作品格核心價值學習單：由參加繪本教學的教師及學生共同設計品格教育學
習單，於教學欣賞後，發回學生完成並利用公開展示的方式讓同學互相觀摩。
7. 利用學習單及錄音的方式，讓學生寫下及說下欣賞繪本後的心得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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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小小說書人協助朗誦「品格小故事」，讓學生能對品格核心價值有更深入的了
解。
9. 根據訂定的品格核心價值再以其「認知」、「情感」、「意志力」、「行為實踐」等層
面的改變設計表格家以劃記的方式來觀察學生在品格力的變化？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設計 因篇幅的限制，將教案列入附錄。
1.
2.
3.
4.
5.
6.

品格核心價值 - 正義《這樣一點都不公平》
品格核心價值 - 誠實《淘氣的阿柑》
品格核心價值 - 關懷《祝你生日快樂》
品格核心價值 - 感恩《愛心樹》
品格核心價值 - 合作《尋找幸福的酢漿草》
品格核心價值 - 尊重《媽媽的紅色沙發》

多元的品格教育活動，累積孩子品格能量
1. 組織品格教育推動小組
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帶領全校教師投入品格教育推廣活動。
制定本校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利用教育及品格課程發展計畫，整合各方資
源，並適時檢討實施成效。安排妥適能並能增進學生品格例如關懷等活動。
福龍國小品德教育推動小組組織表
編號

職

務

職稱

工作職掌說明
負責召集委員開會，確定活動順利推行。
核定活動各項決策。

1

主任委員

校長

2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長

協助品德資源的募集、志工招募與社區聯繫、志
工參與品德教育晨間教學等相關事宜
規畫品德教育教師研習、推動品德教育課程設計
與教學活動
關懷弱勢，推動生命教育與品德親職講座相關議
題、規畫志工協助品德教學相關業務。撰寫方案
計畫，執行品德教育教學活動等相關事宜。檢核
品德教育執行成效並檢討改進

3

副主任委員

教導主任

4

副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5

執行秘書

訓導組長

6

委員

教務組長

執行學生學習品德教育、生活教育之相關活動

7

委員

教師代表

規劃品德教育融入課程教學之相關活動、品德教
育教材研發

協助方案執行時各項教材教具之採購及設施的支
援
執行品德 104 年實踐學校計畫之相關教育活動協
助總幹事辦理各項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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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生命鬥士到校體驗活動
透過生命教育相關經費邀請在社會上雖有殘軀卻
能殘而不廢的生命鬥士，激勵學生在面對挫折時
能不屈不擾，努力向上。

3. 香園教養院探訪活動
安 排 到 學 校 附 近 的 教 養 院， 辦 理 關 懷 送 暖 的 活
動。透過關懷弱勢的院生從中去感受到自己雖不很
富裕但能有健康的身體，就是一種感恩。

4. 創世基金會關懷活動
由家長及學校行政人員載學生到新竹市創世基金
會去做太鼓表演，讓學生透過這樣的送暖活動，
讓學生明白在生活中有些人因為意外或其他因素
變成植物人，除了關心他們之外也要多注意自己
的安全。
5. 教師節感恩活動
辦理各項感恩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養成感謝他
人的好品格。也讓參與此研究的學生寫下自己的心
得並表達對老師的感恩。

6. 閱讀巡展活動
辦理各項閱讀巡展活動，例客家文物巡展、打開
故事箱、行動博物館等活動，從中了解社區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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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品德牆並結合網路 QR cord，展現品格教育多元風貌
1. 尋找社會資源：配合新竹教育大學美術系教授的專案計畫，透過行政聯繫找尋
配對機會。
2. 大手牽小手，齊繪品德牆：先和大學生志工達成協議在和本案研究的對象配對
成一小組。
3. 相見歡：由大學生先和本案對象說明要畫的品德德目主題（先由研究者先向所有
4.
5.
6.
7.
8.

研究對象解說此活動的作法）
先針對繪本教學的品德教育中心德目，完成品德牆繪圖的草稿。（由大學生先完
成）
草稿的討論：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先就草稿圖像討論這個品德中心德目的核心價
值。
完成品德牆。（正義、誠實、關懷、合作、禮貌、感恩）
QR cord 建置：帶領學生操作並從中查閱品格相關網站。
利用學習單及錄音的方式，讓學生寫下及說下參與繪製品德牆後的心得與省思。

五、 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本研究結合繪本教學、品格相關活動及品德牆的繪製及教師閱讀教學的引導，所蒐
集以下各項的資料：
（ 一 ）實驗介入期之後，即開始實施後測。
方式是將前測資料測量工具再施測一次，以檢視學生的品格進步與情緒管理問題是
否因繪本教學而有所改變。
請級任老師或家長評量研究對象的性格及行為量表、品格教育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
核表。有系統記錄研究對象每天主要情緒問題及不當行為發生次數。其不當行為表現以
記錄 8 個學生的行為、人際關係、溝通技巧以及挫折容忍力，將每天的情緒表現逐一記
錄下來做為繪本教學實施對學生品格改變成效的依據，當然也會記錄其他較特殊的行為
表現做為實施成效的參考。
（ 二 ）訪談
研究者晤談研究對象，詢問參與該繪本教學對品格教育的感想；以及教師在教學實
施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作為配對的修正意見。訪談時會應用錄音紀錄，再以書面方
式轉譯資料，讓研究者能完整記錄整個訪談過程，以免有疏漏之處，另外也輔以紙筆紀
錄，讓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能仔細觀察受訪者言行舉止變化的非語言資料，能有一立
即忠實的記載。
（ 三 ）學習單
本研究根據參與該研究的老師，以繪本教學內容共同設計出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
學生行為檢核表、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並發給參與此次活動的學生及
家長共同以短篇作文方式寫下學生自評，家長對學生評量及學生自我省思等方式，蒐集
量化資料並配合觀察與訪談結果，使研究結果效度提升。使用學習單的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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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包含認知層面及實踐層面。
2. 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對活動中的優缺點評析、對有所感動
的活動寫下或畫下心情。

肆、 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從規劃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的研究從繪本教學設計、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及
繪製品格牆活動，透過攝影、拍照、紀錄與學習單省思，逐項修正後發展出教學歷程記
錄，分成一、學生行為檢核表：自我檢核、家長檢核，二、學生自我省思紀錄，三、訪
談紀錄，四、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加以分析說明。

一、 學生行為檢核表
根據學生及家長填答檢核表之相關資料與訪談、品格教學紀錄及班導師等觀點，整
理於下列各表：
表1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正義
具體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71%

未達成
29 %

達成
70%

未達成
30%

70%

30%

70%

30%

69%

31%

69%

31%

1. 拒絕誘惑。

71%

29 %

70%

30%

2. 不嘲笑或欺負他人。

70%

30%

70%

30%

80%

20%

75%

25%

75%

25%

77%

23%

81%

19%

73%

27%

1. 能了解正義的意義。
認知層面 2. 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行為。
3. 能重視事情的公平性。

實踐層面 3. 遇到有人有困難會主動伸出援手。
4. 不向惡勢力低頭。
5. 關心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事、物。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正義的意義」、「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
行為」、「能重視事情的公平性」，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平均各項
家長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正義的涵
義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而家長也有 70% 認同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正義品格。也能
在生活中去做。
訪談紀錄
S1： 剛開始參加這個活動時，好緊張，我是屬於畫正義的學生，老師給我們看了別組所
畫的品格牆內容，我覺得我們和大哥哥大姊姊討論的時間有點不夠。
S4： 我們看到是生命鬥士所演講的內容，感覺到劉老師雖然肢體不方便，但是去能設計
出許多輔具，表現出劉老師的正義感，我就和別的同學一起觀察老師所做的腳踏車
並請教老師。
S6： 我在這堂繪本教學課中，深深感到對同學互動中應該更注意，對每一個人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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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省思
S1: 幫別人伸出援手。
S2: 我可以了解正義的意義，但是有一點未達成，拒絕誘惑是正義的實踐。
S3: 我覺得正義可以幫助別人，遇到有人有困難會主動伸出援手，覺得很感動。
S4: 我部會以大欺小，但是我會幫助弱小的人，完成他要完成的事。
S5: 我覺得品德牆的正義那張，圖畫的非常好，很有正義感。
S6: 幫助人。
S7: 幫助別人。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繪本教學、品格相關活動
及繪製品德牆中讓學生明瞭正義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實踐層面中的「拒絕誘惑」、「不嘲笑或欺負他人」、「遇到有人有困難會主動伸出援
手」、「不向惡勢力低頭」、「關心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事、物」，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格繪本教學及活動
能讓學生在實踐正義品格內涵是有具體的成效。
訪談紀錄
S4：當我們在作畫時，剛開始會覺得好難，慢慢的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互相能尊重並不
嘲笑別人畫不好，會讓自己更有創意。
S3：看到別人有耐性的做，足見也會被感染。
學生自我省思
S1：我覺得我自己行為、態度有許多要改的地方，像是晚上寫功課的時候，我的情緒因
為擔心寫不完而情緒變得不安，甚至愛生氣，這樣是很不應該。
S2：別人沒有說你可以拿東西時，就不要去亂翻動別人的東西。
表2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誠實
具體檢核項目
1. 能了解誠實的意義。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80%

未達成
20%

達成
77%

未達成
23%

認知層面 2. 真心善待別人。
3. 能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74%

26%

70%

30%

70%

30%

76%

24%

1. 會完成與他人約定的事。

75%

25%

71%

29%

2. 會主動歸還不屬於我的東西。

77%

23%

78%

22%

實踐層面 3. 會光明正大面對挑戰。
4. 會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行為。

70%

30%

72%

28%

73%

27%

80%

20%

5. 不說謊，說實話。

70%

30%

71%

29%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誠實的意義」、「真心善待別人」、「能勇於承認
自己的錯誤」，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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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誠實的涵義；而家長也有 70% 認同自
己的孩子能夠表現誠實品格。
訪談紀錄
S3：有一次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想都沒想就把喜歡的菜都吃光光，上完這個繪本教學之
後，我覺得這樣做只想到自己，都沒有想到別人，真的很自私，我以後一定要學會
分享，讓自己更討人喜歡。
S8：每個人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當然我也不例外。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當我生氣
時，就像一隻小暴龍噴出火傷害人。所以從現在開始，我要修養我自己，讓我的品
性更好。
學生自我省思
S1: 誠實是信用
S2: 誠實是真心善待別人，還能勇於承認自己的過錯
S3: 我覺得誠實是一件會完成與他人約定的事，也會真心善待別人
S4: 我一開始不懂得誠實是甚麼，但是後來懂了，因為有一位老師跟我說的
S5: 誠實這幅畫讓我想起以前我們班的一位同學，因為他常常騙老師
S6: 誠實是不能說謊
S7: 不說謊，說實話
S8: 不說謊話
綜上所述，誠實面對他人對目前的學生來說並不容易，在省思上可以發現學生透過
品格活動都能看見自己的缺失，也能改變自己成為品性更好的人。
實踐層面中的「會完成與他人約定的事」、「會主動歸還不屬於我的東西」、
「會光明
正大面對挑戰」、「會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行為」、「不說謊，說實話」，平均自我檢核達
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格繪本教學
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誠實品格內涵是有正成長。
訪談紀錄
S7：同學再一起總會嘻嘻哈哈，常會有翻動同學東西得不好習慣。
S3：上了與這節課相關的繪本之後才發現，不可以未經過同學的同意就亂動同學的東
西。因為太淘氣是不對的。
學生自我省思
S8：尊重別人也可得到別人的尊重，任何事情只要站在別人的角度，就能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快樂就會更多。欣賞別人的優點，也要包容別人的缺點，可以拉近彼此
的距離，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P8：每次跟姊姊吵架時，我都沒有以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直接就開始吵了，使事情越
來愈嚴重，才不會搞得愈來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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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關懷
具體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73%

未達成
27%

達成
70%

未達成
30%

76%

24%

77%

23%

69%

31%

71%

29%

1. 會愛護自己的身體，不讓身體受傷害。

69%

31%

72%

28%

2. 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學習讓他們開心。

79%

21%

73%

27%

70%

30%

71%

29%

81%

19%

80%

20%

77%

23%

70%

30%

1. 能了解關懷的意義。
認知層面 2. 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3. 能體諒別人的不方便的時候。

實踐層面 3. 會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
4. 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人。
5. 會愛護動物、環境，節約能源。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關懷的意義」、「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
「能
體諒別人的不方便的時候」，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關懷的涵義；而家長也
有 70% 認同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關懷品格。
訪談紀錄
S1： 種子，如果害怕埋沒，那它就無法發芽；航船，如果害怕風浪，那它就無法航行；
如果我們不懂得反省，那就無法成長。我希望自己能懂得反省，也會改進自己的缺
點，也能用心去關心他人。
S4： 我們到創世基金會看到許多植物人，當我們表演太鼓時，他們都沒反應，看了真的
很難過，但也慶幸自己是健康的人。
學生自我省思
S1: 平常應該多關心弱勢的人，也可以幫幫老人家過馬路。
S2: 上夜光時，有的同學沒有來上課，我應該幫他把便當送到他家，才能真正關心到他。
S3: 我覺得關懷是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人。
S4: 我知道關懷，因為我會體諒朋友不舒服的時候，會照顧他。
S5: 關懷這兩字讓我們想到可以多關心獨居老人，如果辦不到可以捐一些小零錢來幫助。
S6: 我會關懷老人。
S7: 我會愛護動物。
S8: 關心同學。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品格相關活動及繪本教學
中讓學生明瞭關懷對自已和他人都是很重要的。
實踐層面中的「會愛護自己的身體，不讓身體受傷害」、「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
學習讓他們開心」、「會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
人」、「會愛護動物、環境，節約能源」，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
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格繪本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關懷
內涵是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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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S4： 全校一起到香園表演節目給院生看，這是第一次到香園，有些緊張但看到其他同學
賣力演出，感覺能夠幫助別人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
S8： 學會太鼓之後，在老師的帶領之下我們到創世基金會表演，看了植物人的宣導影片
之後才發現每個植物人的背後都有故事，真的很需要社會的關心。
學生自我省思
S1： 我常常會騎著腳踏車到處亂逛，有時車子從我身旁過，很容易發生擦撞，看了植物
人大多是因意外，我真的要更小心才好。
S3： 看到五年級同學的奶奶因車禍被撞死了。想想真的很需要我們對她的關懷，希望他
們能有更多人幫助。
表4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感恩
具體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71%

未達成
29%

達成
72%

未達成
28%

74%

26%

75%

25%

80%

20%

77%

23%

1. 會常常說謝謝。

75%

25%

71%

29%

2. 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學習讓他們開心。

76%

24%

72%

28%

71%

29%

80%

20%

69%

31%

73%

27%

77%

23%

81%

19%

1. 能了解感恩的意義。
認知層面 2. 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3. 能感謝別人的幫忙。

實踐層面 3. 會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
4. 珍惜眼前的生活。
5. 真誠回報他人的協助。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感恩的意義」、「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能
感謝別人的幫忙」，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70%，未
達成 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感恩的涵義；而家長也有 70%
認同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感恩品格。
訪談紀錄
S2：剛開始參加這個活動時，好緊張，我是屬於害羞的學生，老師讓我們參加香園感恩
活動也有表演活動，雖然不好意思，但是我還是很感謝能有機會為老人及特殊院生
表演。
S3：我聽了劉老師的人生經驗，被他殘而不廢的精神感動，也為他能替殘障人士設計輔
具感動，希望我也能盡到我的本份。
學生自我省思
S1: 我覺得感恩是謝謝人，也是對人的感激
S2: 感恩是小朋友對大人的招呼，我常常跟大人說謝謝
S3: 我覺得感恩是一個很感謝的話，會常常說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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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我懂得感恩，因為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所以該知足，也該把握這個家庭
S5: 感恩那幅畫已經畫出感動了，所以我覺得畫的很好
S6: 感恩是謝謝人
S7: 別人送我東西我會謝謝
S8: 感恩是謝謝
綜上所述，感恩是目前的學生較缺乏的，在省思上可以發現學生透過品格活動都能
看見自己的缺失，也能改變自己成為品性更好的人。
實踐層面中的「會常常說謝謝」、「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學習讓他們開心」、
「會
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珍惜眼前的生活」、「真誠回報他人的協助」，平均
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
格繪本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感恩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S5：我常常會怪爸爸沒有幫我買我想要的東西，一點也沒想到他工作很辛苦，賺的錢也
少，應該少一些抱怨多幫爸爸做事。
S7：以前覺得說謝謝是很難的事情，但是看了老師所教的繪本之後，才知道多說謝謝可
以使我的人緣更好。
學生自我省思
S3：我和同學彼此之間會多說謝謝。
S1：現在我比較會珍惜和弟弟相處，也會多教他功課，希望他能夠越來越好。
表5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合作
具體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71%

未達成
29%

達成
80%

未達成
20%

77%

23%

70%

30%

71%

29%

73%

27%

1. 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

75%

25%

77%

23%

2. 能合力完成工作。

72%

28%

70%

30%

實踐層面 3. 做事情時能為團隊貢獻力量。
4. 能和家人一起做家事。

70%

30%

72%

28%

76%

24%

70%

30%

74%

26%

71%

29%

1. 能了解合作的意義。
認知層面 2. 能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3. 能共享團隊的榮譽。

5. 能和同學一起遊戲。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合作的意義」、「能服從多數人的意見」、「能共
享團隊的榮譽」，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70%，未達
成 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合作的涵義；而家長也有 70% 認
同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合作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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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S2：我舉的例子是：繪本尋找幸福的酢漿草中發現自己原本的行為是錯誤的而轉變成會
先請問她人的意見後再作行為。
S6：我是一個較以自己的意見為意見的人，剛開始我都是我行我素，但在上完這本繪本
後來變成會和別人商量的人。
學生自我省思
S1: 我覺得合作可以獲得比賽的勝利，也可以讓我們團結
S2: 合作這幅畫是人跟人的討論，例如 : 拔河比賽、躲避球、足球
S3: 我覺得合作是一個正義、勇敢的事情，能和家人一起做家事
S4: 我瞭解合作，因為我常常跟人合作，都合作得很愉快
S5: 我覺得合作那幅畫很好看，因為那幅畫是我和同學一起畫的
S6: 我常跟人合作，打贏了比賽
S7: 團體合作可以讓我贏得比賽
S8: 合作可以讓我贏得比賽
實踐層面中的「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能合力完成工作」、
「做事
情時能為團隊貢獻力量」、「能和家人一起做家事」、「能和同學一起遊戲」，平均自我檢
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格繪本
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合作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S8： 大家都很自以為是，我行我素啦！
S7： 看了閱讀相關的巡展之後，我要更聽聽同學的心聲，考慮對方心情並和同學一起同
心齊力完成要做的作品。
學生自我省思
S1： 當我們要去表演的時候，常會有同學沒有穿老師規定的服裝或是忘了帶物品，像我
就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後來老師就請班上的同學提醒我，這樣之後我就能夠記
得也會和同學合作。
S5： 因為班上同學有人英文好，有人數學好，也有人國語好，而老師把我們分組後讓科
目表現好的同學教成績較不好的同學，最後，大家的成績都變好了，這就是合作的
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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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

檢核主題：尊重
具體檢核項目
1. 能了解尊重的意義。
認知層面 2. 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行為。
3. 能了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

檢核結果（請勾選）
自我檢核

家長檢核

達成 未達成 達成 未達成
71%
29%
70%
30%
100%

0%

100%

0%

65%

35%

60%

40%

1. 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

70%

30%

65%

35%

2. 不嘲笑或欺負他人。

65%

35%

50%

50%

80%

20%

65%

35%

50%

50%

50%

50%

75%

25%

65%

35%

實踐層面 3. 別人說話時會仔細聆聽不插嘴。
4. 沒有經過別人同意時不會擅自翻閱或拿取其物品。
5. 發生爭執時會試著以對方立場思考並解決問題。

由上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尊重的意義」、「能舉例說明什麼是尊重他人的
行為」、「能了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自我檢核達成有 71%，未達成有 29%；家長
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30%，代表透過繪本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尊重的涵義；
而家長也有 70% 認同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尊重品格。
訪談紀錄
S1： 剛開始參加這個活動時，好緊張，我是屬於畫品德牆的學生，老師給我們看了別組
製作的作品。
S7： 我是負責刷底色的學生，我和另一同學配合大哥哥們一起做，很難揣測顏色及品格
圖片的特徵，我就和別的同學一起觀察並請教大哥哥。
學生自我省思
S8： 做完了這片有趣的品格牆，我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優點，我們不應該去
嘲笑別人，要懂得欣賞每個人的優點，反省自己的缺點。
S3： 種子，如果害怕埋沒，那它就無法發芽；航船，如果害怕風浪，那它就無法航行；
如果我們不懂得反省，那就無法成長。每一個人都要懂得反省，也會改進自己的缺
點，我們要懂得反省。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品格活動及繪本教學中讓
學生明瞭尊重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實踐層面中的「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不嘲笑或欺負他人」、「別
人說話時會仔細聆聽不插嘴」、「沒有經過別人同意時不會擅自翻閱或拿取其物品」、「發
生爭執時會試著以對方立場思考並解決問題」，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0%，未達成有
30%；家長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品格繪本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
品格尊重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S5：在班上常會因有些同學動作慢或成績差，會被我嘲笑。
S8：希望能改掉嘲笑別人的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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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我們應該尊重別人，了解他人並以對方的立場思考，不應該當小氣鬼、貪心鬼、討
厭鬼等等，這樣才不會變成大家不喜歡的小朋友。
學生自我省思
S2：有時候，我會嘲笑那些可憐的人，但後來仔細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些可憐的人，
我被別人嘲笑，我心裡的感受也一定不太好，因為我也不想變成這樣，這也不是我
願意的！所以從今以後我也一定不會再嘲笑他人或欺負他人。
S5：尊重是甚麼？這個問題盤旋在我心中許久了，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
我似乎找到答案，能夠仔細聆聽別人的發言也是尊重，能瞭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特性
也是一種尊重的方法，但我卻因為很急躁所以無法每次都能仔細聆聽他人的發言，
我真該好好發自內心的檢討。

伍、 結論與省思
一、 結論
（ 一 ）繪本教學融入品格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歷程
研究者在品格教學活動中分析所得的結果，並配合繪本教育教學中發現在一學期的
實施過程中獲得：
1. 提高品格教育實施的成效
利用綜合活動時間舉行「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的活動，讓參與該研究的
六年級學生在不知不覺就能融入繪本中所欲表達之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意涵中，
也能在有獎問答中踴躍發言，足見品格教育已於無形中融入學生的生活中。
2. 善用中心德目，建立共識
在全校都使用「品格教育小冊」之內容，讓一至六年級的師生都能擁有相同
品格教育的中心德目，在應用上可隨心所欲，使效果更卓越。也在品格牆上展
示學校的品德中心德目以達到境教之效益。
（ 二 ）品格教育核心價值 -「 關懷 」品格之實施歷程
1. 配合學校活動，利用節日崇善關懷
利用歲末聖誕感恩活動，安排各班級學生的表演活動，學生在演出的過程
中能明瞭關懷弱勢的必要，更能感同身受而去敬愛並照顧自己身邊的親人及同
學。
2. 關懷植物人，愛護弱勢族群
在整個品格活動的實施過程中，結合了表演及照護，透過對植物人的探訪
過程中，學生能夠清楚自己身邊能夠珍惜的人事物，並透過此活動而激發出
「施比受更有福」的關懷意識，更加珍視所處的生活環境。
（ 三 ）運用參訪活動融入品格教育中以提升學生品格素養
1. 透過學生訪談紀錄中可以得知學生自我省思部分，對尊重他人及關懷他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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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2. 在最喜歡的品格相關教學活動中也能對其代表的角色特徵及表示的品格意義都
能在學生個人省思中訪談中侃侃而談。
3. 品格教育之參訪及表演，發揮同理心
參訪活動安排校外創世基金會及香園的感懷之旅，讓學生體會「施比受更
有福的好品格，透過「感恩」的學習單分享，實際去感受幫助弱勢者；在生命教
育講演中，體會「唯有自己看中自己，方能成就最好的自己」的理念中，得到生
命的真正價值。
（ 四 ）大手牽小手共創品格好情境
1. 繪製品德牆並結合網路 QR code，展現品格教育多元風貌
透過學生訪談中可以知道，在和大學生一起繪製品德牆的活動中，讓學生
真正感受到品格教育也可以如此接近自己，在圖案的品格情境中去體驗好品格
的真善美。
2. 結合資訊科技 QR cord，人手一平板隨時可以上網去查詢品格相關的意涵及小故
事。
透過學生品格檢核表可知學生能在品格相關資訊中獲得品格中心德目的認
知及體驗。

二、 建議
（一）品格教育是本校特色課程，可否作出一張 1-6 年級統整表格，課程會具一貫性，學
生的學習會較具成效。
品格教育的學習範圍十分廣闊及多元，而其功效難能在短期間中顯現。教師
要在品格教育教學中應用多元的學習方式，方能獲得教學的效益，如能將品格教
育與學校本位課程相結合，必能使品格教育之效果更彰顯。
（二）善用朝會及彈性時間，融入品格教育之活動，以增進學生品格素養
品格教育不論在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均需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因此，在正式
課程與課餘時間之外，若能結合現行彈性學習節數的規畫與利用學生兒童朝會的
時間，或可減輕時間對任課老師及行政人員的壓力。亦可增加學生品格教育在日
常生活中落實的素養。
（三）品格教育在實施過程中，常常缺乏一些設施或書籍，不知學校行政方面是否有相
關經費支援或如何申請 ?
（四）教師自我增能，重視品格教育的策略
基於本研究對品格教育的探討，可以發現，品格教育的歷程不單以上對下的
教育方式，且應以身教的方式為楷模學習。因此，教師不僅要增進自身的品格的
教學能力及教學策略，更須增進自身的品格素養。教師更應建立學生「好品格是
人生中重要的課題」。
（五）對本研究的省思
本研究只對校內有關品格教育的繪本融入教學、品格相關活動、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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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及品德牆的繪製對學生品格的提升之內容為研究，其繪本教學的內容安
排大多以研究者單方面的安排為主，在繁忙的行政壓力之下及教學時間較為短
促，往往都只求達成所欲研究的內容速成而忽略學生的所見所感，因此，研究者
反省在該研究中只針對六年級的品格教育做研究，如果時間許可也可以設計不同
的繪本教學或其他不同的品格教育活動，方能激盪出更合適的不同學生的品格教
育活動；並可嘗試對不同班級學生之品格教育德目的需求及行為檢核表符合不同
階段的品格教育相關活動以利不同階段學生的需求。

三、 我做故我思
在這小而美的學校中發現孩子的真善美，也體悟老師的付出與投注，衷心期盼在教
育的園地中因我們「培養真善美品格力」之理念，會成為孩子生命中點燈的人。在實踐
的過程中萌發些許的期許與感想：
（ 一 ）做就對了 ~ 凡走過必留下足跡
在偏鄉小校中最大的優勢就是化簡為繁可快步邁進達到所欲之目標。夏天到
秋天的這段時光中，我們一齊為孩子做了硬體空間的營造、軟體教學平台的建
立、也讓孩子一起和竹教大美勞系的學生們一起完成品德牆繪製的工作及結合福
智一起陪孩子讀經。做就對了，原來不難只要有心。
（ 二 ）有心有願，從耕耘中獲得真實的快樂
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心中有著希望的種子就能化成夢想的願望，乘著願望
的翅膀竟能帶來無比暢快的樂趣，就是因著我們起而行。耕耘孩子的快樂農場，
從中帶來不只是畢旅的經費有著落，更有著心中夢想即將成真的快樂。
（ 三 ）學生露出幸福的臉 ~ 心靈的快樂就是真快樂
每當看見孩子露出難得一見幸福的臉龐時就是全校老師最快樂的時候。偏鄉
的孩子長期在文化弱勢的態勢中生活，缺少關愛也缺少舞台，在學校辦理全校全
日制的課程中習得了太鼓及樹藝等技藝，為了能讓學生能有展能的舞台，我們細
心的安排四校聯運時全校師生一起表演太鼓及配戴自己所做的樹藝作品上場表
演，看到孩子幸福自信的臉龐那種自信的是偏鄉孩子少有的。
（ 四 ）收穫最多 ~ 看見學校的希望
在上述的種種為孩子所安排的一切活動中，收穫最多的就是看見學校的希
望。偏鄉小校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特色、留住學生並吸引孩子就學是
刻不容緩的事。然而，在我們一切的行政作為及教師為孩子付出的心力中，常見
孩子在參訪中努力問老師問題、努力要把能幫別人的機會緊緊握住，也見孩子在
夜光天使中大的帶小的除了在課業中互助也在生活中互相扶持。我們抱持「培養
真善美品格力」的理念來為偏鄉的每一個孩子。一切為孩子、孩子為一切，期盼
能成為孩子生命中點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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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出好品格—品格教育融入
食農教育之行動研究
中興國小

楊璦如主任

壹、前言
2016.11 親子天下雜誌以「食農教育」為主題，食農教育給孩子終生帶著走的能力，
包含選食力、環境關懷，以及感謝他人等教育，讓我們與孩子一起重新學習飲食素養，
成為受用一生的能力。研究者服務的學校為一偏鄉小校，家長為謀生計轉而到工業區工
作，雖為偏鄉卻也讓孩子與上一代農耕的生活傳承逐漸疏遠。在台灣及世界各國也有推
動食農教育的小學例如烹飪課程及學校菜園種植，以促進孩童與食物、環境及社區的連
結。由此可發現各縣市及全球都十分重視食農教育。筆者經過多年實施種菜實施活動，
在每年每季的撥種收割的種植活動中發現針對學生的品格教育應以體驗課程方能展現品
格教育的成效，而品格之塑造端賴態度之培養。在學校端透過「食農教育」實踐，整合
各學科的能力，協助孩子體驗農事，而營養午餐也在轉變，不只吃飽，也是品格教育融
入的最佳時機。適逢研究者參與學校品格教育的相關活動的推展，也在校方引進自然農
業的種植方式之下，學生依年級分配責任區域來種植菜園的活動中獲得益處良多，舉凡
品格教育本身具有之吸引力，能與食農教育、營造農事環境的規劃、植物閱讀繪本活動
及各項食農知識性課程相結合，尤以透過合作的學習，學習單之省思足以展現個人的品
格力；除此之外，則是品格教育所具備的生活教育功能，如誠實、尊重、關懷、合作、
感恩的良好品格。期許在學生參與「食農教育」的過程中能培養優良的習慣與良好的德
行並透過此活動提升學生的品格修養。
期許在學生參與「食農教育」的過程中能培養優良的習慣與良好的德行並透過此活
動提升學生的品格修養。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
（一）運用食農教育的課程及活動融入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塑造學生良好品格。
（二）透過食農教育讓學生以自省的方式，建立學生誠實、尊重、關懷、合作、感恩的
良好品格。
（三）體驗食農教育並從生活中學習，建立學生良善的品格觀念。
（四）能在參與食農相關活動的過程中，建立與他人分享的品格，養成愛物惜物的良好
德行。
（五）運用繪本欣賞的方式讓學生能培養真善美品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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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是由「食育」與「農育」兩個理念結合。「食育」意指體驗飲食活動和了解食
物生產過程，關心消費安全的議題，也建立健康飲食生活打造友善環境，而「農育」即
體驗農業活動，了解農業生產、飲食、環境生態的關聯。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
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農民、農村和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認識在地的農業、
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期望建立其具有建全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有助於個人的健康促進和生活品質提高，並
對社會永續發展具有使命感（維基百科的定義）。
「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農民、農村和相關行動者
互動之體驗過程，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
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期望建立其具有建全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有助於
個人的健康促進和生活品質提高，並對社會永續發展具有使命感。」
（董時叡、蔡嫦娟，
2012）。

二、 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
Lickona（1991, 2003）也認為品格與道德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核心價值」
（core
value），青少年的品格與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導青少年瞭解並建立「核心價值」，核心
價值界定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保障應有的權利並肯定人類的尊嚴與
價值，促進個人與群體向「善」
（good）發展，增進人類生活福祉。
Character counts（品格至要）聯盟推出「品格的六大支柱」-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
瑞安在研究檢討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的品格道德教育教學方法後，「品格的六大支柱」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責任、公平、可信賴、關懷、公民資質，做為現代公民應培
養的基礎品格特質（周慧菁，2004）。本研究是以「尊重」
「關懷」品格為研究的內涵。包
含了責任感、追求卓越與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又以時間管理、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規
劃能力與行為規範為主（陳怡君，2006）。一個負責任的人必須該盡義務的事情具備責任
感，必信守承諾，不論已決或尚未決之事都需負起責任，並且亦能自我克制並追求卓
越。
（ 一 ）品格教育之內涵
Lickona（2003）界定品格教育要教導好品格的三個要素，即道德認知、道德情感或
態度，和道德實踐三方面，以下詳述之：
1. 道德認知方面
道德認知方面包括道德覺知、認知道德價值、角色取替、道德理由、做決
定自我認知六層面：
（1）道德覺知
青少年常沒有詢問「這是對的嗎 ?」就行動，因此，透過教育讓孩童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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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時慎思什麼是真實後，才知道什麼是對的再行動，即為思想的習慣；
另一方面要透過議題討論，教導學生覺知世界發生的問題，才能幫助減輕
這些困境，係公民責任。
（2）認知道德價值
認知道德價值，如對生命的尊敬和自由、負責、公平、寬容、自律、
仁慈、禮貌等價值，且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對這些道德價值能真正瞭解其
意涵，才能實踐於生活中。
（3）角色取替（perspective taking）
學生有能力以他人的觀點來瞭解、經驗這個世界，這是價值判斷的必
要要素。
（4）道德理由
道德理由不只要覺知道德的意義，更要理解我們為何要「道德」，例如：
為什麼要遵守承諾？道德理由試圖尋求準則與規範，並將價值建立等級，
幫助我們在不同層次、年齡遵守與實踐。
（5）做決定
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與道德理由，會有不同的決定，做決定是深思
熟慮、有系統性的思考歷程，教導孩童覺知「我的抉擇是什麼 ? 會有什麼
後果 ?」
（6）自我認知
自我認知是品格發展重要的要素，包含覺察自我品格的優缺點，成為
有能力內省有品格的人。
2. 道德情感方面
道德情感方面包含良知、自我尊重、同理心、愛善、自律、謙遜六層面：
（1）良知：良知包含兩個面向，認知（知道對的事）與情感（感覺有義務做對的
事）方面，以大學作弊的現象為例，許多人知道作弊的行為是錯誤的，但仍
為之，乃缺乏義務感之原因。
（2）自我尊重：當我們正向看待自己、尊重自己時，進而才會尊重他人。
（3）同理心：同理心是道德認知技能中角色取替的情感層面，能站在別人的立
場上為人著想。
（4）愛善：當人們真心喜愛善的本質，就會樂意且渴望行善，從中獲得喜悅，
這是品格的最高形式。
（5）自律：自律能約束個體的自我放縱，變成有品格的人。
（6）謙遜：謙遜是道德價值中疏漏的一部份，但是好品格中重要的要素，謙遜
屬於自我認知的情感層面，可以幫助克服驕傲。
3. 道德實踐方面
道德實踐方面包含能力、意志、習慣三層面：
（1）能力：道德能力意指能將道德判斷和情感轉換成有效的行動，在不同的道
德情中能適當處理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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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志：意志是一股道德力量，讓我們知道、感覺什麼是對的事，做出選擇
後有意願實踐之。
（3）習慣：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是非常有助益的，要讓學生有許多機會去培養
好習慣，並陶冶實踐成一位好人。
由上述所言，品格教育涵括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實踐三方面，三
者互相支持與運用，最終目的要教育孩童成為一位有品格的人，個體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之，進而促進自我和社會的發展，形成一個良善的道德與品格環境。

三、 繪本教學
繪本就是圖畫書，從字面上可以知道繪本或圖畫書就是「繪有圖畫的書籍」。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更明白定義繪本就是用圖畫說故事的兒童書。繪本中最主要用
於表達故事內涵的是「圖片」與「文字」。
過去國內有許多研究，使用繪本進行研究。有些是以語文的角度進行研究，如邱瓊
蓁（2003）以岩村和朗之「十四隻老鼠」為例研究親子共讀繪木歷程之互動與詮釋。林禎
川（2002）研究國小四年級學童對 Leo Lionni 故事繪本主題詮釋之研究。
蘇振明（2002）指出，日本翻譯圖畫書為「繪本」，英文單字為「Picturc Book」，顧名
思義是「畫出來的書」。簡言之，繪本是有圖畫的書通常也是有文字輔助，但有部份也是
只有圖畫沒有文字的書。孩子可以一邊看著繪本，一邊在心中描繪著以該幅圖畫為想
像，藉以補充還多元而豐富的想像力。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館（2006）對繪本就是用圖畫說故事的兒童書。兒童看繪本就像
看電影一樣，一頁接著一頁的翻閱，繪本裡的圖就會把故事情節連串起來，就算兒童看
不懂故事裡的文字，也可以理解整個故事。

四、 同儕師徒論
有關師徒式學習理論的演變，傳統觀點強調精熟、模仿；現代觀點著重在認知、建
構與合作，主動的成分被放置在首位。現代則講求當下的互利關係，師傅的傾囊相授，
相對的也再次重新思考本身的知識脈絡與架構、透露被忽略的訊息〔黃善美，2004〕。

參、 研究方法
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行動計畫實施與資
料處理。研究者以下圖簡要描述研究程序：

一、 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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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
融入繪本教學之行動研究

從教育情境中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釐清問題

行動研究的開始

擬定行動研究計畫
行動二
從食農教育活動中，
累積孩子品格能量

行動研究歷程
策略1：腳踏實地的日子
策略2：強調「親手做」
的體驗（食農教
育的步驟）
策略3：從栽培作物學到
的事。

行動一
打造食農環境，培養
孩子「親手做」習慣

策略1：師傅生與徒
弟生農事種
植表現活動
策略2：決定品格核
心價值
策略3：辦理蔬菜感
恩義賣活動

行動四
品格教育融入
植物繪本教學
策略1：食菜安心
策略2：料理小達人
策略3：體驗賣菜
策略4：時蔬小柯南

策略1：學習單紀錄
策略2：省思
策略3：錄音逐字稿

行動三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
課程發展過程與內容

蒐集資料、發現困境
專業對談、進行省思
檢討與修正計畫
行動研究的結果
成效評估
教師觀察紀錄、學生作品
省思札記
結論與省思
圖1

行動研究流程圖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透過食農教育情境的營造，品格活動課程的安排及繪本教學的實施。關於食
農教育的體驗對品格涵養之改變及影響以量表方式統計其變化，品格活動及繪本教學則
以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加以記錄並以隨堂札記、教室觀察及學生繪本
學習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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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國小共 6 位學童，研究者為行政人員及夜光老師。自變項為食農教
育依變項為學生品格態度提升的成效。

四、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設計「附錄八師傅生與非師傅生農事種植表現紀錄表」、「附
錄九實施同儕師徒制活動對師傅生意義之比較」、「附十實施同儕師徒制活動對徒弟生意
義之比較」、「附錄十一□□國小蔬菜生長觀察記錄表」、「繪本教學紀錄」、並參考有關
文獻中之量表問卷，編制「附錄七主要情緒問題次數紀錄表」、「附錄五品格教育融入繪
本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為研究工具。品格教育學習單中有「誠實」、「尊重」、「關懷」、
「合作」、「感恩」紀錄學生參與品格相關活動後的心得；而「繪本教學紀錄」，包括師生
對話、學生表現、教學省思，可做質性分析，以瞭解學生對繪本閱讀後的看法和意見。

五、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過程與內容：
打造食農環境，培養孩子「親手做」習慣
利用學校空地角落打造出適合孩子農事課程環境。田園教學活動可培養學童良好的
飲食習慣，許多農業體驗活動都需要參與者共同合作完成，又可避免讓學生沉溺於競
爭，培養與他人合作的精神（顏建賢，2005）。
（ 一 ）腳踏實地的日子
1. 上學期先規劃本學期所要種植的區域，研究對象所種植的區域在校園面對操場
右側方自然農場。（附錄一：學校農事環境量表）
2. 配對活動：將參與本研究與的學生自由配對為兩人一組，共計三組。
3. 發下作物時間表（附錄二），讓研究對象決定所要種植的農作物。
4. 由研究者組織食農教育推動小組。

研究者召集人員形成共識會議
規畫食農教育教師共備課程、推動食農
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
推動食農教育與品格教育相關議題、規
畫協助食農教學相關業務。撰寫方案計
畫 執行食農教育教學活動等相關事宜。
檢核品格教育執行成效並檢討改進
執行食農教育實踐之相關教育活動
協助辦理各項事務。
執行學生學習食農教育、品格教育之
相關活動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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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強調「 親手做 」的體驗（ 食農教育的步驟 ）
1. 入門（地瓜）
：由孩子熟習的食材作為食農教育的啟航。（配合附錄三電子繪本書
香噴噴的蕃薯）
2. 初階（蔥）：讓孩子克服偏食，作為食農教育的基礎訓練。
3. 進階（大豆）：選擇富文化與歷史意義的食材作為轉折點，正式進入「食育」主
題。（配合附錄四電子繪本書大豆毛豆黃豆）
（ 三 ）從栽培作物學到的事
1. 期待看到每次不同的變化
• 「發芽了 !」看見作物生長的喜悅。
• 不只是作物，雜草也會生長。
• 拔除病變的作物。
• 驅除害蟲的對策。
2. 團隊精神一輩子都不會遺忘的記憶
• 用雙手感覺蔬菜實在的重量；生命的重量。
• 大家的辛苦，花費的時間與煩惱，都是共有的回憶。
3.「察覺力」: 加強對於生活中大小事的敏感度
• 「這麼小的種子卻會長得比臉還大」；發現一開始並不是大種籽。
• 生活經驗淡薄化的孩子的大發現；幼苗、莖、葉子、果實、西瓜。
4.「我做到了」：培育自信與應變力
• 「做得到嗎 ?」
「怎麼辦才好呢 ?」
「我會舖落葉了」
「堆土也沒問題」
• 透過作物栽培增添了自信，也培養了學習力與生活創造力。
5. 感受大自然：體會人類的能力無法超越的大自然
• 人們的生活、人們的連繫、人與自然的連繫。
• 小小的種籽長成白蘿蔔、很大的白菜。
• 水的溫度、土的肥沃、農民的智慧與技術。
6. 養成生活者眼光：成為生活的主導者
• 「敢摸青蟲」；孩子化身為生產者。
• 「長蟲代表沒有農藥，蟲吃的越多代表越好吃」。
• 「超市販賣的作物與水果，顏色、形狀、長度都一樣」自己種的作物每個都不
太一樣，原來蔬菜有自己的樣子。
從食農教育活動中，累積孩子品格能量
（ 一 ）品格教育的推動
由研究人員帶領□□小學投入品格教育推廣活動。
制定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利用食農教育品格課程發展計畫，整合各方資源，並適時檢
討實施成效。安排妥適並能增進學生品格核心價值，本次研究針對誠實、尊重、關懷、
合作、感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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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融入食農課程發展架構

對象

‧□□國小學生

‧「自然生態農場」，學習農耕技術，收成時能做簡單烹飪料理作
為學校營養午餐安全衛生食材，由親師生共同分享
‧適時辦理「蔬菜特賣會」，將所得收入所得作為學生校外教學
構面 之基金，讓孩子圓夢
‧綠色飲食文化
‧品格教育
‧參與食農教育
‧重視飲食倫理與感恩
指標 ‧關心學生福祉
‧養成健康飲食習慣
‧農事體驗 ( 食菜安心 )
‧料理小達人
活動 ‧體驗賣菜
‧飲食文化與倫理（食蔬小柯南，繪本欣賞）
圖3

□□國小品格教育融入課程架構表

1. 師傅生與徒弟生農事種植表現活動
由研究者先將參加研究對象先做一分組：將原來就較有農事種植經驗學生
當師傅生帶著還需要多學習的徒弟生一起從事農耕，讓學生在互動中學習如何
與他人相處並能習得更多的好品格。紀錄七師傅生與徒弟生農事種植表現紀錄
表。
2. 決定品格核心價值
本研究由品格推動小組決定配合食農教育擬定品格核心價值有：誠實、尊
重、關懷、合作、感恩等五個，透過食農教育的實施從中增進學生的品格力並
以檢核表檢核學生改變的情形。
3. 辦理蔬菜感恩義賣活動
辦理各項感恩義賣活動，透過學生自己所種植的蔬菜，採收整理包裝後，
學生在跳蚤市場或一些機構中讓學生自己義賣，從中所獲得的收入當作學生校
外教學的基金，讓學生圓夢。讓學生養成感謝他人的好品格。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課程發展過程與內容
（ 一 ）課程架構
循序漸進發展符合學生能力且能引起學習興趣的課程。本方案自醞釀以來，研究者
透過對話、回饋、省思與修正，逐漸找到具本校該班特色的課程脈絡，期間難免會有挫
折與失落，我們越挫越勇一路挺過來。據研究方向規劃以下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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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農教案規劃如下：

課程名稱

能力指標

實施內容

食菜
安心

自然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
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
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
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
自然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
麼結果，須營造什麼變因。
綜合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
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自然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
趣。
自然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綜合 4-3-3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
險，並珍惜生態環境與資源。
2-3-3 覺察家人的生活方式，分享改善與家人相處
的經驗。
綜合 2-3-1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金錢，所需的策略
與行動。
綜合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
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綜合 3-3-4 體會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自然 2-2-2-1 實 地 種 植 一 種 植 物， 飼 養 一 種 小 動
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
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
照、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壤
等種植的技術。
1-2-4
綜合
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1. 實際種植各式時令蔬果。
2. 基本土壤栽培介質的認識。
3. 農 業 生 產 方 式 介 紹（ 自 然 農
法、有機栽種…）

料理
小達人

體驗
賣菜

時蔬
小柯南

1. 採收當季蔬果，製成果汁、果
醬讓師生品嘗。
2. 病 蟲 害 認 識、 防 治 與 栽 培 管
理。
3. 利用自己所種的菜，讓學生親
手料理給家人或在午餐時分
享，進而珍愛與家人關係。
1. 帶著自己種植的蔬菜在學校跳
蚤市場去義賣。
2. 規劃將義賣所得當校外教學基
金。

1. 訪問親人長輩學習關於蔬菜從
播 種、 施 肥 到 採 收 的 耕 種 技
巧，並能實際觀摩。
2. 學習記錄植物生長週期。

品格教育融入植物繪本過程與內容
（一）書籍來源：挑選共列出 5 本書目（由研究者拍成電子書，利用閱讀時間或夜光課程
向學生導讀亦可開放學生自由讀取繪本電子書）。
（二）計畫實施時間：106.2.20-106.6.20
（三）內容規劃：
品格核心價值

繪本名稱

誠實

小番茄的滋味

關懷

香噴噴的番薯

自信

瓜瓜瓜

合作

大豆毛豆黃豆

尊重

稻田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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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行方式：
透過繪本教學，提升孩子品格力
1. 學期初先規劃本學期所要形塑的品格核心價值先訂誠實、關懷、合作、尊重、
感恩的良好品格核心價值。（附錄五：品格核心價值及附錄六：品格行為標準
表）。
2. 根據核心價值尋找繪本及編寫繪本教學的內容。
3. 先做由教師選定學生的行為先做前測（附錄七）。
4. 擬定繪本教學內容，利用晨光時間及夜光時間教學，每次以一個品格核心價值
為學習重點共有五個核心價值。
5. 根據品格教育的相關知識建立各種品格核心的定義並收集相關資料建立相關 QR
code 的網路連結並將該資料掃瞄給參與的學生參考。例如：品格小故事（針對
誠實、關懷、合作、禮貌、感恩）
6. 製作品格核心價值學習單：設計品格教育學習單，實施教學後，發回學生完成
由研究者彙整。
7. 利用學習單及訪談方式，讓學生寫下或說下欣賞繪本後的心得與省思。
8. 根據訂定的品格核心價值再以其「認知」、「情感」、「意志力」、「行為實踐」等層
面的改變設計表格加以劃記的方式來觀察學生在品格的變化

肆、 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一）實驗介入期之後，即開始實施後測。方式是將前測資料測量工具再施測一次，以
檢視學生的品格進步與情緒管理問題是否因食農教育而有所改變。
請研究者記錄研究對象的主要情緒問題次數記錄表、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育
學生行為檢核表。記錄研究對象主要情緒問題及不當行為發生次數。其不當行為
表現以記錄 6 個學生的行為、人際關係、溝通技巧以及挫折容忍力，將主要的情
緒表現記錄下來做為食農教育實施對學生品格改變成效的依據，當然也會記錄其
他較特殊的行為表現做為實施成效的參考。
（二）訪談
研究者晤談研究對象，詢問參與食農教育對品格教育的感想；以及在教學實
施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作為配對的修正意見。訪談時會應用錄音紀錄，再以
書面方式轉譯資料，讓研究者能完整記錄整個訪談過程，以免有疏漏之處，另外
也輔以紙筆紀錄，讓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能仔細觀察受訪者言行舉止變化的非
語言資料，能有一立即忠實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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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單
本研究以食農教育內容設計出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育學生行為檢核表、品格
教育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並發給參與此次活動的學生以短篇作文方式寫
下學生自評，教師對學生評量及學生自我省思等方式，蒐集量化資料並配合觀察
與訪談結果，使研究結果效度提升。使用學習單的內容如下：
1.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育學生行為檢核表：包含認知層面及實踐層面。
2. 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對活動中的優缺點評析、對有所感動
的活動寫下或畫下心情。
3. 食農教育師傅生與徒弟生農事種植表現紀錄表、□□國小蔬菜生長觀察 記錄表：
對農事活動的心情及影響。

伍、 結果與討論
如能把孩子喜歡也在做的事結合其他的元素就是一個成功的品格塑造的模式。茲以
此理念規劃一個豐富內涵的農事環境、相關的食農教育、植物繪本閱讀賞析、各項食農
知識性課程與多元的品格教育方式有助於培養更多的品格素養。學生透過環境營造、活
動浸潤及教學活動，成為推動學生良好品格的利器。
研究者以學校農事環境的營造及規劃並從學生所填「學校農事環境量表」的滿意度
中及訪談記錄中去推論農事環境營造對研究對象在食農教育提升品格涵養的程度。在同
儕師徒制活動中及繪本課程活動，蔬菜生長觀察紀錄，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
檢核與學習單省思，逐項修正後發展出教學歷程記錄，分成一、學校農事環境量表統
計，二、透過品格教育行為檢核表中認知層面及實踐層面去分析食農教育對學生品格力
提升的情形，三、訪談紀錄，四、繪本教學相關活動學生觀後心得學習單，加以分析說
明。

一、 打造食農環境，培養孩子「親手做」習慣
利用學校空地角落打造出適合孩子農事課程環境。田園教學活動從腳踏實地的日
子、強調「親手做」的體驗及從栽培作物學到的事可培養學童良好的飲食習慣，許多農
業體驗活動都需要參與者共同合作完成，又可避免讓學生沉溺於競爭，培養與他人合作
的精神從中培養學生親手做的習慣。透過「營造學校農事環境量表」中去分析學生對學
校農事環境規劃上的滿意程度。
該量表從三個面向去分析，一、學校農事環境，二、提供資源、鼓勵閱讀植物相關
書籍，三、分享學習、鼓勵創作中以學生填的表格結果歸納分析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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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營造學校農事環境量表

營造學校農事環境量表
班級

姓名

向度

學校農事環境

提供資源、鼓勵閱讀
植物相關書籍

分享學習、鼓勵創作

評選項度
學校農事工具方便取用

達到
6

未達到
0

學校農事角落是否多元

6

0

學校農事活動是否滿足需求

4

2

學校農事理念是否符合學生

6

0

老師會要求我們看書後要寫心得或學習單

3

3

老師會在班上放一些我們喜歡看的書

6

0

老師會放繪本電子書或故事光碟給我們聽和看

6

0

老師會帶我們去圖書館查閱植物生長資料或借書

4

2

老師會在說完故事後，問我們相關問題

6

0

老師會鼓勵我們帶自己的書來學校看

6

0

老師會要求我們做農事活動後分享內容

5

1

老師會鼓勵我們跟同學分享書或故事

4

2

老師會和我們一起嘗試編出新的植物做法

6

0

老師會要求我們改寫故事的內容和結局

4

2

老師會說故事給我們聽

6

0

本研究以研究對象 6 位學生所填的資料加以統計而產生的數值，並將其以三個大項
統計成下圖：
1

100.00% 100.00%
66.00%

0.5

0

0.00% 0.00%

境
讀
環
作
閱
事
創
勵
農
勵
鼓
校
鼓
、
學
、
源
習
資
學
供
享
提
分

圖4

營造學校農事環境圖

從上統計表中可知參與這個研究的學生對學校在營造學校農事環境量表上以「提供
資源、鼓勵閱讀」的滿意度最高；再次以「學校農事環境的營造」甚為滿意；但在教師「分
享學習、鼓勵創作」上仍需要多努力。綜上所述學校在營造學校農事環境的整體營造上
深獲學生的喜愛也對學生農事種植動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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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食農教育活動中，累積孩子品格能量
□□小學教師投入品格教育推廣活動。研究者研擬品格教育核心價值利用食農教育
品格課程發展整合各方資源，並適時檢討實施成效。安排妥適並能增進學生品格核心價
值本次研究針對誠實、尊重、關懷、合作、感恩等核心價值做研究。
（ 一 ）師傅生與徒弟生農事種植表現活動
1. 透過對研究對象的訪談，記錄學生在食農教育的推動後對學生動手做的情形：
食農教育種植活動
方式

訪談紀錄

將原來就較有農事種植經驗學 M1：我是師傅生，本來我也覺得自己不太會種東西，
生當師傅生帶著還需要多學習
但在學校安排的種植活動中就越來越會了。
的徒弟生一起從事農耕，讓學 E1 ：我跟著師傅一組學，其實也弄不太清楚，只在苗
生在互動中學習如何與他人相
長大的過程中，慢慢也學到了。
處並能習得更多的好品格。
透過食農教育的實施從中增進 M2：從學校在我們和大學生一起所畫的品德牆有放入
QR code 我們選了合作，後來我和我的同學一起
學生的品格力並以檢核表檢核
學生改變的情形。

種菜，真的讓我覺得有做到合作的好品格。
E2 ：在種菜及自己做菜給親人吃的過程中我和一組的
同學在這一段時間中互動的情形真的是很棒。
透過學生自己所種植的蔬菜， M3：每次收割好自己所種的菜，幫菜整理好之後在裝
採收整理包裝後辦理感恩品嘗
好在跳蚤市場時一袋一袋的叫賣，好有趣。
E3 ：種好的菜，利用午餐時間大家一起分享讓我體會
活動。
到大家分享及感恩的感覺。
□□國小蔬菜生長觀察記錄表
紀錄掃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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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研究對象訪談紀錄如下：
將自己所栽種的蔬菜做成美食與家人品嘗訪談紀錄
經過種植後 學生將自己所種的蔬菜帶回家與家人分享，透過研究者訪談後
紀錄如下：
受訪
人員
M1

蔬菜
名稱
A菜

如何
烹調

利用鹽巴 自己 爸媽 我做這一道菜是因為菜是自己種的，
豆子 蒜頭、油
自己 又是當天就採收後馬上煮來吃，可能
紅鳳菜
是有感情又有自己付出的心力就覺得
特別好吃，在跟爸媽一起分享時他們
也給我很多的鼓勵，讓我很有信心繼
續參加食農教育的活動。

感恩
誠實

M2

白甕菜

用燙的

媽媽 爸媽 因是自己種的所以特別有感情，吃起
自己 來覺得有滋味。爸媽也覺得很好吃，
姊姊 姊姊也稱讚我很棒，我很負責做好工
作。

關懷
感恩

M3

A菜

用炒的

媽媽 爸媽 我告訴家人說是我自己在學校的菜園
妹妹 種的，在老師和同學的合作之下種得
很快樂也能和同學一起討論如何種，
整個過程讓我能和同學一起做讓我從
中學到要如何和他人相處，也更能體
會家人的辛苦。

誠實
合作
感恩

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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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蔬菜
人員 名稱
E1 地瓜葉

如何
烹調

烹調 分享
人 家人

符合品
格核心

心得

用燙的

自己 爸媽 看到自己種的菜能長到可以吃，能和
姊姊 家人一起吃自己種的菜真的讓人很開
自己 心，看到家人吃我自己燙的菜而且吃
的 那 麼 開 心， 讓 我 自 己 覺 得 受 到 尊
重，更有感恩的心。

合作
尊重

E2

白鳳菜

快火炒

爸爸 爸媽 剛開始種白鳳菜的時候特別有一種好
姊姊 吃嗎 ? 想不到我把菜拿回家之後，跟爸
自己 爸一起洗切後再大火炒之後，真的很
好吃，和家人一起分享時，特別感到
能關懷家人。

關懷
尊重

E3

小黃瓜

涼拌

自己 爸媽 從小苗開始種的時候，一直期待它長
爺妹 大開花，想不到真的長大了，我採回
家之後洗一洗之後，再切一切，拌點
醬油就是一道很棒涼拌菜，看著家人
吃自己駔的菜特別有感動

尊重
感恩

三、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課程發展過程與內容：
循序漸進發展符合學生能力且能引起學習興趣的課程。本方案自醞釀以來，研究者
透過對話、回饋、省思與修正，逐漸找到俱食農的課程脈絡，期間難免會有挫折與失
落，我們越挫越勇一路挺過來並從中紀錄學生在行為上改變的情形
（ 一 ）徒弟生前後測資料
1. 性格及行為量表：前測資料（106.02）後測資料（106.06）。
表4

後測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前測

正常

正常

後測

正常

正常

前測

正常

中度

後測

正常

正常

前測

正常

後測

本來的行為就較正
常，較能讓班上同學
接受。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重度

正常

重度

徒弟生 E3

焦慮情緒
問題

中度

徒弟生 E2

憂慮情緒
問題

正常

徒弟生 E1

行為
規範

說明

前測

項目
個案

人際
關係

性格及及行為量表前後測資料

各項不當行為都有進
步，作業的表現較好。
人際關係和行為規範
都有所進步，表達方
式也較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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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三個徒弟生的前後測加以比較：
徒弟生E1
5
4
3
2
1

後測
前測
人際關係

行為規範

憂慮情緒

焦慮情緒

徒弟生E2
5
4
3
2
1

後測
前測
人際關係

行為規範

憂慮情緒

焦慮情緒

徒弟生E3
5
4
3
2
1

後測
前測
人際關係

圖5

行為規範

憂慮情緒

焦慮情緒

徒弟生性格和行為量表前測及後測的資料統計圖

透過徒弟生性格和行為量表前測及後測的資料統計圖中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三位徒弟生中在實施同儕師徒制的活動中，在性格和行為量表中的前測中發現其原
的問題（如表列）但經過一個學期實施同儕師徒制的活動後，徒弟生在「人際關係」、「行
為規範」、「憂慮情緒問題」、「焦慮情緒問題」中都有進步。（其徒弟生個別的進步情形如
同徒弟生性格和行為量表前測及後測的資料統計圖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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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徒弟生的感受
表5

徒弟生參與同儕師徒制的感受與改變

題目
1. 參與這個活動，對你最大的改變
是？

2. 在食農教育中，師傅與老師對你
的教導方式，你比較喜歡？
3. 你認為師傅與你進行的種植指導
後，會讓你更喜歡種植活動嗎？

4. 你認為參與本活動，對你在種植
技巧的提升有幫助嗎？

5. 透過這一次的活動學習，你能感
受出師傅生對你的幫助？

6. 透過這一次的活動學習，你認為
對於星期三做食農課程的態度有
什麼改變？

7. 你會因師傅生常關心你在種植技
巧上的表現而更努力學習嗎？

8. 你認為參與本活動會幫助你在其
他學科課程上的學習？

選項
□ 膽量方面
□ 性格方面
■ 人際互動方面
■ 種植技巧方面
■ 師傅
□ 老師
■ 沒意見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能更專注
■ 充滿期待
□ 普通
□ 不喜歡
□ 非常排斥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非常有幫助
■ 有幫助
□ 沒意見
□ 沒有幫助

人數
0
0
1
2
2
0
1
2
1
0
0
0
2
1
0
0
2
1
0
0
0
1
2
0
0
0
2
1
0
0
1
2
0
0

百分比
0%
0%
33%
67%
67%
0%
33%
67%
33%
0%
0%
0%
67%
33%
0%
0%
0%
67%
33%
0%
0%
0%
33%
67%
0%
0%
0%
67%
33%
0%
0%
0%
33%
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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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中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第一題「參與這個活動，對你最大的改變是？」有 67% 選擇種植技巧方面有進步，
有 33% 選擇人際互動方面有進步，綜合來看大部分的徒弟生在經過同儕師徒制活動的
實施後自己本身在技能及情意上都有大成長。
訪談紀錄 （ 略 ）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可以知道，在食農活動中實施同儕師徒制的活動不僅讓
師徒在食農技巧上都能精進。透過性格及及行為量表前後測資料的分析中也獲得徒弟生
在人際關係交流上的進步。
第二題「在食農教育中，師傅與老師對你的教導方式，你比較喜歡？」有 67% 的人
選擇師傅，勝過對老師的喜愛，表示徒弟生在日積月累的相處中與師傅生建立一定的革
命情感，同儕之間的交流增進同儕之間的友誼。
訪談紀錄 （ 略 ）
整體來說大部分的徒弟生喜歡師傅生教的原因是比較沒有壓力可以以較輕鬆的方式
來學習，而老師具有權威感讓徒弟生在學習時有壓力會放不開，對害羞的徒弟生來說更
難有學習效果。但是從表中也可以發現有些徒弟生是可以兩者都能接受。
第三題「你認為師傅與你進行的種植指導後，會讓你更喜歡種植活動嗎？」，有 67%
的人選擇「非常同意」，有 33% 的人選擇「同意」，綜合共有 100% 的人都是比未實施同
儕師徒制更喜歡種植活動。
訪談紀錄 （ 略 ）
根據資料和訪談發現有的耐性教導的師傅會讓徒弟生有更強烈的學習動機，願意去
學更難的動作也願意嘗試不同的技巧，但是如果師傅生對徒弟生是採不適合的方式會讓
徒弟生興趣盡失。
第四題「你認為參與本活動，對你在種植技巧的提升有幫助嗎？」中有 67% 選擇
「非常同意」另有 33% 的學生選擇「同意」，都沒有學生選擇「非常不同意」。整體來說大
部分的學生都認為參加這次的活動有助於種植技巧的提升。
訪談紀錄 （ 略 ）
整體而言，徒弟生都能感到本身的種植動作有進步，歸因於師傅生的循循善誘使徒
弟生進步。
第五題「透過這一次的活動學習，你能感受出師傅生對你的幫助？ 67% 的學生選擇
「非常同意」，33% 的徒弟生選擇「同意」。
訪談紀錄 （ 略 ）
整體而言，師傅生對徒弟生不僅在種植技巧上有所進步也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處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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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師傅生的照顧。
研究者：但在問卷中也有一位徒弟生表示不同意師傅會對自己有幫助，因為他的師
傅生對她很沒耐性，這一組的配對問題較多，也讓研究者不斷思考教學方式。
第六題「透過這一次的活動學習，你認為對於星三做食農課程的態度有什麼改
變？」。選擇「能更專注」及「充滿期待」共占了 100%，沒有選擇不喜歡的。
訪談紀錄 （ 略 ）
整體來看，師徒互動中採一對一的模式可使師傅有參與感，徒弟有動機感，老師有
成就感。
第七題「你會因師傅生常關心你在種植技巧上的表現而更努力學習嗎？」中有 67 %
選擇「非常同意」，33% 選擇「同意」，沒有不同意的。
訪談紀錄 （ 略 ）
綜上所述，師傅生常鼓勵徒弟生，徒弟生也不想漏氣，想要模仿表現好的師傅，讓
自己上台表演時也能有更好的表現。
第八題「你認為參與本活動會幫助你在其他學科課程上的學習？中有 33 % 選擇「有
幫助」，67% 選擇「非常有幫助」。
訪談紀錄 （ 略 ）
綜上而論，大部分參加種植活動的學生必須先把自己的功課及其他的工作完成才能
去練習，也才能安心學習，因此必須有責任感。參與此活動的學生也把對自己的責任感
延伸到學習態度上，使學習效果更精進，也能培養品格力。

四、 推動食農教育，透過活動與教學型塑良善品格力
研究者從規劃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的研究從食農教學設計、品格教育相關活動及
同儕師徒制在經過一學期的推動後，以「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透過
自我檢核及教師檢核，加以分析說明。
（ 一 ）學生行為檢核表
根據學生及教師填答檢核表之相關資料與訪談、品格教學紀錄及研究者等觀點，整
理於下列各表：
表 6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誠實）因篇幅有限（略）
由表 6 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誠實的意義」、「能真心善待別人」、「能於承認
自己的錯誤」，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84%，未達成有 36%，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格活
動能讓學生了解誠實的涵義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而教師也有 84% 認同自己的孩子
能夠表現誠實的品格內涵。也能在生活中去做。
訪談紀錄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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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省思
M1: 幫別人的忙。
E2 : 我可以了解誠實的意義，但是有一點未達成，就是不說謊。
M3: 我覺得誠實可以幫助別人，遇到有人有困難會面對挑戰。
E3 : 我會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食農教學、品格相關活
動、植物繪本及同儕師徒制中讓學生明瞭誠實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實踐層面中的「會完成與他人約定的事」、「會主動歸還不屬於我的東西」、
「會光明
正大面對挑戰」、「會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行為」、「不說謊，說實話」，平均自我檢核達
成有 70%，未達成有 30%；教師檢核達到 65%，未達成 35%，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
格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誠實品格內涵是有具體的成效。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E2 : 我覺得我自己行為、態度有許多要改的地方，像是種苗的時候，我忘了去澆水讓菜
枯了，我嚇了一跳，這樣是很不應該，就和同學討論之後慢慢面對事情。
M3 : 別人沒有說你可以拿東西時，就不要去亂翻動別人的東西。
表 7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尊重）因篇幅有限（略）
由表 7 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尊重的意義」、「能了解為什麼要對人尊重」
、
「能知道甚麼樣的行為是尊重」，自我檢核達成有 84%，未達成有 16%；教師檢核達到
84%，未達成 16%，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尊重的涵義。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2 : 做一學期的種植課程，常常會有不同的菜可以讓我們帶回家或者在學校利用午餐時
間讓廚房阿姨煮給大家分享，我發現原來我們在這樣的過程中把原來自己很不敢表
現的情感變成願意和別人說聲謝謝，說聲對不起。
E2 : 如果我們不懂得反省，那就無法成長。每一個人都要懂得反省，也會改進自己的缺
點，我們要懂得反省也要從中去學會尊重他人。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品格活動及食農教學中讓
學生明瞭尊重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實踐層面中的「請別人幫忙時要說〝請〞
〝謝謝〞」、
「做出影響別人的事情時要說〝對
不起〞」、「發問時要舉手，獲得同意時才能發言」、「看到師長要主動問好」、「別人發言
時要專心聆聽」，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83%，未達成有 17%；教師檢核達到 83%，未達
成 17%，代表透過品格活動及食農教學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尊重內涵是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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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2 : 有時候，我會嘲笑那些可憐的人，但後來仔細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些可憐的人，
我被別人嘲笑，我心裡的感受也一定不太好，因為我也不想變成這樣，這也不是我
願意的！所以從今以後我也一定不會再嘲笑他人或欺負他人。
E1 : 尊重是甚麼？這個問題盤旋在我心中許久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我
似乎找到答案，能夠仔細聆聽別人的發言也是尊重，能瞭解並欣賞每個人的特性也
是一種尊重的方法，但我卻因為很急所以無法每次都能仔細聆聽他人的發言，我真
該好好的檢討自己。
表 8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關懷）因篇幅有限（略）
由 8 表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關懷的意義」、「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能
體諒別人的不方便的時候」，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7%，未達成有 23%；教師檢核達到
70%，未達成 30%，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關懷的涵義。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2 : 平常應該多關心弱勢的人，也可以幫幫家裡比較困難的同學。
E2 : 在吃煮好的菜時，有的同學會不好意思，我應該幫他分菜，才能真正關心到他。
M3 : 我覺得關懷是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人。
E3 : 我知道關懷，因為我會體諒朋友不舒服的時候，會照顧他。
由上面的統計和訪談紀錄中及學生自我省思中可以知道，品格相關活動及食農教學
中讓學生明瞭關懷對自已和他人都是很重要的。
實踐層面中的「會愛護自己的身體，不讓身體受傷害」、「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
學習讓他們開心」、「會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會主動關心老師、同學和家
人」、「會愛護動物、環境，節約能源」，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4%，未達成有 26%；教
師檢核達到 73%，未達成 27%，代表透過品格食農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關懷
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E2 : 我在檢菜園裡的小石頭，讓菜能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剛開始有點煩，但慢慢的我會
小心並且更珍惜有這樣的環境讓自己能接近大自然。
M1 : 看到其他年級同學跟我們一起做真的有些感動。想想真的很需要我們對她的關懷，
希望我們能有更多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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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合作）因篇幅有限（略）
由表 9 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合作的意義」、「能服從多數人的意見」、「能共
享團隊的榮譽」，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1%，未達成有 29%；教師檢核達到 78%，未達
成 22%，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合作的涵義；而教師也有 7% 認同
自己的孩子能夠表現合作品格。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E1 : 我覺得合作可以獲得成功的經驗，也可以讓我們團結一起做事。
E2 : 合作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做，例如 : 拔河比賽、躲避球、足球。
E3 : 我覺得合作是一個正義、勇敢的事情，能和家人同學一起做家事或其他事情。
實踐層面中的「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包容別人的缺點」、「能合力完成工作」、
「做事
情時能為團隊貢獻力量」、「能和家人一起做家事」、「能和同學一起遊戲」，平均自我檢
核達成有 80%，未達成有 20%；教師檢核達到 79%，未達成 21%，代表透過品格食農
教學及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合作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2 : 當我們要去做農事的時候，常會有同學沒有帶要用的用具，像我就常常會發生這樣
的事情，後來老師就請班上的同學提醒我，這樣之後我就能夠記得也會和同學合
作。
M3 : 因為班上同學有人體力較好，有人比較細心好，也有人原來就會重，而老師把我們
分組後讓表現好的同學教比較不會的同學，最後大家都變好了這就是合作的好表
現。
表 10 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學生行為檢核表（感恩）因篇幅有限（略）
由表 10 可以得知，認知層面「能了解感恩的意義」、「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能
感謝別人的幫忙」，平均自我檢核達成有 77%，未達成有 23%；教師檢核達到 77%，未
達成 23%，代表透過食農教學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了解感恩的涵義；而教師也有 77%
認同自己的學生能夠表現感恩品格。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3: 我覺得感恩是謝謝人，也是對人的感激。
M1: 感恩是真誠回報其他的同學及家人，我常常跟大人說謝謝。
E2: 我覺得感恩是一個很感謝的話，會常常說謝謝您。
E1: 我懂得感恩，因為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所以該知足，也該把握這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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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感恩是目前的學生較缺乏的，在省思上可以發現學生透過品格活動及食
農教育都能看見自己的缺失，也能改變自己成為品性更好的人。
實踐層面中的「會常常說謝謝」、「會體諒父母的辛勞，努力學習讓他們開心」、
「會
主動幫忙師長以及需要幫忙的人」、「珍惜眼前的生活」、「真誠回報他人的協助」，平均
自我檢核達成有 74%，未達成有 26%；教師檢核達到 74%，未達成 26%，代表透過品
格活動及品格活動能讓學生在實踐品格感恩內涵是有所增長。
訪談紀錄 （ 略 ）
學生自我省思
M3：我和同學彼此之間會多說謝謝。
E2：現在我比較會珍惜和弟弟相處，也會多教他功課，希望他能夠越來越好。

陸、 結論與省思
一、 結論
（ 一 ）打造食農環境，營造學習飲食素養，成為學生受用一生的能力
研究者透過「營造學校農事環境量表」以「提供資源、鼓勵閱讀」的滿意度最高；再
次以「學校農事環境的營造」甚為滿意；但在教師「分享學習、鼓勵創作」上仍需要多努
力。綜上所述學校在營造學校農事環境的整體營造上深獲學生的喜愛也對學生農事種植
動機有所提升。
（ 二 ）從食農教育活動中，累積孩子品格能量
1. 透過種植課程中，強調「親手做」的體驗從入門、初階、進階，讓學生從栽培作
物學到的事，讓學生從中學到誠實、尊重、關懷、合作、感恩的品格價值，擁
有選食力拒絕當吃的文盲。
2. 透過品嘗活動中，讓學生自己種菜收成之後成為午餐的加菜，也能將所種的菜
帶回家與家人共同分享。透過親子餐桌經營，從備料到烹煮都讓孩子參與培養
孩子和食材的感情，並透過這些歷程更具感恩的心。
（ 三 ）同儕師徒制結合品格教育核心價值之實施歷程
1. 同儕師徒制有助於食農教學策略的提升
（1）食農種植的訓練常因時之間與人力不足，使老師在較難動作的教導上深具
困難，運用一對一配對的師傅生指導徒弟生的方式，可以協助徒弟生融入
食農的教學活動，加速練習成效也能讓師徒有機會多練習，增加老師的教
學成效，降低學生的學習壓力，型塑快樂無壓的教學策略。
（2）師傅生的選擇應考量師傅的能力與個性，配對時應考慮師徒雙方的性格差
異、學業成績、學習態度、本身興趣和種植經驗等考慮，使師徒配對有更
好效果。
2. 歷經同儕師徒制活動後使師傅與徒弟的品格教育與學習態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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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剛開始因師徒彼此不熟悉，隨著練習次數增加，透過徒弟生參與同儕師徒
制的感受與改變可見情形良好，自主學習的現象也增加。
（2）透過「徒弟生性格和行為量表」前測及後測的資料統計中可以得知徒弟變
的開朗自信、社交技巧進步、減少焦慮、憂慮等情形，並對食農的相關活
動深表興趣。
（3）擔任師傅生的過程中，習得助人為快樂之本，運用溝通技巧，拉近與徒弟
生間的距離，培養責任感體現自我價值。
在整個品格活動的實施過程中，結合了食農教育及品格活動，透過對師生、家人的
品嘗過程中，學生能夠清楚自己身邊能夠珍惜的人事物，並透過此活動而激發出「施比
受更有福」的愛鄉又愛土飲食涵養，更加珍視所處的生活環境。
（ 四 ）品格教學融入食農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歷程
研究者在品格教學活動中分析所得的結果，並配合食農教育教學中發現在一學期的
實施過程中獲得：
1. 提高品格教育實施的成效
利用綜合活動時間舉行「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的活動，讓參與該研究
的學生在不知不覺就能融入食農中所欲表達之品格教育核心價值意涵中，也能
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敬天謝人」的飲食素養，足見品格教育已於無形中融入學
生的生活中。
2. 善用品格核心價值，利用品德牆建立共識
在學校的走廊廊道上都使用品格核心價值之德目之內容，讓全校的師生都
能擁有相同品格教育的中心德目，在本研究的五個德目都能讓學生利用平板掃
描 QR code，獲得相關的品格小故事及相關資訊，讓學生也能獲得境教的成效。
也在品格牆上展示學校的品德中心德目以達到境教之效益。

二、 建議
（一）食農教育是為特色課程，如能編撰出一張 1-6 年級統整表格，課程會更具一貫性，
讓學生從低中高年級分階段讓學生的學習會較具成效更有層次性。
（二）結合社區文化讓學生對在地食材有更多的認識，如能有當地有農事經驗協助學生
學習，使學生的學習更落實。
（三）品格教育的學習範圍十分廣闊及多元，而其功效難能在短期間中顯現。教師要在
品格教育教學中應用多元的學習方式，方能獲得教學的效益，如能將品格教育與
學校本位課程相結合，必能使品格教育之效果更彰顯。
（四）品格教育及食農教育在實施過程中，常常缺乏一些設施或書籍，不知學校行政方
面是否有相關經費支援或如何申請 ?
（五）教師自我增能，重視品格教育的策略
在偏鄉小校的環境中，教師要扮演變革角色，教師圖像的翻轉是一重要課
題。基於本研究對品格教育的探討，可以發現，品格教育的歷程不單以上對下的
教育方式，且應以身教的方式為楷模學習。因此，教師不僅要增進自身的品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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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力及教學策略，更須增進自身的品格素養。教師更應建立學生「好品格是
人生中重要的課題」。
（六）對本研究的省思
本研究只對校內有關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學、品格相關活動、品嘗活動、繪
本及品德牆的 OR code 對學生品格的提升之內容為研究，其食農教學的內容安排
大多以研究者單方面的安排為主，在繁忙的行政壓力之下及教學時間較為短促，
往往都只求達成所欲研究的內容速成而忽略學生的所見所感，因此，研究者反省
在該研究中如果能先有更有廣度的活動安排及更有深度的課程設計，讓不同年級
層的學生都可以設計不同的繪本教學或其他不同的品格教育活動及食農教育課
程。方能激盪出更合適的不同學生的品格教育活動；並可嘗試對不同班級學生之
品格教育德目的需求及行為檢核表符合不同階段的品格教育相關活動以利不同階
段學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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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掃廁服務融入品德教育
之研究∼以五年級學生為例
大肚國小

廖珮辰主任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科技日新月異、價值多元、民主自由開放的新時代中，整體社會面對快速變遷的
情勢，卻也同時衍生出傳統與現代、科技與人文，以及本土與國際等若干議題的矛盾、
衝突或失調，並導致原有價值系統解體與社會規範失序等若干現象（教育部，2006）。研
究者所處學校為一鄉鎮中型學校，校區之新移民、隔代教養與雙薪家庭的數量有逐年上
升之趨勢，家庭功能日漸萎縮，大眾傳播媒體所帶來的資訊，已對學生的思想與行為造
成負面影響。
我國於近幾年大力推行品德教育，因其非七大領域學習的一環，因此以融入課程或
機會教育等方式進行。透過教育，學生能瞭解行為的對錯，足見其有基本之道德認知能
力，但卻未能顯著見到學生將認知之品格價值觀念與道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在研究場
域中此現象亦然。透過觀察，研究者發現多數學生在使用學校公用廁所時，對於設備的
愛惜與整潔維護的態度與行為表現不足，對於完成自己的工作與對待事物的負責任表現
更是不足。由此可見，學生的品格道德認知與行為表現尚有一段差距。
研究場域中，研究者發現分配到掃廁所的學生在打掃時常以敷衍草率的態度完成工
作，且對於打掃區域及用具的維護未具負責的態度，並認為掃廁所是麻煩且不衛生的工
作。因此，研究者欲透過學生在校園中視為最髒亂但卻必須使用之廁所打掃與美化活動
為課程設計主軸，讓學生藉由實際動手體驗中，養成負責任的態度與行為。期以透過活
動過程中成就感與自我價值的建立，塑造學生良好的品格與道德行為。

二、 研究目的
（一）探討學生在體驗廁所整潔美化活動時的表現與想法。
（二）探討透過教學活動，學生於負責任之品格內涵的表現情形。

三、 研究問題
（一）了解學生在體驗廁所整潔美化活動時的感受與行為表現如何？
（二）探討運用掃廁所之服務體驗引導學生在負責任之品格信念與行為的表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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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名詞釋義
（一）品德教育
為促進社會與個人所有良好認知與行為，所組成的教學活動，透過品德教育
的教學活動，在認知、情意與行為三方面形塑個人的正確習慣與態度。
（二）服務體驗
學習者透過服務的方式與態度，直接與正在學習的事物接觸，並由此獲得意
義，增進能用於日後新情境的經驗與技能。

貳、 文獻探討
一、 品德教育
（ 一 ）品德教育定義
關於品德教育，許多專家學者提出相關的定義如表 1：
表1
學者年代
Lickona（1993）

Vessel& Boyd（1996）

品德教育定義（研究者自編）
品德教育的定義

品格必須包括道德的認知、情意、行為等三個層面，而良好的品格是
要能瞭解善、欲求善、行善，學校必須幫助學生瞭解核心價值、接納
與承擔道德規範、將道德規範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促進社會個人責任及良好品格之特質，道德教育的價值。

Rusnak& Ribich（1997） 一種為所有孩童所有教育而組成的教學活動，教予生活所需、具貢獻
以及社區興趣之價值觀。
Otten（2000）
品德教育應具多元意義，主要包括道德認知發展、社會及情緒學習、
生活技巧教育、健康教育、衝突解決等方面，是個人成長中經過教育
與學習而改變的歷程。
Eggen（2001）

品格教育強調傳遞道德價值，如誠實、公民責任，並將這些價值轉換
成品格特質其行為更重視價值中立，強調學生
道德推理之發展。

黃德祥（2003）

品德教育就是教育學生使之知善、期望善，以及行善、表現良好行
為，並內化成習性的歷程，也是增進學生良好個人特質，使之知善、
愛善、樂善的教育。

李素貞、蔡金鈴
（2004） 品格教育是一種藉由教與學的過程來促進個人發展倫理責任與關懷情
操的教育活動，其主要功用在於教導學生重要的核心倫理價值，營造
關懷、誠信、責任與互相尊重的人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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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乙琳（2005）

品德教育是教導人學習之所以為「 人 」的教育，著重於一顆關愛、尊
重的心，進而養成「 知善 」、「 樂善 」、「 行善 」的心靈表徵。

黃信諺（2005）

品德教育為個人的成長中，對其正確習慣、態度的形塑過程。

簡錫昌（2005）

認為品德教育是透過師生互動、視野交流，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在平時
的日常生活中。

校園掃廁服務融入品德教育之研究∼以五年級學生為例

由表 1 之定義可知品德教育為促進社會與個人所有良好認知與行為，所組成的教學
活動，透過品德教育的教學活動，在認知、情意與行為三方面形塑個人的正確習慣與態
度。
（ 二 ）品德教育內涵
Lickona（1991）認為品德教育內涵包含認知、情感、行動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且
人必須具備十項基本美德：智慧、正義、剛毅、克己、大愛、積極態度、勤奮、誠正、
感恩、謙恭；Gibbs & Earley（1994）提出十種的核心價值：同情、彬彬有禮、公正不阿、
誠實無欺、仁慈善良、忠誠、堅忍不拔、尊重、負責任等。優良的品格教育需以尊敬、
責任、誠實、關懷、自律、信賴、公平、公民、勇氣、堅忍、忠誠等核心觀念為基礎
（美國品格教育協會，2003）。Berger（1996）指出 Locust Valley 小學實施的價值背包，包
含九大核心倫理價值：誠實正直、相互尊重、彬彬有禮、自我訓練、悲天憫人、寬容雅
量、熱愛學習、重視教育、負責任感。蔡孟錡（2005）提出品德教育的構成要素包含（1）
認知：覺知、價值認知、瞭解別人的觀點、道德性、做決定、自我認知；
（2）情感：良知、
自我尊重、同理心、渴望美德、自我控制、謙虛自持；（3）實踐：能力、意志、習慣。
綜合以上所述，品德教育內涵涵蓋多種核心價值，本研究因應研究現況及運用掃廁
服務體驗之行動策略設計，主要希望學生透過掃廁與美化活動的服務活動過程中，體會
對自己行為與工作負責的態度。因此，研究主要探討負責任的品德內涵。
「 品 格 法 庭 」歸 結 出 的 六 個 品 格 標 準 則 包 括 可 信 賴 的（trustworthiness）、 尊 重
（respect）
、責任（responsibility）
、公正（fairness）
、有愛心（caring）
、公民責任（citizenship）
（Character courts, 2003）。其中責任是做自己應當做的事；堅持、保持嘗試精神；做事總
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能自我控制；能自我管理；行動前先思考、考慮後果；為自己的
選擇負責。公民責任：盡力使學校或社區變得更美好；合作；能盡國民的義務；成為一
位好鄰居；遵循法律及規則；尊敬權威；保護環境。
CEP（2003）指出品德教育需包含認知、情意與實踐等多元面向；陳廷楷（2005）也
認為品德教育的內涵除考量孩子的身心發展原則外，另應著重認知、情意、實踐三個構
成層面；李琪明（2004）提出品德教育是兼顧知善、樂善、行善等多現象教育歷程與結
果。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校園掃廁服務體驗活動在品德教育實施中，對學生信
念與行為的影響。
（ 三 ）品德教育實施策略
教師在進行學校道德教育時，應將其授課內容與學生真實生活經驗相結合。使學生
能經由意義理解與情境學習，達成有意義之道德學習目標，並進一步因「真知」而後「願
行」，產生具體道德實踐行為（江謝麗雪，2002）。李素貞與蔡金鈴（2004）提出品格教育
實踐的策略之一為利他的社會行為推動，除了學校之外，社區、家庭亦是良好的實施場
域，藉由社區服務賦予學生實現與練習利他的社會行為的機會，以增強學生的信念與價
值。黃信諺（2005）指出落實品格教育可從「境教」、「身教」、「言教」三大方向著手，其
中境教為佈置環境、實施境教：環境的整齊、清潔，可以在無形之中涵養學童的性情，
塑造良好的品格。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瑞安也提出了「品格教育」的教學模式，完
整呈現出其實施的具體過程，包含 5E（羅瑞玉，2005；李珀，2005；李秀俐，2005；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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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琳，2005），內容涵蓋典範、解釋、勸勉、環境與體驗。羅瑞玉（2005）認為品格教育
教學策略主要是在實踐、體驗、省思活動方面。黃冠瑛（2008）提出可運用社區服務學
習的方式，讓兒童學習助人的精神及技巧，體驗學習，透過不斷的互動過程中，強化兒
童關懷實踐的能力。
由上可知，運用環境服務之體驗學習，透過與他人合作互動之歷程，能夠養成對自
己的工作能有負責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校園廁所打掃與美化的體驗服務
活動，探討學生在品德教育的負責任內涵的價值信念與行為表現情形。
本研究運用 5E 的教學模式進行教學課程設計，5E 內容涵蓋典範、解釋、勸勉、環
境與體驗。茲將內容說明如下：
1. 典範：老師成為道德示範者，並在課堂上介紹歷史、文學或現實社會裡值得學
習的英雄或人物典範。本研究運用影片範例，呈現學生可學習之典範實例。
2. 解釋：要與學生真誠對話，來解除他們的疑惑並啟發他們的道德認知。在本研
究中運用課程時間與各種機會，與學生溝通並啟發其責任感。
3. 勸勉：從感情上激發學生的良善動機，鼓勵他們的道德勇氣。
4. 環境：營造一個讓學生感受到彼此尊重與合作的環境。本研究透過廁所美化活
動過程的如廁環境改變，讓學生感受自己的責任實踐帶給他人的舒服感受。
5. 體驗：安排校內外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讓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自己對別
人或社會有所貢獻。透過課程進行中的參與，讓學生親身體驗負負責的成就感
及對他人的貢獻。
（ 四 ）品德教育相關理論
研究者整理各專家學者提出之學童發展階段，呈現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發展階段如
下表：
Kohlberg（1958）
道德發展理論

Piaget 兒童道德判斷
的發展

道德循規期（ 十一∼十三歲 ）：此時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尋
求認可導向，此階段的道德發展特色為跟從社會大眾的要求，認可同
儕或成人的行為，努力維持良好的形象，並期盼得到別人的讚許。第
二階段：順從權威導向，此階段的發展特色是個人具有盡責、尊重權
威和為道德制度及秩序普遍維護的導向；相信好人有好報，惡有惡報
的因果報應；為社會安寧而維持秩序。
自 律 階 段（ 八 ∼ 九 歲 以 上 ）： 此 階 段 的 道 德 性 逐 漸 成 熟 開 始 進 入
「 自律 」的時期，不再盲目地接受權威，能設想他人的立場，不再採
絕對論，對於各種規範會選擇地接受，並從動機來判斷行為的好壞，
主張對違反規範的行為者施予較輕的處罰，不再以事件的結果去判斷
是非，而能考慮到行為的動機。

二、 體驗學習
杜威（1938）提出「由做中學」的經驗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經驗不斷的改造與重組
之歷程，主張將各種經驗融入傳統之教育型態中，並提出一套系統之經驗學習的方法，
奠定了體驗學習之里程碑。體驗學習的過程是從具體的活動出發，以提供學習者對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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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物 的 直 接 學 習 經 驗， 及 從 事 某 主 題 的 一 個 活 動 情 境， 然 後 透 過 省 思（reflectingwhat），接著予以普遍化和抽象化（generalizing and abstracting-so what），最後而至學習
移轉（transfer-now what），這種過程是不斷持續循環發展的。經驗移轉是經驗學習的核
心，可以透過學習程序、學習角色、學習行為與反思回饋來達成（何英奇，2001）。
李坤崇（2001）認為：體驗係指在真實情境，與環境的種種事物接觸而產生的經驗。
體驗學習係教師引導學生體驗大自然，參與社會服務，實地進行調查、訪問、參觀與實
驗，實際進行討論或發表，設計與生產工藝品，以及進行生產活動等真實活動，並經由
實踐、體驗、省思與分享，以覺察活動意義與達成學習目標。歐用生（2001）指出，「所
謂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是學習者直接與正在學習的事物接觸，並由此獲得意
義，增進洞見，以便經驗用於以後的新情境，觀摩、實作、模擬、角色扮演等均屬之。
本研究運用校園廁所打掃與美化之活動，讓學生透過服務體驗方式，瞭解清潔人員
的辛勞，並學會尊重他人，且透過討論與省思使用廁所的人的行為，並藉由工作完成的
過程養成學生負責的品德。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流程
研究者以學校本位課程之校園環境為課程發展主軸，進行打掃廁所之體驗學習課程
設計。課程進行以具結構性之體驗探索引導學生學習，並運用鷹架理論合作學習等相關
學習理論進行輔助與驗證。讓學生透過完整的課程體驗，與同儕的互助力量建構自己道
德價值的認知，並經由環境維護的過程，覺察自己對所處環境的情懷與凝聚力，以提升
自己在品格價值層面的思考能力與行為表現之落實。研究者根據 Somekh（1995）
「找尋
起點」→「澄清情境」→「發展行動策略與行動」→「資料蒐集與分析」→「公開呈現與溝
通」的行動研究歷程，進行打掃廁所之體驗學習課程。

二、 研究期程
本研究進行時間為一學期，自九十八年一月起，迄九十八年六月止。教學行動則於
九十八年四月進行。

三、 研究者與研究對象
（ 一 ）研究場域
研究場域為橫山鄉內一所中型學校，學校共有 17 班。因地處鄉鎮，人口外流影響
下，隔代教養單親家庭與新移民家庭有日益增多之趨勢，家庭功能效益日漸式微。放學
後，學生常處於無人看管之環境，容易接觸不良資訊，因此思想行為易出現偏差。經觀
察並訪談學校教師後，了解雖課堂上一再宣導品德教育，但學生在品德表現上，對他人
與環境的關懷表現成效並不顯著，對自己行事與對待他人及環境的責任感較為低落。因
此，更加強了研究者欲進行品德育相關研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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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部分課程實施場所為研究場域中的公共廁所，本校廁所共有 10 間，其中
有兩間已老舊不堪使用，但建築結構尚存，因此學生對於廁所整體觀感印象較差。
（ 二 ）研究者
研究者於小學任教八年，此八年皆任教於本研究之研究場域。任教期間擔任過班級
導師，目前為科任教師兼任學校衛生輔導組長一職。研究者在學校教生活、自然與健康
等領域課程。
研究場域為中型學校，因此未有輔導室，基於處室考量，將衛生與輔導併為同一
組，研究者身為衛輔組長，除兼顧校園環境與健康促進教育議題外，尚需兼辦輔導業務
與教育活動。在辦理業務之餘，常思索如何有效提升校園整潔程度，又能不影響原本之
課程結構，因此嘗試將每天必須之校園打掃活動融入課程中，由學生品德教育建立之基
本做起，期許透過學生對生活環境之維護，提升自我責任感。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的角色
為課程設計者與觀察者角色，並商請該班教師為協同教師，輔助教學設計與教學，與擔
任觀察者角色，以期能客觀驗證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新竹縣品德國小（化名）九十八學年度五年級學生。研究對象在本
學期分配到校園廁所的打掃工作，研究者巡視校園時，常見打掃的學生在廁所外聊天，
而廁所內的牆壁及便桶上有汙垢未清，詢問學生後， 學生常表示是別人在使用時未能愛
護的關係，因此廁所才會髒亂。研究場域落實從一到六年級學生每天皆必須完成自己的
打掃工作，研究對象能運用清潔工具進行打掃活動，研究者因而確認打掃技能不會成為
本研究實施困難點。

四、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掃廁美化教學設計」、「品德訪談表」、「教師教學觀察紀
錄表」與「學生訪談紀錄表」輔助資料之搜集與分析。茲分述說明如下：
（ 一 ）掃廁美化教學設計
研究者以學校本位發展課程之校園環境為課程延伸內容，以校園廁所環境之打掃與
美化為主軸進行體驗課程設計。研究對象對校園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了解，且打掃
工作為每天必須完成事項，因此具備使用打掃工具清潔之技能。研究者結合打掃廁所之
例行事項進行美化活動，藉以融入品德教育之課程設計。研究者運用影片引導學生對自
己所處之生活環境護的情感啟發，透過設計廁所美化藍圖建立學生對廁所的認知與觀
感，並由實際體驗清潔與美化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公共道德感與個人服務價值觀，並
透過最後學生的親自宣導解說及投票回饋，增強學生落實道德行為的意願與使命感。
研究者運用美國波士頓大學倫理學與人格發展中心建置之網站中，強調品格教育內
化到人格中需要的認知、領悟、行動與反思等四個環節，並結合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
家瑞安提出的「品格教育」的教學模式，內容涵蓋典範、解釋、勸勉、環境與體驗等，
設計本研究之課程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研究之教學設計如表 2 所示。本研究在第四節
研究歷程分析研究問題之學生在體驗廁所整潔美化活動時，從透過從典範、環境與體驗
等三個模式的課程時學生的感受與表現資料蒐集，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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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學
單元

典
反

校園掃廁服務體驗融入品德教育課程設計
校園掃廁服務體驗融入品德教育課程

教學活動
一、教師提問
掃廁所及使用廁所的經驗與觀感
對別人掃廁所及使用廁所的想法觀感
二、影片賞析
「 康樂國小五星級廁所 」影片
三、賞析分享
引導學生分享對影片的想法
引導學生思索現處場域的改善與感受

研究重點
1. 品德認知：
• 研究場域環境探討與覺知
2. 品德教育引導：康樂國小的作法
優缺點用意
3. 情感展現：
• 激發學生環境維護責任感

一、廁所打掃影片欣賞廁所打掃教學影片。 1. 品德信念
二、美化清潔設計
激發實踐自我責任
學生討論美化設計的內容與設計用意， 2. 行為發展：
• 期許他人能做到的事
清潔打掃的方式
• 自己能做到的改變
三、材料運用
• 設計的理念與想法
討論材料的運用與永續性
（與環境關係）
1. 品德信念：
一、廁所清潔
• 服務體驗的想法認知
二、廁所美化與彩繪體驗
2. 美化行為
三、活動時行為分享討論
• 負責的表現
四、體驗後分享
一、討論解說方式
二、進行全校參觀之發表解說
三、發表成果展現
四、分享回饋與省思

1. 品德信念增強
2. 成果展現之成就價值
3. 負責行為之延續性

模式

典範
解釋
勸勉

勸勉
環境

環境
體驗
典範
解釋
勸勉
環境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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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品德訪談表
由研究者參照余青霞與葉玉珠（2008）編制之品格信念量與品格行為量表之責任層
面題項後，與協同教師共同擬定品德訪談表，經由專家審查題項後，確認其具有專家效
度。訪談表內容分為信念與行為等二層面，運用半結構訪談方式了解活動前與活動後學
生在品德學習方面的差異性。
（ 三 ）教師教學觀察紀錄
除了研究者自己觀察及紀錄課程進行情形外，並商請該班教師填寫教學觀察記錄，
以記錄學生表現情形。使用有觀察重點分項的表格，紀錄活動時的重點觀察，內容設計
以學生在品德方面的信念與行為表現為主要觀察重點，並記錄體驗課程實施之省思與建
議。
（ 四 ）學生學習回饋問卷
研究者運用學生學習回饋問卷了解學生對參與活動的想法與價值觀感。透過問卷之
實施輔助質性資料的搜集與分析，以便多方驗證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與研究目的。

五、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運用最常見之效度檢核方法，即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透過方法、資
料、分析者與理論驗證，及其間交叉檢證與辨證對話，讓研究結果更具效度。

肆、 研究歷程與討論
為方便研究歷程之探討與學生表現觀察，在進行課程前，先分析學生平時打掃廁所
之行為表現，將打掃過廁所的學生做異質性分組，以便課程實施時進行觀察。

一、 學生特質分析
（ 一 ）負責程度表現分組
表3
組別

打掃表現

學生負責程度表現分組表
學生

人數

1

強（ 負

責）

S06、S12、S16、S18、S19、S24、S25

7

2

可（ 尚

可）

S08、S10、S15、S20、S23

5

3

弱（ 不負責 ）

S20、S03、S04、S05、S7、S9、S13、S14、S17

9

（ 二 ）分組說明
研究者與該班的班級導師將這學年有打掃過廁所的學生，根據其平時表現分為負
責、尚可、不負責等三組，分別以強、可、弱代號代替，以便了解不同品德表現的學
生，在進行服務體驗活動後，對負責任之品德內涵的信念與行為是否有所差異。
1. 強組別：
S06 工作都能完成，打掃時工具不適用還會主動要求更換。
S12 認真，工作時會打小報告，看不順眼會跟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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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6 非常認真，可以帶動整間廁所的人完成工作。
S18 做事還算認真，會請別人協助自己不會的事。
S19 能安靜且默默完成所有交代的工作。
S24 會靜靜的完成工作。
S25 能完成交代的工作，偶爾心血來潮，會做非自己分內的工作。
由上述可知此組別的學生能自己完成工作，對分內的工作具備責任感，符
合品格法庭中責任品格標準：做自己應當做的事做事，能自我控制與管理。
2. 可組別：
S08 老師在或有時髒才會掃，不髒會與他人聊天
S10 說什麼才做什麼，有人起鬨就一起玩
S15 老師看到才做，沒看到就隨便掃
S20 平時工作尚可，但面對髒以及臭味汙垢，有時會拖好幾天才刷完
S23 別人請他做，他才默默的完成
由上述可知此組別的學生尚在 Kohlberg（1958）所提出的道德循規期第一階
段，跟從社會要求，認同同儕行為。老師或同儕要求，才會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並完成。若權威性象徵不在，則責任感展現不足。
3. 弱組別：
S02 能偷就偷懶，老師沒看到根本不掃
S03 邊玩邊打掃，掃了還是髒的
S04 老師沒看到根本不掃，指導其掃地方法後，還是隨意掃
S05 打掃雜亂無章，刷子隨便揮一揮，還留有垃圾及汙垢
S07 邊掃邊玩，會拿刷子噴水，垃圾桶有 7 桶他會倒七次
S09 遲到常沒掃
S13 不會刷坐式馬桶，地板有垃圾還覺得乾淨
S14 走路很慢，走到廁所時常超過打掃時間。偶爾會指揮別人打掃，
自己掃地慢
S17 打掃時隨意掃，常跟同學說個不停
由上述可知此組別的學生對於打掃的工作缺乏責任感，因此常以隨意與敷
衍的行事與態度表現完成工作。

二、 服務體驗活動實施探討
本節依據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瑞安提出的「品格教育」教學模式，並配合活動
設計與研究目的，透過典範、環境與體驗等三個教學模式設計的內容，探討學生在體驗
廁所整潔美化活動時的行為表現與感受。
（ 一 ）典範－康樂國小影片
透過半結構性訪談問題，蒐集並分析學生觀賞典範影片的感受：
1. 你認為康樂國小的廁所打掃得如何？
強組的七位同學皆認為很乾淨；可組的同學認為很乾淨，其中 S20 認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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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五星級飯店的廁所；弱組的同學認為很乾淨，S04 認為是五星級的廁所。由
學生的反應可以知道康樂國小的廁所給學生的感覺是乾淨的，因此足以成為課
堂教學的典範實例。
2. 你認為康樂國小同學掃廁所時的表現如何？
多數學生認為他們很認真、很負責、很厲害、表現得很好；S20 認為非常
棒而且很會打掃；S08 認為他們很強；S07 認為他們掃廁所時很高興。三組學生
皆認為康樂國小的學生打掃時表現得很負責且認真，對於影片中的行為與態度
表現出肯定的想法。
3. 康樂國小的廁所很乾淨是誰的功勞？為什麼？
多數學生認為全校每位師生的功勞，因為大家要一起維護。
S06：全校，因為他們有好好使用。
S25：大家，因為上廁所的人有好好維護。
部分學生認為是打掃學生的功勞，因為他們有認真打掃。
S16：學生，因為他們打掃得很乾淨。
S13：學生，因為是他們掃的。
S03：高年級學生，因為有責任。
其中有一位學生認為是老師或校長的功勞：
S24：是老師和校長的功勞，如果不是他們，學生也不會打掃得這麼
乾淨。
4. 你覺得你們班的廁所打掃得乾淨嗎？為什麼？
多數學生認為不乾淨，因為打掃的人不認真、使用的人不愛惜等。
S06：不乾淨，因為使用的人沒有好好愛惜。
S12：不乾淨，因為沒有很認真的在掃。
S20：做得還不夠好，因為有些地方都刷不掉，而且還會有一些臭味。
S15：很不乾淨，因為有多人不珍惜。
有六位學生認為很乾淨，因為有認真打掃，較少人使用不易髒等。
S16：很乾淨，因為大家掃得很認真。
S24：乾淨，因為沒有臭味。
S25：乾淨，因為大家都很認真的掃。
S23：乾淨，因為很少人會去那裏上廁所。
S08：乾淨，因為我掃得有一點認真。
三位學生認為尚可。
S19：還好，因為有時候會髒，有時不會。
S17：還好，因為有些地方沒有掃乾淨。
S03：還好，因為都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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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覺得你們班的廁所可以跟康樂國小的一樣嗎？怎麼做？誰來做？
多數學生認為只要打掃認真，全校一起做就可以；一位學生認為不行，因
為打掃得不夠好。
S06：可以，只要好好使用，全校一起做。
S16：可以，努力認真去打掃，大家一起做。
S25：可以，認真做，大家一起來維護。
S20：一定可以，只要肯做肯打掃，每一位小朋友一定都可以打掃得
非常乾淨。
S10：不行，因為打掃得不夠好。
透過影片做課程活動之引導典範，多數學生對於康樂國小的環境與打掃及
使用廁所的學生負責表現持肯定態度。由以上呈現之訪談資料可瞭解，雖然多
數學生對於目前自己所負責打掃的廁所的乾淨程度持負面想法，但看過影片
後，認為只要認真負責還是可以做到如範例學校廁所的乾淨程度。由此可知，
透過典範影片與教學內容的解釋與勸勉，學生能將康樂國小的經驗與表現轉換
成自己的學習目標，並激發自己的責任感。
（ 二 ）環境－廁所環境分享
透過康樂國小廁所乾淨環境的感受與分享，討論研究場域的廁所環境給學生的感
受，運用半結構性訪談問題，蒐集並分析學生對學校廁所環境的感受：
1. 你認為康樂國小的學生喜不喜歡上廁所？為什麼？
每一位學生都認為康樂國小的學生喜歡上廁所，大多數表示是因為很乾
原因，S13 認為喜歡是因為像五星級廁所；S05 表示喜歡是因為廁所很美。
由此可知，學生對於康樂國小的廁所環境持正面肯定的態度。
2. 如果那間廁所在你們學校，打掃時你會表現得如何？
每位學生都認為自己會更認真，更負責的將廁所打掃乾淨。
3. 如果那間廁所在你們學校，上廁所時你的感受。
大多數學生表示會覺得好高興，因為很舒服；也有學生表示會好好維護；
S07 表示一下子就會變髒亂。
4. 你喜歡在你的學校上廁所嗎 ?
多數學生表示不喜歡；三位表示還可以；一位學生表示喜歡。
S18：不喜歡，因為很髒很臭。
S13：不喜歡，因為有時排泄物會在馬桶中沒沖掉。
S17：不喜歡，因為有些東西都被破壞。
S06：還可以，有時會不乾淨。
S20：還好，因為有時候很乾淨，有時候很髒。
S08：還好，蠻乾淨的。
S16：喜歡，因為打掃得非常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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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訪談內容可知，學生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廁所整潔度感受較差，學生較喜歡乾淨
舒服的如廁環境，若研究場域的廁所是乾淨整潔的，學生打掃時會更認真負責。
（ 三 ）體驗－動手過程
運用半結構性訪談問題，蒐集並分析學生在服務體驗活動實施時的表現與感受。
1. 廁所美化活動時，你認不認真？
多數學生表示自己很認真，有三位學生表示自己不認真。
S06：認真，因為很有趣。
S12：認真，因為不至廁所能讓廁所變乾淨。
S19：認真，因為我喜歡這個工作。
S20：我很認真，因為我想讓廁所更加漂亮、整潔。
S10：認真，這是我的工作。
S02：認真，因為我想拿高分。
S24：不認真，因為我在玩。
S17：不認真，因為有些人在玩，我會分心。
2. 因為廁所布置費心費力，所以使用廁所時你會更愛惜嗎？
全部學生均表示使用廁所時，自己會更加愛惜。
3. 看到作品被破壞，我的心情與想法？
學生均表示很生氣、難過，心情不好。
S12：我的心情很差，我的想法是把破壞的作品丟掉重做。
S16：很驚訝，因為貼得那麼漂亮，為什麼不去好好愛惜。
S19：心情很不好，我應該多注意是誰破壞的。
S25：很生氣，因為那是我們用心做的。
S20：心情很差，覺得這些人很低級，很可惡，很想痛扁他一頓。
4. 你在活動前跟活動後使用廁所有什麼不同？
多數學生表示要注意整潔、要愛惜等；S09 表示沒什麼不一樣。
S12：要保持乾淨。
S18：不要破壞作品。
S19：注意不要亂丟垃圾。
S15：衛生紙有沒有丟好在垃圾桶裡。
S08：上廁所要愛惜。
5. 這次的活動你學到什麼？
多數學生表示上廁所要更愛惜；有學生表示學到負責及打掃的方法；S23
表示自己上廁所時要更愛惜，而且功課都有交。
S06：我要愛惜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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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我原本打掃廁所很差，現在已經進步了，我學到要保持廁所乾
淨。
S18：愛惜廁所對自己或別人都好，更認真，掃得更努力。
S19：我學到做事要負責任。
S20：一定要好好愛惜，因為打掃得人很辛苦。
S17：學到負責的感覺，很有成就感。
S14：學到要負責。
S09：學到不能破壞環境。
透過美化廁所的動手體驗課程，多數學生看到作品被破壞皆有生氣難過的
感受，表示學生對於環境的感受及自己付出的努力感受度是強烈的。對於自己
辛苦布置完成的廁所，學生認為使用時要更加愛惜，且學生認為藉由課程實
施，自己學習到認真、負責及要愛護廁所。綜上所述，透過課程活動，能增強
學生對環境的感受程度及對環境維護與付出的責任感。

三、 負責任之品格內涵表現
（ 一 ）學生間互評
1. 美化活動時，你認為誰的表現好？為什麼？
表4
組別

強

可

弱

題1學生互評統計說明表

號碼
S06

票數
6

說 明
S12：有努力布置 S10：很認真

S12

1

S08：認真努力

S16

5

S18：很認真 S23：表現很好

S18

2

S20：一直幫忙布置

S19

2

S16：認真做事

S24

2

S24：認真打掃

S08

3

S13：很認真

S10

4

S06：很努力 S08：認真努力

S20

1

S16：認真貼東西

S23

1

S25：很認真

S02

1

S06：很認真

S13

1

S12：有努力布置

S14

1

S05：很乖

由表 4 中呈現資料可知，強組學生共有七位，其中有六位被評為表現良好
的學生；可組有五位，其中四位被評為表現良好；弱組有三位被評為表現良好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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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化活動時，你認為誰的表現不好？為什麼？
表5
組別

題2學生互評統計說明表

強

號碼
0

票數
0

0

可

S08

1

S18：在玩

S03

3

S06：在玩 S23：一直亂做

S04

8

S12：一直吵架 S20：在玩還打架

S07

9

S16：都在玩 S15：走來走去

S09

2

S19：在玩 S23：一直亂做

S13

2

S06：在說話

S14

3

S20：在玩還打架

S17

2

S24：在玩

弱

說明

由表 5 可知，強與可組被評為表現不好的情形較少；弱組被評為表現不好
的人數雖多，但除了 S04 與 S07 外，其他學生的票數均不多，表示 S04 與 S07
負責任的行為並未因課程實施而有明顯差異。
由學生互評中表現好與不好的資料可知，強組的行為表現在課程實施前後
差異不大；可組部分學生表現比課程實施前較好；弱組部分學生在互評時表現
不佳，其中有三位得到表現好的肯定，表示弱組學生在課程實施後的表現有些
許差異。
（ 二 ）品德訪談表前後差異－品德信念
1. 廁所整潔全部都是打掃人員的責任
表6
對

答
比率

前測

人數（百分比）
組別

題1統計表

4（19%）
強0可2弱2

不對
後測
1（5%）

前測
17（81%）

後測
20（95%）

強0可0弱1

強7可3弱7

強7可5弱8

強組前後測無差異；可組及弱組前後各有學生改變想法。由表中了解學生
對於廁所整潔維持責任感的歸屬在課程實施前後有不同的看法。課程實施後 S08
認為整潔是大家都要一同維護的；S10 表示是每位使用者的責任；S17 認為每個
人都有責任。其中 S07 認為沒差。
2. 我應該幫忙維護公共廁所的整潔
表7
答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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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2統計表

對

人數（百分比）

前測
20（95%）

組別

強7可5弱8

不對
後測
21（100%）
強7可5弱9

前測
1（5%）

後測
0（0%）

強0可0弱1

強0可0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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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及可組前後無差異；弱組前後一人想法改變。S07 表示自己可能要幫忙
維護。
3. 學校公物不用付錢，不需要愛惜
表8
對

答
比率
人數（百分比）
組別

題3統計表
不對

前測

後測

3（14%）
強0可1弱2

2（10%）
強0可1弱1

前測
18（86%）

後測
19（90%）

強7可4弱7

強7可4弱8

強及可組前後無差異；弱組前後一人想法改變。S09 表示需要愛惜；S07 認
為跟自己無關。
4. 我做錯事時，不應該找藉口或責怪別人
表9
對

答
比率
人數（百分比）
組別

題4統計表
不對

前測

後測

21（100%）
強7可5弱9

21（100%）
強0可0弱0

前測
0（0%）

後測
0（0%）

強7可5弱9

強0可0弱0

此題在課程實施前後，學生均表示贊同的想法。
5. 學校應該聘請專門打掃的人員，以減輕學生的負擔
表10
對

答
比率
人數（百分比）
組別

題5統計表
不對

前測

後測

9（43%）
強1可3弱5

6（29%）
強1可1弱4

前測
12（57%）

後測
15（71%）

強6可2弱4

強6可4弱5

可組前後測有 2 人改變想法；弱組前後測有 1 人改變想法。課程實施後，
S10 表示學生也可以自己打掃；S09 表示雖然請人打掃很方便，但自己也可以幫
忙掃。
6. 對自己做的事，都應該負責到底
表11
對

答
比率

題6統計表
不對

人數（百分比）

前測
17（81%）

後測
20（95%）

組別

強6可4弱7

強7可5弱8

前測
4（19%）
強1可1弱2

後測
1（5%）
強0可0弱1

在課程實施後，強可若三組皆有一位學生改變想法；S12 表示要負責；S10
表示自己做的自己要負責；S09 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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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品德訪談表前後差異－品德行為
1. 我會幫忙維護公共廁所的整潔
表12
對

答
比率

題1統計表
不對

人數（百分比）

前測
15（71%）

後測
18（86%）

組別

強4可4弱7

強7可4弱7

前測

後測

6（29%）
強3可1弱2

3（14%）
強0可1弱2

課程實施後，強組有 3 人改變想法且均表示會幫忙維護；可組及弱組皆
不變；S07 表示廁所有時很髒，無法幫忙。
2. 我會很認真的完成打掃工作
表13
對

答
比率

題2統計表

人數（百分比）

前測
15（71%）

組別

強7可5弱3

不對
後測

前測

21（100%）
強7可5弱9

6（19%）
強0可0弱6

後測
0（0%）
強0可0弱0

課程實施前後，強組與可組均持同樣的想法，表示自己會認真完成；弱組
有六人改變想法，認為自己會認真完成工作。
3. 我做錯事時，不會找藉口或責怪別人
表14
對

答
比率

題3統計表

人數（百分比）

前測
19（90%）

組別

強7可4弱8

不對
後測

前測

21（100%）
強7可5弱9

2（10%）
強0可1弱1

後測
0（0%）
強0可0弱0

課程實施前後，強組均表示自己做錯事不會找藉口或責怪別人；可組 S08
在後測時改變想法，表示做錯事會自己處理；弱組 S07 表示會自己想辦法。
4. 對自己做的事情，我會負責到底
表15
對

答
比率

題4統計表
不對

人數（百分比）

前測
18（86%）

後測
19（90%）

組別

強6可5弱7

強7可5弱7

前測

後測

3（14%）
強1可0弱2

2（10%）
強0可0弱2

課程實施後，強組皆表示自己做的事能負責到底；可組在前後測皆表示自
己會負責到底；弱組依舊有兩位學生表示無法負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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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課程實施前後觀察差異
研究者與協同教師在觀察學生表現後，將課程實施前後差異性較大的學生行為說明
如下：
表16
組別

學生

學生行為表現差異說明表

課程實施前

S12

認真，乾淨部分仍未達老師五星級的標 找到方法，會觀察布置的作品完整
準，會打小報告，看不順眼就會跟老師說 情形

S25

靜靜的做，小淳要他做什麼，他就完成， 會經常告知佈置作品的情形，打掃
自己偶爾心血來潮，會做得太超過了
比較勤奮，會主動要求打掃廁所

S08

老師不在時會看情況，髒才掃，不髒會與 本來散漫，現在清楚要先打掃哪
女同學聊天
裡，工具室收拾得很乾淨

S10

溫和，說什麼才做什麼，有人起鬨就一起 非常清楚打掃的順序，自己默默的
玩
做完

強

可

老師看到才做，沒看到馬馬虎虎的完成

原先打掃會挑乾淨的地方掃，但現
在就算是大便沾黏的地方也會想辦
法清理

靜靜的做，S18 要他做什麼，他就完成

會努力維持，掃完了有腳印會再擦
一次

能偷就偷懶，老師沒看到根本不掃。

原先常偷懶，現在掃完還會去觀看
班上另一間的打掃情形

邊玩邊打掃，掃了還是髒的

會來報告佈置的廁所有否受損

S15
S23
S02
S03
弱

課程實施後

S09
S17

掃地無條理，經常沒掃，因為遲到超過打 經常遲到，課程實施後，提早到校
掃時間了。
掃廁所，還能刷乾淨
和 S8 一國，會坐但未做到好，打掃時較 做事散漫，課程實施後自願掃廁
浮躁，常說說個不停
所，速度變快

該班教師：平時打掃時間，經常看到多數學生總是在玩樂。課程實施後發現，多數學生可以認
真做完，而且還會另外想辦法讓廁所更乾淨，聞到廁所臭味，學生會建議拿漂白水
刷，工具耗損還會向老師要；打掃的步驟也因為看完教學影片後，大部分學生清楚
工作順序，進步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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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 一 ）學生在體驗活動時的行為表現與感受
1. 體驗活動之典範課程有助於激發學生行為表現動機
透過研究歷程之資料蒐集，了解課程中實施之典範影片激起學生熱烈討
論，學生對於典範學校學生的行為與環境給予高度的肯定，並認為可以將該典
範經驗移植到自己所處學校環境，且表示自己也能做到。因此可知典範課程有
助於激發學生品德行為動機。
2. 體驗活動之環境有助於提升學生同理心感受
由訪談資料中瞭解學生對於自己目前所處研究場域之廁所整潔程度認同感
較差，但若廁所能整潔則自己一定會更負責的把廁所打掃乾淨，且上廁所時一
定會好好維護。可知學生對於環境的感受度強烈，透過課程有助提升學生對於
典範環境維護與現在所處環境需要維護的同理感受性。
3. 體驗活動之動手實作有助於增強學生的責任感
透過訪談資料可知學生對於環境的感受及自己付出的努力感受度是強烈
的，對於自己辛苦布置完成的廁所，學生認為使用時要更加愛惜，且學生認為
藉由課程實施，自己學習到認真、負責及要愛護廁所。由此可知，動手體驗活
動有助於激發學生的責任感受。
（ 二 ）學生負責任之品德信念與行為表現
1. 負責任品德信念
透過品德訪談表前後測之比較，可以初步了解在課程實施前後學生在負責
任的品德信念上有些許差異，不論何種組別，後測均比前測之正向信念人數增
多。綜合比較，強組在前後測之正向信念差異不大；可組及弱組在前後測之正
向信念皆有增加的情形，尤其以弱組增加情形較明顯。由此可知，在課程實施
後學生在負責任之品德信念有增強的情形。
2. 負責任行為表現
由品德訪談表之前後測差異可知，強組學生對於自己及公共責任的表現行
為認同人數增加；可組及弱組在個人責任表現人數亦有增加情形，但對於公共
責任則較無差異。由觀察學生行為表現可知，多數學生在課程實施後，對於廁
所整潔維護的表現行為更落實且有改善的情形。由此可知，課程實施後能提升
學生負責任的行為表現。

二、 研究建議
研究者根據行動歷程之心得與結論，提出一些想法與建議，以供未來教學或未來研
究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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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學上的建議
1.「品德教育」教學模式的運用
由研究可知，體驗課程能有助於提升學生負責任的信念與行為表現，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運用本研究參考之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瑞安提出之「品
德教育」教學模式呈現品德教育課程。
2. 公共責任感的課程設計
研究結果呈現本研究之研究課程雖能提升學生負責任之行為與信念，但在
公共責任感與行為的發揮上尚且不足。因此建議做長期之課程設計，提供公共
責任發揮之相關典範，並營造環境以提升學生在此方面的表現。
（ 二 ）未來研究的建議
1. 擴展課程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負責任之品德教育為研究主軸，而品德教育之內涵涵蓋多
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其他內涵做研究，可提供品德教育更全面的資料。
2. 延伸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五年級學生處於道德循規期與自律
階段，會尋求同儕與成人認可，並進一步脫離行為獎懲並考慮行為的動機。然
可供研究之研究對象年齡甚廣，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其他年齡層進行研
究。
3. 深入研究不同環境與品德表現行為之差異性
因應社會變遷，品德表現與行為可能因環境而有所差異，本研究課程中所
提供之典範學校與研究場域環境有所差異，對於學生的品德表現與行為亦有不
同處。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深入研究不同的研究場域中研究對象的品德表現
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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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譜悅讀成長交響詩∼
用讀報教育與青少年成長小說
進行品德陶冶之行動研究
碧潭國小

陳秋秀主任

研究者將這個班級從三年級帶到六年級，讀報教育也推動了四年，四年級起加入讀
報實驗班三年，這三年來師生每年都有一些成長：我們養成閱讀習慣，提升語文寫作的
能力，以及拓展知識的面向……等。意外的發現是每年都可以看到孩子讀報後品德表現
也變好了。然而以往帶六年級學生的經驗讓研究者擔心學生升上六年級，處於身心狂飆
的階段，態度可能有急遽的變化，尤其到了下學期，更多的脫序行為可能發生，基於預
防勝於治療的原則，決定以閱讀來進行品德陶冶，利用讀報教育與青少年成長小說來帶
領學生閱讀與討論，期望在這樣的班級氣氛下改善學生的行為，此為本研究想要探討與
執行的方向。
本研究分成兩個主軸，從九十八年九月到九十九年六月中旬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行動
研究：
主軸一、讀報教育建立陶冶品德的好觀念
第一循環：採用記錄單，將閱讀到的新知識與好觀念記錄下來，分享討論。
第二循環：請小朋友送方向的文章給適合的同學與老師，再請對方回應。
主軸二、閱讀成長小說師生一同成長的歷程：
第一循環隨性閱讀期：利用午餐聊書會，師生介紹成長小說並且說明讀後感。
第二循環對症下藥期：老師針對學生問題，教導學生共讀書籍並導引學生討
論。
（1）10 月：改正學生沉迷網路遊戲的不良習慣∼共讀 100 萬的願望。
（2）11 月：引導學生珍貴的友情價值∼師生共讀夏綠蒂的網
（3）12 月：引導學生尋求雙贏的辦法∼師生共讀成績單
（4）2 ∼ 3 月：預防校園霸凌事件∼介紹事發的十九分鐘
（5）4 月：引導學生建立目標∼師生共讀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6）5-6 月：判斷前先了解事件的始末∼師生共讀少年小樹之歌。
進行讀報教育的第三年輔以青少年成長小說的閱讀帶領孩子成長，除了感受到學生
勇於發表與討論外，還可以看到學生品德的改善，老師出差時表現比平常更好，畢業時
用心準備畢業表演，盡力服務學校，尊重與關懷的好態度贏得學校老師及校長的肯定。

177

品德教育專刊

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研究者從九十五學年度下學期開始便將國語日報帶入三年級的班級，學生學會讀
報，後來因為學生作品刊登在國語日報上激勵學生們相信偏鄉學生也有機會上報而更喜
歡閱讀報紙。到了四年級以建立學生閱讀習慣以及學習以文會友為目標進行研究，引導
學生不僅能主動閱讀國語日報，而且懂得和同學分享文章內容，更讓人振奮的是藉由學
生中心的讀報活動，培養出能夠自動自發的貼心學生。學生五年級的時候，閱讀報紙的
版面更多元，寫作的能力也提升了，為家長剪報邀請家長參與讀報行列，學生也更懂事
了。這學期有幸能夠陪伴學生繼續成長，希望能夠以閱讀來陶冶學生的品德，帶領學生
更上一層樓。
進入六年級前的暑假研究者便積極預防學生的品德問題發生，所以設計靜思語教
學，也請綜合課老師上弟子規的內容，但學生上起來不但興趣缺缺，而且十分抗拒，於
是思考利用學生熟悉的國語日報做為教材，或許較能吸引學生。每當研究者越深入的閱
讀國語日報，就越覺得值得推薦一些好的觀念給學生，尤其是方向專欄的文章內容深入
簡出，非常適合做為陶冶學生品德的素材，期望透過討論的方式，學生可以從中學到為
人處事的道理，達到陶冶品德的目標。
當初推動讀報教育時，有些老師提出一些質疑：「讀報教育會讓學生只喜歡看短篇
的文章，而無法回歸到文本的閱讀。」這個疑義一直放在研究者的心中，做為我推動閱
讀的一個參考，再者研究者考量到目前可以每年為學生申請到讀報實驗班，有免費的報
紙可以閱讀，可是將來學升上國中，沒有人為這些學生尋找資源購買報紙，學生閱讀的
習慣就難以延續，各個學校都如火如荼的採購書籍，或許研究者應該搭起報紙與文本之
間的橋梁，在學生閱讀報紙的同時，另一方面帶著學生閱讀文本，閱讀青少年小說，建
立學生一些基本的觀念，期望學生在接受閱讀文本之餘也可以改善一些觀念想法。
現在的教育已不是早期打罵教育就可以把學生教會，現在的教育對老師來說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而一味的說教，可能會適得其反，研究者希望透過討論開導，讓學生的身
心發展更趨成熟，所以透過文本的閱讀和學生一同討論，可以啟發學生的心靈，達到正
向管教的目標：讓師生一同獲益一同成長。
於是，發生於田寮國小六年級的行動研究就此展開，本研究的目的：
（一）學生習得摘取新知識與好觀念。
（二）從國語日報的文章分享討論中得到好的觀念與想法。
（三）事件發生後，用成長小說引導學生一同討論成長。
（四）發現學生好品德的表現。

二、 研究問題
（一）學生是否能掌握文章的新知識與好觀念？
（二）學生「送方向給同學」實施的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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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用青少年成長小說對學生的品德觀念的影響情況如何？
（四）用讀報教育與成長小說陶冶後的品德表現如何？

貳、 文獻探討
本章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探討幾個重點：一、品德教育的意義與內涵；二、
讀報教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三、青少年成長小說的內涵與教學方式。研究者藉此做為
本研究「用讀報教育與青少年成長小說進行品德陶冶之行動研究」的學理基礎。

一、 品德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 一 ）品德教育的意義
研究者查閱各種字典均無「品德」一詞的說明，而教育部要求各縣市積極推動
品德教育，確實建立學生的良好品德。對於「品德」一詞仍然抽象，試圖從文獻中
對「品德」相關的詞語「品格」與「道德」來了解。林明真（2007）綜覽中外專家對
道德與品格的看法歸結出的意義如下：
1. 道德的解釋共有六種：（1）是助人的行為；（2）是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3）是
將社會常規內化的歷程；（4）是指同情心、羞惡感與罪惡感的激發；（5）是對是
非善惡的判斷；（6）是將個人福祉至於個人的利益之上。
2. 品格的解釋：品德是根據道德標準所標現出來的行為、情感和思想的整體表現。
經由後天環境形塑而成，可以透過教育或學習歷程來陶冶養成的良善美德。
「品格」、「道德」與「品德」可以說是同義詞，目的都是在協助學生表現個人
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並從學習中增進自我了解，尊重
他人和關懷社會。（引自林明真，2007）
（ 二 ）品德教育的內涵
教育部（2006）訂定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關懷、尊重、負責、誠實、信賴，
公平、正義；而林明真（2007）歸納 1991 到 2006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品德教育內
涵的說法，歸結出：「只要能引導個人向善的特質，都是同等重要的品德特質。」
另一個重點則是「品德教育內涵無一個絕對性的答案，應是所處的社會情境而定，
同時要能貼近學生，與學生的生活相結合，才能彰顯品德教育的效能。」
（ 三 ）品德教育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
「陶冶」的意思是「修養品格」，所以「品德陶冶」是希望透過方案協助學生表
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並從學習中增進自我了
解，尊重他人和關懷社會。本研究將題目名稱呈現「品德陶冶」是希望透過讀報
教育與青少年小說的閱讀修養學生的品德，以學生呈現出良善的觀念與行為態度
做為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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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報教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 一 ）讀報教育的國內外相關研究
顏湘婷（2006）歸納 Barron（2003）整理的期刊資料發現：國外讀報課程可以採融入
現有課程內，或是獨立地設計課程，多數課程目的是為了提昇閱讀能力、培養閱讀習
慣、增強基本能力以及提供教材補充或議題討論之用。而讀報教育的目的大致可分為三
項：一是將報紙視為補充現有教材的補充資料，二是將閱讀報紙視為提昇學童語文能力
的手段，三則是著重於以報紙新聞做為延伸視野的管道，並強調閱讀新聞後批判能力的
養成。
2007 年研究者進行文獻探討時發現讀報教育的國內文獻非常少，讀報教育乏人問
津，而近年來越來越重視閱讀，各校推動閱讀，讀報教育也日趨受到重視，從研究論文
的數量上可以見得：2006 到 2009 年以讀報教育為題的研究共有 13 筆，以 2008 年數量
最多共有八筆，2009 年有三筆，而大部份的研究採用行動研究來進行，表示更多在教學
實務現場的教師參與研究，用研究思考教學。研究者擬分析讀報教育相關行動研究做為
本研究的參考：
從讀報教育行動研究看來，研究的面向分為：媒體識讀、培養閱讀習慣、提升寫作
能力以及培養國際觀四個面向。從研究結果看來並沒有證據指出讀報教育與品德陶冶有
相關；不過在楊子嫻（2008）的文獻中提到：根據「美國新聞協會」調查發現，實施讀報
教育將有助學生在基本能力測驗中的閱讀能力提升，平均約提高了 10％；並且可以增強
學生的同理心、經營企劃能力，對不同文化也能表現出更大的包容力。」後者所敘述的
與班上表現的情形十分貼近，研究者在班上推動讀報教育三年，發現班上的學生不僅建
立閱讀習慣，寫作能力提升，而且企畫能力強，擅長辦理班上甚至全校性的活動，而用
讀報教育增強學生的同理心與包容力將是本研究在品德陶冶上努力的目標。
（ 二 ）讀報教育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
國語日報總編馮季眉（2006）撰文：『國語日報以編教材的態度編報紙，並且堅持正
確的語文使用方式，因此，整份報紙，都是教學上可以運用的教材；每一個版面，都是
「語文教室」。假使中小學教師在教學上能夠善用這份報紙，擴充課程的涵蓋面，增添教
學與生活訊息的互動及結合，無論對教師教學或對兒童的多元閱讀，應當都很有幫
助。』研究者運用國語日報進行教學已有三年，深深體會到國語日報沒有一般報紙的腥
羶新聞與充滿負面報導的社會事件，而多採正向的報導或供給讀者新知識為主，的確是
一份值得用於教學上的報紙，所以本研究擬以國語日報作為推動讀報教育的工具，帶著
學生閱讀文章，以陶冶品德。而鍾張涵（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 NIE 運用的方式寬廣而
自由，成就讀寫能力的提升、遊戲自主的學習和創意心靈的擴展。基於此研究者讓學生
自主選定國語日報方向專欄文章做為分享好觀念的媒材，讓學生多一些自主與參與，提
升讀報教育陶冶品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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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少年成長小說的內涵與相關文獻
（ 一 ）青少成長小說的界定
張子樟指出：「就文類而言，少年小說是兒童文學中比較特殊的一環。廣泛來說，
少年小說的適讀年齡涵蓋面較大，幾乎是老少咸宜。」
「不論少年小說如何分類，它的基
調永遠是啟蒙與成長。換句話說，啟蒙與成長是少年小說的永恆主題。（引自陳怡如，
2006）
（ 二 ）文學與品德教育的文獻探討
柯儀婷（2008）的文獻探討發現道德教育的教學可以利用「文學故事方式」進
行，Lickona（1991）道德教學中運用文學故事，不是僅傳遞單一面向的價值或德
行，讓學生模仿或遵循即可。主要是要能促進學生的道德反省或批判思考，運用
文學藝術進行道德教學，有以下六個面向是需特別留意且待培養：
1. 瞭解文學故事中的道德議題及其重要性。
2. 對於故事中所呈現的道德價值，與其在生活中的運用有所瞭解與體會。
3. 具有站在他人角度思考的能力與意願，方能瞭解故事中不同角色的觀點及時空
脈絡。
4. 有能力對故事情節進行道德推理，並明辨行為的對錯與好壞的差別，而不是將
人予以好壞的絕對二分歸納。
5. 能經深思熟慮而產生審慎道德決定，並能瞭解故事中不同選擇所可能造成的結
果。
6. 逐漸培養統整自我知能並避免偏見，並可批判故事角色與進行自我反省。
當看完故事後，老師可適時穿插討論與反思，譬如故事所描述的內容是什
麼？為什麼故事如此進展鋪陳。假如你 / 妳是故事中的人物，你 / 妳會如何？這給
你 / 妳什麼啟發和啟示？你 / 妳要會如何連結或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引自柯儀婷，
2008）
（ 三 ）青少成長小說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
在文獻探討後，對於少年小說有更寬廣的了解，研究者選擇 12 歲青少年適讀
且具有成長啟示性的書籍，作為閱讀指導的文本，利用文學故事的道德引導方式
進行思考，期望學生在研究者的引導與師生同儕間的討論，良善的行為可以更彰
顯。

四、 結語
馬丁路德說：「一個國家的興盛，不在於國庫的殷實、城堡的堅固或是公共設施的
華麗，而在於公民的文明素養，也就是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遠見和品格的高下。」
研究者積極推動閱讀，奠定學生的閱讀習慣，用讀報教育開拓學生的視野，從中獲取新
知識與好觀念，也要利用文學故事來連結學生的心靈，讓師生在討論中不僅思維相互激
盪，好觀念也更加的堅定進而導引出良善的生活態度與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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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獻探討所得，研究者擬以國語日報與青少年成長小說做為研究的工具，利用
討論分享的方式建立學生好的觀念，陶冶學生的品德。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在行動的同時一方面進行研究，教師在教學現場進行
觀察研究，除了可以提供老師自我效能的檢核，教師透過省思，不斷修正行動方案，創
造學生與教師雙贏的局面。

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試著以蔡清田（2000）提出的行動研究歷程為主軸，再結合實際的研究流程
與步驟，如下圖 1 所示：
第一循環的行動研究：
陳述所關注的
問題

研擬可能解決
問題的可能行
動方案

結合

尋求合作

採取行動實施
方案

評鑑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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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環的行動研究：
1.學生閱讀時能否掌握閱讀要點？
2.學生能否閱讀長篇文章？
3.學生發生行為問題如何解決呢？

1.設計讀報記錄單。
2.共讀安妮的日記，聊書會分享。
3.記錄學生的突發事件並尋求解決。

結合

與同為讀報實驗班的老師討論。

1. 每天記錄報紙中的新知識與好觀念，每週
三與四分享。
2. 利用彈性時間帶領學生閱讀書籍。
3. 記錄並分析學生的問題行為。結合遇到的
困境與閱讀書籍，購買班級共讀圖書，師
生共讀。

再思考、反省、討論、再規劃、理解與學習

修正問題領域
與焦點

研擬可能解決
問題的可能行
動方案

1.
2.
3.

1
2
3

結合

尋求合作

採取行動實施
方案

評鑑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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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環的行動研究：

否掌握閱讀要點？
長篇文章？
問題如何解決呢？

1.還有什麼做法可以提升學生習得好觀念？
2.如何讓學生喜歡閱讀長篇的文章？
3.學生發生不同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修正問題領域
與焦點

單。
記，聊書會分享。
發事件並尋求解決。

1. 學生用送文章的方式分享閱讀後的心得。
2. 貼近生活經驗的書籍，學生較能夠接受。
3. 學生遇到的困境與閱讀書籍結合，採購班級
共讀書籍。

研擬可能解決
問題的可能行
動方案

合

結合

班的老師討論。

結合

1.參考文獻。
2.與同為實驗班的老師討論。

尋求合作

中的新知識與好觀念，每週

帶領學生閱讀書籍。
生的問題行為。結合遇到的
籍，購買班級共讀圖書，師

討論、再規劃、理解與學習

1. 請小朋友一週剪一篇文章送給同學或
老師，並摘錄剪這篇文章的原因，以及
期望。
2. 歸納出六個學生需要建立的觀念，並尋
找適合的書籍，利用聊書會時間或彈性
時間與學生討論。
3. 記錄學生的進步表現。

採取行動實施
方案

評鑑與回饋

整理歸納學生學習成果，提出討論與建議。

圖1

本行動研究實施流程圖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偏遠地區的田寮國小六年級學生，全班共十二人，男生六人，女生
六人，進行讀報教育已經有三年的時間，為了讓讀報教育能系統化的進行，於是每年下
學期申請行動研究計畫（簡述表如表 1），採用行動研究的精神，不斷地修正閱讀指導方
案，在研究中看到播下去的閱讀種子，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均可以看到成長。
學生升上六年級有許多的未定數，之前他們戰功彪炳，順從老師的要求，是一群聽
話的孩子，然而以往帶六年級的經驗告訴我，學生到六年級的變化非常大，尤其品行方
面會變得較暴劣，學習態度也會變差，畢業後還可能回來破壞學校，或欺負學弟妹。如
果不積極預防，恐怕會重蹈以往帶六年級的覆轍，所以期盼用閱讀積極預防與改正學生
的偏差行為，更期望師生一起成長，為這四年的師生情誼畫下一個美好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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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時間
95 學
年度

96 學
年度

研究動機

95至97學年度行動研究摘要表
行動研究名稱

推動閱讀學生的成長

1. 語文讀寫能力提升。
為提昇「 不山不市 」 運用讀報教育提升三年級 2. 關心別人，學習分享。
3. 終於有三位學生短文作品刊登於國
學生語文能力
學生語文能力之研究
語日報。
讓四年級孩子悅讀越主動 1. 每日晨讀學生建立閱讀習慣。
1. 建立學生閱讀習慣 ∼用讀報教育建立閱讀習 2. 關懷剪報，凝聚班級氣氛
2. 引導學生以文會友 慣與學習以文會友之行動 3. 寫作力在質的方面提升
4. 激發「 積極主動 」的態度
研究

1. 閱讀的的面向更廣更精深
1. 延續閱讀習慣與拓 在閱讀與寫作間搭一座橋 2. 學會用心智圖，連結閱讀與寫作。
97 學
展閱讀版面。
∼用讀報教育精進五年級 3. 為家長剪報增親師生互動
年度 2. 連結閱讀與寫作
學生閱讀力與寫作力之行 4. 讀報看見孩子的正向改變
3. 邀請家長一同閱讀 動研究
5. 有四篇學生散文作文及五篇短文刊
登於國語日報。

三、 研究者的定位
研究者期望六年級學生的閱讀可以更加深入，多一些人生哲理的探討，所以研究者
會花較多的時間和學生討論新知識與好觀念，好品德在師生的討論間潛移默化。除了讀
報教育外，研究者希望可以讓學生適應閱讀課外書籍，所以積極帶領學生閱讀成長小
說，由於六年級授課內容較多且較難，而研究者身兼導師與教務組長以及輔導老師的工
作，一週只能教授六年級的國語及數學科目外加一節彈性時間，故加強閱讀的時間十分
有限，只能利用彈性時間進行閱讀指導，並且看到學生的點滴進步，研究者就有動力繼
續推動閱讀教育，並且希望藉由閱讀導引學生往良善的一方成長。
將題目訂成「師生共譜閱讀成長的交響詩」希望我們一同閱讀也可以看到師生的成
長，所以除了觀察學生的進步，老師的成長也同樣是觀察的要項，所以在研究報告中會
兼陳師生的成長，研究者帶領這些學生閱讀，透過討論對話陶冶品德，研究者深信不只
學生獲益，老師更是教學相長，得到更多。

四、 研究期程
本研究分成兩個主軸進行，研究期程從九十八年九月到九十九年六月中旬共計個八
個月的時間，在活動中發現問題，尋求改進，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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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結果
本研究分成兩個主軸進行，茲分別詳述每一主軸實施內容與方式，說明第一個循環
過渡到第二個循環時產生的問題，與如何衍生出第二個循環的策略，最後分別敘述每項
活動實施的結果。

一、 讀報教育建立陶冶品德的好觀念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2003）指出：「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學生的求學生涯與教師教
授的知識均有其限制，惟有透過閱讀，學生才能廣泛的吸收各種知識，彌補課堂教學上
的不足，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讀報教育推動時研究者請小朋友尋找文章中屬於新知的
部分加以吸收，而好觀念的部分則學習仿效。本研究的品德陶冶是藉由一些報紙上所敘
述的觀念：這些觀念藉由社會發生的事件，或是班上發生的事件，可以強化學生生活的
好態度，進而形成好品德。
（ 一 ）從讀報「 新知識與好觀念紀錄 」進化到「 送方向給同學 」
表2
階段

活動

讀報教育實施的演進歷程

從讀報「新知識與好觀念紀錄」進化到「送方向給同學」

1. 每天到校後即晨讀，至少二十分鐘，小朋友自由選取版面閱讀並做讀
第一循環
報紀錄。
（十月進行到十二月）
2. 每週三、四 7:50 ∼ 8:10 進行讀報分享，請小朋友分享新知識與好觀
建立好觀念
念的紀錄。老師不斷澄清什麼是新知識，什麼是好觀念。
1. 每天寫新知識與好觀念的記錄單恐會扼殺學生的閱讀興趣，故思考改
變做法。
2. 學生摘取好觀念的句子對於觀念的建立比較片段，難以培養好的觀
發現問題
念。
3. 學生對於之前做以文會友關懷剪報小書很有興趣，暑假的感恩剪報也
與
解決策略
做得很用心，所以改變成請小朋友剪報送給同學，並寫下這篇文章的
好觀念推薦給特定的同學或是老師都可以。
4. 學生升上六年級閱讀的文章應該比較有深度，所以選取方向專欄或家
庭版的專欄請學生送給同學與老師，對於品德陶冶應該會有幫助。
1. 請小朋友閱讀方向的文章，畫下重點，寫下文章哪一個觀念觸動你推
薦給大家。
2. 同學或老師給予回應。
3. 學生推薦的文章分享。
第二循環
效益：
（三月進行到六月中） 1. 學生先學習提取新知識與好觀念之後，對於新知識與好觀念有一些想
法，之後再請學生提取文章中的好觀念推薦給同學，這樣漸進的作法
讓大部分的學生接受，討論不再只是師生間進行。
2. 雖然老師平常也常叮嚀孩子，但透過文章的支持，更加深孩子對老師
說法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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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新知識與好觀念報你知 」實施方式與結果
延續小朋友從四年級起培養的閱讀習慣，現在學生六年級一到校就會展開晨讀報紙
的活動，為了更了解孩子們在讀報過程中是否能掌握到閱讀的兩大面向：新知識的提取
以及好觀念的建立。所以設計了記錄單讓學生每天記錄閱讀內容，另外為了延續寫作
力，所以讓學生繼續摘寫優美句子，充實寫作的內容為附加的學習內容，原以為學生對
於新知識與好觀念的提取應該沒有問題，但發現部分學生還是覺得困難，透過分享不斷
修正，學生的理解才較有進展，
在整理學生寫的好觀念時發現學生蒐集的好觀念多與健康方面或是環境保護方面有
關，少有人生態度或交友方面較貼切的例子或觀念，與本研究所要引導學生陶冶品德還
有一段差距，故思考轉型，另一方面從文章中尋找好觀念可能礙於記錄單的篇幅，小朋
友常只是簡短的寫一句話帶過，可能會造成觀念較在片段的情形，所以再思考與陶冶品
德結合的讀報教育實施方式。
（三）
「 送方向給同學 」實施方式與結果
檢討「新知識與好觀念報你知」一活動，發現片段的好觀念對學生的影響很有限，
所以將整個活動做調整，活動的重點放在：從方向的文章裡得到什麼啟發？請學生說明
為什麼剪這篇文章送給同學，期望同學在文章當中學到什麼？寫完後再與同學分享，以
這樣的方式進行，不再是老師拋問題學生回應，而是學生抒發自己的想法，讓全班包含
老師給回應。學生的分享較深入了，選取師生較有回應的方向文章進行討論：
1. 文章題目：加法與減法（文 / 周慶華 9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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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

說明多數人以加法對己，而以減法對人，覺得自己很多優點，可是別
人卻很多缺點，這種觀念無益於社會發展。如果對己對人都用加法，
那麼大家就會一起成長。

芯瑜剪報分享

我們常說別人的不好，而不檢討自己難怪不會進步。如果大家都好就
會一起進步

老師回應

看到文章裡說「 不知其苗之碩，不知其子之惡。」老師看到這句話時很
有感觸，而心裡也打了問號，我經常都是看到你們的好，不知道別人
是否看到你們的好呢？一方面老師沒有問，另一方面我想如同文章最
後說的：「 如果對己對人都用加法，那麼大家就會一起成長。」期望你
們和老師一同成長，一同用加法對人。因為我看到你們在老師用加法
對待後，真的越來越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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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題目：找個投緣的朋友（文 / 謝鵬雄）
大意

人不可以沒有朋友，人也不可以交太多朋友。一旦能交到一兩個說話
投機，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很值得了。

源廷剪報分享

這一篇文章教我們怎樣找到長久的朋友，對大家應該很有幫助，讓我
了解到怎樣交朋友，還要有好的態度才能交到好朋友。

同學回應

看完這一篇我知道投緣的朋友不容易，好朋友不用多，一兩個就好，
而源廷說的對，好的態度才有機會交到對的朋友。

老師分享

源廷你挑這一篇文章內容很適合我們班上的同學，大家常為友情的問
題苦惱，老師也很納悶，我們班才十二個人，可是老師平均一年大概
要處理三到四次友情的危機事件，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投緣的好朋友，
重點是可以一起進步的朋友，像文章裡說的「 交到一兩個可以談心，
可以一起讀書的朋友，就很值得了。」更期望大家可以和平共處。祝福
大家。

3. 文章題目：上天有更好的安排（文 / 何權峰 99.03.11）
大意

當天不能如人意時，往往會有更深一層的美意，有時我們拚命去追求
渴望的東西反而得不到，因為上天可能有更好的安排，老天給你路
障，若不是要試煉你能跳得更高，就是要你繞路而走，看看其他路的
不同風景。

國魁剪報分享 作者說的跟老師很像，所以我想把這篇文章送給老師。

老師分享

老師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也很喜歡，的確很適合老師，老師常跟你們
分享，很多事不用強求，但是機會到的時候認真去做，去實踐就對
了，至於結果怎麼樣上天自有安排，所以很多事情也不用太堅持，希
望國魁也能體悟這篇文章的意義，這篇文章老師讀了以後非常有感
觸，特別是和你的相處上，曾經我們倆的相處十分對立，但是我選擇
調整自己，看你的優點，看你不斷的進步，而你也漸漸適應老師，很
高興在你我身上看到「 上天有更好的安排。」

4. 文章題目：讚美小遊戲（99.03.14 劉美芬）
大意

適時的讚美，可以強化良好的行為，但偶爾要變化技巧。讚美功用多：
一、表示真誠感謝，二、可以增強後續行為，三、為自己加油打氣，
四、增進與人互動。讚美效益多。

思妤剪報分享

簡單的幾句讚美可以讓人變得更快樂，更有自信，還可以為生活增添
情趣。

同學回應

我會努力改進說髒話的習慣，多說讚美的話（ 咨、瑜、魁…回應 ）。子
雲回應：思妤你也要多讚美別人唷！
讚美有很多的功用，多讚美別人，可以為生活增添樂趣，希望大家做
到，加油！（ 玉鳳 ）

老師分享

看完這篇文章我很佩服作者這麼聰明，會善用技巧讓事情順利完成，
帶你們的這些年來，老師盡量以正向的教育方向帶領大家，但是讚美
得較少，這點的確需要加強，而有些同學很有趣，這是一篇讚美的文
章，反倒檢討自己不要說髒話要多說好話，這麼有反省力的班級如果
再加上老師多多讚美，表現可能不同凡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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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章題目：新與舊（文 / 吳惠菁 99.05.26）
大意

屬於美好的舊傳統、舊文化、舊典範，應加以重視，更重要的是做
一個能接受新事物，卻也懂得念舊，懂得惜物、惜緣與惜福的人。

因為很多人都只喜歡新的東西，舊的都丟棄了。不管是新的事物或是
玉鳳剪報分享 舊事物都應該好好的珍惜，尤其是思想進步更重要，而懂得愛物惜物
更是這世界一定要有的。希望全班的人要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
同學回應

我也該好好反省，我以後會珍惜所有的東西，謝謝你的文章。

老師分享

很高興與玉鳳剪這篇文章送給大家，老師常說人要惜福，不管新舊的
東西都要珍惜，不光是舊有的要妥善保存，就像你們的桌墊，從三年
級一直跟你到六年級，它保護了你的桌子，我佩服那些愛護桌墊的同
學，而那些會破壞桌墊的人，你應該更珍惜你的桌墊，因為它阻隔你
迫害公物（ 課桌椅 ）的可能，你應該停止破壞你的桌墊，珍惜它對你的
貢獻。

6. 文章題目：那是他的問題（文 / 何權峰 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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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

有時我們會產生一些疑問：為何他這樣說我？ 為何他會這樣對我？大
多數人並不是絕對理性，你要問自己：你認同他嗎？他說的對嗎？認
真的想想自己，如果不是就不需要把人家的垃圾都接受，不要拿別人
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剪報分享

這一篇告訴我為什麼有些人會用不好的態度對你？都是被罵的人的錯
嗎？並不是，因為都是他的問題，你沒有給人壞臉色 ，他卻罵你那都
是他的問題。我想跟大家說：如果你被別人罵，要先想想你和她是誰
的錯，如果不是自己的錯，就不用管對方了。

同學回應

思妤你這一篇寫得很好，我覺得你又進步了。（ 子雲 ）
你的文章讓人看了還想再看一次。（ 芯瑜 ）
重點畫太多了喔！以後看到討厭的人就不要理他，也不要認同他，別
讓自己生氣。（ 玉鳳 ）

老師分享

當有人說我們的時候，老師常告訴大家凡事先想想自己，如果自己沒
做錯事，無愧於心就好了，別把別人隨便說的話拿來懲罰自己，但是
當對方是真心的勸誡你，那麼就要檢討改進，才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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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章題目：由菊媽想起武訓（文 / 曾昭旭 99.06.09）
大意

陳樹菊女士的義行猶如武訓的興學事蹟，自己過得非常簡樸的生活，
捐錢蓋學校或建圖書館嘉惠學子，十分難能可貴。

畢業旅行時老師看到一些同學跟媽媽要錢一點也不手軟，花錢吃大
餐，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父母賺錢不容易，老師很心疼你們的父
老師剪報分享 母，更希望大家要懂事一點，介紹陳樹菊女士和武訓的義行，希望你
們可以養成存錢的習慣以及省錢的觀念，多體恤父母，另一方面存錢
可以自助也可以助人。
同學回應

雖然我不會像武訓把錢投到井裡，但我會把錢存在玻璃瓶裡。（ 子雲 ）
我一定會存錢的，我就會像陳樹菊一樣給可憐的人用這筆錢。（ 定咨 ）

原先我想要自己選取文章再給學生，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學生比較喜歡自己有一
些主導權，所以我就請小朋友挑選方向的文章，自己設計版面，大家一起回應，藉由這
個機會，我發現比老師強制規定好，而有趣的是學生剪的文章，也是研究者比較想和學
生分享的部分，學生給老師或給全班，我再給回應，如此研究者可以紓發內心的感受，
也不會讓學生覺得老師又在說教，又在強迫推銷道理的感覺。讓師生與同學間有更多討
論的題材，透過討論我們澄清價值，建立做人的基本信念。
（ 四 ）小結
我們師生從新知識與好觀念的記錄開始討論，剛開始學生比較不能分辨報紙的訊息
中什麼是新知識，什麼是好觀念，後來經過澄清與討論，學生漸漸了解，掌握度也提升
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好觀念比較偏向健康或環保方面，與品德陶
冶目標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調整活動方向，改成「送方向給同學」，藉由這樣的活動，學
生比較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也可以藉由報紙的內容跟學生分享一些想法，加強學
生建立正確的觀念。

二、 閱讀成長小說一同成長的歷程：
上學期九月份的時候，研究者希望學生可以閱讀符合高年級程度的書籍，於是買了
安妮的日記給全班共讀，內容比較灰色，即便用了許多的策略吸引學生閱讀，學生讀起
來仍然興趣缺缺，讓研究者重新思考參考文獻尋找出路，後來利用午餐聊書會的時間讓
學生介紹看過的書籍，班上喜歡閱讀的小朋友常上台介紹書本及感想，但沒有共讀的書
籍很難引起大家的共鳴，幸好學校行政上非常支持，再加上有一些校友捐錢給我們買
書，才讓我們達成師生共讀文本的願望。
班上常出現一些問題，所以研究者試圖將問題與文本連結，如此較能吸引學生閱
讀，並從閱讀中歸納出一些好的觀念，做出良善的行為。以下根據每一次事件發生與使
用的書籍及研究者的省思分別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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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月份
共讀
100 萬的願望沈芯菱（2006）。台北 : 圓神
書籍
發生 學生沉迷網路遊戲，有一些男生因為購買遊戲點數而起爭執，而另外有一些學生在即
事件 時通上使用不當語言而使雙方起爭執。
用聊書會的方式進行，帶學生體驗書中五坪大小的房間，我們擠在五坪的空間下
閱讀書籍，學生提出書中值得學習的好觀念，最後寫下邀請信寄給芯菱小姐，雖然後
進行
來芯菱小姐沒回信，但學生覺得沒有關係，透過這個活動，學生知道電腦除了用來玩
方式
遊戲，上網，聯誼交友外，還可以用來做公益，開拓孩子的眼界。
簡述
這樣的活動帶下來，讓孩子知道使用電腦要自制，打開電腦可以充實部落格，或
是吸收新知還可以做更有意義的事。
1. 取材貼近學生，學生容易閱讀，達到向典範學習的效果。
書本適合學生閱讀，再加上團體壓力，以及閱讀略的引導，原本不愛讀的孩子也
願意讀，並積極參與課堂討論。（ 小明（ 化名 ）一拿到書本就說：「 我沒辦法讀這麼厚
的書 」
，第二次上課前告訴我：「 老師我把指定的範圍都讀完了，可是我還有一些地方
不清楚，我會再看一次。」那之後，常說的話變成，老師我看完了，這本書蠻好看的。
（98.10.19 紀錄 ）我想除去孩子對於書本的恐懼，去掉那層「 怎麼那麼多頁 」的恐怖想
法，閱讀就變得容易且愉快多了。
2. 學生會欣賞芯菱的優點，向芯菱學習。以下是學生分享：
★ 芯菱姊姊努力向上一定架設網站，負責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妤 ）
★ 芯菱姊姊很有自己的想法，
「只考九十五分，拿五分去作想做的事。」這觀念很特別，
可以讓自己發揮得更好。（ 鳳 ）
★ 依靠自己解決困難，讓父母減輕負擔。（ 魁 ）
★ 不會讓父母擔心，有自己的想法，會規劃未來。（ 雲 ）
★ 雖然沒唸幼稚園，但會鼓起勇氣問大哥哥大姐姐，自己學習，體貼爸媽的辛苦。
教學
（咨）
省思 ★ 不會用電腦上網聊天或玩遊戲，而是追求知識做公益。（ 羽 ）
★ 雖然沒有上幼稚園，但是小小就有上進心，沒有買電腦書，而在書店看推陳出新的
電腦書。（ 瑜 ）
★ 五年級就會做公益，架設安安免費教學網站，而我們五年級都還在玩電腦遊戲，我
要檢討自己要多做公益。（ 遠 ）
★ 她小小就會幫父母賣東西，幫爺爺賣文旦，她很懂事，我們要學習她，我也會開始
關心爸爸、媽媽，少讓他們煩惱。（ 弘 ）
★ 她傾全力發揮自己的能力，解決家庭負擔，值得我們學習。（ 珉 ）
★ 她不會頂撞老師，總是笑口常開。（ 廷 ）
3. 和孩子一起擁有共感經驗∼班級氣氛更融洽
不論是讀「 安妮的日記 」、「100 萬的願望 」或是國語日報這些閱讀素材讓我們師生
有許多有建設性的話題，讓班上氣氛更凝聚。孩子們讀著讀著便提議：「 老師我們邀請
芯菱姊姊來演講，可以嗎？」很高興孩子們有這樣的想法，所以我們寫信給芯菱姊姊，
信中每一位孩子都寫到希望芯菱姊姊能夠到我們學校演講，還積極尋求取得與芯菱姊
姊聯繫的方式，製作別具意義的邀請卡。有一天孩子提到老師萬一要付錢怎麼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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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話不說立刻回答：
「 錢的部份不用擔心，老師會處理。」此時，我彷彿是「 自由寫手 」
教學 裡的老師一樣，激起孩子學習的主動性，這一刻我覺得很驕傲，不管能否邀請到沈芯
省思 菱小姐到學校演講，畢竟這是一個過程，我們一起努力過了，終將成為師生間六年級
最美好的回憶。
時間 11 月份
共讀
E.B.WHITE/ 黃可凡譯（2004）夏綠蒂的網。台北：聯經
書籍
發生
事件

進行
方式
簡述

學生對於友情的了解似乎只停留在好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一起玩耍。班上有
一位同學人緣非常好領導力強，大家都喜歡接近她（ 代稱 A），大家也為了積極向她靠
攏，而冷落自己原本的好朋友，或讓自己的好朋友變得比較孤單。
期望帶孩子閱讀書籍可以讓他們從書中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友情，進而可以珍惜友情。
1. 共讀夏綠蒂的網一書。
2. 剛開始採用故事接力的方式以及預測故事發展的兩種方式進行。
3. 提問：哪些內容描寫他們的友情呢？
4. 一起看「 夏綠蒂的網 」的影片。
5. 分享心得想法。

這是一本小朋友很容易接受的書，因為翻譯者是一位黃可凡小朋友，用小朋友的
語彙書寫，淺顯易懂，透過小豬與蜘蛛的相處讓學生讀起來很新鮮，充滿想像力，再
加上讓小朋友預測後來的發展，更加強小朋友對書籍的喜歡。小朋友也看到夏綠蒂凡
事為韋柏考量，暗中幫忙他，種種珍貴友情的表現，而韋柏後來也幫忙夏綠蒂照顧她
的孩子，好朋友就是這樣，所謂患難見真情。而現階段好朋友應該是互相求進步，可
教學
以一起聊天，也會一起激勵彼此進步的人。
省思
小羽總是在人際關係中游離，一會跟這個同學，一會依附那個同學，卻經常覺得
孤單，我常跟她分享交朋友的秘訣，或是一個人時就是充實自己的時候，然而小羽似
乎不大能接受，看了這本書之後，小羽似乎比較能夠認同，稍微除去以往的害怕與擔
心，也較能交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比較不孤單了，看到小羽慢慢的轉變，我
很為她高興。（99.12.28 觀察記錄 ）
時間 12月份
共讀
安德魯 . 克萊門（2008）。成績單。台北：遠流
書籍
英語老師反映班上有些孩子很聰明，成績很好，可是卻不願意幫助別人，還理直
氣壯的跟老師說：「 他都不認真學，就是教不會，為什麼要我教呢？或是老師都教不會
發生 了，我哪會把他教會呢？」英語老師希望學生可以合作學習，能力強的小朋友多幫助
事件 弱的小朋友開口，多唸英語。
導師希望藉著閱讀成績單，讓學生想想看怎麼做才是雙贏的決定，讓事情可以獲
得更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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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提問：
1. 諾拉小時候是個怎樣的小孩呢？
2. 諾拉的兄弟姊妹有哪些特點呢？
3. 諾拉有哪些計畫？目的是什麼呢？
4. 為何要考「D」分呢？這樣做有什麼困擾呢？
5. 諾拉在作計畫時，考慮哪些事情？
進行
6. 諾拉的成績單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哪些事情不在預期中呢？
方式
7. 諾拉做了哪幾次實驗，結果怎樣呢？
簡述
8. 諾拉這樣的做法你覺得怎樣？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不好？可以怎麼改進。
9. 聰明的人應該如何找到「 好 」的事來做呢？
10. 你覺得成績的意義是什麼呢？
例如：成績就像入場券，因為……
成績就像拍立得，因為……
11. 這本書中你最欣賞誰？他 / 她做了什麼事讓你欣賞呢？
導師與學生分享讀後感：
感謝小朋友熱情的參與討論，從討論中建立一些正向的想法。
老師很佩服諾拉的勇氣，而不是聰明才智，因為諾拉是個知識豐富的孩子，但在
處理事情上畢竟比較無法面面俱到，傷害了父母，惹惱了老師，如果她能夠表現自己
聰明過人的一面外，還能幫助更多的同學，我覺得會是更好的處理方式。
老師重視每個人不同的成績表現，但老師更重視的是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否了
解上課內容，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責任那就是學習，學習生存，學習處事道
理，學習知識，為成為大人負責，所以身為學生就應該認真學習，認真的態度影響一
輩子的生活品質。
教學
最後大家以合作收場取代造反結尾，才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老師很用心於教
省思 學，也算明理，很尊重學生，但老師也有自己應該堅持的地方，所以有什麼意見老師
會參考，但是做通盤考考量後，可能無法盡如大家預期，希望大家能多多和老師合
作，為小學六年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99.12.15 閱讀感想 ）
讀完這兩本書小朋友還希望讀安德魯 • 克萊門斯著的「我們叫他粉靈豆」以及「不
要講話 」兩本書，感謝傑出校友讓我們購買這兩本書作為班級共讀的書籍，小朋友自
行閱讀，利用聊書會分享討論。（99.01.05 閱讀感想 ）
暑假學生畢業了，有兩位學生還會回學校借書，除了借自己看的書，還會借書回
去唸給堂弟聽，很高興部分學生在畢業後還會回來借書，雖然是少數，但是相信閱讀
的漣漪會漸漸擴散，只要多鼓勵孩子來借書，有一天他們會做到的。（99.07.05 省思札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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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月∼3月
共讀
朱迪 • 皮考特（2008）。事發的十九分鐘。台北：台灣商務
書籍
班上有一位小朋友（ 化名為小小 ）因為不寫作業，衛生習慣不好，身材瘦小，經常
受到班上某兩位同學的排斥，雙方的爭執嚴重到擴及全班，最後演變成大家都排斥小
小，導師在過程中，不斷協商彼此的相處方式，請小小盡量改進自己的缺點，而要求
發生
其他同學要好好對待小小，用說的不但沒改善，反而同學覺得導師偏袒小小，這種不
事件
良的相處情形最後竟然演變成小小因同學刺激的話而想跳樓。後來不斷對小小進行心
理輔導，還利用閱讀書籍來開導全班，希望藉由美國校園的霸凌事件，對弱小同學可
以多一些同理心，以避免不好的事情發生。
1. 帶「 事發的十九分鐘 」一書給學生看，請學生猜內容。
2. 由老師看完書並消化過後再跟學生介紹這本書的內容。
進行 3. 由於人物眾多，所以老師採用結構圖的方式將重要人物列出來，帶領學生了解事件
方式
發生的經過。
簡述 4. 老師看到哪說到哪，再請小朋友猜測事件的後續結果。
5. 老師特別凸顯加害者的惡言惡語對被霸凌的小朋友的傷害，讓小朋友能夠同裡被霸
凌者得心情與感受，減少班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對同學的傷害。
學生一看到這一本書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 老師你不會要我們看這本這麼厚的
書吧！」我回答：別緊張！這回是老師看，再跟你們說這本書的故事，不過你們要忍
耐老師看的速度。」小朋友對這本書很感興趣，如果過兩三天老師沒繼續說，小朋友
就會要我趕快看，跟他們說後續的發展，從這個故事中小朋友體會到對同學霸凌的可
怕後果，雖然無法立刻消彌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衝突，但班上的其他同學已經不會成
教學
為加害者的幫兇，遇到事情的時候，會協調或是告訴老師，不會幫加害者攻擊被害者
省思
或漠視不管。（99.03.22 省思札記 ）
五月底被排斥的小小因為認真練舞，熱心服務，又努力貢獻自己的分數而漸漸受
到大家的歡迎，而原本對她惡言相向的同學改變了，會請大家不要說小小，為小小說
話，甚至有一天小小頭痛，她還帶小小去保健室休息，倒水給小小喝，老師覺得很欣
慰。而另一位同學也會跟小小玩，態度明顯改善。（99.06.18 觀察札記 ）
時間 4 月
共讀
保羅 • 科爾賀 / 著，恩佐 / 繪（2004）。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
書籍
和家長討論孩子似乎缺乏方向，對未來沒有想法，目標感很低以至於整日遊手好
發生
閒，在村子裡遊蕩。家長擔心子女到了國中誘惑更多，很容易學壞，希望透過故事以
事件
及老師的經驗可以讓學生體會到設定目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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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定週末回家閱讀的範圍，週一到校後再一起討論。
2. 以故事接力的方式進行，舉手補充同學講的內容。
3. 猜測接下來的故事發展，牧羊人聖狄雅各遭受哪些挫折？是否會停止追尋寶藏呢？
4. 提問：（1）牧羊人聖狄雅各有沒有找到寶藏呢？
進行
方式
簡述

（2）牧羊人聖狄雅各在哪找到寶藏？
（3）牧羊人聖狄雅各這樣不斷追尋寶藏值得嗎？
（4）你的寶藏是什麼？
（5）要怎麼做才能找到你的寶藏呢？
（6）如果你是那位老闆，你知道聖狄雅各的錢將被小偷騙了，你會怎麼做呢？
5. 如果你是那位牧羊人勇往直前到金字塔找寶藏竟找不到寶藏，你還會鍥而不捨努力
的尋找寶藏嗎？這當中你得到什麼呢？
這本書是我在大學時讀過的書，書中十分有意思，也給自己許多的啟示，我常在

想：我是應該滿足現狀，畢業後當個老師，過著安逸的生活呢？還是實踐自己念研究
所的理想，讓自己在專業上更提升呢？後來，我因為害怕曾經擁有夢想而不去實踐，
以後會後悔，所以我毅然決然報考研究所，也很幸運考上了政大教研所，讓自己在專
業上更提升，幸運的是導師更了解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小學老師工作，這個歷程讓
我對當老師又有新的見地，讓我不斷追尋自我成長，也積極引導學生朝積極正向的方
教學 向成長。
省思
很高興在帶學生閱讀的過程中，不愛讀書的小魁說：
「 這本書很好看。」不僅如此，
他也參與故事接力的行列，分享故事內容。而帶學生共讀這本書的重點是讓學生去想
想，未來的方向是什麼？人生的路上有許多的誘惑，倘若停下來或是走岔了，是到不
了目標的。而最怕是書中牧羊人不察而信任了小偷，結果辛苦存下的錢就失去了，我
提醒孩子生命中有許多的試探，如果你經不起考驗將失去許多，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
十足的復原力，不要被這一切擊倒。
（99.04.13 省思札記 ）
時間 5 ∼ 6 月
共讀
佛瑞斯特．卡特 / 著（2002）。少年小樹之歌。小知堂出版
書籍
最近班上五個男學生因為在教室嬉戲，不慎將電扇壓斷，小朋友認為是最後那個
人的錯，而老師帶孩子看整個事件，如果沒有前面的奔跑嬉戲，後面的錯誤就不會造
成。還有另外一個事件，班上兩個女生起爭執，A 告訴全班 B 的不是，我也同樣帶學
生來看整件的經過，看是哪個環節出問題，設法改善這兩位同學的關係，也藉機告訴
班上的同學，可以當同學心理不快時的傾聽對象，應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不要
發 生 聽了同學的埋怨就去找對方理論，這樣太衝動了。導師在看這本書時，看到爺爺奶奶
事 件 被一般人曲解，覺得他們沒有能力教小樹，似乎跟班上發生的例子有一些相近處，希
望導引學生看事情不要只是看眼前發生的這一刻，而要再了解一下，並看整件事的脈
絡，才不至於誣陷人。希望建立孩子明是非的觀念，而不是做某事是為了趨賞避罰，
希望在孩子的心裡建立一些較高層次的道德觀，少年小樹之歌裡面有許多值得討論的
的地方，書中的祖孫是印第安人，他們遵守自然的原則與自然共生，也努力的適應外
在環境，爺爺奶奶心中也有一生奉行的原則，十分值得和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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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定閱讀範圍，下一次上課時討論
2. 討論內容：
（1）爺爺跟小樹說：「 你只能拿你需要的東西。就像在獵糜鹿的時候，我們不可以獵
取最強壯的那一頭，你反而要抓瘦弱並且跑不快的鹿這樣強壯的鹿才能夠繁衍
強壯的後代，你以後才會有更好的鹿肉可以吃。」你同意嗎？為什麼？
（2）爺爺說：「 只要你和森林和平相處，它就會提供你生活所需的一切 」爺爺說這句
話是什麼意思呢？
（3）奶奶說：「 當你發現美好的事務時，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身旁的人分享，這樣才能
讓美的事務流傳開來 」對於這句話你的看法如何？請舉例子。
（4）路口小店的老闆常給小樹「 快過期 」的糖果吃，你覺得這個老闆為人怎樣？他
的做法和佐賀的超級阿嬤裡的誰一樣呢？
（5）路口小店的小女孩，因為接受小樹的鞋而被父親打。對於這個結果你覺得如何？
進行
（6）關於第九章的提問：（ 導師最有感覺的一章 ）
A. 小樹的爺爺除了耕種以外還靠什麼工作維持家庭生計？
方式
B. 小樹幾歲幫爺爺工作呢？
簡述
C. 為什麼爺爺跟小樹說你做了我做不到的事呢？
D. 釀酒不合法，但小樹的爺爺還是做了，你覺得爺爺這麼做應該嗎？請在文章
中尋找支持你想法的語句。
E. 小樹被警察追趕時他做了什麼決定與努力呢？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最後結
果如何 ?
F. 在這文章中爺爺教了小樹什麼？
G. 小樹教了你什麼？你又學到了什麼？
（7）
「 印地安式送禮人 」的做法是什麼，這樣做你覺得如何呢？
（8）小樹的爺爺奶奶被檢舉沒有教育小樹，只是在利用他做事，對於這樣的指控你
覺得如何呢？
（9）爺爺奶奶相繼過世後，小樹最後怎麼了？
（10）小朋友提問：「 為什麼作者不把結果說清楚，沒說小樹有沒有活下來呢？」
為了帶孩子閱讀這本書我一共再讀了兩次，不斷釐清一些想法，標記哪些內容可
以跟學生討論，當然重要的是我也非常享受這當中的閱讀旅程。在閱讀的過程中每當
我有感觸時，或是覺得有一些觀念想和孩子分享，我就會設計成問題，和孩子討論，
而書中細節的部分則利用故事接力的方式進行，當學生覺得有些奇怪時，我們會討
論，翻看書本，找到書中的說法，這一陣子我們的心跟著小樹起伏，特別是讀到小樹
被送到孤兒院那段，小瑜的分享：「 我都快哭出來了，為什麼好人要被冤枉，那些告密
的人和執法人都不了解清楚，還小樹要去孤兒院被欺負。」這句話從小瑜的口中說出，
教學 特別有意義，小瑜以往經常會對眼前的事大驚小怪，或是同學弄到她，她就生氣，或
省思 是對同學不好，口出惡言，希望小瑜從遇到事時能先了解並多一些同理，導師從期末
的的表現看到小瑜的態度與表現明顯進步了。
以往班上的學生比較容易捲入別班的內戰中，仗著自己是大哥哥大姐姐，會去幫
學弟學妹「 處理一下 」，經過我們遇到事情不斷的討論，學習書中的經驗，對於其他年
級的事情，班上的小朋友比較會客觀看待，還會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他們各退一步
就好啦！一直爭，結果雙方都兩敗俱傷。」班上的孩子多一些思考，少一些莽撞這正
是我希望孩子學習的地方。期待學生升上國中也能在心性上多一點修養。（99.06.20 省
思札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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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很高興學生在身心狂飆的六年級還能共讀這麼多書，更值得高興的是讀完書
之後孩子想法的轉變，我們是可以一起閱讀文本，可以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甚至於一
起成長的一個班級。共讀書籍與主題的選定是根據班上的問題而設定，成效可能無法在
一時間看到，直到期末研究者觀察到學生的表現和以往的畢業生很不一樣，這班學生表
現得很穩定，態度也變好，研究者非常欣慰。

三、 期末學生行為改變的紀錄：
本研究進行八個月下來學生的表現讓老師很欣慰，雖然學生平常有許多的小問題，
但是整體上來說學生期末的表現反而比以往更好了。學生有哪些好表現呢？研究者整理
如下：
（ 一 ）全班更團結更凝聚
1. 男女生一同為畢業開場舞而努力
學生有鑑於上一屆畢業生的畢業活動準備太倉促，這種感受不好，所以
班上的學生在下學期開始就提前規劃畢業表演節目，原本分成男生出一個節
目，女生出一個節目，結果一個月後，女生已有進展，而男生還沒有定案，
最後男女生在和平的溝通下，男生決定加入女生一起跳「心電心」的舞蹈。從
此都是學生主動提出練習的時間與地點，徵詢過老師同意後，小鳳就帶著大
家練習。
在練習的過程中，小鳳她會說同學哪裡做得不好，登記不認真的同學，
當學得較慢的小廷做對時，小鳳會請同學特別為小廷鼓掌，有時小廷還因為
新動作馬上就做好而受到大家的肯定。
很高興教出這一批自動自發的孩子，更高興領導力強的孩子在帶同儕時
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同學，鼓勵同學，而全班團結為畢業表演而努力。
（99.05.25 札記）
2. 學生尊重評量，為班上貢獻分數
一如往常我們依個別差異，在考前規定每人應達到的定期評量分數，畢
業前的下學期我們只考兩次，就秋秀擔任教務組長以及與擔任過六年級導師
的觀察，以往考三次的經驗，學生到第二次之後，就沒有學習的意願了，也
不懂得尊重考試，所以才商請校長同意讓我們這學期考兩次，畢業前大部分
小朋友還是積極算數學，我跟學生說老師希望這次大家的分數除了達到上次
的平均以外，還可以更進步，這樣老師對這個只考兩次的作法才可以跟校長
交代過去，大家想想辦法，可以怎麼做。於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小鳳說：
「大
家盡量考，可以考高一點就多考幾分，就是大家貢獻分數。我可以考到 98
分。」原本最不愛數學變成愛算數學的小魁說：「老師，我的標準分數是 75，
我可以再多考 8 分。後來他算算，老師還是不夠。於是他開始跟大家收集數
學分數。」
（最後小魁考 89 分畢業成績比以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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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常數學才考十幾分的小諺，他說老師我要達到的分數
是 30 分，不過我可以努力再多考 5 分，我會加油！
6/4 考完試小朋友都迫不急待想知道自己的成績，除了為自己達到個人的
分數歡呼，還有小朋友為自己多貢獻更多分而高興，結果國語只有一個小朋
友因為太粗心而沒有達到標準分數，我們的國語比以往的分數都還高。數學
呢？這次程度較差的四位同學最開心，因為這次不僅達到目標，而且還為班
上貢獻了最多分，不只數學分數提高了，國語分數也提高了，從來沒有看到
孩子為了考試結果而這麼開心過。
我覺得這整個事件因為正向的導引所以孩子也朝正向的方向思考，更高
興是班上能力強的孩子也可以考量個別差異，帶領大家往正向的方向努力。
再者，畢業前大家還是一樣看重課業，只要引導得當，學生還是會認真學習
的。
（99.05.30 札記）
從學生的表現看到孩子們因為較能同理別人，更懂得付出，所以促成班上
更團結，同學們彼此互相幫忙，全班為畢業典禮而努力。
（ 二 ）認真為校服務
1. 主動布置畢業典禮場地
我覺得這一班很特別的是學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遇到事情他們會跟我
討論，就在練舞時，他們發現表演舞台上堆放體操軟墊，以至於會影響到排
練舞蹈，學生就來跟我報告要搬動軟墊的原因，以及暫時搬到電腦教室堆
置，事先跟學生說哪天要彩排預演，學生跟我說：「老師我們要事先排座位，
這樣位子底定，預演會比較順暢。」因為是學生自己提出來，所以他們便開
始用傳遞的方式排座位，高個子較有力的男生抬椅子下來，再傳出來，學生
問我老師這樣排可以嗎？這一班因為我行政職務的關係，從四年級起每年都
有機會排禮堂的椅子，長期的訓練下，學生很快就掌握做事的重點，很快
的，我們就將椅子排好。小珉最後提出：
「老師為什麼以前都是我們幫別人排，
這次我們是畢業生，也是我們排椅子，為什麼以前我們都要一直幫他們做
呢？」我很高興學生提出來，因為有問才有澄清的機會，我跟全班說：「你們
很棒！會事先想到要排椅子，要搬墊子。而以前呢？都是學生在等待老師發
一個口令才做一個動作。而你們跟以往的學長姐很不一樣，都是你們提醒老
師怎麼做會比較好，我覺得你們很棒！因為你們在為自己的畢業典禮而努
力，這點老師真的很欣賞你們。」
（99.06.10 札記）
2. 烈日下思考如何達成愛校服務的目標
我們學校在 6/8 這一天要將全校共同創作的貼畫貼在牆上，而六年級負起
將畫作貼上牆面的重責大任，當天非常的炎熱，10:00 校長召集全校在擋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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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合，大家一直埋怨好熱、好熱，而我們班的小朋友必須在烈日下組合各
年級的作品，供大家照相，等人群漸漸散去，只剩下我們班和藝術老師以及
張素禎老師協助，開始工作前我跟班上的小朋友說：「老師知道現在很熱，埋
怨只會降低工作效率，可以想想如何讓大家曬得少，又可以把景觀牆面做
好。」於是大家開始工作，也因為如此，大家不敢抱怨，少抱怨思考的能力
就產生了，後來我們發現車庫下比較不熱，先塗好膠，撕下膠帶之後再拿去
貼到牆面上，減少曬太陽時間，又能完成工作。很高興小朋友有解決問題的
能力，而且老師的可貴在於，可以即時的引導學生，而可喜的是這一班的學
生經常在老師的限制下尋找出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回想到以前你
們通常都會秘密討論要辦一些活動，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占用上課時
間。」所以一下課班長或領導力強的學生就會上台來帶大家討論，老師很高
興你們成為一群會思考的孩子。
（99.06.08 觀察省思札記）
從學生為校服務的事件看來，班上的孩子是有思考力的學生，能在有限制
的條件下自發性的思考解決策略，以解決事情為導向，所以能有效率的完成許
多事情，受到老師們的肯定。
（ 三 ）老師管教時學生態度變好
6/3 三年級導師反應班上的小朋友跟三年級小朋友要交友費，希望我可以
協助處理，於是我找了兩位當事人來，我問他們兩個問題：「小魁你跟小遠交
朋友要他給你錢嗎？為什麼你跟三年級收錢呢？」兩位小朋友一改以往理直
氣壯做錯事還態度不好的樣子，不好意思的承認錯誤並跟弟妹說明這是不當
的行為，不可以學習也不可以真的拿錢去交朋友。
6/7 小瑜跟廚師媽媽的先生說：「去吃大便」，廚師媽媽十分生氣來找我訴
苦，我當場對於小瑜不禮貌的行為也非常生氣，於是我帶著小瑜跟廚師媽媽
對不起，但是小瑜就是不甩人，我也不想因此再動氣，一面安撫廚師媽媽，
另一方面問一起去廚房的同學事發的經過情形，回家思考後，第二天我跟小
瑜說：「老師堅持你得跟廚師媽媽道歉，因為你是晚輩，你要有禮貌。終於小
瑜在 6/11 去跟古媽媽道歉，6/15 烤肉會時芯瑜還烤肉給廚師媽媽吃呢！
6/15 小瑜到一年級去發烤肉請小朋友吃，小朋友吃完以後，還一直跟小
瑜要，小瑜就說：「去吃大便」，一年級瑞菊老師聽到了，跟小瑜說：「弟弟妹
妹還想再吃，你叫他們吃大便，他們很難過。」這時小瑜不但沒有惡言或是
不好的態度，反而不好意思的說：「老師對不起，我知道錯了。」之後瑞菊老
師要求小瑜跟小朋友道歉，看到小瑜不是站在全班面前跟小朋友對不起，而
是走到每一個小朋友面前，跟他們對不起。結束後還跟瑞菊老師說：「謝謝老
師教我。」
每個孩子都會犯錯，重要的是做錯事能不能勇於承認，並用好的態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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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錯誤。看到小瑜的轉變覺得很感動，謝謝瑞菊老師的轉述與指導小瑜，
更要提醒小瑜改掉傷人的口頭禪。
（99.06.15 省思札記）
有一天和韋蓉老師聊起六年級，韋蓉老師說：「六年級畢業前態度變好很
多，不但會服務學校，還變得有禮貌呢！」感謝韋蓉老師的支持與回饋。
（99.06.18 省思札記）
從學生的態度變好看來，學生能虛心接受老師的指導，學生比較能尊重自
己和師長，這是學生另一種進步。
（ 四 ）學生的好科任老師看得到
學生期末的表現，讓研究者十分捨不得學生畢業，在他們身上看到閱讀的功
效，不只研究者看到，而科任老師也一同記錄學生的成長：
這一年秋秀老師透過閱讀來提昇學生品德大有成效，學期剛開始資訊課
接觸到這些孩子，由於自己覺得是學校最大的學長姐，所以態度很驕傲，對
於中低年級學生總是以命令的口氣。經過一學期閱讀教學，他們變成願意幫
助中低年級，也願意為這學校服務。我想這應該是他們把書中內容內化成自
己的價值觀，因此得到喜悅感。
學生在行為上，一開始常常認為聲音大就是有理，或是把動手、罵粗話
當作是男子漢的表現。隨著學期慢慢接近尾聲，他們現在有時還是會分貝高
一些，但是他們會先停頓一下思考，到底對錯在哪裡然後才說話。看見他們
這樣謹慎言語的行為讓我很感動，社會上常常因為言語未經思考就說，造成
許多社會事件。相信他們透過閱讀，將會有一個快樂、帥氣的人生。
（99.06.20 義相老師回饋）
有次秋秀學姐在辦公室忙，請我去幫忙看六甲的早自習。在踏進教室之
前，我預想教室裡沒老師，小朋友八成都吵成一團，沒想到打開門，映入眼
簾的卻是十二個學生各個都乖乖的坐在座位上安靜的讀國語日報，我覺得對
國小六年級學生來說這是很不可思議的自律。後來得知原來全校的晨讀活動
是秋秀學姐所發起的，「閱讀」更是秋秀學姐在六甲發展的重心。六甲過去三
年我並沒有參與到，但就這一年的觀察，我發現「閱讀」深深的影響了六甲
的孩子，使他們完全達到「定、靜、安、慮、得」的境界。透過閱讀，孩子
能定性，安靜的在浩瀚的書海中獲得知識。有了豐富閱讀量，秋秀學姐也在
寫作方面為六甲打下深厚的基礎，例如利用作文課指導學生寫讀書心得，及
寫給作者的一封信，都和閱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次不經意的經過六甲
教室，孩子們個個有如文思泉湧的小作家振筆疾書，相較於自己任教班級的
學生，每每到作文課總是苦不堪言、詞窮的模樣，相差甚遠。
上六甲的綜合課時，我問學生閱讀帶給他們什麼影響，思妤說變得比較
愛看書。國魁雖然嘴巴上不說，但他在老師眼裡是改變最大的一個，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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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鬧、亂發脾氣的小孩，變成一個能管理情緒的小大人。興諺對於學科皆
興趣缺缺，看了他寫的文章令人刮目相看，原來閱讀不只能增進寫作技巧，
還能培養孩子們對事物批判思考的能力。
（99.06.23 莉淑老師回饋）
研究者與畢業生共譜閱讀成長的交響詩，是那麼的美好，那麼的動聽，不只
師生感受到，連其他老師們也感受到了，讀報教育與閱讀青少年小說讓畢業生更
自律，懂得為學校付出，讓研究者體驗閱讀對品德陶冶的震撼力。

伍、 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進行了八個月的讀報教育行動研究，持續修正活動方案，研究者將學生的成長與老
師的體悟，歸結說明如下：
（ 一 ）學生的成長：
1. 學生能掌握文章的新知識與好觀念：
藉由讀報學習單的紀錄，學生學習新知識與好觀念的摘取，剛開始學生不
大進入狀況，研究者不斷請學生分享，慢慢澄清新知識與好觀念的差別，慢慢
發現學生越來愈能區辨了，再者就是好觀念的使用希望能從認知的層面，最後
希望能夠落實在生活中，因此構思好觀念的延伸運用：「送方向給同學」的剪報
分享活動。
2. 學生「送方向給同學」學生接受度高
將讀報的活動轉變成「送方向給同學」的剪報分享方案，由於學生自主選取
自己喜歡的方向專欄文章，發表文章的好觀念或自己的看法，可以讓學生彼此
的互動增加，更能引起彼此的共鳴。而有趣的是學生剪的文章，也是研究者比
較想和學生分享的部分，學生給老師或給全班，我再給回應，如此研究者可以
紓發內心的感受，也不會讓學生覺得老師又在說教，又在強迫推銷道理的感
覺。讓師生與同學間有更多討論的題材，透過討論我們澄清價值，建立做人的
基本信念。
3. 用青少年小說化解心靈的衝突
少年小說中的情節呈現成長較完整的樣貌，學生在閱讀的同時容易被觸
動，尤其是讀少年小樹之歌時，對於一些不平的事情，小朋友會提出來討論，
這時候老師適時的引導，可以引起更多小朋友的共鳴。改變是始於彼此相信，
就像期末學生的正向改變，讓原本有菱有角的心也軟化了。
4. 實施讀報教育與青少年小說的共讀看見孩子懂得關懷與尊重的好表現
從期末學生的行為表現中歸結到學生的好表現呈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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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懷的表現：關懷班級讓班級越來團結；關懷學校為學校服務；關懷同學
在同學需要時伸出援手。
（2）尊重的表現：尊重師長所以師長教誨時虛心受教，尊重自己所以將自己的
份內工作完成，得到學校的師長稱讚。
讀報教育與青少年成長小說的共讀，陶冶學生品德，成效卓著，讓師
生留下成長過程中珍貴的印記。

二、 研究者推動閱讀結合品德教育的體悟：
秋秀在這一班推動閱讀教育時，會有一些老師提出疑義，這一年以來秋秀很認真的
記錄下帶學生共讀或是培養學生養成閱讀習慣的感想，凡是做過必留下痕跡，思考過必
產生體悟，藉此和老師們分享：
迷思一：喜歡讀書的老師就很會推動閱讀嗎？
秋秀的想法：共讀書籍老師必須讀很多次，反覆咀嚼，才有東西和學生分
享。老師喜歡閱讀跟會不會帶閱讀是兩件事，喜歡閱讀的老師看完書，內容成
為自己的東西，或純屬娛樂；而會帶閱讀的老師會將要帶學生閱讀的書籍反覆
咀嚼，和學生討論，思想在師生互動間形成，如此才有閱讀的成效與樂趣，老
師也會不斷的規劃思考可以給學生什麼，關注學生點滴的進步。
迷思二：家庭沒有閱讀習慣，要孩子閱讀是不可能的。
秋秀的想法：家庭沒有閱讀的環境而要求學生要讀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維有老師要求將共讀書籍列入家庭作業的範疇，並且來校的時候和學生一起討
論，才有可能讓學生閱讀。目標放在要學生閱讀，倘若只是看到學生家裡沒有
閱讀習慣，就放棄要求孩子在家讀書的習慣，那麼你希望學生建立閱讀的習慣
是十分遙遠的，看到學生進步的點點滴滴，就有成長的可能，而教學者也會充
滿能量為教學再加把勁。
迷思三：推動閱讀要學生多寫還是多說呢？
秋秀的想法：做研究時如果學生有寫一些資料的話對於將來研究的分析比
較有利，但是四年來推動閱讀的經驗告訴我，如果一昧的要求學生寫，反而會
降低學生的閱讀興趣，所以研究者進行閱讀教育時，大部分的時間採用討論的
方式，營造出學生樂於發表的安全環境，用心呵護孩子「悅」讀的種子。
帶領學生培養閱讀習慣的這些年來，秋秀是受益最多也成長最多的人，秋秀看到孩
子的進步，不斷思考要給學生什麼，每年設定不同的目標，開發一些教案，申請行動研
究計畫，用研究思考教學，在做與思的過程中充實能力，在學生的刺激下，秋秀也不斷
更新自己的想法，感謝這群孩子給秋秀在教學上進步的機會。

三、 建議
研究者從研究進行當中發現一些可供日後進行研究參考的建議：
（一）未來老師們若進行「送方向給同學」的部分時，老師可以先做回應再給其他學生回
應，如此學生看到老師的回應，可能會觸發學生更深的思考，師生間的互動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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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提供老師們進行讀報教育之參考。此外，可以將蒐集到的方向文章再加以分
類整理歸納，全班討論歸納出面向，還有哪些部分沒有討論到，如此可以讓整個
活動更完整，學生的收益更大，期望未來的研究可以朝這個方向努力。
（二）深入閱讀少年小樹之歌，裡面的爺爺奶奶的想法可以搭配柯爾柏格道德發展階段
論，加以分析再擬定問題問學生，可能更能看出學生在閱讀文本中道德發展層次
的變化情形，值得日後進行相關研究時參考。
（三）到學生六年級才進行共讀文本的閱讀指導，時間較晚了些，如果可以及早規劃，
學生閱讀陶冶品德的成效將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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