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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ach 2012全國創意教學獎方案全文 

方案名稱：讓那一片葉子觸動你關懷的心 

參加領域：社會領域 

發表者名稱： 

參賽者姓名：吳泰儒       學校名稱：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 

Keyword：教學主題：關懷他人  

創意方式：繪本、戲劇、活動 

創意成效：品格、關懷 

 

壹、創意教學背景 

一、緣起 

      品格教育為目前眾所囑目的焦點，不但教育部將其列為重點推

行項目，時下業界甚至於在選擇人才時，也將品格列為考慮的第一

要點；但是，品格教育卻也是最難教的課程之一，沒有固定的教材，

也沒有固定的教法，再加上需要與學生的生活有所關聯，才能引起

學生的共鳴，否則就往往流於說教有餘而印象不足的狀況發生，除

了平常與課程結合外，如何讓學生能藉由討論及參予的方式來學習

相關品格，也是令人費煞苦心。 

        本校長期配合縣府品格教育政策，推動品格之星、品格劇團

等系列活動，每三週選出當季的品格之星，並接受表揚，此外，還

邀請六年級每班演出品格劇，於中庭的兒童劇場演出，而每週導護

更利用升旗時間講品格小故事，期望能讓學生能慢慢體會了解品格

的重要性，並切實執行。 

      然而於推動過程中，我深感於雖然縣府推行十二項品格雖有其美  

   意，可是要在一年中讓學生了解並能切實做到，實在有其難度，再 

   有感於之前新聞所提到的校園霸凌以及學生對週遭事物的冷漠，故 

   集中心力再班上推行「關懷」這項品格，期望能營造一個溫馨關懷 

   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在一個好的環境中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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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課程學習架構 

 

 

教學活動一：了解關懷的意義 

◎閱讀一片葉子的故事。 

◎了解並定義何為關懷的意義與 

  具體的行為。 

 

 

活動四：成為祝福 

◎小天使活動。 

◎植樹節種樹。 

◎票選品格之星。 

教學活動二：換我做做看 

◎改寫故事。 

 

讓那一片葉子觸動你關懷的心 

活動三：戲劇的排練 

◎述說每個角色的特色  

◎動作及走位 

◎道具製作  

◎師生討論 

◎排練 

◎撿討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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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教學策略實施 

 

 

 

 

 

 

 

 

 

 

策略一：循序漸進 

        一開始先用運用一片葉子的故事來讓學生了解整個故事的內容 

  ，並藉由問題討論來讓學生定義何為關懷；接著藉由故事的改寫，來 

  讓學生融入故事中，然後再進一步藉著戲劇的演出，來投入到腳色當 

  中，並最後藉由小天使、植樹、品格之星等活動來讓學生能夠身體力 

  行而有更深刻的印象。 

策略二：合作學習、自主學習  

        在此分為兩個部份 

  （一）合作學習：鼓勵學生在演出的過程中，合作來解決問題並順利 

                  演出。 

       A：劇本的產生：在學生對故事有相當了解後，經由討論，將繪 

                      本的精神給予保留，來寫成劇本。 

     B：戲劇的演出：由學生來制定角色，並討論訂出角色的特色， 

                    選定負責演出的同學，在每次的排練後，能自 

                    我檢討及反省剛剛排練的優缺的，並給予保留     

                    及改進。 

    C：道具的準備：學生針對演出的角色製作想對應的道具，例如： 

關懷他人—一片

葉子 

 

策略一： 

循序漸進 

策略二： 

合作學習 

自主學習 

策略三： 

身體力行 

策略四： 

資訊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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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動物的頭套及配件等……。 

 （二）自主學習：引導學生主動去查閱資料，了解何為真正的關懷，並藉由 

                 獎勵制度來鼓勵主動查資料的學生，藉此引起學生主動學 

                習的興趣與氛圍。 

         老師只是一個引導者，在重要的部份給予建議，盡量放手給 

     學生，讓學生能有自我完成的成就感。 

策略三：身體力行  

        在成為祝福的活動中，讓學習親身體驗，甚麼樣的行為會成為別 

    人的祝福，在小天使的活動中，讓他們確實去了解及感受如何去真正 

    關懷別人以及被關懷的溫暖，在種樹的活動中，去發掘自己對社區環 

    境的可以做甚麼樣的貢獻，最後再配合學校的品格之星，讓學生親身 

    體會感受到肯定的感覺，並進一步建立榮譽感進而對於關懷有更深刻 

    的感受，而不再流於說教的層面。 

    策略四：資訊融入 

       藉由電子白板讓學生在上課時能有更生動的內容，並利用網路，讓 

   學生能查閱相關資料，編排劇本、尋找製作道具的靈感。 

   

參、創意教學創新成效 

一、知識力 

辨知力：了解關懷的涵義 

鑑賞力：對事物的時(歷史性)空(功能與情感)價值之認知 

二、情意表現力 

自信力：學生能發表及公開演出 

貫徹力：在整個學期都能持續的有關懷的行為。  

       精進力：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課業學習或改進 

       發問力：挑戰學生對關懷的認知與行為來引發學生發問。 

       尊重心：藉由關懷的行為來表達出對人及環境社會的尊重與感恩。 

       開放性：願意接受他人意見及發表自己意見。 

       合作力：合力完成戲劇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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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力 

      理則性思考：能了解何謂真正的關懷，並應用在生活中。  

         連想性思考：擴展—從正確的關懷行為及努力編劇到演出成功後， 

                     能將成功經驗擴展到其他學習活動上。 

        逆向—從一些錯誤的行為及編劇演出的失敗中，找出錯誤的地方加 

              以修正，重新再來一次。 

四、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探索力：能找出演出時的問題 

假設力：針對演出時的問題例如動作、聲音及走位的問題，能提出 

                解決的可能方法。  

評估力：能評估解決對策是否有效。 

驗證力：對策驗證。 

綜合力：在解決的過程中，能將獲得的新經驗與就經驗結合，產生 

        新的能力。  

 

五、資訊力 

收集力：能上網收集關懷及繪本的相關資料。  

解讀力：能抓住資料中所闡述的重點。 

組織力：能將網路所收集到的資料加以統整。  

應用力：將資訊用到相關處。 

智財觀：資料來源表示(註明)清楚。 

 

六、創作表達力 

正確性：能將繪本中的角色用正確的方法詮釋。 

熟練性：能熟練的演出。  

活潑化：演出的流程能流暢不窒礙。  

細緻性：能在大眾面前演出。  

 

七、技能 

正確性：學生能以正確方式演出角色 

熟練度：能在規定內完成劇本製作及角色演出  

       品質性：學生能完成精緻度高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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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方案課程教學研究 

一、教案設計 

教學活動主題名程 關懷他人—一片葉子 單元名稱  

關鍵字 共舞、戲劇、關懷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者 吳泰儒 適用年級 六年級 

課程設計 吳泰儒 

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是以品格教育為學習主軸，融入藝術與人文相關域，先

以課文一片葉子引起動機，並由課文內容來延伸探討何為關懷，

再藉由故事改寫、戲劇演出及身體力行的活動讓學生從各 

方面來深切的了解及體認何謂真正的關懷。 

教學節數 10節 主要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目標 

1. 能培養關懷周遭人、事、物的情懷，並能體會他人對自己的關

懷。 

2. 能演出一場戲劇。 

3. 能身體力行。 

4. 能使用資訊設備來尋找答案。 

能力指標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5-3-3-1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8-1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5-3-10-1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5-3-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並沒有演出的經驗。 

教學準備 
1. E化白板、單槍投影機、桌上型電腦 

2. 動畫影片 

3. 彩繪用具 

評量活動 

1. 學習單。 

2. 作文改寫。 

3. 能完成戲劇的演出。 

4. 活動的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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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簡案 

 

 

 

 

 

 

 

 

 

 

 

 

 

 

 

 

 

 

 

 

 

 

 

 

 

 

教學單元： 關懷他人—ㄧ片葉子 

 

教學活動一 

 了解關懷的意義 

步驟 1：閱讀一片葉子的故事。 

步驟 2：了解並定義何為關懷的意義與 

       具體的行為。 

教學活動二 

  換我做做看 

教學活動三 

 戲劇的排練 

教學活動四 

成為祝福 

步驟 1：指出課文中與關懷有關的言行。 

步驟 2：自己設身處地於當時情境時，自己會怎麼做。 

步驟 3：將發表的內容改寫成一篇文章 

步驟 1：述說每個角色的特色  

步驟 2：動作及走位 

步驟 3：旁白的融入  

步驟 4：師生討論 

步驟 5：排練 

步驟 6：撿討及改進 

 

步驟 1：解說小天使活動的遊戲規則。  

步驟 2：抽籤並開始關懷抽到的同學。 

步驟 3：最後公佈誰是小天使，並請接受關懷的學生送小 

       天使禮物，表示感謝。 

小天使活動 

植樹節種樹 步驟 1：領取樹苗。  

步驟 2：至社區將樹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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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照片 

  

講一片葉子的故事 講一片葉子的故事 

  

文章改寫 文章改寫 

  

上網查資料 劇本討論 

品格之星 步驟 1：講解當季品格的意義。  

步驟 2：於三週後請班上同學選出當季品格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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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節活動 植樹節活動 

 
 

 證書 

  

          品格之星獎狀徽章 演出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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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者省思 

 

 

 

 

 

 

 

 

 

 

 

 

 

 

 

 

 

 

 

 

 

 

 

 

吳泰儒老師 

    記得很早之前，學校有所謂的中心德目，項目有孝順等，細項已經不記得了， 

在國高中時有一門課叫公民與道德，上的是甚麼也早已不復記憶，只知道那時候學 

校常會利用這門課來補救教學或上”有考試”的科目，等後來當了老師，仔細看了一

下課文，其實裡面包含了滿滿的品格教育，但可惜的是，往往有的時候為了教學的進

度，於是只能將課文快速的帶過，把考試要考的加強一下，至於文章的涵義不是沒有

提，而是時間的關係，能發揮的不多。 

    當桃園縣開始推廣品格教育時，我適逢是學校的訓育組長，理所當然的，學校的

品格教育推廣就落在我身上，還記得那時縣府發了很多的海報，隔年我卸任後剛好又

成為品格教育團隊的一員，還跟校長及當時的訓育組長參加當時的品格研討會議，在

回來後，便開始推動品格之星的活動，從兒童朝會開始，藉由總導護的說故事宣導、 

品格之星獎狀徽章的頒發、戲劇的演出，期望能由多方面的活動來喚起學生對品格的

重視與實踐。 

    在執行的過程中，我發現，藉由品格之星的選拔，的確讓學生開始重視，但是也

發現，過多的品格項目，也造成學生注意力的渙散，有的時候在選品格之星時會難免

遇到不知選誰的窘境，於是乎決定選關懷為本學期主要推動的品格項目，希望能將一

項品格教育落實在他們的生活中。 

    在推動一個學期之後，學生也將畢業了，回顧他們這學期以來的改變，從一開始

計較地上的垃圾是誰的以及抱怨某某跟他不對盤，到現在看到垃圾願意去撿起來(當

然小抱怨還是有)，即使是不是很喜歡的同學還是願意去關懷(然後碰壁挫折的回來問

我怎麼辦)，雖然結果不甚滿意，但是只要他們肯跨出去，就是一個美好的開始，在

我心中一直沒跟他們講的是，一個能付出關懷的人其實是有能力的人，而且別人也會

喜歡跟你在一起，只是這些我沒講，而是希望他們畢業後能慢慢去體會其中的滋味，

畢竟講太多又流於說教了，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