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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愛傳下去

苗栗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建國國小李秀枝教師

壹、設計理念

有幸擔任班導多年，每天都能與孩子相處很長的時間，有機會看到孩子的生活點

滴，看到聽到孩子的互動與對話。話說低年級的孩子很喜歡「爭」，在教室裡，爭著

說話，爭第一個進教室，爭頭一個訂正作業、打飯菜、領東西、發東西……，當活動

場域移到教室外，又開始爭著玩遊樂器材，常常爭得面紅耳赤，鬧得不可開交。每每

看到這個現象，我總是又好氣又好笑的說：「不要爭，不要搶，大家都有機會。」尤

其是放學排路隊回家時，中高年級的孩子手長腳長，總是爭著擠出校門口回家，低年

級個頭矮小，面對大軍壓陣，帶隊的教師總是看得膽戰心驚，擔心孩子一個不小心被

推倒，被人群踩過，就難以挽救了。我常問孩子：「為什麼要爭先恐後？又沒人會頒

獎或處罰。」苦口婆心告訴孩子：「不差那幾分鐘，不必爭。」「真正聰明的人會以

退為進。」但似乎都收不到太大的效果，今年新帶的新生也是如此，讓我非常苦惱。

有一天，六年級○美教師正在為班上的孩子尋找話劇表演的舞台，詢問班上的

孩子願意觀賞他們的演出嗎？我們一口答應，演出的劇碼是「哈利上學記」，很適合

一年級新生，孩子們在學長姐逗趣的演出中，知道了遊戲的安全，知道受傷要去健康

中心，孩子對建國不再那麼陌生。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不但給了高年級孩子表演的舞

台，也減低初來乍到建國的一年級新生對新環境的焦慮。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有一

種「愛」在醞釀、在發酵，校園中不時傳來孩子們呼喚學長姐的聲音，或看見學弟妹

圍繞著學長姐的景象，大哥哥、大姊姊彷彿成了大明星一般，增加了許多自信；有時

也會看見六年五班學長姐到前棟教室，溫柔關懷學弟妹的身影，學長姐變得會照顧人

了，完全不會跟學弟妹爭搶，學長姐和學弟妹的愛持續交流，運動會相互加油，聖誕

節互送卡片，學弟妹在畢業典禮前夕辛勤練歌和製作精美禮物歡送學長姐。這感覺太

美妙了，應該延續下去。這一段期間，大哥哥大姐姐好像是孩子們的天使，一直守護

著他們。原來有了「愛」，孩子不再這麼自我，開始會關心四週的人。

當一年級新生到來，班上的孩子變成學長姐了，孩子似乎有意願當「愛的接班

人」，也想為學弟妹做些什麼，我暗地裡想，時機到了！「把愛傳下去」的課程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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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展開了，學習「愛人」就是我們的總目標吧！不過，一開始孩子還沒有什麼具體的

想法，所以光是第一個活動就醞釀了很久，每個活動之間，也都會發想許多時間，這

個教學活動嚴格來說實施了兩個月，斷斷續續，在孩子沒有想法時，我們就先上其它

的主題，現在為了呈現給大家看，將它濃縮成15節課。因篇幅的限制，都是以歸納的

方式來呈現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想法有時記錄在黑板上，記性好的時候，會用相機拍

下佐證，有時下一堂課緊接著來，就忘了拍了。以下是我們的課程架構：

貳、課程架課

整個脈絡是依孩子的世界觀而走，探索的時間很長，想法不一定完美，但孩子十

分投入，很認真表現。以下是整個詳盡的教學流程及教學者對課程的觀看。

叁、教學活動與課程觀看：

版本 自編 教學對象 二年級 教學總時數 15節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1.愛的接班人 教學時數 1節

能力指標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目標
1. 覺察一年級新生初到建國的感受。
2. 思索愛護一年級新生的方法。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整理六年五班與一年五班互動的照片，製成影片。

◆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記得一年級剛上學的心情感受嗎？【緊張、害怕、開心、好奇】
◆ 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想一想，今年一年級入學的新生心情感受如何？【緊張、害怕、開

心、好奇】

2. 播放六年五班與一年五班互動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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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提問：大哥哥大姐姐對你們如何？【表演給我們看、幫忙打掃、幫忙打飯

菜、來看我們、送我們禮物、教我們跳舞、幫我們加油……】

4. 教師提問：想不想也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樣愛護弟弟妹妹？可以怎麼做？【邀請一

年級學弟妹來教室玩，送禮物、卡片，請吃糖果或喝奶茶，表演給他們看。】

◆ 綜合活動：

1. 因為大哥哥大姐姐的疼愛，讓你們對建國不再那麼害怕，非常很感謝他們，現在

換你們來幫助弟弟妹妹們囉！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一開始，孩子們認真回想著，有人對新學校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有人對來到完

全陌生的環境，感到很緊張；有人很開心，他終於可以和兄弟姐妹讀同一所學校了；

有人很擔心、害怕，不知道新教師會不會很兇；有人很高興，他可以和幼稚園同學同

班。孩子們覺得現在一年級新生應該跟自己剛入學感受一樣吧！

當播放六年五班與一年五班互動的影片時，孩子們興奮的討論著，想起剛入學

時，大哥哥大姐姐除了晨間活動和升旗時間陪伴著他們，中午用餐時間協助盛裝飯

菜，放學之後，負責清掃教室之外，還入班演了一齣「哈利上學記」給他們觀賞，逗

趣的情節和旁白中，他們認識了訓導處，懂得溜滑梯不可倒著溜，知道受傷了，要到

健康中心請護士阿姨擦藥。經過了這許許多多的接觸，孩子和學長姐有了很深層的連

結，下課時，孩子們經常去找學長姐玩，學長姐也常常來關懷他們；在路上相遇，總

是熱情的互打招呼；運動會時，相互加油打氣；聖誕節，學長姐親手用色紙摺愛心送

他們，請他們吃棒棒糖，學弟妹也用心繪製卡片回贈；畢業前夕，學長姐教孩子們跳

「喜德飄移舞」，孩子們也以一首「天使」和精美相框回饋學長姐，為彼此留下美好

回憶。

這一段期間，大哥哥大姐姐好像是孩子們的守護天使，一直照顧著他們，從不和

他們爭搶。當一年級新生到來，孩子似乎有意願當「愛的接班人」，也想為學弟妹做

些什麼，他們想邀請一年級學弟妹來教室玩，想送禮物給他們，寫卡片送他們，請他

們吃糖果或喝奶茶，表演給他們看……。孩子非常興奮，以孩子的觀點，天馬行空的

思索著，討論的很熱烈，雖然不知道課程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子？但知道孩子已經開始

投入。

教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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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發表（形成性評量）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2.遊戲點子王 教學時數 1節

能力指標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
增加生活的趣味。

教學目標 1. 搜尋好玩又適合一年級新生的遊戲。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教室玩具角玩具，如象棋、撲克牌、德國心臟病、閃靈快手、圍棋、跳棋、

積木、疊疊樂、花片、陀螺、六角拼圖等。

◆ 引起動機：

1. 回顧大家所談的愛弟妹方式，這次從「找學弟妹來教室玩」這部分切入，因為孩

子有了些許的想法。

2. 教師提問：你平常下課都在玩什麼遊戲？【踢足球、鬼抓人、聊天、下棋、玩蛇

梯棋、玩德國心臟病、玩閃靈快手、玩積木……】

◆ 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想一想，我們可以邀請一年五班來教室玩什麼？【玩攻城堡、玩教室

玩具角的玩具……】

2. 教師提問：這麼多人該如何進行呢？【一起玩太亂了；一起玩人太多了，要等很

久；分組玩比較好。】

3. 指導分組討論的規則，再進行分組討論，寫出想帶一年級玩的遊戲。

4. 分組試玩遊戲，發現問題，進行調整。

5. 教師提問：陪伴他們玩遊戲時，還要注意什麼？【耐心教導規則、不要搶著玩、

玩膩了可以換遊戲】

◆ 綜合活動：

1. 陪伴學弟妹玩遊戲，除了自己得到樂趣之外，還能增進彼此的感情，陪伴也是一

種愛的表現，能夠想到這個點子，真棒！

2. 邀請客人來玩時，如果只顧自己玩得開心，客人只能在旁邊觀看，他會覺得很無

趣。

3. 當客人無意願在玩這項遊戲時，可以詢問客人意願更換遊戲。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回顧先前孩子提出了一些點子，如送禮，但都只在發想階段，一時也不知該送什

麼？所以孩子決定從最容易的「玩遊戲」開始。先和孩子談談下課時所玩的遊戲，有

踢足球、鬼抓人、下象棋、玩蛇梯棋、打陀螺、玩積木、聊天、閃靈快手、德國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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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接著才開始請孩子思索當學弟妹來到教室玩時，該怎麼進行？有人說：「想

玩什麼，就玩什麼。」有人反應：「這樣會很亂耶！」「大家選一樣的怎麼辦？」

「要等很久才玩得到。」最後大家決定：「可以分組！」「可以一人帶一個小朋友去

玩。」「覺得無趣時，可換遊戲。」為了怕各組都選一樣的玩具，所以請孩子寫三個

志願，如果重複，可選第二志願。以下是孩子討論的結果：

第一組：德國心臟病、閃靈快手、UNO。

第二組：閃靈快手、UNO、娃娃。

第三組：雪花片、疊疊樂、陀螺。

第四組：蛇梯棋、陀螺、巧連智積木。

第五組：六面拼圖、疊疊樂、數學教具。

第六組：蛇梯棋、積木、疊疊樂。

其實這些是最終經過協調的結果，因為孩子經過試玩發現圍棋、UNO太難了，娃

娃只有女生喜歡玩，德國心臟病和閃靈快手初階的規則不會太難，蛇梯棋可以同時好

幾個人玩，六面拼圖可以一起動動腦，雪花片、陀螺分量多，不必擔心。有兩組的第

一選項相同，後決議由先提交討論結果的組優先選擇。

愛玩是孩子的天性，教室裡又有現成的玩具，所以從玩遊戲開始下手，覺得很適

合。透過試玩活動，孩子發現許多問題，有些玩具數量不夠、有的太困難、有的太簡

單無聊，而後才做了調整。不過在分組討論時，有兩組的孩子花很多時間在決定誰擔

任組長、誰擔任紀錄上，相對壓縮了討論時間，剛開始孩子卻還不自覺，直到看見別

組陸陸續續將結果的交出去時，才加緊討論腳步，才發覺有時需要有人讓步。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發表及討論（形成性評量）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3.大明星showtime 教學時數 3節

微調能力指標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教學目標
1. 能針對表演提出自己的想法。
2. 能聽取同組同學的意見。
3. 能與同學合作，共同練習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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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音樂、表演道具

學生：表演道具

第一節

◆ 引起動機：

1. 回顧先前大家所談的愛弟妹的方式，這次從「表演」這一塊切入，因為孩子有了

些許的想法。

2. 學長姐曾經帶來哪些表演？【哈利上學記、喜德飄移舞】好不好看？為什麼？

【好好看，戲劇中有一個哥哥倒著溜滑梯，結果受傷了，用捲筒衛生紙包得像木

乃伊，很好笑。…】

◆ 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大家可以一起表演什麼樣的節目給學弟妹看？【學學長姐演戲、跳

舞，像一年級耶誕節時的才藝表演，如唱歌、彈鋼琴、變魔術、搖呼拉圈、說故

事、溜溜球、溜蛇板、跳繩、拍球…】

2. 因個別表演太過費時，所以後來決定以合作的方式來表演，因此依同學提議的節

目及自己的意願進行分組。【歌唱：五月天天使；舞蹈：虎姑婆；演戲：七隻小

羊】

3. 分組討論表演節目的呈現方式及細節。【如歌唱隊型，表演角色安排，旁白台

詞，舞蹈動作……】

第二節

4. 練習表演與準備道具。

第三節

5. 共同討論上台表演要注意哪些事情？【聲音要大、要大方、要認真、不要搞笑、

要牢記歌詞、要牢記動作、要牢記歌詞、要牢記動作、要合作】

◆ 綜合活動：

1. 進行節目採排，聽取大家的意見，進行最後修正。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討論完陪學弟妹玩的事情，這次孩子想談表演的部分，回想去年學長姐所帶來

的演出，不論是「哈利上學記」，還是「喜德飄移舞」，都很有趣，且貼近孩子的生

活。表演對孩子來說並不陌生，在一年級耶誕節時，曾經舉辦過造型搞怪秀及個人才

藝表演，考量時間的問題，這次不考慮個人獨秀，採分組表演，經過討論，孩子依照

個人意願分成了三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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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組致○建議唱歡送學長姐時演唱的歌曲「天使」，昱○提議用猜拳決定擔

任組長的人，結果由任○擔任組長，負責喊口令、排隊型，玟○建議加幾個簡單的手

勢，使表演更豐富，又請教師借白手套戴。

舞蹈組郁○的媽媽提議唱跳「虎姑婆」，大家一起編舞蹈動作；唯一的男生是班

長，仍能很有默契的與女生合作，完全不扭捏；○妗常忘記動作，大家不厭其煩陪著

她反覆練習，有人喊拍子，有人示範。其中亭○還跟舞蹈班教師借了貓耳朵和尾巴裝

扮呢！

演戲組有10人，○昕考量人數提議演七隻小羊，剛開始角色一直無法分配好，後

來楹○提議抽籤決定誰演大野狼，還把羊媽媽改成羊爸爸，由柏○自願擔綱演出，由

朗讀比賽第一名的詠○擔任旁白，其餘演小羊。角色決定後，便開始排練，起初有人

一直搞笑，所以進度嚴重落後，後來教師出面聚焦，才有進展。孩子們還利用晨間活

動和下課時間畫小羊和大野狼面具，看他們那麼認真，教師也幫忙做大剪刀和針線道

具。

孩子的演出都是非常簡單的劇碼，難度不高，容易上手，孩子比較有信心。原

本擔心劇碼太平凡，無法吸引台下的觀眾，結果不然，因為都是熟悉的劇碼，台下的

孩子都覺得親切，接受度很高，彩排時，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笑聲不斷。書寫回饋

單時，每個孩子都寫著：我很認真表現，我能與人合作，我很乖，我有幫忙解決問

題……，這是真的。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實作（形成性評量）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4.種子拼貼秀 教學時數 2節

微調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教學目標
1. 能透過五官辨認各種種子。
2. 能利用各種種子做成創意拼盤。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上網搜尋種子的相關資料、蛋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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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到校園中撿拾水黃皮種子、台灣南洋杉種子，再回來清洗、剝開、曝晒。保

麗龍膠。

◆ 引起動機：

1. 回顧先前大家所談的愛弟妹方式，這節從「送禮」這部分切入。

2. 教師提問：如果要送禮物給學弟妹，你會想送什麼？【文具類、玩具類】
◆ 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有沒有可以不花錢又獨特的禮物？【自己做的，有孩子覺得詠○撿來

的種子，可以拿來當禮物。】

2. 教師透過網路影片讓孩子認識所發現的種子，並察覺種子除了拿來栽種、做吊飾

外，還可以來做拼貼。

3. 進行種子拼盤創作活動。
◆ 綜合活動：

1. 觀摩欣賞同學的作品。

2. 教師歸納：這拼貼作品可以拿來當作禮物，非常獨特。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當孩子決定要送禮給學弟妹時，其實心裡有些苦惱，孩子

們說想送玩具、文具，孩子不會賺錢，跟父母要錢買禮物，似乎

不妥；雖然有孩子說他有零用錢，但並非每個人都有；有人建議

把不要玩的玩具、太多的文具當禮物，好像可行，但也並非大家

都辦得到；最後決定自己做禮物，做什麼好呢？這時，○昕拿著

在大操場撿到的豆豆，讓人聯想到書局有賣一種叫魔豆的東西，

上面有寫祝福語，很像它。大家馬上決定要送這個「山寨小魔

豆」。如右圖。

原來，○昕撿的小豆子叫做「水黃皮」，教師利用網路搜尋功能，讓孩子更進

一步認識水黃皮。此時正是它豆莢成熟的時期，所以孩子撿了好多好多，因為它很

小，估計大概只能寫兩個字的祝福語，我們想了好多，如平安、快樂、健康、幸福、

開心、歡喜、吉祥、如意、發財、美麗、帥氣、聰明、喜樂、努力、高興、加油……

等等。可是當我們把豆莢打開，取出豆子，清洗曬乾後，豆子都變皺了，沒辦法寫字

了，只好放棄。

原本預設讓孩子將最近製作的風鈴當作禮物送給學弟妹，是裝飾品，又是親手製

作，不另外花錢，沒想到孩子有更好的點子。孩子想模仿市面所販賣的魔豆，也就是

刀豆，可是發現商人是用鐳射在其堅硬外層上刻上祝福字，這是我們做不來的，所以

改成用寫的。後又因豆子變皺，很難書寫，只好作罷。可是孩子努力撿拾來的那麼多

種子棄之可惜，最後有了拿來拼貼的想法。孩子很投入，對於沒有想法的孩子，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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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照教師或同學的，教師示範的是花、鳥、蝴蝶，也鼓勵孩子發揮創意，孩子們想

出了車子、小狗、毛毛蟲、螞蟻、蘿蔔、蜘蛛……許多有創意的作品，並以這次的作

品作為第一次的總結性評量。課程結束後，孩子對撿拾種子仍舊充滿興趣，這次他們

撿的是台灣欒樹的種子。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實作（總結性評量）

基準一：能完成種子拼貼作品。

5分　表現優異 4分　表現良好 3分　已經做到 2分　還要加油 1分　努力改進
能完成完整的拼
貼作品，且有自
己的想法。

能完全照著教師
的示範，完成拼
貼作品。

能粗略的照著教
師的示範，完成
種子拼貼作品

種子拼貼作品不完
整 (需教師從旁協
助)

無法完成種子拼
貼作品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5.邀你來同樂 教學時數 2節

微調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教學目標 1. 能完成邀請卡製作。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粉彩紙

學生：彩繪用具、剪刀

◆ 引起動機：

1. 當一切準備就緒，如何讓學弟妹知道我們想邀請他們來教室玩？【直接告訴他

們、寫邀請卡】

2. 教師引導討論邀請卡應具備哪些內容？【活動名稱：歡樂的聚會；活動時間：

102.10.29（二）下午第一、二節課；活動地點：二年五班教室。】
◆ 發展活動：

1. 教師說明卡片形式呈現方式。

(1) 將粉彩紙對摺，在其中一外側頁上設計和繪製卡片圖

案，建議用動物外型，注意圖案有一邊要碰到對摺

線。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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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剪下卡片。

(3) 在內頁書寫邀請卡應具備的內容。

(4) 花邊的美化。

3. 開始製作。

4. 提醒孩子活動名稱、活動時間、活動地點一定要記得書寫，才能完整提供訊息，

這是評量重點，其次會看卡片圖案是依照教師範本，還是自行發揮創意來設計。

◆ 綜合活動：

1. 請孩子欣賞觀摩彼此作品。

2. 請同學利用下課時間將邀請卡送交一年五班。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當遊戲想好了，表演節目也有了眉目，禮物也準備好了，孩子不斷的詢問什麼時

候可以邀請學弟妹過來？徵詢了一年五班教師的意見之後，訂下了聚會的日期。當孩

子們知道後，開心得不得了，是開始製作邀請卡的時刻了。

孩子很快就討論出邀請卡應具備的內容。剛開始孩子的卡片做得太小，邀請卡內

容寫不下；或圖案未靠摺線，剪下外形時，會變成兩半；幸好行間巡視時，即時做了

修正。有的孩子雖剪成兩半，卻想到利用貼透明膠帶來黏合或利用釘書機釘起來的方

法來補救，也很棒。

每次有美勞活動時，就會一直猶豫是否要做示範，幾經思索後，還是決定做了，

因為孩子製作卡片的先備經驗是做耶誕祝福卡和歲末感恩卡，兩次都已有卡片雛型，

孩子只需著色、剪下，再寫上文字，畫上花邊即可。這次想讓孩子從零開始，但又怕

他摸不著頭緒，示範就成了學習的鷹架，允許孩子依樣畫葫蘆，最後發現，有創意的

孩子並不想也不會模仿教師。這次的邀請卡作品也列為總結性評量之一。

後來璧純教授建議：「種子拼貼畫到做邀請卡之間若有相同能力的累加，那麼活

動的連結性會更好。」當初我只是單純的思考在前幾次主題孩子製作卡片的經驗，做

了一點能力提升的教學。聽了教授的建議，也頗有同感，真的，這樣會更有連結性，

我會作為下次教學的參考。

教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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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實作（總結性評量）

基準二：能完成邀請卡製作。

5分　表現優異 4分　表現良好 3分　已經做到 2分　還要加油 1分　努力改進
能完成完整的卡片
製作，且有自己的
想法。

能依教師示範，
完整的完成卡片
製作

能依教師示範，
粗略的完成卡片
製作

卡片製作不完整
(需教師從旁協助) 無法完成卡片製作

單元名稱 一、愛的進行式 活動名稱 6.快樂糕點師 教學時數 2節

微調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教學目標
1. 能透過五官探索從麵糰到剛烤好的餅乾的變化。
2. 能依照指示完成餅乾製作。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璇媽媽：保鮮膜、巧克力麵糰、烤箱

學生：乾淨的雙手

◆ 引起動機：

1. 回顧先前大家所談的愛護弟妹方式，這節從「請吃東西」這部分切入，因為品○

媽媽有了些許的想法。

◆ 發展活動：

1. 教師說明：○璇媽媽聽說我們要邀請一年五班來班上玩，她願意教孩子做巧克力

手工餅乾。

2. 製作巧克力手工餅乾。

 (1)洗手、鋪保鮮膜。(2)說明麵糰裡的材料。(3)利用五官觀察巧克力麵糰。

 (4)將麵糰搓成長條，捏成幾個小段，搓圓壓扁後，用模具壓印出餅乾形狀。

 (5)放進托盤，送進烤箱烘烤。
◆ 綜合活動：

1. 教師提問：還沒烘烤過的餅乾和烤好的餅乾摸起來、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烤

前顏色深、軟軟的、黏黏的、香香的；烤後顏色變淺、變硬、不黏了、還是香香

的。】

2. 將冷卻的餅乾裝袋。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最近孩子談論的話題，都是圍繞著邀請學弟妹這件事，回家和家人興奮的分享

著，似乎孩子的爸媽都感受到他們深切的期望，結果讓手工餅乾製作達人○璇媽媽和

賢慧的○云媽媽也跳進課程裡，願意親自帶著孩子製作餅乾招待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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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教學活動的進行，孩子都非常情緒高昂，覺得自己像小廚師，可以親手做

餅乾，覺得像玩黏土一樣，擔心壓得太厚，怕烤不熟，一直請品璇媽媽檢視。邊做邊

說：「好香哦！」為了防止跳電，孩子甘願不吹電扇，不開燈，一點也不喊苦。

感謝○璇媽媽從材料的準備和烤箱的提供，全都一手包辦，真是感恩。讓孩子有

不同的體驗，也讓我們的課程更為豐富。

基於方便和安全的考量，這個活動有許多步驟都是○璇媽媽和○云媽媽代勞，如

巧克力麵糰的準備，及餅乾的烘烤，孩子只是依照兩位媽媽的說明，將麵糰搓壓成餅

乾，這部分我們不做總結性評量，只看孩子是否能專心聆聽，照指示操作。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實作（形成性評量）

單元名稱 二、散播歡樂散播愛 活動名稱 1.歡樂的聚會 教學時數 2節

微調能力指標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目標
1. 能陪伴學弟妹遊戲。
2. 能大方演出給學弟妹欣賞。
3. 能有禮貌的將禮物和餅乾贈與學弟妹。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歡樂的聚會回饋單

學生：餅乾、禮物、表演道具、遊戲道具、小椅子

◆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今天是學弟妹正式來教室玩的日子了，要注意些什麼？【學弟妹剛到

時，要說請進、請坐、請用點心；表演時要認真、大方；要耐心說明遊戲規則，

要讓學弟妹玩，依學弟妹意願選擇遊戲；真心誠意的將禮物送給學弟妹。】

2. 歡迎學弟妹蒞臨，依座號帶領學弟妹入坐，並請他們吃巧克力手工餅乾。
◆ 發展活動：

1. 進行相見歡活動。

(1) 相互自我介紹。

(2) 進行破冰活動：「是誰吃的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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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是誰吃的餅乾？○○吃的餅乾。

 ○○生：不是我！

 大家：那是誰？

 ○○生：是□□吃的餅乾。

 □□生：不是我！

 大家：那是誰？……

2. 點心時間：品嚐巧克力手工餅乾。

3. 表演時間：觀賞合唱「天使」、唱遊「虎姑婆」、戲劇「七隻小羊」。

4. 遊戲時間：分組玩德國心臟病、閃靈快手、雪花片、陀螺、六角拼圖、蛇梯

棋……。

5. 送禮時間：贈送種子拼盤。

6. 珍重再見。
◆ 綜合活動：

1. 教師提問：回顧整個聚會過程，心裡有什麼感覺？【很辛苦、很開心、想再辦一

次……】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聚會一開始，孩子每個都變得好認真，小心翼翼的牽著學弟妹的手入座。原本

學弟妹很害羞拘謹，經過破冰活動，學弟妹開始放鬆心情。巧克力手工餅乾應該很美

味，孩子們一下子就吃個精光。孩子很認真的表演，雖不似大明星般專業，但劇碼通

俗親切，學弟妹十分捧場，看得專注，都報以熱烈掌聲，尤其是看到大野狼摔進河裡

時，全都哈哈大笑。遊戲時，大多的孩子都很用心陪伴學弟妹，細心說明遊戲規則，

如果學弟妹不喜歡或玩膩了，會詢問他的意見，臨時變換遊戲，大夥兒全都打成一

片。不過有兩位同學在教室追逐，幾個孩子自顧自的玩起來，忘了照顧學弟妹，美中

不足。而學弟妹似乎很好奇我們給的禮物。

籌備許久的活動，終於圓滿執行。聽一年五班的教師說，這一陣子他們班的孩

子都表現得很乖，因為教師說，乖的孩子才能來聚會，看來學弟妹也十分在乎這次聚

會。整個聚會進行的非常和諧，完全沒有爭吵，好美的畫面，我看見愛在流竄。以下

是孩子的回饋：

○全：很開心，希望再辦一次。

○璇、○佳、○頡、○澤、○芯、楹○、芷瑀、○芸： 很累，但看到學弟妹快樂，我也覺得很

快樂。

○綸：希望他們每天都可以來玩。

○帆：能為學弟妹做點什麼，也是值得的。

○賀：雖然演戲的練習很累，但玩的時候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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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知道如何對待客人。

○翔、○云： 這個歡樂的聚會好好玩，因為我們有表演、遊戲和送禮物，真是快樂呀！

○涵：很開心見到活潑的學弟，學弟妹覺得我們教室的玩具很好玩。

彥○：我們辦了那麼多的活動，也讓學弟妹學到了規矩了。

○卉：希望學弟妹會來找我玩。

○岑：聚會非常成功。

○鴻： 能夠和小學弟小學妹玩，很高興；能做小廚師做餅乾給學弟妹吃，很緊張；表演的時

候，怕大家會笑。很高興能和學弟玩、分享。

○元：覺得二年五班和一年五班好幸福。

○昕：鬆了一口氣。

○雅：希望再辦一次，因為很好玩。

○睿：雖然只有我一個男生跳舞，我還是賣力表演。

○妗：學到客人來到家裡玩，要怎麼對待客人。

雖然整個過程是辛苦的，但孩子並不以為苦；看到學弟妹開心，自己也開心，孩

子不再只注意自己開不開心，會關懷學弟妹的感受了；感到能為學弟妹付出，是值得

做的事。覺得陪伴學弟妹玩，送禮給學弟妹，表演給學弟妹看，做餅乾給學弟妹吃，

是很高興的事。看到孩子的回饋，我知道孩子慢慢懂得愛人了。

聚會活動當天，學生的表現是所有之前活動所帶出的能力的總驗收，本應該可

以做為總結性評量，我最在意的是孩子是否有認真陪伴學弟妹，禮讓學弟妹這一塊，

但是因人力只有一個我，無法關注到每個孩子，所以只得單單選擇表演這一項做總結

性評量，其實，我也超級想知道一年級的想法，好想聽聽一年級的回饋，但怕太叨擾

一五的教師，所以不好意思提。

教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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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實作（總結性評量）

基準三：能與同組夥伴互相合作完成演出。

5分　表現優異 4分　表現良好 3分　已經做到 2分　還要加油 1分　努力改進
能主動積極與同
組夥伴互相合作
完成演出。

願意與同組夥伴
互相合作完成演
出。

需同學提醒才能
與同組夥伴互相
合作完成演出。

需教師監督才能與
同組夥伴互相合作
完成演出。

一直無法與同組夥
伴互相合作完成演
出。

單元名稱 二、散播歡樂散播愛 活動名稱 2.愛的方程式 教學時數 1節

微調能力指標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目標
1. 能回顧整個課程，並說出自己的感受。
2. 能用合適的語彙表達愛護學弟妹的方法。
3. 能與人合作討論愛護學弟妹的方法。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愛的方程式回饋單

◆ 引起動機：

1. 回顧為了歡樂的聚會，曾經做過哪些準備？【想遊戲點子、做種子拼盤、練習表

演、製作邀請卡、做餅乾、帶小椅子】會不會覺得辛苦？【會，但也很開心】

2. 教師歸納：贈與、分享和陪伴有時雖然辛苦，但卻覺得快樂，這就是一種愛。
◆ 發展活動：

1. 請同學分組論，除了辦這樣的聚會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表達愛的方式？

2. 再次指導討論規則：

(1) 選出組長、記錄。

(2) 輪流輕聲發言。

(3) 記錄記下發言內容及發言人座號。

(4) 說明將依對此次討論的貢獻度做評量。

3. 請同學開始討論，並將答案記錄在白板上。

4. 上台發表。
◆ 綜合活動：

1. 教師綜合歸納，愛護的方式很多，除了贈與、分享和陪伴之外，還有問候、保

護、幫助、禮讓、關懷、照顧，這是需要去學習的，我們就從班上開始做起吧！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整個課程跑下來，發現孩子觀點的「愛」就是「陪伴、分享、贈與」這幾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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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想再提升一些，所以增加了這個活動，也算是總結歸納。以下是孩子的討論結果：

第一組： 給他們好玩的玩具、照顧弟弟妹妹、教他們玩遊樂器材、先讓他們走樓梯、讓他們先

選食物或東西。

第二組：讓他先走、讓他先玩、節日送卡片給他們、保護他、跌倒扶他起來。

第三組：讓他們玩、陪他們玩、保護他們。

第四組：送學弟妹餅乾、跟學弟妹玩遊戲、幫學弟妹解決問題、禮讓學弟妹。

第五組：做餅乾、送餅乾、被欺負時保護他、如果在外面見到他，跟他說：「你好！」

第六組：禮讓弟妹、保護弟妹、幫弟妹解決問題、送禮物。

從孩子的討論內容看出，孩子達到我預設的目標「禮讓」了，而且還有更多，如

問候、保護、幫助、關懷、照顧，不是我教條式的教授出來的，是孩子自己發現的，

現在就只剩下落實在生活中了。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實作（總結性評量）

基準四：能與同組夥伴互助合作討論並提出自己的想法。

5分　表現優異 4分　表現良好 3分　已經做到 2分　還要加油 1分　努力改進
能主動且積極的
與同組夥伴互助
合作討論並提出
自己的想法

能參與同組夥伴
合作討論，並經
由同組夥伴的協
助引導下，說出
自己的想法。

能參與同組夥伴的
討論，並經由教師
的引導下，說出自
己的想法。

能聆聽他人的想
法。

沒有參與討論時，
也沒有聆聽他人想
法。

單元名稱 二、散播歡樂散播愛 活動名稱 3.愛的小考驗 教學時數 1節

微調能力指標 5-5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學目標 1. 當分享過程中無法平分時，懂得禮讓。

教學活動

◆ 準備活動：

教師：爆米花

◆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這裡有一罐○卉媽媽請大家吃的爆米花，想分給全班吃，一個一個分

太麻煩，也會發太久的時間，教師打算大概分六份，由你們各組去分。想一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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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怎麼樣在短時間內分完？不剛好怎麼辦？

◆ 發展活動：

1. 分組討論爆米花的分法。

2. 實際執行分爆米花活動。

3. 分享分爆米花的過程。
◆ 綜合活動：

1. 教師綜合歸納：其實少一分計較，多一分關懷，可讓事情順利進行，讓大家和諧

相處。

課程觀看與教學省思

一直覺得情意的評量有其困難度，因為愛本該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應該靠

平日長時間的細心觀察，才能看出孩子是否有所改變。但心急的我想早些知道到底愛

在孩子的心底如何發酵。恰巧○卉媽媽分享了一桶爆米花，便利用這個機會來對孩子

進行一個「愛的小考驗」。其實剛開始，各組所討論的方式還是很講究公平性，先算

有幾個，再平分；或是一個一個分，幾個幾個分，分到完為止，可是到最後，完全不

是這回事。以下是在分享後所做的訪談內容：

第一組：

○鴻：我們在分爆米花的時候，發現○佳拿得很少，我和○璇主動分享給她。

○佳： 因為媽媽說，不可以吃太多糖果，所以我不敢拿太多，不過，他們分給我，我還是很感

謝。

第二組：

○涵：一人先分5個，分了3次，後來剩4個，剛好一人分1個。

教師：如果多出一個怎麼辦？

○帆：如果多了1個，就分給組長，因為他很辛苦。

○涵、○賀、○翔說：我們贊成。

第三組：

○君：○妗拿得很少，○君給○瑀，○瑀給○昕，○昕給○妗，○妗好開心。

第四組：

○每個人抓一些，抓多抓少沒關係，有吃就好。看起來蘇○翔抓最多，可是我們都不計較。

第五組：

○全很喜歡吃爆米花，所以我們都分一些給他吃。○全好滿足好開心。

第六組：

○睿： 剛開始○頡先吃了一個，後來我們說好每個人拿15個，因為○頡邊吃邊拿，所以拿得比

較少，他沒有生氣，後來因為時間不夠，所以我們就沒有仔細算，隨便拿，反正有吃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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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束後，我看見孩子真的不一樣了，不再像個鬥雞，總是跟人爭得臉紅脖子

粗了。

教學剪影

評量方式：實作（總結性評量）

基準五：能與同組夥伴快樂分享爆米花。

5分　表現優異 4分　表現良好 3分　已經做到 2分　還要加油 1分　努力改進

能主動禮讓同組
夥伴，快樂分享
爆米花

願意禮讓同組夥
伴，快樂分享爆
米花

需同學提醒才願
意禮讓同組夥
伴，快樂分享爆
米花

需教師出面才願意
禮讓同組夥伴，快
樂分享爆米花

一直無不願意禮讓
同組夥伴，快樂分
享爆米花

肆、教師總省思：

如果有人問你：「愛是什麼？」我想最多人引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應該是《聖

經》〈歌林多前書〉中的這段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

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

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

息。」文字中所詮釋的愛，對低年級的孩子來說，似乎太崇高了，對單純的孩子來

說，他們心目中的愛是什麼呢？整個課程跑完後，我發現在孩子心中的愛就是一種贈

與，是一種分享，一種陪伴，後來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孩子發現愛人其實可以有很多

方式，還有問候、保護、幫助、禮讓、關懷、照顧……等，雖然沒有聖經上所談的如

此崇高，但也昇華了不少。

這個主題孩子的表現偏在情意的學習，在評量部分，不易數量化，靠紙筆測驗

亦無法真實評估學生的情意學習結果，情意評量較適合以質性之文字描述，來蒐集學

生之情意表現的資料。如「自評」，是指學生自己以日誌、心得或自評的方式來敘述

他在情意方面的學習情形；還有「互評」，也就是請同儕寫出那一位同學學習最為投

入，或是那位組員付出及貢獻最多，以瞭解學生在情意的表現情形；最後是「教師評

量」，是指教師可經由觀察，記錄下學生的情意表現。自評或許有時會虛偽些，但可

以提供為佐證；互評則可採優點轟炸的方式，來了解學生的參與度或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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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情意這塊比較適合做用文字描述的質性評量，但為了轉換成分數，為了客

觀，只好盡量有依據才評量，也就是看得到才敢評量。如：透過實作作品看到孩子在

製作種子拼盤及繪製邀請卡時的用心與創意，如圖：

透過觀察及「誰最棒？」的自評互評

表，看到孩子在共同演出時的貢獻度；可

以透過觀察及討論記錄單看到看到孩子在

分組討論時的參與度：

透過「觀察」和「訪談」了解孩子分

享爆米花時的點滴，最後再透過「愛的方

程式」及「歡樂的聚會」的回饋單，知道

孩子對整個課程活動的想法和感受。

最後做出了一個自己覺得方便使用的多元評量表。如下表（擷取）：

基本分 基準一 基準二 基準三 基準四 基準五 加分 總計

10 胡○昕 70 5 4 5 5 5 2 96
11 王○鋐 70 5 4 2 4 5 1 91
12 溫○翔 70 3 3 4 5 5 1 91
13 呂○綸 70 4 4 4 5 5 0 92
14 江○君 70 4 4 5 2 5 2 92

其中加分的部分，包含發表、進步、態度及回饋單的分數。但是，又覺得這五項

評量的基準，前四項雖然客觀具體，卻無法回扣到總目標。其實最想評量的是聚會時

孩子「愛人」的表現，但因一個我很難兼顧，因而不敢評這一塊。如果當初自己更勇

敢些，邀請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觀課，或是協助錄影，將更能掌握孩子在聚會中「愛

人」的表現，那樣的評量才更能符應本次的課程目標，這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不

過，家長一致肯定這樣情意課程的教學，也跟著跳進課程裡。一五的班導也提起，孩

子為了能參加聚會，那一陣子表現得特別好。平常有孩子忘情的爭搶時，總有小小的

聲音提醒要互相體貼禮讓，孩子馬上停止爭搶。我想經過這次的教學後，孩子的愛已

經慢慢發酵，希望孩子能夠把這份愛一直傳遞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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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述 

低年級的教師和孩子相處的時間特別多，陪著孩子從國語到數學，從升旗

到放學，孩子探索、玩耍、學習、打掃的樣貌一一入了教師的眼簾，而這點點

滴滴正成了教師們課程發展所關心的主題，孩子缺了什麼能力，該用什麼方式

陪伴孩子習得這些能力，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孩子們就在生活中慢慢的習得該

發展的能力。秀枝教師的這個主題就源自於長時間對孩子的觀察，發現孩子很

喜歡「爭」，心中似乎缺少了「愛」，那就等待機會讓孩子學習「愛」吧！

課程的發展順應孩子的經驗與需求，經驗來自大哥哥大姐姐的照顧，而這

樣的經驗產生了一個延續的需求，把可以關懷他人的情感找一個可以實踐的場

域做經驗的再製。於是透過愛的接班人，打開孩子想要嘗試的學習動機，接著

透過討論發展出班上可以進行的活動，遊戲點子王是孩子自己的生活經驗、我

是大明星是來自學長姐的表演啟發、種子大拼貼來自校園的在地素材，邀你來

同樂是過去勞作能力的另一次展現、歡樂的聚會是一個高峰，讓孩子的辛苦有

一次多元的展現，最後，愛的方程式帶領學生做一次歸納與整理。整個課程跑

下來，發現孩子認為「愛」就是「陪伴、分享、贈與」。可是，若要真的看見

孩子是否能實踐愛，似乎缺了臨門一腳，透過愛的小考驗，讓學生有機會禮讓

同組夥伴，快樂分享爆米花，到此，課程才有一個暫時性的收尾，說是暫時，

只因「愛」這種情意性的課程，是該被繼續蔓延下去，而不是在評量後就終止

了。

低年級的孩子「以自我為中心」是正常的發展現象，透過精心設計的課程

的確能讓孩子察覺，原來，自己也有能力照顧別人，不過過程中，建議教師可

以讓學生去訪問已畢業的大哥哥大姐姐，他們當初照顧自己的心情，而課程結

束後，再來呼應自己的感受，如此，經驗之間會有一條隱形的線被悄悄的串起

來。

課程中將種子拼貼與卡片製作當做是總結性評量，要更慎重的去思考與當

初主題要培養的能力之間的關聯性，有時候我們很容易落入只要有作品產出，

就會進行評分的活動而變成了總結性的評量，但是過程中可能並未經過任何的

教學，也就是未搭建任何的鷹架讓學生進行經驗或能力之間的堆疊或擴展，例

如種子拼貼時要評學生的創意，但創意是這次的教學目標嗎？教師有教過創意

嗎？如果沒有，那就不該當做是一個總結性評量的活動。

「邀你來同樂」活動其實是一個真的能讓孩子展現「愛」的能力的地方，

但是，卻因為不容易評量，加上教師不好意思麻煩一年級的教師協助進行訪查

與紀錄，所以，這個關鍵的評量點只能放棄，真是可惜。或許，下次若在有進

行類似的活動時，可以考慮利用分組錄影、低年級學生回饋、學生自省等方式

蒐集學生可以檢視自己能力的訊息。也或許，教師可以把整個活動的評量拉長

時間來觀察，真的，情意是最不容易評量的，也不是那麼的具體客觀，但卻是

可以長期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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