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徵稿活動-附件一
（本表僅供離線填寫，上傳作品請上網依表單內容填寫）

教學活動
三心二意 ，伊就(Elder)滿意

名稱
幼兒園
學校：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教學設計者
國民小學低、中、高年級
姓名：黃舒蓶
適用階段 （請擇一圈選)
（請勾選） 國民中學
教學時間 三節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院校
主題式：搭配祖父母節(每年八月第四個星期日)，於開學第一週空白課程進行
教學，一週一節，預計三週完成。

教學方式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__________；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____________；
領域之相關能力指標____________________

徵稿主題 公平正義 誠實信用 愛護環境 分享利他 尊重生命
（請勾選
孝親尊長 負責盡責 團隊合作 自主自律 主動積極
一項至多
三項） 謙虛有禮 關懷行善 賞識感恩 接納包容

其他

《學生背景經驗》
1.本校位於彰化縣邊陲，家長多以務農為主，學生家庭型態一部分為與爺爺、奶
奶同住的三代家庭，此外，由於交通不便及工作機會缺乏，有一部分家長在外
地工作，將子女帶回給家中長輩照顧，因此本校隔代教養比例也不在少數。學
生與老年人的互動機會多，希望透過此主題，幫助學生正向看待老年相關議題，
也進一步帶領學生反思與家中老年人的互動情形。

設計理念
（學生背景
經驗分析、教
材內涵）

2.設計者觀察發現，本校隔代教養的爺爺奶奶不僅擔負較多的家務，也需擔負家
中經濟，無暇參加縣市政府或學校所舉辦之親職知能研習，對於孫子女的教養
知能也相對缺乏，此外，從學生的言談中，多發現爺爺奶奶在家中的地位較低，
與學生的相處上也多有摩擦，希望透過此主題讓學生同理老年人可能面臨的困
境，成為爺爺奶奶家中的自然支持者。
3.學生需在暑假完成指定閱讀《夏之庭》
，並以分組方式進行【側寫老年人的一天】
，
因此需在期末利用親師座談告知家長課程的實施方式，包括教學目的及教學內
容，尤其需跟觀察對象的家庭溝通，並在教學過程中留意避免標記作用。
4.在此單元前學生已有覺察自己與家中溝通方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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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設計內涵》
1.主題名稱『三心二意，伊就(Elder)滿意』─「三心」係指關心(了解)、愛心(關
懷)及細心(體貼)；
「二意」指的是敬意及誠意，而「伊就」是台語的與英文 Elder
相似的音，希望學生能在教學後將「三心二意」落實在與老年人的互動中。
2.隨著經濟的發展及醫療的進步，老年人口的增加不僅是世界的趨勢，也是台灣
社會急遽發展的現象，如何與老年人相處，瞭解他們的心理與行為模式，進而
友善尊重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3.此主題分為三個單元，教學架構如後，透過書籍、廣告、電影引起動機，課程
中也不時以分組合作、新聞時事、老人體驗等遊戲及媒材，希望藉由動態、靜
態兼具的課室活動，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及維持注意力。
4.針對班級內的特殊需求學生，教學設計重視個別差異，問題層次有難易之分，
確保認知層次不同之學生皆能參與課室活動。
三心二意，伊就(Elder)滿意

光陰的故事─

老年歧視Out

側寫老年人的一天

子題名稱

節數

【第一節】
光陰的故事─

1

側寫老年人的一天

【第二節】
1
老年歧視 Out

【第三節】
1
老神在在發明王

教

學

老神在在發明王

重

點

以《不老騎士》廣告引起動機，說明老年人也可以
擁有並實現夢想。接著學生以分組方式，在暑假時
間，使用錄影、拍照或文字等多元方式，側寫老年
人一天的生活，並對照指定閱讀《夏之庭》對全班
進行分享。教師進一步探討老年人的生活型態，並
增進學生對於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形象的建立。
以【老字成語大 PK】引起動機，歸納成語中對老年
人的描述是概括印象或刻板迷思。接著以電影《重
返 20 歲》，讓學生討論片中「老人歧視」的相關議
題，並以分組合作方式進行【大家來找碴】活動，
釐清老年歧視。最後，藉由【你怎麼看】活動，以
新聞時事引導學生思考因老化可能產生的困境，以
及老年照顧問題。
以【你最珍貴】小活動引起動機，讓學生挑選自己
年老時最重視物品。並透過【我們班也有穿越劇】
的老年體驗活動，讓學生感受老化現象，期待學生
能設身處地瞭解並體貼老年人，並能尊重與關懷與
自己不同的老年族群。接著進行【老神在在發明王】
活動，請學生從體驗活動及總結前二週所學，當我
們認識並了解老年人的性情、感受和需求後，試想
可以發明什麼日常小物品，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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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時間
(分)

教學活動

評量 教學注
方式 意事項

教學資源

第一節 【光陰的故事─側寫
老年人的一天】
壹、準備活動

3 分鐘

一、複習：覺察自己與家中溝通方
式的先備能力。
二、揭示今日上課主題：【光陰的
故事─側寫老年人的一天】。
三、分組：暑假前已分組，四位
學生一組，全班共六組，每
組至少有一位與爺爺奶奶同
住的學生，且男、女至少一
位。
四、我們的約定：由於此主題會涉
及爺爺奶奶或家中的部分隱
私，雖已事前和家長做好溝
通，選擇自身對班級的開放程
度，教師仍需對學生進行尊重
及保密原則的要求。
五、介紹增強系統。

增強系統

貳、發展活動
3-1能對老年 一、引起動機─《不老騎士》廣告
5 分鐘 問答
人保有尊 (一)教師播放不老騎士廣告。
重與尊敬 (二)教師說明這些老人也曾經年
的態度。

輕過，也像我們一樣擁有夢
想，但可能因為經濟、時間或
親情的考量，讓他們無法在年
輕時實現他們的環島夢，但這
些爺爺奶奶卻沒有放棄，一直
把這個想望放在心中，並在
年老的時候實現。
(三)引導學生思考老年時實現這
個夢想，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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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筆電、不老騎
士廣告

二、發展活動
1-1能了解老 (一)我們班的夏之庭

5分鐘

問答

投影機、筆電、夏之庭

年的生理及 1.以 PPT 方式呈現書中三位小男
心理狀態。

書籍

孩圖片。
2.由老師開始簡單口述故事，20
秒後換下一組進行故事接龍。
3.透過此方式簡單回顧暑假指定
閱讀─《夏之庭》一書。山下的
祖母去世了！死亡頓時成為木
山、河邊和山下這三個小男生討
論的話題，他們對死亡的好奇讓
他們決定去觀察住在社區裡的
一位獨居老人，透過與老人的互
動，沒想到他們竟意外展開了一
段難忘的生命旅程……
30分鐘 問 答 、 於返校

1-1能了解老 (二)光陰的故事
年的生理及 1.每組四分鐘，全部組員帶著所需

自 評 、 日提醒

心理狀態。

他評

資料或媒材上台分享。

1-2能知道老 2.預計有初老(65 至 74 歲)二組、

每組需
以文字

年人因老化

中老(75 至 84 歲)三組、老老(85

或影像

產生的不

歲以上)一組，共計六組。

等方式

3.小組分享後，報告組別請利用

側寫一

3-2能同理老

30 秒說明此活動帶給自己的想

位老人

年人因老化

法及感覺，其他組別請給予 1-5

的一天

所產生的不

分的量化回饋及質性回饋。

生活

便。

便。

4.引導學生統整三個階段的老年
人，其生理、心理、需求及生活
樣貌，並留意每位老人都有異質
性的存在。
參、綜合活動

2分鐘

(一)總結上課內容。
(二)預告下次的課程─【老年歧視
Out】。
(三)結算增強系統，表揚優良組

增強系統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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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老年歧視Out】
壹、準備活動

2分鐘

一、複習：複習上週課程重點。
二、揭示今日上課主題：【老年歧
視 Out】。
三、學生以分組方式坐定位。
四、延續上週增強系統。

增強系統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老字成語大 PK」6分鐘
(一)每組輪流說出含有「老」字的
成語，例如「老弱殘兵」，無
法說出的組別就淘汰，並搭配

問答、

增強系統

觀察

增強系統計分。
(二)詢問學生剛剛大家說了很多
有關老的成語，這些是既定印
象還是刻板迷思，並導入今天
主題。
二、發展活動
1-3能舉例駁 (一)大家來找碴
斥老年歧 1.播放電影《重返 20 歲》預告。
視或迷思。2.詢問電影中教授在黑板上寫上
3-2能同理老
的四個字是？
年人因老化
所產生的不 3.延續影片中的黑板上那四個字
便。

18分鐘 觀 察 、 搭配增

問答、 強系統， 歲電影預告、增強系
紙筆

由教師
5分的量
化分數

方式完成大家來找碴學習單，並
破除有關老人的刻板印象。
3.各組挑選一個最具創意或最具
代表性的迷思及破除方式和班
上分享。
15分鐘 問 答 、 留意小

1-2能知道老 1.播放兩則新聞，請各組學生表達
年人因老化
看法。
產生的不
2.新聞一：都市大學生到口湖，開
便。
3-2能同理老 心陪老人(104.07.18)
年人因老化 3.新聞二：遭兒丟停屍間5小時，
所產生的不
病母求救「我沒死」(104.04.18)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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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大家來找碴學習單

給予1至 (如後附)

─「老人歧視」，請學生以分組

(二)你怎麼看

投影機、筆電、重返20

觀察

組討論
氣氛

4.總結學生想法，引導學生思考因
老化產生的困境，以及老年照顧
問題。此外，除了旁觀者，我們
每天與家中或社區老人互動時
，我們實踐者的角色功能為何。
參、綜合活動

4分鐘

(一)總結上課內容。
(二)預告下次的課程─【老神在在
發明王】。
(三)結算增強系統，表揚優良組

增強系統

別。

第三節【老神在在發明王】
壹、準備活動

2分鐘

一、複習：複習上週課程重點。
二、揭示今日上課主題：【老神在
在發明王】。
三、學生以分組方式坐定位。
四、延續上週增強系統。

增強系統

貳、發展活動
1-1能了解老
年的生理及
心理狀態。

一、引起動機─你最珍貴

6分鐘

(一)請學生從以下五種物品中，排
序出年老時自己最重視的。
1.一袋金幣─可以支付無上限的
金額。
2.綠色小藥丸─回復年輕體態。
3.神奇橡皮擦─擦掉任何你想抹
滅的經驗。
4.回憶相簿─體驗過去曾經發生
過的回憶。
5.魔法石─可以招喚已死去的親
友回來陪你。
(二)引導學生思考你重視的也可
能是你周遭老年人所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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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觀察

二、發展活動
15分鐘 實 作 、 搭配增

1-1能了解老 (一)我們班也有穿越劇
年的生理及 1.給學生情境，當全班聽到地震警

觀察

強系統，

心理狀態。

報器響，在操場集合時因捲入時

由教師

2-1能模仿老

空漩渦導致時間往前迅速推進。

給予1至

年人的動
作。

籤筒及年紀字卡

5分的量

2.請組長抽籤，分別為加60歲(初
老期)、加70歲(中老期)或加80

化分數。

歲(老老期)。
3.每組組員須說明抽到的老年階
段的身心特徵並完成任務。
任務一：喝水；任務二：穿衣服；
任務三：聽電話。
4.老師總結體驗活動，讓學生感受
老化現象，引導學生思考因老化
可能產生的困境，期待學生能設
身處地瞭解並體貼老年人。
12分鐘 問答

(二)老神在在發明王
1-2能知道老 1.播放日本節目《超級全能住宅
年人因老化
改造王》片段
產生的不
2.教師說明老年人因為老化的問
便。
3-2能同理老 題，若在住宅的設計上發揮巧
年人因老化 思，就可以讓老年人住的更安全
所產生的不
更有生活品質。
便。
3-3能體貼老 3.請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以
老年體驗活動的感受及總結前
年人的不
便，並發想 二週所學，當我們認識並了解老
改善的方
年人的需求後，試想可以發明什
式。
麼，讓老年人「老神在在」，提
升其的生活品質。
4.老師舉例：「溫暖膠囊」－將
溫暖小語放在膠囊內，每天打
開一顆，透過小紙條溫暖老年人
的心，也可以降低老人對吃藥的
負面情緒。
5.小組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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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小

觀 察 、 組討論
自評、 氣氛
他評
(其他
組別給
予1至5
分的量
化回饋
及質性
回饋)

老神在在發明王學習
單(如後附)

參、綜合活動
(一)總結上課內容。
10分鐘
1-1能了解老
年的生理及 (二)友善老人圈圈叉叉：以問答方
心理狀態。 式複習這三節的課程，並總結主
1-2能知道老 題─【三心二意，伊就滿意】。
年人因老化
1.將桌椅搬開，用膠布在地板貼
產生的不
出圈 o 和 x，及淘汰區的記號。
便。
1-3能舉例駁 2.教師念題目，全部學生需在音
斥老年歧
樂(三小節)結束前，跑向 o 或 x
視或迷思。
的區域，答錯學生站在淘汰區。

事先做

有色膠帶、配樂

好場地
規畫及
布置

3.當學生錯的人數較多時，教師
需針對錯誤題目進行講解。
4.待場上只剩下五人以下時，結
算成績並搭配增強系統計入小
組分數。
(三)總結增強系統，表揚優良組
別，並給予跟課程有關的增強

增強系統

物。

評估與省思：
設計者從觀察及問答方式發現，學生多與家中老年年的互動經驗不佳，對話以功
能性語言居多，例如提醒學生「垃圾車來了、該洗澡了、電視不要看太久啊」……。
比較少有情感性的對話，也鮮少分享自己的生活或想法，兩個世代雖每天見面，卻也
每天碰撞。
儘管課程只有三節課，但因為搭配祖父母節，所以在暑假期間已有兩個小組任務
鋪陳，一是指定閱讀《夏之庭》，這是典型的青少年小說，以三位小學高年級男生觀
察一位獨居老人為脈絡開展的青春暑假冒險故事，不僅談成長也談死亡，是學生很喜
歡的讀物；另一項小組任務是側寫老年人的一天，小組成員在觀察對象同意後，進行
一日人物側寫。因此學生在課前，已透過書籍及實地觀察等方式，對老年人的身心特
質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課也很容易融入。
透過課程，教師逐步引導學生能從認知層面為開始，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及
生活型態，然後能在情緒上同理老人，在衝突時也比較覺察老年人看似負面行為背後
所隱含的需求，並看到學生願意進一步在行為上反思與家中老年人的互動，並嘗試做
一點改變，改變兩個世代的互動關係，我覺得這是這個課程中最難能可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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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學習單】

大家一起來找
對於生活周遭發生的老年歧視有感嗎？
趕快透過觀察發現這些對老年人的誤解，
並加以釐清或破除，每個人都是友善老人小尖兵！
老人歧視 八大迷思與駁斥
迷思一 老人體弱多病(生理)
駁斥理由
迷思二 老人依賴家人(生理+心理)
駁斥理由
迷思三 老人心智功能退化(生理)
駁斥理由
迷思四 老人工作效率低 (生理)
駁斥理由
迷思五 老人很頑固(心理)
駁斥理由
迷思六 老人很寂寞 (心理)
駁斥理由
迷思七 ____________________
駁斥理由
迷思八

____________________

駁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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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學習單】

老神在在發明王
眼睛看不清楚，耳朵聽不明白嗎？
別擔心~我們的神發明，讓你老神在在！

作品名稱
針對老年人的
特質或需求
用途及功能
使用方式

構想圖

請依作品的可行性，經濟性及實用性，給予 1 至 5 分
評分

方式

(只需填寫自
評分數)

分數

自評

他評
第一組

第二組

質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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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師評
第四組

第五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