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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遞幸福的藍絲帶
名稱

幼兒園
■國民小學低、中、高年
級（請擇一圈選)
適用階段
（請勾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校院

學校：台北市 雨農國小
教學設計者
姓名：謝佩芳
教學時間

2節

主題式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__國語科___；
教學方式 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_康軒國語第 11 冊第一課_；
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能力指標(核心素養)_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
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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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

擔任六年級導師，在學生小學生涯的最後一年，我常常在想：學生畢
業前要送給他們什麼禮物？畢業典禮的獎項是以成績評定，而我希望學
設計理念 生都能帶著一份禮物，自信、微笑的接受祝福，勇敢的邁向另一個求學

（學生背景經
驗分析、教材
內涵）

階段。
當我看到六上國語第一課─神奇的藍絲帶時，我找到了答案。一份
送給畢業學生最好的禮物就是這個藍絲帶的意義─有我就不同（Who I Am
Makes A Difference），以藍絲帶認可每個人的可貴之處。天生我才必有
用，在即將升上國中面對升學考試壓力時，不要忘記自己的能力與價值，
1

成績並不能代表一切。回顧所學課文中的人物，不論是樂於助人的沈芯
菱，麵包師傅吳寶春，導演李安等，這些我們熟悉的人物，他們的成功
經驗都告訴我們，要肯定自己的價值，努力克服困難去追求夢想，活出
精采人生。
正如課文中的主旨─每個人都有可貴的地方，每個人都值得重視。
當一個人受到讚美肯定，會對自己產生更多的信心，也更能欣賞與尊重
別人，社會也會變得更加祥和而溫暖。期望學生上完國語課後，進行這
項體驗課程，可以將教學目標具體實踐，能學習如何關愛、讚美別人，
並懂得感謝他人。

◎教材架構

第一節
了解藍絲帶內涵
暖身活動 看圖說故事─不爬樹的大象（說明人人都
有長處，不能以單一的標準認定，天生我
材必有用。）
發展活動

影片欣賞─六分鐘藍絲帶電影
（The Blue Ribbon Movie）

統整活動

完成學習單 1─神奇的藍絲帶

第二節
愛的藍絲帶
暖身活動 微電影欣賞：
《愛是會傳遞的》Life Vest Inside
Kindness Boomerang -One Day
發展活動

體驗活動：贈送、接受藍絲帶儀式

統整活動

愛的小卡─寫下體驗活動的心得感想

2

教學目標

時間 評量 教學注
(分) 方式 意事項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第一節 了解藍絲帶內涵
暖身活動

10分

能夠了解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圖片─不爬樹的大
每個人的 象，請學生發表想法。
長處不
同，不能用
單一標準
認定。

口頭 教師準
發表 備教學
圖片
課堂
參與

電腦設備
投影機
不爬樹的大
象
(資料來源
http://merrich9
99.pixnet.net/b
log/post/358950
524-%E4%B8%8D%E
7%88%AC%E6%A8%B
9%E7%9A%84%E5%A
4%A7%E8%B1%A1)

能參與討
論，並說出 教師提問：
自己的想 1.說一說，你看到什麼？
2.這個測驗公平嗎？為什麼？
法。
3.假設自己是圖片中的某一種動物，說
能知道天 一說你的心情與想法。你會如何處理這
生我才必 樣的情形？
有用的意 4.這個圖片給我們什麼啟示？
義。
發展活動
能清楚了
解課文主
旨。

20分

1.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回 顧 國 語 第 一 課 主
旨：神奇的藍絲帶這一課告訴我們，每
個人都有可貴的地方，每個人都值得重
視。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只用單一
標準去認定一個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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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可以讓
發表 學生翻
閱課文
課堂 回顧內
參與 容

資料來源：
康軒國語第
11 冊 第 一 課
神奇的藍絲
帶

2.課文中介紹藍絲帶的起源：
能知道藍 西元一九八○年，三十八歲的美國婦女
絲帶的起 海莉思，創造了「有我就不同（Who I Am
源及內涵。 Makes A Difference），一分鐘的藍絲
帶頒獎儀式（One Minute Blue Ribbon
Acknowledgement Pro-cess）」
，以藍絲
帶認可每個人的可貴之處。
影片
欣賞

能參與討 3.進行影片欣賞，六分鐘藍絲帶電影
論，並說出 （The Blue Ribbon Movie）
自己的想
4.教師進行影片內容提問：
法。
(1)老師送給學生藍絲帶的時候說了什
麼?
(2)學生的反應與表情如何?
(3)老師給學生們的回家作業是什麼?
(4)送出去的藍絲帶影響了哪些人?
(5)當老闆把藍絲帶送給他兒子時，發
生了什麼事?
(6)看完影片後，說一說妳的感想。
統整活動

討論
發表
課堂
參與

六分鐘藍絲
帶電影（The
Blue Ribbon
Movie）
(資料來源

http://www.blue
ribbonmovie.co
m/）

10分

能表達對 1.教師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內容：
同學的讚 想一想，這麼神奇的藍絲帶，你想把它
美與感謝。 送給哪一位同學?為什麼?你想對他說
什麼?(讚美或感謝的內容)
2.教師鼓勵學生仔細思考完成學習單，
並預告下一節的藍絲帶體驗活動。

(第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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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教師檢
單1 視學生
完成情
形

學習單1：
神奇的藍絲
帶

◎第二節 愛的藍絲帶
8分

暖身活動

了解影片 1.進行體驗活動前，先讓學生看一段影
的啟示，愛 片微電影欣賞：
可以傳遞。 《愛是會傳遞的》Life Vest Inside
Kindness Boomerang --One Day
懂得幫助 2.教師提問：
別人是一 這個影片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件快樂的 (愛是會傳遞的，一個小小的、幫助他
事情。
人的動作，讓愛一直傳遞下去，看完影
片後讓人覺得溫暖。)
3.教師引導學生先閉上眼睛，讓心靜下
來，告訴學生等一下我們要進行藍絲帶
的體驗活動。期望大家用心完成活動，
讓別人感受到你的真心誠意。

發展活動

影片
欣賞

口頭
發表
課堂
參與

《愛是會傳
遞的》Life
Vest Inside
Kindness
Boomerang
--One Day
影片來源：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
?v=xGbMRo39b
x8

27分

了解贈送
藍絲帶的
方式及目
的。

1.開始體驗活動，贈送藍絲帶給同學。
教師先示範如何贈送藍絲帶，並且對接
受的人說出感謝與讚美的話。
2.請同學依序上台把藍絲帶送給同學。
3.藍絲帶頒獎儀式參考如下：
海莉思的一分鐘藍絲帶頒獎儀式，有特
能表達對
定的程序，共分為十大步驟，每個步驟
同學的讚
都有不同的用語、表情，連別上藍絲帶
美與感謝。
的位置都有明確說明，例如放在心臟位
置的上方，並向上傾斜，同時要說：
「我
把這個藍絲帶別在你心上方的位置，讓
你最美好的夢想起飛，我相信你的能
力，朝你的夢想前進吧！ 」
4.建議增加感謝或讚美同學的話，並說
出具體感謝事項與內容。例如，謝謝某
位同學平時教我不會的數學作業，並幫
助我訂正錯誤題目，我真的很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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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 教師先
活動 示範如 資 料 來 源 ：
康軒國語第
何送藍
11 冊 第 一 課
絲帶，並
神奇的藍絲
活動
鼓勵學
帶
參與
生完成。

5分

統整活動

1.體驗活動結束後，教師引導學生發表
能表達對
活動心得。
同學的讚
2.完成愛的小卡，寫下妳的感謝與祝
美與感謝。
福，回饋給送你藍絲帶的同學。
3.教師將愛的小卡佈置於教室中，讓學
生可以時時感受到同學的感謝與讚美。

學習 教師檢
單2 視學生
完成情
形。

學習單2：
愛的小卡

(第二節課結束)

評估與省思：
康軒六上國語第一課─神奇的藍絲帶，課文內容非常吸引人，尤其藍絲帶的故
事造成的迴響，更讓學生瞭解到藍絲帶的神奇之處。因此，設計此課程讓學生也能
實際感受，體驗藍絲帶的神奇與感動，並能延伸出去，送給家人、朋友。(教學後的
延伸活動，可以請學生把藍絲帶送給家人，並對家人表達讚美與感謝。)
教學者可以傳達給學生的意念是：將藍絲帶送給別人並表達讚美、感謝，這個
小小的動作，說不定正在發揮神奇的力量，可以改變某一個人的人生，這是一種很
棒的感覺；說不定這樣的神奇力量也能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爲更好的人。

附件（上傳）*僅提供一次限定之檔案類型(pdf 或 word 檔)上傳，並符合著作權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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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1：神奇的藍絲帶

Dear

，我要把藍絲帶送給你！

因為
謝謝你曾經幫助過我，

我把這個藍絲帶別在你心上方的位置，讓你最美好的夢想起飛，我
相信你的能力，朝你的夢想前進吧！
贈送者
---------------------------------------------------------------學習單2：愛的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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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康軒國語第十一冊教師手冊 第一課神奇的藍絲帶 課文原文如下：
一分鐘感恩儀式

溫暖人心

改變世界

文／張雅惠

西元一九八○年，三十八歲的美國婦女海莉思，創造了「有我就不同（Who I Am Makes A Difference），
一分鐘的藍絲帶頒獎儀式（One Minute Blue Ribbon Acknowledgement Pro-cess）」，以藍絲帶認可每個人
的可貴之處。因為她發現，不管年齡、種族、宗教、國籍或社會地位，人人都渴望被尊重、被肯定、
被感激，因此，她身體力行，購買了一千條藍絲帶，開始對身邊人表達感激。不到兩週，透過青少年、
家長，甚至企業人士，讓一千個人收到藍絲帶。奇妙的藍絲帶效應，也在校園和社區間流傳：學生在
校成績有了改善，青少年加強了自信心，破碎的婚姻得到改善，人們終止了抗爭……。
最有名的藍絲帶故事發生在一九八八年，一名紐約的高中老師響應了海莉思的藍絲帶號召，頒給班上
每一名學生一條藍絲帶，並告訴學生，他們都很棒，讓她的教書生涯充滿喜悅。後來，她邀請全班進
行一個計畫，她給每個學生三條藍絲帶，請他們走進社區，找到一個能表達感恩的人，把藍絲帶頒給
他；然後再把兩條藍絲帶交給這個人，請他繼續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出能表達感恩的人，再把藍絲帶
頒出去……這些高中學生要追蹤藍絲帶的行蹤，一個星期後，回班上報告結果。
其中一個學生把藍絲帶頒給了社區裡的生涯規畫師，感謝他協助高中之後的就業升學規畫。這個獲頒
藍絲帶的諮商師非常高興，他想到了他的老板平日不苟言笑，有點嚴肅，但他認為老板是個創意天才，
所以他為老板戴上藍絲帶，並請他幫忙完成這名高中生的學校專案，然後再繼續找出一位可以獲頒藍
絲帶的人。
老板回家後，想到自己平日太忙，不夠關心兒子，常指責兒子成績不夠好或房間太亂，但是當天晚上，
他最想把藍絲帶送給自己的兒子。他對兒子說：「除了你媽媽以外，你是我這輩子最重視的人，你是
我的好兒子，我要把藍絲帶給你。」
兒子聽了，忍不住大哭，因為當天晚上，他本來準備當大家都睡了以後，要舉槍自殺。他以為父親不
在乎他，沒有人關心他。沒想到這個一分鐘的頒獎儀式，竟然挽救了一個十四歲少年的生命！
這個故事，一直隨著藍絲帶在各地流傳，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第一本《心靈雞湯》系列叢書就收錄了這
個故事；到了西元兩千年，被拍成電視劇，在全美播放；在網路流行的時代，這個知名的六分鐘《藍
絲帶電影（The Blue Ribbon Movie）》在 Youtube 網站上（http://www.blueribbonmovie.com/）締造了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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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次的點閱率。

不同的藍絲帶故事不斷流傳，藍絲帶網站上
（http://www.blueribbons.org/pages/florida_taras_encouragement.html）報導了許多感人的故事，有老師受到
故事啟發，在學校推動青少年自殺防治措施，希望透過對人表達感激，營造互敬互愛的學習環境。
每個人都有可貴的地方，每個人也都值得重視，不要輕忽對別人表達感恩或讚美的行為。當一個人受
到讚美、肯定，會對自己產生信心，同時也更容易讚美別人，欣賞別人的優點，在人我互動中不斷傳
遞善的能量，進而締造祥和溫暖的社會。

藍絲帶頒獎儀式

海莉思的一分鐘藍絲帶頒獎儀式，有特定的程序，共分為十大步驟，每個步驟都有不同的用語、表情，
連別上藍絲帶的位置都有明確說明，例如放在心臟位置的上方，並向上傾斜，同時要說：「我把這個
藍絲帶別在你心上方的位置，讓你最美好的夢想起飛，我相信你的能力，朝你的夢想前進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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