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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名稱 當我們必須説再見
學校：台北市
幼兒園
教學設計者
姓名：黃乙玉
國民小學低、中、高

適用階段
（請勾選）

年級（請擇一圈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校院

士林國中

三節
教學時間

主題式
■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__體健領域/健康教育/生命教育_；
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_ 康軒八下___________；
◎ 生命教育之能力指標
1.認識自我
1-4-1 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2.生活經營
2-4-1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並體驗經營家庭生活的重要。
3.社會參與

教學方式

3-3-3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並幫助自己及他人。
◎ 健康教育之能力指標
1-1-1 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成長、老化及死亡的概念與感覺。
1-2-4 探討各年齡層的生理變化，並有能力處理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
要轉變。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6-1-4 認識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理方式。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認識壓力。
6-2-5 了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度。
6-3-3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成的衝
擊、壓力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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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主題 公平正義誠實信用愛護環境分享利他■尊重生命
（請勾選一項 ■孝親尊長負責盡責團隊合作自主自律主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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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課程設計緣起
在一般人傳統的觀念裡，
「死亡」常是禁忌，被認為是不祥的話題。國
中課程中也少有深入探討死亡議題的內容，學生除非經歷親友過世，大部
份人認為死亡是離他們非常遙遠的事。然而世事難料，有時天災或意外降
臨，或是親友生病，都可能面臨生離死別的情境。那種不知所措、無力感、
無助感等都會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壓力，甚至對生活失去正向思考的能
力，對生命產生懷疑，墜入情緒的低谷。
二、學生背景經驗分析
國中健康教育八下的課程「生命的軌跡」單元中，介紹了人生中青少
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發展重點及主要的人生任務，學生對各不同階
段的人體身心變化有基本認識，不過國中階段的孩子，生活中關注的重點
大部分還是自己，對家人，或是步入老年的祖父母輩身心狀態，通常了解
不多。且正值青春期的學生，生活多以學校和同儕為重心，和家人相處時
間有限。甚至有些學生覺得父母管太多，親子關係疏離，家人間較少想法
的交流，以及情感的相互支持。此時，若突然面臨生活的變故，如家人因
意外或疾病面臨死亡威脅，對青少年的身心都是一大挑戰。
設計理念 三、教材內涵
（學生背景經驗
「多桑的待辦事項」是一部溫馨的日本紀錄片，導演拍攝父親發現癌

分析、教材內涵）

症一直到離世的過程。影片中見到病人因病程進展越來越虛弱，但他仍積
極面對疾病，對於即將到來的死亡，用心規劃餘生，甚至是葬禮。家人們
珍惜相處的時光，坦誠的說出內心的想法，不留遺憾。片中臨終病人的情
況寫實感人，且不會令人覺得恐怖，適合國中學生觀賞。此外，家人們互
相支持，大人和小孩討論人為什麼會死亡，以及面對死亡的困惑和心境，
影片中也探討了家人和醫師是否要告知病人實情的狀況，這是現實生活中
大家都可能會遇到的情境。
四、教學活動設計理念或想法
本活動可作為健康教育課程「生命的軌跡」的延伸活動，或是生命教
育的主題活動。課程活動包含影片觀賞，教師引導，學習單撰寫，小組分
享，與歌曲欣賞。讓學生思考面對生命消逝的歷程，體會生命的可貴，並
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光。簡要說明如下：
（一）影片觀賞：分段觀賞「多桑的待辦事項」紀錄片，用真實故事
讓學生感受面對親友死亡的情境。引導學生進入「面對死亡」
的議題。
（二）教師引導：影片提供討論的題材，教師在學生欣賞一段影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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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旁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片中人物的心境、態度與做法。
此外，教師補充生活中有哪些支援單位和資源，協助大家面對
親友過世所產生的困境。
（三）學習單撰寫：學習單讓學生能在欣賞影片後，整理自己的思緒，
融入個人經驗，寫出自己的想法與收穫。
（四）小組分享：讓學生有機會知道同儕的想法，知道面對死亡時會
覺得害怕、孤單是正常的。
（五）歌曲欣賞：課程尾聲，帶領學生隨 YouTube 的音樂影片，一起
哼唱「A Thousand Winds」，以及朗誦「化為千風」中譯歌詞，
藉由優美的音樂與歌詞，鼓勵學生當面對身邊的親友的死亡
時，在思念逝者的同時，也能感受生活中曾經共享的點點滴滴，
避免自傷與自殺。

教學目標

時間 評量 教學注意
(分) 方式
事項

教學活動

第一節課
＊課堂準備
教師準備教學影片，設計學習單，
學生異質分組，全班分成5組。
(一) 引起動機
延 續 健 康 教 育 課 程 「 生 命 的 軌 5分鐘 回答
1-1 了解課程的
跡」，我們知道邁入老年期的身心變
主題。
問題
化。教師問學生「你們有跟祖父母同住
嗎？他們的健康狀況如何？」請各組學
生分享。可能會有學生說「我的阿公或
阿嬤過世了。」教師接著問，「那是發
生在你出生之後嗎？你有參加他/她的
喪禮嗎？」接著指出我們接下來要看
「多桑的待辦事項」這部紀錄片，探討
人邁向死亡時會有哪些狀況，我們又該
如何面對親友過逝的衝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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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組至少
有一位同學
回答問題。輪
流發言。
教師強調欣
賞的是紀錄
片，不是由演
員演出的劇
情片。是真人
真事。學生特
別喜歡知道
這是「真
的」
，不是「演
的」。

教學
資源

1-2 認真觀賞影 (二) 發展活動
30分
片。
教師播放影片，請學生用心觀賞。內容 鐘
概述如下：
1. 「多桑的待辦事項」旁白由主角砂田
知昭先生的女兒擔任，她也是本片的
導演和拍攝者。全片用第一人稱口
述，就像是砂田先生在跟你說話一
樣。
2. 69歲的砂田知昭擔任化學公司的主
管，是努力工作的上班族，工作了43
年。個性一絲不苟。育有一子二女，
導演是么女。
3. 退休後正想享受生活之際，發現罹患
胃癌，而且已經是末期。於是他決定
開始寫「終活筆記」，好好善用所剩
不多的日子。導演用影像記錄了父親
最後的生活。(原本拍攝影片是為了
做紀念，後來才剪接成記錄片。)
4. 砂田先生覺得臨終前最大的牽掛是
家人。他決定喪禮不發白帖，只邀請
親友參加。
5. 他在筆記上計畫著待辦事項。
◆待辦事項1：拜訪神父
他希望死後能有簡單儀式，靈魂被追
思。務實的理由是教堂是離家近的告別
式的場地，花費較經濟。(么女也是天
主教徒，影片後段有他練習祈禱，及受
洗，信仰能發揮撫慰人心的力量。)
◆待辦事項2：認真陪孫女玩
兒子因為工作旅居美國，孫女在暑假會
回日本度假，他非常喜愛和孫女共度的
時光。
◆待辦事項3：試著投給自民黨以外的
人
嘗試用不同的角度思考政治人物。
◆待辦事項4：籌辦告別式
請女兒親自聯絡親友，擬定要通知的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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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認真
看影
片

全片約1.5小 影 片 、
時，連續看需 單 槍 、
要兩節課(一 學習單
節45分鐘)才
能看完。
教師播一段
影片，會說明
並引導讓學
生思考，所以
花了2.5節課
看影片。(若
課堂時間不
夠，也能在其
他彈性時
間，如午餐、
自習或班會
課播放給學
生看。)

引導學生思
考「信仰」的
功能。

引導學生觀
察片中家人
的互動與關
係。

1-3 了解人過世 (三) 綜合活動
後，可能需要處
教師利用學習單上的問題，回顧影 10分
鐘
理的事務。
片的內容。(請參考附件學習單)
1.砂田先生退休前的工作是什麼？
2.請描述砂田先生的個性、工作或生活
態度。
3.砂田先生罹患什麼疾病，因此預見自
己將不久於人世？
4.砂田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絕症，當下的
反應如何？
5.砂田先生覺得人生中最大的牽掛是
什麼？
10.你曾經經歷過親友過世嗎？是誰？
11.你曾經參加過告別式/喪禮/追思禮
拜？是誰？
12.根據你的經驗或想像，為什麼要舉
辦告別式/喪禮/追思禮拜？

回答
問題

討論完，請學 學習單
生將想法寫
在學習單上。

學習
單

教師讓學生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想
法，並加以肯定。讓學生了解告別式就
是向逝者道別的儀式，形式雖不同，但
都能讓大家能宣洩情緒，互相安慰支
持。
第二節課
(一)引起動機
上一節課我們知道砂田先生罹患
癌症，而他決定好好計畫並渡過所剩 3分鐘
不多的時日。這一節課我們再繼續看
看他有哪些計畫吧。

(二)發展活動
◆ 待辦事項5：和94歲的母親一起旅行
2-1 能了解臨終 在旅途中享受最喜歡的食物鮑魚，向年 32分
的人會有一些心 邁的母親表達謝意與歉意，因為白髮人 鐘
願希望達成。 要送黑髮人。(提到父親是鄉下醫生，
10年前過世，罹患失智症，癡癡等著不
會上門的病人。砂田先生希望死後能和
父親葬在一起。)
◆待辦事項6：告別式場勘
和妻子一起到教堂看場地。希望告別式
簡單，不要被亂搞。
2-2 能知道臨終 ◎ 隨時間推移，影片中的砂田先生罹
病人可能出現的
癌後瘦了15公斤，且晚上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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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認真
看影
片

教 師 可 利 用 影片、
機 會 說 明 失 單槍、
智症。
學習單

症狀。

◎ 砂田先生積極的接受醫師的治療，
也直白的問醫師自己能活多久，是
否治療宣告失敗，有無其他療法
嗎？還是沒救了？
◎ 醫師和家屬討論是否要告訴病患病
重的事實，還是善意的隱瞞？片中
醫師耐心的向砂田先生說明病情，
得知治療效果不佳的他，心情凝重。
◎ 幽默的砂田先生表示不想哭求活久
一點，接近年底時，還玩笑的說「乾
脆把訃聞寫在賀年卡上好了！」
◆待辦事項7：再見小孫女
砂田先生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但他表示
「從來都不覺得自己不幸，覺得這是宿
命，接受現實。雖然自己也不清楚臨終
到底是什麼狀況。」在美國的兒子一家
人回日本探望他，除兩個之前就會回日
本度假的孫女外，還有剛出生的小寶
寶。生命的起始和終結呈現對比，但新
生兒也帶來生命的喜悅。大學時的好朋
友也來訪。
◆待辦事項8：跟孫女、母親、朋友告
別，繼承給兒子。
他在病榻一一向家人道別，打電話給老
母親，並跟兒子交代後事。
(二)綜合活動
2-3 能思考要如
教師利用學習單上的問題，引導學 10分
何 面 對 病 重 之 生思考下列問題。(請參考附件學習單) 鐘
人。
7.若是你的家人罹患絕症，你是否會告
訴他/她實情，還是選擇隱瞞。請說明
原因。
8.若是有一天你罹患絕症，你希望他人
告訴自己實情，還是選擇隱瞞。請說明
原因。
9.人在臨終時刻，會出現哪些情形？
教師讓學生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想
法，並加以肯定。讓學生理解告知病人
病情可能造成的衝擊，希望大家能互相
安慰支持。
第三節課
(一)引起動機
砂田先生越來越虛弱了，他的家人如 2分鐘
何陪伴他走完最後一程呢？讓我們繼
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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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思
考是否要告
訴病人真實
病情，以及用
什麼態度陪
伴病人較適
合。補充說
明，通常醫院
會有心理師
和社工能提
供諮詢和協
助。

回答
問題
學習
單

請學生課後
完成學習單
相關問題

學習單

3-1 能理解陪伴
對臨終病人，能
發揮安定的力
量。
3-2 能試著理解
或說明人為什麼
會死亡。
3-3 能理解家人
互相支持的重
要。

(二)發展活動
◆待辦事項9：受洗
么女在砂田先生病榻，為他進行受洗的 28分
鐘
儀式。希望他的心能得到平靜。
◎ 在病床邊，家人討論死亡。大家依
依不捨，孩子提出疑問：人為什麼
要死呢？小孫女說「因為人老了，
身體壞掉了，就像花而謝了一樣。」
◎ 子女問砂田先生：你要去哪裡？去
天堂嗎？那裡看起來如何？他回答
死亡是機密。
◎ 面對不捨又難過的砂田先生，女兒
說：爸爸你放心去想去的地方吧！
◆待辦事項10：第一次對妻子說我愛
妳。
老一輩的人表達較含蓄。他在臨終前感
謝妻子並示愛。妻子說：我想跟你一起
去。你辛勞了一生。現在一切都太遲
了，我應該更珍惜你。
◎ 死亡像度過奈何橋一樣，來來回回
擺盪。家人陪伴在一旁的砂田先生
越來越虛弱。
◆待辦事項11：臨終筆記。交代通訊
錄、遺產分配、叮嚀。
他說明遺產的狀況，交待孩子們好好照
顧媽媽。思緒逐漸混亂，孩子們安慰
他，他們會好好處理後事，請他不用掛
心。
◎砂田先生的告別式就如他生前計畫
進行，相片中的他向大家微笑著，家人
們互相依偎支持。向親愛的爸爸說再
見。
◎砂田先生5月發現胃癌，隔年1月過
世。片尾出現一片陽光，雖然是生命結
束了，但過程讓大家感受到家人滿滿的
愛。
(三)綜合活動
教師利用學習單上的問題，引導學 15分
生思考下列問題。(請參考附件學習單) 鐘
13.你會如何和年紀較小的孩子解釋什
麼是死亡？人為什麼會死？
14. 砂田先生一家人的相處給你什麼
感覺？你和家人的相處如何？遇到類
似的情境，你會如何面對？
15. 你曾經想過和死亡有關的事嗎？
談談你對死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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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認真
看影
片

引導學生注 影 片 、
意片中的家 單 槍 、
人們面對死 學習單
亡時的情
緒，以及表達
方式。

提問：你向家
人說過「我愛
你」嗎？大家
如何表達對
家人的關懷
與愛呢？

回答
問題
學習
單

請學生課後
完成學習單
相關問題

學習單
音樂影
片
歌詞單

教師讓學生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想
法，並加以肯定。讓學生理解死亡是生
命的終點，是自然的歷程，雖然讓人感
到悲傷，但家人的支持與陪伴，讓逝者
能安心的離去，家人間的相互支持，能
走過情緒的低谷。
課程結束前，播放「A Thousand
Winds」音樂影片，歌曲源自古老的英
3-4 能一起哼唱
歌曲，及朗誦歌 文詩，近年被改編成日語歌。歌詞大意
是逝者並沒有消失，他們仍活在生者的
詞。
心裡。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哼唱英語歌
曲，和朗讀中譯文。
化為千風 日譯中/張桂娥
請不要 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沉睡不醒
化為千風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秋天 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地間
冬天 化為白雪綻放鑽石光芒
晨曦升起時 幻化為飛鳥輕聲喚醒你
夜幕低垂時 幻化為星辰溫柔守護你

可先播放不
含歌詞的音
樂影片，讓學
生欣賞寧靜
的風景與優
美的歌聲。之
後再播放有
英文歌詞的
影片一起哼
唱。中譯文全
班一起讀，或
找一位情感
豐富的學生
朗讀給大家
聽。

請不要 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沉睡不醒
化為千風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化為千風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藉由歌曲的欣賞，教師鼓勵學生當面
對身邊的親友的死亡時，在思念逝者的
同時，也能感受生活中曾經共享的點點
滴滴。逝者就像依然陪伴在我們身邊一
樣。相處的回憶是我們腦海中的珍寶，
要更珍惜和身邊的人的相處時光，未來
才沒有遺憾。此外請學生完成學習單後
繳交給老師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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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結
束隔日就要
收學習單，學
生印象比較
深刻，寫出的
感受較多。

評估與省思：
1.

原本擔心紀錄片少了高潮迭起的劇情，學生會興趣缺缺。實際上播放時，連平時很調皮
的學生都看的很專心。他們真的被片中家人們真摯的情感感動。真人真事反而更有感受
力。影片能讓學生很快進入死亡議題，並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讓學生見到臨終者的身
心狀態，且本片雖寫實但不恐怖，學生看完都說很感人，甚至流淚，但不會害怕。影片
欣賞結束隔日就要收學習單，學生印象比較深刻，寫出的感受較多。

2.

學生都非常佩服及欣賞砂田先生面對死亡的積極態度，以及感受到家人間互相支持的溫
馨力量。學生們也自省和家人的關係，思考該用什麼方式陪伴家人走完最後一程。大部
分學生表示要讓家人感受到支持與愛，坦然面對生命的終點。

3.

和影片內容相關的討論，如醫師和家屬該如何告知病人實際病情，不同學生想法差異很
大，教師引導學生理解沒有什麼標準答案，重要的是對臨終病人的關懷與支持。補充說
明，通常醫院會有心理師和社工能提供諮詢和協助。

4.

學習單中第 15 題要學生談談對死亡的看法。少數學生寫出曾有輕生念頭，或很消極的想
法，教師另找時間和學生談話，關心他們面對的生活挑戰，必要時和家長和輔導老師聯
繫，幫助學生走出低潮。

5.

學習單上有許多開放性問題，有些學生覺得那是他/她非常個人以及私密的想法，不希望
公開他們寫的內容。教師尊重他們的想法，告訴他們學習單只是用來了解他們對死亡議
題的想法，以及對影片的心得，不會對外公開或傳閱。

6.

歌曲欣賞時可先播放不含歌詞的音樂影片，讓學生欣賞寧靜的風景與優美的歌聲。之後
再播放有英文歌詞的影片一起哼唱。中譯文全班一起讀，或找一位情感豐富的學生朗讀
給大家聽。歌曲的欣賞與「化為千風」歌詞的朗誦，讓沉重的死亡議題，能有撫慰人心
的句點。很多學生表示非常喜歡這首歌，歌詞讓人覺得逝者沒有消失，而是活在大家的
心中。

參考資料
1. 多桑的待辦事項 DVD (2012) 迪昇數位影視。
2. Hayley Westenra- I am a thousand win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kX3y8IFpQ)
3. I am a thousand winds (含英文歌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pqHQaJO9s)
4. 新井滿 著，張桂娥 譯 (2012) 化為千風。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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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影片「多桑的待辦事項」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1. 砂田先生退休前的工作是什麼？
2. 請描述砂田先生的個性、工作或生活態度。

3. 砂田先生罹患什麼疾病，因此預見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4. 砂田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絕症，當下的反應如何？
5. 砂田先生覺得人生中最大的牽掛是什麼？
6. 請列出至少五項砂田先生提醒自己的待辦事項。

7. 若是你的家人罹患絕症，你是否會告訴他/她實情，還是選擇隱瞞。請說明
原因。

8. 若是有一天你罹患絕症，你希望他人告訴自己實情，還是選擇隱瞞。請說明
原因。

9. 人在臨終時刻，會出現哪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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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曾經經歷過親友過世嗎？

(是/否) 是誰？

11. 你曾經參加過告別式/喪禮/追思禮拜？

(是/否) 是誰？

12. 根據你的經驗或想像，為什麼要舉辦告別式/喪禮/追思禮拜？

13. 你會如何和年紀較小的孩子解釋什麼是死亡？人為什麼會死？

14. 砂田先生一家人的相處給你什麼感覺？你和家人的相處如何？遇到類似的
情境，你會如何面對？

15. 你曾經想過和死亡有關的事嗎？談談你對死亡的看法。

16. 影片欣賞的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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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欣賞與朗誦
英詩原文:
化為千風 日譯中/張桂娥

A Thousand Winds / 佚名

請不要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化為千風

我沒有沉睡不醒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I am the diamond glints on snow,
I am the sunlight on ripened grain;
I am the gentle autumn's rain.

When you awake in the morning bush,

秋天

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地間

冬天

化為白雪綻放鑽石光芒

晨曦升起時

幻化為飛鳥輕聲喚醒你

夜幕低垂時

幻化為星辰溫柔守護你

I am the swift uplifting rush
請不要

Of quiet in circled flight.

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I am the soft star that shines at night.

化為千風

我沒有沉睡不醒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化為千風

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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