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名稱 明天！跑吧！
適用階段
■國民小學中年級

教學設計者

教學時間
教學方式

學校：彰化縣永靖鄉
永靖國民小學
姓名：張麗君
學校：彰化縣永靖鄉
永靖國民小學
姓名：廖振欽
3節

■主題式

徵稿主題
■自律負責、■欣賞感恩、■其他：主動積極
設計理念
（一）設計動機與理念
（學生背景經
本校自此學期開始推動管理大師史蒂芬·柯維(Stephen Covey) 提
驗分析、教材內 出培養七個好習慣創造成功的教學課程，強調成功不必外求，從檢閱自
涵）
身的性格特質、行為習慣以及心智動機開始，培養七個好習慣，就能與
成功有約。
在進行這一系列課程前，我思考到究竟如何讓學生瞭解培養這七
個好習慣的原因和重要性，是否能從一些成功者奮鬥歷程擷取出與這七
個好習慣的連結性，讓學生清楚感知悉良好特質發揮的功能。
1.展現良好的品格特質：
好習慣的塑造養成需投注長久的心力，每當看著班級學生一些脫序
的行為，不免喟嘆：現代孩子怎麼了？追本溯源就是習慣不佳，應具備
的良好特質薄弱，同事間聊起此等現象，班班皆是，打趣說：應該要從
「心」調整，雖為打趣之言，然細加琢磨，卻也是現今教育趨向素養導
向的試金石，我嘗試由學生喜歡的偶像導入，實施主題式教學，透過討
論、操作、感受，觸摸孩子的心，加強情意層面的領略，銜接本校「與
成功有約─七個好習慣」的系列課程，希冀在生活中實際執行，儲存心
裡的力量。
2.營造素養導向的學習：
身處數位電子時代，資訊鋪天蓋地席捲而來，這些科技新世代孩子
不缺知識，缺乏的是情意，說教式的灌輸道德理念已不為他們所接受，
如何不著痕跡直竄他們的內心，成為我實施品德教學課程設計首要考量
的要素，決定運用現代電子教學媒材引發學生探索動機，以小組合作方
式共同學習，融入品格教學，以教導學生方法技巧為導向，影片繪本解
析大量採用閱讀理解策略，檢視繪本影片傳達意涵，再搭配語文寫作，
為學生營造更寬廣的學習領域。
3.梳理情境思考脈絡：
希冀以不著痕跡的方式將價值觀念根植於孩子心中，思考過最好的
方式莫過於「說故事」，遂著手搜尋符合教學目標的繪本故事和影片，
規劃以繪本故事和影片貫穿課程。教學者計畫以此主題課程，和學生共
同分享成功者的經歷，經由繪本故事內容的洗禮，讓學生體認成功的意
涵，反思自己的夢想及為夢想應具備的良好習慣特質，肯定自己存在的
價值，並願意為實現夢想而努力。
4.塑造思考分享空間：

透過小組合作學習，讓同儕間彼此激盪想法，相互分享，問題設計以開
放式
為主，鼓勵學生暢所欲言，不加批判，教學者保持愉悅心情，和學生一
起學習，經由學生的回應延長思考線，尊重學生自主想法，以欣賞的角
度去看待學生呈現的思想觀點，在討論和觀摩中，讓學生不斷調整思索
價值觀，師生互動回應間，建構彈性學習方式，擴大學生自由揮灑空間。
5.奠定系列課程根基：
隨著主題式教學開展，教學者在課程教學完畢時，思考如何讓課程
傳達的價值理念透過執行，成為班級學生每日必行的好習慣，內化成好
態度，根植於生活中，變身為潛在課程，塑造成班風，勾勒出課程意涵，
教學者實施每週「看板人物」真情推薦活動，讓學生輪流上台介紹自己
想推薦的成功者，成為該週看板人物，藉此讓學生體認每位成功人物發
光發熱的特質與奮鬥歷程，瞭解好的習慣特質和成功之間習習相關，為
學校即將推行的「與成功有約─七個好習慣」的系列課程奠定理念基
礎，預作準備得以無縫接軌。
（二） 教材內涵和架構分析
上學年度三年級時，教學者曾規畫尋找自我特質主題式教學活動，
搭配＜你很特別＞繪本教學，帶領學生進行一系列自我良好特質亮點探
索，建立學生自信心，進而肯定自我特質，經此課程洗禮，學生對正向
特質亮點已具有基礎概念，本學年度四年級則擬定進階版，以「夢想‧
成功」為課程的核心理念，縱向的課程設計主要運用繪本故事和影片導
入學習，激發學生對該主題的探索興趣，並融合閱讀理解策略，帶領學
生學習閱讀技巧，擴展語文組織寫作的思路，再者，結合「看板人物真
情推薦」、「延伸寫作」活動實施，全面提升跨領域學習，增進學生知
識整合，加深加廣學習的深度及廣度。
橫向的課程設計採用「設計思考」概念為教學主導，參酌十二年國
教課綱的核心素養導向的理念精神，透過「感受Feel—想像Imagine—實
踐Do—分享Share」的教學循環脈絡，延伸該主題的學習領域，涵蓋語
文的閱讀理解、生命教育的自我探索、品格教育的良好特質，生涯發展
的自我激勵，整合知識、技能、態度兼具的學習內涵。
再者，實踐觀察感受、思考激盪、實踐執行、反思分享的學習歷程
及策略，朝向理解感知有意義的學習目標，力求情境化、系統化學習，
營造多元學習空間，開啟學生感覺體驗，創造主題式教學的續航力，深
化經驗，為本校即將推動的「與成功有約—七個好習慣」系列活動預作
基礎，期能無縫接軌，延續本校品格課程精神理念。

運用品德教育 一、書籍：
資源網素材說 1.＜七個習慣教出優秀的孩子＞天下文化出版社
明
2.＜中學生晨讀10分鐘運動故事集＞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3. ＜成功的人擁有那些特質呢？＞康健雜誌刊文
4.＜與成功有約：培養七個好習慣（兒童繪本版）＞閣林出版社
5.＜寸寸與里里成功之旅＞飛寶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6.＜想飛的豬＞耶魯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二、影片：

1.戴姿穎回台了！世界球后分享贏球關鍵：新唐人亞太電視台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2.體壇快報2017年5月/台灣首位球后戴姿穎時代來臨：愛爾達體育家
族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3.BWF0120小戴頂住壓力，成功逆轉西班牙名將馬琳：愛爾達體育家
族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4.林書豪演講什麼是成功的人生：eTV行動傳媒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5.【台灣演義】世界球后戴姿穎：民視新聞
6.英國星光大道選秀Susan Boyle唱「I Dreamed a Dream」
蘇珊鮑伊驚豔全場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7.戴姿穎這場激勵人心的比賽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8.五月天「頑固」歌曲MV
（教師可至YouTube網站直接搜尋，帶領學生線上觀看。）
9.「明天你好」歌曲 MV
10.＜寸寸與里里成功之旅＞ppt自編
11.＜想飛的豬＞ppt自編
三、學習單：
1.「看板人物」真情推薦學習單（詳見學習單附件一）
2.＜寸寸與里里成功之旅＞提問單（詳見學習單附件二）
3.我的「成功金字塔」學習單（詳見學習單附件三）
4.＜想飛的豬＞提問單（詳見學習單附件四）
5.「夢想起飛」學習單（詳見學習單附件五）
6.「教學回饋單」（詳見學習單附件六）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教學注 教學
(分) 方式 意事項 資源
5 1.實
1.能認識「台灣之光」 在進入單元一學習活動前，請學
「台
的成功典範人物。
生先行完成「看板人物」真情推
作記
灣之
薦學習單。
錄2.
光人
專心
物圖
【單元一】：看板人物
觀看
片」
一、引導活動：尋找「台灣之光」
3.用
（教
1.教師活動引言：小朋友，台灣有
心聆
師依
許多人盡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
聽 4.
據選
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讓世界因
口頭
定的
為他們的成就看見台灣，我們稱
回饋
人
他們為「台灣之光」。接下來，
物，自
我們來認識他們。
行上
2.教師依序播放「台灣之光人物圖
網搜
片」，帶領學生認識這些成功典
尋擷

範。（例如：戴姿穎、周天成、
王建民、陳偉殷、盧彥勳、謝淑
薇、林書豪、陳彥博、齊柏林、
李安、吳寶春……）
（配合班級共讀書目＜中學生晨
讀10分鐘運動故事集＞，學生已
先認識書中所提成功的運動員奮
鬥故事，再融入四年級上學期社
會翰林版單元四「台灣之光」，
延伸「看板人物」教學活動實施
參考。）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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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擷取並發表「看板 二、發展活動：「看板人物」真
人物」奮鬥歷程的重點。情推薦
1.學生上台發表自己想推薦的看
板人物
（詳見學生反應資料彙集—「看
板人物」真情推薦表）。
2.當學生推薦完一位人物後，徵求
推薦相同看板人物的學生加以補
充說明，教師再統整。
3.為營造教學活動之續航力，加深
學生對成功典範人物的關注，教
師設計將成功的典範人物分類，
例如：音樂家、運動員、藝術家、
作家……訂為每月看板人物專欄
介紹的主題，本月搭配共讀書目
＜中學生晨讀10分鐘運動故事集
＞，加上本班學生最喜歡的運動
項目是羽球，適度從學生喜愛的
事物著手，規劃融入式主題課
程，將10月訂為運動員推薦專
欄，經過統計，預計呈現戴姿穎、
周天成、林書豪、陳彥博四位運
動員的真情推薦專欄。

1.實
作記
錄2.
積極
參與
3.用
心聆
聽 4.
口頭
回饋

1.依據 學習
學生介 單附
紹內
件
容，提問 一：
相關問 「看
題。2. 板人
掌控每 物」真
位看板 情推
人物介 薦學
紹發表 習單
時間。

3.能體會「看板人物」 三、綜合活動：當週看板人物分
奮鬥歷程展現的精神。 享
觀賞＜BWF0120小戴頂住壓力，
成功逆轉西班牙名將馬琳＞：愛
爾達體育家族短片
1.小朋友，你認為戴姿穎能成功逆
轉西班牙名將馬琳是什麼因素？
教師統整歸納：小朋友，我們從
戴姿穎比賽影片中看到她強大的
意志力和永不放棄的精神，我們

1.專
心觀
看 2.
小組
合作
討論
發表
3.積
極參
與

＜
BWF0
120小
戴頂
住壓
力，成
功逆
轉西
班牙
名將

5

一起共勉向她學習，當遇到困難
挫折時，都能發揮勇往直前，不
輕言放棄的強大力量。

馬琳
＞短
片

5
4.能思索並發表自己對 【單元二】：成功在我
「成功」的看法。
一、引起動機：我認為的「成功」
進行單元二活動前，教師先拋出
思考問題，作為接續教學活動的
暖身，提問如下：
1.小朋友，你認為什麼是「成功」？
請分組討論（詳見學生反應資料
彙集）
感謝各組提供的想法，接下來老
師要和所有的小朋友分享一本非
常特別的書。

1.小
組合
作討
論發
表

老師勿
加以評
論，保持
開放態
度，讓學
生盡情
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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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深入閱讀書本內容 二、發展活動：小故事大道理
並進行討論分享。
1.教師播放繪本＜寸寸與里里成
功之旅＞ppt，播放過程中可以依
教學內容脈絡，適時暫停，提出
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2.茲提供以下問題引導學生回答：
(1) 繪本中，為什麼伍登先生要先
問寸寸與里里他們心目中的「成
功」呢？
(2)繪本中，寸寸與里里對成功的
看法，你認為如何？
(3）你對繪本中伍登先生所提的
「成功」有什麼看法？
接續的內容發展，脈絡類似，教
師提問實施進行流程：提問—討
論—發表—播放ppt
(根據繪本中對成功的特質陳述，
可讓學生猜測是什麼動物所提的
看法。)
(4）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努
力」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一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螞
蟻對「成功」的看法。
(5)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熱
情」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二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知

1.專
心觀
看 2.
積極
參與
3.提
問發
表4.
用心
聆聽

1.依據 1.＜
情節發 寸寸
展，分段 與里
播出，提 里成
問相關 功之
問 題。 旅＞
2.掌控 ppt 2.
每題討 學習
論發表 單附
的時間。件
二：＜
寸寸
與里
里＞
繪本
提問
單

更鳥對「成功」的看法。
(6)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友
誼」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三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猩
猩對「成功」的看法。
(7)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忠
誠」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四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牧
羊狗對「成功」的看法。
(8)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合
作」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五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蜜
蜂對「成功」的看法。
(9)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自
制」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尋找
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六個動物是
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鱒
魚對「成功」的看法。
(10)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警覺」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七個動物
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兔
子對「成功」的看法。
(11)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行動」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八個動物
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兔
子對「成功」的看法。
(12)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決心」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九個動物
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小
青蛙對「成功」的看法。
(13)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健康」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個動物

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大
馬對「成功」的看法。
(14)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技能」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一個動
物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蜘
蛛對「成功」的看法。
(15)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團隊精神」特質，設想寸寸與
里里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二
個動物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獅
子對「成功」的看法。
(16)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團隊精神」特質，設想寸寸與
里里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二
個動物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獅
子對「成功」的看法。
(17)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穩定」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三個動
物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老
鷹對「成功」的看法。
(18)提問：你們根據內容提到的
「自信」特質，設想寸寸與里里
尋找成功之旅遇到的第十四個動
物是誰？—討論
接下來，我們來模仿並朗誦出鱷
魚對「成功」的看法。
寸寸與里里尋找成功之旅終於完
成了，也將十四塊成功積木組合
完畢，堆疊出成功金字塔。
6.能欣賞分享不同的
「成功」看法並能和同
學合作討論完成我的
「成功金字塔」。。

3.餘波盪漾：故事外一章
繪本提問結束後，再運用總結性
的兩個問題，做更深層的思考。
(1)提問：這十四個成功特質，你
最欣賞的是哪一個動物對成功
的看法，為什麼？（詳見學生反
應資料彙集）
(2)提問：這十四個成功特質，你
最想培養的是哪一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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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
組合
作討
論發
表2.
積極
參與

1.保持 1.繪
開放態 本的
度，讓學 「成
生盡情 功金
抒發。2. 字塔」
老師適 2.學
時加入 習單
分享自 附件
己的看 三：我

法。
教師分享自己對「成功」的看法
觀點，和學生做交流。
接下來，老師要出一項任務給小
朋友，由小朋友來完成屬於你自
己的「成功金字塔」，金字塔最
下層的五塊積木，填寫自己已經
具備的五個最自豪的特質亮點。
中間七塊積木，由學生分組提出
他們心目中認為成功首要的特質
亮點，上層二塊塊積木則讓學生
自己填寫最希望培養的亮點。
（詳見學生反應資料彙集—我的
「成功金字塔」）。
三、綜合活動：名人心中真正的
成功
1.教師先播放林書豪勵志短語
真正的成功：GOOD TV好消息電
視台短片
2.教師接續播放【台灣演義】世界
球后戴姿穎：民視新聞短片
小朋友，從林書豪和戴姿穎的談
論自己的運動生涯奮戰歷程，你
認為對他們兩人而言，真正的「成
功是什麼？
教師統整歸納：小朋友，我們從
林書豪和戴姿穎談論自己在運動
競技中的心得感想，他們憑藉的
不僅是優異的運動技術，而且也
展現強大堅毅的心理素質，這是
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的特質，保
持內心情緒穩定和堅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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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組
合作
2.討
論發
表 3.
實作
記錄
4.相
互回
饋

8.能從影片中擷取探討 一、熱身活動：I Dreamed a
Dream
主題。
1.老師播放英國星光大道選秀
Susan Boyle唱「I Dreamed a
Dream」蘇珊鮑伊驚豔全場音樂影
片。
2.教師詢問：「你可以從剛才音樂
影片中看出蘇珊鮑伊懷抱著什麼
登上舞台？」
3.老師引出探索主題—夢想，告知
小朋友，接下來老師要和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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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
由發
表

7.能體認名人對真正
「成功」的詮釋。

的「成
功金
字塔」
學習
單

1.林
書豪
演講
什麼
是成
功的
人
生：
eTV
行動
傳媒
2.【台
灣演
義】世
界球
后戴
姿
穎：民
視新
聞短
片
1. 英
國星
光大
道選
秀
Susan
Boyle
唱「I
Drea
med a
Drea

小朋友分享有趣又發人深省的繪
本故事。

m」

二、發展活動：故事面面觀
1.教師先播放繪本＜想飛的豬＞
封面，拋出思考問題：
(1)請各組合作思索：小朋友，從
題目「想飛的豬」，你想預測的
問題是什麼？請書寫在小白板
上。
(2)各組展示答案，全班共同分
享，不加以批判，告知小朋友，
接下來老師要和所有的小朋友分
享這隻小豬的故事，請大家靜靜
欣賞，用心思考。
2.繪本欣賞問題討論：教師播放繪
本＜想飛的豬＞ppt，播放過程中
可以依教學內容脈絡，適時暫
停，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1）繪本中，土堆面對其他小豬
的嘲笑，他的態度如何？
（2）承上題，你認同土堆的態度
嗎？為什麼？
（3）當土堆面對大豬對他的嘲
笑，他以哪些方式回應？
（4）你欣賞土堆這種自我激勵的
方法嗎？為什麼？
（5）承上題，你認為這種這種自
我激勵的方法可以產生什麼效
果？
（6）土堆為了證明自己會飛，他
做了哪些努力？
（7）故事至此，還未結束，現在
請分組討論，你們認為故事後續
會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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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
組合
作討
論發
表2.
相互
回饋
3.專
心觀
看 4.
積極
參與
5.用
心思
考

1.保持 1.＜
開放態 想飛
度，讓學 的豬
生盡情 ＞ppt
抒發。2. 2.學
依據情 習單
節發
附件
展，分段 四：＜
播出，提 想飛
問相關 的豬
問題。 ＞繪
本提
問單

10.能明瞭繪本＜想飛 老師詢問：小朋友，你們認為作
的豬＞的積極意涵並完 者想透過這個故事，傳達什麼道
整陳述自己的夢想。 理？
（詳見學生反應資料彙集—我想
touch作者的心）。
待學生發表結束，教師再展示原
創作者創作此故事的初心想法。
教師發下「夢想起飛」學習單（詳
見學習單附件五），請學生先完
成，下節課再接續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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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
心思
考2.
自由
發表
3.上
台發
表4.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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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 1.＜
開放態 想飛
度，讓學 的豬
生盡情 ＞作
抒發。 者自
序2.
學習
單附
件
五：

9.能依據繪本封面，擬
定預測問題，並能依據
繪本內容，思索回應問
題。

「夢
想起
飛」學
習單

三、綜合活動：「夢想起飛」大
公開
1.請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夢想，同
學給予掌聲回應，老師以肯定態
度鼓勵學生懷抱夢想的美好價
值，期勉學生發揮亮點，努力實
現。
教師也分享自己的夢想，和學生
做交流。
11.能感受懷抱夢想的 四、延伸活動：逆轉勝
美好價值並體會永不放 1.教師播放YouTube戴姿穎這場
棄的力量。
激勵人心的比賽
詢問：小朋友，請談論自己對
戴姿穎這場比賽的歷程有什麼體
會？
教師適時串場：從這場張力十足
的精彩比賽，我們感受到的不僅
是逆轉勝的歡喜，更加佩服兩位
技術優異的選手充分發揮運動家
求勝的意志力和永不放棄的堅毅
韌性。
接下來，我們來欣賞充滿對夢想
美好盼望和呈現勇往直前熱情的
歌曲。
2.教師接續播放五月天「頑固」歌
曲MV
3.教師再接續播放「明天你好」歌
曲 MV
教師結語：小朋友，感謝大家陪
伴老師一起經歷追尋夢想的美好
旅程，每個人的夢想都是有價值
的，值得我們盡力去追尋，在課
程畫下句點的這一刻，老師送給
大家這首「明天，你好！」的勵
志歌曲，希望你們對夢想永遠保
持熱切的盼望和嚮往，做一個和
自己賽跑的人，勇敢向著目標往
前跑，誠如歌詞中所提：
長大以後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含著淚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著奔跑
一邊失去 一邊在尋找
明天你好 聲音多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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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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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
學目標
和時間
安排可
彈性調
整。

YouT
ube
戴姿
穎這
場激
勵人
心的
比賽

卻提醒我

勇敢是什麼

12.配合閱讀理解與延 【單元學習外一章】延伸寫作
伸寫作，增進學生讀寫 1.預知如何，請看下集：為配合寫
能力。
作練習，讓小朋友接續＜想飛的
豬＞故事發展，待全班完成，教
師再呈現＜想飛的豬＞後續故事
內容。
2.我想對「看板人物」說的話：配
合書信寫作練習，讓小朋友選擇
一位看板人物，書寫想對他表達
的話語。
3.看板人物真情推薦：全面提升跨
領域學習，增進學科知識整合，
成為班級推動閱讀的定期性活
動，導入班級共讀書目，策畫看
板人物主題，讓學生執行真情推
薦，認識這些成功者的奮鬥歷程
並體會其心情寫照。
＜附註＞：課程結束，設計教學
回饋單（詳見學習單附件六），
瞭解學生的想法，以檢視教學成
效，並做為後續教學課程設計的
參考。

0

教學者
依照教
學時間
與教學
目標彈
性調整

評估與省思：
一、＜學生反應資料彙集＞：
1.小朋友，你認為什麼是「成功」？（彙集各小組看法）
第一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不怕困難，堅持到底。
第二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盡心盡力，勇往直前。
第三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跌倒後再爬起來，繼續努力。
第四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和別人合作，一起創造好結果。
第五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堅持自己的夢想，為實現夢想努力。
第六組：我們這一組認為成功就是發揮自己的能力，不管別人說什麼都能堅持。
2.＜寸寸與里里成功之旅＞繪本中，你最欣賞哪一個動物對成功的看法？
：我最欣賞知更鳥說的「熱情」，因為有熱情的人，就能夠有充足的精神去
努力，也容易成功。
：我最欣賞鱒魚說的「自制」，因為能夠自制實在很困難，所以可以做到的
人真是厲害。
：我最欣賞蜘蛛說的「技能」，因為要有高超的技能需要長期苦練、累積才
能成功。
：我最欣賞青蛙說的「決心」，因為要下定決心，要有很強的意志力去做才
能夠成功。
：我最欣賞猩猩說的「友誼」，因為能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就容易成功。
：我最欣賞獅子說的「團隊精神」，因為能夠跟別人合作就能發揮更大的力

1.＜
想飛
的豬
＞繪
本故
事 2.
學習
單附
件
六—
教學
回饋
單

量，也容易成功。
3.我想touch作者的心（你們認為作者想透過＜想飛的豬＞這個故事，傳達什麼道
理？）
：作者想告訴我們，努力付出就會有成果。
：作者想告訴我們，就算被嘲笑，也要努力站起來。
：作者想告訴我們，要相信自己，不要放棄。
：作者想告訴我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作者想告訴我們，只要努力，就會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作者想告訴我們，被別人嘲笑要堅強，只要再努力就會成功。
：作者想告訴我們，要永不放棄。
：作者想告訴我們，堅持夢想，就會有收穫。
：作者想告訴我們，夢想很美好，不能輕易放棄。
二、＜老師的教學心語暨省思札記＞：
1.要好，大家一起好：
班上學生特質各異，程度不一，在我的教學課堂上，希望為不同的學生創造
舞台，讓他們都能盡情參與，基於此立意理念，採用合作學習模式進行，以提問
為導向，經由異質性分組，強調小組共同作戰，透過相互討論激盪想法，產出答
案，小組傾巢而出，一起操作、一起上台、一起回答……沒有人是孤軍奮鬥，沒
有人是一枝獨秀，沒有人是孤芳自賞，全員貢獻、團體合作、榮耀共享，營造溫
暖美好的學習氛圍、寬廣自由的發言空間、尊重平等的分享態度，朝「大家一起
更好」的目標邁進。
2.讓學生「愛上」很重要：
「現在的學生真是難教……」，為什麼會難教呢？原因千絲萬縷，我曾經也
深深感慨學生難教，在教學邁入秋臨落葉之際，恐無法瀟灑以「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的心態視之，教育的天空如此遼闊，我們怎麼反而自我設限，於是在
心中暗自期許，以現行課程為基準，結合教學媒材延伸深度及廣度，為教學注入
驚奇血液，流入學生體內，讓學生喜歡到欲罷不能，甚至到「愛上」的程度，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致，亦當做自我教學的挑戰，因為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
就努力去做，自己適時融入教學中，和學生分享自己的觀點相法，但不強迫學生
接受，和學生交流互動，建立即時回饋機制，檢視學生發揮的成效。
3.我也在學習行列中：
閱覽學生的作品，猶如欣賞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汩汩暖流流淌心湖，整體的
探索過程，我所希望的是激發學生的學習慾望，融入劇情引導的方式，藉由故事
潛藏意涵帶領學生省思，我化身為土壤，提供養份給學生，這群學生現階段也許
並不會開花結果，但我發覺在教學過程中，一句鼓勵的話語、一個柔和的眼神、
一抹溫暖的微笑、一雙親切的手都足以傳達出力量，帶領學生快樂度過成長歲月。
在與學生共同探索下，身為教學者的我也開放自己，回溯自己的經驗，分享自己
的看法，並由學生給予我的回饋中，汲取學生濃厚的「愛」，更加鞏固師生情。
4.我不必什麼都知道：
每當進行教學時，我會感覺自己更能貼近孩子的心，從討論思考分享中，彼
此開發出更多想法，我更能試著以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和學生站在同一高度，
一起優游在學習的天際，聽他們內心最真實的告白，看他們眼中閃耀出光芒，每
個人都躍躍欲試，欲罷不能，我也加入一起學習，我知道我的教學又離他們更近
了，「一位真正的好老師，他不必什麼都很棒，也不用什麼都知道，但是他要能
鼓勵學生，幫助學生找到最棒的解答。」我正努力朝向這個目標前進，在每一次

的教學互動中，看見學生的成長，逐步成就學生和自己，我真切體會到：並不是
我教會學生什麼，而是學生教會我許多。
5.我永遠祝福你，孩子：
美國作家瑪雅安吉洛行過豐富人生路後有感而發：「人們不會記得你說過什
麼、做過什麼事，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忘記你帶來的感受。」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在何時何地，教學者的一句話進入到學生心底，醞釀發酵的影響學生的人生，我
是個貪心的老師，我懷抱強烈企圖，要學生記得我說過的話
、我做過的事、更要將我帶給他們的感受如熱鐵深烙於心，所以我必須更看重自
己，看重每一個與我交會過的生命，在父母給予他們「根」的基礎下，為師者要
為他們創造「翅膀」，讓他們有能力自己翱翔，永遠對學生懷抱著誠摯的祝福和
深切的期盼。
~我堅信課堂是創造&amp;quot;希望&amp;quot;的地方~

附件：
為明天跑吧學習成果暨參考資料與學習單.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