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點亮街角微光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7

你是否注意到，夜深了，街頭上還有許多青少年在外遊蕩呢 ? 這些少年沒
穿整齊的校服，手叼著菸，一般人很容易定義他們是壞小孩，但在一群長期關
注街頭少年的社工眼裡，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需要被了解的故事。
影片中的社工橘子跟阿杜，入夜後騎著機車，有如蜜蜂般頭頂裝著接收器，
到處去採「蜜」，公園、籃球場及撞球間不回家的少年就是他們最甜的「蜜」。
桌遊要玩、撞球要打、法律常識也要懂，看似在玩的過程，社工的關懷就像是
流水般不著痕跡地進入少年的內心世界。社工阿杜說 :「我們就是代表社會上比
較願意關心他們的一群人，透過認識去改變社會跟他們的關係。」
聯合會努力翻轉這些被認為是壞小孩的年輕人，透過媒合愛心雇主，提供
少年友善實習場域，學習一技之長，及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效預防少年再度落
入偏差危機中。

愛心雇主張媽媽提供實習場域，教導少年製
作蛋糕，培養一技之長。

少年說 :「因為他們，我很少打架了」，這句對社工來說相當安慰。

社工主動外出關懷夜間遊蕩少年，提供預防
及保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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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的暖光
適用對象
影片
資源

撰寫者 / 廖瑀凡

國中九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5 分 (1 節 )

【2017 傳善】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點亮街角微光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社會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
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
共識。
綜合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
他人。
綜合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核心
素養

綜 -J-A3 因應社會變遷與環境風險，檢核、評估學習及生活計畫，發揮創
新思維，運用最佳策略，保護自我與他人。
綜 -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
心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學習
表現

綜合 1d-IV-2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
他人。
綜合 3b-IV-1 落實社會服務的關懷行動，以深化服務情懷。

學習
內容

童軍 Bb-IV-1 多元族群服務需求的評估。
輔導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設計
理念

藉由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點亮街角微光」影片以及「焦點討論法」
的提問與互動，讓學生注意到「槍聲背後的故事」，關懷社會邊緣青少年
的成因，並認識對夜歸邊緣少年的保護、輔導的重要性，期許學子能對身
邊家庭失能的同儕施以援手，少一點標籤、多一點關懷。

教學
目標

1. 能運用焦點討論法將發散思維進行聚斂。
2. 認識「夜歸邊緣少年」。
3. 能注意與關懷身邊家庭失能的同儕。

課前
準備

1. 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點亮街角微光」影片。
2.「夜裡的暖光」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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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 -【逆境求生的動力】（5 分鐘）
意義：藉由美國心理實驗案例的分享，讓學生體會能夠支持弱勢兒童逆境
求生的關鍵，便是注意與關懷。
1. 教師分享 Emmy Werner 在 20 世紀末的心理實驗：
1950 年代，由於受到外來政權統治，夏威夷考艾島（Kauai）上的原住民
貧窮與酗酒情況司空見慣，當地家庭的孩子們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虐待，
沒人相信這群孩子未來會有出息。而美國發展心理學家 Emmy Werner 與
加州大學團隊，持續四十年探訪 201 個成長環境特別嚴苛的孩子。其中
2/3 的孩子如預期的向下沈淪，也學會酗酒、犯罪，渾噩度日，另外卻也有
1/3，72 位孩子成功打破貧窮的循環，到四十歲時他們不曾失業、沒有犯罪
紀錄、不靠救濟金度日，成為自信、負責、有能力的成人。
2. 教師提問：你們覺得是什麼因素讓這 1/3 的孩子能夠逆境求生？
（學生自由回答）
3. 教師公布答案並揭示主題：
實驗團隊交叉比對，發現這 1/3 的孩子雖然也同其他 2/3 孩子一樣困苦、不
受到父母重視，但是在其成長過程中，至少有一位成人給予孩子支持與關
心，是以讓他們得以有自信、有能量面對挑戰，是以關鍵在他們能「被關
心」。
二、發展活動 -【槍聲背後的故事】（35 分鐘）
㈠觀看影片：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點亮街角微光」
㈡教師說明為使同學的擴散性聚焦重點，課程討論將融入「焦點討論法」
的使用
●來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返鄉的軍人往往無法以言語形容所見所聞和心
中的傷痛，而有牧師做此討論法的發明。
●方法：焦點討論法又稱為 ORID 討論法，步驟如字義，由教師帶領同學
運用，每一個題問的答案均需寫在學習單上，並在每一回合舉手發表（自
願或教師指定）。

1.Object 客觀 - 注意所見與刺激
「影片中大家看到什麼？」
（學生自由回答，參考答案：很多深夜不回家在外逗留，青少年聚集在公
園與撞球場等地方、有社工去關心他們和陪他們玩、社工協助邊緣少年專
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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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2.Reﬂective 反應 - 使接收到刺激成為感知，變得有意義
「哪個畫面或事件讓你最有感覺？」
（學生自由回答，參考答案：青少年問社工可否陪同開庭。）
3.Interpretive 價值 - 加入要引導的問題進行思考，可以藉此獲得一些個人
觀點或是想法
「夜歸邊緣少年讓你想到什麼？有什麼新的認識或體會？」
（學生自由回答，參考答案：沒有人想夜不歸家或學壞，失能家庭的可怕
再加上社會冷漠可能造就社會問題。）
4.Decisional 決定 - 從眾多的想法萃取出一個結論或是決定作法
「對夜歸邊緣少年，你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或態度？」
（學生自由回答，參考答案：關懷身邊的同學。）
三、總結活動 -【在夜裡開一盞燈】（5 分鐘）
不是每個家裡都有溫暖的晚餐和關懷等著孩子回家，失能家庭的可怕在於
孩子沒有人陪伴，夜裡在外流連，也更容易接觸到毒品、犯罪與其他危險，
正所謂「每一個槍聲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18 年
來就是在努力瞭解這些故事，主動關懷邊緣少年，瞭解每一個「壞」孩子
深夜逗留在外的原因，提供預防與保護方案，對偏差行為及時導正，在黑
夜裡為他們點亮一盞燈，而同學也能對身邊的同儕多多關心，成為彼此生
命中的暖光。

教學
評量

1. 能運用焦點討論法進行課程參與並完成學習單。
2. 能擬定行動方案關懷身邊同儕。

參考
資料

王榮輝譯（2015）。韌性：挺過挫折壓力，走出低潮逆境的神秘力量
（原作：Christina Berndt）。台北市，時報出版。
潘裕豐主編（2013）。創造力關鍵思考技法。台北市，龍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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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的暖光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部分【逆境求生的動力】
聽完 Emmy Werner 在 20 世紀末於 Kauai 島的實驗，你覺得是什麼因素讓這

1/3 的孩子能夠逆境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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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槍聲背後的故事】

Q

為了使同學聚焦重點，將使用「焦點討
論法」（又稱 ORID 討論法）來幫助大
家聚斂思維並達成學習目標，請跟著教
師的引導，完成以下步驟吧！

焦點討論

法（ORID
討論法）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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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
久的討論
大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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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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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客觀 - 注意所見與刺激

A
- 影片中你看到什麼？

Reﬂective 反應 - 使接收到刺激成為感知，變的有意義
- 哪個畫面或事件讓你最有感覺？

Interpretive 價值 - 加入要引導的問題進行思考，藉此獲得一些個人觀點或是想法
- 夜歸邊緣少年讓你想到什麼？有什麼新的認識或體會？

Decisional 決定 - 從眾多的想法萃取出一個結論或是決定作法
- 對夜歸邊緣少年，我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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