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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台灣有許多做得好的社福機構，因缺乏知名度或經費，無法突破現
有規模與創新。為此震旦集團設立【傳善獎】，透過持續贊助中型優秀
社福機構三年經費，鼓勵機構以創新、有效率的方式，為弱勢族群提供
更好的服務。從 2015 年第一屆至今共 21 家中型社福機構得獎。2017
年第三屆傳善獎經過聯合勸募協會五個月的嚴謹評審過程，最終由「慈
懷基金會」、「甘霖基金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廣青
文教基金會」、「曉明基金會」、「紅心字會」、「台北市基督教教會
聯合會」、「台灣露德協會」等 8 家社福機構得獎。並針對這些獲獎機
構拍攝系列影片，並由公共電視組成傳善師資團隊，針對影片內容編輯
教案，期盼讓更多社會大眾認識這些優秀機構，進而認同、參與公益事
務，建立善的循環，讓善傳遞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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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懷基金會
給孩子一個家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1

一筆一畫勾勒自己的家庭樹，透過筆觸重新檢視生命中的親人。影片中的
琪琪才六歲，就因父母離異已經七年沒有見過自己的媽媽，而爸爸常喝酒打罵
琪琪，破碎的家庭沒有溫暖與愛，讓琪琪開始逃家，被社會局安置到慈懷，在
這他們可以安心學習、自我探索到自信養成，更透過培力的輔導，擁有邁向獨
立人生的一技之長。

16 歲的芳芳從小隔代教養，長大回原生家庭，卻得不到父母的關愛，一

度出現偷竊的偏差行為，來到慈懷後，從此翻轉生命，芳芳說 :「慈懷像個大
家庭，有爸媽給不起的愛…雖然犯錯來到這，但只要勇於認錯，就能改變自己

的人生。」現在的芳芳從烘焙中找到興趣，已經考上餐飲科系，更在慈懷裡面
擔任學姊指導學妹製作麵包，分享至社區弱勢幼童及家庭，他們不再是手心向
上，還可以手心向下，給予分享。

芳芳 ( 左 ) 在慈懷輔導下，考上五專餐飲系，
並考取丙級烘焙證照。

幫助每一個孩子都能放心長大是慈懷永不放棄的任務。

透過筆觸檢視生命中的親人，慈懷提供安置
外，更重建孩子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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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動你的心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潘錦雯

國小高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80 分 (2 節 )

【2017 傳善】慈懷基金會
給孩子一個家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綜合 3-3-4 體會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核心
素養

綜 -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
元性。

學習
表現

綜 3c- Ⅲ -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學習
內容

綜 Cc- Ⅲ -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設計

透過影片讓學生了解社會公益團體「慈懷基金會」成立的宗旨與服務的對
象，知道社會上有許多因為家庭破碎而一時迷失的青少年，需要社會大眾

理念

給予關懷與協助，並進一步讓學生以行動 ( 做勵志書籤卡 ) 來鼓勵這些孩子
們。

教學
目標

1. 了解慈懷基金會創立的目的與服務的對象、內容。
2. 能給予慈懷基金會的學員鼓勵。

課前
準備

1. 前一日請學生接寫句子在聯絡簿裡。
2. 慈懷基金會 -「給孩子一個家」影片。
3.「籤動你的心 送愛到慈懷」學習單。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20 分鐘）
㈠接寫句子活動：
1. 老師在前一天，舉例說明讓學生回家在聯絡簿分組接寫出以下有關自己
真實家庭生活內容的句子。參考答案，如範例。
範例：
●昨天吃晚飯時，我跟爸媽分享我踢足球時成功踢進一球的事情，他們都
很開心。
●上個星期六下午，我們全家在社區的公園打羽毛球，全家都玩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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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上個星期六下午，我跟姐姐陪媽媽去大賣場買火鍋料，因為晚上要吃火鍋。
●放暑假時，爸媽要上班，所以幫我報了機器人夏令營，我非常喜歡那樣
的課程。
●當我生病時，奶奶會帶我去看醫生，也會提醒我要按時吃藥和多休息，
半夜還會到我房間來摸摸我的額頭，怕我又再度發燒，奶奶對我真好。
●當我生病時，因為身體不舒服，我對媽媽發脾氣又不肯好好吃藥，
讓她很難過，我真是不應該。
●生日那一天，爸媽同意我可以邀請五位同學到家裡來慶生，除了吃蛋糕
和點心，我們還要一起玩桌遊，我真期待！
●生日那一天，爸爸買了蛋糕給我為我慶生，但是我並沒有得到我想要的
禮物，有點兒失望。
第一組：昨天吃晚飯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組：上個星期六下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組：放暑假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組：當我生病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組：生日那一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上課前老師先看過學生書寫的句子，要避開會讓學生尷尬或是心裡覺得
難受的句子，再選擇適合發表的內容，以不具名的方式念給全班聽。從這
些句子中：你們是不是覺得，有家人的陪伴與支持，有父母的照顧與鼓勵，
在這樣的家庭中的你是安全的、快樂的，也可以得到大部分的滿足感與幸
福感？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有的家庭會因為
碰到困難，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陷入困境，所以需要外部的資源和協助，
才能夠讓家庭裡頭的成員適時得到支持和力量。現在我們就來看慈懷基金
會為需要協助而陷入困境的孩子所做出的努力。
二、發展活動（20 分鐘 + 第二節 30 分鐘）
㈠觀看影片：慈懷基金會 -「給孩子一個家」
㈡老師提問：
1. 影片中介紹的中途之家是哪一個基金會？目前已經服務了多少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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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參考答案：宜蘭的慈懷基金會；已經服務了 1032 個個案。）
2. 哪些人是慈懷基金會主要關懷與輔導的對象？
（參考答案：法院或社會局安置的 10-18 歲少女。）
3. 慈懷基金會為這些迷失的少女們做了哪些事情？
請用手勢示意作答：對的答案請將兩手舉到頭頂畫圈，錯的答案兩手
在胸前畫叉。
● 提供遮風避雨和安頓身心的環境
（參考答案：○）
● 幫助中輟的少女們就學，完成中學學業
（參考答案：○）
● 給這些少女的父母很多金錢
（參考答案：×）
● 透過農耕和烘焙等等專業課程培養學員的一技之長
（參考答案：○）
● 提供自我探索自我肯定自立訓練
（參考答案：○）
4. 為什麼慈懷的學員會覺得慈懷基金會 ( 慈懷園 ) 像是大家庭？
（參考答案：慈懷的社工人員給予她們無盡的愛與關懷，學員們雖然
來自不同家庭但是會彼此關心與鼓勵。）
㈢設計勵志書籤卡 ~ 送愛到慈懷園
如果慈懷的學員是你的朋友或同學，由於他們家裡遭遇困難，讓他無法和家
人一起生活，適應不同階段的學習，你最想對他說什麼鼓勵的話？老師指
導學生找尋鼓舞勵志的語句，寫在書籤卡上，收集後寄給慈懷園的孩子們，
鼓勵他們要肯定自己並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1. 可以自行思考或在網路搜尋適合鼓勵他的一句話。
2. 將想要鼓勵他的話寫在書籤上 ( 也可自行準備有色卡片並加以裁剪，
在抄寫在其上。)
3. 在書籤卡上畫上簡單的插圖。
4. 將完成的書籤卡剪下
（參考答案 : 當你面對太陽時，陰影總是落在你的背後。-- 海倫凱勒 / 多
數人都擁有自己不了解的能力和機會，都有可能做到未曾夢想的事情。
-- 戴爾·卡耐基）
三、總結活動（10 分鐘）
慈懷的執行長說：「人性的改變與盼望像滾雪球，要累積許多小改變才會
變成大改變」，社工無私與不斷地給予這些曾經迷失的少女關懷，就是期
待她們能走回正軌自信的為自己負責，將來也成為手心向下樂於分享給予
的人。面對這些跟你們差不多年齡的孩子，卻因為家庭因素而暫時迷失，
他們需要大家給予的是更多的包容、關懷與鼓勵，如果你們身邊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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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朋友，希望你們也能給予他們即時的溫暖。
教學
評量

一、能說出慈懷基金會主要服務對象及重點工作。
二、能寫出給需要關懷的慈懷園學員鼓勵的話。

參考
資料

財團法人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www.tzh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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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動你的心 送愛到慈懷
親愛的同學，讓我們來設計一張書籤卡送給慈懷園的朋友，傳遞你對他的鼓勵
與關心，希望他們在遇到挫折時能擁有正向的力量 !
步驟：1. 請你寫下一句想鼓勵他的話寫在書籤上

2. 畫上邊框或插圖
3. 書籤寄送地址：264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粗坑路 245 號 慈懷基金會 收

書籤卡

書籤卡範例

當你面對太陽時，
陰影總是落在你的背後。
海倫凱勒
--適用國小高年級 慈懷基金會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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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基金會
情濃意長的照護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2

「家有一老，已成煩惱」，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代表了社會上有更需
要被關注照顧的老人家，他們可能行動不便或受到慢性病困擾，導致連正常出
門或處理用餐都無法應付，就像影片中的八十歲的楊奶奶只能靠著賣彩券照顧
身心障礙的姪女，又或是罹患僵直性脊髓炎的許阿伯，因行動不便無法外出，
只剩送餐社工能對外接觸。薏枚社工說 :「送餐只是一個媒介，每天看，我 30
秒就能知道他的狀況是不是跟平常一樣。」
甘霖不僅為這些弱勢獨居老人及身障者送餐，也提供日間照護中心，現今
許多雙薪家庭白天家中只剩老人獨守空閨。家屬鄭先生表示：「88 歲的媽媽身
體不好，一個人在家常有負面想法，來到這後，不再胡思亂想，開心與人交際，
重拾消失的笑容。」
透過日照服務，讓家屬有喘息空間，也開啟老人家與社會的再次連結，達
到「健康終老、在地老化」的目標。

送餐服務送的是餐點和日常生活的關懷，
並觀察老人家的健康狀況。

老人日間照護提供家屬喘息空間，也讓長輩獲得良好照顧。

志工團隊每天備 900 份的餐盒，送給弱勢獨
居老人暨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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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 您好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丁儷蓉

國小高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0 分 (1 節 )

【2017 傳善】甘霖基金會
情濃意長的照護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核心
素養

綜 -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
元性。

學習
表現

綜 3c- Ⅲ -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學習
內容

綜 Cc- Ⅲ -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設計
理念

藉由影片與分享了解長者的需求，並能學習關懷自己身邊的長者。

教學
目標

一、能了解長者生活不便。
二、能對於自己較親近的長者用言語表達關懷之意。

課前
準備

一、教師依學生實際需求準備信封和郵票。
二、請學生事先跟家人詢問自己較熟悉的長者住址。
( 若是住在一起，則可以不用 )。
三、甘霖基金會 -「情濃意長的照護」影片。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5 分鐘）
㈠說說看，你跟年長者 ( 爺爺、奶奶、舅公、嬸婆等 ) 相處的經驗。
（參考答案 : 學生依照實際狀況回答。）
㈡觀看影片 : 甘霖基金會 -「情濃意長的照護」
㈢問答
1. 影片中甘霖基金會的服務內容是什麼 ?
（參考答案 : 送餐、日間照護等。）
2. 從影片中我們知道，年紀大了，身體退化或是機能變弱，有時會帶來生
活上的一些不方便，依照你的觀察可能有哪些不方便 ?
（參考答案 : 走路較緩慢、無法提重物、眼睛老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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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說看，你可以提供長者哪些協助 ?
（參考答案 : 購物時幫忙提東西、陪他們散步聊天、打電話問候等。）
二、發展活動（33 分鐘）
㈠萬用卡
你認識的長者中，有些可能是和你朝夕相處，甚至是負責照顧你日常生活
起居；有些可能是住在你附近，偶爾會一起吃飯出遊的；有些甚至可能只
有逢年過節才會見面的等。現在請你利用學習單的萬用卡，對於他們日常
的照顧或關心，表達感謝或關懷的心意。
㈡請學生舉手發表自己的感謝或關懷話語。
㈢請學生郵寄或將卡片親送給長者。
三、總結活動（2 分鐘）
由於現在生活型態的轉變，有些時候我們跟自己血緣較親近的長輩沒有機
會常常接觸，利用簡單的卡片給予問候或是關懷，都是可以增進親人間的
情感。
教學
評量

一、能說出年紀大的人日常生活上可能有什麼不便之處。
二、能對自己較親近的長輩寫出關懷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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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卡製作說明
一、依實線將卡片剪下，並依虛線折成一張萬用卡。
二、再剪下愛心，運用不同顏色的愛心，拼貼成圖案 ( 亦可自行畫上圖案 )。
三、卡片裡請寫上你對長輩的感謝或關懷話語，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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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把寂靜 變璀璨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3

火車呼嘯而過、樹上小鳥叫、媽媽的腳步聲是什麼聲音 ? 每一千名嬰兒中

約有 3~4 名患有聽力損失，一出生就聽不見聲音也無法開口說話，就像是影片
中出生後被診斷重度聽損的小傑，父母的崩潰自責也改變不了事實，但可以改
變他的未來，10 個月起小傑接受雅文的聽覺口語訓練，現今 2 歲的小傑聽得到
媽媽的聲音，還能講出話來，臉上多了笑容。
影片中的 5 歲凱凱，1 歲接受聽語訓練，透過配戴電子耳、與家長一同接
受聽覺口語師一對一教學，回家後家長繼續帶孩子反覆練習，而辛苦的過程換
來的是一句一句的感動。
二十多年來雅文共幫助超過四千個聽損家庭，未來仍會繼續幫助更多的聽
損家庭，期望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損兒，將他們從無聲世界走向有聲世界，
再輔以關愛與陪伴，讓他們的寂靜世界變得璀璨豐富。

雅文提供教學及弱勢孩童輔具補助，期望台
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損兒。

凱凱從小學習聽覺口語法，四年來家長全程陪同，如今能清楚對答。

2 歲的小傑接受雅文聽覺口語教學後，能聽
會說，笑容也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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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世界 從聽開始
適用對象
影片
資源

國小高年級 / 綜合領域

撰寫者 / 黃美娟
教學時間 / 節數

40 分 (1 節 )

【2017 傳善】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把寂靜 變璀璨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綜合 3-3 尊重關懷不同的族群。

核心
素養

綜 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 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
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學習
表現

綜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學習
內容

綜 Cc-III-1 不同族群的優勢與困境。
綜 Cc-III-2 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和禮儀。
綜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設計
理念

藉由欣賞影片與體驗活動，了解並同理聽損兒與家庭的困境和需求，進而
思考能提供的協助。

教學
目標

一、能體會聽損兒與家庭面對的身心困境。
二、能思考自己可提供的協助。

課前
準備

小白板、學習單、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把寂靜 變璀璨」影片。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10 分鐘）
㈠觀看影片：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把寂靜 變璀璨」
1. 影片中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誰？
（參考答案：0-6 歲聽力損失的兒童及其家庭。）
2.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的主要服務內容有哪些？
（參考答案：社工服務與家庭扶助，幫助聽損兒做傾聽與說話的訓練。）
3. 說說看，聽覺口語教學的教學是怎麼進行的？
（參考答案：在聽損兒配戴合適的聽覺輔具後，幫助聽損兒童透過聽聲音，
在生活情境下訓練學習聲音跟意義的連結進而學習語言。）
二、發展活動（25 分鐘）
㈠任務大挑戰 -【唇語傳情】(1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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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1. 發下【唇語傳情】活動題目卡，請小朋友設計挑戰的題目，盡量以容易
混淆的語詞或動作為主，例如：插頭、擦頭；茄子、鞋子；掃地、草地；廚房、
處罰；蝦子、鴨子…。完成後將挑戰卡剪開，投入題目箱中。
2. 將全班分成 3 大組，各組推派一名代表進行「唇語傳情」遊戲的表演者，
表演者不能出聲， 只能透過口形說出謎題，開放各組猜答，表演者及最先
猜對的組別各加 3 分。
3. 學生分享過程中無法用聽覺的感受。
㈡ 問題與討論 (10 分鐘 )
1. 如果身邊出現了聽損的親友，我們應該如何和他們相處？
（參考答案：放慢說話的速度、重複多說幾次、確認他聽懂我的意思，
不造成誤解。）
2. 補充影片
影片 -「請多多指教」聽障學童溝通修補動畫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dhPSA-ZWk
影片 -「友善溝通」與聽損者零距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GN6-OHMM
3. 如果身邊有聽損兒的家庭，請問我們可以如何幫助他們？
（參考答案：鼓勵他們不要放棄、把握早期療育的時期、介紹社會資源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三、總結活動 - 美好世界從聽開始 (5 分鐘 )
1. 根據醫學統計每一千個新生兒約有 3-4 個聽損兒，透過助聽器或人工電
子耳都能幫助聽損兒聽見聲音，如果能把握 0-6 歲的黃金治療期，早期發
現，早期療育，就能幫助他們走出無聲的世界，順利的與人溝通，只要不
放棄，就能聽見希望的聲音。
2. 請你寫下一句為聽損兒及聽損兒家庭打氣加油的話，讓聽損兒的家庭不再
孤單。

教學
評量

一、能體會並說出聽損兒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什麼不便之處。
二、能同理聽損兒的困境並提出至少一項自己可以協助聽損兒的方法。

參考
資料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chfntw/
聽力小宇宙 http://focus.uho.com.tw/hearinghealth/
聽損兒走出無聲的世界 https://youtu.be/F_mhbJrO_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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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世界 從聽開始
請寫一句話為聽損兒與聽損兒家庭加油！
可寄至 114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60 號 4 樓 雅文基金會宣導教育部 收

【唇語傳情】挑戰卡
掃地

組：

草地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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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青文教基金會
傾聽圓缺的故事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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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笑稱自己「被廢物利用」的身障者志工阿嬤，他們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卻沒有怨恨命運不公平，反倒說感謝老天，至少我的耳朵還可以，還能幫
忙接電話，為社會貢獻心力。所以這群天使阿嬤就擔起接電話的任務，負責傾
聽身心障礙的朋友，聊聊心事、抒發鬱悶，阿嬤說：「自己是過來人，最懂得
黑暗中的孤獨和無助。」
這群志工當中年紀最大的是七十七歲的林大姐，全盲的生命歷程很辛苦，
但在這她找到生命最大的成就感，那就是及時拉回話筒那一端失控的念頭，幫
助他們找到黑暗中的那道光芒。
廣青的「0800 聽你說心情支持專線」由同是身障者擔任接線志工，發揮
同理心，分享障礙經驗，幫助來電者重新面對困境，也讓身障者有機會參與社
會，貢獻自我。小兒麻痺的志工王大姊說：「過去被幫助，現在成為助人者，
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

全盲林大姐電話一接就知是誰，像朋友來電，
讓人能放心吐露心事。

小兒麻痺王大姊是接線志工，幫助他人，也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從小無法出門的孤獨，她比誰都懂，如今能
克服障礙來鼓舞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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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世界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黃馨瑩

國小高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0 分 (1 節 )

【2017 傳善】廣青文教基金會
傾聽圓缺的故事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核心
素養

綜 -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
培養同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學習
表現

綜 3c- Ⅲ -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學習
內容

綜 Cc- Ⅲ -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設計
理念

藉由欣賞影片與體驗活動，了解並同理身心障礙的心理需求，進而思考能
提供的協助。

教學
目標

一、能理解身心障礙者面對的身心困境。
二、能思考自己和社會能提供的協助。

課前
準備

一、準備絲巾或大手帕。
二、任務卡和心得單。
三、廣青文教基金會 -「傾聽圓缺的故事」影片。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10 分鐘）
㈠說說看你身邊或是生活中有沒有身心障礙的人，或是曾看過相關書籍
和影片？他們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甚麼樣的困難？
（參考答案 : 學生依實際狀況回答。）
㈡觀看影片：廣青文教基金會 -「傾聽圓缺的故事」
㈢觀看後問答
1. 影片中廣青文教基金會的服務內容是什麼？
（參考答案 : 提供身障者電話心理諮詢服務。）
2. 影片中廣青文教基金會的志工和一般志工有什麼不同？
（參考答案 : 他們是由身障者擔任志工成為助人者，希望可由身心障礙者
親身感受同為障礙朋友的電話，以陪伴與支持身障者所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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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3. 老師總結：就像很多時候，你們會覺得老師或是爸媽無法了解你們的想
法，或是怕說出來被笑或被罵，很多心情會比較想跟同學或朋友分享。
身障的人在生活中會遇到更多的挫折，也會覺得有健康身體的人無法理
解他們的痛苦。以相同立場的人去互相關懷，能讓他們感受到更多的同
理與協助。但更重要的是，身障朋友在生活中會碰到很多困難和挫折，
我們應該給予更多協助和關懷，讓他們感受到周遭環境的友善和溫暖。
二、發展活動（25 分鐘）
㈠視障者體驗活動
1. 老師在台前或教室角落放多項生活物品。( 視班級人數 )
2. 四人為一組，每一組發下一條絲巾和一張任務卡。
3. 每人輪流綁上絲巾遮住眼睛，由隊友提示走到正確位置並拿到指定物品。
4. 完成任務請在學習單寫下體驗活動中當引導者時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和矇眼當體驗者最困難的地方。
（參考答案 : 走路要小心不撞到人或物品、同學指令不夠清楚、提供的
引導無法讓同學走到正確的位置……等。）
5. 請各組分享，如果身邊出現了身障的親友，可以給他怎麼樣的協助？
（參考答案 : 同理並關心他的需求，需要心理諮商時可以提供廣青文教基
金會的資訊。）
三、總結活動（5 分鐘）
身障者由於先天或後天的因素，造成生活上或行動上的不方便，比我們更
容易遇到各式各樣的挫折。除了實質上的幫忙，他們和他們的身邊的人往
往心理上更需要他人的協助。學習聆聽他們，關懷他們，讓身障的朋友們
對這個世界不再感到害怕和孤單。

教學
評量

一、能說出身障者日常生活中會遇到那些困境。
二、能同理並協助身障者。

參考
資料

財團法人廣青文教金會

http://www.kuang-ching.org/a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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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世界
請每組小朋友輪流矇上眼睛擔任「體驗者」，其餘組員擔任「引導者」。「引
導者」需念出引導語告訴「體驗者」可以在哪個指定位置上拿取任務物品 ( 活

動進行時請務必注意安全 )。全組完成後將單子交回給老師。
＊非競賽活動，紀錄時間為提供討論時參考。
引導者姓名

任務物品

所花時間

【黑暗中的光明】挑戰心得單
＊請各組討論，並寫出在活動過程中擔任引
導者和體驗者兩個不同角色時遇到的困難。
引導者心得

＊想一想，如果身邊出現了身
障的人，我們可以給予怎樣
的關懷或協助 ?

任務執行者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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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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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阿嬤已經快 100 歲了，居家照顧服務員玉佩回想起說：「一年前

的阿嬤，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如今她能開口說話，甚至下床活動」。你能想像嗎 ?
許多高齡臥床的老人家每天睡醒眼睛睜開，只能盯著天花板發呆，每天生活侷
限在一小方床舖之中。
全台像玉佩這樣的居服員僅有 2 萬人，需長期照顧的長輩高達 130 萬人，
遠遠趕不上老化的速度。因此專業普及化就格外重要，將玉佩的技巧分享給其
他的照顧者，像是怎麼扶老人家起床或走路，都需要專業的技巧與步驟，曉明
基金會利用數位工具，將這些技巧錄製成影片，讓家中有老人家需要照護的都
可以觀看學習。
長期照護老人家需要的不只是體力也是精神與耐心，這會是一場長期的戰
役，沒人可以獨自打這場仗，但集合眾人的力量，互相照應鼓勵，讓照顧老人
家可以不再那麼的孤獨辛苦。

快百歲的阿嬤有居服員照顧，從臥床到能下
床活動，阿嬤十分喜悅。

曉明提供長者擔任志工的機會，有效減緩身體退化，活得更有自信。

如何輕鬆攙扶長輩，就靠曉明的教學影片，
讓更多照顧者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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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美麗銀世代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廖瑀凡

國中七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5 分 (1 節 )

【2017 傳善】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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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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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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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以及「高齡者角色扮演照顧」體驗，
讓學生省思正步入高齡化的台灣，高齡者照顧與延緩老化課題需你我共同
關心，期許能讓學子同理高齡長輩的需求，以及認識台灣人口老化問題。

教學
目標

1. 認識台灣人口老化問題。
2. 同理高齡者處境，並思考高齡者照護需求。

課前
準備

1. 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
2.「迎接美麗銀世代」學習單。
3. 教具：木柴、三角巾、蛙鏡各 5 組（奶油或刮鬍泡少許，塗污蛙鏡用）。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 -【銀髮世界的考驗】（30 分鐘）
意義：藉由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扮演：（一）需要被幫助的高齡者（老
花眼與關節退化）、（二）幫助高齡者的善心人士、（三）橫衝直撞的汽
車與路人，期待透過這樣的體驗，使學生同理高齡者的不便與需要，並體
會幫助高齡者需要注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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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1. 抽卡分配角色：（1）高齡長輩 5 位：配戴塗抹奶油（或刮鬍泡）的蛙鏡
模擬老花、白內障（蛙鏡可以一般近視眼鏡替代），並在一腿膝關節處
以三角巾綁木柴使關節無法彎曲，模擬關節退化或腿腳不便情況。（2）
善心人士 5 位：陪伴高齡者過馬路，避開模擬汽車與障礙物。（3）汽車、
路人：其餘同學扮演橫衝直撞的汽車與在路上行走的路人。
2. 完成善心人士陪伴高齡者過馬路任務：長度與路線由教師評估決定，地
點可在校園一隅，路線為教師指定的 s 型，或可為教室裡以桌椅布置的
各種障礙物。
二、發展活動【認識銀髮世界】（55 分鐘）
㈠銀髮世界考驗心得分享
1. 請扮演高齡者說明方才體驗經驗，感覺到身體何處不便？
行動起來有什麼感想？（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看不清楚、腿部走路困難之下又要走路，很沒安全感。）
2. 請扮演善心人士說明方才體驗，攙扶高齡者需要注意什麼？
他們可能有哪些需求？（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走路速度要慢、要出聲提醒、要替長輩注意四周路況。）
3. 請其餘扮演者說明方才體驗經驗：（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高齡者走路很慢、眼睛不太能注意到周遭路況。）
㈡觀看影片：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㈢問題討論：
1. 影片中的長輩們遇到什麼生理困難？
（參考答案：失智、腳受傷。）
2. 影片中居服員提供長輩什麼幫助？
（參考答案：飲食起居與家裡環境的打點、陪玩桌遊、教打鼓、量血壓
等。）
3. 請討論居服員為什麼要提供這些服務給長輩？
（參考答案：打點生活是因為長輩身體不便、其他服務是為提升長輩生
活品質或延緩老化。）
㈣介紹我國人口老化情況
1. 人口老化定義
2. 台灣人口老化趨勢
3. 人口死亡交叉定義與狀況
（以上講述資料可見學習單所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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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㈤延伸活動
1. 完成學習單「迎接美麗銀世代」
2. 回家作業：思考一個對高齡長輩有幫助的團康活動，並於下次報告帶領
實做。
（範例：國民體操帶動跳、氣球不落地傳球遊戲）
三、總結活動【用愛照亮銀髮世界】（5 分鐘）
高齡化的浪潮席捲全世界，我國少子化狀況位居世界第一，更凸顯人力與
資源的分配在銀髮世代的重要性，因為人口扶養負擔最沈重之時，正是在
座同學們壯年之際。曉明基金會以「最貼近老」的思維，建置數位平台協
助一般民眾對老化議題的知識與技能，24 年來積極投入老人社會福利工作，
包括提供長青大學、居家照護、日間照顧等各項服務，並讓社會一般大眾
認識高齡教育的重要性，提供活到老學到老的延緩老化各項活動。相信同
學體驗了「銀髮世界考驗」，也認識了我國人口老化問題處境，能夠明白
雖然人人終需一老，但我們可以用更多的關懷和陪伴，「貼近老」、「同
理老」，讓銀髮世代美麗又溫馨。

教學
評量

1. 能寫出至少 2 項高齡者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不便。
2. 能說出人口老化定義與人口死亡交叉定義。
3. 能寫出至少 2 項可以延緩老化的方式或服務。

參考
資料

1. 八數據看人口老化多嚴重。取自經濟日報 107 年 3 月 30 日報導：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53/2374676
2. 前 9 月新生兒僅 14.3 萬 人口死亡交叉恐提前。
取自自由時報 106 年 10 月 31 日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47903
3.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
（民國 105 年 8 月發表）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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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美麗銀世代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部分【銀髮世界的考驗】
藉由模擬情境下的角色扮演，我們可以試著去同理高齡者的不便與需要，並體
會幫助高齡者所需要注意的細節喔！

1. 請圈選抽到的角色：
高齡者 / 善心人士 / 汽車 / 路人

2. 藉由剛剛的體驗，我注意到哪些以前沒注意到的事情？

3. 請推測至少兩項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哪些身體上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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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認識銀髮世界】

Step1： 欣賞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思考並討論以下問題：
1. 影片中的長輩們遇到什麼生理困難？
2. 影片中居服員提供長輩什麼幫助？
3. 請討論居服員為什麼要提供這些服務給長輩？（可從長輩身上的不便

來討論）

Step2： 人口老化知多少？
台灣老化指數 2017 年初首破百，
國發會估計 2061 年老化指數將為 406.9，
老年人口將是幼年人口的 4.1 倍，
我國不但高齡化程度續增，
速度更超過歐美等國家。
這與同學們有什麼相關呢？
你會發現：人口扶養負擔最沈重之時，
正是各位同學約莫壯年之際！

老 化 指 數：
老年人口對幼
老 年 人 口 的 比 例。
指數越高，代表高老齡
化情況越嚴重。老年人
口大於幼年人口時，指
數 便 大 於 100。 我 國
2017 年 初， 老 化
指數首破百，達到
100.18。

未來幾年人口老化指數指數預估
600
500

406.9

400
300
200
100

98.8

0

人口死亡交叉：出生數低於死亡數

國發會原預計人口死亡交叉將出現在 2021 年，
出生人口
但內政部統計，2017 年前 9 月新生兒僅 14.3 萬人，
死亡人口
死亡人口則為 13 萬人，出生人口為歷年次低，
原估 2021 年發生現恐提前至 2019 年
若趨勢無法逆轉，人口死亡交叉將提前於 2019 年來到，
進而造成未來工作年齡人口及扶養比加速惡化。（來源：自由時報 106 年 10 月 31 日）

Step3： 貼近、關懷、同理，用愛迎接銀世代
既然人口老化已無可避免，同理與關懷高齡長輩，
創造友善的銀髮世代人人有責，請寫出至少 2 項可以延緩老化的方式或服務：
Ex. 影片中帶領長輩玩桌遊

Step4： 延伸活動：
思考一個對高齡長輩有幫助的團康活動，並於下次報告帶領同學實做吧！
Ex. 國民體操帶動跳、氣球不落地傳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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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心字會
用心 翻轉生命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6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受刑人家庭？
台灣每年進出監所的受刑人人數約 10 萬名左右，如何有效降低犯罪率，
一直是社會最關注的議題。
紅心字會長期陪伴受刑人家庭，發現他們多為貧窮、低社經地位的家庭，
要終止犯罪的重複發生，不僅要讓家庭功能正常、孩子身心正向發展，而受刑
人出獄後，能真正改過向善，回歸社會，不再犯法。
影片中的余世禮，過去進出監獄六次，最重被判無期徒刑，透過紅心字會
關懷其家庭，協助余先生與家庭修復關係，受到家庭力量感化，使其決心改過，
如今他從事更生人就業服務，用過來人的經歷貢獻心力，勉勵更生人「想改過
時，別人伸出手給你，你也要把手伸出來，才能拉你一把。」為什麼我們要關
心受刑人家庭？只有家庭穩固了，才能有效降低社會犯罪率，他的孩子也能在
關係修復過程中順利成長。

余世禮長期受機構關懷，改過自新並投入就
業輔導工作，回饋社會。

受刑人兒少藉社工引導，建立自信與正能量，有效避免犯罪循環。

為避免犯罪循環，期望社會放下歧視，給受
刑人及其家庭重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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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翻轉生命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邱俐瑜

國中八年級 / 社會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5 分 (1 節 )

【2017 傳善】紅心字會
用心 翻轉生命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社會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社會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社會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 ( 如性別、族群、階層等 )
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
與歧視。

核心
素養

社 -J-A3 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
動方案。
社 2b- Ⅳ -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其抉
擇。

學習
表現

社 3d- Ⅳ -3 執行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方案並檢討其歷程與結果。
公 2a- Ⅴ -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其影響。
社 2b- Ⅳ -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其抉
擇。

學習
內容

公 Bi- Ⅳ -1 國家為什麼要制定刑法？為什麼行為的處罰，必須以行為時的
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公 Da- Ⅴ -2 群體權利跟公平正義有什麼關聯？在什麼情形下，特定群體受
到「差別對待」會成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積極原則？
公 Da- Ⅳ -2 日常生活中，個人或群體可能面臨哪些不公平處境？

設計
理念

搭配紅心字會 -「用心翻轉生命」影片，讓學生明白刑罰除了懲罰及嚇阻犯
罪，也強調預防再犯罪的功能，透過了解紅心字會設立的宗旨，同理受刑
人家庭與更生人的處境，進而避免偏見與歧視。

教學
目標

一、能明白刑罰預防再犯罪的功能。
二、能了解紅心字會設立的宗旨。
三、能同理受刑人家庭與更生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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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
準備

一、紅心字會 -「用心 翻轉生命」影片。
二、可將班上學生分成若干組，方便課堂討論。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10 分鐘）
㈠教師提問：
1. 提到法律，你認為最嚴厲的法律是什麼呢？（參考答案：刑法）
2. 刑罰的目的是什麼？（參考答案：懲罰犯罪、嚇阻犯罪…等）
㈡觀看影片：紅心字會 -「用心 翻轉生命」
二、發展活動（30 分鐘）
㈠刑罰之所能：
1. 概念介紹：刑罰的意義，包括懲罰犯罪、嚇阻犯罪、預防再犯罪。
2. 請從影片介紹中找出預防再犯罪案例，並舉例說明。
（參考答案：曾經是更生人的余世禮，現在是團契的就業輔導組長，他以
過來人的身分輔導受刑人，重新回到社會，找到立足起點。）
㈡紅心給溫暖
1. 請分析影片中提及紅心字會當初設立的原因是什麼？
（參考答案：創辦人的兒子李子弋當時是一位記者，去監獄中採訪一位受
刑人時，其說：「我覺得我犯罪接受處罰是罪有應得，但是我覺得我的孩
子是無辜的」。發現受刑人家庭多數為低社經地位且受刑事件反覆出現，
為了終止世代貧窮、世代犯罪之循環，針對弱勢的受刑人家庭，提供服務。）
2. 請參考影片或紅心字會網站說明紅心字會設立的宗旨？
（參考答案：期望社會能排除偏見及歧視的眼光，用心接納更生人及受刑人
家庭，讓更多愛的力量散播，讓長期處於弱勢的他們能夠重生，秉持著『罪
不及家庭』的理念，希冀達到家庭重建、預防犯罪、保障人權的目標。）
3. 請參考影片或紅心字會網站說明紅心字會的服務項目？
（參考答案：受刑人家庭（兒少）服務、單親家庭服務，居家照顧服務、
老人中心 ... 等。）
㈢罪不及妻孥（分組討論）：
1. 為什麼紅心字會除了受刑人還要特別關懷受刑人家庭？
（參考答案：多數臺灣人重視刑罰的報復性，認為此能展現正義，但過程
中受刑人孩子的權利被剝奪其實也是一種非正義，卻經常被忽視，罪不及
妻孥，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CRC，所有兒童應受到相同權利的保障；應擁有
相同的發展資源。）
2.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CRC，兒童享有哪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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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參考答案：生存和發展、身分的保障、禁止與雙親分離、保護隱私權、
保護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等。）
3. 若班上同學的家人因涉嫌重大刑案入獄而被他人嘲弄，你會怎麼做？
（參考答案：提醒他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立的，不需要因為家人的過錯而
貶低自己，應該更勇敢活出自己的人生，並準備好自己的狀態迎接家人回
來。）
㈣上臺發表：請各小組推派一人統整成果，全班給予回饋。
三、總結活動（5 分鐘）
教師總結：刑罰除了懲罰及嚇阻犯罪，也強調預防再犯罪的功能，紅心字
會設立的宗旨，在於及時幫助受刑人家庭與更生人脫離困境，恢復社會正
常功能及生活，而我們能做的是同理更生人及受刑人家庭的處境，進而避
免偏見與歧視。

教學
評量

一、能舉出影片中 1 個以上的例子說明刑罰的預防再犯罪功能。
二、能寫出 1 個以上紅心字會設立的宗旨。
三、能提出 1 個以上避免偏見與歧視更生人及受刑人家庭的方法。

參考
資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http://www.redheart.org.tw/
兒童權利公約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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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翻轉生命
班級：＿＿＿＿＿＿ 座號：＿＿＿ 姓名：＿＿＿＿＿＿
刑罰之所能：
刑罰的意義，包括懲罰犯罪、嚇阻犯罪、預防再犯罪，請從影片介紹中找出預
防再犯罪案例，並舉例說明。
案例人物

案例說明

紅心給溫暖：
請分析影片中提及紅心字會當初設立的原因是什麼？

請參考影片或紅心字會網站說明紅心字會設立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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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dheart.org.tw/

罪不及妻孥：
為什麼紅心字會除了受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若班上同學的家人因涉

刑人還要特別關懷受刑

CRC，兒童享有哪些權
利？

嫌重大刑案入獄而被他

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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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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國中九年級 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4/6 頁

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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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國際知名
、使用已
二次世界
久的討論
大戰之後
法，
返鄉的軍
言語形容
人往往無
所見所聞
法以
和心中的
人當中有
傷 痛。 在
一位經歷
這些
各大戰役
─ Josep
的軍中牧
h Mathew
師
s， 戰 後 回
學 時， 他
到任職的
滿腦都是
大
希
望能夠幫
處理這生
助人們消
命的創痛
化
事件並重
想出了這
新站起來
個方法。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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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國中九年級 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6/6 頁

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8

愛滋可能透過高風險性行為或血液而感染，也可能因為媽媽的關係一生下
來就受到病毒的感染，愛滋也不會因為接觸或是擁抱就被感染，但很多人卻一
聽到愛滋就聞之色變，並帶著偏見的眼光評價著愛滋感染者。現在醫學進步了，
社會的觀感和觀念卻沒有跟著改變。
露德設立中途之家及庇護農場，提供愛滋感染者一個回歸社會的中繼站，
收容被親友排斥無家可歸者、受家暴者等，提供短期安置、身心重建等服務。
農場員工阿志 ( 化名 ) 在露德的幫助下，成功戒毒、戒菸，努力存錢在外租屋，
展開獨立生活，他說：「只要我有能力就會捐錢給露德，讓他們幫助更多人。」
露德透過互助培力計畫，從被幫助轉變成可以幫助別人的角色，如同光譜
漣漪般，讓正面的能量持續擴散傳播出去。露德也積極進入社區、校園提倡愛
滋衛教宣導，盼創造對愛滋友善的社會，用愛支持，每個與疾病共存的勇敢者。

露德提供安置、身心靈重建，期望感染者能
自立生活、回歸社會。

阿志到農場後，戒除藥癮，改變自己人生，也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

這沒有歧視跟偏見，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也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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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不懼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廖瑀凡

國中九年級 / 健體與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5 分 (1 節 )

【2017 傳善】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健體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
群、地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綜合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並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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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J-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
與保健的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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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2a- Ⅲ -2 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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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健體 Db- Ⅲ -4 愛滋傳染途徑的認識與愛滋關懷。
輔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設計
理念

本課程重點並非愛滋的相關知識，而是期望學生能體會「疾病不一定會造死
亡，但無知會」這個中心要旨。課程以「象限討論法」為主軸，將立場劃
分為「同情與不同情」、「願意不願意」四象限，每一回合提供不同的情
境模擬問題，讓學生選擇自己的行為模式象限，目的為用身體拉開的距離，
認知自己對愛滋的誤解、聆聽不同立場同學的聲音，並釐清對愛滋的謬思。
期待學生能理解「謠言止於智者，無知比疾病更可怕」，唯有瞭解愛滋方
能拒絕污名、方能智者不懼。

教學
目標

1. 能運用「象限討論法」表達意見與聆聽多元聲音。
2. 體悟「無知比疾病更可怕」，對愛滋去污名化。
3. 釐清對愛滋的錯誤認知。

課前
準備

他人。

1. 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影片。
2.「知者不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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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 -【污名化的暴力】（5 分鐘）
㈠教師提問：同學是否有被誤會的經驗？那是什麼情況？你有什麼感覺？
（教師評估時間，請學生自願發表，或由教師引導抽點，答案自由發揮）
㈡教師引導：錯誤的認知會造成誤會，讓當事人傷心難過，同樣的，
對疾病如果缺乏正確認知，除了可能讓感染疾病的人身心受到影響外，
也可能引發社會不必要的恐懼。
㈢主題揭示：在過去，無論中西都有因為不瞭解疾病而出現的瘋狂舉措，
例如「心頭血」作為藥引、「獵女巫」除瘟疫等等，不但無法使疫情得
到控制，甚至會迸發其他感染與傷及無辜，故正確認識疾病是為了保護
自己與他人，本課程「知者不懼」，正是要同學檢視自己對愛滋的恐懼
並正確認識愛滋與愛滋感染者。
二、發展活動 -【有話好說】（30 分鐘）
㈠教師介紹「象限討論法」：
象限討論法適用於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將空間劃分為「同情與不同情」、
「願意不願意」四象限，如圖右：
願意
參與討論者則可以選擇站在不同的
象限以表示立場，並看到其他討論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者的立場，用空間拉出的距離，快
願意但不同情
願意且同情
速的得知他人立場，並得以與不同
不同情
同情
立場者交換意見，讓爭議性問題能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夠得到不同立場擁護者的充分討論。
不願意且不同情
不願意但同情
㈡以象限討論法進行情境模擬思考：
不願意
1. 規則：教師可請不同立場者為自己
擁護的立場辯護發聲，同學可以在聽完他人意見以後變換立場，並且教師
在選邊站結束後，針對社會對愛滋常見的謬思，進行觀念釐清，等教師說
明後，學生還有一次換象限的機會。
2. 流程：問題呈現→學生選擇自己立場的象限→發表與聆聽不同象限（立
場）的意見→意見交換後可換象限→教師對應議題進行觀念釐清→聽完後
可再換一次象限。
3. 提問：如果你的家人感染愛滋，你願意與他一起生活，包括一起吃飯、
共用浴室？
4. 教師概念釐清：愛滋傳染途徑包括未做保護措施的高風險性行為、血液
跟特定體液的交換、母子垂直傳染。雖然愛滋感染者的體液都含有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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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毒，但是，只有血液、精液、前列腺液、陰道分泌物和母乳傳染機率較高，
其他如唾液、尿液與排泄物等都不會傳染，因為其中的愛滋病毒含量太低。
而且愛滋病毒離開人體 30 秒至 3 分鐘就會死亡。因此，與愛滋感染者共同
生活，接觸感染者所碰過、摸過的東西都不會感染的，包括與愛滋感染者一
同吃飯、聊天，甚至於接觸到口水也都不會感染。目前，愛滋雖然不能治癒，
但已經有明確的預防與治療方式，穩定治療的感染者傳染給他人的機率趨
近於零。而平常也可用保險套、預防性投藥、不共用針具 / 容器 / 稀釋液、
孕婦接受治療、不餵母乳、新生兒預防性投藥等方式積極預防。
三、總結活動 -【造成傷害的不只是疾病】（10 分鐘）
㈠觀看影片：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㈡教師提問與思考：
1. 為什麼感染者在聽到協會社工問他要不要回家吃飯時會大哭？
（自由發揮，參考答案：很久沒有人關心他、且願意跟他同桌吃飯了）
2. 為什麼許多感染者說家人不准他回家？也找不到工作？
（自由發揮，參考答案：對愛滋不瞭解，視為髒病與高傳染性絕症）
㈢小結：
醫療的進步使得愛滋病不再是絕症，但觀念的導正速度顯然跟不上醫療進
步的速度，真正讓感染者受傷的不是疾病，而是汙名化愛滋所帶來的歧視，
台灣露德協會 20 年來努力為感染者謀求生存空間與庇護所，也努力進行衛
教宣導企圖拼湊社會因不瞭解愛滋而缺乏的同理心，上完此課，同學需瞭
解「疾病不一定會造死亡，但無知會」，打敗我們的不是疾病，而是誤解
與歧視。

教學
評量

1. 能運用象限討論法表達立場意見與聆聽多元聲音。
2. 體會愛滋污名化帶來的無知與偏見才是對愛滋感染者最大的傷害。

參考
資料

1. 台灣露德協會 http://www.lourdes.org.tw/
2.「愛滋感染者」與「愛滋病患」的差異可見露德協會 2017 新愛手冊 p12。
https://tinyurl.com/ya3ck6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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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不懼
班級：＿＿＿＿＿＿ 座號：＿＿＿ 姓名：＿＿＿＿＿＿
你聽過愛滋嗎？你瞭解愛滋嗎？
你想過自己對愛滋的態度與觀念是從哪裡習得的嗎？
本活動藉由「象限討論法」將空間劃分為「同情與不同
情」、「願意與不願意」四象限，同學們可以選擇站在
不同的象限以表示立場，並看到其他討論者的立場，用
空間拉出的距離，快速的得知他人立場，並得以與不同
立場者交換意見，讓爭議性問題能夠得到不同立場擁護
者的充分討論。

願意

第二象限
願意但不同情

第一象限
願意且同情

第三象限
不願意且不同情

第四象限
不願意持但同情

不同情

同情

不願意

提問：如果你的家人感染愛滋，
你是否願意與他一起生活？

範例參考：選擇「第一象限」者既同情家人為病所累，也願意與之一起生活；選擇「第二象限」者，
因為是家人，所以願意一起生活，但不同情得到愛滋的人；選擇「第三象限」者，不同情得到此病者，
也不願一起生活；選擇「第四象限」者，可能很同情他的病情，但懼怕感染因此不願意與之共同生活，
理由可以各自陳述喔！

第 1 回合：

第 2 回合：

一開始，我選擇第（

）象限，因為 ---

聽完同學的意見，我選擇第（

）象限，因為 ---

（若未更動立場，也請寫下象限立場，並陳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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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小檔案

DS) 為後 天免 疫
毒， 愛滋 病 (AI
為人 類免 疫缺 乏病
或帕 斯堤
愛滋 病毒 (HIV)
稱他 為愛 滋感 染者
我們
滋，
染愛
人感
會說他是愛
缺乏 症候 群。 一個
AIDS 患者，我們才
成
，變
發病
愛滋
(Positive)，但若到
效日益改
滋病患。
愛滋病毒藥物的療
尾酒療法之後，抗
療，配合醫
在 1996 年發明雞
友只要穩定接受治
染朋
前感
出目
經指
。
進，最新的研究已
未感染者沒有差別
服藥，其餘命已與
液都含有愛
囑按時回診，順從
然愛滋感染者的體
，雖
問題
感染
物跟母乳傳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
列腺液、陰道分泌
、前
精液
液、
有血
泄物都不會
滋病毒，但是，只
水、尿液與其他排
、淚
汗水
液、
如唾
毒離開人體
染機率較高，其他
太低。而且愛滋病
含量
病毒
愛滋
中的
，接 觸感
造成感染。因為其
滋感 染者 共同 生活
與愛
此，
。因
死亡
染者一同吃
30 秒至 3 分鐘 就會
的，包括與愛滋感
感染
不會
西都
的東
染者所碰過、摸過
會感染。
接觸到口水也都不
飯、聊天，甚至於

第 3 回合：
（

聽完老師對愛滋的
介紹，我選擇第
）象限，因為 ---

（若未更動立場，也請寫下象限立場，
並陳述理由）

德協會官網

資料來源：台灣露

看完影片「愛的光譜漣漪」，請思考以下問題：
1. 為什麼感染者聽到協會社工問他要不要回家吃飯時會大哭？

2. 為什麼許多感染者說家人不准他回家？也找不到工作？

3. 你覺得社會對一件事情偏見與誤解是如何造成的？它可能導致什麼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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