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設計內涵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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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

設計者

景新國小／許明騰

壹、課程設計理念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家人彼此互助、分擔責任。從個人來看，個人依賴家庭來提供
身體的保護、感情的支持、物質的供給、家務的分擔。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家庭綿延倫
理道德、傳遞價值規範、教導語言文字，穩定整個社會的基礎。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家庭可說是個人最早生活的場所，而家庭對個人的影響力，是
十分深遠、不容忽視的。個人最早的人格塑造也往往發生在家庭中，也就是說，㇐個人
的某些行為、態度、性格，常常會和家庭的氣氛、或家人對他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聯。
因此，反思並探討自己的家庭生活，對㇐個人而言，其實是必要，且很有幫助的。
家庭生活教育對國小兒童的影響甚大，父母的管教態度及家人與他們的相處態度，
是他們塑造未來人格的指標，接納、關懷、讚美中⾧大的孩子，較能培養其建全人格；
放任、疏離、指責及暴力下⾧大的孩子，常造成孩子人格的不正常發展。教育學者張春
興曾經指出，不良少年的問題是：
『病因種於家庭、病象顯現在學校，社會使病情惡化。』
家庭中的互動關係在孩子的成⾧歷程中有很大的影響，對孩子而言，家庭常常是他們認
定他們永遠沒辦法改變的事實。因此父母與子女如何培養良好的親子互動？如何促進孩
子對自己家庭互動的認識、體會、掌握與珍惜？如何增進親子之間良好和諧的溝通互動
是我們的首要課題。
國㇐的學生正處於人生的狂飆期，生理和心理變化很大，想法與國小階段也日漸改
變，社交圈擴大，與同儕互動頻繁，容易受同儕的影響。父母如何鼓勵他們培養正當娛
樂？教他們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選擇益友？是非常重要的。而要令父母接納子女的社交
生活，子女應先掌握交友之道，讓父母對子女的判斷力和自我照顧能力有信心，親子關
係和朋友相處間，才能取得平衡。
本教學設計以親子溝通和同儕互動為主軸，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子女如何選擇？父
母用何種態度與子女溝通？本教學設計旨在讓國㇐青少年了解自己平日交友情形，及在
家與父母的溝通模式，因為任何㇐種溝通模式都會演變出不同的結果，透過班級師生共
同討論，可以讓他們自省自己平日與父母的溝通行為，進而找出最佳的溝通模式，讓家
庭更和樂，更重要的是避免在某些事情溝通不良下，發生親子衝突，以致於造成家庭問
題。

貳、教學主題與目標
本單元課程設計分為「國雄的難題」、「明美的抉擇」兩個單元，共計需四節課 180
分鐘，透過角色扮演及討論的方式，運用學習單，使學生可以透過單元的教學，學習如
何面對家庭問題與同儕的互動。本單元課程設計分為兩個主題：第㇐個主題敘述國雄的

朋友邀他去聽演唱會，他很想去，但零用錢不夠，且父母親不㇐定答應，他如何與父母
溝通？（每位學生的家庭環境及父母管教態度不同，藉由角色扮演有不同的結局。）第
二主題敘述明美的祖父生病了，假日家人要帶她到鄉下探病，但她早已和班上同學們約
好假日去露營，面對兩難困境，她該如何解決？
青少年與父母親溝通及同儕互動為本單元為架構，以探討家庭中常見的溝通行為、
藉由角色扮演劇情（按每人溝通模式，無好壞之分），導致不同的結果（每個人的感受
也不同），讓青少年自行反思自己的行為，並分享說出觀看別人表演後自己的感受，演
出者與觀賞者共同討論，藉由教師之引導，進行分組或全班共同探討，找出最佳的溝通
模式，並以學習單寫出自己的想法或心得。
單元說明主題如下：
㇐、 國雄的難題： 透過情境佈置及角色扮演，讓孩子在與同儕互動下，某些事件影響
家庭，這時若面臨困境，須進行抉擇，這些同儕與家庭問題可以使
他們了解選擇不同，結果也會不同，進而學會如何與父母及家人溝
通。
＜教學策略＞ 運用角色扮演的觀摩，加深學生印象，同時透過學習單與全班討
論，可以討論出何種溝通方式是最佳的方式，學生可以做擴散性或
創造性的思考，以求得問題的解決。同時教師也能引導學生體會父
母的心境，培養學生設身處地，運用同理心的能力。
二、明美的抉擇： 透過情境佈置及角色扮演，讓孩子在某些家庭議題上進行抉擇，使
其了解選擇不同，結果也會不同，進而學會如何與父母及家人溝通。
＜教學策略＞ 本單元含有兩難困境的抉擇，運用角色扮演的觀摩，加深學生印
象，同時透過學習單與全班討論，可以討論出何種溝通方式是最佳
的方式，同時教師也能引導學生體會父母的心境，培養學生設身處
地，運用同理心的能力。

參、教學對象：
國㇐學生。國中學生受同儕影響較大，有時與親人間互動溝通面臨困境，夾存於同
儕關係與家庭關係兩難之間，缺乏應用溝通能力解決兩難問題，同時他們也漸漸有自主
性需求，因此培養學生設身處地，運用同理心的能力，相形重要。本教案透過討論、觀
摩，分享，讓學生自我省思平日與同儕互動及與家人的互動關係，進而找到最佳的互動
與溝通方式。

肆、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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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6-1-4】認識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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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故事中家庭成員互動的情形，選擇最好的溝通方法，用「同理心」化解親子間的摩擦與衝
突。協助成員實際演練和父母可能的衝突情境並尋求方法突破。

動

活 動 流 程 及 內 容 設 計

時間分配

【引起動機】分享㇐段行動劇－「國雄的難題」，並鼓勵學生角色扮演。

活動設計說明
劇情說明與分組

1. 先分 4 組，每組約 10 人，兩組表演，另兩組為觀眾。向成員說明今天要進行

10’

的家庭劇場是什麼。
2. 根據故事中的各種情境，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學生可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扮演的
角色。

【發展活動】
1. 劇本內容：國雄是國㇐學生，父母在私人公司上班，家境小康。今天國雄的同

20’

分組表演

班同學邀他下週末去聽「5566 演唱會」
，門票 650 元，晚餐、車資……等等加

老師可稍加引導，讓學

起來，至少要花壹千元，而且同學告訴他明天就必須繳錢買預售票。零用錢不

生飾演不同的情境，造

夠的國雄很想去，但是父母不知道是否會讓他去？他該怎麼跟父母開口？如果

成不同結果。例：

不能去，同學會不會以為他不合群？

害羞的孩子不敢開口。

2. 表演活動：

15’

3. 問題討論：開放自由討論：推選討論主持人或由老師擔任。

有的孩子對父母沒禮
貌。

(1) 請大家分享㇐下剛剛扮演完角色的心得為何。

父母是否嚴厲？

(2) 針對兩個小組的情境㇐㇐討論，可先請觀眾組說㇐下他們觀察到什麼，再

孩子最後選擇用何種方

請表演組說他們的原意又是什麼，之後大家㇐起討論。

式溝通？

(3) 分別就國雄與父母的角色探討兩者的立場看法，如何溝通？
(4) 該怎麼和父母請求？萬㇐父母不答應該怎麼辦？
(5) 若無法成行，如何跟同學說明呢？
(6) 蒐集各種意見，由主席歸納總結，探討何種形式的溝通方式最能為大家所
接受。
────第㇐節結束─────
㇐、填寫學習單：
1. 請學生寫出自己認為的最佳溝通模式。
2. 學習單分享：

15’

二、統整與總結：教師做最後的歸納與總結，說明何者是最佳溝通模式。

15’

三、學生角色扮演：

5’

根據師生討論結果，再

10’

表演㇐次。

─────第二節結束─────

學生報告學習單內容。

教學評量

1.共同討論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1.鼓勵學生先發表或扮演自己的想法與看法，看看可以造成怎樣的結局。

2.口語表答

3.學習單

2.運用「同理心」讓學生體會各個角色的想法與看法。
3.教師做歸納與總結，引導學生找出最佳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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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2-4】察覺家庭生活中，家人關係，事務的特質與現象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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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故事中家庭成員及同儕互動的情形，選擇最好的溝通方法，協助成員實際演練和與父母
可能的衝突情境，並尋求方法突破。

動

活 動 流 程 及 內 容 設 計

時間分配

【引起動機】分享㇐段行動劇－「明美的抉擇」，並鼓勵學生角色扮演。
1. 先分 4 組，每組約 10 人，兩組表演，另兩組為觀眾。向成員說明今天要進

活動設計說明
劇情說明與分組

10’

行的家庭劇場是什麼。
2. 根據故事中的各種情境，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學生可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扮演
的角色。

【發展活動】
1.劇本內容：明美擔任今天班會的主席，全班興高采烈的討論週末要到森林農

20’

場露營的事，全班同學幾乎都贊成，明美㇐回家正想告訴父母，但爸爸卻說，
週末全家要到台南探望生病的爺爺。全班都贊成的露營活動，如果不去，豈
不是太掃興？但是平時很慈祥的爺爺，如今生病了，能不去看他嗎？
2.表演活動：

15’

分組表演

3.問題討論：開放自由討論：推選討論主持人或由老師擔任。
(1) 請大家分享㇐下剛剛扮演完角色的心得為何。
(2) 針對兩個小組的情境㇐㇐討論，可先請觀眾組說㇐下他們觀察到什麼，
再請表演組說他們的原意又是什麼，之後大家㇐起討論。
(3) 分別就明美與父母的角色探討兩者的立場看法，如何溝通？
──────第㇐節結束──────
三、學習單：

15’

1. 若家人的意見和你不同，該用什麼方式溝通？
2. 你平常如何和家人溝通？
3. 與父母溝通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15’

4. 與父母溝通時，萬㇐父母生氣了，如何讓他們的怒氣降到最低？

5’

5. 將想法與看法寫在學習單上，並與同學分享。
四、統整與總結：教師做最後的歸納與總結，說明何者是最佳溝通模式。

10’

五、學生角色扮演：
─────第二節結束─────
教學評量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1.共同討論

2.口語表答

3.學習單

1.鼓勵學生先發表或扮演自己的想法與看法，看看可以造成怎樣的結局。
2.運用「同理心」讓學生體會各個角色的想法與看法。
3.教師做歸納與總結，引導學生找出最佳溝通模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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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單
第㇐單元：國雄的難題
班級
㇐、看完或演完短劇後，你的感想是什麼？

姓名

二、分別就國雄與父母的角色探討兩者的立場與看法，如何溝通較佳？
三、該怎麼和父母請求？萬㇐父母不答應時怎麼辦？
四、若無法成行，如何跟同學說明呢？
五、平日你如何和家人溝通？
六、請寫出自己認為與家人最佳的溝通模式，並和同學分享。

第二單元：明美的抉擇
班級
㇐、看完或演完短劇後，你的感想是什麼？

姓名

二、分別就明美與父母的角色探討兩者的立場看法，如何溝通？
三、若家人的意見和你不同，該用什麼方式溝通？
四、與父母溝通時，萬㇐父母生氣了，如何讓他們的怒氣降到最低？
五、平日你如何和家人溝通？
六、如果你是明美，你會怎麼做？

三、生角色扮演。
1. 先分 4 組，每組約 10 人，兩組表演，另兩組為觀眾。向成員說明今天要進行的家
庭劇場是什麼。
2. 根據故事中的各種情境，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學生可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扮演的角
色。

參考劇本
旁白： 國雄是國㇐學生，父母在私人公司上班，家境小康。週㇐早上，吃完早餐，國雄
準備上學。
國雄媽：國雄，這週的零用錢 500 元給你，上學路上要小心。
國雄： 謝謝媽媽。媽媽再見。
旁白： 國雄背著書包高興的上學去了。
旁白： 噹！噹！噹！噹！下課鐘聲響了，同學們三五成群聚在㇐起。
麗美： 聽電視報導 5566 下週六要在台北體育館辦簽唱會，真是太棒了，能看到偶像，
又可以得到他們的簽名，真是太棒了！
筱如： 我也要去，麗美，我們找㇐些同學㇐起去如何？
麗美： 好啊！我們可以找鄧國雄、潘偉柏、王利鴻、林志靈、張子怡、張慧妹他們㇐起
去，他們也是 5566 的「粉絲」。
筱如： 好！我們分頭去找。
旁白： 幾分鐘後，麗美和筱如把大家都找來了，
麗美：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 5566 下週六要在台北體育館辦簽唱會，機會很難得，要不
要去？我可以請我我哥哥幫我們買預售票，門票 650 元。
潘偉柏（興奮）：我參加！
張子怡：我也是！
王利鴻：張慧妹去我就去。
麗美： 張慧妹㇐起去吧！妳不是最欣賞孫協志嗎？說不定妳還可以和他們㇐起合照。
張慧妹：好啦！不過妳要帶照相機哦！
麗美： 那有什麼問題，對了鄧國雄你去不去？
國雄（有點為難狀）：我…….
麗美： 大家都要去，你就別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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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雄（有點為難狀）：

好吧！

麗美： 我們下週六下午三點學校門口集合，對了，晚餐、車費及門票……等，每人收
1000 元，多退少補，下週三我會向大家收錢，不要忘了哦！
國雄（心裡想著，喃喃自語）：我身上只有 500 元，而且早上媽媽才給的，怎麼好意思
再開口呢？
旁白： 晚餐時，國雄悶悶不樂，幾次想開口又說不出口。
國雄爸（責備狀）：你不吃飯在想啥？
國雄： 我………
-------------------接下來，自由表演---------------3. 先分 4 組，每組約 10 人，兩組表演，另兩組為觀眾。向成員說明今天要進行的
家庭劇場是什麼。
4. 根據故事中的各種情境，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學生可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扮演的角
色。

四、參考劇本
背景介紹：明美是國㇐＊班的班⾧，今天擔任班會主席，全班正在討論校外教學的事情。
明美： 為了慶祝班上運動會獲得㇐年級總冠軍，老師答應要帶我們去露營，請大家踴躍
發言，決定時間及地點。
宋會僑：我建議到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那邊安全又方便。
車人表：我覺得到三峽森林農場比較好玩，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太近了。
明美： 請問同學們還有沒有其他提議。
（沉默 10 秒）如果沒有其他建議，我們就針對這
兩各地點來表決。
明美： 贊成去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的請舉手，
（明美數完人數**票）總共**票
明美： 贊成去三峽森林農場的請舉手，
（明美數完人數※※票）總共※※票
明美： 依表決贊成去三峽森林農場的同學比較多，那我們就通過車人表同學的提議。接
下來討論時間。請同學們提建議。
裴泳竣：我認為本週末最好，離段考考試還有㇐段時間，不會影響功課。
小玩子：我也認為這個週末好。
花倫： 沒錯，本週末最好。到時候我會多帶㇐些吃的喝的和大家分享。
明美： 同學們還有沒有其他提議？（沉默 3 秒）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鼓掌通過。還
有請大家務必參加哦。

……………………………….
背景介紹： 晚上，明美家裡
明美： 爸，週六我們班要去露營，全班都要去……。
爸爸： 妳難道忘記你爺爺生病了，週五晚上我們就要到南部去看望他，還要留下來在醫
院照顧他。
明美： 可是…..
爸爸： 不用說了，我決定的事是不能改變的。
媽媽： 明美，小時候，爺爺和奶奶最疼愛的就是妳，如今他生病了，妳能不去看他？妳
自己好好想想。
明美： 我………………………..
………………自由發揮………………

五、參考資料
㇐、 溝通的鑰匙
溝通的障礙 Communication Killers
1. Explosion 暴躁
2. Tears 眼淚
3. Silence 沉默
溝通的要訣
1. I love you; 愛意
2. I am sorry; 歉意
3. I am grateful; 謝意
二、 親子溝通的技巧
父母與孩子的親子關係是否良好，首重在親子溝通的技巧，良好的親子溝通可以
讓家庭和諧、提升生活品質，也會使父母在教養子女上變得輕鬆許多，尤其近年
來，許多親子衝突的結果，造成了許多遺憾，更證明了親子溝通的重要性。筆者
列了下列八大項親子溝通的技巧以供參考：
1. 覺知：
父母親必須要隨時注意孩子的面目表情、行為舉止，這樣才能瞭解孩子的生理與
心理狀態，進而能主動的與子女交談，產生溝通的動機，也才能適時的給予輔導
與協助。
2. 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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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想要表達自己的看法，或吐露自己的感受時，父母應該要讓孩子覺得父母
是很「全神貫注」地在注意聽你的想法與感覺，就算身邊有事情也應該放下，眼
神的接觸是溝通不可或缺的要件之㇐，適時的給予回應或支持，會讓彼此的關係
更為接近。
3. 關注：
縱使父母親本身太忙，關心的話語與眼神還是不可或缺的，如：「小明這次的考
的很好，爸爸很高興」；或是偶而身體動作的接納（如擁抱、摸摸頭），以縮短
彼此之間的距離。
4. 同理心：
父母親不要㇐味地用自己的角度來思考孩子的問題，有時候站在孩子的立場來思
考，會讓彼此的感覺更為接近，也才能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體會孩子的喜怒哀
樂，「將心比心」是最好的形容詞。
5. 主動的鼓勵與開口：
不要因為孩子做錯事才開口罵他，更應該做的是，主動發現孩子的優點，多給孩
子鼓勵，根據研究顯示，獎勵比懲罰來的有效，而且可以使親子關係更為融洽，
就算孩子做錯事，也應該讚賞孩子做事的努力，再就事論事，這樣比較像是在給
孩子意見或建議。
6. 注意語氣與聲調：
不要老是用責備的口吻說：「不要這樣.....」、「你是怎麼做的」、「怎麼會.....」，
多使用和善、建議的語氣說「你能說說看.....？」、「你的想法是....？」，這樣有
助於溝通的氣氛，也讓溝通變得更能令人接受。
7. 我訊的應用：
我訊包含三個因素，行為-當你…、感受-我覺得…、後果-因為…，如：「當你很
晚回家的時候，我決的很擔心，因為怕你在外面出事」，這樣可以讓孩子瞭解他
的行為，會造成什麼傷害或後果，儘量表達自己的情緒，切忌責罵或處罰。
8. 衝突的解決：
親子難免會發生衝突，這時候不要拿出父母的權威，要求孩子要聽自己的，讓孩
子說出自己的理由，並且用與孩子商量解決事情的態度，針對問題，與孩子㇐起
思考㇐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這樣不僅可以和平的解決問題，更可以培養親子間的
良好關係。如果父母本身有過錯，應該向孩子表達自己的歉意，以化解誤會，促
進家庭和諧。
三、解決衝突之道

(㇐)衝突的意義與來源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衝突，沒有人能免疫，因為很難去避免衝
突的產生。衝突會帶給人不悅、痛苦，破壞彼此間的和諧，然而換個角度去想，
不啻也是個學習的機會。衝突的產生並非是對對方懷有惡意，只是雙方間的想法
步驟不㇐致所造成的差距。
在心理學上，衝突是指在同㇐個人身上，同時產生二個或以上強度相同、方向相
反的反應傾向的情形（柯永河，民 80）此乃個人層次上的心理衝突，產生的過程：
需求→行為→衝突→目標。
在社會學上，衝突是兩個人、團體或國家因為彼此目標、觀點、立場、需求和行
動等的不㇐致而互相干擾。包含人際間衝突、團體內衝突與團體間衝突。人際間
如夫妻間管教孩子的態度不同。團體間則涉及層面較廣大。
但無論如何，衝突的產生都會造成當事人情緒激動、焦急、不安、喪氣等，甚而
恐懼、愧疚、生氣、受傷等。

(二)衝突的種類
1. 依衝突的來源分
◎人際間衝突，即人與人互動時產生的衝突
◎個人內衝突，即個體本身內在心理的掙扎、矛盾所產生
◎個人與社會制度衝突，即集個體與社會規範所產生的差異
2. 依衝突的動機分
◎雙趨衝突：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只能擇其㇐的心理衝突情況
◎雙避衝突：兩者都不喜歡，但卻㇐定要選其㇐，所造成的左右為難情境
◎趨避衝突：對其又愛又恨所造成進退兩難的心理困境，如喜歡甜食，但吃了又
怕發胖。
雙重趨避衝突：如父母希望
3. 依衝突產生的結果分
◎事情惡化，彼此均受到傷害
◎衝突較和緩但未見解決，可能㇐方受傷，㇐方能執於己見
◎雙方的協調使爭執獲得解決，沒人受傷，也都能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4. 衝突的處理風格
◎逃避：避免接觸已經產生衝突的情境
◎退縮：生理或心理上的從衝突情境中退縮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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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衡利弊得失：兩權相害取其輕
◎第三者調停：由中立的第三者居中協調
◎折衷方式：衝突的雙方彼此各退㇐步
(三)解決衝突的策略
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成⾧經驗、角色背景，是故對事物都有㇐番不同的論點與想
法。所以在解決衝突時，除了自己的立場，也需評估衝突的情境。
1. 衝突解決的基本原則(Bybee,Gee 和 Gorden,1983 所提出)
（1）在衝突的雙方接恢復平靜、理性及自我組織後再進行
（2）若舊的方法失效，嘗試新方法來調整彼此的互動
（3）承認衝突的存在
（4）說明雙方在衝突中，「估說估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自然現象
（5）在衝突中，雙方發展出「都是㇐家人」的感覺
（6）確定雙方都清楚且無偏見地遵守共同訂立的規則
（7）使用合理性，而非競爭性的溝通程序
（8）考量人格的差異性，強調對事不對人
（9）將衝突細部化，依先後次序來解決這些衝突
（10）強調雙方間的相似性
（11）找出使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法
（12）使雙方在問題上達成共識的方法

a.描述衝突情況
b.表達感覺和意義
c.說出理想的解決方法
d.提出必要的改變
e.建立問題解決的模式及避免未來的衝突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