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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手--我們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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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華國小／彭麗琴

壹、課程設計理念：
家庭是個體社會化的主要社會情境。個體在家庭中透過與父母的互動開始其動作技
能、語言、認知、情緒以及社交技能等方面的發展，並在這些能力的展現，以及父母的
回饋中，建立起自我概念及自我價值感。
兒童時期是人生最具可塑性的階段，各個學派的人格心理學家都非常重視家庭對
兒童人格發展的影響。其中家庭系統理論特別強調家庭中的人際互動及家庭結構、家庭
氣氛、家庭規則等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壓力並非成年人的專利，兒童也會發生，不同年齡的人，有不同的壓力。只是層
次不同及難予正確表達出來而已，根據研究，小學一年級（約 6～7 歲）的學生，主要
壓力源來自家庭與學校。小一學生初進團體生活，可能會對一種新環境感覺害羞，但
通常很快的恢復過來。同時，這時兄弟姊妹的競爭是最普遍的，亦可能對其他小朋友
產生忌妒，看到人家好，而自己又無法克服，只好埋在心裡，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壓
力。
所以這時的兒童開始對父母、老師以及其他成年人有更多的要求，弱勢得不到，
或稍有延遲，期望將更強烈。表現在外的行為，可能就是團體中令人頭痛的一份子。
所以，教導他們如何表達和體認，將是個重要的課題。
貳、 教學主題與目標：
1. 本單元設計主題包含：「人際溝通與表達」。課程設計是以家人溝通為單元主題，
共計 2 節課 80 分鐘，目的為協助小一學生認識家庭成員，並且培養「我們都是一
家人，大家應該互相照顧和幫助。」的觀念。
2. 為達成本單元教學目的，本單元採用繪本閱讀、角色扮演以及討論等方式進行教學
活動。並以觀察和演練的方式，運用學習單使學生可以透過單元的教學來學習如何
面對家庭溝通問題。
3. 活動一「家人的手」：以規劃製作成品的方式來進行對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進行
另一角度的觀察，並於展示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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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討論教學法及價值澄清法：經由不斷的質疑與討論，批判、修正自己與他
人的想法，最後再由教師適時的給予價值澄清。
活動二「我們都是一家人」：透過聆聽故事及繪本閱讀的方式討論自己在日常生活
中與手足互動中的情形或相關的案例。
＜教學策略＞繪本閱讀：閱讀他人相關作品可引導學生對於自身的狀況產生聯想，並做
出比較；而實際的狀況也讓學生較能產生同理心，減少說教的意味。
＜教學策略＞討論教學法及價值澄清法：經由不斷的質疑與討論，批判、修正自己與他
人的想法，最後再由教師適時的給予價值澄清。

參、 教學對象：
適合對象為一年級學生，此時的兒童仍較以自我為中心，但是家中可能有新生兒或年幼
弟妹，自我了解與自我概念正逐步從外在特質轉變到內在特質。
肆、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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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家人的手
活動名稱
家人的手
設計者
彭麗琴
教學時間
80 分鐘
適合人數
全班
配合現有教材 翰林版一上綜合活動
能力指標
綜合活動 1-1-1 描述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人事物。
家政教育 3-1-2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物品並願意與人分享。
3-1-5 察覺週遭美化生活的物品。
4-1-1 認識自己。
活動目標
1. 透過觀察家中成員的手，瞭解幼兒的可愛和無助。
2. 透過觀察，瞭解自我的成長需經由多人的照顧和幫助，培養感謝的心，進
而主動照顧家中較為幼小的手足。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設計說明
【課前準備】請學生回家摸一摸家人的手，並將家人的「手掌畫」畫
配合綜合活動
在學習單上，帶到學校。
課程進行
【引起動機】「手掌畫」大展。
1. 指導學生佈置手掌畫會場，進行手掌畫大展。
10 分鐘
2. 請學生認一認自 己家 人的手掌畫，並發表怎樣認出 10 分鐘
自己家人的手掌畫。
【發展活動】
一、發現手的不同感覺：
1. 徵求自願或抽籤的學生蒙上眼，再隨機和同學或師長握手，並猜測 10 分鐘 重點在提醒學
握手的對象為何人。
生發覺家人的
2. 教師利用「家人的手」學習單，請學生發表與家人握手、摸手時的 10 分鐘 手粗細有別
感覺。
‧ 在家中進行手掌畫時，家人的手摸起來有什麼感覺？
------------------------- 第 一 節 結 束 -----------------------------3. 教師說明並協助學生整理與思考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人，他
們的手是否有差異及可能的原因。
‧ 家人的手和自己的手有什麼不同？想一想，家人的手為什麼會是 10 分鐘
這個樣子的？
‧ 我們可以利用手做些什麼？和爸爸媽媽們一樣嗎？為什麼我們做不 10 分鐘
到？
5 分鐘
‧ 弟弟妹妹們可以做的是和我們一樣嗎？為什麼？
‧ 大家小時候也都是什麼都不會，是誰把我們照顧到現在？我們應該
如何感謝他們？
二、我要謝謝你：
10 分鐘
1. 教師請學生發表回家想對父母說的感謝話，並紀錄在「我要謝謝
如果學童並非
您」的學習單上。
由自己父母親
2. 教師請學生思考，除了口說之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表達自己的感
教養長大，則
謝？為什麼？
可將感謝對象
【統整與總結】
改為實際教養
1.教師給予鼓勵並作總結，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5 分鐘 的自己的他人
教學評量
1. 口語表達
2. 學習單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有些學童的家庭可能並非傳統家庭，教師上課時應注意避免刺激孩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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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我們都是一家人
活動名稱
我們都是一家人
設計者
彭麗琴
教學時間
80 分鐘
適合人數
全班
配合現有教材 翰林版一上綜合活動
能力指標
綜合活動 1-1-1 描述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人事物。
家政教育 3-1-2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物品並願意與人分享。
3-1-5 察覺週遭美化生活的物品。
4-1-1 認識自己。
活動目標
1.透過繪本閱讀，瞭解手足都是家庭的一份子。
2.透過討論與學習單，釐清家中較為幼小的手足不是競爭者，如果有需要，應
該明白說出來。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設計說明
【課前準備】請學生回家訪問家人，了解自己小時後的情形。
可配合閱讀繪
【引起動機】故事分享
5 分鐘 本「當個好哥
楷毅媽媽最近為家中生了一個小妹妹，大家都說小妹妹真可愛，楷毅
哥」進行教
卻只覺得小嬰兒又小又醜，整天只會喝牛奶和睡覺，什麼事都不做；
學。
晚上一直哭，害得全家都睡不好，真不知道哪裡可愛？尤其是爸媽為
了照顧妹妹，早上來不及弄早餐給楷毅吃；也來不及送楷毅上學；還
有，也常忘記檢查楷毅的功課；還有…。總之，楷議覺得這個妹妹真
是討厭極了，沒人注意的時候，真想捏她一把；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愛
她？是不是因為她什麼都不會？所以楷毅決定要跟妹妹一樣～什麼都
不會，這樣大家就會注意到他了吧？
重點在教導學
【發展活動】
生「怎麼和家
一、如果我是楷毅：
10 分鐘 長說出自己的
1.教師指導學生進行討論與發表。
需求」
‧楷毅為什麼會這麼討厭妹妹？
‧ 如果我是楷毅，我要如何告訴父母：「我也需要你們？」
二、繪本閱讀：
1. 指導學生閱讀「最特別的東西」一書，也可以指定為親子共讀的作 25 分鐘 如果會本覓得
業。
不易，教師可
2.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發表。
自行找尋與
‧ 如果我是書中主角，我會把妹妹帶到學校嗎？為什麼？
「手足競爭」
‧ 如果我是全家最小的，當初我出生時，兄姐是如何看待我的？
相關的繪本搭
‧ 有兄弟姊妹有什麼好處？如果我是獨生子（女），我會想有兄弟姊
配使用。
妹嗎？
------------------------- 第 一 節 結 束 -----------------------------【統整與總結】
40 分鐘 可搭配「製作
1.指導學生將讀後感想寫成閱讀心得。
小書」進行教
學
教學評量 1.口語表達
2.學習單
3.閱讀心得
指導要點及 ‧ 本活動重點在讓學生了解個體的成長需靠大家的幫助，所以也要用同樣的心
注意事項
情幫助他人。
‧ 如果學童為獨子，可以將之引導在班級的人際相處上，做延伸教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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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漢聲。
毛毛當哥哥（1998）。臺北，人類文化。
七、附錄（學習單部分以整頁呈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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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的是
因為他（她）
我要祝他（她）
我是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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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單

親愛的小朋友：
請找㇐位家人，
把他（她）的手畫在下面，
記得要塗色喔！

我是一年___班___號姓名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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