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國小心智教學戒學單元架構(三，四年級上、下學期) 

主題 培養愛護生命的心念 養成好習慣 

子題 

      教學內容 

 單元 

心存好意 身行好事 口說好話 

道德認知(知) 道德情感(情) 道德慣性(意) 行為、言語少犯過失 

啟發善念~ 

男生女生配 

(上學期) 

了解善的意義在於利他 

透過感同身受，或對自

他兩利，激發愛人利他

的心念 

善念未生令生，已生令

增長 

不以善小而不為，不

以惡小而為之 
  

破除對家事分攤的刻板

印象 

家事分工合作可以促

進家人情感 

將家事參與當作是生

活中的一部分 
主動參與家事  

話要這麼說~ 

愛要說出來 

(上學期) 

了解正語的意義 說話對自他的影響 多說好話   
誠實、得體、尊重的

話，實踐在生活中 

溝通的重要 家庭有愛，溝通無礙 
學習多聽別人的意

見，培養愛護心 
 

愛在心裡怎知道，在適

當的時機，對家人的愛

要勇敢說出來 

愛護生命~ 

愛是尊重與包容 

(下學期) 

1.生命脆弱要愛護自己                     

2.眾生平等要愛護眾生 

以同理心關懷一切眾

生 
由近而遠，由親而疏 

從生活中落實愛護

生命 
  

沒有同理，只有自我，

則愛成為煩惱 

尊重是愛裡不可或缺

的重要因素 

愛成為享受而非苦差

事 

愛成為自我修正和

積極經營的正面力

量 

 



歡喜布施~ 

家和萬事興 

(下學期) 

1.知道布施的意義及種

類                    

2.了解施比受更有福的

道理 

從布施中體會助人的

快樂 
付出愈多，快樂愈多 

願意用歡喜、尊重、

平等的心幫助他人 
  

若要家庭好，關懷最重

要 

珍惜緣份，愛心不變，

用歡喜心營造家庭和

樂 

家和萬事興，家吵萬事

窮 
 

溝通時給原則，別因

小事碎碎念，破壞和

樂氣氛  

◎各單元參考佳句格言： 

單元：啟發善念 

1.心做良田耕不盡，善為至寶用無窮。 

2.心中有愛，才會人見人愛；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惡。 

3.未生之善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長。 

4.善良的心，可以驅趕寒冷、橫掃陰霾。  

單元：話要這麼說 

 1.與人講話，要輕聲細語，真誠親切的微笑。 

 2.說一句好話如口出蓮花，說一句壞話，如吐毒蛇。 

 3.良言猶如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4.好話多說，是非不要提。  

 單元：愛護生命 

 1.我與其他生命相互依存、息息相關，傷害他人也將會傷害自己。 

 2.為自己負責任，愛護自己的身體，尊重其他生命。 

 3.慈悲，是對一切眾生的尊重。  

 單元：歡喜布施  

 1 .付出愈多，體會愈多，智慧與福氣就會增長。 

 2.用心付出，自能體會寧靜與喜樂。 

 3.布施如播種，以歡喜心滋潤，種籽才會發芽。 

 4.布施福報多，行善快樂多。 

 5.金角落、銀角落，不如自己家裡的窮角落  



109 年國小心智教學戒學單元架構(五年級上、下學期) 

 

單元名稱  單元觀念  教學目標  心智法語  

  愛的力量  

 

<五上 >  

1.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2.集合每個人的小愛，其影響力之大有  

 時是無可預測的。  

 

1.了解愛是什麼？愛的影響力？  

2. 讓 學 生 從 自 他 的 角 度 分 辨 善 與 不

善。  

3.讓學生學習慈悲與智慧，成為愛的  

種子，愛從己做，更能推己及人。   

 

1.愛是正能量，心中有愛，萬事皆

美。  

2.每個人的小愛累積成大愛，就能

創造一個愛的世界。  

「字」得其樂  

〈五 /六上〉     

 

 

1.讓學生了解漢字書法之美 

2.讓學生領會書法的學習態度---定、靜、敬 

3.讓學生藉由書法家的小故事啟發對書法的 

  興趣 

4.從實作中讓學生體會寫書法的樂趣。 

   

1.漢字好玩---領略漢字書法之美 

2.藉寫字練心---敬:恭敬的態度才能認真、全

力以赴；靜:靜心才能思考周密；定:培養安

定的力量才能持之以恆。 

3.學無止境---書法家的故事 

4.實作教學---寫春聯 

◎書法是呼吸，是養生，是身體的運動，

是性情的表達，是做人處世的學習，更

具有使人安定的力量。（出自蔣勳「漢字

之美」） 

 

◎近代的大書法家于右任說：「寫字為最

快樂的事」。 

做自己的貴人  

〈五 /六下〉  

1.了解 我們所做的一切 將會回到自己身上 

2.創造善緣的循環 

1. 了解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存的 

2. 把握善緣 惜緣惜福 

3. 擁有什麼不重要  

   願意分享最可貴 

天助人助，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同一個缸裡

的魚  

 

〈五上〉     

 

生活中時而見到孩子們的相處，會有

霸凌的情形，其中尤以言語霸凌為最。 

對於受到傷害的被霸凌者、有意或無

意的霸凌者、無感的旁觀者，心底感

到十分心疼。  

今以【同一個缸裡的魚】為喻，讓孩

1. 讓孩子了解什麼是霸凌， 

以及霸凌所造成的傷害。 

2.  有人對你霸凌，你可以回應的方法。 

3.「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 

人各有才，學習接受別人的不足。 

4. 以同理心取代同情心， 

1.「話到口邊想一想，講話之前慢

半拍。」不是不說，而是惜言慎

語；要為別人著想，不可傷到他

人  

2.「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 

各人有各人的才能、長處，要彼



 

 

 

 

 

子們體會「共同體」的情感，就生活

中的事例與故事，引發孩子們的「同

理心」，接受別人的不足，互相幫助，

相互禮讓，彼此鼓勵成長。  

珍惜人與人間相處的緣分， 

彼此關懷、互愛、尊重。 

此尊重、欣賞。  

3.同理心，就是將心比心，能設

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  

暖心玉米的  

感動  

 

〈六上〉  

 

 

 

四年級時曾上過歡喜布施，孩子們已

大致了解甚麼是布施，為什麼要歡喜

布施，如何歡喜布施；  

今就生活中的故事所帶來的感動，  

分享給孩子們，期望能帶給他們更多

的體會和方向。  

1.  讓孩子們從生活中體驗到布施的  

快樂。  

2.  讓孩子們了解施比受更有福的  

道理。  

3.  讓孩子們感恩擁有，  

體會歡喜布施帶來的幸福。  

1.  布施前心生歡喜，  

布施時不求回報，  

布施後不生後悔。  

2.  一句讚美鼓勵的話，  

溫暖別人的心，  

也溫暖自己的心。  

 與成功有約  

 

〈五 /六下〉  

 
孩子們將踏入國中，進入青少年時期， 

在青少年時期可塑性、可染度都高， 

遇黑則黑，遇紅則紅，但只有自己能決定 

將來要走的路。 

中學階段是人格養成的重要時期，將學會 

自己獨立思考、判斷、練習自己做決定； 

希望和孩子們一起探索內心世界，保有心中

純真的部分，認識並走出自己的路。 

1. 了解成功的意義，明白並非事事完美 

   才是成功。 

2. 懂得在不圓滿中找到圓滿； 

   挫折中的學習，是成功的資量。 

3. 感恩身邊的善緣， 

 它是我們與成功有約的養分。 

 
1. 成功的人往往不是最聰明的人， 

卻是最有毅力的人。 

2. 盡心盡力的向著方向前進， 

努力了就不計較得失。 

3. 跌倒後再站起來的人， 

一定會比一路平順的人堅強。 



   

港都高雄  

 

〈五上〉  

1.介紹高雄地名演變。  

2.說明在不同時期高雄居民遷移的過  

程。  

3.有趣的民間傳說故事。  

1.讓學生對我們所居住的高雄有更多  

的認識。  

2.讓學生學會感謝對高雄健設付出的  

人 ,並期許自己有機會也能對高雄

有奉獻。  

3.培養學生在生活中觀察我們所在環  

  境樣貌的變化 ,並學會愛護我們居  

  住的家鄉 --高雄。  

 

1.感謝國家 ,建設公共設施 ,提倡友  

善文化 ,讓我們共享世間的美好。 

2.感恩建設者 ,施工者 ,設計者為

我們創造安全 ,歡喜 ,方便的生活

環境。  

  樂活山林  

 

〈五下〉  

 

1.  認 識 台 灣 是 多 山 島 嶼 ,擁 有 許 多 自

然景觀。  

2.  介 紹 登 山 應 具 備 的 基 本 知 識 和 技

能 .包 括 :行 前 準 備 ,體 能 訓 練 ,野 外

求生技能 ,及登山規範。  

3.  帶領學生體會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

起時 "之壯麗的自然感動。  

 

1.讓學生培養有益身心的休閒活動。  

2.讓學生學會從事休閒活動要注意  

 的安全知識，保護自己。  

3.讓學生經由體認人和自然的依存關  

 係。  

 

1.  感恩山河大地 ,讓我欣賞到人間

的美。  

2.  感恩花草樹木 ,美化了居住的地

球。  

感謝藍天白雲 ,讓我看見生命的希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