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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社會發展快速、人們生活型態改變、價值觀混淆、社會負面事件頻

仍，促使教育當局呼籲學校重視品德教育，端正社會風氣、重建道德價值觀。本

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臺中市某一品德特色小學為研究對象，藉由訪談參與該

校關懷活動的輔導主任、教師、學生、及社區人士，探究學校實施關懷活動推動

品德教育對學生品德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了解學校透過全面實施關懷活動，提

供學生親身體驗關懷的機會，學生能由愛自己、愛家人，進而愛他人，且能關心

身旁所處的環境，顯示學小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對學生品德有正面的影

響；學生能由關懷他人與被關懷的美好經驗，產生對自己、他人的關懷之情，進

而能將情感轉化為關懷行動，並在關懷行動中，體會人性的良善與感動。根據研

究結果，對學校推動品德教育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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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ny researchers argued that character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schooling, 

this research drew on qualitative methods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o study an elementary school that practiced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as the case. It explored how elementary schools could 

promote character education by implementing caring activities to influence students’ 

behavior. The result of study shows that the school applied modeling, dialogue, 

practice, and affirmation to practice caring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would care about 

families, peers,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mselves. They have built 

relationships among other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introduce the ethics of 

care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elementary students' character, but also to promote 

character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lementary students’ behavior.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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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ㄧ、研究背景與目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變遷快速，科技文明愈發達，人際關係卻愈疏離，

人們的價值觀混淆，造成社會衝突與不安。根據 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

道德、倫理、價值觀是 21 世紀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而使得品德教育獲成為重

要的教育趨勢（許麗伶，2012）。以台灣社會為例，近年來，虐待動物、阻擋救

護車、酒駕、霸凌游民或老人、路跑破壞環境、黑心食品危害健康等新聞事件層

出不窮。事件當事人均觸犯相關律法，雖受到應得的制裁，但一件件對他人、對

環境缺乏關懷的行為，令人擔憂，愈深感品德教育之重要。姜添輝(1997)認為，

社會穩定、和諧的關鍵，在於社會職業階層的細部分工，及社會道德規範的建立，

而這兩者有賴於教育功能的發揮。而李遠哲也認為教育的價值在於能教育一個人

有理想有道德，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學生品德不好，代表未來社會的品德不

好，因此學校需加強品德教育（今日新聞網，2010）。 

2001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實施，課程改革取消了傳統的「道

德」設科教學，將其融入各課程領域中。然呂育生（2009）認為若無適當的配套

措施和教師的正確體認，品德教育最後淪為所附領域的陪襯，被稀釋而消失不見

了，嚴重影響青少年道德品格的發展。2009 年教育部推出「臺灣有品運動」，包

含「品德教育」、「藝術扎根」、「終身閱讀」及「環境永續」等 4 項主軸計畫，希

望奠基於家庭、啟動於學校、實踐於社會，以達到「為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及

生活有品味」，成為品德、品質及品味兼具的現代公民社會（教育部，2009a）。

此外，教育部又提出「6E 多元創新教學方法」和「10 大策略」，呼籲各級學校、

家庭和民間團體串連成「教育夥伴關係」，共同推廣品德教育（教育部，2009b）。

在教育部訂定的品德教育政策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也陸續啓動因應措施， 如

高雄市教育局推出品德教育電子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進行「北市國小品德教育

實施現況調查」，至於中小學校園，對於品德教育的推動也漸次融入各科或校園

生活，或是轉化與整合為其他名稱加以推動（李琪明，2008）。 

Nash（1997）提出德行可以列舉、直接教導，甚至可以具體評估成敗的假設，

引起許多學者的質疑，然而 Noddings（2002）質疑品德該能否像算術一樣直接

被教導，她認為要使世界更美好，並非仰賴更好的原則或規範，而是更好的人，

至於如何產生更好的人，應建立關懷倫理學家所著重的鼓舞人向善的情境，而不

是直接教導。她主張以關懷為道德發展的核心，唯有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才能真

正對人的道德實體有喚起的作用。我國一些學者亦認為關懷是品德教育的核心

（方志華，2004；李奉儒，2005；李家同，2010；賴襄綺，2009）。 

山林（化名）國小推行品德教育多年，以「關懷」品德核心價值為主軸，規

劃全校性的關懷活動，提供學生透過親身體驗而學習關懷的機會，本研究以該國

小為典範個案，從 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觀點，了解該學校實施關懷活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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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關懷能力的做法，以及關懷活動的實施對學生品德之影響，為學校推動品

德教育品德教育之實施找到一個可行的方向與方法。 

二、名詞解釋 

（一）品德教育特色國民小學 

教育部為鼓勵品德教育推動有成之學校，藉以激勵學校親師生全面參與品德

校園文化之塑造，並透過分享各校之推動經驗，以形塑優質之校園品德文化，每

一學年度針對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且推動有成之公私立

各級學校，及積極推動品德教育、且具特色之公私立各級學校進行遴選。遴選辦

法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自行訂定，各級學校將辦理品德教育具特色之相關資

料送教育局參加選拔，再由教育局遴聘專家學者進行審查擇優表揚，並列

為薦送教育部之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名單，最後由教育部從薦送名單中評選

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並加以公開表揚。本研究品德教育特色國民小學乃

指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並每一學年由教育部從其中進行

遴選，所評選出積極推動品德教育且具特色，被公開表揚之國民小學。  

（二）關懷活動 

依據臺中市教育局（2012）制定的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規準，定義「關懷」

是指對生活展現興趣與關注，並能協助他人成長與自我實現。關懷之層面包括生

命、家人、師友、社會、環境。從認知、情意、行動三方面訂定學生遵循的方向。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為推動品德教育而實施的關懷教學活動為提供學生練習關

懷、落實關懷行動所舉辦之活動，包含探訪社區獨居老人、至和美實驗學校與特

教學生交流、老少共學活動。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著重從關懷倫理學之觀點，探討典範個案學校以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

育、對學生品德影響之情形，因個案研究範圍具個別性，研究過程因訪談特定的

人、事、時、地、物，而呈現個別的狀況、產生特定的問題，因此可能導致研究

結果無法類推其他學校，僅能提供學校個別的案例，作為該校及他校推動品德教

育經驗的分享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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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關懷倫理學之義涵 

Mayeroff（1971）是西方近代較早倡導關懷的概念的學者，他主張關懷就是

幫助他人成長。當關懷者對他人付出關懷時，需能感受到對方成長的潛能和需

求，當被關懷者因他人的關懷獲得的成長時，關懷者也同時發掘並創造出自我生

命的意義，因而產生幸福感（陳正芬譯，2011）。在現代教育與哲學思潮中，Gilligan

（1993）提出關懷倫理 ( an ethic of care )的道德推理與態度度，認為女性在道德

判斷上比男性更重視關係脈絡，更能發展同情與同理的情感，促使自我與他人關

係網絡更加融入，提倡以女性為觀點之「關懷」為法則的道德思維。而Noddings

（1984）根據Gilligan的理論，發展出道德教育取向的關懷倫理學  (ethics of 

care )，認為關懷是發生在人們身心上對他人所承擔的責任，盡可能滿足他人需

要，藉由自己的行動，而得到被關懷者回應的一種關係行為。Gilligan與 Noddings

從女性主義觀點出發，發展了以關懷為核心的品德教育思維，對品德教育發展影

響至鉅（方志華，2010）。 

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採用Reader’s Digest Oxford Dictionary的說法，定義關

懷是一個人表現關注、有興趣，認為有關連因而提出協助介入一件事，這件事對

他人和自身均是重要的（教育部，2003）。方志華（2010）認為「關懷」之情是

人性在道德實踐上的基礎，道德行動需要有意願和力量才能持續，在自主的狀況

下，即使違背情感，也會因情理的道德判斷而遵循道德律則而行，此即自律的行

為。從關懷倫理學的關係觀點來看，自律是出於人我關係的相通感，而這種關係

的相通感，就是關懷倫理學論述道德實踐動力的基礎。 

二、品德教育之義涵 

透過教育涵養學生道德成長的方式和名稱很多，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和品德

教育是最常用的三個名詞。王金國（2009）認為道德教育和品格教育主要是學者

將「moral education」、「character education」一詞轉譯的結果而「品德教育」

為目前教育部所採用的名稱（教育部，2004），應是取品格與道德雙重涵義（簡

成熙，2001）。道德教育、品格教育與品德教育名稱雖異，但不論道德教育、品

格教育和品德教育名稱該如何界定，都是全面性的教育，不只強調是非善惡的判

斷、社會倫理與規範，更應該致力於讓學生學習知善、愛善及行善，協助學生了

解、欣賞、及表現出好的德行與行為。本研究所稱的「品德教育」涵蓋了道德教

育與品格教育的內涵，因此本研究中所提到的道德教育、品格教育與品德教育為

同義詞。 

黃德祥（2003）指出品德教育是教育學童知善、期望善、行善，並內化成習

性的歷程，包括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品德養成的教育或學習內涵。李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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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認為品德教育是兼顧知善、樂善、行善等多面向的教育歷程，引領學生

由他律至自律之全人教育，含括了個人修養、人際關係、公民資質以及過程價值

等面向。李素貞、蔡金鈴（2004）認為品德教育是促進個人發展倫理責任與關懷

情懷的教育活動，涵蓋生活的各層面，教導學生重要的核心倫理價值，營造關懷、

誠信、責任與相互尊重的人我關係。王建瑄（2009）認為品德教育是要教導人人

心中有愛，並付諸實行。本研究所指之品德教育，著重以關懷之觀點出發，以關

懷活動培養國小學生學習關懷自己、關懷親密與熟識的人、關懷不相識的人、關

懷動植物與自然環境，養成學生具備關懷與被關懷的能力，在體驗式的關懷活動

中，對學生品德產生正面的影響。 

三、品德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Noddings（2005）提出以關懷為核心的課程應包含六大關懷主題，認為品德

教育應當以這六大主題為核心。這六項關懷主題包括關懷自己、關懷親密與熟識

的人、關懷不相識的人、關懷動植物與自然環境、關懷人為環境、關懷理念。道

德核心價值係指人們面對自我或他人言行，基於知善、好善與行善之道德原則，

加以判斷、感受或行動之內在根源與重要依據，其不僅可彰顯個人道德品質，並

可進一步形塑社群道德文化。教育部根據此道德核心價值，於2004年訂頒「品德

教育促進方案」，作為各校實施品德教育之依據（教育部，2004）。為了解學校品

德教育推動情形，教育部復於2009年針對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蒐集各

校所訂定之品德核心價值，整理國際間所重視與國內各界推薦之品德教育核心價

值，共列舉了30項核心價值，共涵括了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科

技、人與心靈等五大面向（教育部，2009c、2009d）。教育部將品德教育核心價

值所涵蓋的五個面向，與Noddings（2005）提出關懷倫理的關懷關係，從關懷自

己、親近的人、社區中人、遠方的陌生人、到動植物生態、文化物品、到關懷理

想，其實是相呼應的（游玉津，2010）。 

Kohlberg（1981）提出正義價值觀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將道德認知發展分

為道德成規前期、道德成規期、和道德成規後期三期六階段，認為運用道德兩難

故事的討論，促使較低認知階段者往較高層次提升，而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然

Noddings（1984）認為品德教育應以關懷倫理學為核心，其最終目的是培養有關

懷能力、具備道德實踐動力的人。因此她主張進行品德教育時，必須把握關懷在

其中的力量，透過在日常生活中因關懷而產生的自我道德感，發掘道德力量達到

道德理想。Noddings（2005）認為身教（modeling）、對話（dialogue）、練習關

懷（practice）、肯定（confirmation）是能達到品德教育的有效方法。所謂的身教

是教師面對學生的成長需求是關懷者，因此，教期待學生表現出怎樣的行為，就

得做給他看，而不只是口頭訓誡。而對話在培養道德理想的過程中，居於核心的

重要地位；對話是人與人之間關係建構的開始，對話愈多，彼此的瞭解也愈深。

因此透過師生對話，可以使學生自然習得人我關係中的關懷情意。另外Nod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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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男、女生都需要關懷的經驗，學校應設計「社區服務」、「合作學習」之類的

課程及活動，提供學生實踐關懷的機會，就像學習新的技能一樣，需要透過常練

習，在全神貫注、設身處地的關懷中，獲得技術。學生在練習關懷過程中，會加

深對關懷的體驗，改變態度，在關懷行動中培養關懷的能力。而肯定是指在關懷

模式中，關懷者肯定並激勵被關懷者的表現。老師和學生建立關係、和學生一起

合作學習，才能洞察學生的表現，予以肯定。在培養學生的道德理想時，肯定其

優點和向善動機是很重要的，肯定即是接納，可以鼓舞學生，給予其實踐關懷理

想的力量，生活中重要他人的支持，使其產生「不讓關心我的人失望」的期許，

父母的呵護，師友的扶持，都具有激發其自我實現的力量。 

教育部推動的創新品德教育6E教學方法，實施多元的教學活動，值得做為

實施品德教育之參考 (教育部，2009b)。 所謂的6 E教學法為典範學習（Example）、 

啟發思辨（Explanation）、勸勉激勵（Exhortation）、環境形塑（Environment）、

體驗反思（Experience）、與正向期許（Expectation）（Ryan, 2013）。此六E品

德教育的教學法之典範教學法與Noddings（2005）的身教法相似，體驗反思法與

關懷練習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向期許與肯定有相同的效果，兩位學者提出的方法

都能貼近學生生活與學習的環境，達到教學的效果。國內的實證研究（林孟穎，

2009；高湘琴，2009；游玉津，2010）指出教師教將關懷倫理學應用於班級品德

教育之教學，能使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培養學生關懷與助人的美德。然教育部鼓

勵品德教育應是學校全方位的推動，因此本研究即以一個學校所推動之關懷活動

做為研究之主體，探究學校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之目的與方法，以及對學

生品德的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以訪談和觀察的方式蒐集學生參與關懷活動的行

為表現、經驗與感受，透過訪談逐字稿和觀察記錄的歸納與分析，以問卷調查結

果檢核訪談資料，多方了解學生對實施關懷行動的回應、關懷活動對學生行為的

影響、實施關懷活動的所面臨的挑戰。 

一、參與之研究個案 

本研究個案為臺中市山林（化名）國小，該國小 102 學年度全校六班共計學

生三十八人，教職員工共 18 人，是山區的迷你小學。該國小學區家長多栽種果

樹兼打零工維生，教育程度多為技職學校畢業，63%學生的母親為新移民，

73%學生為與祖父母同住的折衷家庭，該校因得知部份學生在家不懂得體恤父

母、尊敬親長，又常見學生在校與同學相處時有爭端、互不相容，深感學生的

品德有提升的必要，更體認品德教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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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國小自 99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的

申請，而獲得教育部的補助款，更因小班小校之利，不論是參訪活動、體驗活動，

都能夠全校實施。山林國小校長全力支持全校推動，給予規畫的主任和執行的教

師極大的空間及肯定與鼓勵，輔導主任規劃與主導「關懷活動」的實施，學務組

長規劃各項品德教育的措施，如品德之星、品德積點簿、品德核心價值宣導等，

教師則配合輔導室規劃的活動，融入相關領域的教學中，並執行學務組規劃的各

項品德教育措施。其中，山林國小教師的角色最為重要，因為教師站在第一線，

帶領學生經歷所有的學習過程，從旁給予引導、支持與肯定，是幫助學生成為更

好的人的重要推手。另外學校熱心的社區人士，社會福利的基金會或機構，也支

持學校的關懷活動，只要學校提出參訪申請，均儘力配合。 

山林國小各項宣導活動或正式課程，均著重各項品德核心價值，如每週的朝

會宣導，導護老師會針對當月的品德核心價值以說故事、演短劇、製作 PPT 等

方式引導學生瞭解。尤其，山林國小為落實「關懷」的核心價值，自 99 學年度

起推行品德教育，特意規畫探訪社區獨居老人和參訪社服、慈善機構或特殊學校

（曾參訪過創世基金會草屯分院、新社馨園安養中心、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而探訪社區獨居老人、與和美實驗學校特教學生交流為該學校學生印象較深刻的

活動，已成為學校的每年例行性活動。該校所有「關懷」活動價值的宣導、事前

的準備工作，到現場與關懷對象的互動，除了均融入國語、社會、綜合活動等課

程進行教學外，校園環境亦佈置了相關的硬體設施，如「百大品德標竿人物」看

板、「品德之星」榮譽榜、「好話一百句」名家書法作品等，期望達到讓學生耳濡

目染、見賢思齊之效。 

山林國小自 99 學年度開始推動品德教育的實施，以營造品德實踐的社區與

學校為目標，曾獲教育部 101、102 年度「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及通過臺中市

「102 年品德教育學校」認證，該校推動品德教育成果卓然、深獲肯定。因此，

本研究選擇該校為研究個案，探究該學校規劃進行之關懷活動，探討關懷倫理對

學校品德教育之實施的影響。 

二、研究參與者對象 

本研究旨在瞭解關懷活動對國小學生品德的影響，為考量資料的豐富性與多

元性，採立意取樣共訪談 12 位研究參與者，分別訪談學校負責辦理關懷活動之

輔導主任，瞭解學校規畫關懷活動的理念與具體做法；訪談四、五、六年級三位

導師，並請其分別推荐感受力強、善於表達的學生男、女生各一位，共六位學生，

以瞭解實際參與學校品德教育之經驗、感受與想法。訪談一位曾經參與學校關懷

教育活動之社區人士及一位曾經參與學校關懷活動之家長，以瞭解社區人士參與

學校關懷活動之經驗與感受，以及對學生在校外行為表現的觀察，對學校實施品

德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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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有初步的構想之後，開始著手蒐集並研讀國

內、外與關懷倫理學及品德教育的相關研究之文獻資料。之後，再與指導教授進

行討論，將研究方向、重點及研究方法一一確認，同時持續蒐集與閱讀國內、外

相關文獻報告，編擬訪談大綱。在進行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先編擬訪談大綱，

用意在於提醒研究者進行訪談時的訪談要點與重心。訪談大綱係由研究者閱讀相

關研究之文獻後，根據所欲探討的研究主題，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編擬而成。本研

究之研究參與者包含學校主任、導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共12位（見表1參

與訪談資料），在「關懷活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所提供資料的角度也不同，

訪談大綱必須依對象的不同而適度的調整內容。 

 

表 1 

參與訪談資料表 

代

號 
化名 

訪談地

點 

第一次 

訪談日期/時間 

第二次 

訪談日期/時間 

D 白主任 圖書館 2014.01.14/14:33-16:38 2014.03.27/20:04-21:26 

T1 洪老師 學校宿

舍 

2014.03.10/17:21-19:18 
 

T2 

T3 

陳老師 

黃老師 

圖書館 

圖書館 

2014.03.24/10:35-11:48 

2014.03.17/16:12-17:37 
 

S1 小文 圖書館 2014.03.14/13:42-14:55 2014.06.03/16:05-16:23 

S2 小福 圖書館 2014.03.14/15:25-16:50 2014.06.03/16:25-16:52 

S3 小薈 圖書館 2014.04.01/16:07-17:30 2014.06.03/16:50-17:16 

S4 小吉 圖書館 2014.03.26/16:10-17:53 2014.06.04/13:37-14:09 

S5 小萃 圖書館 2014.03.14/16:15-17:34 2014.06.04/14:09-14:31 

S6 小光 圖書館 2014.03.24/16:06-17:35 2014.06.04/14:35-14:55 

P 小黑爸爸（家

長） 

宅中客

廳 
2014.04.08/19:30-21:25  

C 朱女士（社區

人士） 

圖書館 
2014.03.25/10:30-12:05  

 

 

研究者主動和研究參與者取得聯繫，以研究邀請函提出正式的邀約，徵得研

究參與者的同意（學生研究參與者徵得其家長的同意）後，由研究參與者決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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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時間及地點，研究參與者簽署訪談同意書，了解訪談內容的錄音與保密之原

則後進行一對一之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全程錄音，以便研究者可以專注於訪談的

過程，適時引導受訪者能暢所欲言。本研究從103年三月起至四月止，個別訪談

十二位研究參與者，每次訪談時間約為90分鐘；因學生訪談時間不宜過長，但為

使資料更加完備，因此均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進行第二次訪談。每次訪談，研

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皆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以減低研究參與者的緊張與焦慮，而

能更加的投入訪談過程。研究者也依照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開放式問

句去瞭解參與者的想法與主觀感受，必要時給予以澄清問題與引導回答。 

除了訪談實際參與學校關懷活動多年的研究參與者，陳述過去參與活動的經

驗與感受外，研究者於103年二月至四月間，採參與觀察者（王文科，1990）的

角色進入研究場域，於學校辦理關懷活動之際，運用觀察記錄表為工具，觀察學

生參與活動時的反應及行為表現，並將觀察情況予以記錄，以獲取更豐富、完整

的研究資料(觀察資料見表2)。 

 

表2  

觀察資料表 

觀察形態 觀察地點 活動名稱 觀察日期／時間 

參與觀察 社區街上 社區環境維護 2014.03.25／10:13-10:35 

參與觀察 自然教室 老少共學 2014.04.03／10:30-11:10 

 

本研究資料蒐集來自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紀錄、活動觀察記錄，在資料的蒐集

和整理上，予以系統化的分類和編碼，以利有效的管理資料與進行分析。每次訪

談後，研究者立刻將錄音檔整理成Q&A形式的逐字稿，整理逐字稿時，盡量忠

於受訪者所提供的訊息，不做主觀的修改或詮釋，以免影響研究的真實性與可信

度。逐字稿完成後，反覆聽取錄音帶核對，以確認逐字稿的正確性（李慶芳，2013）。 

另外，對於錄影機攝錄活動的內容，研究者也加以檢視、記錄，將活動參與

人員特定的反應、表情、態度、行為、言論一一轉換為文字記錄，再與現場的觀

察記錄比對、整合。以下表 3 為資料編碼說明： 

 

表3 

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類型 編碼代號 內容說明 

訪談逐字稿 

訪D-0327-01 代表3月27日對主任的訪談記錄逐字稿第一頁 

訪T1-0310-01 代表3月10日對1號導師的訪談記錄逐字稿第一頁 

訪S1-0314-01 代表3月14日對1號學生的訪談記錄逐字稿第一頁 

訪P-0408-01 代表4月8日對家長的訪談記錄逐字稿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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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C-0325-01 代表3月25日對社區人士的訪談記錄逐字稿第一頁 

觀察記錄 觀-0325 代表研究者3月25日的現場觀察記錄表 

 

本研究資料分析的工作與資料蒐集同步進行，研究者首先仔細閱讀逐字稿和

觀察記錄多次，以畫線、訂關鍵字的方式反覆閱讀，將逐字稿和觀察記錄分別依

照受訪者的資料順序和觀察時間的先後分段落進行整理，並改寫成為可閱讀的

「意義單元」（李慶芳，2013），以便還原或重現出整篇訪談稿和觀察記錄的全貌。 

接著研究者將初步歸納分析出的資料，邀請研究參與者一同參與檢核、修

正，以避免研究者個人對資料解讀的偏誤與疏失。經以上之資料分析過程，本研

究之分析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3 分析架構圖 

 

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後，歸納出本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供

學校推動品德教育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透過訪談及資料的分析與探討，本研究結果依山林國小推動品德教育規畫各

項關懷活動的目的與方法，以及對學生品德的影響討論如下： 

 

 

品德教育 關懷活動 推動

(一)體

驗式的

活動；

(二)境

教、身

教與言

教；

(三)欣

賞影

片、講

故事、

演短

劇；

(四)肯

定與鼓

勵 

(一)體

驗式的

活動；

(二)境

教、身

教與言

教；

(三)欣

賞影

片、講

故事、

演短

劇；

(四)肯

目
的 

建立和諧關係 

型塑良善行為 

方
法 

體驗式與多元的活動 

境教、身教與言教 

肯定與鼓勵 

核
心
價
值 

孝順父母長輩與家人 

友愛兄弟姐妹與同學 

待人有禮 

樂於助人 

愛護生態環境 

自我反省與尊重他人 

願意承擔負責任與自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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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實施關懷活動的目的與做法 

(一) 實施關懷活動的目的 

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山林國小實施關懷活動主要目的為幫助學生建

立和諧關係，以及型塑學生的良善行為。以下依序分析和說明： 

1. 利用關懷活動建立學生與他人以及與環境的和諧關係 

規劃與推動該校關懷活動的白主任在訪談時表示： 

我們這個社區地處偏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要更緊密的連結，透過關懷活動，教

導學生與周遭的人建立好的關係，幫助他們將來能在社會中過更好的生活。...關懷

是與人建立關係，建立關係的過程如果是順利的、所建立的關係是緊密的，那麼這

個人便能以較好的狀態生活。因此，學校規畫的關懷活動最大的目的是教學生懂得

關懷，使自己將來能活得自在、在社會中安身立命。（訪 D-0114-01） 

如同 Noddings（2002）所倡導的關懷倫理學，強調關懷的重心在於「關係」，

透過分析研究資料瞭解，山林國小藉由關懷活動使學生從自身與他人關係的親

疏，建立不同層面的關係，如與家人的親密關係、與社區鄰近之人的和諧關係，

關懷關係建立後，學生在鼓舞向善的情境中學習，德行自然而然的從這些關係和

情境中發展出來。 

另外，該校也教導學生要關心自己居住的環境。朱女士在訪談時提到她參與

學校關懷社區環境的活動時之經驗及看法： 

好多年前，前任校長看到我在路上撿垃圾，還把撿到的垃圾放在自己的車上載回

家，就邀請我到學校給小朋友講我為什麼要沿路撿垃圾，主要是跟小朋友講環保的

觀念。不久之後，我發現學校把學生帶出來，在社區裡撿垃圾。我覺得校長的觀念

很好，辦教育不只是把學校辦好就好，還讓小朋友也注重社區的環境，這點很重要。

現在，學校請我每個禮拜三教小朋友客語，我還是不斷的把環保的觀念跟小朋友

講，跟小朋友提醒久了，小朋友自然就成了習慣。（訪 C-0325-01） 

從朱女士的陳述得知，社區也是學生生活領域的一部分，和學生的關係密

切，因此學校校長親自邀請社區環保志工到校為學生現身說法，教導環保的重

要，足見學校也重視環境教育，推動關懷社區環境的服務活動，使得社區也變得

更好。 

如同 Noddings（2005）認為除了對人的關懷以外，還應教導學生關懷人類

賴以生存的環境。山林國小希望經過學校的教育，能夠教導學生認清自己與環境

之間的關係，當人我與環境的關係網絡和諧、完善的時候，自己的未來才能更好。 

2. 透過關懷活動型塑學生的良善行為 

山林國小透過關懷活動，幫助學生從關懷出發，面對不同的情境與關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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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產生關懷情感，展現良善的行為。白主任認為： 

學校實施關懷活動，能讓學生學習去關懷別人，在關懷別人的過程中，體驗到自己

也是需要關懷的，更能讓我們對關懷這樣的行動更加真心。...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體會因被需要而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我認為體認自己是被需要的，可以將道德的

層次提高。關懷活動提供了孩子需要與被需要的經驗，所有的活動設計的用意都是

為了要支持這些經驗。（訪 D-0114-02） 

關懷就像是一張把其他品德核心價值串聯在一起的網，當孩子們學會關懷之後，所

產生的力量是可以向外發散的，在推動其他品德核心價值的時候，能夠產生強化的

效果。（訪 D-0327-10） 

受訪主任認為從被關懷與關懷的經驗中，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提高

道德的層次。學校的關懷活動，希望學生能從被關懷中學習對他人的付出懂得感

恩，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進而也能關懷別人、回饋他人，為他人付出，型塑個人

的良善行為。如同 Noddings（2002）認為，教師們應建立一些情境來喚起學生

內在最好的部分，讓他們認為行善是可行的、值得的。 

綜上所述，山林國小實施關懷活動的目的，起始於幫助學生建立和諧的人我

以及與環境的關係，最終是要形塑學生助人、孝敬、友愛、禮貌、尊重等良善的

行為，使其品德得以良好的發展。從關懷倫理學家的觀點來看（Noddings, 2002）， 

關懷關係是品德教育的第一步，學校應著重建立鼓舞人向善的情境，良善行為從

這些關懷關係和情境中展現出來，品德也因此往良善的方面發展。 

(二) 學校如何實施關懷活動 

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山林國小安排體驗活動練習關懷，以境教、身

教與言教教導學生，不斷鼓勵與肯定學生等方式實施學校的關懷活動推行。以下

依序分別說明： 

1. 以體驗式的活動提供學生練習關懷的機會 

    山林國小辦理許多關懷活動，由訪談獲知，令全校師生印象最深刻的活動為

探訪社區獨居老人、與和美實驗學校特教學生交流，以及老少共學課程。 

我有關懷過獨居老人。...我覺得獨居老人一個人住很孤單，...我們去陪伴他時，他

看起來很幸福，看他幸福的樣子，我也覺得很開心。（訪 S1-0314-01）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還算好，自己還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像餵布丁的時候，還會

害怕得把手縮回來一下，然後才慢慢把布丁送到他嘴裡。還有推輪椅時，一開始也

沒推好。但是，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做得很好，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經過學習之後，

才會有經驗，才會知道該如何做。（訪 S6-03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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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跟老人家一起上課，還是有很多事情必須注意，比如說，在教他們做的時候

要小聲一點，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對他們很兇，或很不耐煩。我們的動作不可以太

大或太用力，如果不小心撞到他們，他們會跌倒或受傷。（訪 S5-0314-01） 

從以上這些體驗活動中，學生的種種體會與師長的觀察發現，正好說明了練

習關懷的價值，也如同 Noddings（1984）所倡導的，學生在練習關懷中，會加

深對關懷的體驗，改變態度，在關懷行動中培養關懷的能力。學生透過練習關懷

的機會，得到最真實、最寶貴的學習經驗，也因此成長不少。 

2. 以境教、身教與言教方式涵養學生的關懷情感 

  在境教方面，受訪教師和社區人士表示： 

就學校來說，關懷彼此會讓學校的氣氛變得和諧、溫馨，讓人覺得來學校上課真是

一件快樂的事情。...我感覺學校的氣氛還蠻融洽的，不論是老師之間，還是老師與

學生之間，都會主動付出關心、彼此幫忙，尤其是老師對小朋友，總是不厭其煩的

諄諄教誨、再三叮嚀、不斷付出關心，這是最令我覺得與其他我待過的學校不同的

地方。（訪 T1-0310-03） 

像上次學校辦書法和多元文化展，發現幾位外籍媽媽有參與，當然這和學校有重視

也有關係，像那次也有展她們的傳統服裝，她們自然也會重視，就會去參與，像這

樣家庭和學校一起配合教育會更好。...我邀請住在附近的幾位阿嬤協助我，雖然她

們只是在旁邊發發糖果，但是讓她們也有參與感，這點是很重要的。（訪 C-0325-06） 

Noddings（2002）認為教導學生德行時，要具備教學的情境，著重建立鼓舞

人向善的情境，德行自然而然從關懷情境和關係中發展出來。從研究資料得知，

山林國小營造一個校園小而美、人與人之間彼此關懷的學習環境，並將關懷的觸

角擴及社區，打造一個和諧、友善的社區，使學生能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中，

感受到愛與關懷，學習愛與關懷，最終能付出愛與關懷。 

  在身教方面，受訪教師及學生做以下陳述： 

老師應該要以身作則，在班上營造關懷的情境，學生看到老師這樣，也會學著這樣

做。...我們自己平時在班上和學生的應對時，要讓學生明白老師是在關懷他們，他

們有任何行為表現，都應該要立即點出，因為學校學生人數不多，可以關注到每位

學生的機會其實很多。（訪 T2-0324-04） 

我生病的時候，很想睡覺，老師就會讓我睡一下。還有我被同學打到，老師會問我

痛不痛，還會去問那個同學為什麼要打人。...老師關心我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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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S4-0326-03） 

Noddings（1984）認為教師期待學生做出怎樣的行為，應親身示範，創造與

學生的關懷關係，讓學生從其中感受被關懷的美好感覺與經驗，喚醒學生的關懷

情感，成為願意為人付出的關懷者。山林國小教師身體力行關懷的行為和精神，

在生活中對學生產生無形的影響。 

  言教方面，受訪教師的陳述與研究者的觀察如下：  

我平常會叮嚀小朋友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了解別人的感受及需求。小朋友雖然

會主動去關懷別人，但是卻不懂得方法，例如，會用比較不好的語氣，本來出於好

意要關心別人，但卻用不對方式，反而會造成對別人的傷害，所以我會提醒小朋友

要用別人能接受的方式去關懷別人、幫助別人。（訪 T1-0310-02） 

導師帶著學生向前走到一處空地，將學生集合起來，問學生覺得剛才自己禮貌的表

現如何，有些學生說很好，有些學生說不好，老師問為什麼好，學生表示他們有打

招呼。老師又問為什麼不好，學生表示有人沒有打招呼。老師再問大家，有沒有主

動打招呼呢？同學都搖頭。老師向學生說明自己的期許，希望學生自己能主動先打

招呼，不要等老師先做或提醒。隨後，老師帶著學生折返學校，途中又遇到一位阿

嬤，學生主動跟阿嬤大聲問好，阿嬤笑著回答：「小朋友好乖」。接著又回到剛才的

商店，這次學生主動向店裡的阿姨問好，阿姨也熱情的回應。（觀-0325） 

林火旺（2010）認為，所謂的言教並不是說教，而是說道理，幫助孩子建立

正確的道德價值觀，能夠獨立思考並且明辨是非；只要孩子能接受，被道理說服，

才能內化而身體力行，具體實踐道德於生活中，言教才能達成。山林國小教師大

多以不斷「叮嚀」、「提醒」、「說明」等方式與學生溝通，雖然與關懷倫理學所主

張的「對話」精神不盡相同；但是，該校教師的道德勸說，還是被學生接受。 

3. 藉由欣賞影片、講故事、演短劇等方式加深學生對關懷的體認 

  除了體驗活動提供學生練習關懷的機會，學校還有其他相關的方法深化學生

的知與行，受訪的教師說明： 

學校每個月有不同的核心價值，例如去年十月整個月都在進行關懷的活動，從每週

一的晨會開始，當週的導護老師會用影片、講故事的方式讓小朋友了解那個核心價

值的意義和情境，引導學生思考，表達自己的想法。（訪 T3-0317-01） 

學校提供很多活動，有很多影片、故事、新聞時事等實際情境給小朋友看，讓小朋

友有深刻的體會，像上學期有個班用戲劇表演的方式宣導關懷核心價值，小朋友可

以從戲劇中學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是很重要的，我想這會激發他們關懷別人的行



東海教育評論 第 11期 

16 
 

為。（訪 T2-0324-02） 

在教導過程中，運用影片、故事等方法，能激發學生良善動機，勸勉學生實

踐品德核心價值（Ryan，2013），並能讓學生能感同身、反觀自己，提供學生典

範學習（方志華，2004；黃惠英，2009；羅瑞玉，1997）。山林國小善用欣賞影

片、講故事和演短劇的方式，能提供學生不同的情境，幫助學生深思、反省，加

深學生對關懷的體認，甚至產生改變。 

4. 以肯定與鼓勵的方式增強學生的關懷行為 

由訪談資料歸納得知山林國小為推動品德教育訂定三項獎勵的措施：「品德

之星」選拔、品德積點簿記點及好話存錢筒： 

 「品德之星」選拔立意很好，讓學生見賢思齊；「品德積點簿」記點是要鼓勵學生

積極向善，並且將良好的表現一一記錄下來；「好話存錢筒」用意是要鼓勵學生能

讚美別人或感謝他人。（訪 T3-0317-05） 

另外根據受訪學生的陳述，發現學校獎勵措施確實能有鼓勵的作用： 

當選品德之星很開心，讓我覺得自己是很好的人，希望下次還能當選。...我會向品

德之星學習他的優點。(訪 S1-0603-01) 

做好品德是應該的，品德積點只是幫助我們能做得更好，但是我還是會常常去算點

數。好話存錢筒可以讓我們多說好話，不要講不好的話。(訪 S1-0603-01) 

好話存錢筒可以讓我們互相欣賞別人的優點，互相讚美，我覺得對我們很有幫助。

我為了要寫好話存錢筒，會去欣賞別人的優點。我求好表現不會為了點數，是為了

讓家人開心，以我為榮。(訪 S5-0604-01) 

實質的肯定與鼓勵能形成推動學生積極向善的一股動力，但是，精神層面的

肯定與鼓勵，更能趨使學生展現良善的一面。受訪教師認為給學生立即的讚美與

鼓勵是對學生最好的肯定。他說： 

在行動的過程中，老師要觀察小朋友的表現，當他們表現好的時候，就要讚美、鼓

勵他們。小朋友以後願意實踐關懷，最大的關鍵是不斷的鼓勵他們，讓他們感受到

被肯定，讓他認為自己做的事是好的，我相信他以後都會願意這麼做。（訪

T2-0324-03） 

如同 Noddings 認為（1984），學生應該被鼓勵努力幫助他人，學習關懷的能

力，肯定與鼓勵可以鼓舞學生，為其實踐關懷理想注入力量。山林國小以獎勵措

施鼓勵學生不斷行善，教師隨時隨地稱讚學生，幫助學生發覺自己的優勢、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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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價值，使學生願意為成為最棒的自己而生活、並努力關懷別人來展現自己

的愛、以永遠盡力而為的態度來學習。 

二、學校實施關懷活動對學生品德的影響 

本研究探究山林國小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對學生品德之影響，從訪談

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對學生品德之影響有關心父母長輩與家人、友愛同學、樂於

助人、待人有禮、愛護生態環境、自我反省、與願意擔負責任。受訪學生分享他

們猜參與關懷活動後的改變： 

之前我都不會去關心或注意其他人，現在，我都會主動問爸爸媽媽有沒有需要幫忙

的。（訪 S6-0324-05） 

有時候奶奶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陪她說說話、聊聊天，讓她不要這麼煩惱。（訪

S5-0314-02） 

哥哥手受傷的時候，我幫哥哥洗餐盤、拿衣服給他換，還跟他說，希望他趕快好起

來，不要讓爸爸擔心。（訪 S1-0314-01） 

有一次我回家時，在我們家附近遇到一個阿婆，她要上坡，我就幫她提菜，一直提

到她家。...我這麼做是因為我看到阿婆提那麼重的東西，應該會很累，所以就幫她

拿一下。（訪 S4-0326-04） 

以前我常常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氣，只要稍微被罵我就會不開心，這個時候別人就會

安慰我。所以我比較常被別人關心。可是，我現在不開心時，會想到自己在那邊生

氣，別人還要想辦法安慰我，這樣會給別人添麻煩，就會控制自己的脾氣。（訪

S6-0324-06）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怕布丁太大塊，餵的時候怕湯匙放太裡面，會害他噎到，因為我

們自己吃的時候都很方便，都不會想到要挖多大多小塊，也不會想到湯匙要放多裡

面。所以我們都很小心，把布丁切成小小塊的，慢慢用小湯匙放進他的嘴裡。剛開

始我很擔心湯匙做不好，都不太敢餵他。可是老師在旁邊一直鼓勵我們慢慢來不要

怕，後來慢慢就知道該怎麼餵了。（訪 S6-0324-03） 

對於學生的改變，參與訪談之教師與家長也分享他們所觀察到學生的良好行為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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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的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禮貌。我每次到學校去，小朋友看到我，都會跟我問

好。（訪 P-0425-01） 

改變最明顯的是小誠(化名)，小誠曾經把蝴蝶抓來扯掉翅膀、讓牠四分五裂。後來，

有一次上體育課打樂樂棒的時候，有一隻蝴蝶飛來，不斷干擾他，沒想到他卻裝可

愛說：「蝴蝶你再不走，你會被我打到喔！快走、快走，不然我要把你吃掉喔！」

邊說還邊揮手把蝴蝶趕走。（訪 T3-0317-03） 

跟他們溝通之後，對於學校交付的任務，他們變得比較主動，不會再推三阻四的，

甚至不會以品德集點加點數、或向老師索討實質獎勵做為交換的條件，變得很樂意

去完成學校交代的事。甚至他們會去思考，想辦法讓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訪

T3-0317-03） 

學校在去（美和實驗學校）之前進行一系列行前教育，其中一項是練習推輪椅，學

生們在練習時，難免會嬉鬧，做出飆速、緊急剎車等行為，但是當天到了現場，不

用老師囑咐，各個學生都小心翼翼的推著輪椅，不敢有絲毫大意，讓師長們對學生

的自律能力感到十分訝異。（訪 D-0327-04） 

綜合上述研究資料分析，山林國小應運用各種資源和情境教導學生認識身邊

周遭的各種關係，讓學生親身感受自己在這些關係中的價值和意義，並且學習在

關係中適切的回應對方的需求，幫助學生在生活上建立了各種良好關係，當對方

有需求時，學生也以良善的行為予以回應。當山林學生經歷過關懷活動的學習歷

程後，對自己、他人和對事的看法及態度都有所改變，從學生的行為改變可發現，

他們能關懷他人、照顧他人，能對家人和長者付出關心，樂於助人，待人有禮，

能自我反與省尊重他人、自律與承擔責任。如同 Noddings（1984）認為，關懷

是道德發展的源頭，唯有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才能喚起實踐道德的動力；山林國

小重視關懷活動，幫助學生建立關懷的關係網絡，在活動中喚起學生的關懷情

感，對學生品德產生正面作用，活動理念與實施的脈絡，十分符合 Noddings 關

懷倫理學的品德教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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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ㄧ、 研究結論 

（一）境教、身教與言教的方式為實施關懷活動的有效策略 

透過本研究結果得知山林國小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對學生品德產生

之正面影響，使學生能孝敬父母長輩、友愛手足同學、樂於助人、有禮貌、愛護

環境和動植物、自我反省、承擔責任等良善行為，均與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相符，

學生們經過學校實施的關懷活動後，態度和行為都發生改變，良好的品德也因而

形成了。這樣的成果是因為山林國小以境教、身教與言教方式涵養學生的關懷情

感，營造一個人與人之間彼此關懷的學習環境，並將關懷的觸角擴及社區，打造

一個和諧、友善的社區，學校師長身體力行，接納每位學生，瞭解學生的需求，

給予適當的關心與回應，使學生能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中，感受到愛與關懷，

學習愛與關懷，更能付出愛與關懷，最終成為一個品德良善的人。 

（二）體驗與多元的關懷活動可以促進國小學童良好品德 

而山林國小規劃體驗式的活動，讓學生能實際練習關懷的行為，並藉由欣賞

影片、講故事、演短劇等活動，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情境，幫助學生深思、反省，

加深學生對關懷的體認。可知學校提供體驗與多元的關懷活動，可以提供國小學

生練習關懷的機會，與對關懷的瞭解。而山林國小透過品德之星選拔、品德積點

簿、好話存錢筒等獎勵措施，鼓勵學生積極向善、懂得讚美別人或感謝他人，並

確實能對學生產生鼓勵的作用。可知，不斷肯定與鼓勵以增強學生的良善對學生

的行為肯定與鼓勵，是國小階段實施關懷活動時極為重要的方式之一。 

（三）學校應以關懷活動推動品格教育 

從山林國小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的個案瞭解，以關懷為理念而設計

的教學活動，為學生創造體驗與探索的機會，符應了活動性課程的實施策略，

引導學生反省與內化，使學生品德得以正向、多元的發展，成為知善、行善、

樂善的人，也具體顯現關懷倫理學者所強調的，可知學校應是教導學生行善、

吸引學生行善的地方。 

（四）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應結合社區落實生活化 

以目前社會負面事件層出不窮之際，學校被賦予推動品德教育的角色，學

校應可以從實施關懷活動做起，以關懷為主軸，從自己、他人、生物、環境等

由內向外的關懷範疇制定其他品德核心價值，將時間和資源投注其中，規畫更

完整、循序漸進的課程和活動，將學校與社區結合，營造成一個關懷的生活

圈，所有的人、物、環境，都成為學習與生活的一部分，如此品德教育才能落

實。運用各種資源和情境教導學生認識身邊周遭的各種關係，能使學生親身感

受自己在這些關係中的價值和意義，幫助學生在生活上與家人老師，同學，社

區人士，及環境建立了各種良好關係，並且提供體驗與練習的機會，讓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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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係中適切的回應對方的需求，不斷給予學生肯定與鼓勵，型塑學生良善的行

為、養成學生良善的品德。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橫向的多重個案研究 

本研究採單一典範個案學校探討以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對學生品德影響

之情形，然推動品德教育的學校很多，各校實施的方法各有特色，因此建議未來

可選取學校規模、背景相似的學校，進行多重個案質性或量化的研究，分析各校

實施的方向、做法以及成效，為品德教育的推展，提供更多借鏡。 

（二）縱向的個案研究 

品德教育重在深耕、內化，品德教育的成效並非一蹴可幾，建議未來可針對

同一批學生進行長期追蹤研究，每隔三年、進行多次調查研究，檢視其行為是否

改變，探討國小階段型塑的品德，對日後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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