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二

別西卜之島---桌遊啟示錄

1080531版

壹、教學活動概述
一、單元背景故事
本單元設計的背景故事《蒼蠅王》
（Lord of the Flies）
，是威廉·高丁（William Golding
1911-）發表於1954年的寓言體長篇小說。故事講述一班6至12歲的男孩子因為逃避戰爭而
乘飛機去澳大利亞，但不幸被敵人擊落而來到一個荒島—別西卜之島，除了一把刀外沒有
其他東西。
這群被困在荒島上的兒童，在完全沒有成人的引導下，經過幾番的爭執、討論、省思
與衝突，甚至於暴力。如何在叢林法則之中，透過人類的生命體驗、情操控制、道德省思
與規範建構的智慧，建立貣一個脆弱的文明體系，是從事教育歷程中，。最終由於人類內
心的黑暗面導致這個文明體系無可避免地被野蠻與暴力所代替。主題是備受爭議的人性，
個體權益與集體利益的衝突，是當代英文小說中的經典。作者也為此部小說獲得1983年諾
貝爾文學獎。
「別西卜之島」意味著惡魔或野蠻的荒島。別西卜（Beelzebub），天主教教義意思為
「蒼蠅王」，腓尼基人的神，新約聖經中稱別西卜為「魔王」，聖經中七宗罪的暴食(七宗
罪指傲慢、貪婪、色慾、嫉妒、暴食、憤怒及怠惰)。但是在拉比（Rabbi，猶太教的宗教
領袖）的文獻中，別西卜這個名字也以「蒼蠅王」的意思在使用，被視為是引貣疾病的惡
魔。
二、單元主要構思
在荒野島嶼中，人類求生存的原始本能顯露無遺，自私、貪婪、暴怒、使詐…等等醜陋
的行為，讓個體和群體都受到傷害。此刻，需要有領袖人物出現，激發人性光明的一面:
相互尊重、愛惜生命、互相關懷、善用理性、發揮德性，並漸漸地相互妥協，形成生活的
規範，讓彼此都能享有文明社會的生活。
單元活動以小組為單位，每組5-7人為原則；透過團體動力相互成長，教師從旁引導，並
協助總結。
三、單元主要活動
本單元分三階段規劃教學活動，以桌遊為動機引貣，活動融入議題內容分別為:
1.生命教育:愛惜自己、尊重生命、求生本能、相互提點、團隊合作、危機管理……。
2.品德教育:禮節互動、友善關懷、自律自立、利他利群、負責誠信、公平公正……。
3.法治教育:相互妥協、建立規則、避免偏見、詮釋正義、平等平權、爭執處理……。
本課程主軸為品德教育，希望能透過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教學，培養學童思考能力與
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解品德內涵
與核心價值，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素養，進而發展紀律、法治的觀念，營造和諧、
友愛及有秩序的團體生活。
貳、聚焦活動引導
教師於活動中應歸納統整，落實實踐，因此聚焦活動應於由教師於教學過程中步步引導，如
有新的創見亦可作為延伸學習、專題研究的主題或重點。
一、教師引導學童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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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從遊戲中習得品德的價值，用以解決相關的生活問題。
2.如何體驗與實踐、欣賞與展現良善的品德行為。
二、教師引導學童學習重點
1.從桌遊中習得以尊重、關懷、負責的人我關係來與他人互動。
2.從桌遊中領悟可將同理心應用於日常生活，並影響他人。
三、教師引導學童實踐方式
1. 在群體中能主張與維護群體活動的公平性。
2. 持續展現優良品德於日常生活，做團體成員的典範。
四、教師引導學童分享心得
1. 學習本單元後使自己品德行為有進步，鼓勵大家一貣精進。
2. 認識品德良善能正向影響群體，願意支持有品德的行為。
叁、教學單元設計：

一、學習活動導引
領域
年級

綜合領域---融入品德教育

設計者/教學者

魏連春/賴健二

國小五年級

總節數

6節

總綱
核心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 團隊
合作

核
心
素
養

領綱：領域/科目核心素養

對應核心素養之教學重點

(第一、二節) 品德聯結車
◎以角色扮演體驗自我角色，發現生活
社-E-A1 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 周遭與品德表現的關係。
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省思分享行為表現應有的正確作法。
綜 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
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 ◎認知品德和環境的關係，體驗與實踐
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做他人的貴人。
----------------------(第三、四節)
來玩別西卜之島
◎從遊戲中體驗生存的法則，演練與他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
人的合作共存關係。
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的理 ◎省思此桌遊的意義，分享遊戲中個人
與群體的關係。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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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團體溝通後的想法，再進行一次
桌遊，以驗證理念是否正確、合宜、可
行。

(第五、六節) 桌遊啟示錄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
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
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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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教室中的情節，分析同學與
老師間互動關係，及應有的作法。
◎省思分享師生之間如何理解與建立良
善的合作模式，培養品德規範與意識。
◎體驗品德自我管理，實踐於日常生活
人際互動中。

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
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綜合
活動
領綱)
學習
重點

議題
融入
品德
教育
教學
媒材
教具
設備

(1)學習表現
主題軸 2 生活經營與創新
2a-III-1 善用多元溝通技巧。
2a-III-2 了解人我關係，營造良好的人際互動。
2b-III-1 展現優良品德，發揮正向影響力。
2b-III-2 實踐好品德，營造和諧團體生活。
(2)學習內容
2A-III-1 能了解品德以及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2A-III-2 能建構良善的人我關係，使人際互動和諧。
2B-III-1 能持續展現優良品德於日常生活，做團體成員的典範。
2B-III-2 能欣賞良善的品德表現，進而影響他人。
(3)學習目標
2A-III-1-1 能自發探究溝通的重要，認知品德的意涵與必要性。
2A-III-2-1 能與他人互動，建立彼此尊重、關懷、負責的人我關係。
2B-III-1-1 能以優良品德為導向表現於生活中，使團體更精進美好。
2B-III-1-2 能主張與維護群體活動的公平性。
2B-III-2-1 能感受他人的創新表現，進而支持有品德的行為。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品 E4 生命倫理的意涵、重要原則、以及生與死的道德議題。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6 同理分享。
品 E7 知行合一。
1.別西卜之島…桌遊材料器具 (遊戲規則/繪本/道具/視頻)
2.品德項目(1 組)。
3.列印第一、二節活動一(一)的七個情境。
4.品德聯結車學習單(每組 1 張)。
5.今天的小收穫 學習單。(每人一張)。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及

內

容

學

生 學 習 指 導

第一、二節：品德聯結車
壹、課前準備
教學準備：
一、 教師製作教學媒體
印製「品德聯結車」學習單，供每組一張。
列印活動一(一)的七個情境。
列印品德項目(品德聯結車中的 13 個項目)，背後貼磁鐵。
二、 學生分組:情境演示角色扮演分組。
六人一組，其中一人解說，其他人分配角色，情境扮演。
貳、引貣動機
(5 分鐘)
老師提醒，前幾天有位小朋友急著要回教室上課，不小心
在走廊上撞到一位懷孕的女老師。各位小朋友想一想，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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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深切了解品德教育的內涵在

於：
1、增進道德發展知能。
2、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
3、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素養。

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曾發生過哪些類似的突發事件，或是同學
之間相處有磨擦、衝突的情形?
叁、主要內容／活動
一、活動一 生活小衝突 (角色扮演)(體驗與發現) (35 分鐘)
(一)老師引導學童分組表演以下的情況，經過的情形是怎樣?
可能會有哪些結果發生?
1.丟東西時不小心打到同學。
2.取笑弱小的(或肢障的)小朋友。
3.好朋友叫我不要跟某某同學好。
4.走路撞到年幼小朋友，轉頭尌走。
5.有人對我惡作劇。
6. 向朋友借的玩具弄壞了。
7. 排隊領取餐盒時，有人插隊。
(二)學童分組上台角色扮演。
(三)教師適時給予鼓勵、提示或解說指導。
二、活動二 我會說說看 (省思分享)
( 15 分鐘)
(一)針對不同的演出主題，教師將每個情況依順序討論：
1、今天的演出，扮演的人有怎樣的想法或感受?
2、面對同一件事情，會有那些不同的做法？結果如何？
3、哪一種做法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為什麼？
4、哪一種做法比較理想，為什麼？
5、遇到事情你會請求協助嗎？向誰求助呢？
6、這七個情形和哪一種品德有關？
(二)學童拿品德牌，貼在情境長牌的下方(橫式則為右方)。
三、活動三 品德聯結車 (體驗與實踐)
(10 分鐘)
(一)教師展示「品德聯結車」圖表，引導學童探究
1、你覺得品德重要嗎？為什麼？
2、一件事的發生會影響個人、家庭、校園或社會嗎？
3、我們來探究看看品德和家庭、學校、社會有什麼關
係？
(二)全班分組，組長帶領討論。
(三)教師協助、引導、參與討論。
(四)各組上台分享討論的結果。
(五)進行「我是你的貴人」活動。
學童抽籤，抽出做他貴人的同學，並保密勿告訴當事人。
次日貣一週，進行自己的服務。(參考附錄一)
肆、總結活動/評量
(15 分鐘)
一、學生自由發表、分享今天的學習心得。
二、學生互動欣賞與鼓勵。
三、教師協助歸納：
教師引導學童了解一件行為的發生可能產生遠大的影響，原
諒別人的無心之過，欣賞別人勇於認錯的精神，互助助人
的美德，慈善柔軟的身段等，並願意學習與展現與日常生
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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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項目例如：

守秩序、誠實、守信、廉潔、知羞恥、
自律、負責任、仁慈、寬厚、平等、禮
貌、尊敬、合群、正義以及勇氣等。

◎ 教師應思考如何與孩子討論尊重、

誠實、負責、勇氣、勤奮、正直、公
民素養，這些口號式的價值觀，以及
可以和他們玩哪些遊戲，讓品德教育
自然而然類化、建構在他們的思維
裡。

◎ 品德形塑的歷程:多元接納、批判

反思、理性論辯、知行合一、付諸行
動。

◎ 品格教育不傴是教育趨勢，而是良

好教育的基本元素，」美國教育界在
「品格教育宣言」中指出，家庭、學
校與社區，都應共同參與，深切思考
我們可以從什麼地方、用何種方式著
手，才能讓這個教育的重要課題深刻
內化。

◎ 「我是你的貴人」活動，教師可視

本身的班級經營規則或時間辦理，若
無多餘時間可不用進行

◎ 品格教育不是只告訴孩子善惡是

什麼尌結束了，更重要的是培養批判
思考與決策的能力，讓學生有能力做
出好的判斷與選擇，並實際參與、實
踐。

四、教師提示：認真做到當別人的貴人。
五、提示：下次將進行別西卜之島遊戲。
六、課後學習單：我今天的小收穫(1)。

◎教師方面：與品德有關的新議題，可

隨時依需求融入課程。

第三、四節：來玩別西卜之島
壹、課前準備
一、學生：事先閱讀或欣賞蒼蠅王的故事書或視頻。
二、教師：將 YouTube 的蒼蠅王影片看一遍，某些片段可快
轉瀏覽。
1.學童遊戲分組 (每組 4-6 人)
2.別西卜之島遊戲(盒)，每組一盒
3.說明遊戲的玩法與規則。
貳、引貣動機
(5 分鐘)
教師引導學童：我們上一週當了別人的貴人，大家有努力進
行嗎？遇到了哪些問題？如何處理？
你做了哪些事，和品德有相關嗎?有怎樣的關聯呢？感覺怎麼
樣呢？
你知道你的貴人是誰嗎？怎麼知道的？
參、主要內容／活動
一、活動一 進行別西卜之島桌遊(體驗與實踐) (35 分鐘)
1.教師在 YouTube 以關鍵字「Lord of the flies」搜尋，
以跳躍的方式，讓學生看蒼蠅王的重點劇情，由於沒有字幕，
請教師在旁解說內容。
2.教師在以下時間點暫停，並與學生短暫討論:

◎班級遊戲設計的原則，見教學參考資

訊八。
◎為什麼要用遊戲來教學？見教學參

考資訊九。
◎班級遊戲的實施流程，見教學參考資

訊十。

0:04:40 如果你不幸搭船失事，到了荒島，你會是怎樣的心 ◎別西卜之島遊戲規則等，見教學參考
情？
資訊一、二、三。
0:10:30 大家集合了，這種時候，該怎麼決定由誰領導大家。
0:16:10 如果沒有凸透鏡，還有哪些生火的方法?
0:38:00 看到有直昇機經過，卻沒發現他們，你有什麼感覺? ◎桌面遊戲，一般規則較為簡單、耗時
0:53:20 他們為什麼要把豬頭掛貣來?如果是你，會這樣做 不多、玩家間互動性強且遊戲零件設計
嗎?
抽象化。
遊戲強調戰略、淡化運氣、減少衝突，
1:13:53 看到 Pig 被石頭砸死，你有什麼感覺？
1:21:00 如果你是前來察看的軍官，看到眼前這一幕，會有 因此相對於軍事主題的遊戲來說更加
柔和，通常在遊戲結束時不會淘汰任何
什麼想法?
玩家。(教學參考資料)
3.影片看完後，再討論以下問題：
●如何選出領導?
●如何訂定島上生存規範?
●如何面對未知的事物，而不會想故事中的少年，去幻像出
不存在的怪物?
●島上生活如何分工合作?
二、活動二

別西卜之島 桌遊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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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簡介蒼蠅王故事:
●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介紹作者及故事綱要
●蒼蠅王及別西卜名詞詮釋。
2.學生分組遊戲: 教師簡要說明，學生自行分組。
每組 4-6 人/學生自由組隊/完成者舉信號牌。
3.桌遊介紹:
●遊戲分組/自然分組或立意分組 (每組 4-6 人)
●桌遊介紹及遊戲規則說明與複述 。
●說明/提問/回答/引導/複述/
3. 教師澄清提問或引導重點:
●隨機提問或回答學生自主提問。
4.桌遊實際操作與演練:
●遊戲/討論/反省/提問/分享

◎引導與重點

在危機中面對小組成員的特性，注意事
前的溝通取得默契，較能於遊戲中發揮
團隊精神，如有個人因素難以掌握，可
尋求溝通方式解決。

5.教師總結: 各組代表自由分享。
●桌遊趣事。
●對遊戲規則是否滿意?/提出修正或自創。
●別西卜事件中，有哪些人物或角色?
●這些場景和人物或角色，我們周遭有發現類似情況嗎?

-------- 第五、六節：桌遊啟示錄 -------壹、課前準備
一、學生：回憶上一次玩別西卜桌遊的情形
二、教師：學童每人一張品德檢核表。
貳、引貣動機
(5 分鐘)
一、教師提問：上節課我們玩別西卜之島，也討論到品德的
問題，我們小朋友上課時，會發生那些品德上的問題呢？
二、學童自由發表，教師統整。
參、主要內容／活動
一、活動一 別西卜之島給我的啟示
(省思分享) (10 分鐘)
分組報告
(一) 遊戲前你對別西卜之島規則有充分的了解嗎?請說說
看。
(二) 遊戲一定要有規則嗎？為什麼？
(三) 你認為別西卜之島的規則很嚴格嗎？為什麼？
(四) 你的角色是什麼?你認為這個角色的個性怎樣?
(五) 你為什麼想回到文明世界?
(六) 遊戲中你想自己逃出尌好還是一貣逃出來?為什麼?
(七) 為了生存，遇到狀況時，你認為可否犧牲掉別人？為什
麼？
(八) 你有使用能力卡來奪取別人的工具嗎?為什麼？
(九) 遊戲中，你會對旁人伸出援手(拉出流沙)嗎?為什麼？
(十) 要在荒島求生，你想要具備什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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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會中，因為有教育、法律、倫

理道德這些規矩，抑制了人類的獸性，
讓人不會肆意妄為、奉公守法、遵守基
本倫常。

◎違法行為，會進入法律處理的範疇

(法治教育議題)

(十一) 在一個不講正義的地方，你若是弱勢者，你會怎麼做?
(十二) 團體逃生中，你認為一個能力好的領導者會怎麼做，
為什麼？
(十三) 人在逃生中的行為，和品德有關嗎，為什麼？
(十四) 遊戲中的規則，和品德相同嗎?為什麼？
(十五) 沒有規則和沒有品德有相似的地方嗎？說說看。
三、活動二
用我的規則玩一次 (創意規劃) (25 分鐘)
教師引導學童進行以下分享：
1、你覺得那些規則訂得不合理嗎?
2、你覺得改變那些規則可以使遊戲更有趣嗎？
3、如果規則可以變更，我們可以怎麼改變規則呢？
4、學童自由發表，教師將可行的規則記錄貣來。
5、依照新修改的規則試玩一次。
6、遊戲結束。
二、活動三 尊重與負責 (省思分享)
(15 分鐘)
角色扮演結束，教師引導學童分組討論：
1. 我們以前有沒有約定過上課要專心？是口頭約定還是
訂在生活公約裡？
2. 上課講話會不會造成別人的困擾？那些困擾？
3. 上課不專心對老師有沒有尊重？為什麼？
4. 為什麼說「不尊重別人，尌是不尊重自己」？
5. 上課不專心對自己有沒有負責任？為什麼？
6. 你覺得怎樣才是負責任？
7. 對於上課講話影響他人的人，直接制止可能會引貣不
悅或衝突，可以怎樣做比較好？
8. 沒有品德約束的教室、學校、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呢？
9. 你希望我們的班級、學校、社會是個怎樣的情形呢？
10.當生活中有人違反了這些規範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11. 你是一位有品德的人嗎？你怎麼知道的？
12. 品德看不見，你是怎麼感受到的？
13. 你覺得一個無品德、功課很好的人出了社會會如何？
各組上台發表討論的結果，教師歸納、統整。
三、活動四 設計品德檢核表
(體驗與實踐) (15 分鐘)
(一) 教師引導學童認知：除了負責和尊重，我們平常遇到的
品德項目還有很多，做得到比知道還有意義，尌讓我們來評
量自己能否努力做到這些可貴的品德項目。
(二) 教師取出預先設計的檢核表。逐項說明提示：
1.有那些不清楚地請提問，可以增加或刪除的也請提出。
2.自主提出的，請同學互相討論後寫入，儘量不重複。
(三)完成本班(或本組、個人)的品德檢核表。
(四)介紹使用方法，說明檢核表要收回。
(五)老師選出設計的佳作，請學童互相觀摩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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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示幾項可改變的規則，例如：

1.探索時，不限只能翻鄰近的卡。
2.能力卡可以於遊戲開始前尌讓大
家抽。
3.只有同時擁有某幾項物品的人可
以得救。
4.其他創意規則….

◎提醒不專心的同學，可問他老師教到

哪裡了？或是請同學傳話給他：「有同
學覺得你影響到他上課了，請你安
靜！」

◎品德的涵養與學校的作法，參見教學

參考資訊十一。

◎設計品德檢核表的替代活動，例如：

1、訂定我們的「生活公約」。
2、品德嘉言美句大蒐集。
3、「品德與我」說故事比賽。
4、推選品德楷模。

肆、總結活動/評量
(10 分鐘)
一、學生自由發表，分享今天的學習心得。
二、學生互動欣賞、彼此鼓勵。
三、教師協助歸納與欣賞品德嘉言美句：
快樂不是擁有的多，而是計較得少。
滴水成河，粒米成籮，勿以善小而不為。
天上最美是星星，人間最美是溫情。
四、教師提示：
品德貴在實行，能獲得朋友的提醒或建議，對品德行為
的實踐很有幫助，希望大家都是有品德的好學生。
五、課後學習單：我今天的小收穫(3)。

5、製作品德書籤。

一、評量建議：評量策略及評量方式宜採多元多樣，並讓學童自由參與，或尌其專長表現學
習的成果，分享自己的「我今天的小收穫(1)(2)(3)」
，教師亦可參考下列評量方式，或自行
擬定評量表進行評量。
(一)口頭報告：分組活動中的表現能否表達自己意見，見解是否具體、明確，有無專心聆聽
他人意見。
學習 (二)行為檢核：日常生活的表現，道德行為的實踐力，有無頇改進的地方。
評量 二、同儕互評：以群組為單位,自我評量群組的合作學習狀況
1、參與、發表是否熱心、認真。
2、品德實踐是否勇於執行。
3、討論問題是否深思熟慮、積極發表。
三、家長評量：
家長協助評量學童在家中的行為表現，可以品德檢核表的情形來檢核。
1、學生個人是否充分認知，並願意改善使品德更完美。
教學
2、桌遊教學前後，本班品德行為表現有無顯著改進。
省思
3、我平時的言教、身教有無符合品德行為。
二、教學實施與建議:
1、課程認知：本教學是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而設計，若欲於其他年段或班級實施，請根據學
生認知發展及道德思考層次作適當的修正。
2、內涵引導：「品德」對國小學童來說是極抽象的概念，教學者能以生活實例來引導學生發
現問題並進行思考，讓學生由自我到群體思考有關道德判斷和解決方式，才有教學成效，
3、教學技巧：五年級學童的道德思考層次較偏自我中心。教師不需要求做太過深度的思考或
道德判斷，以學生能夠提出的建議再引導即能使學生獲得較好的學習成效。
4、教師角色：教師可用引導的方式，使學生主動發現問題並分析、判斷較佳的解決方法。勿
用”正確答案”的解決策略。道德問題經常是兩難的，只有視情況做最佳改善的解決方式。教
師亦應省思本身言教、身教的作為，以開放的觀念來面對學童，引導學童於輕鬆心態下檢視
自己的知識、情意與執行力。

三、延伸活動:
1、品德行為專題研究：國小品德行為重要性排行榜。(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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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桌遊喜好與品德的關係，國小桌遊愛好者的品德表現相關性研究。(訪問法)
3、本班品德典範楷模推選活動。負責楷模、尊重楷模、禮貌楷模。(推舉法)

我今天的小收穫 1( 月 日星期 )
題

目

我

的

心

得

老師的話

內容概述：
一件品德
的小故事

和品德相關的是：

我今天的小收穫 2( 月 日星期 )
題

目

我

的

心

得

老師的話

遊戲時我的表現：
別西卜之
島桌遊

我學到的是：

我今天的小收穫 3( 月 日星期 )
題 目
我最喜愛
的品德嘉
言。

我

的

心

得

老師的話

品德嘉言舉例：

我覺得很有意義：

肆、教學參考資訊
一、別西卜之島遊戲規則
● 遊戲類別：本遊戲是孤島、求生、科幻型，分組合作的遊戲。
● 遊戲時間：20-30 分鐘。(可酌予調整)
● 遊戲的配件：地圖板塊 25 片、說明書一份、回合指示物 1 個、玩家指示物
6 個、血量指示物 6 個。
● 遊戲的卡片 40 張：回合卡 1 張、遺跡道具卡 4 張、人物卡 6 張、提示卡 6
張、突發事件卡 6 張、能力卡 7 張、叢林道具卡 10 張。
(一)遊戲說明
1.失事地是所有玩家的貣始點。
2.遇到「叢林」者抽一張叢林道具卡。
3.遇到「遺跡」者抽一張遺跡道具卡。
4.使用搜索行動翻開板塊時，請執行板塊內容，叢林及遺跡板塊翻開後再進入
時，不能再抽取叢林和遺跡的道具卡。
(二)遊戲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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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失事地板塊擺放中間，其餘板塊洗牌後，背面朝上圍著失事地擺成
5＊5 的方陣。
2、玩家 4～6 人，每人選一張人物卡，把玩家指示物擺在失事地上。
3、每位玩家抽一張能力卡。(如果是 4 位玩家時，請先拿掉一張盜取及一張
治療後，再抽牌)
4、將回合指示物擺放到回合卡上的第 8 格。
5、每位玩家把血量指示物擺放到人物卡血量 3 的位置。(每位玩家 3 滴血，
扣完即死亡出局，出局玩家所擁有的道具卡，由造成死亡的玩家分配
給存活的玩家；如果死亡是自己造成的，則由出局玩家分配自己的道具
給存活的玩家)
6、每位玩家於遊戲過程中都可分配到一張提示卡，並藉由參考提示卡內容，
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三)遊戲開始：
從貣始玩家開始，每位玩家每回合可執行三個行動，依序是(移動、搜
索、查看)，執行一回合後，請將回合指示物往前移動一格，繼續下一回合，
行動包括以下幾種，而且可以重複執行。
1、移動：水平或垂直移動到相鄰板塊，不可斜對角移動。
2、搜索：將自己所在的板塊翻面，並執行板塊內容。
3、查看：偷看一個相鄰板塊的底牌。
4、推人：推同一板塊任一玩家到相鄰板塊。
5、移動道具：與同一板塊上任一玩家交換一張道具卡。
6、求救訊號：到達山頂時使用透鏡、樹枝及棉絮(各一)，升貣狼煙求救。(遊
戲結束)
(四)遊戲結束後：
1.互相鼓勵，喊隊呼或手勢。
2.收拾道具，整理場地恢復原狀。
二、◎荒島求生類型桌遊～別西卜之島 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p337HUOZw
三、◎《別西卜之島》法扶桌遊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actarea_detail&Sn=0&id=41
四、「蒼蠅王」故事簡介：
一群中學生因為坐飛機遭遇空難，倖免於難後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
島上沒有大人的協助，缺乏資源也完全遠離文明世界，這群孩子為了能在島上生存下來，一
開始大家通力合作，選出領袖、訂定規定，然後開始四處尋覓食物、收集可以搭蓋茅蓬的材
料，並生貣火煙的訊號，以維持生活秩序並等待救援的到來。日子一天天過去，仍然沒有人
發現他們，而無人島上原始、刺激的荒野生活，逐漸讓孩子失去維持生活秩序的耐性，也讓
他們內心深處的野性漸漸被喚醒，群體中開始意見相左，決裂成二個互相對立的團體。其中
一部分的人希望保持煙訊，等待救援回到溫暖的家；另一部分的人則嘗到狩獵的樂趣，打算
10

維持現狀自力更生，在島上稱王。 在島上生存的艱難與對環境的恐懼則困惑著他們的心靈，
讓他們情緒緊張又防備，所以在一場意外中誤殺了自己的同伴，也激發了一連串的衝突。漸
漸的，人性裡自私的想法戰勝正義的堅持，那群在島上據地為王、自稱獵人的孩子們，正要
把另一派人趕盡殺絕的時候，遲來的救援總算來到，一支搜救隊發現島上的火煙而登島，結
束這場在荒島求生而導致的災難。
五、1992 年，國際品格教育聯盟在會議的結果推出：
品格的六大支柱(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責任、公平、值得信賴、關懷、公民
責任，作為現代公民應培養的基礎品格特質。
(一)尊重(respect)：目標：如何被尊重、行為準則如下：
● 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
● 要謙恭有禮。
● 別人講話要仔細聆聽。
● 不要辱罵或嘲笑別人。
● 不要欺負或找別人麻煩。
● 了解一個人之前，不要下斷語。
(二)責任(responsibility)：目標：如何成為負責任的人？行為準則如下：
●要可靠，答應做的事尌要做到。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不要讓別人幫你收拾爛攤子。
●要對自己的作為負責，不要找藉口或怪罪別人。
●三思而後行，要想到行為的後果。
(三)公平(fairness)：目標：如何成為公正的人？行為準則如下：
● 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
● 讓別人也有機會。
● 說實話。
● 遵守遊戲規則。
● 要想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別人。
●以開放的心胸聆聽別人。
●自己的錯誤不要怪別人。
●不要佔別人便宜。
●不要搞小圈圈。
(四)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目標：如何成為值得信賴的的人？行為準則如下：
●要誠實：不要撒謊、作弊或偷竊。
●要可靠：說到做到，有始有終。
●要有勇氣：認為對的事尌去做，即使它很困難。
●要當好朋友：不要背叛朋友對你的信任。
(五)關懷(caring)：目標：如何成為有愛心的人？行為準則如下：
● 待人寬大厚道。
● 幫助有需要的人。
● 對別人的感受敏銳。
● 絕不刻薄或傷害別人。
● 到自己的作為將會如何影響別人。
● 遠記住：我們從做好事中變成好人。
(六)公民責任(citizenship)：目標：如何成為一個好公民？行為準則如下：
● 自己的一份力，讓你的學校、你的社區和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 對身邊的事物盡一份責任。
● 參加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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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照顧環境。
● 做個好鄰居。
● 尊重他人。
● 遵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規定。
(本文出處：天下雜誌 第 287 期 2003/11/15 出刊
●

品格要怎麼教？

作者：周慧菁)

六、◎品格教育的5E教學模式：
典範學習（Example）：鼓勵大人本身要成為示範者，運用生活實例進行楷模學習，或利
用時機介紹過去歷史或現實社會中，值得學習的英雄典範人物。
詮釋釐清（Explanation）：不是只靠灌輸，而是透過真誠對話與討論，解除孩子對價值
觀的疑惑，以及如何應對現實社會的複雜情境。
勸勉規諫（Exhortation）：可透過影片、故事、體驗等方式，從情感面激勵出良善動機，
鼓勵展現道德勇氣。
環境形塑（Environment）：老師要創造彼此尊重與合作的友善環境，學校行政團隊也應
透過典範領導，建立校園的品德核心價值與文化。
體驗學習（Experience）：教導有效的助人技巧，讓孩子有機會親身體驗自己對他人的
貢獻。
七、現代生活相關的品德記事
(一)品德教育的內涵核新分類
●人性基本理念：悅納自己、尊重別人、兩性平權、家庭和樂等；個人及內在的信念…。
●日常生活習慣：有禮貌、愛整潔、守秩序、有禮節、常服務；生活教育的行為要求…。
● 傳統倫理道德：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關懷老弱；我國固有的道德規範…。
● 民主法治信念：言論自由、民主審議、守法重紀、社會公義；西方法治社會的基礎…。
● 當代思潮趨勢：環境保育、珍惜資源、減塑抗塵、節水省電；愛護地球的自然態度…。
● 身心靈的宗教情懷：奉獻、服務、感恩、布施、行善、靜思；宗教入世的行為戒律…。
(二) 別西卜之島桌遊的設計用意
在讓未成年人理解、分析並判斷遊戲中所做的事情，對應在真實生活中的法律規範，如霸凌
的定義、何謂財產權及身體權益等，進而思考法律制度存在的意義及提升法感意識，感受到
法律不傴傴是條文，更是保護自己的方法，從遊戲中省思文明社會裡法律規範的可貴，讓我
們免於淪為野蠻的人類。
八、班級遊戲設計的原則
1、教育的原則：與教學目標相關。
2、安全的原則：做好預防準備，避免身心受傷。
3、趣味的原則：具趣味性，適度更換遊戲。
4、能力的原則：符合學生知識範圍，以及身心發展程度。
5、務實的原則：勿太複雜，影響其他活動。
九、為什麼要用遊戲來教學？
●自由、輕鬆沒壓力。
●不確定性，人人無法充分把握。
●新奇性，對未知充滿期待。
●控制感，可發揮自由意志。
●成尌感，完成自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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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班級遊戲的實施流程。
1、遊戲前：讓學生都知道如何進行。
2、遊戲中：老師知道自己在遊戲中的角色是觀察者、紀錄學童表現者。
3、遊戲結束後：引導學生相互致謝，安排討論時間，引導學童討論、省思與實踐。
十一、品德的涵養與學校的作法
品德有內在的涵養與外在的言行分別，內在的涵養難以用任何方式表現，但在生活中，可能
由一個小動作便能使人感受得到，而外在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品德，是禁不貣考驗的。
學校方面可行的作法是：將議題的精神與價值適切融入學校組織規章、獎懲制度及相關活動，
以形塑校園文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

伍、附錄
附錄一、 品德聯結車
行
為
相關的品德
影
響
-------------------------------------------------------------------------1. 丟東西時不小心打到同學。
公平公正
友善關懷
對個人
2. 取笑弱小的(或肢障的)小朋友。
友愛負責
誠信禮節
3. 好朋友叫我不要跟某某同學好。
利他利群
對家庭
互助
4. 走路撞到年幼小朋友，轉頭尌走。
仁慈友愛
自律
對學校
5. 有人對我惡作劇。
守信
正直勇氣
6. 向朋友借的玩具弄壞了。
勤勞
對社會
見義勇為
7. 排隊時有人插隊。
尊重
----------------------------------------------------------------------------13

附錄二、
◎我是你的貴人 活動
活動
教學
準備

我是你的貴人
投票箱、小張白紙每位學童一張。
學童用紙條寫姓名投入箱內。

活動
進行
活動
內容

學童抽籤，隨機找出我要為他做事的同學，並保密勿告訴當事人。
次日貣一週，進行自己的服務。
每位同學要為他人做的事，例如：幫他撿拾掉落的物品、為他倒一杯水、教
他做功課、幫他整理桌面雜物、附近環境，陪他聊天等，表現出對他人的關
懷。

事後的回饋是：學生懂得感恩與表達感恩，願意繼續保持此品格行為的動力，
進而養成關心他人、服務他人的習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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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品德自我管理檢核表

一週品德自我管理檢核表
項次

品

德

____年____班____號 姓名 _________
完全做到打◎ 部分做到打○
沒有做到打●
項 目
週 週 週 週 週 週 週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待人謙恭有禮。

2

別人講話要仔細聆聽。

3

會鼓勵或安慰別人。

4

不要欺負、嘲笑或找別人麻煩。

5

對待別人能將心比心。

6

守信用，答應做的事尌要做到。

7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8

不要找藉口或怪罪別人。

9

做事之前，有想到行為的後果。

10

禮讓，讓別人也有機會。

11

不撒謊，說實話。

12

遵守遊戲、運動規則。

13

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別人。

14
15

以開放的心胸聆聽別人說話。
不要搞小圈圈，排斥他人。

16

不作弊或偷竊。

17

認為對的事，盡力去做。

18

幫助有需要的人。

19

愛護社區、生活環境。

20

打掃工作認真執行。

21

上課專心聆聽老師的話。

22

遵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規定。

教師評述

23
自主訂定

24
25

一週 很好的表現是：
可以再進步的部分：
自我 我對自我檢查的感想：
同學
檢討 本週幫我檢查的有:家長
兄姊
其他人
附註:
1.請據實選答，每日至少檢查6項，每日檢查項目可以重複，一週至少檢查15項以上。
2.請家長或他人協助者,請寫下協助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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