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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設計理念
穿著便服上學是南大附小的特色之一，附小小朋友幾乎天天穿著便服上學，每星期上課
五天，其中有四天是自由穿著喜愛的衣服到校，衣服與附小小朋友的生活息息相關。
藉由本課程設計單元一衣服的故事，引起小朋友關注自己的衣服，每件衣服都有一個故
事，探索衣服背後的故事，可以了解到親人對自己的愛與關懷，因為愛，衣服有了生命，因
為感情，起了愛物惜福之心，將更加珍惜穿在身上的每件衣服。
藉由本課程設計單元二衣服的魔法，讓小朋友了解各種衣服的特色，在不同的場合，搭
配適宜的衣服，穿著得宜，容光煥發，展現出自信的自我。
藉由本課程設計單元三衣服的歸宿，讓小朋友透過實際的操作，學會整理衣服的方法，
讓衣服整齊的收納在衣櫃中，妥善照顧管理自己的衣服。
二、教學活動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
鄭守真
設計者
□國際教育
實施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衣生情緣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生活
3-1-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之探究之心。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
富面貌，建立初步的美感經
學習表現
驗。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
5-1-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
在。
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
學習
核心
5-1-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
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
重點
素養
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
驗。
親近。
生活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
能
學習內容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
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六大主軸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自編
電腦、電子白板、西卡紙學習單
學習目標
1.能了解衣服的故事，明白親人透過衣服傳達的愛，對衣服起了愛物惜福的心。
2.能了解因場合不同，穿著也不同，穿著得宜，容光煥發，能展現出自信的自我。
3.能透過實際的操作，學會整理衣服的方法，妥善照顧管理自己的衣服。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活動一: 衣服的故事】
一、引起動機(10 分)
教師：親愛的孩子們，你猜猜看老師身上穿

板、西卡紙學
習單

的這件衣服是怎麽來的？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發表。（可能的答案：
你自己買的，你媽媽送的。）
教師：你猜對了，這件衣服是老師的妹妹送
的，老師的妹妹很慷慨，老師每次和
我妹妹一起去逛街買衣服時，我妹妹
都會一起幫老師付錢，老師好多的衣
服都是我妹妹送我的，下次再多穿幾
件給你們看。
二丶發展活動（60 分）
（一）引導討論衣服的由來，了解衣服的故
事。
教師：親愛的的孩子們，從我們出生第一天
開始，穿上第一件衣服，之後每天都
換穿不同的衣服，長大了，送走太小
的衣服，換上更大的衣服，衣服和我
們每天的生活，真是息息相關。
（二）古代孩子的第一件衣服－百家衣
教師：我們古代孩子的第一件衣服叫百家
衣，百家衣裡含有親朋好友丶鄰居的
祝福，讓老師來說說百家衣的故事。
（三）現代孩子的第一件衣服
教師：現代孩子的第一件衣服，如果是老大
的話，通常爸媽會很開心，一起去幫
小 baby 買嬰兒用品時會一起買，小
baby 穿的第一件衣服常是透氣柔軟的

教學設備/資
源
電腦、電子白

藉由一個個和衣服相關的故
事，透過老師的講述，傳達衣服
的生命力，也傳達人們藉著衣服
表達的愛與祝福，讓小朋友明白
自己每天所穿的衣服中，都藏著
滿滿親人的愛。
要傳達感情，實際物品是最
觸動人心最能引起共鳴的。請老
師們思索你自己生命中有關衣服
的故事，找出這些故事的實際物
品，真的找不到，老照片也可
以，述說故事時因著你對衣服主
人的真情流露，必能感動愛你的
這群小朋友，因著這份感動，小
朋友們會很樂意尋找屬於自己衣
服的故事及了解其中祝福的涵
義。
教案中的真實故事也可選
用，或上網尋找其他感人的故

紗布衣，如果是老二的話，那麼穿的
可就是哥哥姐姐的祝福了，傳說穿別
人穿過的衣服的孩子較容易養，所以
爸媽常常會將哥哥姐姐的衣服留給弟

事，搜尋百家衣可看到百家衣和
四川汶川地震的故事。（附件一）
百家衣

弟妹妹穿，穿別人穿過的衣服柔軟好
穿又不用花錢買，所以老師叫這些衣
服是福氣衣。
（四）新生兒的衣服
教師：我們有一種習俗，就是如果知道哪家
有了新生兒，親朋好友都會送禮表示
祝賀新生兒的到來，而這個禮物，常
常是一套衣服，所以許多新生兒所穿

百衲被

的衣服裡，都是含有滿滿的祝福。老
師的二兒子還收到從一套阿姨從美國
寄回來的祝福。還有一個大家送新生
兒的衣服和照顧他的印尼姐姐的趣
事，有空再告訴你們。
（五）老師家大兒子的第一件衣服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老師還記得老師大兒
子的第一件衣服是老師和師丈去買嬰
兒用品時一起買的，你看，就是這件
衣服，懷孕後小 baby 要 9 個月後才
會生出來，所以老師那時候很開心，
一直等待，期盼孩子趕快到來，那段
期間住在新竹，常常會逛嬰兒用品
店，在買孩子第一件衣服紗布衣時，
都會想：這件衣服我的寶貝穿起來舒
不舒服？會不會刺刺的？為什麽會這
樣考慮？因為疼愛孩子，怕孩子穿不
舒服又不會說。相信你的爸爸媽媽也
是這樣，大家回去問問看，自己的第
一件衣服怎麼來的？你的衣服裡都有
家人對你的疼愛啊！
（六）老師家二兒子的第一件衣服
教師：老師家二兒子是很有福氣的小孩，老
師沒有幫他買過衣服，穿的全是福氣
衣。他的第一件衣服是在美國時，老

繪本

師的朋友小孩已經六個月大了，穿不
下的衣服全送給他穿，你們看，就是
這些，美國新生兒的衣服是全部包起
來的和台灣不同，後來又穿了哥哥的
衣服，也穿了二表哥和大表哥的衣
服，這些衣服材質好又很新，只因為
表哥們長太快，穿不下了，所以，不
要嫌是舊衣服，能穿上福氣衣，上面
帶著滿滿的福氣喔!
（七）孕婦裝的故事
教師：老師師的孕婦裝是有一次老師去拜訪
多年不見的大學同學時，大學同學送
我的，那時她剛生完 baby，老師剛懷
孕，就全部接收過來，她祝福老師能
像她一樣生個可愛的小寶寶，老師穿
在身上就會想到好友的祝福，也很愛
惜這些衣服，後來老師同學又懷孕
了，衣服又還給他了。老師也送她滿
滿的祝福。老師八年後又生老二，當
時穿在身上的孕婦裝都是妹妹穿過
的，也含著親人滿滿的祝福，後來妹
妹又懷孕了，孕婦裝又裝著老師的祝
福送回給妹妹了，老師和孩子真是幸
運啊！穿著福氣孕婦裝，是不是很有
意義又很環保呢？老師希望你們也有
機會穿到福氣衣。
（八）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感謝的衣服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衣服除了代表祝福的
意思，也能代表感謝，多年前四川的
汶川發生大地震，那時曾發生一件感
人的事，讓老師說給你們聽。
三丶綜合活動：(10 分)
（一）分享屬於自己衣服的故事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你們有沒有想過，你
每天穿在身上的衣服又有什麼樣的故
事呢？
學生：（老師鼓勵小朋友踴躍發表）。

教師：大部分小朋友都不太清楚，老師請小
朋友回去問問家人，也許家人還能找
出你穿著第一件衣服的相片呢！老師
真想知道（學生名字）小 baby 時穿的
第一件衣服長什麼樣子呢！
（二）尋找屬於我的一獨一無二衣服的故事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請你出來選一張西卡
紙，回去問問家人，你的衣服從哪裡
來的？代表著誰的祝福？請你把故事
寫在西卡紙上，衣服可以貼張相片或
把他畫出來，也可以穿來或帶來，下
次等著聽你們的衣服故事。
【活動二: 衣服的魔法】
一丶引起動機：(10 分)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你每天早上起床後要上
學時所穿的衣服，是你自己選的呢？
還是媽媽幫你選的？
學生：教師請學生踴躍回答。（可能的答
案：1、我自己選喜歡的衣服穿；2 丶
都是媽媽叫我穿那件，我就穿那件；3
丶上學時衣服都是媽媽選的，不上學
時媽媽不管我，讓我隨便穿。）
教師：很好，所以有的小朋友能完全自己選
擇自己要穿的衣服，有的小朋友聽從
媽媽的指導。
那麼，老師很想知道，為什麼有的小
朋友上學時，媽媽替他選衣服，不上
學時，在家媽媽比較不管？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可能的答案：
1 丶不知道我都穿一樣。2 丶上學時要
穿的比較漂亮一點都不上學時在家可
以隨便穿。3 丶上學時亂傳會被小在
家沒關係。
教師：說的真好，上學時，媽媽會幫你選擇
適合上學的衣服，而在家時，居家的
服裝就比較隨便一點，那是因為我們

請老師準備 B4 大小不同顏色的西
卡紙 30 張，讓小朋友自由挑選喜
愛的顔色一張，回家訪問家人並
記錄屬於自己衣服的故事，故事
不限一個，圖片可以用畫的丶貼
照片或帶衣服來分享。

會因為場合的不同，小朋友穿的衣服
也會不一樣。
二丶發展活動：( 60 分)
（一）全班共同討論在不同的場合裡，適
合的穿著。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請問你們通常會去哪
些地方呢？
學生：教師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可能的答案：學校、家裡丶外婆家丶
安親班丶游泳丶課後才藝班丶餐廳丶
百貨公司丶家裡丶喝喜酒丶當花童丶
爬山丶跳舞、參加音樂會一一一等
等）
教師：去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穿不同的衣服，
你們去這些地方都穿什麼樣的衣服
呢？
1、討論上學適合的穿著。
教師：上學穿什麼樣的衣服比較適合呢？

教師可以讓全班一邊討論，老師
一邊板書，之後就全班討論出來
的場合順序，討論該場合適宜的
穿著。小朋友沒說到的場合，老
師最後再補充說明。
特殊場合的衣服，以小朋友參加
才藝活動會穿到的衣服為主。其
他為輔。
上學

學生：教師鼓勵學生踴躍回答。T 恤、褲
子、洋裝。星期一穿校服。（引導小
朋友穿乾淨的衣服丶好運動棉質吸汗
的衣服。引導乾淨、汙點洗淨丶燙
平，校服引導小朋友要成套穿著。）

參加喜宴

2 丶討論居家適合的穿著。
教師：在家穿什麼樣的衣服比較適合？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可能的答案：1 丶星期天我在家
都穿睡衣。2、穿得和上時學差不
多。3、穿 T 恤和短褲。4 丶只穿
內褲，上面什麼都不穿，因為家
裡很熱。引導小朋友穿輕便，棉
布的衣服。）
3 丶討論戶外活動時適合的穿著。
教師：我們去戶外活動時，該穿些什麼樣
的衣服？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引導小朋友穿輕便的衣服丶夾克丶薄
長袖丶薄長褲、運動鞋丶帽子擦防蚊液
和防曬乳）

當小花童

4 丶討論回台北外公外婆家或親戚家拜
訪，適宜的穿著。

戶外活動 溫馨的親子裝

教師：如果媽媽帶你回外婆家，你要穿什
麼你通常穿什麼回去呢？可以穿拖
鞋去嗎？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引導小朋友因為難得回臺北外婆
家，而且台北是大都市，所以要穿
正式一些。）
5 丶討論和爸媽去大飯店參加喜宴適合的
穿著。
教師：如果爸媽帶你去喝喜酒，應該穿什
麼樣的衣服呢？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引導孩子穿正式一點的衣服，例
如：男生上衣適合穿 POLO 衫加短
褲、皮帶、襪子、皮鞋，或是長袖襯
衫、領結、長褲丶襪子丶皮帶、皮
鞋，女生適合穿洋裝、皮鞋或有蕾絲
的衣服。這樣的衣服當小花童也適合
穿。）
6 丶 討論特殊的場合適合穿著的衣服。
（游泳丶溜直排輪，空手道，劍道，
跆拳道，芭蕾舞蹈，民族舞蹈，瑜
珈，棒球，足球，曲棍球）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請你想一想，當你去
參加各種不同的才藝活動時，所穿的
衣服是不是也不同呢？
學生：鼓勵學生踴躍回答。
（引導小朋友在參加這些特別的活動
時，一定要穿上特別的服裝和裝備來
保護自己，避免受傷。）
（二）討論小朋友衣服搭配的基本原則。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我們的衣服有許多不
同的顏色，不同的樣式，穿衣服就像
變魔法一樣，透過上下不同的組合，
我們可以變化出各種截然不同的新樣

請教師由即將上課的班級或全年
級中，選取數位穿著符合下列原
則的小朋友，或是衣著穿出美感
的小朋友，拍下照片，上課共同
討論，一起欣賞，共同讚美，因
為是同班或同年級友人，討論起
來將更為親切且熱絡。

式來。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穿衣服

條紋上衣配素色褲子

的基本原則。
1 丶衣服乾淨：汙漬可以先用清潔劑單獨處
理乾淨，必要時用刷子刷乾
淨，再放入洗衣機洗乾淨。
2 丶衣服平整：晾衣服時要先拉平再曬乾，
或使用不皺的材質，其次要穿
的前一天最好先用直立式熨斗
燙平，等待隔日使用。
3 丶淺色上衣，配深色褲子或裙子。
4 丶花色上衣配素色褲子或裙子。
5 丶條紋上衣配素色褲子或裙子。
6 丶有圖案的丅恤配素色褲子或裙子。
7、上衣的顏色中，選取其中一色，就可配
成為下半身褲子或裙子及鞋子的顔色。
8 丶全身同一種顏色，再用圍巾丶腰帶鞋子
等配件來變化。
9 丶小朋友的上衣材質以吸汗，透氣的棉料
為主，褲子以有彈性好運動的內搭褲丶
牛仔褲為主。
10 丶冬天可以使用洋蔥式穿法為主，也就
是一層一層加上去的穿法，熱的時後也
可以一層一層脫掉，逐步來增減衣服。
例如：素色長袖上衣加上背心加上外
套，以保暖，輕便，穿脫容易為主。
三丶綜合活動：(10 分)
1 丶今天介紹了這麼多不同種類的衣服，及
衣服搭配的基本原則，希望小朋友能學
習從自己的衣櫃中，挑選出適宜的衣
服，穿出獨特，自信的自我。
2 丶請每位小朋友回家後，運用今天所學到
的原則，從衣櫃中，搭配出一套衣服，下星
期上課時，帶到教室來討論。
【活動三: 衣服的歸宿】
一丶引起動機：( 10 分)

淺色上衣配深色褲子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你的衣服平常洗乾淨
後，是怎麼收進衣櫃擺放的呢？
學生：鼓勵小朋友踴躍回答。
（可能的答案：1 丶媽媽幫我收進衣櫃，有
的用掛的，有的折好放抽屜中。2 丶我們家
的衣服全部用掛的，直接收進衣櫃中。）
二丶發展活動：( 60 分)
〈一〉討論各家不同整理衣服的方法。
教師：請問有沒有哪位小朋友已經會自己整
理自己的衣服？請上臺和大家分享你
的整理方法。
請教師參照麻理惠的整理魔法系
列書籍中衣物的收納法（會放置
法。
數本在附小圖書館中，供老師們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在日本有位麻理惠阿 隨時借閲），或上網搜尋麻理惠，
姨，她的工作是到人們的家裡，教人 選取適合自己的影片運用。
們如何整理自己的家。聽過麻理惠阿
〈二〉介紹近藤麻理惠阿姨的心動整理魔

姨的人請舉手。
教師：麻理惠阿姨每次進到一個家時，他都
要和這個家的神和人或小動物打招
呼，讓大家知道她來了，也請大家允
許她進來動這個家裡的東西，我們可
以看到她對人丶事丶物的尊重。
教師：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麻理惠阿姨整理衣
服的方法。她會教人們把自己的衣服
全部集中在一起，讓人們警覺自己在
不知不覺中竟然買了這麼多衣服，其
中還有好多相似的衣服呢！往後在買
衣服時能更節制，更謹慎。其次，她
會請人們透過手撫摸每件衣服，感受
自己對這件衣服是否仍然喜愛，並在
心和衣服對話，喜愛的就歡喜留下，
對於不再適用的衣服，請在心裡深深
的感謝它們曾經陪我們度過一段快樂
時光，並祝福它們能遇到需要的人，
再次陪伴新的主人。
〈三〉介紹麻理惠各種衣服的整理方法
1 丶丅恤
2 丶長䄂上衣

3 丶褲子
4 丶裙子
5 丶襪子
6 丶洋裝
7 丶外套
〈四〉各個小組展示自己搭配的衣服，並說
明搭配的原因及適合穿著的場合。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請各組將帶來的衣
服，搭配好放在桌上，並告訴大家你
為什麼這麼搭配，這套衣服可以在什
麼場合穿著？全組介紹完後，請想一
想，利用這些衣服，還可以怎麼搭
配。

（五）實際練習整理衣物的方法。
教師：親愛的小朋友，請你運用桌上的衣
服，練習麻理惠阿姨的衣服整理方
法，有問題時，請小聲的互相討論，
或擧手，老師會過去指導。
三、綜合活動(10 分)
（一）今天大家所展示出來的衣服，充分運
用上星期所學到的技巧，也了解到透
過巧妙搭配的魔法，少量的衣服也能
穿出多種的變化。
（二）透過整理的方法，可以妥善收納衣
服，給衣服一個乾淨整齊的家，也能
延長衣服的使用年限，生活得更健
康，更環保。

教學評量：發表、實作、學習單
試教成果：
附錄：

教師提醒小朋友要控制音量，音量
只要各小組員聽到即可。教師各小
組巡視，隨時讃美指導。

附件一
衣服的故事：
【百家衣】的意義以及由來:
中國早期農業社會，也有做百家衣的習俗，當家中有小孩過滿月時，親朋好友都會送來一片
手掌大的布，由小孩的母親將這些零布縫綴起來，然後給小孩做成衣服或被子。用這種拼布
做成的衣服稱為百家衣，被子則稱為百衲被，表示這個小孩穿各家的衣服、蓋各家的被子長
大，不嬌貴，好養，長命百歲。
【百衲被】的意義以及由來:
百衲被源起於兩百多年前的美國移民婦女，她們為了克服拓荒時期的貧困，廢物利用的
以舊衣或零星布頭縫成禦寒床單，後來傳至西歐和日本，融合各民族風俗色彩，成為一種藝
術，一些美國片中可見女子出嫁之前，鄰居親友親手合作縫織百納被做為新婚祝福賀禮，可
說是相當隆重的一份禮物。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故事】
大陸四川發生了汶川大地震，災區之內的婦幼保健院成了危樓，待產孕婦無處可
去。羅漢寺方丈素全法師打破佛門禁忌，讓孕婦住進寺裡。接下來共有一百零八個娃娃在寺
裡降生，應了一百零八羅漢的數，大家說他們是「羅漢寶寶」。
第一個「羅漢寶寶」唐震雯的母親陳世超說，孩子的名字是為了紀念汶川地震。「在那
樣艱苦的環境下，生下她不容易，這也得感謝羅漢寺的僧人們。」
一百零八個在羅漢寺出生的「羅漢寶寶」共同在羅漢寺慶祝五歲生日，圍繞著一個四公尺
長、一點五公尺寬的大蛋糕，一起唱起生日快樂歌，雙手合十，許下生日心願。同時也與母
親、什邡市婦幼醫院的員工一起慶祝母親節與護士節。
素全法師昨天穿了一件特製的「拼布袈裟」。他說，這件袈裟是由這一百零八個孩子的母
親，各從自己身上的衣服上剪下一塊布，做成的百衲衣。素全法師說，讓孩子一起過生日，
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們不僅有個小家，還有個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