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設計格式說明
一、 教學設計理念
思辨課程的教學旨在培養學生透過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
習的基礎，幫助學生培養表情達意、解決問題與反省思辨的能力，以健全人我關係，體會生
命意義，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關懷當代環境，開展國際視野。
學生未來將面臨很多做抉擇的機會，但會做出什麼選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面
臨多重選擇的情境，且要能做出合理的判斷和抉擇。這裡想要用二選一的生活情境代表（兩
難困局）
，讓學生面對這樣的情境時，思考當自身有很好的理由選擇 A，也有很好的理由選擇
B，儘管當中的思考理由各不相同，或許也有很好的理由根據可以做出最好的選擇。但是，這
裡要讓學生受到二選一情境的限制下，思考能否相對於已有的選擇項目，認真比較，仔細思
考，再做出適切的選擇，並在與同儕的討論與回饋中，進行自我覺察和自我調整。
希望經由閱讀兩難困局的文本，培養學生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
進而提升理解和思辨的知識、能力與情意，並引導學生發展思辨及解決問題策略，具體實踐、
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二、教學活動
六大主軸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國際教育

設計者

李宜學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人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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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Ⅲ-3 判斷聆聽內容的合理性，並分辨
A2. 系 統 思 考 與 問 題 解
事實或意見。
決。

學習表現 2-Ⅲ-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
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學習內容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
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1. 符 號 運 用 與 溝 通 表
達。
C1. 道 德 實 踐 與 公 民 責
任。

品 E7 知行合一。
生 E2 人的身體與心理、 理性與感性之間的關係。
養成思辨與實踐倫理價值的行為與行動。
所融入之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行合一
學習重點
的修養。
實質內涵

議題
融入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
習，掌握文本要旨、發
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
略、初探邏輯思維，並
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
日常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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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語文領域：運用具有品德教育意涵的文本，引導學生進行思辨、討論與反省。
社會領域：將歷史、地理與公民等學科知識，結合思辨與討論予以深化。
 自編
電腦、單槍、簡報(或大海報) 、小白板、白板筆、便利貼。
學習目標

一、運用文本中的事實、理論為論據，提升個人思辨的觀點與想法。
二、培養個人思辨的能力與技巧，透過溝通與表達以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三、進行兩難困局的問題討論，引導學生發展思辨及解決問題策略，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
【活動一：陽陽的選擇】（二節課，80 分）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15 分）：
（一）教師講述生活情境：
有一天，全家人到餐廳用餐。點餐時，主餐點完後
有可口的甜點或好喝的飲料二個選項。爸爸說這裡的甜
點很有特色，媽媽又說這裡的飲料很好喝。只是餐廳的
規定就只能二選一，不能二個都點或二個都要。這時候
的你，選擇會是哪一項呢？
（二）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1.如果主角是你，你會選擇那一項呢？你可能是怎麼
想的？（任意選擇？費心選擇？）
2.有沒有小朋友也是任意選擇（不假思索）的？為什
麼呢？（心情？直覺？就想吃啊、喝啊！）
3.有沒有小朋友也是費心選擇（想很久才下決定的）
的？為什麼呢？（平時就很愛吃甜點，所以直覺的
就想選用甜點；但又聽說這裡的飲料又很好喝，所
以也很想試試看！？）
4.小朋友，面臨這種選擇你們有什麼想法呢？會不會
讓你覺得好生為難，不好下決定呢？
二、發展活動（40 分）：
（一）學生默讀文本、教師重述學校情境：
學生上課前各自閱讀後再次默(朗)讀學生手冊中的
文本：陽陽的選擇，教師則前後左右的巡視學生事前閱
讀所做的筆記或學生默(朗)讀的學習狀況。
老師講述：學校的學習活動中，也可能會面臨這樣
難以取捨的事情發生，讓大家的選擇左右為難（想選這
個，也想選這個）
。像是學生手冊中的陽陽要報名學校課
後營隊學習活動的情形，像不像老師剛剛與大家討論的
生活情境類似呢？大家有什麼想法？
（二）教師指派任務和小組討論：
現在請各小組開始進行分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紀
錄在小白板上。老師依序給予階段性問題後，建議學生
可以往下列的方向思考：選擇時的限制、想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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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教學設備/資源

1.逐步引導學生試著
說出選擇時的直觀思
考和有所思考時的不
同想法，並了解自己
在下決定時的想法。
2 讓學生了解同儕又
有怎樣的想法和其選
擇後，可以說出自我
更完整的想法。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1.學生手冊中的文
本：陽陽的選擇，最
好可以請學生上課前
各自閱讀和做筆記。
2.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思考: 我該選「台南
美食閱讀行」？還是
選「滑板我最會」？
3.追問其他學生：你
同意同學的說法嗎？
為什麼？師生在討論
與回饋中，進行自我
覺察和自我調整。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和選擇的心情等。
接著，教師巡視各組和指導討論。之後，師生共同
討論階段性問題，小組或個人進行發表、老師適時澄清、
歸納和總結想法。
《第一階段》
1.說說看，你看到陽陽的煩惱是什麼？你為何這麼
說？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寫下來)？
《第二階段》
2.說說看，你贊成好友阿福或小旭給陽陽的意見
嗎？為什麼？（追問其他同學：你同意同學的說法嗎？
為什麼？）
《第三階段》
3.如果你是陽陽，但只能選一個營隊報名，你的結
果會如何？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寫
下來)？
《第四階段》
4.如果你是陽陽，你最後會選擇哪一個營隊？為什
麼呢？
三、綜合活動（25 分）：
（一）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下列問題，學生個別回答想法，
教師並進行提問和追問，並適時澄清、歸納和總結想法。
6.說說看，你平日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煩惱嗎？是什
麼情況？
7.說說看，你做出最後選擇時的考量，有哪些思考
的面向？
（二）教師總結和歸納：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活情境，我們稱之為「兩難困
局」。意思是說：這個生活情境中，大家雖然有 A 和 B
兩個選項。但我們在選擇 A 時，就會排除掉 B，選擇 B
時又會排除掉 A，我們不能想要選 A，又同時選 B，同時
想要兼顧 A 和 B。所以，當我們只能擇一時，就要承受
沒有選擇另一項的後果與感受。
【活動二：陽陽的抉擇】（二節課，80 分）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15 分）：
（一）教師講述生活情境：
有一天，陽陽全家人臨時起意要到電影院看電影。
爸媽說妹妹明明你挑一部電影吧，我們全家人都進去
看。明明最後挑了一部卡通電影，於是，爸爸買了全家
人的票，媽媽還買了爆米花和飲料，全家人就進入電影
院看電影。
才看了不久，陽陽發現這部卡通電影沒有想像中的
好看，可轉眼一看，爸媽和明明卻看得津津有味。陽陽
很想不看了，但說好要全家人一起看電影，所以陽陽就
耐著性子看下去。只是過了 30 分鐘後，陽陽真的坐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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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思考:我若選「台南美
食閱讀行」
，就不能玩
到好玩的滑板；我若
選「滑板我最會」
，就
不能享受美食閱讀的
樂趣。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
活情境，我們稱之為
「兩難困局」中的「雙
趨衝突」
，即是「魚與
熊掌不能兼得」
。當我
們只能擇一時，就要
承受沒有選擇另一項
的後果與感受。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1.逐步引導學生試著
說出自己的選擇，並
了解與澄清自己在下
決定時的想法。
2 讓學生了解同儕又
有怎樣的想法和其選
擇後，可以說出自我
更完整的想法。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安，他想:「我要不要繼續看下去呢？還是跟爸媽說我可
不可以不要看了呢？」小朋友，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二）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1.如果是你，你會選擇繼續看下去嗎?為什麼？你可
能是怎麼想的？
2.有沒有小朋友是選擇不繼續看下去的，為什麼？你
可能是怎麼想的？
3.小朋友，面臨這種選擇你們有什麼想法呢？會不會
讓你覺得進退兩難，不好下決定呢？
二、發展活動（40 分）：
（一）學生默讀文本、教師重述學校情境：
學生上課前各自閱讀後再次默(朗)讀學生手冊中的
文本：陽陽的抉擇，教師則前後左右的巡視學生事前閱
讀所做的筆記或學生默(朗)讀的學習狀況。
老師講述：學校的學習活動中，也可能會面臨這樣
難以取捨的事情發生，讓大家的選擇進退兩難（選這個
不是，選那個也不是）
。像是學生手冊中的陽陽要繼續學
琴下去？或著選擇放棄呢？像不像老師剛剛與大家討論
的生活情境類似呢？大家有什麼想法？
（二）教師指派任務和小組討論：
現在請各小組開始進行分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紀
錄在小白板上。老師依序給予階段性問題後，建議學生
可以往下列的方向思考：選擇時的限制、想法（考量）
和選擇的心情等。
接著，教師巡視各組和指導討論。之後，師生共同
討論階段性問題，小組或個人進行發表、老師適時澄清、
歸納和總結想法。
《第一階段》
1.說說看，你看到陽陽的煩惱是什麼？你為何這麼
說？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寫下來)？
《第二階段》
2.說說看，你覺得陽陽應該繼續學琴嗎？還是選擇
放棄學琴呢？為什麼？（追問其他同學：你同意同學的
說法嗎？為什麼？）
《第三階段》
3.如果你是陽陽，但只能做出一種選擇時，你的結
果會如何？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寫
下來)？
《第四階段》
4.如果你是陽陽，你做出哪一種選擇？你的考量會
是什麼？
三、綜合活動（25 分）：
（一）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下列問題，學生個別回答想法，
教師並進行提問和追問，並適時澄清、歸納和總結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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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手冊中的文
本：陽陽的抉擇，最
好可以請學生上課前
各自閱讀和做筆記。
2.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思考：我該繼續學琴
下去？還是選擇放棄
學琴呢？
3.追問其他學生：你
同意同學的說法嗎？
為什麼？師生在討論
與回饋中，進行自我
覺察和自我調整。
4.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思考：我會選擇繼續
學琴下去，但我要減
少其他的學習活動，
或我會選擇放棄繼續
學琴，其他的學習活
動也是很重要的。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
活情境，我們稱之為
「兩難困局」中的「趨
避衝突」
，即是「進退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5.說說看，你平日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煩惱嗎？是什
麼情況？
6.說說看，你做出最後抉擇時的考量，有哪些思考
的面向？
（二）教師總結和歸納：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活情境，我們也稱之為「兩難
困局」
。意思是說：二選一的情境裡，我們有 A 和 B 兩個

維谷」或是「進退兩
難」
。當我們只能擇一
時，就要承受沒有選
擇另一項的後果與感
受。

選項。選擇 A 會排除 B，選擇 B 會排除 A，我們不能同時
兼顧 A 和 B。意即學生不能同時選 A 又可以選 B，也不能
先選 A 後選 B 或先選 B 後選 A，而只能選 A 後會排除 B、
選 B 會排除 A 中，在有所為難之處，做出取捨或抉擇。
所以，當我們只能擇一時，就要承受沒有選擇另一項的
後果與感受。
【活動三：陽陽的決定】（二節課，80 分）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15 分）：
（一）教師講述生活情境：
有一天吃晚飯，陽陽突然感到牙齒非常疼痛，他張
開嘴巴，請爸、媽看看瞧瞧，爸、媽說可能是蛀牙喔，
說要帶陽陽去看牙醫。但陽陽卻不肯去看醫生，因為他
非常害怕治療時所帶來的疼痛；卻又用手掌托著下巴， 1.逐步引導學生試著
說好疼好疼喔！
說出自己的選擇，並
如果你是陽陽，你會不會覺得很難下決定呢？因為 了解與澄清自己在下
牙疼和治療都會帶來一些痛苦，是牙疼比較痛呢？還是 決定時的想法。
2 讓學生了解同儕又
去治療時比較痛呢？小朋友，你們會有什麼決定及想法
有怎樣的想法和其選
呢？
擇後，可以說出自我
（二）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更完整的想法。
1.如果是你，你會選擇看牙醫嗎?為什麼？你可能是
怎麼想的？
2.有沒有小朋友是選擇不看牙醫的，為什麼？你可
能是怎麼想的？
3.小朋友，面臨這種選擇你們有什麼想法呢？會不
會讓你覺得左右為難，不好下決定呢？
二、發展活動（40 分）：
1. 學 生 手 冊 中 的 文
（一）學生默讀文本、教師重述學校情境：
本：陽陽的決定，最
學生上課前各自閱讀後再次默(朗)讀學生手冊中的 好可以請學生上課前
文本：陽陽的決定，教師則前後左右的巡視學生事前閱 各自閱讀和做筆記。
讀所做的筆記或學生默(朗)讀的學習狀況。
老師講述：學校的學習活動中，也可能會面臨這樣 2.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進退維谷的事情發生，讓大家的選擇左右為難（選這個 思 考 : 我 該 說 出 事
不是，選那個也不是）
。像是學生手冊中的陽陽要決定看 實 ？ 還 是 決 定 不 說
醫生？或著選擇不看醫生呢？像不像老師剛剛與大家討 呢？
論的生活情境類似呢？大家有什麼想法？
3.追問其他學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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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二）教師指派任務和小組討論：
現在請各小組開始進行分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紀
錄在小白板上。老師依序給予階段性問題後，建議學生
可以往下列的方向思考：選擇時的限制、想法（考量）
和選擇的心情等。
接著，教師巡視各組和指導討論。之後，師生共同
討論階段性問題，小組或個人進行發表、老師適時澄清、
歸納和總結想法。
《第一階段》
1.說說看，你看到陽陽的煩惱是什麼？你為何這麼
說？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寫下來)？
《第二階段》
2.說說看，你覺得陽陽應該說出來？還是決定不說
呢？為什麼？（追問其他同學：你同意同學的說法嗎？
為什麼？）
3.如果你是陽陽，但只能在說和不說之間做出決定
時，你的心情會如何？
《第三階段》
4.如果你是陽陽，但只能做出一種決定時，你的考
量會是什麼？你可以用怎麼的「一句話」來表示呢(練習
寫下來)？
《第四階段》
5.如果你是陽陽，你會做出哪一種決定？為什麼？
三、綜合活動（25 分）：
（一）教師提問、學生個別回答：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下列問題，學生個別回答想法，
教師並進行提問和追問，並適時澄清、歸納和總結想法。
5.說說看，你平日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煩惱嗎？是什
麼情況？
6.說說看，你做出最終決定時的考量，有哪些思考
的面向？
（二）教師總結和歸納：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活情境，我們也稱之為「兩難
困局」
。意思是說：二選一的情境裡，我們有 A 和 B 兩個
選項。選擇 A 會排除 B，選擇 B 會排除 A，我們不能同時

同意同學的說法嗎？
為什麼？師生在討論
與回饋中，進行自我
覺察和自我調整。
4.引導學生說出關鍵
思考：我會決定說，
因為問題是別人造成
的，不能害到其他
人。我會決定不說，
因為別人所造成的問
題，我也有責任。

這種只能二選一的生
活情境，我們稱之為
「兩難困局」中的「雙
避衝突」，即是做出
「兩權相害取其輕」
的取捨或抉擇。當我
們只能擇一時，就要
承受沒有選擇另一項
兼顧 A 和 B。意即學生不能同時選 A 又可以選 B，也不能
的後果與感受。
先選 A 後選 B 或先選 B 後選 A，而只能選 A 後會排除 B、
選 B 會排除 A 中，在有所為難之處，做出取捨或抉擇。
所以，當我們只能擇一時，就要承受沒有選擇另一項的
後果與感受。
教學評量：觀察、發表、學習手冊中的學習單
試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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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簡報(或
大海報)
學生手冊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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