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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做法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施宜煌

壹、前言

從近代邁入現代，緣自科技的飛躍發展，唯

物思想大為流行，遂使21世紀成為高科技的時

代，重視功利，生活其中的人們被物化了。今天

的社會良以科學技術的進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

準，物質享受豐裕。卻也使人們成為科學技術

的奴隸。一般人過度重視機器，忽略「人的價

值」。而在人類演進到極端重視功利以後，使教

育在不知不覺中也染上了功利的色彩（高明，

1987；許智香，2006；賈馥茗，1992；劉真，

1987）。再者，我們的校園裡，過份重視理工實

用、輕忽人文理想的教育體制，也讓臺灣在後現

代社會的變遷中付出沈痛代價。這代價包含許多

面相，例如青少年及中年自殺率不斷升高，自殺

盛行，對於自身生命與別人生命的不愛惜（吳四

維，2012；陳立言，2004）。生命教育的倡導在

臺灣當前的教育場域遂更凸顯其重要性。

筆者從事教育這幾年來，對於學生真有一代

不如一代的感慨，近年社會負向的發展，讓人開

始質疑，孩子能否在物質享受之餘，去體悟生存

的意義，追尋生命的價值。我們的教育目標不該

只關注學生學業成績的提升，或學生將來找到一

份好工作就好，應該有更高遠的教育目標。在這

科技發達的社會，我們常在新聞或報章雜誌聞及

許多令人震驚的悲劇報導，例如：逆倫殺親案、

感情因素自殺他殺案、虐待動物等，讓人不禁想

問，我們的社會或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所以

筆者認為從小對幼兒實施生命教育，是目前臺灣

教育刻不容緩之事。

其實，教育要在孩童年紀愈小時奠立良好根

基，而生命教育亦是如此，孩童年紀愈小時實施

生命教育的效果將愈趨顯著。基於此，本文試圖

進行探究活化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做法，冀望活

化幼教人員的生命教育教學，讓幼兒學會尊重生

命，實現幼兒生命教育的理想。

貳、活化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做法

生命是人類一生中最珍貴的資產。綜觀臺灣

生命教育的發展脈絡，有從死亡學、死亡教育，

進展到生死學、生死教育、臨終教育，再進展到

生命教育之軌跡。近年來，生命教育之實施在教

育部與社福團體的積極推動下，尊重生命的種子

已廣泛在臺灣社會萌芽（蔡姿純，2008）。幼兒

是實施生命教育最好的階段，而幫助孩子學習對

各種生命的尊重與平等對待，一直是幼兒教育的

核心目標之一（詹文娟，2010）。在目前如此惡

劣的社會環境，如何幫助幼兒從人際互動中學習

尊重生命，並瞭解其他生命的需求及相處的方

式，是幼教工作者應有的認知。再者，依李孟榛 

（2011）之研究指出幼兒園實施生命教育所遭遇

的困境，最常見的前五名為「教學資源資訊不

足」、「課程易受環境空間限制」、「實施生命

教育經驗不足，不知如何進行教學」、「沒有足

夠時間」、「實施成效不明顯」。其中之一為不

知如何進行幼兒生命教育教學，故本文意圖探究

活化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做法，以改善上述所言

之缺失。而這些教學做法分別為：

一、運用繪本進行幼兒生命教育的教學

繪本教學是進行幼兒生命教育很好的方

法，藉由繪本教學可與幼兒進行生命交流的

對話。而透過繪本故事賞析、討論與多元的

體驗活動，孩子在分享、關懷的生命態度與

行為確實有正向的改變與成長（陳秀梅，

2006）。例如可以選擇《紅公雞》一書，該

書內容是：「紅公雞清晨散步時，撿到了一

顆蛋。不忍心讓蛋在外受凍，好心的把蛋帶

回農場，想請母雞們幫忙照顧，卻遭到拒

絕。只好回到原處等待，左等右等，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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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媽媽』來認領失物，卻遇到飢餓的大

蛇。唯恐蛋遭遇危險，紅公雞決定自己來孵

蛋。孵一個來路不明的蛋，紅公雞不免忐

忑，但基於對新生命的那份珍惜與熱愛，紅

公雞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藉由大公雞孵

蛋的故事，告訴幼兒：要尊重生命（江珀

芬，2012）。 

二、與幼兒討論生命議題

在師生討論中，幼兒學會探討生命的議

題。並能藉由意見交流增強孩子的學習（許

淑玲，2012）。故與幼兒討論生命議題是進

行幼兒生命教育很好的方法，藉由師生討論

可以增強幼兒對生命的認知。例如，可以討

論媽媽圓圓的肚子裡住著的小寶貝到底長什

麼樣子呢？當媽媽在做家事時，小寶貝在做

什麼呢？在充滿戲劇性的故事情節中，寶寶

成長及誕生的過程被清楚的呈現出來（賴惠

月，2012）。在討論的過程，幼兒也瞭解生

命的生成變化。

三、實施《親子善行日記》

透過《親子善行日記》，培養幼兒關懷

與樂於助人的心，可以請家長觀察幼兒在家

的表現，將好的行為記錄下來，當幼兒做到

時記得給予鼓勵與讚賞，並適時提醒幼兒，

幫助幼兒養成「說好話，做好事」的好習

慣。《親子善行日記》內容可以包含：1.協

助家事清潔工作，家事小幫手；2.體貼孝順

長輩；3.注意生活禮儀，當個有禮貌的小

孩；4.做好生活自理；5.友愛朋友、手足 

（李嘉蓉，2012）。

四、讓幼兒欣賞生命教育的影片

現代高科技社會裡新科技的應用有益提

升人們閱歷外在世界的能力。而新科技中的

影像媒體得到高度、快速的發展，媒體本身

的具像性、生活性及實用性也容易吸引幼兒

的投入參與學習。影片欣賞可擴大幼兒生活

經驗領域、建立抽象符號與具體經驗間的連

結或轉換橋樑，提供多項管道、多重感官的

學習環境等（修改自單文經，2001；Scott, 

1998）。影片欣賞是進行幼兒生命教育很好

的方法，藉由影片欣賞可以提升幼兒對愛人

重要性的認知。例如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日

本海嘯活動時，利用影片與孩子們進行討

論，發起募捐活動、繪製卡片，更與日本籍

的老師一起繪製出 「加油 日本」的海報與

團體照片。（日本的新聞＆平面媒體也有將

我們的海報播出，也有回函謝謝我們）（吳

佩芳，2012）。在這過程，幼兒體認愛人的

重要性。

五、大自然成為幼兒生命教育的教材

在《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

失症」兒童》這本書中，提到上一代的孩童

是在自然中度過的，然現今孩童卻是每天面

對電視、電腦的虛擬世界。人們從有親近自

然的特性（biophilia）逐步轉向擁抱與親

近影像（包含電視、影片、電腦及網路等）

的特性（videophilia），在在嚴重影響孩

子身心的正常發展（周儒，2012）。在這種

情形下，孩子也失去了感受生活周遭生命的

敏感度。其實，多多接近大自然，是很好的

幼兒生命教育方式。從觀察花草樹木、鳥蟻

蟲獸的過程，幼兒瞭解萬物皆有生命 （蔡

秀佩，2012）。

六、植物栽種以讓幼兒瞭解有生有死

植物栽種會增進孩子對週遭植物的關心

（蕭秋娟，2002）。植物栽種，是很好的生

1在進行《紅公雞》一書的教學後，與幼兒討論繪本內容，究竟該由誰孵蛋？為什麼紅公雞想孵蛋？紅公雞為
什麼要照顧那顆蛋？紅公雞是如何照顧這顆蛋的？
你若是紅公雞，你會如何處理那顆蛋？與孩子們進行護蛋遊戲。讓孩子們發表討論護蛋過程及方法。從故事繪
本及遊戲中，讓孩子體驗瞭解懂得對〝生命的珍惜〞及紅公雞那一份〝愛心〞，讓孩子用一顆〝感恩的心〞去
關心關懷週遭的每個人、事、物（王姿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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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方式。讓幼兒在種植植物的過程，瞭

解植物的生與死。而人也會有生與死。對

此，藍惠真（2012）指出從種植活動中培養

孩子愛人、愛物和觀察植物生長和生命的過

程，種綠豆時可告訴幼兒：「『每天對自己

的綠豆說好話並且好好愛它，吸收很多愛的

豆豆會長得高又漂亮』；但相反的『每天對

自己的綠豆說不好聽的話也不理它，沒有人

愛的豆子會長不高』。班上的幼兒在進行此

活動時真的會每天說好話並對自己的豆子愛

護有加，果然，每個人的豆子都長得又高又

漂亮，藉此種植活動培養幼兒愛物，愛惜生

命和真心付出。」譚君瑋（2012）指出：

「我會讓幼兒種植物，從一顆小種子開始，

讓他們每天觀察種子從發芽、開花、結果到

凋零，讓幼兒瞭解到生命的開始與結束，在

課堂上同時與孩子討論並引導幼兒與大家分

享自己是否有類似的經驗，例如親人的離世

與新生」。

七、讓幼兒擁有飼養小動物的經驗

飼養活動會增進孩子對週遭動物的關心

（蕭秋娟，2002）。故飼養小動物是進行幼

兒生命教育很好的方法，藉由飼養小動物的

經驗可以提升幼兒對生命的認知。再者，在

幼兒飼養小動物的過程中，教導幼兒學會愛

護動物，培養同理心的感受，藉由尊重動物

的生命，教他/她連動物生命也要尊重！這

樣孩子就能從中領悟到同情心和同理心（宋

采徽，2012）。 

八、讓幼兒角色扮演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及體會他

人感受

角色扮演是一項重要且實用的教學方

法，幼兒藉此過程來探索感覺、態度與價

值，更重要的事―從扮演他人的角色中，了

解他人的想法與感覺，是以對於部分需要親

身體驗來學習的知識，可使用角色扮演法讓

幼兒實際體驗並從中學習（修改自鄒玉卿、

楊慶麟，2007）。再者，在角色扮演中讓幼

兒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及如何體會他人感受、

樂於付出關懷（蔡秀佩，2012）。

九、從生活中的事件來進行幼兒生命教育

從生活中的事件進入生命教育的課程，

讓幼兒因事件的發生，有著更深刻的生命體

會及體驗（饒閔怡，2012）。例如，如果有

幼兒的爺爺、奶奶過世，幼教人員便可利用

此生活事件，讓幼兒瞭解每個人的生命皆有

結束的一刻，應該勇敢地去面對親人的過

世。

十、體驗活動：衝破障礙

讓幼兒二人一組，一人戴眼罩聽指令前

進，另一人負責發出聲響或用各種方式，

如：拍手、敲打樂器等，帶著另一半往前走

到指定的位置。再者，二人互換，體驗不同

的感覺。最後，進行省思與分享：可以問幼

兒當帶上眼罩，四周一片黑暗時，有什麼感

覺？當別人牽引著你往前走時，心中有什麼

感受？當時你是如何克服心理的害怕？想到

什麼？（楊燕枝，2012）在這樣的過程，讓

幼兒體驗盲人的處境，將來在馬路上行走遇

見盲人時能夠幫助他們。

十一、陶養幼兒對人的感恩之心

雖知感恩是一種美德，然在日趨商品化

和市場化的社會，在金錢變得日益無所不能

的生活環境中，我們似乎正在忘記感恩。若

以感恩的心態面對一切，即使遭遇失敗，人

生也會變得異常精采。感恩，是幸福的起

點。因為感恩，所以惜緣、惜福。時時懷著

一顆感恩的心，最大的受益人不是別人，而

是自己（李瑞茵，2012）。我們應陶養幼兒

對人的感恩之心，因這是生命間互動的起

點。

參、結語

個體年紀愈小時進行生命教育的效果將更趨

顯著。基於此，本文試圖探究活化幼兒生命教育

教學的做法，冀望活化幼教人員的生命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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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讓幼兒在教學中學會尊重生命。本文提出以

下活化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做法，如：(1)運用

繪本進行幼兒生命教育的教學；(2)與幼兒討論

生命議題；(3)實施《親子善行日記》；(4)讓

幼兒欣賞生命教育的影片；(5)大自然成為幼兒

生命教育的教材；(6)植物栽種以讓幼兒瞭解有

生有死；(7)讓幼兒擁有飼養小動物的經驗；(8)

讓幼兒角色扮演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及體會他人感

受；(9)從生活中的事件來進行幼兒生命教育；

(10)體驗活動：衝破障礙；(11)陶養幼兒對人的

感恩之心。冀盼上述之教學做法，可以讓幼教人

員的教學活化起來，讓幼兒愈來愈有生命的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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