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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幼稚園受輔計畫申請 

申請年度:99 

二、本計畫輔導情形 

(一)園所教學現況及改進事項分析 

    本園從 90年成立以來，教學多以坊間的主題教學為主；教師根據幼童的需求，自行設計教材

為輔。在課程中也融入了生命教育課程如：弟子規及靜思語等，但成效有限，經檢討省思之後，深

覺可能是在實施的方法上需再做進一步的調整與修正。本園學區臨近海域，在漁、農產業的社會脈

絡下，家庭的結構變遷與社會的價值調適，對於幼兒的日常生活行為表現造成了一些較為負向的影

響。有些家庭是隔代教養及新住民子女，在生活習慣、言行舉止、同儕互動時較缺乏正向的表現：

如說髒話、肢體衝突、罵人…等等。希望借助本次的輔導，能協助本園將品格教育融入主題教學活

動中，除了應用圖畫書資源來加強聯結現代的生活及國際化的觀點，同時也借助經典來深化傳統的

規範與本國的價值。 

(二)輔導目的 

1.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學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2經典 

1-1-3主題教材 

1-2轉化成對幼兒有意義的實際生活事例的能力： 

1-2-1生活禮儀，如有禮貌、說好話 

1-2-2生活常規，如良好生活習慣 

1-2-3尊人愛物 

1-3統整品格教育於課程中的能力： 

1-3-1透過班級好人好事和好寶寶的表揚，鼓勵幼兒正向的行為。 

1-3-2〝我是好寶寶〞品格及生活習慣紀錄單，結合親子共同紀錄，讓家長共同參與。 

1-3-3透過活潑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等，學習適當的生活禮儀與常規的行為表現。 

2.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1親子共讀 

2-1-2我是好寶寶記錄 

2-1-3家事學習單記錄 

2-2鼓勵幼兒類化遷移： 

2-2-1在學校生活中實踐 

2-2-2在家庭生活中實踐 

2-2-3關懷生命與環境 

3.教師能發掘實踐的深層意義性並加以回饋至後續的教學引導中： 

3-1營造同理的師生及同儕互動 

3-2營造尊重與關懷的家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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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方式及內容 

 次數/

項目 
輔導方式 輔導內容 

第 1次 
進班觀察及及團體討論 

分享 

一、瞭解園所實施品格教育的方式 （1-3- 1）（1-3- 2） 

二、瞭解教師的課程活動進行方式 （1-1- 3） 

第 2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如何慎選幼兒讀物 （1 -1- 1）  

二、審視園所經典教育，實施弟子規的方式（1 -1- 2） 

三、審視教學流程 （1-1- 3） 

四、探討推動親子共讀的方式 （2 -1- 1） 

第 3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教師的繪本教學技巧 （1-1- 1） 

二、主題活動與繪本的結合與運用 （1 -1- 1）（1 -1- 3） 

三、閱讀學習單的設計與應用 （1-1- 1）（2 -1- 1） 

四、瞭解幼兒繪圖能力 （1 -1- 1） 

五、教學活動內容的討論與建議（1 -1- 3）（1 -3- 3） 

第 4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繪本與主題教學結合之教學活動 （1-1- 1）（1 -1- 3） 

二、教學檔案及主題網設計審視與建議 （1 -1- 3） 

三、進一步探討閱讀學習單的設計與應用（1 -1- 1） 

第 5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繪本教學的分享與提問技巧 （1-1- 1） 

二、相關教學資源融入品格教育的過程問題及解決方法 

（1 -1- 1）（1 -1- 3）（1 -3- 3） 

三、審視生活禮儀、常規實施項目的成效。（1 -2- 1） 

   （1- 2- 2）（1–2 - 3）  

第 6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繪本教學在品格教育的運用（2 - 2- 1）（2 -2- 3） 

二、繪本延伸教學的活動方式 （1-3-3） 

三、品格教育在家庭實施的方式（2 -1- 2）（2 -1- 3） 

（2 -2- 2）（3-2） 

第 7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檢討對話 

一、班級共讀經驗與心得分享 （1-1-1） 

二、幼兒行為改變的經驗分享（1-2- 1）（1 -2- 2） 

   （2-2- 1）（2 -2- 2）（2 -2- 3）（3-1） 

三、如何善用國小閱讀資源 （1-1-1）（2-1-1） 

四、教學省思（1-1-1）（1-1-2）（1-1-3） 

第 8次 進班觀察及教學成長對話 

一、檢視親子共讀的成效 （2-1-1） 

二、繪本教學實施過程的成長 （1-1-1） 

三、檢視經典教育的成效（1-1-2） 

四、教師自省與回饋（1-1-1）（1-1-2）（1-1-3） 

第 9次 
成果展現與永續成長之展

望 

一、參與輔導歷程之心聲迴響  

二、輔導歷程回顧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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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成果彙整報告  

四、未來持續推動品格教育的願景 
 

(四)預期成果 

（一）教師能運用圖畫書、經典、主題教學幫助幼兒發展良好品格發展。（二）充實教師的課程設

計內容及改善活動帶領技巧。 (三）培養幼兒實踐良好品格的生活習慣。(四）提高家庭的參與，

增進親子情誼，並建構家園共同營造幼兒品格發展的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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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一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99.09.20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前 

次建議之改善情形 
 

 

 

 

本次輔導目標 

1.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3主題教材 
1-3統整品格教育於課程中的能力： 

1-3-1透過班級好人好事和好寶寶的表揚，鼓勵幼兒
正向的行為。 

1-3-2〝我是好寶寶〞品格及生活習慣紀錄單，結合
親子共同紀錄，讓家長共同參與。 

本次輔導方式 
1.參觀園所環境。 
2.實際進班觀察。 
3.討論。 

本次輔導內容 
1.瞭解園所實施品格教育的方式。（1-3- 1）（1-3- 2） 
2.瞭解教師的課程活動進行方式。（1-1- 3）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 園方在生命教育課程--弟子規的實施，已有一段時間，
建議可繼續進行。把弟子規整理分類成家庭、學校、平
輩，讓孩子更加容易瞭解。 

2. 我是好寶寶的實踐項目，建議有其延續性，如第一週、
第二週的項目能整合在一起。也希望增加在學校的實施
項目，如此則是學校、家裡通用的一本好寶寶手冊。 

3. 每個孩子有其個別性，可鼓勵家長提供個別項目，有助
老師觀察小朋友不同的行為表現。如此在全班的一致性
下，亦兼顧個別家庭與孩子的需求。 

4. 品格教育的實施應和平常活動結合，在日常生活中實施
與落實。必要時也可配合選定一個時段來宣導特定項
目，實踐成效的觀察以一個月以上的時間長度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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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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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二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99.10.11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前 

次建議之改善情形 
 

5. 把弟子規整理分類成家庭、學校、平輩，讓孩子更加容
易瞭解。 

改善情形：根據弟子規內容原來架構分七類來指導幼兒。
1.入則孝---家庭； 

 2.出則弟---手足（平輩）； 
  3.謹---生活習慣（學校）； 
  4.信---人際（學校）； 
  5.汎愛眾---關懷（學校）； 
  6.親仁---人與萬物（學校）； 
  7.餘力學文---做人處事（學校）。 
6. 我是好寶寶的實踐項目，建議有其延續性，也希望增加
在學校的實施項目。 

改善情形：我是好寶寶學校方面已增加為第三項行為項
目，依據幼兒實際行為表現，來延續或增加行為項目。 
（附件一） 
7. 每個孩子有其個別性，鼓勵家長提供我是好寶寶的實踐
項目，有助老師觀察小朋友不同的行為表現。 

改善情形：我是好寶寶學校、家裡的行為項目持續實施
中，至於家長提供項目則等孩子行為表現穩定後再視幼兒
需達成的個別項目來實施。（附件二） 

8. 品格教育的實施應和平常活動結合，在日常生活中實施
與落實。 

改善情形：已將品格教育的實施融入平常的每個活動中，

舉凡偶發事件、故事、遊戲、討論、兒歌……等等。 

本次輔導目標 

1.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2經典 
1-1-3主題教材 

2.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1親子共讀 

本次輔導方式 
1. 實際進班觀察。 
2. 討論教師教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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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本次輔導內容 

1.如何慎選幼兒讀物。（附件三）（1 -1- 1） 
2.審視園所經典教育，實施弟子規的方式。（1 -1- 2） 

3.審視教學流程。（1-1- 3） 

4.探討推動親子共讀的方式。（2 -1- 1）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 老師和幼兒互動良好，能依據現實情境，運用地圖、實

際操作、遊戲等方式吸引學生學習，幼兒參與活動狀況

非常踴躍，可持續用這種遊戲活動的方式進行教學。 

2. 依弟子規的內容七個單元，整理出可搭配的相關繪本。 

3. 選擇教材時要考量幼兒的需求，分析這學期的主題，將

弟子規相關單元搭配到教學主題的活動中。 

4. 鼓勵幼兒閱讀活動，親子共讀需考量家長的時間與知

識、經驗背景，適合故事較短的書，不適合太長的故事。

借書活動，學校應準備足夠的書本，讓幼兒多重選擇，

建議幼稚園可再購買圖書。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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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我是好寶寶學校方面已增加為第三項行為項目 

＊我是好寶寶 

 

＊好寶寶原本實踐項目只有兩項 

 

＊增加第三項在學校的實踐項目 

 

＊增加第三項在學校的實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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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鼓勵家長提供我是好寶寶的實踐項目，於聯絡簿中 
請家長提供 

＊鼓勵家長提供實踐項目的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時間飛逝開學至今已到了學期中，寶貝的 

表現，不論在學習、繪畫、黏土各方面都有 

明顯的進步，目前配合繪本，我們進行小書 

創作活動，讓孩子能更深入地利用圖畫書的 

啟發而得到學習。 

＊我是好寶寶的實踐項目，孩子的行為表現 

及生活常規也日亦成熟穩定，若您對寶貝有 

需要加油的實踐項目請提供給老師，謝謝您 

的配合。 

         我是好寶寶 

實踐項目： 

1. 

 

2. 

 

＊家長提供的實踐項目 

 
＊家長提供的實踐項目 

 

＊家長提供的實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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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如何選擇幼兒圖畫書？ 

一、考慮孩子的身心發展：不同階段的孩子，其身體與動作發展、認知與智力發 

展、語言發展、情緒、人格與社會發展均不同，自然在閱讀的偏好及需求上 

有所區別。 

二、配合孩子的興趣需求：讓孩子閱讀他所喜歡的書，他才能夠保持濃厚的興趣， 

主動閱讀、持續閱讀。孩子的興趣通常可以從他的休閒活動、專長、寵物、喜 

歡的科目、電視節目…看出來。 

三、參考圖畫書獎項：得獎的圖畫書是深受專業人士肯定的好書，也是品質的保 

證。 

（一）世界圖畫書大獎：美國凱迪克大獎、英國格林威大獎、德國繪本大獎、 

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最佳選書、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大獎、國際安 

徒生獎…。 

（二）國內圖畫書重要獎項：信誼幼兒文學獎、兒童文學牧笛獎、中華兒童文學 

獎、小太陽獎…。 

四、參閱書評級網站：如兒童文學研究所、小人兒書鋪、兒童文化館、小書蟲童 

書坊、 Kids兒童館…。 

五、審慎評鑑圖畫書：圖畫書的好壞可以從版式、內容、插畫等三方面來考慮。 

    （一）版式方面： 

1.包括封面、蝴蝶頁、扉頁設計、主題內容、文、圖、章節標題及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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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字體：字體大小適中及正體字。 

    3.紙張不會反光。 

    4.紙質堅韌不易破損。 

    5.墨色濃度恰當，色彩調和。 

    6.裝訂牢固。 

   （二）內容方面： 

    1.文辭：行文流暢、用字遣詞難易適中、句法正確、語意清楚、詞彙豐富、 

避免性別、種族刻板印象。 

    2.主題：闡揚人性的光明面、傳遞正確的價值觀、正確示範解決問題的方法。 

    3.處理技巧：文字分量恰當、情節安排有連慣性、內容適合孩子的理解程度、 

彰顯主題避免教訓意味、角色刻畫善用對話手法、背景符合內容需要、情 

節、角色、主題與背景一致不互相矛盾。 

   （三） 插畫方面： 

    1.主題掌握：插畫與內容相呼應、插畫能延伸內容的意涵。 

    2.構圖：畫面和諧具創意、色彩調和、筆觸自然而附有生命力、比例掌握恰 

當、質感豐富、人物配置安排得當。 

    3.表現手法：表現手法配合圖畫書的題材、內容與讀者、使用的媒材能烘托 

故事的氣氛、所運用的線條、形狀及色彩能延伸故事意函。 

  摘錄自心理出版社  林敏宜著（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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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的選擇 

在幼稚園中，教師若能善用繪本當有助於幼兒的學習，然而，並非所有的繪本均可達

到幫助幼兒成長的目的。亦即，在幼稚園中並非僅是提供大量的繪本讓幼兒閱讀即可，

教師們更須審慎選擇繪本。 

一、瞭解幼兒 

幼兒的興趣永遠是繪本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教師宜針對幼兒的長期興趣、

短期興趣、家庭狀況、人際關係、嗜好、能力、將來的志願或計畫等，為幼兒選

擇適合的繪本。由於目前市面上繪本所探討之主題內容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所

以，教師更可以配合著幼兒的各項發展，為幼兒們提供最適合之繪本。 

二、瞭解繪本 

身為教師，若能經常閱讀幼兒圖畫書或留意出版狀況，有助於掌握幼兒的閱讀興

趣。當然不可能要求教師閱讀每一本幼兒讀過的繪本，不過，教師仍可以透過下

列的方式掌握最新的資訊：請教圖書館員最新的繪本出版概況、與同事分享有關

幼兒圖畫書的訊息、、閱讀書評。再者，教師可以更有效的建立自己的閱讀計畫，

如先以得獎的作品、暢銷作品或適合自己所教之幼兒的作品為開頭。 

而一本好的繪本應具備有內容相關性和品質優良性兩個特質。 

1、 內容相關性---與幼兒的生活經驗有關，無論此經驗是好還是壞的。而除 

 了與幼兒的生活經驗有關的主題外，幼兒感到好奇有趣的主題，亦是幼兒 

繪本選擇的好題材。 

2、 品質優良性---高品質的幼兒繪本應具有原創性、重要性、創意性、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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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流傳性等五個要素。 

（1） 有原創性：文字、插圖或主題構想的開發乃是作者自創的。 

（2） 重要性：內容主題是幼兒成長學習過程中會經歷的重要概念。 

（3） 創意性：在插畫、文字或故事情節上能展現心意與巧思。 

（4） 優美性：在繪畫及文字上能呈現美感。 

（5） 流傳性：能保持閱讀者之興趣且具有持久的價值。 

三、考慮挑戰性 

每本繪本所使用的文字難易度或圖像複雜度各有不同，而每位幼兒在閱讀能力、

聽解能力和概念理解能力的程度亦各有差異性，因此，，如何做好繪本困難度與

幼兒程度的配對，將是繪本選擇時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基本上，教師在做選擇

配對時，應考慮挑戰性，因為適當的挑戰性不僅可以激發幼兒的興趣，更可以引

導幼兒對繪本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更深一層的欣賞。 

四、增進教師評析繪本的能力 

除了瞭解幼兒繪本的故事要素和視覺要素外，教師亦可藉由大量廣泛的閱讀，或

常與朋友、教師、家長及幼兒討論繪本的內容而提昇自己評析繪本的能力。 

摘錄自教育部出版 （繪我童年．閱讀起飛～幼稚園繪本教學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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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三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99.11.08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 

次建議之改善情

形 
 

1.老師和幼兒互動良好，幼兒參與活動狀況非常踴躍，可持

續用這種遊戲活動的方式進行教學。 

改善情形：老師在教學設計方面，會依幼兒興趣，透過遊

戲的方式，吸引孩子，讓孩子從做中學。（附件一） 

2.依弟子規的內容七個單元，整理出可搭配的相關繪本。 

改善情形：已將弟子規的內容七個單元，彙整出可搭配的

相關繪本。（附件二） 

3.選擇教材時要考量幼兒的需求，分析這學期的主題，將弟

子規相關單元搭配到教學主題的活動中。 

改善情形：已將弟子規相關單元彙整出搭配到的教學主題

活動中。（附件三） 

4.鼓勵幼兒閱讀活動，親子共讀需考量家長的時間與知識、

經驗背景，適合故事較短的書，不適合太長的故事。 

改善情形：每週五請小朋友進行借書活動，老師將適合的

繪本放於書櫃中請幼兒自行選擇借閱的圖書。親子共讀進

行方式，利用共讀單小朋友以圖畫方式畫出來。 

（附件四） 

本次輔導目標 

1.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3主題教材 

1-3統整品格教育於課程中的能力： 
1-3-3透過活潑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等，學習適

當的生活禮儀與常規的行為表現。 
2.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1親子共讀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討論教師教學的情況。 

本次輔導內容 

1.教師的繪本教學技巧。（1-1- 1）  
2.主題活動與繪本的結合與運用。（1 -1- 1）（1 -1- 3） 
3.閱讀學習單的設計與應用。（1-1- 1）（2 -1- 1） 
4.瞭解幼兒繪圖能力。（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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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5.教學活動內容的討論與建議。（1 -1- 3）（1 -3- 3）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 在繪畫方面，有些幼兒較沒信心，會擔心自己沒畫好，或

不敢嘗試而說不會，老師可以舉一些幼兒自己或其他人成

功的經驗作例子來予以鼓勵。 

2. 繪本欣賞方面，建議老師可重複故事內容多次，並製作學

習單，把幾頁的故事內容整合起來，鼓勵孩子重組內容並

思考把內容畫出來，如此引導孩子能更深入地利用圖畫書

的啟發而得到學習。 

3. 圖畫書的挑選要著重其教育性與啟發性，視實際狀況與弟

子規的教學搭配。如：爸爸走丟了，是一本很能吸引幼兒

注意力及培養觀察力的圖畫書。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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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老師在教學設計方面，透過遊戲的方式 

＊圖卡、字卡找好朋友遊戲 

 
＊伊比呀呀按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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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箱遊戲 

 
＊實物與字卡配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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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四湖國小品格教育弟子規融入繪本教學 

弟子規內容 繪本 備註 

入則孝 

（家庭） 

孝順的故事（人類） 永遠愛你（和英）  

猜猜我有多愛你（上誼）  

逃家小兔（信誼） 

我爸爸（格林）   

爸爸你愛我嗎？（三之三）  

小綠不見了（狗狗圖書） 

方眼男孩（漢聲） 

我們的媽媽在哪裡（上提） 

你和我在一起（上誼） 

 

出則悌 

（手足平輩 

長輩） 

勇敢的莎莎（三之三）   

佳佳的妹妹不見了（漢聲） 

波利的新妹妹（台灣麥克） 

想念奶奶（和英） 

最特別的東西（台灣麥克） 

小象歐利找弟弟（麥田）  

我的妹妹是跟屁蟲（信誼） 

先左腳再右腳（漢聲）  

爺爺一定有辦法（上誼） 

樓上的外婆樓下的外婆（台灣麥克） 

 

謹 

（生活習慣） 

最喜歡洗澡（台灣麥克） 

朱家故事（英文漢聲） 

汪達的亂髮（華一） 

慌張先生（信誼） 方眼男孩（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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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盼愛電視（天下） 

國王的新衣（花旗） 

衣裳小公主（小魯） 

紙袋公主（遠流） 

好髒的哈利（遠流） 

爸爸走丟了（漢聲） 

信 

（人際關係） 

用愛心說實話（和英）  

畢老師的蘋果（格林） 

是蝸牛開始的（三之三） 小木偶（花旗）  

誠實的故事（人類） 

兔子小白的禮物樹（上誼） 

我有友誼要出租（上提）  

三個好朋友（上提） 

沒有你我怎麼辦？（上人）  

提歐和里歐（上人） 

小黑交朋友（人類）寂寞的凸凸（人類） 

我們是好朋友（漢聲） 

生氣湯（上誼） 

 

汎愛眾 

（關懷） 

第一百個客人（格林）  

你是媽媽的驕傲（華一） 

魯拉魯先生的庭院（小魯） 

鱷魚先生放假了（漢聲） 

分享的故事（人類） 

再見，斑斑（漢聲） 

阿比忘了什麼（格林） 

一片披薩一塊錢（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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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和春天（格林） 

奉茶（青林） 

我的妹妹聽不見（遠流） 

我的姊姊不一樣（遠流） 

拼被人送的禮（青林） 

小克找媽媽（人類） 

親仁 

（人與萬物） 

我永遠愛你（上誼）  獾的禮物（遠流）  

像新的一樣好（漢聲） 

你們說，這片草原美不美（漢聲） 

誰在敲門（信誼） 

米羅和發光寶石（上誼） 

小白醫生（格林） 

 

餘力學文 

（做人處事） 

叔公的理髮店（三之三）   

花婆婆（三之三） 

田鼠阿佛（上誼） 

好朋友（上誼） 

大手握小手（格林） 

小不點交朋友（人類） 

不半途而廢（人類） 

龜兔賽跑（小馬哥）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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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四湖國小附幼教學主題單元搭配弟子規與繪本 

 

週

次 
日期 

教學主題 

單元 
弟子規 相關繪本 

10 11.01--11.05 我是清潔寶寶 朝起早～輒淨手  最喜歡洗澡 

11 11.08--11.12 香香花衣裳 冠必正～下稱家  

國王的新衣 

爸爸走丟了 

紙袋公主 

12 11.15--11.19 漂亮寶貝 對飲食～最為醜  
汪達的亂髮 

好髒的哈利 

13 11.22--11.26 環境妙管家 房室清～心先病  
朱家故事 

魯拉魯先生的庭院 

14 11.29--12.03 大自然清潔夫 凡是人～地同載  花婆婆 

15 12.06--12.10 哇，好冷 冬則溫～業無變  誰在敲門 

16 12.13--12.17 小小熱精靈 事雖小～親心傷  
方眼男孩 

盼盼愛電視 

17 12.20--12.24 聖誕快樂 將加人～報恩長  第一百個客人 

18 12.27--12.31 亮亮國 能親仁～百事壞  獾的禮物 

19 1.03--1.07 我是小太陽 待婢僕 --方無言  鱷魚放假了 

20 1.10--1.14 暖暖中國年 同是人 --色不媚  
我的妹妹聽不見 

我的姊姊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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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親子共讀進行方式，利用共讀單小朋友以圖畫方式畫出來。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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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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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親子共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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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四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幼

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姓

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99.12.06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前 

次建議之改善情形 
 

4. 在繪畫方面，有些幼兒較沒信心，會擔心自己沒畫好，

或不敢嘗試而說不會，老師可以舉一些幼兒自己或其他

人成功的經驗作例子來予以鼓勵。 

改善情形：有幾個年紀較小的孩子對畫畫較沒自信， 

  老師透過作品分享讓孩子欣賞自己和別人的作品並鼓勵

每個孩子畫得很好的地方，讓幼兒能增加其自信。孩子已

漸漸對繪畫有信心，都在進步中。 

（附件一） 

5. 繪本欣賞方面，建議老師可重複故事內容多次，並製作

學習單，把幾頁的故事內容整合起來，鼓勵孩子重組內

容並思考把內容畫出來，如此引導孩子能更深入地利用

圖畫書的啟發而得到學習。 

改善情形：老師先選擇一本繪本---汪達的亂髮，把三 

  至四頁的內容，各選一句話，製作成一張學習單，幼 

  兒重組內容並思考把內容畫出來。最後老師把學習單 

  訂製成一本汪達的亂髮小書。（附件二） 

6. 圖畫書的挑選要著重其教育性與啟發性，視實際狀況與

弟子規的教學搭配。 

改善情形：目前繪本「爸爸走丟了」搭配於「香香花 

  衣裳」單元、「菲菲生氣了、汪達的亂髮」搭配「漂 

  亮寶貝」單元、「魯拉魯先生的庭院、朱家故事」搭 

  配「環境妙管家」單元、「花婆婆、垃圾去哪裡？」 

  搭配「大自然清潔夫」單元。 

本次輔導目標 

1.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3主題教材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討論教師教學的情況。 

本次輔導內容 
1.繪本與主題教學結合之教學活動。（1-1- 1）（1 -1- 3）  
2.教學檔案及主題網設計審視與建議。（1 -1- 3） 
3.進一步探討閱讀學習單的設計與應用。（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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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 閱讀學習單的版面稍小，如能將版面增大，孩子繪畫的

空間較大易於發揮。學習單中語句的完整性要加強，建

議能連貫成一個通順的小故事。繪畫材料的運用，除了

彩色筆外也可適度提供其他用具，如蠟筆等，可表現出

不一樣的感覺。 

2. 老師可整理與主題活動結合的相關繪本，新增入主題網

內。 

3. 參閱教學檔案後，建議老師將各個活動的照片，統整性

地以該活動名稱當標題，如此能讓人看了更加清楚。 

4. 為了能早日完成圖書資料的充實，除了向教育部提出「改

善教學環境設備經費」的申請以充實圖書資料外，也同

時向校長建議在學校經費許可的範圍內，繼續添購相關

的圖畫書。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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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幼兒繪畫方面，孩子已漸漸對繪畫有信心，都在進步中。 

＊剛開學小崇的畫 

 

＊12月小崇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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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學小昱的畫 

 
＊12月小昱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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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製作學習單，把學習單訂製成一本汪達的亂髮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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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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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五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100.01.03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次建議之改善

情形 
 

1.閱讀學習單的版面稍小，如能將版面增大，孩子繪畫的空

間較大易於發揮。學習單中語句的完整性要加強，建議能

連貫成一個通順的小故事。繪畫材料的運用，除了彩色筆

外也可適度提供其他用具，如蠟筆等，可表現出不一樣的

感覺。 

改善情形：因誰在敲門的閱讀學習單已經設計完成，所以

於下一本繪本再將版面增大。已漸加強句子的完整性，如：

「哇！溫暖的陽光撒在樹公公的身上，新發的嫩葉，被照

得閃閃發光。一陣風兒吹過，寬寬和容容好像聽到了樹公

公輕柔的道謝聲！」誰在敲門的封面讓孩子用蠟筆來畫出

不一樣的感覺。附件（一） 

2.老師可整理出與主題活動結合的相關繪本，新增入主題網

內。 

改善情形：老師已整理出與主題活動結合的相關繪本，新

增入主題網內。如附件（二）如附件（三） 

3.參閱教學檔案後，建議老師將各個活動的照片，統整性地

以該活動名稱當標題，如此能讓人看了更加清楚。 

改善情形：從第四個主題---溫暖的冬天開始，將各個活動

的照片，以該活動名稱當標題。 

4.為了能早日完成圖書資料的充實，除了向教育部提出「改

善教學環境設備經費」的申請以充實圖書資料外，也同時

向校長建議在學校經費許可的範圍內，繼續添購相關的圖

畫書。 

改善情形：利用學校設備費添購： 

  1.立體視界圖畫書 5本 

  2.變變變棉花糖精靈 12本書 

  3.繪本看世界（全套 15書+20CD） 

4.我的知識繪本 12本書。 

如以後有多餘經費再充分利用，另外可充分運用國小的圖

書館藏書。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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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輔導目標 

1. 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3主題教材 

1-2轉化成對幼兒有意義的實際生活事例的能力： 
1-2-1生活禮儀，如有禮貌、說好話 
1-2-2生活常規，如良好生活習慣 
1-2-3尊人愛物 

1-3統整品格教育於課程中的能力： 
1-3-3透過活潑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等，學習適

當的生活禮儀與常規的行為表現。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討論教師教學的情況。 

本次輔導內容 

1.繪本教學的分享與提問技巧。（1-1- 1） 
2.相關教學資源融入品格教育的過程問題及解決方法。  
（1 -1- 1）（1 -1- 3）（1 -3- 3） 
3.審視生活禮儀、常規實施項目的成效。 （1 -2- 1） 
（1- 2- 2）（1–2 - 3）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 配合本園現有師生比率，實施繪本教學時，老師可主要採

用展示繪本來進行故事分享，讓幼兒能看到老師的表情、

肢體動作，在溫馨的情境中有助幼兒融入故事。若故事中

有描寫特別的情境，如：夜晚、光影的運用…等，亦可考

慮用大螢幕投影的方式呈現。故事分享之後的提問，要設

計與品格教育相關的問題，配合幼兒的發展與能力，可以

在重複多次介紹故事後，從繪本中直接抽出相關的語句來

作為問題，以幫助孩子從故事中直接回憶應用。 

2. 相關教學資源融入品格教育的過程：從教學到故事分享到

幼兒表達到好寶寶的實踐，希望孩子可以依循個過程來引

導：欣賞→體會→提取（故事中的直接訊息）→實踐（再

回到欣賞的循環迴圈）。 

3. 審視生活禮儀、常規實施項目的成效。有二、三個孩子的

家長難以配合評量其子女在好寶寶的家庭實施項目，建議

可將其在校實施項目酌量增加。老師要鼓勵這些孩子努力

表現，保證他們有機會和其他孩子得到同樣多的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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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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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誰在敲門的閱讀學習單---封面讓孩子用蠟筆畫出不一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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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四湖國小附幼教學主題單元搭配弟子規與繪本 

週

次 
日期 

教學主題 

單元 
弟子規 相關繪本 

10 11.01--11.05 我是清潔寶寶 朝起早～輒淨手  最喜歡洗澡 

11 11.08--11.12 香香花衣裳 冠必正～下稱家  

國王的新衣 

爸爸走丟了 

紙袋公主 

12 11.15--11.19 漂亮寶貝 對飲食～最為醜  
汪達的亂髮 

好髒的哈利 

13 11.22--11.26 環境妙管家 房室清～心先病  
朱家故事 

魯拉魯先生的庭院 

14 11.29--12.03 大自然清潔夫 凡是人～地同載  花婆婆 

15 12.06--12.10 哇，好冷 冬則溫～業無變  誰在敲門 

16 12.13--12.17 小小熱精靈 事雖小～親心傷  
方眼男孩 

盼盼愛電視 

17 12.20--12.24 聖誕快樂 將加人～報恩長  第一百個客人 

18 12.27--12.31 亮亮國 能親仁～百事壞  獾的禮物 

19 1.03--1.07 我是小太陽 待婢僕 --方無言  鱷魚放假了 

20 1.10--1.14 暖暖中國年 同是人 --色不媚  
我的妹妹聽不見 

我的姊姊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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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利用學校設備費添購的圖書。 

立體視界圖畫書 

 

繪本看世界 

 

變變變棉花糖精靈 

 

我的知識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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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六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100.03.07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次建議之改善 

情形 
 

1. 實施繪本教學時，老師可主要採用展示繪本來進行故事分享。

故事分享之後的提問，要設計與品格教育相關的問題，配合幼

兒的發展與能力，可以在重複多次介紹故事後，從繪本中直接

抽出相關的語句來作為問題，以幫助孩子從故事中直接回憶應

用。 

改善情形：老師實施繪本教學時 ，主要採用展示繪本來進行故

事分享。如繪本－－紅公雞的提問：「紅公雞在散步時，發現

了什麼事？」「母雞為什麼不幫忙？」「後來為什麼紅公雞決

定要自己孵蛋呢？」「孵蛋的時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嗎？」

「蛋孵出來了嗎？」「如果你是紅公雞你會怎麼做？」「你想

向紅公雞學習什麼樣的行為？」「你有幫助過別人的經驗嗎？」

（附件一） 

2. 從教學到故事分享到幼兒表達到好寶寶的實踐，希望孩子可以

依循四個過程來引導。 

改善情形：老師從主題教學的融入（綠色生活家）到故事：「爺

爺一定有辦法」，「像新的一樣好」的分享，到幼兒會主動互

相提醒可回收的物品及愛惜物品，最後能實踐資源回收的依循

過程來引導孩子。（附件二） 

3. 有二、三個孩子的家長難以配合評量其子女在好寶寶的家庭實

施項目，建議可將其在校實施項目酌量增加。 

改善情形：本學期的好寶寶實施，在表格方面有調整，家庭和

學校可一起進行，讓一些孩子在學校同樣能得到鼓勵。 

（附件三）  

本次輔導目標 

2. 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3統整品格教育於課程中的能力： 

1-3-3透過活潑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等，學習適當的
生活禮儀與常規的行為表現。 

3. 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2我是好寶寶記錄 
2-1-3家事學習單記錄 

2-2鼓勵幼兒類化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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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在學校生活中實踐 
2-2-2在家庭生活中實踐 
2-2-3關懷生命與環境 

3.教師能發掘實踐的深層意義性並加以回饋至後續的教學引導
中： 
3-2營造尊重與關懷的家園關係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討論教師教學的情況。 

本次輔導內容 

1、繪本教學在品格教育的運用（2 - 2- 1）（2 -2- 3） 
2、繪本延伸教學的活動方式 （1-3-3） 
3、品格教育在家庭實施的方式（2 -1- 2）（2 -1- 3） 
（2 -2- 2）（3-2）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4. 繪本教學在品格教育的運用方面：依照主題來訂定品格教育的

實施方向，此次主題是綠色生活家，訂定的品格教育是－－盡

責，繪本的選擇有：紅公雞、爺爺一定有辦法、像新的一樣好、

花婆婆，透過繪本及資源回收來關懷環境、愛物惜物，讓幼兒

都能盡己之責。幼兒在閱讀書本時發現破損，建議可請小朋友

修補。照顧盆栽方面同時能請小朋友裝飾盆栽：如寫鼓勵的

話、畫鼓勵的畫…等會更有意義。 

5. 繪本延伸教學的活動方式：有深耕閱讀學習單、親子共讀閱讀

學習單。親子共讀閱讀學習單可增加認字或仿寫的練習。繪本

教學也可視孩子的吸收情況鼓勵孩子記憶故事情節，可進行角

色扮演遊戲，增進孩子對故事的瞭解及記憶。 

6. 品格教育在家庭實施的方式：我是好寶寶，家長對孩子在家的

行為，更能針對個別狀況提出適當的實施項目。 

建議修正好寶寶的表格格式，在實施項目方面應涵蓋（1）延

續上學期的項目（2）品格、主題方面的項目（3）家長個別需

求項目 1～2項，並鼓勵每天去實踐。 

4.其它教學建議：（1）學習區活動的展示（2）主題網的呈現（3）

行事曆加入主題名稱及學習區活動（4）飲水機的擺設位置。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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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導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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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紅公雞的團討記錄： 

★紅公雞在散步時，發現了什麼事？ 
  15號同學：蛋 
★母雞為什麼不幫忙？ 
  3號同學：因為不是牠們的蛋，別人的蛋要放回去。 
  4號同學：母雞說我們沒有離開過窩，不可能掉，不是我們的蛋。 
  8號同學：因為牠們要照顧自己的蛋和小孩沒有空。 
★後來為什麼紅公雞決定要自己孵蛋呢？ 
  19號同學：沒有人要幫紅公雞。 
  7號同學：母雞不幫牠孵蛋。 
  5號同學：因為外面很危險。 
  4號同學：不然蛋會被蛇吃掉。 
★孵蛋的時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嗎？ 
  5號同學：不是，都要待在屋子裡。 
  10號同學：不是，要孵很久。 
★蛋孵出來了嗎？ 
4號同學：睡完覺就孵出來了。 
2號同學：孵出了一隻小雞。 

★如果你是紅公雞你會怎麼做？ 
  17號同學：我會自己照顧小雞。 
  3號同學：我會自己顧蛋。 
  18號同學：我會帶小雞去散步。 
  19號同學：我會自己孵蛋。 
  9號同學：我會帶牠去玩耍。 
  5號同學：把蛋放回去原來的地方。 
  12號同學：我會帶牠去吃冰。 
★你想向紅公雞學習什麼樣的行為？ 
  18號同學：學習負責的行為—自己孵蛋。 
  1號同學：學習負責的行為—帶小雞去散步。 
  4號同學：學習勇敢的行為—保護蛋，不要被蛇吃掉。 
★你有幫助過別人的經驗嗎？ 
   20號同學：幫小朋友排鞋子。 
  11號同學：幫姊姊掃地。 
  13號同學：幫媽媽掃地、擦桌子。 
4號同學：幫姊姊把鉛筆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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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幼兒進行資源回收 

佈置資源回收的地方 

 

小朋友將可回收物品進行回收 

 

小朋友將可回收物品進行回收 

 

小朋友將可回收物品進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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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我 是 好 寶 寶 
※親愛的家長本月有六項實踐項目，請依據這六項實踐項目，每週任選三項實施，並 

請將實施項目填寫入空格中。若您覺得孩子有個別需要再加強的項目可填在第 4項 

及第 5項空白處。謝謝！ 

※親愛的小朋友以上的實踐項目你做到了嗎？如果做到了就是乖寶寶喔！記得要請 

爸爸媽媽幫你在空格中打ˇ和簽名喔！  

※實踐項目如下：1.吃東西會細嚼慢嚥    2.吃完餐點後會收拾整理 

                3.能有禮貌地問候客人  4.對家人會輕聲細語 

                5.發言前我會先舉手    6.我會誠實並說好話 

編

號 
實 踐 項 目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家

裏 

學

校 

 1                

 2                

 3                

 4                

 5                

家長及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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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七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100.03.28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次建議之改善 

情形 
 

1. 幼兒在閱讀書本時發現破損，建議可請小朋友修補。照顧 

盆栽方面同時能請小朋友裝飾盆栽：如寫鼓勵的話、畫鼓勵

的畫…等會更有意義。 

改善情形：幼兒在閱讀書本時發現破損，會主動拿膠帶來 

幫忙修補。我會照顧盆栽方面，請小朋友分組，每個幼兒負

責一個星期為小花澆水，其他幼兒每天和小花說說話祝福

它、鼓勵它，並寫出鼓勵的話、畫出鼓勵的畫，裝飾在牆壁

上。（附件一） 

2. 親子共讀閱讀學習單可增加認字或仿寫的練習。繪本教學 

也可視孩子的吸收情況鼓勵孩子記憶，可進行角色扮演遊

戲，增進孩子對故事的瞭解及記憶。  

改善情形：親子共讀閱讀學習單已增加認字或仿寫的練習表

格，幼兒都將自己認識的字，仿寫在表格內。角色扮演方面，

等幼兒再更熟悉紅公雞的故事情節後，再進行扮演遊戲。（附

件二） 

3. 建議修正好寶寶的表格格式，在實施項目方面應涵蓋（1） 

延續上學期的項目（2）品格、主題方面的項目（3）家長個

別需求項目 1～2項，並鼓勵每天去實踐。 

改善情形：已修正了好寶寶的表格格式，延續上學期的項 

目，如：能有禮貌地問候客人，對家人會輕聲細語；品格、

主題方面的項目，如：吃東西會細嚼慢嚥，吃完餐點後會收

拾整理，發言前我會先舉手，我會誠實並說好話；家長個別

需求項目 1～2項，如：7號同學實踐項目—能保持飯桌乾淨，

能自動彈鋼琴；11號同學實踐項目—會幫媽媽拿東西，會收

拾自己的玩具。 

家庭中的實踐，老師設計了家事學習單，讓孩子能幫忙分擔

家務，瞭解父母的辛苦及學習負責。（附件三） 

4. 其它教學建議：（1）學習區活動的展示（2）主題網的呈現

（3）行事曆加入主題名稱及學習區活動（4）飲水機的擺設

位置。 

改善情形：（1）學習區活動的展示已經慢慢增加，如娃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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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扮演，餐廳的桌椅擺設，幼兒自行設計的菜單，語文

區的經驗圖表。（2）主題網已呈現在白板上。（3）行事曆

加入主題名稱及學習區活動已完成。（4）飲水機的擺設位置，

已請示過主任，主任說待經費核准下來後會裝設區隔拉門。

（附件四） 

本次輔導目標 

4. 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2經典 

1-1-3主題教材 

 1-2轉化成對幼兒有意義的實際生活事例的能力： 

1-2-1生活禮儀，如有禮貌、說好話 

1-2-2生活常規，如良好生活習慣 

5. 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1親子共讀 

2-2鼓勵幼兒類化遷移： 

2-2-1在學校生活中實踐 

2-2-2在家庭生活中實踐 

2-2-3關懷生命與環境 

3.教師能發掘實踐的深層意義性並加以回饋至後續的教學引導

中： 

3-1營造同理的師生及同儕互動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討論與分享教師教學的情況。 

本次輔導內容 

1、班級共讀經驗與心得分享 （1-1-1） 
2、幼兒行為改變的經驗分享（1-2- 1）（1 -2- 2） 
   （2-2- 1）（2 -2- 2）（2 -2- 3）（3-1） 
3、如何善用國小閱讀資源 （1-1-1）（2-1-1） 
4、教學省思（1-1-1）（1-1-2）（1-1-3）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班級共讀方面： 

★有深耕閱讀學習單，讓孩子共同閱讀一本書，多次重複閱

讀，讓孩子熟悉故事情節並把它畫出來。 

★建議選用文字方面較簡單淺顯易懂的繪本，可進行分組角

色扮演，如繪本—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2.幼兒行為改變的經驗分享： 

★從照顧小盆栽方面，孩子每天細心的澆水、和它說好話、

感謝它，幼兒學習到關懷生命、負責及感恩。 

★資源回收的活動讓孩子知道要節約、珍惜，關懷環境、愛

護地球。孩子不僅會自己做環保，主動尋找回收標誌，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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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寶特瓶、廢紙就脫口而出要資源回收喔！同時也無形中

去叮嚀身旁的小朋友、家人去做資源回收。 

★好寶寶的實踐，在家庭中家長能針對孩子需改進的個人行

為提出實踐項目：如早晚按時刷牙、認真完成每件事、能

保持飯桌乾淨、會收拾自己的玩具、不會隨便拿人家東西、

不要看海綿寶寶等。小朋友們都在進步中，實踐項目也都

能做到。 

★建議能指導幼兒宣揚好的行為：引導孩子能講出其他幼兒

做到的良好事情、行為；若看到不好的行為，則能主動提

醒、教他或幫他，以取代原有的打小報告。當幼兒來和老

師分享同儕的好事情時，老師要把握機會給予鼓勵、讚美

或獎勵。 

3.如何善用國小閱讀資源方面： 

★安排參觀國小圖書館，介紹到圖書館應注意事項及圖書館

的使用規則。 

★未來期望與國小結合推行閱讀活動的作法： 

（1）閱讀小碩士及小博士的頒獎。 

（2）閱讀小書蟲，有獎徵答活動。 

4.教學省思： 

★圖畫書和經典做結合，圖畫書和孩子生活經驗較相關，透

過講述過的繪本圖畫書，再配合經典的意義，孩子反芻回

饋，將吸收到的訊息，反應給老師。 

★每天的活動開始『愛、生活與學習的時間』，會依孩子每

天發生的實際行為，做生活常規的提醒。 

★以主題教學的基本課程和品格教育結合，擴大到人與人之

間的信任，做生意要有信用，再結合弟子規「信」的章節，

介紹誠實、有信用的繪本，從生活常規中提醒，信用的重

要性。 

★老師亦會利用網路上的資源教材來幫助孩子學習，增加孩

子的興趣。 

★建議：團討是集眾人之智，要尊重他人發言。為了鼓勵孩

子聽別人說，凡能說出前面的人講的內容而我想到的是什

麼者，老師可給予獎勵，以引導孩子慢慢學習尊重與傾聽

他人。 



49 

 

 

※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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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幼兒主動修補書本 

幼兒主動拿膠帶來幫忙修補書本 

 

幼兒主動拿膠帶來幫忙修補書本 

 

幼兒主動拿膠帶來幫忙修補書本 

 

幼兒主動拿膠帶來幫忙修補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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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照顧小盆栽 

和小花說好話、祝福的話 

 

為小花澆澆水 

 

完成囉！貼個笑臉 

 

把祝福卡佈置在牆上 

 

把祝福卡佈置在牆上 

 

我會照顧小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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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照顧小盆栽 ○1  

愛心小主人：吳亭瑩、吳雅如、吳昱辰 

澆1.

半

杯 水 

2.和花

說

話 說

3.貼微笑貼紙 

 
日 期 吳亭瑩 日 期 吳雅如 日 期 吳昱辰 日 期 吳亭瑩 

3/21（一）  3/28（一）  4/4（一）  4/11（一）  

3/22（二）  3/29（二）  4/5（二）  4/12（二）  

3/23（三）  3/30（三）  4/6（三）  4/13（三）  

3/24（四）  3/31（四）  4/7（四）  4/14（四）  

3/25（五）  4/1（五）  4/8（五）  4/15（五）  

 

日 期 吳雅如 日 期 吳昱辰 日 期 吳亭瑩 日 期 吳雅如 

4/18（一）  4/25（一）  5/2（一）  5/7（一）  

4/19（二）  4/26（二）  5/3（二）  5/8（二）  

4/20（三）  4/27（三）  5/4（三）  5/9（三）  

4/21（四）  4/28（四）  5/5（四）  5/10（四）  



53 

 

4/22（五）  4/29（五）  5/6（五）  5/11（五）  

（附件二） 

＊親子共讀閱讀學習單已增加認字或仿寫的練習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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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已修正了好寶寶的表格格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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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家事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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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習區活動的展示及主題網的呈現 

語文區與主題相關的書本 

及圖片、兒歌掛圖 

 

娃娃家餐廳的桌椅擺設 

 

幼兒菜單設計 

 

幼兒菜單設計 

 

幼兒菜單設計 

 

主題網的呈現 

 



60 

 

四湖國小附幼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主題單元計畫  

週

別 

 日    期 

教學 

主題 

教學主題單元 學  習  區  設  計 

1 2/14-2/19 

 

 

 

 

 

 

 

綠 

 

 

色 

 

 

生 

 

 

活 

 

 

家 

生活好方便 

語文區： 

1.資源回收、環保相關書籍： 

爺爺一定有辦法、像新的一樣好、花

婆婆、種樹的男人、你們說，這片草

原美不美、米羅和發光寶石、一公分

鉛筆、聽那鯨魚在唱歌 

2.有關盒子、瓶罐‧等的繪本故事： 

空灌子真好玩、用紙杯做玩具、牛奶

盒做玩具 

3.有關責任品格的繪本： 

紅公雞、佳佳妹妹不見了、波利的新

妹妹 

4.主題相關兒歌 

5.張貼主題有關的幼兒經驗圖表 

 

科學區： 

1.陳列不同材質的瓶灌，讓幼兒觀察。 

2.陳列不同材質的袋子，讓幼兒觀察。 

 

美勞區： 

1.各式美勞工具及素材：剪刀、膠水 

白膠、色紙、吸管、圖畫紙、臘筆… 

2.利用盒子、袋子、瓶罐等回收資源、

進行廢物創作，如：祝福袋、信封偶… 

 

回收區： 

1.自製資源回收箱‧ 

2.紙類、塑膠類、鐵鋁罐、玻璃類等回

收物品‧ 

3.繪製資源回收標誌。 

 

 

2 2/21-2/25 綠色消費者 

3 2/28-3/04 創意巧巧手 

4 3/07-3/11 我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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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4-3/18 

 

 

 

 

 

 

 

作 

 

 

伙 

 

 

來 

 

 

食 

 

 

飯 

早餐吃什麼？ 

語文區： 

1.與早餐、餐廳、食物、用餐相關書籍： 

  餐點遊戲、14隻老鼠吃早餐、狐貍和

鸛、脆脆蔬菜甜甜果、第一百個客人、

不ㄧ樣的野餐、奉茶、小熊包力刷牙

記、鱷魚怕怕牙醫怕怕、廚房之夜狂

想曲、味覺、乳牛、蔬菜、蘋果、蛋、

魚 

2.有關尊重、信用品格的繪本： 

是蝸牛開始的、用愛心說實話、畢老

師的蘋果、傳家寶被、艾瑪畫畫 

3.主題相關兒歌 

4.張貼主題有關的幼兒經驗圖表 

 

 

益智區： 

1.各種美食的拼圖。 

2.提供食物和餐具的配對圖卡。 

3.數量配對卡：食物卡、數字卡 

4.各式餐具：筷子、湯匙、夾子、碗、

花生、紅豆、海綿 

 

 

美勞區： 

1.各式美勞工具及素材：剪刀、膠水 

白膠、色紙、吸管、圖畫紙、臘筆… 

2.早餐店或招牌設計。 

3.收集廣告單設計菜單 

 

 

娃娃家： 

1.佈置成小廚房：各式餐具、各式食物、

圍裙、廚師帽、錢幣 

 

 

 

6 3/21-3/25 一起上館子 

7 3/28-4/01 來辦桌 

8 4/04-4/08 

 綠色飲食 

 

 

9 4/11-4/15 世界美食大觀 

10 4/18-4/22 小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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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25-4/29 

 

 

 

 

 

 

 

 

 

 

夏 

 

 

天 

 

 

萬 

 

 

花 

 

 

筒 

 

天氣怎麼樣？ 

語文區： 

1.與夏天、太陽、水、天氣等相關的繪

本：天氣、春天、夏天、北風和太陽、

小雨滴去哪裡、春天的聲音、風娃娃

在哪裡、彩色的雲、夏季草兒來接龍、

我要洗手、北極熊危險、圖片。 

2.主題相關兒歌掛圖、字卡。 

3.張貼主題有關的幼兒經驗圖表 

4.有關關懷品格的繪本： 

永遠愛你、波利的新妹妹、先左腳再

右腳我的妹妹聽不見、逃家小兔、猜

猜我有多愛你、我最喜歡爺、星期五

的約會、想念奶奶 

 

 

益智區： 

1.夏天常見植物、動物的拼圖。 

2.省水省電的符號與物品的配對。 

3.疾病三段卡（圖片、名稱、圖片+名稱） 

4.數字卡 

5.夏季水果圖片。 

6.消暑用品：草帽、洋傘、泳衣、電扇 

 

 

美勞區： 

1.各式美勞工具及素材：剪刀、膠水 

白膠、色紙、吸管、圖畫紙、臘筆…

讓幼兒自由創作設計。 

2.調色盤、抹布、水彩筆、廣告原料。 

 

 

娃娃家： 

1.飲料、冰品店：扮演買賣遊戲。 

2.錢幣、招牌、盤子、杯子。 

3.用餐桌椅。 

12 5/02-5/06 熱鬧的夏天 

13 5/09-5/13 夏天好好玩 

14 5/16-5/20 安全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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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23-5/27 

 

 

 

 

 

 

 

 

 

我 

  

 

是 

 

 

大 

 

 

明 

 

 

星 

說故事高手 

語文區： 

1.與主題相關的繪本：巫婆與黑貓、兒

子的大玩偶、國王的新衣、阿拉丁神

燈、白雪公主、三隻小豬。 

2.主題相關兒歌掛圖、字卡。 

3.張貼主題有關的幼兒經驗圖表。 

4.劇團演出的海報、門票及明星藝人的

海報圖片。 

5.有關勇氣品格的繪本： 

膽小獅特魯魯、小黑魚、用腳飛翔的

女孩、勇敢的莎莎、我好擔心、愛你

本來的樣子、勇敢的小鴨、媽咪我怕、

寶貝別怕、和事佬彩虹魚、波波學溜

冰 

 

 

美勞區： 

1.各式美勞工具及素材：剪刀、膠水 

白膠、色紙、吸管、圖畫紙、臘筆…

讓幼兒自由創作設計。 

2.提供黏土及黏土工具，供幼兒創作故

事人偶等造型。 

3.準備信封袋、養樂多罐、毛線、色紙、

白膠、通草等素材，供幼兒創作故事

人物的裝飾物。 

 

 

娃娃家： 

1.製作、佈置故事偶台。 

2.收及表演的服裝、使用道具，例如：

樂器、麥克風…等。 

3.來演偶戲：偶戲台、手指偶、布偶、

手套偶、布袋戲偶…等。 

16 5/30-6/03 偶來演戲 

17 6/06-6/10 小小歌唱家 

18 6/13-6/17 舞林高手 

19 6/20-6/24 超級星光大道 

20 6/27-6/30 才藝大車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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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八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100.04.28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次建議之改善 

情形 
 

1. 建議選用文字方面較簡單淺顯易懂的繪本，可進行分組角色扮

演，如繪本—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改善情形：利用繪本—鱷魚怕怕牙醫怕怕來進行角色扮演及分

組扮演，幼兒製作頭套讓扮演更生動。（附件一） 

2. 建議能指導幼兒宣揚好的行為：引導孩子能講出其他幼兒做到

的良好事情、行為；若看到不好的行為，則能主動提醒、教他

或幫他，以取代原有的打小報告。 

改善情形：每天的活動開始『愛、生活與學習的時間』，鼓勵

孩子講講其他幼兒做到的良好事情、行為，有哪些很棒的行為

是值得學習的。同時推行了日行一善善行記錄簿的活動，記錄

每天所做的好事、幫助別人的事。（附件二） 

3. 如何善用國小閱讀資源方面： 

★安排參觀國小圖書館，介紹到圖書館應注意事項及圖書館的

使用規則。 

★未來期望與國小結合推行閱讀活動。 

（1）閱讀小碩士及小博士的頒獎。 

（2）閱讀小書蟲，有獎徵答活動。 

改善情形： 

★我們安排參觀國小圖書館，並藉此機會讓孩子在圖書館看

書，小朋友都很喜歡，有的小朋友還問下次什麼時候再去。 

（附件三） 

  ★已徵得學校同意，期末一起提報閱讀小碩士及小博士獎勵。 

    閱讀小書蟲，有獎徵答活動，因國小題目較困難，所以我們 

    決定自行舉辦抽獎活動。（附件四） 

4. 建議：團討是集眾人之智，要尊重他人發言。為了鼓勵孩子聽

別人說，凡能說出前面的人講的內容而我想到的是什麼者，老

師可給予獎勵，以引導孩子慢慢學習尊重與傾聽他人。 

改善情形：在團討時鼓勵孩子聽別人說，凡能說出前面的人講

的內容而我想到的是什麼者，老師則畫一個好棒給予鼓勵，並

多給予平時較少發言的孩子機會。希望這樣慢慢的引導孩子，

能讓他們學習更加專注及專重與傾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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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輔導目標 

6. 充實教師引導品格教育的教育能力 

1-1掌握相關教學資源的能力： 

1-1-1圖畫書 

1-1-2經典 

1-1-3主題教材 

7. 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的生活習慣 

2-1鼓勵家長參與： 

   2-1-1親子共讀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檢視與分享教師教學成長與成效。 

本次輔導內容 

1、檢視親子共讀的成效 （2-1-1） 
2、繪本教學實施過程的成長 （1-1-1） 
3、檢視經典教育的成效（1-1-2） 
4、教師自省與回饋（1-1-1）（1-1-2）（1-1-3）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親子共讀的成效： 

★有些家長說：小朋友在家會主動唸故事給爸爸媽媽聽。 

★仿寫字的數量持續增加。 

★認字能力漸漸進步。 

★增進親子情誼，讓父母親利用親子共讀的時間，陪陪孩子、

說說話。 

2.繪本教學實施過程的成長： 

★專注力提高：幼兒對繪本教學時能更專注的聆聽故事。 

★幼兒更喜歡閱讀，會主動利用時間去閱讀書本。 

★繪圖能力進步：配合深耕閱讀單，幼兒在繪圖方面明顯的進

步了，同時對繪畫更有興趣及信心。 

3.檢視經典教育的成效： 

  從弟子規的教學，孩子思考並與生活經驗作結合，內化在心

裡，適時的反應給老師，以下為二個例子： 

★有一天早上，在某個小朋友的抽屜發現櫃子夾層板的螺絲，

老師利用時間和孩子討論，並利用故事的方式來機會教育，

在討輪到：不是我們的東西不可以拿，要經過別人同意時，

19號同學即說：「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以

後有發生類似情形時，其他小朋友也都會說「用人物，須明

求，倘不問，即為偷。」這句弟子規來提醒。 

★做辦桌學習單時，16號同學一邊畫一邊說：「飲酒醉，最為

醜」，老師問他為什麼說這句，他說去吃辦桌時有的人都會

喝酒，喝醉了不好看很醜。 

4.教師自省與回饋： 

★教學方面：輔導前在品格教育的實施方面，是利用靜思語、

弟子規教學，雖然也有搭配故事來引導，但沒有搭配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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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經過輔導，從剛開始的摸索到現在已經找到一個模式去做

了，利用弟子規、繪本與主題三方面互相搭配，並融入於生

活經驗中。教學過程中老師會思考活動內容、時間的安排，

抓出孩子的學習節奏，何時繼續、何時休止。 

★幼兒實踐方面： 

☆好寶寶內容格式的設計，一直改良到現在最符合孩子的格

式，一開始是由老師都設計好的固定實踐項目，到改良成涵

蓋（1）延續上學期的項目（2）品格、主題方面的項目（3）

家長個別需求項目 1～2項，並鼓勵每天去實踐。 

☆日行一善善行記錄簿：由於孩子喜歡打小報告，時常會告訴

老師誰怎麼樣，怎麼樣，老師即思考要如何改善，後來引導

小朋友多看同學好的一面，善的行為，多學習、幫助別人。

所以推行了日行一善的活動，把每天所做的好事記錄下來，

並和同學分享，累積下來會發現原來我可以做這麼多好事。 

☆照顧小花：每天有負責的孩子為小花澆水，其他幼兒則負責

和小花說說祝福的話，同一組的小朋友會互相分工合作、互

相提醒，有時會忘記澆水或沒有去祝福小花，其他組員就會

提醒他，等完成澆水、說祝福話後才貼上貼紙。老師發現我

們的小花真的開的很漂亮，小朋友的用心，小花都感受到了。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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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鱷魚怕怕牙醫怕怕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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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怕怕牙醫怕怕分組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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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日行一善善行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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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觀國小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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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小書蟲尋寶遊戲 

1. 請問紅公雞看到從卡車上掉下什

麼東西？ 

 

 

 

 

 

2. 請問湯米提巴頓看到畢老師從水果攤拿了什麼

東西，覺得畢老師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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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小兔子說：「如果媽媽變成爬山的人，牠

要變成什麼躲在花園裡？」 

 

 

小書蟲尋寶遊戲 

※親愛的小朋友，請把正確答案圈起來。 

1.請問阿華把小松的什麼東西用壞了？爺 

  爺幫忙修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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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是誰遇見一隻豬，說：「天啊！你好肥哦！ 

我很驚訝，你的腿竟然沒有被壓垮。」 

             

 

3.請問下過雨後，雨停了，藍藍天空出現了什麼，

天空變得更美麗了呀！」 

 

             
＊小書蟲尋寶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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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小碩士的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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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1「9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第    九    次受輔及輔導報告 

                        受輔及輔導報告 

（每一次受輔由園所及輔導人員共同填寫，且需經輔導人員間確認並簽章）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

幼稚園 
縣市別 雲林縣 

輔導人員 

姓名 
簡美宜 

輔導日期 100.06.10 輔導時間 自 8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園所依輔導人員 

前次建議之改善 

情形 
 

1.親子共讀的成效： 

改善情形：小朋友的仿寫、認字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進步

許多，親子相處時間增多，互動更加良好、親密。 

2. 繪本教學實施過程的成長： 

改善情形：幼兒的專注力提高、喜歡閱讀、繪圖能力也進

步。老師方面的成長則是更清楚如何提問的技巧及如何慎

選適合的幼兒讀物。 

3. 檢視經典教育的成效： 

改善情形：弟子規的教學，只要做適當的引導，孩子自然

而然能內化在心裡，當有一天需要用到時，即能做連結並

能從中去瞭解弟子規的內涵與意義。  

4. 教師自省與回饋： 

改善情形：每個活動都融入於品格教育中，是很重要的概

念，利用弟子規、繪本與主題三方面互相搭配，並於生活

實踐（我是好寶寶、日行一善善行記錄簿、照顧小花、家

事小幫手）中，幼兒學習到良好的生活習慣，尊人愛物，

負責有禮貌。 

5.小朋友自己創作自選的角色，進行紅公雞的故事扮演。 

  （附件一） 

本次輔導目標 輔導歷程之心聲與檢討及未來推動品格教育的願景。 

本次輔導方式 
1.實際進班觀察。 
2.成果展現與永續成長之展望。 

本次輔導內容 

1、參與輔導歷程之心聲迴響 
2、輔導歷程回顧與檢討 
3、輔導成果彙整報告 
4、未來持續推動品格教育的願景 

本次改善建議 

（本欄位應由輔

導人員填寫） 

1.參與輔導歷程之心聲迴響： 

教授說：對於兩位老師的成長及持續努力很感動。 

老師方面：輔導讓我們成長了許多，過程中遇到問題的思 

考及改進，雖有時也曾覺得疲憊，但看到這些努力逐漸開 

花結果，內心亦是開心與感動，尤其見到孩子的進步、轉 

變，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其中小展的改變讓我們最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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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展是父母很疼愛的孩子，在家小展所說的話父母都 

相信，也或許因為如此，讓他和小朋友的相處出現一些問 

題，有一天發現他把小朋友彩色筆藏起來，但老師沒有直 

接點破他，因老師希望他能勇敢承認錯誤，（生活實踐的 

我是好寶寶，實踐項目剛好是--能勇敢承認錯誤）剛開始 

他是不願意承認的，老師和他說一些小故事，並跟他說 

「希望你變成一個勇敢、誠實的孩子」，他才小聲的說， 

老師彩色筆是我藏的。後來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小 

朋友對他不好，經過溝通與輔導，小展真的改過並且進步 

了。 

2.輔導歷程回顧與檢討： 

輔導這一年裡我們做到了， 

★教學目標方面： 

（1.）充實幼兒生活適應的知識、技能、情意。 

 （2.）培養幼兒閱讀的能力與主動的閱讀習慣。 

 （3.）培育幼兒發展完整自我與社會適應的良好品格。 

★教學內容方面： 

 （1.）主題教材。 

 （2.）品格教學---核心價值融入主題。 

★教學方法或活動： 

 （1.）圖畫書融入主題：如主題--我是大明星的繪本：巫

婆與黑貓、兒子的大玩偶、國王的新衣、三隻小

豬、、、 

（2.）弟子規融入主題：如主題—作伙來食飯搭配的弟子

規：凡出言～增一辜。 

（3.）生活實踐。 

★教學評量： 

（1.）評量內容：學習評量、生活評量。 

（2.）評量實施者：家長、幼兒自我、教師。 

同時感謝教育部蒞園訪視，張教授給我們的鼓勵及建議， 

讓我們非常受用。 

如主題網方面：上學期將繪本放入主題網內，這學期做 

些微改變，將生活實踐我是好寶寶及核心價值加入，但 

教授建議還是將主題的圖畫書放入主題網內。 

學習評量方面：將繪本部分的評量放入，因評量家長可 

見到孩子的成長及學習效果；老師亦可檢視教學的成效。 

（附件二） 

3.輔導成果彙整報告： 

  ★我的故事小書---深耕閱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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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輔導無須填寫「園所依輔導人員前次建議之改善情形」欄。 

二、每次受輔及輔報告均應附上標註日期及輔導人員到園輔導之輔導照片。 

三、請依照輔導次數填寫相同次數之輔導報告表。 

四、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

學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生活實踐---我是好寶寶。 

★日行一善---善行記錄簿。 

★親子共讀單。 

★小書蟲尋寶遊戲。 

★我是家事小幫手。 

★我會照顧小盆栽。（附件三） 

4.未來持續推動品格教育的願景： 

幼兒的行為表現及家長的回饋中，發現品格教育已逐漸發

酵、深耕，品格教育為長久之教育事業，日後將秉持杜威

「教育即生活」與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理念，作為持續

推動品格教育的原則。以品格適性教育帶好每一個孩子，

許孩子一個充滿愛與希望的未來。  

照片 

(附註一) 

  

校（園、所）長 

簽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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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紅公雞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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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習評量方面：將繪本部分的評量放入。 
綜合學習評量表 

第四主題：我是大明星                   5月 23日～ 6月 30日 
項目 評 量 內 容 良好 尚可 加強 

認
知
發
展 

˙能說出故事構成的元素。    

˙能說出二種故事或戲劇中常運用的偶。    

˙能說出三隻小豬所蓋的是什麼房子？    

˙能說出傳統布袋戲的特色。    

˙知道有彈簧的生活用品。    

˙能說出莎莎做了哪些勇敢的事。    

技
能
發
展 

˙能模仿角色的動作、聲音。    

˙能設計出國王的新衣服。    

˙能隨著音樂敲出節奏。    

˙會製作指偶、棒偶。    

˙能大聲唱出歌曲、活潑的展現律動表演。    

˙能大方的跳蝴蝶舞、兔子舞。    

情
意
發
展 

˙能主動參與故事的討論。    

˙能主動閱讀故事書。    

˙喜歡創作自己的偶明星。    

˙能學習小黑魚勇敢面對問題時的態度。    

˙了解親情的偉大，並能表達出來。    

˙能勇敢的上臺表演。    

＊我喜歡的故事人物或地點： 

 

 

 

 

老師簽章：                   家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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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成果彙整 

★我的故事小書---深耕閱讀單 

      

★生活實踐---我是好寶寶 

 

★日行一善---善行記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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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彙整 

★親子共讀單 

 

★小書蟲尋寶遊戲 

 

★我是家事小幫手 

 

★我會照顧小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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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4-2                                               

 「九十九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受輔園所年度受輔報告表 
縣市別 雲林縣 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幼稚園 

電話 05-7872100 傳真 05-7874980 E-mail angel6960568@gmail.com 

地址 雲林縣四湖鄉四湖村中山東路 37號 

受輔成效說明 

一、受輔前教學情形評估（至少 300字，由園所填寫） 

    本園地處濱海鄉間，因此城鄉的差距相當明顯，加上新住民、隔代教養的孩

子亦不在少數，而有些又是雙薪家庭，家長為了拼經濟賺錢養家餬口…等等，對

於幼童疏於陪伴及教導，致使孩子的行為、常規不如預期，有的脫口而出就是髒

話，甚至於會有肢體上的衝突；另外又因親子互動缺乏，孩子在口語表達及語文

閱讀能力方面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希望藉由此次的輔導，透過教授的觀

察和與教授的深度對話，盼能增強老師的教學技巧，另外，推行親子共讀的活動

盼能增進親子之間的情誼，希望能增進幼兒的閱讀及語文能力，培養幼兒喜歡閱

讀的良好習慣。更希望藉由繪本、主題教學及經典的不朽價值，強化幼兒的心靈

力量，達到尊師敬長、同儕相互尊重、互相幫助，關懷他人、關懷環境…等，奠

定幼兒發展良好品格的基礎。 
二、受輔後教學改善情形（至少 500字，由園所全部受輔結束後填寫） 

    在這一年的輔導過程中，除了孩子各方面進步很多外，老師及家長也收穫豐

碩，真的非常感謝簡教授這麼用心地陪伴我們成長。 

    教授ㄧ開始就很詳實的了解本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實施方式，並在ㄧ開始就給

我們ㄧ個很正確且重要的概念，任何一個活動都能融入品格教育。因此我們將品

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融入主題教學中及學校原來就在推行的經典教育─弟子

規。果然這樣多元的多管齊下，收到很大的效果： 

  ㄧ、繪本教學方面： 

1. 老師對於繪本的選擇進步了，在教學的過程中無論是講述故事、或者是提

問技巧也進步許多，而孩子明顯變得很喜歡閱讀，經常在用完餐點或教學

活動的空檔，他們會主動閱讀圖書，尤其是老師跟他們分享過的繪本更是

愛不釋手。 

2. 而在這過程中我們推行親子共讀活動，家長為了讓孩子完成親子共讀紀錄

表，因此在週六或週日會抽空陪孩子看完一本書，萬一家長真的很忙家中

的哥哥、姊姊也會念故事給弟弟妹妹聽喔，如今經過一年的時間，小瑄除

了固定和小朋友每週借閱一本書外，還會在其他的時間借書回家和媽媽一

起共讀，小瑩也會到鄉立圖書館借書喔！ 

3. 孩子的語文表達能力、認字及閱讀能力進步很多：小展原來只會簡短的句

子，約三到五個字如今可以講到兩個銜接的句子；小崴會幫奶奶唸說明書；

小安不但在家會唸故事給媽媽聽，在學校也會唸故事給較小的幼兒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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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的媽媽也說她最近認識的字增加很多，會自己看故事書了…因此孩子真

的進步很多。 

4. 另外，在學校我們也推行「深耕閱讀單」，透過老師多次的引導，幼兒對

於整本繪本情節、插圖、文字滾瓜爛熟，因此不但增進孩子的複述故事能

力連觀察及繪圖能力也進步很多。 

5. 推行「小書蟲尋寶遊戲」，老師針對講過的繪本設計問題，讓孩子自己去

找答案，增加孩子再次閱讀的機會，答對的幼兒可參加摸彩，因此每個孩

子都很踴躍參與。 

6. 配合國小辦理「閱讀小碩士及小博士」的選拔，共有五位小朋友的親子共

讀單獲得小碩士的殊榮（累積三張小碩士就可以成為閱讀小博士），真不

簡單，這給孩子很大的鼓勵，而其他的幼兒也同時得到增強，他們說：「下

次也會認真做親子共讀單」。 

二、落實幼兒實踐品格教育方面： 

1.推行「我是好寶寶」的生活實踐，獲得家長的肯定與讚賞，家長覺得孩子

在生活禮儀、行為表現都有明顯進步，而他們現在也學會根據孩子的個別需

求，訂定實踐項目，因此不僅僅孩子進步，家長也在成長。 

2.推行「家事學習單」：孩子在家會主動幫忙做家事，媽媽覺得孩子很貼心

尤其是小辰、小慎、小武進步最多，更讓人覺得窩心的是「孩子完成一張後

還會主動要求要繼續再做一張，到目前為止小慎已完成 5張囉！還有很多幼

兒都持續在進行。」。 

3.推行「日行ㄧ善善行紀錄簿」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學校幼兒會主動整理

書櫃、排脫鞋、整理美勞用具、會主動補書，連資源回收也做得很好喔！ 

4.推行「我會照顧小盆栽」活動，孩子分組輪流照顧小盆栽，孩子真心的照

顧和花說祝福的話，化為小花成長的養分，小花則以最漂亮的姿顏回報孩子

真誠的心意。 

三、經典教育推行「弟子規」方面：將弟子規分類，融入主題教學中，再加上

選擇適合的繪本，孩子能了解弟子規所敘述的內容，進而內化：如有一天早

上，在某個小朋友的抽屜發現櫃子夾層板的螺絲，老師利用時間和孩子討

論，並利用故事的方式來機會教育，在討論到：不是我們的東西不可以拿，

要經過別人同意時，小蓁即說：「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以

後有發生類似情形時，其他小朋友也都會說「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

為偷。」這句弟子規來提醒。做辦桌學習單時，小武一邊畫一邊說：「飲酒

醉，最為醜」，老師問他為什麼說這句，他說去吃辦桌時有的人都會喝酒，

喝醉了不好看很醜。因此經典教育只要經過適當的引導，是能發揮很好的效

果的。 
三、省思與收穫（至少 500字，由園所全部受輔結束後填寫） 

    非常感謝簡教授這一年來對我們的協助與支持，雖然我們園裡以往也推行品

格教育，但由於推行時較著重於解說，而缺少「具體實踐」的重要部份,因此成

果也難以顯現，如今透過教授實際進班觀察及深度的對話，教授看到了我們的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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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教授讓我們依照原來的推行方式作為輔導的起點，因此讓老師覺得很有安全

感，每次教授總能傾聽我們在實施時的瓶頸與困難，並給於我們最適切的建議，

而每當我們無法領會時，他總會ㄧ步ㄧ步耐心的引導我們，並不厭其煩地以實際

例子作解說，直到我們明白為止，真的非常感謝教授的用心。 

   在繪本教學上，教授也給我們很好的觀念；當使用繪本教學且學生數不多，

並且能讓孩子看清楚下，不ㄧ定要用視聽器材，因為孩子透過老師的表情及語

氣，更能體會繪本所要傳達的訊息，而且師生的互動會更好。另外，當繪本教學

融入品格教育的過程：從教學到故事分享到幼兒表達到好寶寶的實踐，希望孩子

可以做到四個過程：欣賞→體會→提取（直接的訊息）→實踐→欣賞，這是需要

時間的，因此老師也要有等待孩子成長的時間和空間。 

    而在實施經典教育方面，也曾經讓我們產生一些迷思，這麼艱深的文字、句

子孩子會懂嗎？但是實施後證明只要引導恰當，孩子還是能吸收的。另外，在ㄧ

次偶然的機會裡，看到了『我被十三所學校開除』的影片，主角胡斌先生他現身

說法：『他說ㄧ部弟子規改變了他的ㄧ生，讓他從打打殺殺的流氓變成全職的義

工。』看到他有這樣的轉變,更讓我們有信心繼續走下去，而更重要的是孩子給

了我們很正向的回饋。 

    在輔導的這一年來，雖然忙碌了許多，因為在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我們的不

足，但在同時也激發了我們的潛能，不斷的動動腦，腦海裡總不斷的思索著「怎

麼做會更好？」「怎麼帶領孩子徜徉書海？」「怎麼強化孩子的心靈力量？」…

等等。如今看到孩子進步、家長成長而我們也收穫豐碩，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品格教育是一輩子都應學習的，每個孩子都有其優點，我們要去發現孩子的

優點，放大其優點，讓孩子充滿自信，自然而然他們會找到生命中的亮點，而我

們也將站在目前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相信未來也會更臻美好。 

輔導人員簽章 
 

 

校（園、所）長簽章 
 

 

 

※附註： 

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學 

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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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方案二：輔導人員(學者或資深幼教人員)年度輔導報告表 

立案縣市 雲林縣 輔導園所名稱 四湖國小附設幼稚園 

電話 05-7872100 傳真 05-7874980 E-mail angel6960568@gmail.com 

輔導成效說明 

一、輔導前教學情形評估【至少 300字，由輔導人員(學者或資深幼教人員)填寫】 

本園從 90 年成立以來，教學多以坊間的主題教學為主；教師根據幼童的需

求，自行設計教材為輔。在課程中也融入了生命教育課程如：弟子規及靜思語等，

但成效有限，經檢討省思之後，深覺可能是在實施的方法上需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與修正。本園學區臨近海域，在漁、農產業的社會脈絡下，家庭的結構變遷與社

會的價值調適，對於幼兒的日常生活行為表現造成了一些較為負向的影響。有些

家庭是隔代教養及新住民子女，在生活習慣、言行舉止、同儕互動時較缺乏正向

的表現：如說髒話、肢體衝突、罵人…等等。希望借助本次的輔導，能協助本園

將品格教育融入主題教學活動中，除了應用圖畫書資源來加強聯結現代的生活及

國際化的觀點，同時也借助經典來深化傳統的規範與本土的價值。 

 
二、輔導後教學改善情形 

【至少 500字，由輔導人員(學者或資深幼教人員)於全部輔導結束後填寫】 

經進入現場了解教學場域、情境、教師教學經驗與個人特質及幼兒組成狀況

與班級特質後，與教師共同議定在本園品格教育中採取統整教學的課程原則，以

主題教學為模式，以品格教育為重點。本園在輔導期間的教學改善情形包含： 

一、 配合主題教學的內涵，選擇相符應的品格核心價值進行融入式的品格教

育：主題教學因品格教育的融入而在內容上更為豐富，在活動設計上更植

基於幼兒實際生活。如：本學年最後一個主題是我是大明星，兩位老師將

勇氣的核心價值融入主題教學中，鼓勵孩子踴躍上台發表與表演，實際進

行的教學活動包括班級內的歌唱表演及畢業典禮中的才藝表演。 

二、 良善品格的生活實踐：品格即生活的態度與模式，亦即所思與所行的規範

與指引，所以幼兒舉凡在學校與家庭的日常生活行為都可設定為核心價植

的品格實踐項目。如：日行一善即是要鼓勵幼兒專注於發現自己能對周遭

環境產生的正向影響力，以轉化幼兒曾經出現過的喜歡看見別人缺點的打

小報告傾向。 

三、 傳統經典與現代視聽資源的融合教學：品格教育的教學資源包含弟子規、

圖畫書、普及化的錄影資料等。傳統經典中所反應的價值觀經過與現代生

活的結合轉化後，有助於身陷價值混亂的現代人重新省視不朽價值的存

在，對於教師及幼兒兩造皆具有教學相長的效果。而多元化的教材來源有

助於提高幼兒對於身邊隨手可得的資料的敏感度，可以培養幼兒將來自己

應用現有資源進行反省與學習的能力。 



87 

 

三、未來建議【由輔導人員(學者或資深幼教人員)於全部輔導結束後填寫】 

「真善美」可代表我對教育的基本信念：以真實生活為學習的場域，以良善

價值為行為的準則，以美好幸福為人生的理想。在幼兒階段的品格教育，尤其應

該從正向的角度出發，活用接納、鼓勵、讚美、欣賞的策略。本園兩位老師在教

學上的潛能令我印象深刻，我對於兩位老師在未來面臨不同時空情境的問題解決

能力及教學專業堅持深具信心，謹以下列的教育原則與兩位老師共勉： 

一、記得從幼兒發展、興趣及能力的角度思考：在教與學中的互動中要經常 

提醒自己兼容學習者的角度。 

二、為幼兒增能：讓學習者感受到自己是有能力學習創新、解決問題及承擔

責任的個體。 

三、維繫師生之間的相互關懷關係：讓學習團體中的每一份子都能關愛自

己、關愛他人，並感受到彼此之間情感的正向回饋。 

 

輔導人員簽章 
 

 

 

※附註： 

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學 

術機構轉繳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