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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透過童話教學活動方案的帶領，促進特教班學生習
得處理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學習情形，藉以幫助學生適應環境和陶
冶情感，也促成教師的教學自省與專業成長。研究對象以台中市一所國小自
足式特教班的中、重度障礙學生共 10 人為研究對象，藉由觀察、訪談、討
論及省思日誌等質性方式蒐集及分析。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如下：
1. 童話教學的潛在課程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增進教室互動、有助班級經營。
2. 童話傳達之的意念，有助學生培養分享、合作、和平與同理心等人格特質
3. 討論童話裡的人物有助於學生表現良好的人際互動行為，減少衝突。
4. 學生能認同並學習童話人物知錯能改、原諒別人的高尚情操。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對教師教學與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童話教學、自足式特教班、人際互動

壹、緒 論
一、潛在課程的意涵與特質
鑑於本班特教學生在校人際適應欠佳的問題，例如：人家和他打招呼
卻不理人或不知道要怎麼回應?想法自我中心，不願和人分享玩具和糖
果；吵架時不知道如何化解糾紛，造成他人反感等行為。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在探討分析國小特教班學生童話教學活動的影響。採取質性研究法的參
與觀察、訪談、教師日誌省思，與相關人員對話等方式蒐集資料，深入瞭
解建構童話教學活動的潛在課程及影響。
除了學校規定的正式課程外，學生的身心發展也會被學校預定計劃之
外的一些有意或無意計畫的非正式課程所影響，這些課程即是所謂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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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Anderson（2001）則認為潛在課程常與正式課程結合；常發生
於正式課程之場域中；是為了完成正式課程的教育目標而未被陳述的規
則。總而言之、潛在課程是指學習者從學校環境（包括學校文化、建築、
師生互動、同儕關係）中習得的「非預期」和 「未經計畫」的經驗、知
識、價值觀念或態度。潛在課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屬於有意設計者，例
如身教、境教，讓學生在無形之中受到影響，潛移默化；其二屬於無意的
安排，包含學校教育目標之外的學習結果(黃政傑，1989、1996；張振成，
1997；陳伯璋，1987a）
。林進材（1996）
、張振成（1997）和陳伯璋（1987b）
說明潛在課程的內容如下：（一）學生的學習結果方面：潛在課程偏於非
學術性的學習，如態度、價值、興趣、自我概念等情意的學習，但卻能潛
移默化的影響學生（二）學生的學習環境方面：潛在課程包括物質環境：
教室結構、學校建築、設備；社會環境：師生交互作用、同儕關係、分班
制度、獎懲辦法；文化環境：學校或班級文化、儀式活動－升旗、週會、
班會等（三）學生的學習影響方面：可能是有意或非計畫性的，是非預期
的影響，有時教師並無強調之意，但學生卻受到了暗示與增強。綜合學者
們的觀點，陳述潛在課程的特質（孫志麟，1992；張振成，1997；梁坤明，
2005）
：具有以下特色：
（一）無處不在或隱而不明（二）系統性的學習或
偶發的經驗（三）潛移默化（四）成效不明、且不易評鑑（五）多元化。
因此，「潛在課程」是廣義學校課程的重要成份之一、結構複雜、型態多
元，雖不列在正式課程之下，卻能在有意無之中對學習者造成影響。
Raymond（2003）在潛在課程的實施方面重視媒體的影響，認為學生
的學習深受媒體影響，教師應找出媒體背後所隱藏之潛在課程為何，對學
生的學習才能做更適切的安排。由此可見潛在課程中的組成因素眾多，內
容也多元化。因此，本研究除了使用傳統的故事教學外、也搭配相關 e 化
教學軟體導讀以增進學生興趣，期能改善學生的經驗與知覺，重建良好的
人際關係。
二、童話教學的意涵與特質
「童話」屬於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內容多依據現實生活，而增加想
像力等多樣元素，能吸引兒童閱讀興趣、提升課堂參與。
「童話」具有（一）
新奇的想像（二）迷人的情境（三）優美的文字/結構（四）豐富的題材（五）
完美的結局（六）具趣味性、教育性、藝術性（七）陶冶心性、培育道德
等特質，因而能帶給兒童愉快的情緒、充沛的信心和希望，能感受到真、
善、美的文學教育（張清榮，2001、楊雯涵，2006、蔡尚志，1989）。
童話教學除了可以提升學生語文能力，激發想像力、增加知識，尚有
助其體會他人的感受，培養良好的人格；藉由欣賞童話，學生可以得到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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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產生聯想、內省、情感交流，認同合於社會價值或文化傳統的價值判
斷；有助於處理現實生活的問題、提升積極向上的態度（許玉英，2004；
張清榮，2001；洪文瓊、林文寶 、陳木城，1992；施常花，1988；傅林
統，1992；洪銀杏，2001）。例如《快樂王子》、《小紅帽》、《虎姑婆》等
等童話，都有明確的價值觀、清楚明快的故事結構，藉由強烈的道德規範，
突顯人格特質中的正負形象(李玉明，2008)。因此，童話在兒童的語文陶
冶、情感教育、品格培養、道德規範等方面對學生良好的潛移默化功能。
童話融入生活課程之教育應用有助於兒童（張曉琦，2006)：（一）認
同情境或主角人物的正向行為（二）感受童話主角的經驗、痛苦、掙扎、
解決問題的方法，轉化成自己舒解難題的方式（三）知悉別人也有類似的
問題，有助緊張情緒抒發、安定情緒（四）洞察生活問題，進而學會解決
自己問題的方法（五）輔助班級經營、改善教室氣氛。因此，學生若能透
過閱讀童話，加上合適的教學引導，不但能夠擴展知識、體驗文學真善美，
更能從童話之主角學習正向的行為楷模，培養出良好的應對進退互動技
巧，以達到適應生活目的。
說故事應該注意下列的重點原則(林敏宜，2000；何三本，1995)
（一）作好說故事前的準備工作：熟悉故事內容與主題，並將主題應用於孩
子的生活上。
（二）說故事的聲音、動作與表情要生動有趣；保持眼光的接觸及留意反應；
善用孩子的疑問引發思考和討論。
（三）多元的說故事方式：1.記憶或自由的口述；2.以故事書為主；3.以圖
卡為主；4.以偶為主。
（四）環境規劃：配合故事情節，適當規劃相關圖書角等區域。
（五）活動設計：簡單而能使孩子參與其中，保持眼光的接觸及留意反應、
結束時並準備評量作為回饋的依據。
三、本研究選擇學生最喜愛閱讀的動物類型童話故事、教學活潑，使用 e 化
教材觀賞故事；進行學生複述、討論、表演、心得寫作畫圖等延伸活動，
以助學生理解書中內涵並轉化為實際生活體驗學習。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選自台中市一所國小附設自足式特殊班的中重度身心障礙學
生，共有學生 10 人參與，包含中度智障、自閉症、多障、罕疾等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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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其基本認知能力、生活適應較一般學生弱、學習動機、情緒或人際適
應方面有困難。
二、參與教學研究的教師
本研究教學者為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畢業，修過故事教學等相關課程，
且具有多年的特教班教學之實務經驗。除了教學者外，另請另一位經驗豐富
教師(A 老師)協助觀察記錄、檢討與檢核資料內容的正確性。
三、童話教學之潛在課程活動
研究者選編之童話教學活動係參考教育部（編）（民 99）國民教育階段
特教課程綱要總綱特殊需求領域之學習內涵「生活管理」、「社會技巧」等內
容和教育部（編）（民 99）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十大基本能力之培養特教學
生日常生活經驗之精神而設計，並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詢問專
業人士的意見、從現行的國小教科書版本與坊間兒童繪本裡挑選淺顯易懂的
童話教材，進行簡化、改編；輔以南 e 國小學習網、康軒學習光碟進行故事
導讀、聆聽及語詞介紹；六個教學單元為：
「好朋友」
、
「你是我的朋友嗎？」、
「等一下」
、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
「蝴蝶風箏」
、
「椅子樹」
，請見下表一：
表一 童話故事教學活動課程表
版本

故事名稱

故事內容概要

故事特色

上誼
出版社

好朋友
100.11.02

三個主角公雞咕
咕、小老鼠強強、小
豬波波是形影不離
的好朋友，他們分工
合作，也一起結伴去
兜風探險……
小狐狸和大熊是很
要好的朋友，他們形
影不離，當小狐狸遇
到困難，大熊也會幫
助他。可是有一天因
為小狐狸的惡作劇
而破壞了友誼…

描述和朋友
交往時需要
互相幫助，分
工合作;遇到
意見不合時
要包容、溝通
描述狐狸和
大熊的經驗
讓孩子學習
到友誼的真
諦和可貴。

臺灣
麥克

你是我的朋
友嗎？
100.11.09

活動

1.引起動機、
故事欣賞。
2.故事表演或
複述。
3.故事省思。
4.故事後延伸
活動。

童話教學於自足式特教班之潛在課程分析／詹蔭禎、侯禎塘

南一/
第三冊

等一下
100.11.16

國語
日報

我變成一隻
噴火龍了!
100.11.23

風車
圖書

蝴蝶風箏
100.12.07

國語
日報

椅子樹
100.12.14

小白兔最愛說等一
下，朋友們有事找小
白兔幫忙，他都說等
一下，所以當小白兔
有困難時，大家也都
說等一下。
描寫一隻會傳染噴
火病的蚊子，專咬愛
生氣的人。他看中愛
生氣的阿古力，就狠
狠的咬了他一口，阿
古力生氣的大叫一
聲，沒想到竟噴出火
來，他的家被燒了,
想盡辦法都滅不了
火…..

記敘朋友間
的相處，若待
人處事不能
真心相待、得
不到珍貴的
友情。
朋友之間如
何表達生氣
的情緒而又
不傷害到他
人和自己。

小兔子做了一個很
漂亮的蝴蝶風箏,當
他在草地上玩的時
候,一不小心的,小刺
蝟把線拉斷了,這下
子該怎麼半才好
呢?….
巨人埃特的讚美，使
只顧自己的椅子樹
發現了與人分享、為
別人服務的快樂，開
展出與周圍朋友互
助互榮的生活樂園

記敘好朋友
間分享是一
件快樂的事
情，若犯錯時
能勇於道歉
將能補救友
誼
「助人為快
樂之本」
、
「獨
樂樂不如眾
樂樂」！勇於
認錯，能換來
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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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流程
(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大致分為：界定研究主題、閱讀文獻、蒐集資料、選擇合
適的圖畫進行故事教學活動、觀察學生表現、以教師省思日誌、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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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訪談、學生學習單、著色插畫來進行資料的收集分析與論文報告撰
寫，約實施二個月。
(二) 教學流程
本研究單元的教學活動內容，大致如下：
1. 引起動機、故事欣賞：使用文化部兒童文化館、南 e 國小學習網作故
事導讀輔助，在過程中引導學生聆聽故事、辨別事理。
2. 故事表演或複述：請學生用肢體動作、自己的話將故事內容說出來。
3. 故事延伸活動－透過討論與講述心得、腦力激盪、提示問答、肢體動
作、心得學習單、畫圖以培養學生發表、推理、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例如：
(1) 師生經驗心得分享。
(2) 根據故事內容，讓學生作簡單戲劇肢體動作表演。
(3) 自由畫/著色故事印象深刻的畫面圖。
(4) 老師作故事省思總結。
(5) 故事後延伸活動：讓學生把學習單/圖畫及書帶回家作親子共讀。
五、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質性資料蒐集與分析，採用觀察與晤談等方式蒐集教學活動資
料，並分析教師的研究省思日誌，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與教學實施狀況。資
料的編碼方式，舉例如下：「A 老師觀 1001228」表示 A 老師在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觀察記錄、
「P1 晤 1001214」表示民國 100 年 12 月 14 日與 1 號學
生家長的晤談記錄、「S1 晤 1001228」表示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與 1 號學
生的晤談記錄、
「研省 1001214」表示研究者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14 日的教學
省思札記。

參、結果
本研究分析進行國小特教班學生童話教學活動的潛在課程影響，研究結
果呈現如下述：
一、童話教學的潛在課程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增進師生互動、有助班級經營。
學生專注於課程活動的進行，研究者觀察：
「下課時間，學生會爭著要借老師講過的故事去看，借不到此次活動的故事書的
學生也會轉而去看其他書架上的書，無形中下課時間那種吵鬧、挑釁的行為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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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省 1001123)

而 A 老師也提出：
「在尊重、溫馨的師生互動教育環境中，學生提昇了閱讀興趣和課堂回饋；老師
也不必費時維持教室秩序。」(A 老師觀 1001123)

學生能了解童話中的意涵而表現在課堂的問答形成性評量中，肯定童話教學
活動的價值。
當研究者問到： 「你有一起玩的好朋友嗎？是誰？」、「你最喜歡和好朋友
玩什麼遊戲？」
、
「好朋友可以一起玩哪一些遊戲？」
、
「你最喜歡和好朋友在哪裡
玩？心情如何？」
、
「好朋友之間有哪些事情可以一起分享？」等問題時，大部份
的學生都能馬上說出朋友名字，並且與我分享平日和朋友相處的點滴，大家都很
踴躍發言，口語表達能力也明顯進步很多。(研省 1001123)

故課堂上的師生互動增加了，小朋友也減少在上課時吵鬧的情形，而有助班
級經營。
二、童話傳達之的意念，有助學生培養輪流、合作、和平、分享與同理等人
格特質
例如討論：
「為什麼是公雞咕咕負責叫醒農場的動物？」：
「因為公雞早起，所以要幫忙…叫大家起來」( S1 晤 1001123)
「因為…那個..只有公雞會叫大家起床.」( S2 晤 1001123)

討論：「為什麼小老鼠強強和小豬波波要幫忙公雞咕咕呢？」：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要幫忙..」( S3 晤 1001123)
「老鼠和小豬還有公雞咕咕是好朋友」( S5 晤 1001123)

討論：「為什麼是小老鼠負責掌舵、公雞揚帆、小豬當軟木塞呢」？
「因為小老鼠比較會掌舵，小豬它會當軟木塞…所以要一起幫忙…」( S4 晤
1001123)
「因為…那個..每個人都要幫忙做…才可以....」( S2 晤 1001123)
「因為…每個人都要幫忙做他會做的事情啊!....」( S6 晤 1001123)

討論：
「小刺蝟拉斷了小白兔的風箏，事後他怎麼補救他們的友情呢？如果是
你會怎麼做呢?」：
「嗯..我會向小白兔抱歉…」( S1 晤 1001207)
「把風箏找回來還給小白兔.」( S2 晤 1001207)
「跟他說:『對不起!』……」( S3 晤 1001207)

討論：「阿古力變成了噴火龍之後，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會不方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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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敢靠近他！....」( S1 晤 1001123)
「東西都會被燒起來....」( S5 晤 1001123)
「不能吃冰琪淋了.....」( S6 晤 1001123)
「沒有人跟他玩...」( S2 晤 1001123)

「當自己很生氣的時候，你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讓自己比較不生氣嗎？」：
「我會吃蛋糕、嗨啾軟糖...」( S3 晤 1001123)
「聽音樂…...」( S7 晤 1001123)
「看海綿寶寶..電視..」( S8 晤 1001123)

討論：「當家人或是同學生氣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呢？？」：
「先不要吵他…....」( S3 晤 1001123)
「跟他說:『對不起!』…...」( S7 晤 1001123)
「問他為什麼…安慰他....」( S8 晤 1001123)
「從學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學生在接受童話教學的課程後，能在無形中習得人際
互動技巧、並能落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A 老師觀 1001123)
「藉由討論童話，學生能體驗故事角色心境、並在無形中習得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的基本原則、避免自己也出現不適宜之行為。」(研省 1001123)

研究者問到：「如果你想要玩別人的東西，應該怎麼辦呢？」。學生提出他們
的想法：
「問別人:『我可不可以….?』…」( S1 晤 1001207)
「…跟人家借玩一下…」( S2 晤 1001207)
「問人家要不要借…」( S3 晤 1001207)

孩子天真的言語流露出分享、合作、同理心與和平共處等態度，並且擴
展應用至自己日常生活中。
三、討論童話裡的人物有助於學生表現良好的人際互動行為，減少衝突。
當研究者問到故事的內容大意或針對某一特定角色行為，例如：小白兔、
阿古力、公雞咕咕等作講評時，有幾個學生已能很完整地說明故事的重點，
判斷角色行為的是非對錯，並在無形中養成自我管理行為的態度。例如：常
說『等一下』的小白兔，學生對這個角色的行為下了評論:
「因為小白兔都說等一下，朋友才都不想幫忙它…」( S4 晤 1001116)
「小白兔很懶惰..不喜歡它!都說等一下…」( S5 晤 1001116)
「不可以說『等一下！』…」( S6 晤 1001116)
「不喜歡…」( S3 晤 1001116)
「不可以不幫忙別人…」( S2 晤 10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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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師提出:
「從學生的言談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透過書中人物的感受，了解他人的
想法，進而產生同理心，同時將人際交往的規則內化，有助其表現出適宜的行為
與人際關係的發展。」(A 老師觀 1001116)

例如討論：「如果你是小白兔，有人找你幫忙，你應該怎麼做？」：
「我會幫忙小白羊種菜…」( S4 晤 1001116)
「小白兔很懶惰..!都說等一下…」( S5 晤 1001116)
「它都不幫小狗撿球…我要幫小狗..」( S6 晤 1001116)
「要幫助別人…」( S3 晤 1001116)
「不可以不幫忙別人…」( S2 晤 1001116)

討論：「風箏被拉斷的同時，小白兔既生氣又哭鬧，你覺得這樣子好嗎?如果
你是小白兔，你應該怎麼做？」
「小刺蝟不是故意的，小白兔要原諒他才對!…」( S4 晤 1001123)
「小白兔不用那麼生氣….把風箏找回來…」( S2 晤 1001123)
「小白兔不可以那麼小氣....自己玩風箏…」( S1 晤 1001123)

A 老師提出:
「從學生的言談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故事中的角色行為具有是非對錯
的判斷能力，並懂得與人分享的可貴。」(A 老師觀 1001123)
討論：
「故事中的小老鼠強強和小豬波波公雞咕咕玩到不想分離，你覺得他們
應該要怎麼做呢?」：
「可以先回家…明天再來玩..」( S1 晤 1001123)
「約定下次再一起玩….」( S4 晤 1001123)

討論：「為什麼吉比大熊會生氣？你覺得他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呢?」
：
「因為小狐狸在吉比大熊睡覺的時候，嚇吉比大熊..」( S5 晤 1001109)
「不要用嚇的…要輕輕叫他起來.」( S4 晤 1001109)
討論：「當你和好朋友吵架，而錯又在你這邊時，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跟他和好…說：『對不起!我知道錯了!』」( S1 晤 1001109)
「說：『原諒我!』...」( S3 晤 1001109)

A 老師提出:
「從學生的言談回答中可以看出學生在其中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對未來的社交能
力也有所助長。。」(A 老師觀 1001123)

學生對於童話教學的心得發表表現，研究者觀察：
「學生不但能重述故事重要大意、發表個人心得，口語表達能力與故事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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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所改善；有幾位學生能在心得學習單上、寫下簡單的感想和畫插圖，提升聽、
說、讀、寫等語文能力。」(研省 1001123)

A 老師提出:
「課程的內容和發表能貼近學生真實生活，因此他們特別能反應聯結到他們的
真實生活經驗，非制式化的學習，讓學生更能體會童話的中心主旨。」(A 老師
觀 1001123)

綜合學生們對童話的心得，發現他們不但能提醒自己不要像故事主角一
樣的不良行為，同儕間也能彼此提醒與約束，減少衝突。由於特教班以「混
齡」方式運作，無形中讓學生認識更多不同年紀的同儕，有助學生瞭解人際
交往的重要性並拓展人際關係，「混齡」同學就像家庭手足般自然地互相學
習，感情融洽。
四、學生能認同並學習童話人物知錯能改、原諒別人的高尚情操。
當研究者問:「園裡的夥伴們最初為何不喜歡椅子樹？後來又為何喜歡
它？你覺得這樣的改變好不好?」
「因為以前椅子樹不讓人來樹下坐…所以大家不喜歡它,現在它讓大家來樹下
玩，大家就會喜歡它了!」( S4 晤 1001214)
「ㄜ..…因為後來椅子樹讓別人來樹下坐..這樣子和大家一起分享比較好..」( S2
晤 1001214)
「因為椅子樹願意改過,這樣.就有很多人來他這裡一起玩了!.」( S1 晤 1001214)

「如果你是椅子樹，你願意為伸展枝葉來為主人遮陰，開出繁盛的花供大家
欣賞嗎?為什麼？」
：
「願意！」(學生齊聲回答〉(S1、S2、S3、S4、S5、S6、S7、S8 晤 1001214)
「這樣子大家才會喜歡跟他玩..」( S4 晤 991221)
「ㄜ…啄木鳥、蚯蚓才會來，這樣才有朋友啊!..」( S2 晤 1001214)

當研究者問:「如果椅子樹向你道歉，你願意原諒他嗎？為什麼?」
「願意！」(學生齊聲回答〉(S1、S2、S3、S4、S5、S6、S7、S8 晤 1001214)
「老師，我願意跟它作朋友喔!..」( S3 晤 1001214)
「如果椅子樹不自私的話，才會有朋友...」( S6 晤 1001214)
「如果椅子樹改過，我才會喜歡跟他玩..」( S4 晤 991221)

當研究者問:「有哪些東西你願意與朋友分享？」
「故事書」( S2 晤 1001214)
「糖果!...」( S4 晤 1001214)
「海綿寶寶....」( S5 晤 10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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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筆借人.」( S6 晤 1001214)
「學生們能夠認同童話中椅子樹勇於改過自新，願意為公眾事務付出的正向行
為；同時也內化至自身，表現出樂於助人與分享的行為,更重要的是經過前面幾
次故事的導讀，他們隠約能感受到童話裡大家和樂的結局才是最好的，也能夠很
滿意認同這樣的結果。」(研省 1001214)

而 A 老師也提出：「學生除了對行為的對錯有判斷能力，而且理解如果犯了錯
要像椅子樹一樣勇於改過；同樣地他們也表現出原諒別人認錯的行為，這是很難
能可貴的。」(A 老師觀 1001214)

家長們察覺到學生在家日常生活言行也較以往進步。例如訪談時家長回
應：
他現在回家比較不會和妹妹吵架..., 好像比較知道要讓妹妹一下,有行為對錯的
判斷力」( P2 晤 1001214)
「我發現他很在意同學說他跟故事中的主角一樣是自私鬼，不願和大家分享…若
是這樣子說他，他就會稍微改善一下行為、給別人看一下他的東西!」( P3 晤
1001214)
「XX 會想要改變自己的脾氣，因為如果像噴火龍一樣亂發脾氣就會沒有朋友！」
( P1 晤 1001214)

多元而開放式的教學方式和生活化教材，讓學生能夠樂於分享並且樂於
聆聽觀摩他人發表；同時也有助於認同童話人物解決自身人際問題的方法，
而運用到生活中。

肆、結論與建議
對於本研究所實施的童話教學活動，老師、家長或學生均表示支持與肯
定的態度。透過童話課程教學方案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有助班級經營，培
養良好的人格特質和良好的人際互動。
最後提出幾點建議：
一、善用多元教學和評量的方式進行課程，以利師生課堂互動。
二、開放的討論與活動相輔相成，將有助建立關懷、尊重、自由、安全的教
室氛圍。
三、建立繁密的行政支援網絡系統支援教學，例如:「閱讀小博士」
、
「每月借
閱排行榜」制度，鼓勵學生閱讀。
四、建立親師合作溝通機制，共同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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