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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及「同理心」教案設計比賽 

教案設計 

（1）教案名稱： 
「眼」看·「心」看 
（2）學習目標： 
I. 讓學生體驗視障人士的困難，學習了解別人的需要，關愛他人 
II. 鼓勵學生凡事處於對方立場思考，體會他人情緒和想法，培養出同理心 
（3）對象：  
四年級學生 
（4）課節：  
2 節 (共 60 分鐘) 
（5）學習材料： 
第一節： 
I. 教學簡報(附件一、二和三的圖片及同理心定義) 
II. 白紙 
III. 工作紙(A、B) (附件四至五) 
IV. 體驗活動道具 (眼罩) 
第二節： 
I. 情境及對白卡(附件六) 
II. 工作紙 (附件七) 
III. 貼紙 
IV. 感謝卡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註 
老師展示數張視覺錯覺圖片(附件一)，着學生觀察並說出

所 
看到的物件。 
圖片一：女士背影，老婆婆 
圖片二：抱着嬰兒的女士，站立的老公公，男士的上半身 
 
老師總結即使大家觀看同一樣事物，也可得出不同的看

法。 

2’ • 引起動機 

活動一 
1. 着學生分成 2 人一組，組員代號分別為 A 和 B。 
2. 學生 A 獲發工作紙 A，學生 B 獲發工作紙 B。 

10’ • 學生 A 感受到視障人士

的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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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 A 戴上眼罩，計時 30 秒，學生 B 口述老師所展示

的圖案(附件二圖片一)，讓學生 A 繪畫在白紙上。 
4. 讓學生 A 評賞圖片和自己作品的相似度。 
5. 讓學生完成工作紙第一部分，寫上活動感受。 
6. 分別邀請學生 A、B 向全班分享活動感受。 

• 學生 B 或因想盡快完成

任務而感焦急 

活動二 
1. A、B 互換角色，學生 B 戴上眼罩，計時 30 秒，學生 A 
口述老師所展示的圖案(附件二圖片二)，讓學生 B 繪畫在

白紙上。 
2. 讓學生 B 評賞圖片和自己作品的相似度。 
3. 讓學生完成工作紙第二部分，寫上活動感受。 
4. 分別邀請學生 A、B 向全班分享活動感受。 
 
老師提問兩輪活動中，小組氣氛的分別。 

10’ • 學生 A 因先感受無助，

即使圖片二較困難，亦在

第二輪活動應較有耐性；

學生 B 體會到無助感，反

思第一輪活動的行為及反

應 

老師介紹甚麼是同理心。 
同：同在 
理：理解 
心：心情 
 
着學生完成工作紙第三部分，作出承諾會如何對待別人。 

5’  

老師展示圖片(附件三)，着學生說出圖片意思。 
 
總結每個人的觀點角度未必一致，也未必有對錯之分，帶

出同理心的重要性，讓學生明白要多設身處地，站在對方

角度思考別人的感受。 

3’  

 

 

第二節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註 
照鏡遊戲 
1. 着學生分成 2 人一組，組員代號分別為 A 和 B。 
2. 兩位學生面對面，學生 A 是自己，學生 B 是學生 A 鏡
像。 
3. 學生 A 可隨意移動雙手，學生 B 則依學生 A 的動作 
移動。老師可提示學生慢慢加快動作速度。 
4. 角色互換。 
5. 老師提問學生做鏡子時遇上甚麼困難，有沒有解決方

法。 
 

6’ • 引起動機 
• 重溫同理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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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帶領動作時，有否考慮到對方的難點及

協助對方以跟上自己的動作。 
 
老師總結同理心是站在他人立場思考，體會對方感受。 
活動一：角色扮演 
1. 老師選數位學生角色扮演，給予情境及對白卡(附件

六)，讓學生演出不同的回應。 
2. 老師提問不同的回應分別令人有甚麼感受。 
3. 派發工作紙(附件七)，讓學生選出最符合自己行為的選

項。 
4. 選項一為一分，選項二為兩分，選項三為三分，讓學生

計算自己的得分，並記錄在工作紙上。 
 
老師總結得分愈高的同學，愈懂為別人設想，具有同理

心。 

17’ • 讓學生透過情境代入不

同人物的立場和情感，分

析對事件回應的利弊，培

養同理心以在日常生活中

與人相處 

活動二：同理心大使 
1. 每位學生獲發三張貼紙。 
2. 學生把貼紙送給班中三個自己認為最具同理心的同學，

收到的貼紙可貼在工作紙上空白位置。 
3. 全班得票最高的三位學生成為班中同理心大使。 
4. 邀請同學分享喜不喜歡與同理心大使相處及其原因。 

5’ • 培養學生欣賞他人的態

度，亦帶出具備同理心的

優點 

老師着學生說出同理心的重要性。 
 
老師總結同理心需注意的地方： 
1. 站在他人立場思考 
2. 不批評 
3. 尊重別人的感受 

2’  

延伸活動： 
學生獲發一張感謝卡填寫感恩字句，向曾對自己具有同理

心的同學致謝，培養感恩的態度。 

  

 

 

教學反思和檢討 

第一節 

在引起動機的部分，學生能說出圖片中不同圖案，能引起其他學生好奇心去找出自己看不到的

部分，亦能自行總結出「大家觀看同一張圖片，但看到的事物並不一定相同」，而不需老師出

總結，可見活動能帶出教學目標。在活動一、二中，學生透過互換角色體會對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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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學生 A 的例子，兩位學生均是在第一輪活動蒙眼繪畫，她們都會感到緊張或害怕，而

她們在第二輪活動為指揮蒙上眼睛的同學繪畫圖案，她們能以自己首輪的感受去體會學生 B 
的感受和難處，從而表現出具同理心的行動，例如更仔細清晰給予繪圖指示。可見部分學生的

表現亦與預計相近，能透過自身經驗，自己遇上相同情況的時候，能以同理心待人。 
 

  
亦有部分學生 A 在第二輪活動，未能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焦點放在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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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學生作品可見，本來較具同理心的學生在第一輪活動就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設身處地

考慮同學的難處。反而她在第二輪活動中，卻未得到同學的同理心對待而感到害怕和失望。在

課堂上，她的分享能給同學一個反思的機會。 
 
 

   
以上為學生 B 的例子，她們與學生 A 相反，先指揮再繪圖。普遍都能做到預期結果，在第一

輪活動作出指示會感到緊張焦急，而在第二輪活動主要體會失明人士的感受，大多感到無助。 
 
在課堂上的提問過程中得知，學生 B 能體會對方感受，但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於情緒上建立同

理心，只有少數組別表示第二輪活動的小組氣氛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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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學生的文字或表述中得知她們對同理心的領悟，亦能透過觀察學生在蒙眼時候所繪畫的

圖案。可見第二輪的所繪出的圖案相似度遠比第一輪高，即使圖片二較困難，相似度有所提

升，反映出學生 A 在第二輪活動能提出更清晰的指示，在行動上同理心有所建立。 
 
第一輪圖案： 

     
 
第二輪圖案： 

     
 
由此可見，學生在活動中普遍都有同理心的提升，而在行動上則較情緒上明顯。不過在解說過

程中，學生能得出「先思考，後說話」的結論，應先站在別人角度思考才行動，大部分學生亦

能作出具同理心待人的承諾，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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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引起動機的活動中，學生分成二人一組，輪流要求做出組員的鏡像動作，很多組別在第一輪

都出現的「人浪」的情況，透過提問，學生能說出因不知道對方想法而難以跟上動作，所以出

現這種情況。而第二輪成功達至「鏡像」效果，學生在交換角色時，會經思考為組員設想，多

數組別以調節速度或動作難易程度讓組員更易完成任務。有學生提出，「因對方是自己的好朋

友，所以便加快動作速度讓組員享受遊戲樂趣」，但亦可見學生有考慮對方身份才進行遊戲。

整體而言，變換角色時，學生們能發揮出同理心，為組員作出調節。活動亦做到重溫同理心的

重要性，達到預期的效果。 
 
 
角色扮演的活動中，學生能力高，能代入角色的語氣和態度，讓其他學生聯想出每個對答之

間，接收者的感受差別。透過提問，發現大部分學生均能分辨出在同一個情境中，三種回應可

分成三個層次。而能力較高的學生則能指出三者不同之處，第一個回應傾向否定當時人感受，

第二個回應較第一個回應好，能安慰別人，而第三個回應則能說出當時人感受並給予肯定，不

加以批評，使人有安心的感覺。甚至有學生提出，第三個選擇能陪伴當時人，有助舒緩其情

緒。另外安慰別人時亦需注意語速，太快無助減低別人的不安感。這些技巧對四年級學生較為

高階，本來在課堂設計時並沒有加插在教學重點，但由學生自行發現並歸納更能豐富課堂內

容，有助她們在生活中面對不同情境時，應用技巧於回應之中，真正實踐同理心。將來再實踐

這課堂時，可因應學生能力，若學生能力較高，可加入「如何作出具同理心的回應」為教學目

標。 
 
 
學生隨後把貼紙送給班中具同理心的同學，學生能說出選擇同理心大使的條件以及她們的優

點，亦能做到互相欣賞的效果。以下為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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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學生經過兩節課堂的教學和體驗活動，都能掌握同理心的定義和具備同理心的重要

性和優點。在學生的行動中發現，她們學會站在別人立場思考，課堂能逐漸培養出學生的同理

心。期望學生能把同理心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能互相體諒和包容，從而將來以良好的待人處事

態度踏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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