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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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紀大隊長的魔法盒子 
（2）學習目標： 
1. 保養學生自律，遵守校規的精神。 
2. 培養學生做個守規、體諒他人的好學生。 
（3）對象：  
小學二年級或三年級學生 
（4）課節：  
2 教節(每教節 40 分鐘) 
（5）學習材料： 
繪本、簡報一、簡報二、工作紙一 A、工作紙一 B、工作紙二、守規食鬼網上遊戲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注 
活動一：混亂的未來世界(繪本導讀) 
簡報一：P.1-12 
故事背景：在未來，封印大魔王的魔法盒子突然打開，大魔

王由盒子飛出，誓要破壞所有校規，令世界受到破壞，風紀

大隊長從未來穿越到現在，想拯救未被破壞的世界。 
 
 
 
 
 
 
 
簡報一：P.13  
教師利用簡報展示關於未來世界的情境，大魔王出現在圖片

當中不同角落。  
圖一：學生在聊天，不理會教師上課，對考試測驗成績無

感，教師感到很無助。  
圖二：學生在課室走廊四處跑，撞倒其他學生，雙方都受

傷。 
 

 
• 學生很喜歡繪本故事，以繪

本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學習，讓

學生更能投入課堂。以「繪本

教學」來進行品格教育，乃是

希望學生藉着了解故事中各角

色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而辨識

那些是正確行為與優良示範，

並且加以學習，以期能從活動

中協助學童培養良好品格。 
 
• 教師與學生透過討論，讓學

生找出圖中不對的行為，並說

出自已的想法，教師可引導學

生比較現在正常情況和未來課

堂的分別，讓學生在表達個人

的意見的同時，也能明白大部

份同學的想法。此階段教師只

作總結，並引導學生思考如果

將來的課堂都是這樣，學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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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先派發工作紙一 P.1(分 A 及 B 版本)，請學生圈出覺得

有問題的學生及其行為。  
 
教師提問：  
• 未來的世界發生甚麼事？可以和教師、同學說一說嗎？  
• 哪些是不對的行為？為甚麼？  
• 你們喜歡未來的世界嗎？ 
 

否能好好學習，除了自已外，

身邊的同學又有何感受，讓多

從別人的角度想。此階段教師

對學生意見暫不作評價，要讓

學生有充分思考及表達的空

間。  
 
完結討論後，教師統計喜歡及

不喜歡「這個未來的世界」的

人數，數據可作課堂完結時的

對比。 
 
• 從活動一中學生清晰了解風

紀大隊長到來的目的，並發現

未來上課的情況變得一團糟，

開始投入繪本故事中，教師藉

風紀大隊長的邀約，激發學生

一起參與拯救未來的意願，讓

學生能代入角色，一起參與，

投入課堂。 

活動二：風紀大隊長的邀約（立志，許下承諾） 
簡報一：P.15-16  
故事背景：風紀大隊長邀請學生拯救未來而立志。 
 
教師提問：  
• 風紀大隊長不想未來的校園變到這樣混亂，他想你們一起

幫助他對抗大魔王，你們願意嗎？（行動表態） 
a. 不願意，我不喜歡規則。 
b. 不願意，我反正是個好學生，其他同學是否守規，與我無

關。 
c. 願意，我不想將來學校變成這樣，我一定可以做改變將

來。 
d. 願意，但我明白一個人的力量未必可以做到，我要集合大

家，一起守護美好的校園。 
 
學生舉牌或走到不同的位置上表達立場，教師向學生提問選

擇的原因。  
教師提問： 
• 同學為甚麼會這樣選？(找出學生背後的價值觀)  
• 和其他選擇比較，這個選擇是否最合適？  
• 這個選擇會帶來什麼效果？這是你想預見的後果？ 

• 學生的選擇：  
教師透過風紀大隊長的邀約，

讓學生從多項選擇中作決定，

學生按不同的選擇，舉牌或走

到不同的位置上表示立場，方

便接着的討論。 
• 教師透過提問激發學生審慎

衡量各種選項帶給自己及群體

的後果，教師引導學生除了自

已外，可嘗試設身處地，從其

他同學的角度想想。亦從比較

不同的選擇帶來的後果，對自

已和別人的影響，讓他們經過

深思熟慮，明白到學校是一個

團體，要創建美好的校園，不

只考慮個人利益，還要關顧他

人的感受。 
• 教師與選擇接受風紀大隊長

邀約的學生一起立志，許下承

諾，拯救未來，讓學生帶着一

份使命感進行活動。教師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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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小總結：  
不只考慮個人利益，讓學生深思才選擇，要創建美好的校

園，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請未有信心或選擇不接受邀約

的學生也一起參與，看看故事

的發展。學生的價值觀是由生

活經驗和自由選擇而形成。有

效的價值觀培育是不需強迫學

生認同或直接灌輸，讓學生在

討論不同的問題上慢慢建構，

加上正向的引導，學生會慢慢

產生正面的價值觀和行為。 
活動三：未來大搜查 
簡報一：P.17 
故事背景：風紀大隊長讓學生明白未來之所以混亂的原因。 
 
教師提問： 
• 先感謝大部分學生願意幫忙。不過要怎樣幫忙呢？你們想

到方法嗎？  
教師引導學生知道大魔王的死穴，他害怕誠實、正直和守規

的小朋友，為讓學校回復正常，需要誠實、正直和守規的小

朋友，才能打開魔法盒子。  
 
教師帶領學生全班一起討論，如何改變混亂的未來世界。  
教師展示簡報，對應之前的情境：學生選擇守規的項目，逐

一擊破壞行為。（學生說出選擇的原因、觀點，建構個人價

值觀。)  
 
教師小總結：  
學生願意守規，不是只為個人，是維護各人利益如學校，做

個守規、體諒他人的好學生。 

• 讓學生明白打開魔法盒拯救

未來需要的元素，找出情境中

發現的問題，從學生指出的不

當行為，如何作出改變，教師

引導學生說出該行為帶來的後

果、對別人的影響、是否願意

接受這後果和期望的改變，讓

學生透徹明白守規的重要。 
  
學生經過思考一連串問題的結

果，作出的期望改變都是個人

認同的價值。 

活動四：搜集守規能量／魔法石（訂立守規承諾） 
簡報一：P.18 
故事背景：風紀大隊長能量逐漸消失，於是鼓勵學生幫助風

紀大隊長取得魔法石，對抗大魔王。阻止他破壞美好的校

園。而取得魔法石，需到「寧靜山谷」。 
 
學生訂立守規承諾（學生需檢視自我行為，是否能做到），

並寫於工作紙（一） P.2。  
 
教師總結：  
讓我們這星期實踐自己的承諾，將正能量傳送給風紀大隊

長，只有大家好好實踐自己承諾，才能有足夠的能量把大隊

• 此階段，學生已經多次討論

及分享，經過引導分析，比較

不同結果，能做出合理的選

擇，訂立自己守規的承諾。教

師以喚醒風紀大隊長作為誘

因，讓學生努力實踐自己的行

動承諾，並加入親子元素，讓

家長一起鼓勵學生持續做一個

做個守規、體諒他人的好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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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喚醒過來。下星期我們將一起進入「寧靜山谷」，尋找魔

法石。 
延伸活動：爸爸媽媽齊參與 
教師鼓勵學生回家與父母分享他訂立的守規承諾，並寫下鼓勵說話及作家長簽署，支持學生

的行動。 
 

 

第二節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注 
活動一：我的守規承諾(匯報：公開作出選擇) 
簡報二：P.1-2  
故事背景：經過同學一星期的守規承諾實踐，風紀大隊長已

回復意識，但仍然欠缺能量，需要各位同學幫助，一起到

「寧靜山谷」，尋找出魔法石。  
風紀大隊長邀請願意幫助他的學生說出守規承諾，從而取得

能量，找出魔法石，對抗大魔王。 
 
• 教師與學生進行安靜活動（沉思、仔細計劃），肯定自己

會堅持實行承諾。  
• 教師邀請學生拿出工作紙一，公開地作出守規承諾，並邀

請其他同學為他打氣。  
 
教師小總結： 
欣賞你們願意向家人向教師同學公開自己選擇，當大家都會

努力去實踐、完成，百折不撓，鍥而不捨地採取行動，遵守

承諾，要相信自己的決定，你正在做一件表達意願的事。 

• 經過一星期教師課堂觀察、

回饋和鼓勵學生持續守規的良

好行為，肯定學生的正向行

為，讓學生持續實踐守規承

諾。 
• 經過實踐後，教師提供機

會，讓學生在同學面前公開地

作出守規承諾，讓同學之間互

相支持，每個同學的守規承諾

都得到肯定。教師可鼓勵願意

守規的學生都作出公開承諾，

並讓其他同學鼓掌支持，彼此

激勵。 

活動建議二：大魔王的故事(繪本導讀) 
簡報二：P.3-8  
故事背景：風紀大隊長得到能量後，與學生找出大魔王身

份。 
教師與學生一起瞭解大魔王的背景，發現大魔原本是一個好

學生，因為受到朋輩影響，欠缺成功感，才慢慢變成惡魔。

因為同學的協助，風紀隊最後引「大魔王」進入「寧靜山

谷」取得魔法石，封印「大魔王」。 
 
教師提問： 
• 大家有沒有試過舉手答問題？但舉了很久，教師都沒有叫

你回答問題，這時的你有麼感受？你會選擇繼續舉手，還是

放棄舉手，做自己喜歡的事？（行動表態）你這個行為會有

甚麼結果？你希望見到那個結果嗎？為甚麼？  

 
 
 
 
 
 
 
 
 
 
 
• 讓學生反思平日的表現，題

目以開放形式，學生自由說出

想法。教師多鼓勵學生說出內

心感受，並引導學生說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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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大魔王的選擇  
•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小息時與同學一起玩耍，對方想和你玩

刺激的追逐遊戲？當你發現四周的同學也在跑，當值教師不

在你課室，你會不會也想跑一跑？你這個行為會有甚麼結

果？你希望見到那個結果嗎？為甚麼？  
看看大魔王的選擇  
• 爸爸媽媽有沒有為你們考試定下分數目標，當你達到某個

分數，就能得到禮物？大家有沒有試過只差一點點就達到目

標分數？你會選擇作弊，改分數，以達到爸爸媽媽的要求

嗎？你這個行為會有甚麼結果？你希望見到那個結果嗎？為

甚麼？  
看看大魔王的選擇 
 
大魔王的心聲：其實我曾經和大家一樣，不過因為沒有堅定

的意志，沒有其他同學在我作出錯誤選擇時作出提醒，才令

我想破壞校規，令所有人都不再守校規。我想改變了，你們

願意幫助我嗎？  
 
 
 
 
教師小總結：  
一時的快樂，會對自己或別人帶來不同的後果，我們遵守課

堂規則，不單只是為了自己，還為了身邊的同學着想。我們

應想清楚做每件事會否帶來不良後果，如果會，要想一想，

停一停，避免釀成大錯。 

的行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及別人

的感受。  
守規背後的意義不只需要對自

己利益，還要顧及別人的感

受，確保個人及整體的權益得

到尊重。 
 
 
 
 
 
 
 
 
• 教師透過提問，激發生思

考，從回顧大魔王成魔之路

中，從幾個不同的情境，為大

魔王的選擇作分析，讓學生能

審慎衡量各種選項帶給自已及

其他人的後果，多從別人的感

受着想，才作決定。 

活動三：改變未來，回到最初 
簡報二：P.9-15 
故事背景：風紀大隊長與學生一起來到未來，看見當時的大

魔王已變回一位守規、關愛別人的學生。各位同學的行動，

徹底拯救了未來，學校回復美好的景象。 
 
教師與學生以簡報展示情境，邀請學生代入角色，與當時的

大魔王作出勸勉，改變大魔王。  
 
教師小總結：  
學生堅持守規，與其他同學一起合力，做個守規、體諒他人

的好學生。他日立足社會，也可以成為良好的公民，懂得遵

守法紀和履行義務去維繫社會的秩序。 

 

活動四：大魔王的真面目 
簡報二：P.16-17 
 

• 教師把鏡子放在一個黑色的

魔法盒子(風紀大隊長的魔法盒

子)內，逐一邀請讓學生打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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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最後，你們知道大魔王的身份嗎？(教師邀請班上最誠實的

小朋友打開盒子) 
大魔王的真正身份就是每個人的心魔 
 
教師總結： 
地球的危機尚未解除，大魔王隨時會出現，因為我們的心魔

隨時影響我們選擇守規與否，多考慮別人的感受，互相提點

及幫助，共建美好和諧校園，我們要堅持良好的行為抗衡大

魔王的出現。 

看大魔王是誰，並着學生看後

不要把大魔王真正的身份說出

來，待全部學生看後發現原來

自已就是大魔王，教師可提問

學生，為甚麼我們都是大魔

王？如何避免大魔王的出現？

這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因果關

係。 

延伸活動： 
教師派發工作紙二(問卷調查)，瞭解學生學習情況及是否於

課後仍願意為自己訂立規矩，做個有承擔及關愛他人的好學

生，並會堅持實行。 
 
親子活動：爸爸媽媽齊參與 
教師鼓勵學生回家與父母一起玩「守規食鬼網上遊戲」，從

遊戲中學懂守規矩。 
                                       

• 教師利用工作紙二(問卷調查)
和對第一課節活動一的結果，

能了解學生於課堂後價值取向

的改變，為評估學習成效作參

考。 
• 「守規食鬼網上遊戲」剌激

有趣，很適合親子一起進行，

讓學生充當教師的角色，指示

父母遊玩方法。建議使用 iPad 
或平板電腦進行遊戲。 

 

 

教學反思和檢討 

培養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小學教育的重要學習宗旨。因應課程發展議會加入「守

法」和「同理心」作為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我們嘗試以繪本形式設計教學，培養學生守

規精神。本教材以二或三年級學生作為目標，我們從低年級強調守規的價值觀，高年級則將重

點從守規至守法的精神。 
 
因應疫情，學生長期網上學習，復課回校後，教師都發現學生課堂秩序及遵守校園規則方面表

現並不理想。學生亦因長期在家中學習，缺乏與同學互動溝通，自我中心的情況嚴重。復課

後，我們分別於二和三年級使用這教材，設計以繪本作基礎，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學習，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趣。課堂上，教師透過風紀大隊長的故事引領學生投入一個接一個的活動，當中有

情境對比 (現在與沒有校規的未來)、邀請立志(守護美好的校園)、實踐承諾(守規行動)等內

容。學生在正向氛圍的學習環境，通過選擇、分析及審慎衡量後果建立個人正面價值觀、態度

和行為。課堂中，教師不斷引導學生多從別人的感受思考，體諒別人的需要，守規背後的意義

不可只為自己利益，還要顧及別人感受，確保個人及整體的權益得到尊重，以同理心作理念，

守規行為不只為個人，也為他人著想，將守規與同理心的價值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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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以「繪本」為主，具高度吸引力，繪本教學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配合道具和網上的遊戲，

令學生對課題印象更深刻。但成效與教師說故事的技巧十分密切，除說話技巧，教師可多利用

音樂、聲效等元素，增加氣氛，提升學生的投入感，教師也建議把繪本故事簡報內加入配音及

音樂聲效，這樣可確保繪本故事能有效展現，減少教師表現的影響。不過，教師即場演繹亦有

不少的好處，還是留待教師自行決定。整個教案設計與學生互動時間很多，他們需要按教師提

問進行反思和表達意見等。但每班人數眾多，難以讓學生全部回應。雖然我們善用課室每一處

空間，例如課室中四個角落分別代表四個決定，但若能以兩位教師一起協作教學，能更有效帶

領他們作深度探討，效果會更好。 
 
在第一課節活動二：「風紀大隊長邀請學生拯救未來而立志」環節中，學生走到不同的位置上

表達立場，教師向學生提問選擇的原因。原本有 5 位學生選擇 3「願意，我不想將來學校變成

這樣，我一定可以做改變將來。」在教師詢問他們如何靠自己一人之力改變世界後，他們明白

到一人之力的單薄。教師從而明白小朋友的選擇或許未夠深思熟慮，因而即時提出第二次表達

立場。 

  
 
果不其然，在第二次表達立場時，因教師的提問，選擇 3 的學生了解到和其他選擇比較，選擇 
3 不是他們最合適的選擇，他們明白團結的力量，從而轉變立場，選擇 4「願意，但我明白一

個人的力量未必可以做到，我要集合大家，一起守護美好的校園」。有效的價值觀培育是不需

強迫學生認同或直接灌輸，反而可透過提問激發學生審慎思考不同選項的結果，才可找到理智

的選項。  
 
工作紙一 P.2 問題「你願意做一個更好的學生嗎？請為自己定一個守規承諾，並堅持實行。」

中，大部份學生回答：「我願意做一個更好的學生，並堅持實行。」，當中有部分學生更寫出

具體行動，以下是一些學生回應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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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教師於課堂上繼續引導學生以具體行動作承諾，從而評估落實的情況，讓學生更容易根

據行動承諾作自我評估。工作紙二問卷調查中，對於課堂內容及遵守承諾方面，二三年級學生

超過 98%以上學生填寫非常同意或同意選項，當中第 4 題「我願意成為別的天使，提醒同學

守規」所有學生都選擇非常同意，從教師觀察所見，學生這星期的行為表現，明顯有所進步，

同學間也會互相提醒，顯證課堂具有成效，值得推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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