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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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桌上遊戲，在通識教育科推行「同理心」價值觀教育》 
（2）學習目標： 
• 「認識」（know） 
   ➢ 認識何謂「器官捐贈」及醫療科技術發展；了解現時香港器官捐贈及輪候器官移植的情

況；了解影響香港人參與器官捐贈的因素。 
• 「愛惜」（value） 
   ➢ 珍惜自己的健康，愛惜自己的生命。 
•「尊重」（respect） 
   ➢ 能換位思考，以他人的角度了解別人的看法，尊重別人的選擇和價值觀，能夠明白別人

不同的需要，關顧他人，建立同理心。 
•「探索」（explore） 
   ➢ 反思自己作為社會公民的一分子，就著「器官捐贈」的議題中，可如何協助在相關議題

內的有需要人士。 
（3）對象：  
中五級 
（4）課節：  
兩課節（70 分鐘） 
（5）學習材料： 
簡報、短片、校本設計桌上遊戲：《捐？唔捐？》、課堂工作紙 

 

 

教案内容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注 
課堂活動 1 : 認識器官捐贈及相關情況 
1. 學生於課堂前搜集一些有關器官移植情況的資料以作預

習。 
2. 學生透過老師親身經歷及新聞片段，引起學生對器官捐

贈議題的關注。 
3. 透過短片，讓學生感受器官捐贈的決定和其過程得來不

易，從而讓學生明白器官捐贈對等候器官捐贈的病人來說

是十分重要的。 
4. 以短片內容作承接，老師講解與器官捐贈相關的醫療資

訊，加深對器官捐贈的理解，繼而帶出器官移植的定義。 
5. 學生匯報及分享課堂前所搜集的有關器官移植情況的資

料。 

20’ 構思 
• 對於一般學生來說，「器

官捐贈」議題都不是他們日

常生活中常遇到的事情，對

於學生來說與他們生活甚有

距離感。因此，先讓學生課

堂前搜集一些有關器官移植

情況的資料以作預習，可有

助學生掌握課堂所學，有助

提升學習能感和學習動機 
• 透過短片及老師親身經歷

的分享，可讓學生能更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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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器官捐贈」議題並非遙

不可及，建立一個良好的學

習氣氛，開展價值觀教育。 
 
預期學習成果 
•「認識」（know） 
   ➢ 認識何謂「器官捐贈」

及醫療科技技術發展 
   ➢ 了解現時香港器官捐贈

及輪候器官移植的情況 
•「尊重」（respect） 
   ➢ 能換位思考，以他人的

角度了解別人的看法，尊重

別人的選擇和價值觀，能夠

明白別人不同的需要，關顧

他人，建立同理心。 
 
教學策略 
➢ 提問法 
➢ 簡報教學 
➢ 學生匯報 
 
教學資源 
➢ 課堂一簡報、短片：

《守護生命的故事》第五

集：香港首個大型交叉活肝

移植 
課堂活動 2：桌上遊戲：《捐？唔捐？》 
1. 進行桌上遊戲 
   i. 遊戲目的 
   - 讓學生能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明白不同人士面對器官

移植時的價值觀。 
   - 讓學生了解器官移植的意義，尊重他人決定，建立同

理心。 
   ii. 遊戲故事背景 
傻強最近因身體不適，工作時暈倒，被送入院作身體檢

查，發現肝衰竭情況嚴重，需要即時進行肝臟器官移植手

術。 
   iii. 遊戲程序 
• 遊戲開始前，老師派發學生每人一張角色遊戲咭及工作

紙。 

50’ 構思 
• 本 教 學 設 計 參 照 了
Krathwohl, Bloom and 
Masia(1964)的價值觀學習理

論設計相關課堂，期望學生

願意投入課堂活動，並於桌

上遊戲的互動過程中，積極

回應，表達個人看法，並從

中了解不同持分者的不同意

見，從中建立同理心。 
• 本 桌 上 遊 戲 是 根 據
Wolfgang Kramer 遊戲教學

設計準則來設計。根據陳可

兒（2002）的研究顯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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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邀請抽取到「傻強」及「張婆婆」角色咭的同學出

來進行角色扮演，模擬參與電視節目《東張西望》，公開

向外界徵求合適「傻強」的器官。（能力較佳同學可自由

發揮，能力稍遜者，可參考遊戲中的「傻強的獨白」和

「傻強婆婆的獨白」進行角色扮演。） 
 
• 第一回合 
   ➢ 角色扮演完結後，每位同學便就著自己所屬的角色

咭，代入其相關角色，就著角色咭第一部分「相關描述」

內容進行選擇參與器官捐贈與否的決定。然後，把自己的

意願和原因寫在工作紙第一部分「個人決定」，隨後，老

師邀請學生將相關的意願及原因貼出黑板（左邊：願意；

右邊：不願意）。 
   ➢ 老師邀請同學解釋他們的決定和其背後的影響因素。 
 
• 第二回合 
   ➢ 老師就著不同角色的人際關係網絡進行分組。隨後提

示學生留意角色咭內第二（特別技能或任務）及第三部分

（限制）的內容進行小組討論，看看學生代入角色及在不

同角色的互動下，選擇參與器官捐贈的決定有否改變。 
   ➢ 在討論的過程中，老師將會揭示一些有關器官捐贈過

程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景（如捐贈器官後的後遺症等），再

看班內同學會否改變其相關意願，然後邀請同學進行匯報

分享。 
   ➢ 老師以提問的方式，協助總結不同持分者就著器官捐

贈意願的不同原因和價值觀。 
 
• 結果揭曉 
• 老師邀請願意捐贈器官者，進行「身體檢查」（抽血

型、BMI 指數、肝臟健康狀況）來看看能否成功捐出器

官，拯救相關病患。 
• 老師邀請班內不同角色就著遊戲結果表達感受。 
 
2. 桌上遊戲後的課堂討論 
無論成功拯救病患者與否，老師可帶領同學就著遊戲結果

討論以下問題： 
• 有甚麼因素影響各持分者作出器官捐贈的決定？ 
• 在整個過程中，你認為病患者和捐贈者分別有甚麼需

要？ 
• 你認為不同持分者可如何協助他們？ 
 

與經歷為本的學習活動不但

可以超越傳統教學範式的局

限，更盡量發揮多元化的

「過程」學習：包括鼓勵互

動、協作和朋輩學習；在強

化情意教育和社群教育之

餘，亦能幫助學習者發展智

能和建立學會學習的態度和

能力。在遊戲式的教學活動

中，學生可以擁有學習的自

主權，他們在桌上遊戲中可

以學習理解角色，學習如何

做決定，使整個學習過程變

得更具自主性，激發起他們

對學習的內在動機，從而變

得更投入課堂活動，學習效

能便可大大提高。 
 
預期學習成果 
•「認識」（know） 
➢ 了解影響香港人參與器

官捐贈的因素。 
•「愛惜」（value） 
➢ 珍惜自己的健康，愛惜

自己的生命。 
•「尊重」（respect） 
➢ 能換位思考，以他人的

角度了解別人的看法，尊重

別人的選擇和價值觀，能夠

明白別人不同的需要，關顧

他人，建立同理心。 
 
教學策略 
➢ 桌上遊戲學習 
➢ 角色扮演 
➢ 小組討論 
➢ 學生匯報 
➢ 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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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課堂總結 
• 讓學生明白每一個人面對著應否器官捐贈時，都有自己

背後的原因和價值觀。參與器官捐贈與否，都不能否定器

官捐贈的需要和意義，尊重生命，亦要尊重他人決定，代

入他人角度，建立同理心。 

教學資源 
➢ 課堂二簡報（桌上遊戲

簡報） 
➢《捐？唔捐？》桌上遊戲

咭  
➢ 課堂工作紙 

 

 

教學反思和檢討 

甲、本教學設計對學校和學生帶來的正面影響 
I. 學生方面 
i. 引發內在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效能 
本教學設計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善用學生的好奇心，應用不同的學習工具（桌上遊戲、短

片等）協助進行學習探索，將問題提出然後鼓勵學生分析、提供解決方法、創意發想和判斷，

不要限制學生思考的方向，讓學生體會學習的樂趣，增強學習的內在動機。1 超過九成學生認

為本教學設計中老師的親身經歷能引起他們對器官捐贈議題的關注，使他們對器官捐贈議題有

深刻的感受。此外，超過九成同學認同桌上遊戲能提升他們對課題的認識及對學習的興趣，超

過八成同學認同活動有助他們作進一步的延伸學習。而他們於測考表現中亦可見，學生能掌握

相關議題的教學重點。由此可見，本教學設計除了引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更能提高他們的

學習效能，鞏固所學。【見學生學習表現】 
 
ii. 建立同理心，確立正向價值，提高社會公民意識 
本教學設計參照了 Krathwohl, Bloom and Masia(1964)的價值觀學習理論設計相關課堂，強調於

不同課堂中結合滲透相關的情意元素，協助學生一步一步地確立正向價值。2 於未進行本單元

教學前，同學對器官捐贈議題的理解並不深入，亦對學生來說與生活甚有距離。但經過本教學

設計後，學生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大大增加，他們不再局限於思考應否參與器官捐贈，而是一

步思考作為社會公民的一分子，在相關議題上不同持分者可如何協助有需要的持分者，從中可

見學生的社會公民意識有著明顯的增長。【見學生學習表現】 
 
II. 學校方面 
i. 促進校內、校外專業分享，建立教學交流文化 
本教學設計是校內通識教育科科組內老師共同設計，不知不覺間與科組同工同共建立起教研文

化。在日常的共同備課會議中，大家都會同共分享教學策略，優化教學質素。而本教學設計亦

深得香港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欣賞，獲邀代表學校於教育局支援服務學校聯合分享會中

分享教學設計及教學成果，而從分享會的意見收集數據所得，本教學設計的分享評分為 4.3 分

                                                           
1
 〈照顧學習多樣性 激發內在動機〉，https://www.hkedcity.net/hq/zhhant/ 

content/%E7%85%A7%E9%A1%A7%E5%AD%B8%E7%BF%92%E5%A4%9A%E6%A8%A3%E6%80 
%A7%E3%80%80%E6%BF%80%E7%99%BC%E5%85%A7%E5%9C%A8%E5%8B%95%E6%A9%9F 
2 鍾耀斌﹕〈透過全方位學習, 把握「關鍵事件」後的情意學習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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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為最高）。可見，本教學設計深受校外同工認同和肯定，而本教學設計的設計理念和運

用，為促進校內、校外專業分享，建立教學交流文化作一分力。【見不同持分者對本教學設計

的評價】 
 
ii. 靈活應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使價值教育融入教學，讓學生建立正向價值 
價值觀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是十分重要的。善於靈活應用不同的

教學策略，使價值教育融入教學，讓學生建立正向價值是十分重要的。價值教育融入日常教學

之中，好讓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中，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

並付諸實踐，以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本教學設計中可見，價值教育內容並非直接灌

輸，而是由學生的生活出發，透過桌上遊戲、角色扮演、體驗活動及探究活動等把價值教育融

入於教學之中。3 過程中，學生投入桌上遊戲情境及現實生活環境之中，在遊戲和課堂討論中

應用知識，發展技能及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與同儕互動，解決問題及反思學習。這樣

「寓學於樂」的經歷加強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獲得的學習經歷也會更真實且深刻，有利學習和

促進個人成長。學生們覺得自己有能力學習，因他們對學習素材及方式有若干主導權，所以變

得更願意主動與學習內容建立關係，投入學習，產生高效學習效果之餘，更建立起正向價值。 
 
乙、反思及檢討 
這套教材是由科組通力合作編寫的。在整個籌備過程中，確實獲益良多。由議題揀選、到設計

背後理論、再到每堂的價值觀、知識及技巧的建構，以致每堂的課活動構思，都是經過多次的

會議以及同工之間不斷商討及調整下才能順利完成。個人思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限制及局

限，但透過團隊合作，集思廣益往往就能突破這些限制及局限，甚至會有意想不到的得著及收

穫。 
 
這套教材結合了傳統及現代的教學方法。既有以老師為教學中心的元素，亦有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元素；既有老師單向式的講授及提問，亦有老師引導性、師生互動式的遊戲經歷；既有使

用傳統字、筆及黑板，亦有使用電子教學。傳統不一定不合於現代，現代亦不代表不能包含傳

統，最有效的教學法從來都是多元結合以及多軌並行。而教學法以外，更重要的是心法，用心

設計每一堂的課堂，學生自然會享受課堂，給予老師相應的回應，老師自然亦會享受課堂，給

予學生適切的回饋。在這次整個過程中真的深深感受到這個良好循環的重要性。 
 
透過遊戲這種體驗式學習，為學生創造經歷，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生活化事件作切

入點，也不妨加入一點點的天馬行空，會更容易吸引學生，令他們更投入活動當中。而我們整

個遊戲設計的理念就為每個學生設計一個代入角色，讓學生嘗試擺脫自己的想法，代入角色去

表達對器官捐贈的觀點及看法，再透過同學之間的討論，嘗試讓學生不斷從別人的角度進行設

身處地思考。最後結果(捐或不捐)並不是整個遊戲設計的重點，最後捐到故然好；但不捐亦希

望學生可以透過過程明白及瞭解到現實生活中有人不想捐的背後原因或難處；即使想捐但捐不

到但原來我們還有別的事可以做。因此最後結果(捐或不捐)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反而是透

過這種換位思考，從中讓學生建立同理心丶尊重他人及關愛等正向價值觀。 
 

                                                           
3 陳可兒﹕〈從遊戲中學習，在學習中遊戲〉，https://www.fed.cuhk.edu.hk/~qsp/writing/small/learning/l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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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教材以價值教育出發，但同時亦緊密扣連通識教育科的知識內容及技巧訓練，將價值教育

及通識教育融為一體。器官捐贈的確是一個好的選題，一方面能夠融滲價值教育中同理心、尊

重他人及關愛等正向價值觀的元素，同時亦易於透過通識教育科知識內容的傳遞及課堂活動的

構思實踐價值教育的核心元素：認知、情感同實踐，達到培育學生建立正向價值的目標。但與

此同時相關的價值教育元素丶學科知識內容以至課堂活動經歷，都能夠配合到通識教育科的相

關題型技巧訓練，學生能夠利用課堂所學的丶活動所經歷的完成功課及應對測考。長遠來說，

我們科組希望結合體驗式學習活動，配合學科知識內容，發展不同課題的價值觀教育元素，並

繼續與其他科組及委員會合作，進一步深化學校價值觀教育的推展，有系統地規劃價值觀教育

的校本課程。 
 
結語 
價值觀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是十分重要的。善於靈活應用不同的

教學策略，使價值教育融入教學，讓學生建立正向價值是十分重要的。價值教育融入日常教學

之中，好讓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中，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

並付諸實踐，以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縱然，通識教育科現時面對重大改革，但本科同

工仍然希望透過靈活應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使價值教育融入其他學科的教學之中，如生活與社

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等，以不同方式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從而確立他們的正向價值。 
 
學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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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持分者對本教學設計的評價 
1.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 
這桌上遊戲《捐？唔捐？》十分有趣，能讓學生代入不同的角色，反思不同持分者立場背後的

價值取向，加深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識。這桌上遊戲亦能啟發我們機構應如何發展一些新的學

校教材，令我們的宣傳教育和相關的價值觀教育可以做得更好！ 
 
2. 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這教學設計中的桌上遊戲能幫助學生代入不同持分者的處境，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器官捐贈的不

同考慮角度。遊戲一方面建立學生的分析和溝通能力，同時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和關愛他人等正

面價值觀。遊戲以角色扮演方式討論與價值觀相關的問題，可避免尷尬，讓學生更坦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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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展示的良好師生關係，鼓勵學生更積極表達想法，投入討論，建立正面價值觀。另外，教

師又於分享會中向業界分享桌上遊戲的設計和教學心得，促進同工的專業發展。 
 
3. 教育局支援服務學校分享會問卷調查 
相關分享內容評分：4.3/5（5 分為滿分） 
 
部分意見節錄： 
十分欣賞你們的教學設計，內容十分有趣，教學設計流程可應用於不同的課題之上，具啟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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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可兒﹕〈從遊戲中學習，在學習中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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