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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1-3-1 
臺中市月眉國小 102學年度品德教育目標、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實踐要點 

一、實踐目標： 

1、輔導養成學童知足、反省、自信、責任、正直等五項「對待自己」的品德習性及勇

氣、分享、尊重、合群、關懷等五項「對待別人」的品德態度。 

 2、輔導養成學童勤學、禮節、愛國、寬恕、公德、信實、合作、守法、正義、友愛、

勇敢、孝順、睦鄰、節儉、知恥、負責、有恆、和平等十八項核心價值觀。 

 3、輔導養成學童正確行為，告知能依循的具體實踐規條，期能培養進退有序，明理知 

恥，尊師重道的態度，成為循規蹈矩的優良品德學生。 

二、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心德目暨班會討論題綱 

週 次 健康中心 中心德目 實    踐    規    條 班 會 討 論 題 綱 

一 健康的身體 勤學 低：每天的功課按時寫完 

中：把握時間，努力學習 

高：對各種問題會不斷思考、研究 

◎閱讀的好處？ 

◎訂定求學計畫、確實力行。 

◎如何規劃個人學習生涯計畫？ 

二 健康的身體 

三 健康的身體 禮節 低：別人談話時，我不隨便插嘴 

中：注意禮節，不忘記說個「請」 

高：表揚別人長處不說別人的是非 

◎校園裡要注意哪些禮節？ 

◎家庭中要注意哪些禮節？ 

◎待人待客要注意哪些禮節？ 

四 健康的心理 

五 健康的心理 愛國 低：聽到唱國歌時要站好 

中：不聽信謠言，不傳播謠言 

高：能隨時隨地爲學校和社區服務 

◎知道國歌國旗的意義。 

◎了解國家建設的重要性。 

◎建立全民國防的觀念。 

六 健康的心理 

七 營養的食物 寬恕 低：對人態度要和藹，說話要誠懇 

中：待人要友善、寬厚 

高：批評別人時應當先檢討自己 

◎能原諒別人的無心之過。 

◎時常檢討改進自己不守法行

為。 

八 營養的食物 

九 營養的食物 公德 低：要愛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中：公物使用後會放回原處 

高：維護生活環境的衛生 

◎遵守廁所使用規定。 

◎不要自私，時時注重公共道德。 十 安全的生活 

十一 安全的生活 信實 低：老師規定的作業要按時做完 

中：遵守公共場所的規則 

高：參加考試要誠實作答 

◎如何培養「誠信」正確觀念？ 

◎如何做到誠實不說謊、不做

假？ 

十二 安全的生活 

十三 疾病的預防 合作 低：樂意幫助別人 

中：能服從團體的決議 

高：與人共事能盡力合作 

◎喜歡和同學一起遊戲。 

◎與同學共同完成打掃工作。 

◎遵守班級公約。 

十四 疾病的預防 

十五 疾病的預防 守法 低：穿越馬路要走斑馬線或行人穿

越道 

中：排隊要守秩序，不亂插隊 

高：對事要辨別是非，服從公理 

◎遵守校規及公約。 

◎謹守法規、維護團體紀律 

◎建立正確法律常識，做個循 

規蹈矩守法的好國民。 

十六 健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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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健康的家庭 正義 低：說話要實在公正 

中：盡力爲同學和學校服務 

高：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不徇私，對人公平。 

◎如何落實真正的民主？ 

◎選賢與能、發揮自由民主的真

諦。 

十八 健康的家庭 

十九 健康的社區 總複習 ◎不說別人是非，會讚揚別人長處 

◎保持居住環境的安靜與整潔 

◎盡力維護公理與正義 

◎檢討本學期來個人、班級之優

缺點及改進之道 

◎訂定寒期生活規劃 

二十 健康的社區 

二十一 健康的社區 

 

三、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心德目暨班會討論題綱 

週 次 健康中心 中心德目 實    踐    規    條 班 會 討 論 題 綱 

一 健康的身體 友愛 低：聽兄姊的話並且能愛護弟妹 

中：不為自己的快樂，使別人痛苦 

高：為人類幸福，貢獻自己的力量 

◎友愛兄弟姊妹、關心家人、做

個讓父母親放心的好子女。 

◎如果做到為別人著想？ 

二 健康的身體 

三 健康的身體 勇敢 低：跌倒自己站起來，不哭也不鬧 

中：發現自己過錯，立刻改正 

高：個人或團體受到侮辱，據理力

爭 

◎做錯事應該怎麼辦？ 

◎弱小者被欺負了，我可以怎麼

做？ 

◎受到了誤會，應該怎麼辦？ 

四 健康的心理 

五 健康的心理 孝順 低：聽從父母的話，不讓父母擔心 

中：認真讀書、做事，讓父母高興 

高：感激父母養育之恩 

◎怎麼不讓父母親擔心？ 

◎我能知道父母的辛勞。 

◎常懷感恩心，時時刻刻回報父

母恩。 

六 健康的心理 

七 營養的食物 睦鄰 低：對鄰居要和氣 

中：鄰居有急事，要盡力幫忙 

高：多盡義務為鄰里服務 

◎助人為快樂之本。 

◎關懷、幫助身心障礙者。 

◎養成幫助他人的美德。 

八 營養的食物 

九 營養的食物 節儉 低：養成儲蓄的習慣 

中：不要浪費公共的東西 

高：利用廢物做成有用的東西 

◎零用錢壓歲錢我知道怎麼利

用？ 

◎不浪費食物，不破壞公物。 

◎做好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十 安全的生活 

十一 安全的生活 知恥 低：不說粗野的話 

中：不貪圖不應得的東西 

高：不偷看私人的信件 

◎做事前能先思考不魯莽。 

◎游泳下水前應注意之安全事

項？ 

十二 安全的生活 

十三 疾病的預防 負責 低：每天起床後，自己整理床鋪 ◎能負責認真完成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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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疾病的預防 中：按時做完老師或家人指定的工

作 

高：盡自己的能力做好團體工作 

◎養成正確路權的觀念，遵守交

通安全規則。 

◎如何選擇良好安全之運動環

境？ 

十五 疾病的預防 有恆 低：天天上學不隨便缺課 

中：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 

高：做人做事要時時反省，對於好

習慣要永久保持 

◎老師交代的事我要努力完成。 

◎學習才藝不半途而廢。 

◎養成天天運動好習慣。 

十六 健康的家庭 

十七 健康的家庭 和平 低：對人說話要和和氣氣 

中：對貧苦勤勞的人，能加以特別

敬愛 

高：四海一家、天下為公，促進世

界和平 

◎與異姓相處能互相尊重。 

◎如何建立一個平等和諧溫馨的

班級？ 

◎我會關心國際社會的消息。 

十八 健康的家庭 

十九 健康的社區 總複習 ◎和人交談態度要和氣，精神貫注 

◎盡力幫助肢體殘障的人 

◎不誇耀自己的長處，愛惜自己的

名譽 

◎檢討本學期來個人、班級之優

缺點及改進之道 

◎訂定暑期生活規劃 二十 健康的社區 

二十一 健康的社區 

四、實施方式：  

（一）於開學前擬定中心德目及實踐條文，每一德目訓練期為兩週。 

（二）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每週由導護老師書寫於公佈欄中週知。 

（三）每一德目開始實施前，得利用週會、朝會時間，由總導護老師講解，方式例如

以演講、故事、短劇、辯論等方式靈活運用，以加深學生印象。各班導師協助

宣教，要求學生確實遵守各項行為準則。 

（四）各班請利用導師時間實施班會及進行建議題綱之討論，建立學生正確品德觀念。 

（五）配合相關課程如語文、社會、綜合活動等領域實施聯絡教學，以達到教訓輔合

一的目的。 

（六）利用視聽器材輔助教學，使學生能深入了解。 

（七）利用班會時間加以檢討，鼓勵學生自我評鑑，並表揚優良典範以作為學生表率。 

（八）教師依據平日考核學生實踐情形，列入促進品德教育的主要依據，以擴大校園

倫理道德教育的效果。 

（九）各班級學生的表現列為生活競賽評分項目之一，為獎罰依據。 

 

五、本實踐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生活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