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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推廣之現況、困
境與成效，探討國小教師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實施班級經營之滿意情形、
以及教師運用此一活動實施感恩教育的教學實踐圖像。
為達此目的，本研究對參與 101 學年度本活動的國小班級教師，進行量化和質
性研究。一方面對 254 個參與班級教師進行普查，以了解參與教師的動機、滿意狀
況和意見。一方面對三位實踐成效優秀的個案教師進行深度訪談，以描繪出其教學
理念和實施特色。
研究結果，在普查方面：共發出 254 份問卷，得到有效問卷 176 份，回收率約
七成。參與教師對於「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及相關活動在班級經營及學生品德行
為提升方面，多感到滿意，對於記點的安排和學生的持續性較有困擾。
在質性研究方面：三位個案教師皆能發揮創意，有效運用積點在提升班級經營
的效能；而個案教師參與「感恩草根人物」活動和「感恩圓夢」活動時，能運用課
程設計，將感恩教育結合在班級經營中，促進對在地和弱勢者的回饋，以及學生的
感恩心。本研究並提出建議供主辦單位，與教師作為參考。
關鍵詞：感恩教育、班級經營、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教學實踐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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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古今中外各國的文化和歷史都將感恩視為品格和社會生活的基準和規範。感恩
是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一直被高度珍視的品德，更是我們中華民族優
良的傳統與美德。朱子治家格言說：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
力維艱。」就是要讓我們在感恩中懂得節儉。時時懷著感恩的心是一種善良的美德，
是做人的基本條件。
感恩是人際互動中一種處世哲學，也是生活中的大智慧，如此的哲學與智慧，
教師可藉由班級經營與親師生互動中，在日常的教育場域中灑下善的種籽，潛移默
化，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習性、進而將感恩深植於心中。
楊定一（2012）在《真原醫》一書中指出「心中充滿感恩、關懷、慈悲時，心
臟會出現協調的頻率，使心血管功能良好，神經系統處於平衡狀態。」由此可見身
心互動有密切關聯，常保感恩心，不但身心健康，也讓人際互動更正向美好。
在臺灣，真的出現了有心人為推動「感恩」而默默設立了一個民間組織──感
恩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感恩基金會）
。在 2001 年創立以來，感恩基金會一直
致力於感恩教育相關的活動。2004 年推行「全民感恩心生活—讓感恩成為一天的開
始」運動，將感恩分成生活中感恩、工作中感恩、社會中感恩、天地中感恩等四部
分來實踐，搭配全省種子教師培育營、全國感恩巡迴講座並徵求行動企畫、感恩電
子護照等活潑的活動，藉以引發全民正向能量的累積。同時發行「感恩護照」
，希望
藉由參與者寫下「感恩的話」
，鼓勵民眾瞭解感恩的意義。更積極巡迴學校、社區宣
導感恩的重要，推動九月九日為感恩日。2005 年推動「早晚感恩心，快樂不憂心」，
該系列感恩活動更走入校園與監獄，透過每周說故事列車將感恩心深化入至每個參
與者的生活。該年首度舉辦「感恩行動企劃」
，不但與誠品書局共同舉辦感恩心活動，
也與國語日報合作進行「送報到山巔」活動。
2006 年的活動主題為「感恩力量大」
。感恩護照發行三種不同之版本（校園版、
全家版與國軍版）
，國軍首度參與全民感恩心活動，更與國語日報合作推行「名人感
恩故事」系列活動，希望藉由名人感恩的故事加深大眾對感恩的印象。又與蕃薯藤
網站合作開放會員申請與感恩護照申請，甚至與誠品書店合作「感恩樹」活動，希
望將感恩集結起來，藉以產生一股正向的力量。
2007 年的活動主題為「選擇的力量」
。基金會成立專屬的網站，教師種子營活動
更往離島扎根，也增加校園互動活潑性，如增加感恩快樂操、國高中講座增加話劇
演出，進而建立感恩教育示範學校；感恩活動也從實體護照，擴大延伸至虛擬之電
子平台，甚至開始以明星代言增進護照推廣，並透過公車廣告大量曝光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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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社會大眾對感恩之印象，甚至希望以「感恩臺灣旅行護照」
，帶動「一鄉鎮一產
業」
；針對不同族群需求，改變宣傳策略；而「國軍版」的感恩護照，更增加兩性與
理財教育。
2008 年的活動主題為「感恩一級棒」
。不但進入校園進行感恩徵文活動，更運用
3Q 網站發行感恩電子報，希望透過網路的力量傳播感恩心。
2009 年的活動主題為「逆境感恩~不抱怨」
。與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共同推動「2009
『感恩心．教育情』關懷送暖活動」
，期盼透過該活動的推行，適時扶助弱勢家庭之
在學學生求學、營養午餐等急需之費用。也透過網路舉辦「感恩我最行」票選活動，
基金會的網站更增加「感恩點燈卡」、「每月感恩主題」、「感恩花園專區」與「感恩
教師專區」
，網站中提供設計故事閱讀學習單給予教師下載以利教學使用。
2011 年的活動主題為「快樂感恩心」
。由臺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提案進行「感
恩體驗月」活動，並訂 10 月為感恩月，鼓勵感恩護照的使用者每週完成一次感恩具
體行動，並鼓勵學生製作感恩行動小卡。
2012 年與公共電視所合製「感恩故事集~百年樹人，人生之師」活動，長期記錄
臺灣這塊土地上不同小人物的感人故事，透過影像共同分享這些主角展現出來的良
善胸懷、堅毅精神、濟世態度等正向力，期許這股力量可以持續在臺灣這片土地上
延續與遍及。
2012 年也首次推行「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動，開放國小之中、高年級
導師申請索取基金會發行之「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
，希望藉由聯絡簿配合各項教育
議題、並結合教師之班級經營，將感恩的好習慣從小扎根，培養學生懂得對人、事、
物感恩，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感恩教育。
上述這些活動都有益於社會邁向善良正向的風氣，尤其是 2012 年的「感恩圓夢
儲蓄聯絡簿」配合「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動，已是深入校園、需要中小學
教師運用教育專業、結合班級經營、創發感恩課程，並持續進行的教學實踐活動，
不是曇花一現式的社會宣導所可比擬。
因此本研究即是以「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和「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
動為研究範圍，期望了解其在教學現場運用的實用性和實踐成果，一方面回饋給主
辦單位作為未來辦理參考，一方面也提供現場老師作為未來參與的參考。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參與教師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在班級經營上的實施與滿意狀況。
二、探討「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個案教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
三、探討未來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活動在推廣感恩教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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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感恩的意義與相關理論
（一）感恩的意義
感恩，自古以來即為重要的人性美德情操，有其屬於生命教育及心靈層次的特
質。世界各大文化皆將感恩視為重要的美德情操。儒家文化以孝道為核心，孝即是
對父母恩情的感念與回報，這是中華文化中重要的精神資產，像清明節時慎終追遠，
是對於祖先的感恩。西方基督教文化也非常重視感恩，在聖經中即有許多感謝上帝、
贊美上帝恩典的經文，也教導要對人、對萬物有感恩之心。佛教有觀功念恩的教導，
要世人學習轉過為功，化怨成恩，在生活中將煩惱化為感恩和慈悲之心。二十一世
紀的正向心理學，綜合各文化各家學理的內涵，歸納出智慧、勇氣、人道、正義、
修養、超越等六種基本美德，其中包含了二十四項長處，其中感恩即是屬於超越的、
或靈性的美德，表示「感謝與明白好事的發生」
（洪蘭譯，2009）
。由此可見，感恩，
不論是品德教育或是在生命教育中，都是重要的一環，需要有相應的感恩教育加以
闡釋並發展。
如上所述，感恩（gratitude）是人類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是一種被高度稱讚的人
類特質，更為世界眾多宗教重視與推崇。市川善彥（2008）認為感恩是透過感受世
界的不完美與痛苦，讓我們打開眼睛，珍惜此刻所擁有的一切。陳馨怡（2008）研
究指出：感恩是一種認知，也是一種情感，更是行為動機；當個體體認到別人所給
予的恩惠是無功而受祿的，所給予的協助是超出雙方的交情，因此感受到愉快、被
尊重及被關懷等正向經驗，進而提升了自我價值，並產生了感激的情緒，與引發自
內心的真誠與感恩的動機與行動。薛人華（2010）認為感恩本身屬於一種情感（包
含情感特質、心情及情緒）
，包含長久穩定的個人特質到短暫情緒之間的連續向度。
而個體對施惠行為的認知歸因、人際互動及社會文化規範都會影響感恩的態度及表
達。林志哲（2011）則認為感恩為一種人格特質，與助人行為、善意舉動等正向經
驗有所關聯。李坦闊（2012）認為感恩態度高的個體易覺察到來自外在之善意行為
（認知）
，進而產生正向的情緒（情感）
，並有回報之傾向（行為）。韓二磊（2012）
則認為感恩就是對自然、社會與他人給予個體之恩惠及方便之由衷認可，並真誠回
報的一種認知、情感與行為。
Emmons & McCullough（2003）認為感恩是一種認知－情感狀態，它源於個體
覺察到自己因他人的善意而獲得未預期之利益。Tsang（2006）於統整文獻後發現感
恩是個體接受到利益後所產生之正向情緒回應，更覺察到他人的幫忙具有良善的意
圖，而此不但是一種正向情感，同時也是利社會行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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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者定義，大致可將感恩歸納為：他人對自己所付出之善意與具體協助，
而為個體所覺察感知的一種正向認知與情感，個體也能對他人之行為有所回應與感
念的情感與行為；因此，對雙方而言是一種相互且正向之經驗與感知的動態歷程。
雖然感恩尚未發展出一套完整且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但古今中外仍視感恩為一
種正向情感特質與重要的道德內涵，再加上正向心理學興起，感恩又重新成為研究
關注的重點，因此有不少學者對其提出相關之論述並進行實證研究。
（二）感恩的道德情感觀點
Adam Smith 認為感恩是很基本的社會道德情感，因為感恩是施恩者實施善行的
主要動力，也是最基本的社會情緒（social emotions）
，更是激勵受惠者對施恩者回以
善意回饋之感覺與基本動力，故 Adam Smith 主張感恩可以善意為基礎進而維持社會
情緒。（謝宗林譯，2007）
。
Haidt（2001）與劉建嶺（2005）皆認為感恩情緒本身即可做為道德評斷的依據，
亦可視為一種衡量道德的標準，但這不代表感恩的情緒和行為表現就是道德的，而
此僅在於說明感恩是來自受惠者對施恩者道德行為的反應，同時更會引發個人進一
步的道德行為。
McCullough 等人（2002）歸納相關之文獻，發現感恩可以發揮道德上的影響力，
更是重要的道德情感，因此將感恩之道德功能概念化為三個內涵，第一：道德溫度
計（a moral barometer）係指覺察到他人對自己施恩，內心感恩情緒隨之增強。第二：
道德的動機（a moral motive）則指受人之恩後，內心產生感恩反應，進而促使自己
對施惠者表現出利社會之行為。第三：道德增強物（a moral reinforcer）係指經歷了
上述的歷程後，受惠者對施恩者有所回饋，而此更增強了施恩者未來助人的意願與
行動。
（三）感恩的利社會觀點
紀淑萍（2002）研究發現「觀功念恩」教學對學生利社會行為和人際關係有所
增能。在利社會行為的表現中，「觀功念恩」教學促使學生樂於在生活中主動為善；
在人際關係方面，「觀功念恩」教學中的善行實踐對學生人際關係有實際改變的效
果。McCullough 等人（2002）研究發現，懂得感恩的人會產生更多的利他行為，如
產生同情心、寬恕的態度、願意助人、和提供他人支援。紀淑萍（2002）也發現感
恩有助於學生學習利他的社會行為，且對人際間的互動有新的改善。Emmons &
McCullough（2003）於其研究中發現感恩組的大學生在利社會部份會有較多的感恩
及正向情緒產生，不但增加助人的頻率也較能提供他人在情緒上的支持。而 Tsang
（2006）在研究中發現恩惠組的受試者會有更多表示感激的動力，也會更願意去幫
助其他受試者。由此可見，感恩不但是一種正向情感，同時更是利社會行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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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rt 等人（2010）研究發現感恩與社會凝聚力兩者為正相關，並表示感恩會
提升知覺關係中的社群凝聚力。王巧涵（2010）研究發現感恩與利社會行為之間具
有顯著正向關連。
（四）感恩的心理學觀點
McCullough 等人（2002）提出感恩傾向的理論，認為感恩傾向係指「能辨識他
人帶來的恩惠與好處，懷著感恩心所做出反應的普遍傾向」。進而將其分為四個向
度：強度、密度、頻率與廣度。強度指的是個體感受到感恩情緒的強弱差異；密度
意指個體感受到感恩情緒時所感恩對象的數量；頻率意指個體感受到感恩情緒的次
數多寡；廣度則指個體感受到感恩情緒的範圍（情境）大小。McCullough 等人（2002）
也認為感恩特質較高的人較易對正向結果作特定之歸因。因此，具有感恩認知的個
體才能體會感恩的情緒。
高麗雯（2004）認為感恩的心理運作是一種認知歷程。個體會先注意到恩惠，
再將恩惠歸因給予施恩者，接著同理施恩者的意圖並瞭解其付出背後之善意，此歷
程更增加了對恩惠與施恩者的正向記憶並投射產生一個善意的世界。
Weiner（1985）認為感恩是一種歸因風格的情緒狀態，表示感恩的核心基礎在
於歸因風格，因為懂得感恩的人會將所獲得利益歸因於他人較自己多。感恩涉及兩
個認知程序，第一：個體覺知到正向的結果，因此感覺到快樂；第二：個體覺知到
該正向結果來自於外在。Tsang（2006）則於研究中發現，當個體所幫的忙超越了社
會的期待時便會產生更多的感恩情緒。
感恩是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向度。感恩是一種由內而發的認
知與行為，是人與人之間互動良善的交流，更是必須自小培養的好習慣；感恩教育
的實踐需要於日常生活中教導，並學習以自己為圓心，向外拓展，從具體而抽象，
不僅能感知、更應具體在生活中實踐。
（五）感恩取向的教學研究
感恩教育近年來頗受各界重視，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都覺察到感恩，並實
踐。研究者發現 2005 年以來每一年都有關於「感恩教育」的博碩論文研究出現，就
研究法來看有 6 篇以量化研究為主，另外一篇為行動研究。
（曾文祥，2005；林莉芳，
2006；林沛玲，2007；陳馨怡，2008；范梅英，2008；紀佩妤，2009；徐淑芳，2011），
因此本研究分別採取量化與質性研究，冀求以問卷、訪談與文件分析，能將感恩教
育的不同面向如實呈現。
感恩經驗可幫助學生提升正向情緒，並能使人格特質更正向，其人格特質越正
向，感恩心就能越高。本研究中的國小中、高年級個案教師皆參與「感恩圓夢儲蓄
聯絡簿」活動，實施感恩教育，配合聯絡簿感恩小記、積點制度，他們期望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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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心去覺察周遭的人、事、物，並用樂觀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生活，提升心靈成
長。
二、班級經營與聯絡簿運用之探究
國內許多研究顯示班級經營乃師生遵循學校教育原則，教師以其專業知能與其
影響力，有計畫、有效地妥善處理與班級有關之事務，營造支持性與愉快氣氛的學
習環境，並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以達成教育目標之活動與歷程。（劉郁梅，2001；
許秀梅，2004；李國勝，2005；張景惠，2005；于冬梅，2006；翁慶才，2006；謝
世微，2006；葉明哲，2007；謝雯惠，2007；楊宜蓁，2010；陳俊宏，2011）唯有
教師確實掌握班級經營的技巧與效能，並運用智慧領導班級，始能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與品質。
雖然學者對班級經營內涵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仍有許多共通性。就本研究而言，
因研究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所發行之「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活動，故依據相關文
獻、與申請教師的班級經營積點規劃設計，歸納出五個研究「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
與班級經營積點活動相關的面向：
（一）學生的學習態度
依申請教師的積點規劃設計，學生的學習態度包含五個向度：1.能符合教師的基
本要求和規定；2.能表現正向的學習態度；3.能運用圖文表達自己的想法；4.能拓展
學習領域與視野；5.能反省與檢核自己的學習態度與行為。而此層面與班級教學、班
級環境的經營相符合，皆希望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藉此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
趣，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以達成預定的教育目標。
（二）學生班級常規的表現
依申請教師的積點規劃設計，學生班級常規的表現包含五個向度：1.穿著合宜的
服裝儀容；2.認真負責進行整潔工作；3.遵守集會活動的秩序；4.注意平日的運動安
全；5.注意平日的居家生活。而此層面與班級常規的經營相符合，希望藉此建立良好
的班級常規，達成學生自律的目的。
（三）學生自治能力的表現
依申請教師的積點規劃設計，學生自治能力的表現包含五個向度：1.擔任班級幹部認
真負責；2.擔任自治市幹部認真負責；3.重視小組榮譽；4.用心完成校內指定的工作；
5.凝聚班級向心力。而此層面與班級常規的經營相符合，希望藉此培養學生自治能
力，重視團體榮譽並凝聚班級向心力。
（四）學生品德教育行為的形塑
依申請教師的積點規劃設計，學生品德教育行為的形塑包含五個向度：1.重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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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2.懂得與同學合諧相處；3.對師長、同學有禮；4.懂得對人尊重並珍惜萬物；
5.願意主動關懷協助同學。而此層面與班級氣氛的經營相符合，希望藉此形成一個溫
馨且合作的團體，成員間彼此協助、感恩與關懷，在溫暖合諧的關係中達成人格教
育的目標。
（五）親師之間的合作
依申請教師的積點規劃設計，親師之間的合作包含五個向度：1.融洽的親師溝通
關係；2.學生能主動協助處理家事；3.家長能關心學生的身體健康；4.家長能配合學
校交代事項；5.教師能向家長反應注意事項。而此層面與親師關係的經營相符合，希
望結合家長的力量，使其成為教師教學中最有力的伙伴與資源，共同為學生的成長
與學習而努力。
三、「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的運用與教育推廣活動
「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內容除了一般聯絡簿的格式外，另外增設有行為點數
收支欄位，包含累計與覆核簽名欄位、感恩小記紀錄欄位，包含感恩小故事及感恩
行動記錄欄位、每頁的感恩小語以及每週一篇感恩小記的書寫。（參見圖 1、圖 2 聯
絡簿的架構和運用）
行為點數收支欄位由學生每日依老師依據班級經營所需規劃之積點，學生自行
選擇 10 項進行，依照完成程度填上積點並統計點數，翌日由老師或指定之同學進行
覆核。
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的參加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依教師申請優先順序，及
所規劃之積點項目決定入選班級。
老師可根據班級的需求及狀況，選擇欲加強的領域或欲改變之學生行為進行規
劃與操作；融入議題與領域之部分，仍由老師自行運用，但建議不要全部執行，以
免時間不足影響正常教學進度與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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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架構圖
資料來源：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教師手冊

圖2

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領域運用組織圖

資料來源：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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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的推廣時期為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元月，教師所設
計的積點項目區分為個人及團體二類。個人積點乃針對學生個人表現，每位學生每
日最多可以有 10 項個人積點；團體積點則指全班所有學生共同參與之活動表現，點
數累計於以班級為對象的團體積點中。所有的積點可由教師自訂，也可與全班討論，
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多元學習為基礎，符合班級經營理念選擇若干
領域進行規劃。
教師可將所規劃的積點項目影印並填貼於聯絡簿首頁，作為學生每日自評對照
參考。執行時，個人積點部分學生每日於教師所規劃之個人積點欄中選擇十項，當
中至少五項為全班必選的項目，每日將執行之積點項目與獲得之點數登錄於聯絡簿
的積點收支登記欄中；團體積點部份只要學生符合團體積點設計便由教師於統計表
中登錄，執行積點活動為一個學期。教師須於 2013 年 2 月 15 日前線上完成「積點
執行報告」的填寫以參與圓夢獎金的評選，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依得分最高的前 20%
為入選班級，入選班級則於 2013 年 3 月至 6 月進行圓夢計畫。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為鼓勵班級行善，若入選班級將圓夢獎金部份或全部捐做
公益使用，基金會也將提撥等額之相對基金捐給同一受助對象，希望藉此培養學生
感恩心的觀念，更希望培養學生利他的好習慣。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了鼓勵參與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活動之班級特別舉辦了
相關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1. 「封」迷天下，我最特別—聯絡簿封面設計評選活動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評選聯絡簿封面設計，中、高年級各選出五名優選和二
十名佳作，除了提供獎狀及獎品，亦有機會刊登在來年發行的感恩圓夢儲蓄聯絡
簿封底中、或於活動相關文宣品中刊登。活動時間：2012 年 11 月 1 日~2012 年 11
月 30 日。
2. 感恩草根人物，創意行動千點大放送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希望能鼓勵班級學生和老師，運用每周練習的感恩小記
和感恩行動，做一個全班的感恩行動。只要班級參與團體積點的加碼活動並符合
獎勵標準，就有機會獲得團體積點 1000 點、2000 點、3000 點。活動時間：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止。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同時採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藉
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後對班級經營之滿意程度、實施
狀況，並呈現參與感恩聯絡簿與圓夢計劃教師的教學實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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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問卷調查進行普查
在調查對象方面，本研究採全面普查方式，研究對象依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提
供之資料得知：全國共有 254 個班級教師申請，根據申請學校資料寄發正式問卷，
進行普查，參見表 3-1。
表 3-1
縣

國民小學總數（所）

申請學校數

申請班級數

臺北市

154

9

14

新北市

245

9

11

基隆市

44

5

18

桃園縣

189

8

11

新竹縣

90

4

11

新竹市

29

5

8

苗栗縣

125

6

10

臺中市

235

13

30

彰化縣

177

18

29

雲林縣

156

5

8

南投縣

151

10

15

嘉義縣

103

5

6

嘉義市

20

1

1

臺南市

295

15

20

高雄市

246

10

12

屏東縣

196

9

27

臺東縣

101

3

7

花蓮縣

111

6

7

宜蘭縣

77

7

7

澎湖縣

41

1

1

金門縣

20

1

1

1087

52

254

總

市

各縣市申請「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班級數統計表

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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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本問卷之效度，在正式施測之前，先函請八位學者專家為問卷初稿題目
之代表性與意義性作鑑定並逐題審視，對於題意不清或未切合待答問題者，加以剔
除。再就諸位學者專家所惠賜意見，建立專家效度。
本研究在調查問卷回收後，先整理並剔除無效問卷，問卷回收共 176 份，回收
比率約 70%。然後將有效樣本逐一編碼登錄，再以 SPSS 21 版電腦套裝軟體程式進
行資料的統計分析，本研究統計考驗之顯著性，皆採 α＝.05 之水準，使用的統計方
法如表 3-2。
表 3-2

研究問題與統計方法分析表

待答問題
一、「感恩圓夢儲蓄聯絡
簿」之實施現況與困境
為何？

問卷問題
貳、「感恩圓夢儲蓄聯絡
簿」的使用現況

統計方法
描述性統計（次數分配與
平均數、標準差）

一、使用「感恩圓夢儲蓄聯
絡簿」的現況
二、教師手冊說明的滿意程
度
三、「感恩圓夢儲蓄聯絡
簿」各欄位的實用性

二、教師在實施「感恩圓夢 参、教師使用「感恩圓夢儲 描述性統計（平均數、標
儲蓄聯絡簿」後對班級

蓄聯絡簿」後對班級經 準差）

經營滿意情形為何？

營的滿意度

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 参、教師使用「感恩圓夢儲 獨立樣本 t 檢定（年段）；
師在實施「感恩圓夢儲

蓄聯絡簿」後對班級經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學區

蓄聯絡簿」後對班級經

營的滿意度

營滿意度的差異情形為

位置、學校規模、服務年
資與教育程度）

何？
四、探討教師對「感恩圓夢 肆、建議與經驗分享
儲蓄聯絡簿」未來推廣
之建議？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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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參與的個案教師進行深度訪談
本研究的質性研究方面以訪談做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輔以文件分析校正檢
驗，探討優秀參與的個案教師，運用感恩聯絡簿對教師班級經營的幫助、以及引導
感恩教育的課程設計。
質性研究的對象方面，採立意取樣，針對能提供豐富資料的對象進行訪談邀約，
從有參與「聯絡簿」實施、並參與圓夢計畫實踐的教師裡挑選，一一以電話聯繫，
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與內涵，探詢研究對象的意願與想法後，選取三位符合取
樣標準的受訪對象進行訪談。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資料謄錄為逐字稿，並請受訪者參與資料之確認與查核，部
分資料不足之處再以電話作進一步探究，並藉由資料的三角檢證，增進研究的嚴謹
度，確保資料之確實性。

肆、量化研究的結果分析
在問卷普查方面，研究之結果分析如下：
一、國小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之現況與滿意狀況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為普查性質，共發出 254 份，回收有效問卷共 176 份，回收
比率約 70%。申請「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國小教師之基本資料可參見表 4-1。
表 4-1
教師基本資料
男
性別
女
正式教師
教師
身份
代課教師
30 歲以下
31~40 歲
年齡
41~50 歲

申請「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國小教師基本資料
人數
28
148
161
15
7
83
78

百分比
16%
84%
91%
9%
4%
47%
44%

50 歲以上

8

5%

10 年以下

45

26%

教學
年資

11~25 年

123

70%

任教
年段

26 年以上
中年級
高年級

8
80
96

4%
45%
55%

教師基本資料
五都
學區
縣市
位置
鄉鎮
12 班以下
學校
13~48 班
規模
49 班以上
師範、師專畢業
專科學校或
一般大學畢業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結業
教育
師範大學、師範學
背景
院及一般大學教育
學系畢業
研究所
其他

N=176

人數
53
36
87
46
92
38
19

百分比
30%
20%
50%
26%
52%
22%
11%

26

15%

14

8%

33

19%

84

4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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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教師參與「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之動機多為「形塑學生良好品德」
在參與動機方面，問卷以複選題提問以了解老師的多重動機。有七成以上教師
參與這個活動的動機，乃為培養學生之良好品德與行為，有六成教師希望能建立良
好之班級常規。此外，也有五成五的老師認為本活動與其教學和班經經營理念一致
而參與。其他的動機尚有：喜歡嘗試新計畫（五成二）、可獲得免費聯絡簿（五成
二）、屬日記式聯絡簿（四成四）、有獎金（三成七）、加強親師間合作（二成七）、
帶領新班級（二成六）、培養學生記帳技巧（一成五）等。
可以看出參與教師有著多面向的班級經營需求，對此活動的期望以學生建立品
德、行為、常規為主，而聯絡簿本身的經濟效益次之（免費、附日記功能、有奬金），
對於以積點培養記帳技巧，則非期望的重點。
此外，查閱教師改善班級經營之主要規劃積點項目，在班級經營內涵之面向，
也皆為「形塑學生良好品德」與「良好之班級常規」，與教師參與的主要動機一致。
表 4-2
題

國小教師參與感恩圓夢聯絡簿活動的動機（複選，N=176）

目

選

項

個

數

百分比

排

序

1. 培養學生良好品德

139

79.0%

1

2. 培養學生良好行為

135

76.7%

2

3. 改善班級生活常規

106

60.2%

3

98

55.7%

4

92

52.3%

5

92

52.3%

6

78

44.3%

7

8. 有獎金

65

36.9%

8

9. 加強親師間合作

48

27.3%

9

10.帶領新班級

46

26.1%

10

11.培養學生記帳技巧

27

15.3%

11

12.其他

6

3.4%

12

4. 與自身教學理念相契合
及班級經營所採用的方
式一致
當初參與「感恩圓 5. 喜歡嘗試新計畫
夢儲蓄聯絡簿」的
6. 可獲得免費聯絡簿
動機
7. 屬日記式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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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教師對「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教師手冊說明，多感滿意
教師手冊的說明分項有教師參與目標與目的、可運用之領域、計畫執行流程、
活動內容、班級積點兌換圓夢獎金試算、行為積點項目訂定相關原則與執行時應注
意事項；其各分項與整體滿意度平均數皆在 3.2 以上（滿分 4 分）
，由此可知教師手
冊之各項內容說明，對使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是極有助益。
（三）國小教師認為「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各欄位的實用性皆高
「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的欄位有聯絡事項欄、積點收支登記欄、生活小語、
感恩小記、感恩小記提示大綱、感恩小記搭配感恩具體行動與空白欄；當中除「感
恩小記搭配感恩具體行動」實用性之平均數為 2.96（滿分 4 分）外，申請之國小教
師對其餘各欄位之實用性與滿意度平均數皆在 3.2 以上。由此可知，整體而言教師認
為「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各欄位實用性極高，且使用之滿意度也很高。
表 4-3

教師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各欄位的實用性與整體滿意度 N=176

聯絡簿欄位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7. 空白欄位

176

2

4

3.40

.536

1

3. 生活小語

176

1

4

3.37

.600

2

1. 聯絡事項欄

176

2

4

3.30

.482

3

4. 感恩小記

176

2

4

3.21

.562

4

5. 感恩小記提示大綱

176

1

4

3.07

.642

5

2. 積點收支登記欄

176

1

4

3.00

.595

6

176

1

4

2.96

.608

7

整體實用性

176

2

4

3.26

.475

整體滿意度

176

2

4

3.21

.436

6. 感恩小記搭配感恩具
體行動

從表 4-3 可知教師對「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各欄位之實用性與滿意程度，整體
而言實用性之平均數達 3.26，當中又以「空白欄位」最實用，平均數為 3.40，感恩
小記搭配感恩具體行動之實用性平均數最低，為 2.96；整體而言滿意度之平均數達
3.21，屬高滿意度。
空白欄位是教師使用率與滿意度最高之欄位，且多數教師將其運用於各種日記
的書寫與塗鴉，學生也願意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所遭遇的困境在日記中抒發，老
師更能從中給予最直接回饋，並給予支持、關心與慰藉，不但發揮初級預防輔導的
功能，也使師生之間的距離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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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過程的主要困擾為「每日積點覆核」
，費時而日久易疲乏，需運用活動維
持動機
實施過程中師生最感困擾的即為「每日積點覆核」
，佔 84.7%，教師不但覺得每
日累計繁瑣，且認證不易；積點登記時間一久，學生難免感覺疲乏，因此若要再引
起學生參與的動機，仍需教師運用其專業，維持並提升學生之興趣與動機。
二、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後對班級經營滿意狀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在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後對班級經營五個
分項皆呈現滿意狀況，且與當初希望改善班級經營之內涵與規劃時所偏重之班級經
營內涵相符合。滿分為 4 分，各分項得分平均高低依序為：
1.「提升學生品德教育形塑」（3.14）
2.「提升學生自治能力」（3.10）
3.「提升學生學習態度」（3.07）
4.「提升學生班級常規表現」（3.07）
5.「提升親師合作」
（2.95）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後對班級經營滿意度達顯著差
異的面向
（一）「不同學區位置」之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後對提升學生學習態
度、班級常規表現、自治能力、品德教育形塑四個面向上，
「五都」之國小教
師滿意度顯著高於「鄉鎮」之國小教師。
（二）「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後對「提升學生自治
能力」的面向上，「學校規模 49 班以上」之國小教師滿意度顯著高於「學校
規模 12 班以下」之國小教師。
（三）「不同任教年段」之教師實施「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後對「提升學生自治
能力」上，
「高年級教師」之國小教師滿意度顯著高於「中年級教師」之國小
教師。
整體而言，在「提升學生自治能力」這個項目上的教師滿意度較有差異，即五
都、大型學校、高年級班級，高於鄉鎮、小型學校、和中年級班級。
四、教師在問卷中的感動分享
在問卷的開放式問題中，許多老師對本活動給予文字的回饋與經驗分享，整理
後分為七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班級經營方面
依問卷開放性問題歸納整理，教師提供感動與分享文字的人次：提升學生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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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塑方面共有 52 位，提升親師合作方面共有 24 位，提升學生學習態度方面共
有 19 位，提升學生自治能力方面共有 12 位，提升學生班級常規表現方面共有 9 位。
如：有教師分享他班上的孩子會透過感恩小記，表達了內心世界的想法，甚至
對其之管教方式提出了一些省思，使她的班級經營上得到許多的感動與助益；另外，
也有教師認為師生之間的互動點滴皆呈現在聯絡簿中，家長也會利用聯絡簿來參與
師生互動，使教師在班級經營上更得心應手；聯絡簿整體設計優良，對班級經營有
相當之助益；更有教師認為透過推廣工作坊成立，見證了其他老師的教學熱忱與班
級經營技巧，獲益良多！
（二）感恩教育方面
有教師認為其在班級經營上，一直欠缺感恩的部分，而「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
中的感恩小記提供了一個感恩的媒介，讓學生能週週感恩，更能使學生以正面的心
態面對所有的事情；也有教師分享其在學生之感恩小記中看見孩子可以感恩家人、
身邊人、甚至是不認識人，那種感恩心，是這麼善這麼美，孩子是他的老師，他要
向孩子學習。
（三）班級向心力與氣氛方面
有老師分享：班上孩子會相互提醒遵守常規以為班級爭取榮譽，班級向心力因
此更加濃厚；也有教師分享班上孩子更有機會思考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小事、理所當
然的事以及同學間互相感恩，使班級氣氛和睦許多；更有教師認為運用「感恩圓夢
儲蓄聯絡簿」於班級經營上，不但培養孩子正面、積極的態度，也在許多團體活動
裡不自私，願盡自己的小小一份心，為班級爭取最高的榮譽。
（四）學生行為輔導方面
國小教師認為運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實施於班級經營上能發揮輔導功能
的比率為 76.7%。教師認為藉由學生所書寫之日記內容不但可以瞭解其上課與家庭生
活之情形（科任課或與家人相處情形）
，也更清楚班上學生的狀況進而適時給予關懷
與輔導，避免偏差行為之發生，更增進親子之間的溝通與情感。
（五）相關推廣活動方面
「封迷天下，我最特別」比賽的獎品是客製化的馬克杯—有老師提出，將學生
得奬的聯絡簿封面繪畫作品，印於客製化馬克杯的作法，極受家長的稱許，家長也
受到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活動時的用心與努力。
另外，在「感恩草根人物、千點大放送」活動方面，有班級教師在安排感謝新
竹貨運司機的感恩活動中，看到學生團結互助、體貼的表現，感受到學生的成長，
也會為別人著想，十分難能可貴，甚至有班級請到新竹貨運玉井區的老闆親自接受
學生的感恩；也有老師分享其班上在對學校導讀志工的感恩活動中，學生體驗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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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行為給志工帶來感動，這是無價的。
（六）學生感恩小記分享方面
教師認為藉由感恩小記的書寫可以訓練學生思考身邊值得感恩的人事物，家長
對此表示贊同；且從每週學生所書寫的感恩小記，教師可以發現學生的成長，從對
他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到省思、感恩，甚至也願意為他人付出、孩子的心也更
柔軟了。另外，有教師分享在其班上有一位孩子剛轉學到班上，原本對母親非常仇
恨，口頭經常述說母親的不是，但經過一學期執行感恩小記與班級經營後，整個人
變溫和了，對父母不能陪在身邊也較能體諒；更有教師分享班上有一位學生的妹妹
一出生就沒有虹膜，眼睛視力不良，發展遲緩，但她願意永遠照顧妹妹，當她的眼
睛；學生會在日記內容中感謝父母與照顧他的奶奶，更感謝同學對他壞脾氣的包容，
也會分享他在課後的生活感受；學生之間能相互感恩，甚至在衝突後自省並感謝對
方。
（七）與特殊需求學生的相處方面
有教師分享其班特殊生的學習態度及情緒管控有當大的效益；過動症的同學不
再缺交作業，也主動進行運動；另有教師分享其班上有位 AS 的特殊孩子，在班上總
是覺得與人衝突不斷，即使溫和派的同學也和她處不來，教師輔導一年成效有限，
但後來透過每週的感恩小記書寫，發現她學會反省及體會父母、師長與他人的用心
與辛苦，漸漸地減少對他人的抱怨與負面情緒，人際關係也有所改善。

伍、三位個案教師教學實踐的綜合分析
本研究除了以問卷進行國小參與教師的普查以外，也進行三位個案教師的深度
訪談研究──真真老師、阿媚老師、和小淑老師（皆為化名）
，她們三位教師皆不只
完成了聯絡簿的積點活動，也參加了相關加碼的感恩教育活動，並將之連結到最後
獲得的圓夢奬金的運用，讓整個從運用聯絡簿開始的班級經營活動與感恩課程，是
名符其實的「感恩」
「圓夢」活動，非常有意義也值得效法和學習。
三位教師雖然皆從不同管道得知活動資訊，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告知，除了聯
絡簿的提供為免費的因素外，研究者發現三位個案教師皆是認同這個活動目標及理
念，能培養學生之品德-養成良好的習慣及重視感恩教育，才會提出申請。
三位個案教師提出申請的理由相似度極高，但執行時的行動，每位教師班級經
營理念以及感恩課程鋪陳皆不同。本研究以繪圖方式呈現每位老師課程與班級經營
的特色，以下共分為三部分作探討，分別是聯絡簿使用特色、感恩課程實施，及圓
夢獎金運用，以下以圖 5-1、圖 5-2、圖 5-3 分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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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簿使用特色、感恩課程實施，及圓夢獎金運用，由於都是活動的一部分，
三者相互影響，因此每張圖裡的箭頭方向代表其教學實踐的意象與活動間之關連。
一、真真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
（一）聯絡簿運用特色－強調用課程引導積點
真真老師帶三年級的班級，因此她將積點項目著重在常規建立。學生利用聯絡
簿每天去檢核他需要做的事，有助於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的習慣。另外，真真老師在
積點項目中設立了打招呼、說好話…等項目，這是真真老師要讓學生能貼近個人體
驗的一個方式。透過課程的引導，更讓學生思考能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些什麼。
（二）感恩課程實施－提昇在地關懷的能量
真真老師所建構的感恩課程中，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能夠發自內心感謝的課程，
因此著重在貼近個人的生活經驗。因為這點考量，她邀請兩位在地人物與學生對談，
除了讓學生了解有許多人不在乎錢的多寡，更著重在自己能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些什
麼，也順道帶出回鄉服務的契機，希望能帶給學生一些啟發。
（三）圓夢獎金運用－回饋母校及自然生態
參觀洪春景主任的森林，向洪主任學習種樹的方法，進而在教室旁的小田地種
花，真真老師說這對學生來說是最貼近個人經驗的方式。
真真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圖像，參見圖 5-1。
真真老師名言：所謂感恩是發自內心，是一個具體行動，是主動而不是被動。
聯絡簿運用特色
中年級

加強班級生活常規
在
地
關
懷

強
調
積
點
用
課
真真老師感
程
恩教育圖像
引
導

感恩課程實施

圓夢獎金運用

超人醫生徐超斌訪談
種樹達人洪春景視訊→
以兩位在地人物實例啟動在地關懷

圖 5-1

回饋母校及自然生態

與在地人物相見歡、
學習種樹並實地體驗

真真老師感恩教育的教學實踐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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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媚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
（一）聯絡簿運用特色－積點目標明確，加強班級的向心力
阿媚老師與其他兩位老師處理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圓夢獎金的運用。在學期一開
始就已訂定好目標，以加強班級的向心力，增強班級動力，班級氣氛瀰漫著一股向
上，因此學生想達到目標的力量就此產生。
（二）感恩課程實施－提昇社會關懷的能量
沈芯菱小姐的到訪講述有關公益的議題，給予阿媚老師班學生很大的啟發，這
讓他們知道憑著自己的小小力量也是可以做「好事」
。藉由學校園遊會的機會，他們
展開了「愛的書庫」之募款活動，將當天所得全部捐給愛的書庫，並將所得分為兩
部分一部份捐現金、另一部分購買自己需要的書籍，更符合阿媚老師的理念：在這
個地方得到，在另一個地方付出。
（三）圓夢獎金運用－幫助他人、回饋自己
班級向心力強，必然是因為有背後目標的支持，看似偏向功利取向的做法，卻
因為阿媚老師所設計的感恩課程，使這一切想法煙消雲散，並讓學生回饋他人，也
回饋自己。
阿媚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圖像，參見圖 5-2。
阿媚老師名言：在這個地方得到，在另一個地方付出。
聯絡簿運用特色
習慣養成、從任何小事做起、公開表揚
社
會

積
點
目

關
懷

阿媚老師感

標
明

恩教育圖像

確

感恩課程實施
沈芯菱公益分享
愛的書庫募款＋感謝藍色英雄
（回饋他人）

圖 5-2

中年級

圓夢獎金運用
幫助他人、回饋自己

台北之旅促進文化刺激
（回饋自己）

阿媚老師感恩教育的教學實踐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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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淑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
（一）聯絡簿運用特色－淡化積點的利益性
小淑老師班為高年級學生，因此較常運用言語上的激勵，協助學生完成，以及
建立良好習慣；積點制度因為在學期初就規劃好，學校日與家長介紹活動時，家長
就能了解老師的教學著重於品格及態度的養成。且小淑老師刻意不先提積點有奬金
比賽，以避免學生有功利的心態，直到活動末期才自然地公布此訊息，讓學生思考
和討論，如何有意義地提出運用奬金的方式。
（二）感恩課程實施－提昇關懷弱勢的能量
品格與態度的養成就在於學生能在能力所及的前提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因
此這班學生與「天使發展中心」有了邂逅，透過製作禮物、準備節目至會面、報佳
音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其實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更能思考怎樣做才能發揮
最大的幫助。
（三）圓夢獎金運用－回饋他人與自己
小淑老師在接近期末才與學生討論有關於圓夢獎金的運用，學生也因為上述經
驗獲得許多感動，更能深入思考獎金的運用，因此學生決定一半獎金捐給天使發展
中心，另一半則做為製作班服的基金，以完成圓夢活動。
小淑老師的感恩教育教學實踐圖像，參見圖 5-3。
小淑老師名言：感恩，平常在生活中就得做，而且做得到。
聯絡簿運用特色
言語激勵、講事蹟不講點數的楷模學習
弱
勢
關
懷

高年級

不
強
調
積
點
小淑老師感
恩教育圖像

感恩課程實施
與天使發展中心有約

圓夢獎金運用
回饋他人與自己

捐款至天使發展中心（助人）
。
製作班服（回饋自己）。

圖 5-3

小淑老師感恩教育的教學實踐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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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三位個案教師的教學實踐圖像
三位個案教師皆能善用基金會所提供的感恩教育活動，設計相關的課程，將感
恩教育融入其班級經營中，讓學生在做中學，體察感恩的意義和重要性。
1. 在如何善用基金會提供之資源方面
真真老師擔任三年級導師之職務，她很確實地運作積點活動，將學生的常規有
效地建立起來。阿媚老師任教於四年級，她一開始即預告積點奬金和圓夢目標，激
勵學生爭取榮譽。擔任五年級導師的小淑老師，刻意不提奬金之事，以免高年級學
生有過度功利心態，而以楷模故事和精神鼓勵來帶領學生累積點數。三位老師殊途
同歸地完成積點任務，建立班級常規和向心力，並爭取到圓夢奬金。
2. 在感恩教育與關懷課程的連結方面
在積點的加碼活動運用上，真真老師任教於臺東的國小，她邀請在地的超人醫
生徐超斌、種樹達人洪春景主任與學生分享，引起學生在地的關懷。阿媚老師任教
於臺中的國小，她邀請沈芯菱小姐來分享、並進行感恩藍色英雄活動，結合愛的書
庫募款，引導學生的社會關懷。小淑老師任教於桃園，她安排學生去天使發展中心
交流和節目表演，引發學生的弱勢關懷。三位個案教師皆運用社會行動的課程，而
分別提升了學生在地關懷、社會關懷、及弱勢關懷的能量。
3. 在積點奬金與圓夢計劃的連結方面
真真老師讓學生將圓夢奬金用於實地種樹體驗，學生回饋了母校和自然生態，
對土地有深切感恩與連結。阿媚老師讓學生進行了一次臺北文化之旅，以回饋學生
自己的努力，並增加文化刺激。小淑老師則讓高年級學生思考奬金的意義．他們一
半捐給交流的社福機構，一半製作班服，創下美好回憶。三位個案教師皆能創意的
將聯絡簿積點制度、課程設計，與圓夢獎金的運用，進行有意義的連結，成就完整
的感恩教育活動。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感恩教育是許多人關注的領域，透過感恩基金會「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活動
的拋磚引玉、及老師們的課程實踐，使得感恩教育更能推廣出去，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在量化研究的問卷普查方面
1. 國小教師參與「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的動機：多數教師乃為培養學生之良好品
德與行為、並建立良好之班級常規為主。
2. 在參與教師班級經營滿意度方面，由高到低依序為：提升學生品德教育、提升學
生自治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態度、提升學生班級常規表現、提升親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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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生活常規積點方面：實施成效得到的多為正向滿意，較為困擾的則是積點項目
的制定、與每日檢核較為耗時。
4. 「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之教師手冊說明、各欄位實用性方面：滿意度都很高，
尤其空白欄位使用率與滿意度最多，多數教師運用於日記的書寫與塗鴉，從中給
予學生最直接回饋與關心，發揮初級預防輔導的功能，也使師生間距離拉近。
5. 填答教師在普查問卷中的開放題，主動寫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和回饋。
（二）在質性研究方面──三位個案老師感恩教育的教學實踐圖像各有在地特色
1. 在如何善用基金會提供之資源方面：個案教師皆能善用基金會所提供的感恩教育
活動，設計相關課程，將感恩教育融入其班級經營中，讓學生在做中學，體察感
恩的意義和重要性。
2. 在感恩教育與關懷課程的連結方面：三位個案教師在感恩教育課程方面，分別重
視提升學生在地關懷、社會關懷、及弱勢關懷的能量。
3. 在積點奬金與圓夢計劃的連結方面:三位個案教師皆能創意的將聯絡簿積點制度與
圓夢獎金的運用進行有意義的連結，也成就班級經營和學生的品德行為。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議，供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以及有興趣進行感恩教育相關教學的國小教師參考。
（一）對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之建議
1. 在活動目標方面──感恩教育有向下扎根的功能，可持續擴大辦理；在資源分配
上，可針對偏鄉規畫及加強宣導活動，以課程帶動並激勵弱勢學生。
2. 在活動辦法方面──網頁申請報表、感恩小記及活動積點之認證，可更簡化，以
提升老師意願。
3. 在課程資源方面──可提供優質課程示範，讓老師了解活動及實際運作方式；及
早公布加碼活動，並將感恩加碼活動成果延至期末驗收，讓教師行有餘力。
（二）對「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未來參與教師的建議
1. 參加本活動可更有系統性地運作「感恩教育」──教師可規劃使用本活動的資源，
尤其有利於刺激偏鄉資源不利學生、和缺乏社會關懷經驗的學生．從中獲得學習
回饋、建立班級榮譽感、向心力和感恩心。
2. 積點計算可漸進調整策略──期初老師須盡可能協助學生，經過兩個禮拜後大部
分學生都能上軌道後，可選幾位小幫手來協助老師計算、或幫助積點有障礙的學
生，更需注意學生的執行狀況與其心理狀態，加以鼓勵及關心。

40 《教育論叢》第 2 期

3. 可運用課程設計，增強班級向心力和進行感恩教育──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老
師們運用其聯絡簿之活動，將積點項目融入班級經營中，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
幫助班級常規建立，因此透過「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之運用以提升班級經營效
能是很不錯的方式。
4. 可運用教師專業的夥伴關係合作──每個學校若能有兩個以上的班級參與，不但
老師之間可以討論，也能互相配合，彼此相互學習進步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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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books with functions of Gratitude, Dream-fulfillment, and Savings”. The
survey candidates ar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who apply this kind of
communication books in the 101 academic-year for their classes.

The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for these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The researcher issued 253
questionnaires, and received 176 return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er also interviews 3
case-teachers for their excellent praxis experiences in the program.

And the research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teachers interested in the porgram.
Key words: Gratitude Education; classroom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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