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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設計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認識「動動」達人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國中階段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 

教學方法 講述、活動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許育菁、蔡嘉雯、蔡明富 

教
學
動
機 

ADHD 學生大多被安置在普通班，許多普通班學生常因不了解

ADHD 的行為原因而產生排擠的情形，進而引發 ADHD 學生人際問題。

本活動設計可提昇普通班學生對 ADHD 學生的接納度。 

教
學
目
標 

一、能說出 ADHD 的病因和特徵。 
二、明白人有個別差異，了解「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三、能認識並能發現 ADHD 的優勢能力。 
四、表現同理並接納 ADHD 學生的態度。 
五、能了解 ADHD 學生及家人已經付出的努力(自助、他助)。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易受外界刺激吸引(容易受外界刺激干擾)而分心。 
二、對別人的話似乎沒在聽。 
三、經常忘記自己要做的事或老師交代的事。 
四、會逃避或討厭花心力的活動。 
五、無法安靜的參與遊戲或活動。 
六、多話，常說個不停。 
七、會干擾或打斷別人的說話或活動。 

教
學
資
源 

電腦、單槍、投影機、附件一學習單 
教學 ppt 檔可列印成獨立單張 A4 字卡使用。 

參
考
資
料 

宋維村、侯育銘(民 86)。過動兒的認識與治療。台北：正中。 
洪儷瑜(民 87)。ADHD 學生的教育與輔導。台北：心理。 
有愛無礙網站。http://general.dal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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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內容 時間 備註 

一、引發動機 
(暖身活動) 

 

二、主題活動 

 

 

 

 

 

 

 

 

 

 

 

 

 

 

 

 

 

 

 

 

 

 

 

三、總結 

(複習、回饋) 

 

 

 

 

1-1 準備上課所需相關物品。 

1-2 播放「大雄的故事」，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1 引導學生逐一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特徵

字卡，詢問班上同學是否曾有相同經驗發

生，並請同學起立分享當時的經驗。 

2-2 教師詢問同學：「當某狀況(針對特徵字卡內

容)發生時，當時心中的想法及補救方法為

何？」。 

2-3 引導學生了解個別差異(特徵)：針對學生所

提各種事件提出解決辦法，教師適時給予回

饋與澄清。說明「每位同學都是不同個體，

但皆可能發生上述之情形，而有一群孩子與

生俱來就比在座各位更容易出現上述狀況，

只是出現的頻率與程度有所差異。」 

2-4 繼續說明：「這群孩子行為發生主要是因為大

腦生病了(病因)，這並不像我們外表受傷容

易被發覺，因此這群孩子在生活及學習上都

會有相當程度的不方便。」 

2-5 說明 ADHD 學生介入方式：尋求醫療協助藉由

藥物控制、接受心理治療、家長的關注、老

師的叮嚀。其實 ADHD 學生自己也努力想克服

自己的困難。 

2-6 指出專家建議，說明：「根據專家的建議，環

境的壓力是會影響到過動兒的發展，鼓勵同

學可以用一個小動作而會影響到班上」，藉此

提升同儕的同理心。 

3-1 發下學習單(請見附錄)，並向同學說明此張

學習單內容為「學習過程中曾被診斷為 ADHD

的學生，因自己的鼓勵與旁人的協助，進而

發揮自己的優點，獲致成功的例子。」(優勢) 

3-2 同學閱讀完畢後，如有時間，請班上同學發

表閱讀後的心得，教師給予統整及勉勵。 

------ 第一節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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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朋友成長心路歷程分享 

 

3 月 25 日台灣赤子心基金會在台北市士林區舉辦全體會員大會，有兩位朋友

分享了他們從小到大的生活、學習及人際的適應歷程，在座的許多父母、小朋友

及會員們都不禁流下了眼淚，並給予他們最熱烈的鼓掌。 

一位穿著西裝，頭髮紮著長長的馬尾的男士，很優雅的上台，他目前是電腦

公司的顧問，先向在座的家長表示自己的緊張，接著開始說自己的成長歷程。他

是個過動兒，但是他說其實我們也具有我們自己的優勢，例如：我們具有創造力、

聯想力，可以多角度看事情。 

另一位很活潑的小女生上台分享她現在是技術學院幼保科的學生，她說她是

專四的時候(約 18 歲)才診斷出來自己是過動症，現在有藥物的協助，讓我在上

課的時候比較可以專心，我未來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考特研所，我也在準備，希望

可以當一個特教老師。 

大姊姊說她很容易忘記所交代事情，比如：什麼時候補課？什麼時候要開班

會等等，人際方面也從來沒有好過，但是在我現在的室友們，她們真的都很好，

她們都願意幫我，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現在上課的時候，全班同學都不講話，只有我一個人會講話，因為我很喜歡

講話，老師也覺得我講得很好，跟同學們一起做報告，我也都可想出許多很好的

點子，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發現原來我有一科成績有些低，換算起來期

末考大約只 70 分，我覺得很挫折，我上課可以表現很好，但是要「寫」出來就

覺得很難，加上我的字很醜，考試對我來說很難，因為對我而言，我的思考都是

「點」，要怎麼去連結到「面」，是我要很努力的去突破的地方，並學習適應社

會對我們的要求。 

在大姊姊的談話中，大家都被她的幽默所感染，也發出會心的一笑，但是，

在這過程中，不禁又心疼這樣的孩子是怎麼樣努力讓自己克服這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帶給她的影響，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背後都一篇又一篇感人的

故事，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看見了—希望。 

摘錄自有愛無礙網站http://general.daleweb.org/ 

http://general.dal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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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各位同學，在進入今天的課程之前，老師想與大家分享昨天晚上老師看到「多啦 A 夢」的劇情。

老師的動作：按滑鼠一下，便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大雄的故事

 
老師說：昨天晚上的「多啦 A 夢」主要內容在談大雄的遭遇，所以老師就稱這個故事為「大雄的故事」

老師的動作：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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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多拉A夢與女朋友
小咪去度假了！

 
老師說：話說這天，常常幫助大雄的多啦 A 夢與他相戀多年的小咪去度假了，那麼平常這麼依賴多啦 A

夢的大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說完後，請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大雄房間的鬧鐘響個不停，
「啊！！！！慘了！」
「我又要遲到了！」

 
老師說：果然沒錯，平常都要仰賴他人的大雄，在一大早就睡過頭了，看來又是忙亂的一天了，好不容

易，大雄終於出門了！ 
說完後，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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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昨天的功課又沒做完！」

「啊！又忘了帶童軍繩了！」

 
老師說：到學校後的第一件事當然是檢查昨天的作業，哇！大雄沒有完成昨天的功課。結果大雄一大早

就被罰站在教室後面了。 
上綜合活動課，在大家都在練習童軍結時，啊！沒想到迷糊的大雄又忘了帶童軍繩，想當然大雄又免不

了挨老師ㄧ頓罵。 
安然渡過綜合活動課的大雄，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說完後，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大雄！
你又在看哪裡啦！」
「大雄！
你今天是不是又沒做掃地工
作了！」

 
老師說：上數學課時，宜靜、胖虎和阿福都很認真的聽著老師講述解題過程時，只見大雄一個人望著窗

外，心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這時「大雄！你又在看哪裡啦！」喔！喔！分心的大雄終於被老

師發現了。 
掃地時間到囉！「大雄：你今天是不是又沒做掃地工作啦！」不喜歡掃地的大雄又被糾正囉！ 
呼！放學囉！大雄混亂的一天終於結束了！ 
說完後，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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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相關的經驗嗎？

 
(這時的投影片是空白的) 
老師說：聽完迷糊大雄混亂的一天後，同學們還記得大雄這一天發生什麼事嗎？ 
(早上睡過頭、上課遲到、作業未完成、忘記帶童軍繩、上課分心東張西望、不作掃地工作) 
不曉得各位同學是否跟大雄有過相似的經驗呢？(此時請按滑鼠一下，讓字浮出來) 
現在讓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如果你曾有一次與下列相關的經驗，

請起立！

 
老師說：各位同學，有看過 5566 主持的「少年特攻隊」嗎？今天我們要玩的第一個遊戲就是現今最熱門

的「韓信點兵」(按滑鼠一下) 
等一下，老師會舉出以下幾個情形，(按滑鼠一下)如果各位同學曾經有過一次與下列相關的經驗時， 
(按滑鼠一下)，請你起立！ 
準備好了嗎？遊戲開始囉！(等同學準備好後，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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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外界刺激

吸引而分心！

 
老師說：情況一「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吸引或干擾而分心」，(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上數學課時，老師正在解題時，你突然發現窗外，有一隻松鼠在樹上跳來跳去，這時的你就被那

隻松鼠給吸引而分心了。或者，上課時，你會一直注意門外經過的人是誰？假使同學曾發生上課

或做事時分心的情況，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對別人的話似乎
沒在聽！

 
老師說：情況二「對別人的話似乎沒在聽」，(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每個同學都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突然之間，某同學問你「有沒有在聽他說

話？」 
在同學開心分享著有趣的事情時，你突然發現自己無法認真的聽他分享。 

如果同學有類似經驗，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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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忘記
自己要做的事或
老師交代的事！

 
老師說：情況三「經常忘記自己要做的事或老師交代的事」，(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總是會覺得自己容易忘東忘西。或者，上課後老師發下小考考卷時，你才驚覺今天要考試呀。 

或者，老師問你是否完成某件事時，你才發現自己根本忘了這件事。 
如果各位同學曾發生類似的情況，請起立！ 

會逃避或討厭

花心力的活動！

 
老師說：情況四「會逃避或討厭花心力的活動」，(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討厭解非常複雜的數學題。對於需要花心力的活動(製作家政作品)總是會找各種藉口，企圖逃避

這項活動。 
如果同學曾經有過這項經驗，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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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安靜的
參與遊戲或活動！

 
老師說：情況五「無法安靜的參與遊戲或活動」，(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在小組活動時，因為心情過 high，會想要大喊大叫。 

或者，看到朋友在玩樸克牌時，會想要給意見。 
總會有無法安安靜靜的參與團體遊戲。 

如果同學曾有相關的經驗，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多話，
會說個不停！

 
老師說：情況六「多話，會說個不停」，(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在某同學正在分享事情時，你總會想要插嘴，急著想分享自己的想法。 

當你有事情想要與同學分享時，曾有未經過他人同意，就自顧自的一直說話。 
如果同學曾有類似情形，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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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干擾或打斷
別人的說話或活動！

 
老師說：情況七「會干擾或打斷別人的說話或活動」，(此時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情形內容) 
例如：你會忍不住想要打斷別人的話。急著與人分享事情。 

當遊戲在進行時，突然你會想要中斷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 
如果同學曾發生上述情況，請起立！ 
如果情況還熱絡時，老師可以請同學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並可詢問一下，同學提醒自己的方法為何？

分享後，老師說：「真高興有這麼多的同學分享自身的經驗」，說完後，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人有個別差異

 
(此時的投影片並無文字) 
老師說：在聽過曾發生上述情況的同學分享後，一定會有同學說，「我很討厭某某人玩遊戲不守規則。」「我很討

厭某某人上課愛插嘴」「我很討厭某某人總是不帶東西，害我們小組被扣分」之類的反應等等。 
現在請同學五指張開，想想看有沒有哪根手指是你特別喜歡或討厭的呢？詢問 
1、討厭大拇指舉手，討厭原因可能是五指當中大拇指最短，最粗、最醜， 
2、討厭小拇指舉手，討厭原因可能是五指當中小拇指常被用來藐視他人很嫩、很遜的感覺， 
但是，就好像「我們的五根手指長短不一，我們總會覺得大拇指好像沒什麼作用，可是當你要稱讚別人是一級棒時，
你會舉出『大拇指』。小拇指雖然不被喜歡，但無聊的時候卻可以用來挖挖鼻孔、摳摳耳朵。 
每一個手指不同長短，功用不同，無論喜愛與否，著實缺一不可。 
就像人一樣，每個人都不同，有缺點，有優點，可能有你喜歡的，也有被你討厭的，但是老師要告訴大家的是─『人
有個別差異』(按滑鼠一下，讓文字飛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皆有存在的價值及意義，所以我們要學會
欣賞他人，尊重彼此 
剛剛我們討論的這些情況跟老師今天要介紹的「ADHD」有什麼關係呢？(按滑鼠一下，出現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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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孩子比你更常發生上述的狀況。

•這群孩子就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大腦生病了！

 
老師說：在「韓信點兵」的遊戲中，我們發現到同學曾發生 1-2 次的情況，但是，在我們生活中有一群

孩子比各位同學更常發生上述的狀況(按滑鼠一下)，在他們的生活裡，這些情況幾乎天天發生，

經常忘東忘西，上課總是無法控制地多話插嘴，玩遊戲時不遵守遊戲規則等等。 
這群孩子在醫學上，稱他們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英文稱之為 ADHD(按滑鼠一下) 
同學們一定想知道為什麼這群 ADHD 的學生會發生這些狀況，主要是因為大腦生病了(按滑鼠一下) 
(視情況可以說明有醫學報導指出是因為大腦的右額葉受損導致這種狀況) 
既然我們說這群人生病了，那………..(按滑鼠一下，進入下一張投影片) 

ADHD病患的腦部活動性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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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小撇步：
•看醫生、吃藥並接受心理輔導。

•家人的陪伴。

•師長的關心。

•好朋友的協助。

其實ADHD學生也很努力想克服自己困難

 
老師說：生病了，一定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這些情況。不知道同學們是否有想到一些治療小撇步呢？ 

(此時可以讓同學自由舉手發表一下方法) 
我們說這群 ADHD 的學生因為生病了而導致他會發生上述情況且無法控制，在治療方法上，我們可以

1、看醫生、吃藥或接受心理輔導。透過這個方法，可以幫忙控制 ADHD 學生的行為。(按滑鼠一下) 
2、家人的陪伴。除了藥物的控制外，家人的陪伴對於 ADHD 學生也有很大的幫助。(按滑鼠一下) 
3、師長的關心。(按滑鼠一下) 
4、除了以上的小撇步外，當然還是需要各位同學也就是好朋友的協助囉！(按滑鼠一下) 
因為………(按滑鼠一下) 

•根據學者觀點：

環境壓力和環境的改變會影響過動兒
的表現！

•一句適時的叮嚀、一份包容的心情、

一個關懷的眼神、一個溫暖的擁抱。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老師說：根據學者的觀點指出(按滑鼠一下) 
環境壓力和環境的改變會影響 ADHD 學生的表現！(按滑鼠一下) 
這股無形的力量，有可能讓 ADHD 學生表現越來越好，當然也有可能讓他們越來越退步。 
所以，各位同學！ 
在平常時候，你在生活中的一句適時的叮嚀、一份包容的心情、(按滑鼠一下) 
一個關懷的眼神、一個溫暖的擁抱。(按滑鼠一下) 
都可能營造出一個溫馨且無壓力的環境，讓 ADHD 學生表現更好。 
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喔！因為「我們都可以做得到」(按滑鼠一下) 
按滑鼠一下，出現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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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老師發下的文章！

 
老師說：在這節課節即將結束前，老師現在發下這篇簡短的文章請各位同學仔細閱讀喔！ 
(如果老師需要呈現文章內容時，可以點選投影片中的書本圖形超連結文章內容) 
(閱讀完畢後，關閉 WORD 檔，回到 PPT 檔後) 
這篇文章內容主要是在說「學習過程中曾被診斷為 ADHD 的學生，因自己的鼓勵與旁人的協助，進而發

揮自己的優點，進而成功的例子。」 
閱讀完畢後，有同學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讀後心得嗎？(按滑鼠一下，出現「你的想法呢？」文字) 
(請老師統整並讚許分享同學內容) 
很高興各位同學今天的參與，相信這堂課讓同學們對於 ADHD 更了解了，希望也解決了同學們心中的疑

惑，在下一節課，我們將討論如何來協助 ADHD 學生。 

 



課程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組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159

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設計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看見希望－ 
如何協助「動動」達人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國中階段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 

教學方法 講述、活動、分享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許育菁、蔡嘉雯、蔡明富 

教
學
動
機 

ADHD學生大多被安置在普通班，許多普通班學生常因不了解ADHD
的行為原因而產生排擠的情形，進而引發 ADHD 學生人際問題。本活動

設計可讓普通班學生學習如何協助 ADHD 學生。 

教
學
目
標 

一、學生因了解而接纳進而協助個案。 
二、學生能說出協助 ADHD 個案的方法並落實在班級生活中。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易受外界刺激吸引(容易受外界刺激干擾)而分心。 
二、對別人的話似乎沒在聽。 
三、經常忘記自己要做的事或老師交代的事。 
四、會逃避或討厭花心力的活動。 
五、無法安靜的參與遊戲或活動。 
六、多話，常說個不停。 
七、會干擾或打斷別人的說話或活動。 

教
學
資
源 

電腦、單槍、投影機、附件二回饋單 
教學 ppt 檔可列印成獨立單張 A4 字卡使用。 

參
考
資
料 

宋維村、侯育銘(民 86)。過動兒的認識與治療。台北：正中。 
洪儷瑜(民 87)。ADHD 學生的教育與輔導。台北：心理。 
有愛無礙網站。http://general.dal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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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內容 時間 備註 

一、引發動機 

(暖身活動) 

 

 

 

 

 

二、主題活動 

 

 

 

 

 

 

 

 

 

 

 

 

 

 

 

 

 

 

 

 

 

 

三、總結 

(複習、回饋) 

1-1 準備上課所需相關物品，全班分成六組，座

位採「馬蹄形」排列。 

1-2 老師說明：「這堂課我們要進行的主題是『如

何協助 ADHD？』讓我們一起腦力激盪想出

好法子」。 

1-3 引導學生回顧上一節課的討論內容。 

 

2-1 老師說明：「接下來我們要來考考大家的創

意和演技囉！讓大家練習如何協助 ADHD」

呈現 ppt 檔中的「SHOW TIME」─狀況劇討

論與演出。(狀況劇內容為 ppt 檔中情境內

容，老師可以先將 ppt 檔情境內容列印製作

成問題籤，在討論過程，先不用呈現 ppt

檔) 

2-1-1 請各組組長上台抽取一張狀況籤。 

2-1-2 請各組就問題內容討論 6分鐘。 

2-1-3 並將討論以戲劇方式呈現(時間：2-3 分

鐘)。 

2-2 學生討論時，教師巡視各組討論狀況，隨時

提供支援，控制時間勿離題。 

2-3 各組輪流上台演示討論內容，教師提醒同學

不要使演出淪為玩笑，避免人身攻擊。 

2-4 依序討論「狀況」內容，指導正確協助策略，

視情形澄清學生偏差價值觀念。(可先讚許

同學的創意及正確的觀念，再予以糾正錯誤

想法) 

2-5 勉勵班上同學將這些協助技巧落實於班級

生活中，對班上的 ADHD 學生多一份耐心與

關懷。 

 

3-1 發下回饋單，請同學安靜填寫並收回。(提

醒同學自行作答勿討論) 

3-2 整理環境。 

------ 第二節 結束 ------ 

 

 

2 分 

 

 

3 分 

 

2 分 

 

 

 

 

 

 

 

 

 

 

6 分 

 

15~17

分 

7~10分 

 

 

 

 

 

 

 

5 分 

 

 

ppt(1) 

 

 

ppt(2) 

 

ppt(3) 

 

 

 

 

 

 

 

 

 

 

 

 

 

 

ppt(4-15)

 

 

 

 

 

 

 

ppt(16) 



課程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組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161

附件二∼∼回饋單 

～～「從心出發，看見希望」～～ 

感謝你用心參與此次課程，相信此次課程已讓你對 ADHD 有進一步的

認識。請依照個人真實想法回答以下問題。 

一、透過第一堂課「認識 ADHD」中， 

1、我了解 ADHD 發生的原因？ □是 □否 

2、我更清楚 ADHD 的特徵？ □是 □否 

3、我更認識 ADHD 學生？ □是 □否 

4、我更接納 ADHD 學生？ □是 □否 

5、我更願意協助 ADHD 學生？ □是 □否 

二、透過第二堂課「如何協助 ADHD」中， 

1、我更懂得如何協助 ADHD 學生？ □是 □否 

2、我會將所學的技巧落實在生活中？ □是 □否 

三、我有話要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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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動動」達人 ？

還記得上節課我們談了些什麼嗎？

蝦咪是ADHD？

•請各組組長到台前抽籤。

•請各組就問題內容討論6分鐘。

•並將討論以戲劇方式呈現。

•時間：2-3分鐘。

上綜合活動課時，上課鐘響，大雄才
發現童軍繩未帶，同學們都已經在練
習了，只見大雄一個人在教室晃來晃
去。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

•走到他身邊，提醒他「現在是上課時間，
應該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與他共享童軍繩(將另一端借他使用)，
或者輪流練習。

•上課前一天提醒他應帶的學用品(寫在
聯絡簿或請組長電話確認)

•上體育課時，同學們正在做體操，只
見大雄一個人脫隊在一旁玩球，不聽
康樂股長的指揮。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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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

•走到他身邊，提醒他「現在是做體操時
間，請將球放回原位。」

•告訴大雄不可做團體的害群之馬，並要
求他排好隊跟著大家一起行動

•耐心地指導大雄做體操，並告訴他運動
前熱身的重要(避免受傷)。

•報告體育老師。(最後一招)

打掃時間，同學們非常認真地作掃地
工作，只見大雄還在一旁玩掃把，拖
拖拉拉，還把小丸子衣服弄濕，害她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

•告訴大雄這是不對的行為，會害小丸

子感冒，應當馬上向小丸子道歉。

•帶著大雄回到打掃區域，並請衛生股

長盯著他完成掃地工作。

•等到大雄完成掃地工作時，我們可以

適時給予鼓勵與讚美。

•考數學時，同學們正認真地運算著，突然
阿福正以困擾的眼神告訴宜靜說：「大雄
一直踢我的椅子，ㄍㄧㄍㄧ嘎嘎，吵死人
了！害我都算錯啦！」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

•用手輕拍大雄，小聲告訴他：「考試
時間要保持安靜，專心作答。」

•告訴大雄馬上停止踢椅子的動作，不
然會讓同學以為他在作弊。

•如果大雄一直不停止踢椅子的動作，
就報告老師。(最後一招)

上英文課時，只見大雄一個人東張西
望，身體搖來搖去，不時用手去戳隔
壁的小花，不與班上同學一同背單字。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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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

•告訴大雄這一節課上的是英文，並叫
大雄將英文課本拿出來，翻到第○頁，
跟著大家一同背單字。

•與大雄約定比賽看誰背的單字多。

上國文課時，老師正精彩地講解木蘭代父
從軍的故事，而你總是聽到大雄打斷老師
的話，淨說些與課堂上無關的話題。

這時的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

•輕敲大雄桌子告訴他現在是老師講課
時間，有什麼話要說，要先舉手取得
老師的同意才能發言。

•告訴大雄有什麼有趣的事等到下課再
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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