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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死教育教學內涵

一、生死教育、死亡學與生死學

　　生死教育（Education about Life and Death）乃探索生命意義與死亡的

教育，而死亡學（Thanatology）、生死學（Studies of Life and Death）是

生死教育的先備課程。

　　死亡教育乃探討死亡的相關知識，包括認知、感受、思想及行為等，並

且和活著時的思想、感受與行為有關（張淑美，2006）。

唯目前台灣地區推動之生死教育主要是參考傅偉勳現代生死學之定義，傅偉

勳現代生死學之定義分為(傅偉勳，1994)

（一）廣義的現代生死學

　　所關注的生死問題是整體全面性的，必須建立在科技整合的現代理論基

礎上，有系統地綜合哲學、宗教學、精神醫學、精神治療、死亡學、心理

學、文化人類學與其他一般科學以及文化藝術等等的探討成果。

（二）狹義的現代生死學

　　專就單獨實存所面臨的個別生死問題予以考察探索，提供學理性的導

引，幫助每一個體培養比較健全的生死智慧，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以

保持生命的尊嚴，而到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也能自然安然地接受死亡，維

持死亡的尊嚴。　　

　　由上可知由廣義現代生死學觀之，生死學乃各專業學科的整合，而狹義

現代生死學則強調個人生命最高的三個層次，即終極真實、終極關懷與實存

主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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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種世間真實之上還有終極真實的問題待探索

　　　種種人生意義之上還有終極意義的問題待發現

　　　種種人生目標之上還有終極目標的問題待解決 

　　台灣地區推動生死教育以傅偉勳之生死學為依據之主要理由為生死乃一

體，探索死亡主要是希望活得更好，俾能提昇生命意義、關愛生命、珍惜生

命。另從宗教層面觀之；“好死＂才能把握未來的“好生＂乃從今生之“善

生善終＂ 把握到來世之“善終善生＂。

　　台灣地區八十年代在大學即開授生死學、生死教育等課程，而中小學乃

自1997年台灣省教育廳陳英豪廳長在中小學大力推動生命教育。唯生命教

育不等於生死教育，台灣地區目前推動之生命教育範圍較廣，包含安全教

學、品格教育、服務教育及生死教育，即談生論死僅是生命教育中的一個重

要單元。從中小學生命教育之教學目標可知（林思伶，2001年）：

　　 1.有一顆柔軟的心，不做傷害生命的事。

　　 2.有積極的人生觀，終身學習，讓自己活的更有價值。

　　 3.有一顆愛人的心，珍惜自己、尊重別人並關懷弱勢團體。

　　 4.珍惜家人、重視友誼並熱愛所屬的團體。

　　 5.尊重大自然並養成惜福簡樸的生活態度。

　　 6.會思考生死問題，並探討人生終極關懷的課題。

　　 7.能立志做個文化人、道德人，擇善固執，追求生命的理想。

　　 8.具備成為世界公民的修養。

二、生死教育教學目標與內涵

　　生死教育屬應用學科，在大學通識課程或生死研究所以專業學科開課，

其教學目標為：

（知識、情意）1.探索生命意義進而確立自己的生命意義

（知　識）   　  2.了解各宗教、哲學及各專業學門（如心理學、醫學等）之

　　　　　　　   死 亡觀，包括死亡的情境、歷程及對死後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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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3.引領學生降低對死亡的害怕、逃避，而能以坦然、積極的 

                          態度面對死亡。

（能力、情意）4.引領學生對人生最後旅程能做事前規劃，如預立遺囑  

                  等。

（知識、能力）5.令學生了解死亡所造成之失落及哀傷，並能自我調適處理     

                  ，近一步幫助家人、親朋、同事及學生。

（知識、能力）6.即培養學生具有實施生死教育之知能。

         　　　      （如屬師範校院或修教育學程的學生宜具上項能力）

根據上列教學目標有關之教學內容為：

　　 1.生命意義探索

　　 2.生之喜悅

　　 3.死亡倫理之探討：包括安樂死、墮胎合法化、器官捐贈、急救等。

　　 4.死亡社會學及經濟學：包括保險、預立遺囑、法律、民俗、及殯葬等。      

　　 5.自殺心理及防範

　　 6.失落及哀傷調適

　　 7.如何與兒童、病人、老人談死亡

　　 8.臨終關懷與安寧照顧

　　 9.社會對死亡服務及哀傷輔導可提供之資源（如安寧照顧基金會、康泰   

          文教基金會、喜願兒協會、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生命線、觀音線等）

　　 10.生死教育教學方法、教學資源運用與教學活動設計。

貳、生死教育教學方法與評量

一、有效率的學習

　　一般有效的學習應包括入、住、出的過程，需要教師與學生的全心投入

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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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住 出 

1.教師的學養　　　　 1.知識及概念的內化及涵融→→1.習慣成自然

2.豐富的教學內容→→ 2.潛移默化→→→→→→→→→2.行為的實踐

3.生動的教學方式→      3.能啟發生命原動力→→→→→3.日常生活應對

4.學生用心投入•••••••••••••••••  4.再深層次之入住出

　　生死教育是隨時隨地隨機可進行的，只要教師能真誠用心，能用生命力

教學，隨時均可見其成效。

二、教學方法

　　生命教育雖屬較嚴肅課題，唯教師在教學中可採理性兼感性，理論配合

生活經驗，採用較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學，令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以下

所列之教學法可在教學中交互運用：

（一）講述法

　　講述法雖屬較傳統的教學法，其優點是在理論的闡述中可令學生對專業

知識作有系統的認知。講述法主要的缺點是僅教師向學生講述，屬單向溝

通；為提升學習興趣及效率，教師可配合教學媒體如投影片、幻燈片及影片

之使用，並配合問答，討論以提高學生之參與及增加彼此互動。另教師可儲

備日常生活之案例或動人故事配合理論講述，尤其是教師自己的生活體驗，

不但貼切生動、更能發揮身教示範作用。又如運用繪本教學，亦屬有趣之教

學。

（二）討論及辯論法

　　討論法及辯論法屬多向溝通教學。教師可選擇主題或配合日常生活中所

發生之事項來討論，即隨機教學，以收機會教育之功效。例如胎兒生存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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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人是否有自殺的權利等。另亦可請學生事先先閱讀書本或觀賞影片，

以小組方式先行討論，然後在課堂上報告及討論。例如閱讀墨瑞的最後十四

堂星期二的課、如觀賞鐵達尼號等，參閱附錄有關觀賞鐵達尼號影片於生死

教育教學中之運用。

（三）體驗教學法

　　體驗教學法主要為設計各項活動；如用嘴或用腳畫畫，讓學生有親身體

驗的經驗，才能感同身受。而角色扮演亦是其中方法之一。角色扮演主要令

學生藉不同角色的體驗，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例如“跛腳的一天＂、

“黑暗的世界＂、“懷孕媽媽辛苦＂、“顧客的糾紛處理＂、“病情告知的

難題＂……等。尚可配合手套偶之運用由學生編劇演出等，這是相當受到歡

迎之教學法，且讓學生換個角度思考，培養其同理心及週全之思考力。有關

教學活動可由教師或學生共同設計。而學生之心得分享、討論及回饋是非常

重要的後續活動。在本章貳教學活動設計及實施中有多起實例及學生回應，

可參考之。

（四）實作教學法

　　在教學目標訂定中，常包含知識、技能與情意三部分。有關技能部分常

以實作教學法來落實。例如：烹飪課，有關烹飪原則屬知識部分，而烹飪技

術必需透過實作部分來落實，即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唯在實作技藝部分

亦有情意部分，如：在烹調中之用愉快心情為對方設想即屬之。又如英文輸

入課，正確及速度是技能的要求，唯對資料的保密及尊重智慧財產權則是情

意上的要求。

　　在生死學課程中如：預立遺囑、溝通晤談或病情告知即屬實作法，要實

地做，才能培養實作能力。又如：“生生不息＂、“心心相應＂之教學活

動，即是培養種苜蓿芽或摺“愛心＂的能力。此和體驗教學法是有差異的，

例如：用腳夾筆畫畫，並不是培養此項技能，而是去體驗用腳畫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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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去同理肢障人士之做畫之辛苦。又如：“腹式呼吸＂練習亦屬實作

教學。在知識層面可告訴學生腹式呼吸的好處、如何做。但在實作上，要真

正帶領學生做，並從旁糾正，令學生做好腹式呼吸，並能體驗其功效。

(五) 探索教學法

　　探索教學主要是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去學習，並找到所要探索的答案。其

中包括邏輯推理、資料搜集分析，甚至可結合合作學習法，以小組團隊方式

來解決問題。透過探索之培訓，培養學生學習獨當一面解決問題的能力。在

生死教育教學中如生命意義的探索、自殺後去處之討論等探索教學法是非常

適合的教學法，以下舉實例說明：

1.老師鴿子怎麼了？

一天下午下課時，小學三年級學生急忙到導師室找老師

“老師！你快來看＂，老師隨著學生跑到校園，原來地上躺著一隻鴿子，

老師說：“我們來看看牠怎麼了！＂大膽的學生上前摸摸看，

“老師，牠身體是硬的＂

“老師，牠眼睛是閉著＂

“老師，牠身體冷冰冰的＂

“老師，牠心臟沒有跳動＂（天知道，小鳥的心臟不大好摸）

“牠怎麼了？＂老師問

“死了＂學生齊聲回答

“那我們要怎麼做？＂老師又問

“老師！我們可以將鴿子製成標本。＂一位腦筋動得快的學生搶著回答

“嗯！這個主意不錯！但是我們一般很少看到鴿子的標本，你們知道為什麼   

   嗎？＂

“老師！製作標本的費用太貴了！＂“還有呢＂

“老師，通常是稀有動物不小心死了，才製成標本讓大家認識，鴿子  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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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常看到的，所以不需要製成標本。＂一位很有智慧的學生回答

“那我們還可以為這隻鴿子做什麼呢？＂

“老師！我們應該將鴿子埋起來＂

“那要怎麼做呢？＂

“老師！我去校園找一塊地＂

“老師！我去找一個盒子當棺木＂

“老師！我去找幾朵花＂

“老師！我們F4來抬棺！＂

“還有呢？＂老師問

“啊！老師，我爸爸是牧師，我來為鴿子主持喪禮＂

“對了！老師，我可以為鴿子念佛＂

“還有嗎？再想想！＂

“啊！老師！我們要為鴿子做一個墓碑＂

“答對了！你做好嗎？＂老師讚許及要求

“好啊！但上面要寫什麼呢？鴿子又沒有名字＂

“來！大家想想！＂老師鼓勵大家動動腦

“對了！可以寫『小白鴿之墓』＂

“不要，太俗氣了！＂馬上被否定

“寫飛行英雄之墓好嗎？鴿子最會飛行，還常常飛鴿傳書＂大家拍手叫好

“我想寫頂番之鳥好嗎？＂（他們是頂番國小的學生）

　　大家也附和著，兩個主意都不錯，最後由全班同學投票表決，寫下了

“頂番之鳥＂墓碑。隨即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葬禮。

　　以上的討論，老師自始自終都沒有出主意，只是循循善誘。其實學生的

想像力及潛能都不錯，要看老師如何引領，佩服老師的智慧，把握了體驗生

命教育的最好機會。學生所學到的不單是埋葬小鴿子，也學到了合作無間、

團隊精神。更重要是如何面對死亡，在學生長大過程中還會碰到許多死亡事

件，相信這些學生會有較好的態度面對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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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位高中生小情侶自殺了，他們在那裏？＂

　   這是在教學中，學生看到報紙刊載學生自殺的頭條新聞，所提出的問

題，教師也可以開放讓大家討論：

　　“各位同學！大家認為他們會在那裏？＂（請參閱第三章“防治青少年

自殺＂一文。）

3.另外在下節教學活動中之“人生三際＂、“畫我一生＂、“看照片說故事  

   ＂、“自我成長計畫＂、“探索人生＂、“認識自我＂等均可屬探索教學 

   法之教學活動。

（六）批判思考與價值澄清

　　教師可以選擇道德兩難之倫理議題如對安樂死、死刑存廢主題，舉行班

級小組論辯，激發學生針對該兩難議題批判思考之能力，並透過學生彼此論

辯批判之際，進行價值澄清的機會教育，協助學生釐清觀念與確立生命的價

值。

（七）個案探討法

　　學生或個人或小組進行某個案探討如協助喪親同學走出悲傷等，如自我

成長計劃等從事個案研究，教師從旁協助指導，俾學生從個案探討中培養多

角度、全方位的敏銳度，能夠關懷身邊的人事物，及獨當一面之研究能力。

在研究所個案探討法運用得較多的課程有臨終關懷、悲傷輔導等課程，研究

生可選一對象作為臨終關懷者，將所學的關懷原理原則邊學邊用，教師從旁

指導，從做中學是非常實用的學習方法。

（八）合作學習法

　　合作學習法為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針對教師或學生事前所設計的生命

教育相關主題，透過合作的學習歷程，激發學生的群體意識、培養互相包容

的學習態度，並能彙集大家的智慧與力量幫助別人。例如小組共同擬定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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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告別式或臨終個案關懷並模擬發表等。在研究者教學活動進行中看到

學生分頭搜集資料、討論、演練、修正、創新到發表，學生們集思廣益的力

量令人讚嘆！

（九）欣賞教學法

　　繪本的閱讀、視聽媒體的運用，戲劇的觀賞或表演等均屬欣賞教學法。

目前台灣地區有許多精湛的繪本及發人省思的視聽媒體，均非常適用於教學

中，且教學效果殊勝。有關欣賞教學法研究者有多篇專述如：

　　童繪本在生死教育教學中之運用（何福田、2006）

　　視聽媒體在生死教育教學運用之探討（何福田、2006）

　　“春去春又來＂影片欣賞在生命教育教學中運用

　　“鐵達尼號影片欣賞在生命教育教學中之運用＂

　　“青青顧園草＂民歌在生命教育學中之啟示

　　“地震後之餘響＂

　　文中有詳盡論述相關教學資源在教學運用中之功效及學生回應。唯視聽

媒體之欣賞宜尊重智慧財產權，宜注意時間長短的把握及分享。另學校教學

資源之經費預算及視聽設備亦應全力配合，支援教學。

（十）活動學習法（包括教學參觀）

　　有關生命教育教學之社會資源非常豐富，如安寧病房、禮儀社、墓園或

宗教活動之追思禮拜或臨終助念，皆可帶學生前往參觀或參加。唯整個校外

參觀活動事前需向學生解說清楚，教師宜有妥善周全的安排，參觀後應配合

討論及心得分享。另清明掃墓、重陽祭祖等活動亦可列入教學活動中。又班

上如有同學去世或同學家人去世、導師宜引領學生作同理心的回饋；例如在

班上默哀三分鐘、派代表前往致哀、以全班名義贈送輓帳、花籃或奠儀及參

加告別式等，並能安排同學負責幫喪親同學輔導喪假期間的功課，這也是貼

切的關懷。而同學之雙親或祖父母或兄弟姊妹去世，應有親疏不同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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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均可於班上討論。

（十一）融入生活經驗及實務經驗之作業設計

　　生死教育雖為二～三學分的課程，但上課時數還是不足，可設計融入生

活體驗及實務經驗之作業，以增進學習效果。作業設計如：

1.計算從出生到現在家人為自己花多少錢。

2.一個小種子的成長。

3.對南亞海嘯或台灣九二一地震之資料搜集及分析。

4.探訪或照顧臨終病人或家屬之心得報告（或個人或小組）。

5.寵物死亡失落及哀傷之心得報告。

6.預寫遺囑（或生命計劃書）：內容包括對家人或朋友道別的話，自己心愛  

   東西的分送、遺體處理及喪葬儀式的意願。

三、多元化之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是評量在教學中，是否達到原先訂定之教學目標，通常評量有

多種分類：

（一）以評量過程分類

1.總結性評量

2.形成性評量

　　生死教育在教學中除了要求最終效果外，更重要是在學生學習中，以教

師的用心來關懷學生學習成效如多次評量、多次晤談等，以達成潛移默化之

教學功效，故形成性評量的運用非常重要。

（二）以評量者分類

1.教師評量

2.學生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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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評：通常學生互評或家長亦可加入評量，在生命教育教學中有時家長提 

 　供之觀察，亦為重要參考資料。

（三）以評量的內涵分數

可分為知識、技能與情意參考上節之教學目標。

（四）以評量的方式分數 

1.筆試

2.口頭報告

3.實際操作

4.心得報告

5.專題報告

6.上課的參與（如發問或出席）

7.作業 

8.積極的學習態度

（五）以評量時間而言

1.短期：以學期為單位，可透過前測後測之評量或以上方式之評量。

2.中期：實施追蹤測，並與前測比較。例如學生對生命意義或生命態度之探

　　　    討，通常會設計課程，在全學期實施並分觀察組及實驗組，透過前

　　　   側、後測及追蹤測來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3.長期：職場中選定在大學有否修習“生命教育相關課程＂之工作者對工作

　　　     態度及工作處理之差異研究，以評量工作者之學習成效。多半有修

　　　    過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如生死教育課程，在工作中都有良好之工作態

　　　    度及生命意義之肯定，尤其是醫護工作者，對死亡事件之處理及自

　　　   我情緒調適，都有良好的表現。

綜合以上，教學評量要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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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用心之教師幾乎在每次上課均可透過觀察法，觀察學生上課之參與

及問題之討論等評量學生的認知。

　　二.另作業之批改、專題研究之發表亦可綜合評量生之學習成效。

　　三 .而傳統筆試之評量亦相當重要，宜設計重視活用理論、重視分析、

重視創意之試題，試題的設計，學生光是靠死背是無法回答的，學生必須利

用所學習到的理論，判決環境利基、作決策分析。故筆試試題的設計主要是

希望能評量學生對所學理論知識融會貫通及活用程度，不適宜只評量學生之

記背能力。

　　四 .良好之評量方式能督促學生培養良好作學問的態度，而非只是用聰

明來讀書。又除了知識、技能之評量外，學生之學習態度及投入亦評量項

目。

　　五 .有關生死教育課程之評量，研究者通常均採用多元化、多次數且兼

顧知識、技能、情意之綜合評量，並且於學期末最後一次上課預留三十分鐘

時間將作業、專題報告、考卷、學期成績及學習建議總回饋於學生，以把握

學習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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