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05 戴上思考帽 p.1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生命教育課程 

 
一、設計理念： 

    猶太諺語「沉默的孩子無法學習」，他們最常提問的是：「你的想法是什麼？」、「為什麼這

樣想呢？」 而每當我們課堂上對孩子提問時，他們總是顯得茫然，沉默許久答不上話。在長期

的觀察中深知思辨能力是我們孩子的弱項，因此與人對話、互動溝通，以及提問的能力，對

於我們的孩子而言就相對重要了。 

    本課程首先讓學生在玩遊戲時沉浸在思考中，在唱跳主題歌《為何思考》時能共同創意律

動；接著透過《熊星人與地球人｜EP01：思考重要嗎》影片為核心素材，進行一系列觀察與體

驗的活動，來引導孩子動腦思考和討論對話。而後收集生活情境，進行「戴上思考帽」活動，

希望在不斷問問題、回答問題、組織整理問題，沉浸於思考氛圍中，能體驗到思考的重要性。

最後製作「我的黃帽子小書」記錄整個課程的思考成果，熟悉正向思考的方法。 

 

二、活動內容： 

設計者 

學校職稱 
周雅琴 主題名稱 戴上思考帽 實施年級 第一學習階段 

實施時間 40 分鐘* 8 節 活動地點 班級教室 班級人數 10-30人 

生命教育議題 

學習主題 
哲學思考 實質內涵 

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

度。 

學習教材 公視影片：《熊星人與地球人｜EP01：思考重要嗎》 

學習設備 
視聽設備、便利貼、黃帽子、黑帽子、A4紙張(製作小書)、學習單、直徑 1.5cm

紅、白色圓點貼紙 

學習目標 

1.發現思考是有趣的。 

2.辨別出「好的思考」在生活中對我們有幫助。 

3.了解思考的過程很重要，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發現。 

4.學習在生活中運用黃色思考帽解決問題。 

學習活動設計 

活動內容與實施方式(含引導思考/學習策略) 時間 

 

活動一：思考是一場非常有趣的遊戲 

一、體驗活動 

(一)來玩猜數字遊戲-終極密碼 

1. 遊戲規則說明： 

一位同學負責從 1~100中選擇一個數字作為密碼，不能讓別人知

道。其他同學輪流猜，每猜一個數字，出題者就要告訴大家這個數

字是大於或小於密碼，直至密碼被猜中。 

2. 進行遊戲 

3. 討論與分享想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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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玩問與答的遊戲-猜詞彙 

1. 遊戲規則說明： 

(1) 一位同學負責出題（任一詞彙），不能讓別人知道。 

(2) 出題後先給大家一個提示(例如：一種動物) 

(3) 其他同學輪流提問及回答 

(4) 出題者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是非題），不回答選擇題或簡答

題。 

2. 進行遊戲 

3. 討論、整理與分享想法策略 

(三)分享與討論 

1. 你喜歡玩遊戲還是思考？玩遊戲和思考有沒有關係？ 

2. 如果剛才玩的遊戲大家都不思考，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3. 是不是做任何事都需要思考？可以舉例說明嗎？ 

4. 如果做任何事情都不思考，會如何？ 

 

二、來唱一首歌《為何思考》 

(一)唱唱跳跳-創意律動 

播放《熊星人與地球人｜EP01：思考重要嗎》中的歌曲《為何思考》

(17分 50秒-18分 55秒) 

(二)一起來聊聊 

1. 唱跳的時候你的腦子裡在思考什麼？ 

2. 歌詞裡有沒有哪些你所知道的故事？ 

3. 歌詞中「草經過牛的消化，變成了牛奶」，在生活中你會常常像

這樣想這樣問嗎？ 

4. 你覺得「思考」是為了自己好，還是為了找答案？ 

 

三、回家作業：學習單-科學家的好奇 

查一個科學家的故事，再把科學家的好奇，或問的問題提出來。 

(例如：牛頓和蘋果的故事、當牛頓坐在蘋果樹下，被掉下來的蘋果砸到之

後，他提出了什麼疑問呢？) 

 

 

活動二、思考要不斷追問 

一、體驗活動：猜猜自己頭上的貼紙顏色(紅白貼紙) 

詳見附錄四的遊戲說明。 

 

二、思考重要嗎？《熊星人與地球人｜EP01：思考重要嗎》 

(一)播放影片(2分 15秒-6分 26秒) 

(二)教師提問： 

1. 小黑熊說的話能不能算是思考？「我早上吃了又香又大的蜂蜜麵

包，還有很多泡泡的牛奶，和一根月亮香蕉。」(5分 05秒-5分

1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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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南校長和大家討論能不能算是思考？「想到正方形(圓形)會讓

你想到什麼？」(5分 40秒-6分 15秒) 

3. 為什麼智慧之石的轉動速度不同？以上兩種說法都算思考嗎？ 

(三)教師小結： 

柏拉圖說：「要不斷追問事情的意義，和別人討論，還有常常問為什

麼！」當一個人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就已經啟動了思考的力量。

想知道柏拉圖為什麼這樣說，影片中到底怎麼談論思考重不重要嗎？我

們一起來看熊星人和地球人吧。 

 

三、分享與討論： 

(一)繼續播放影片至 6分 53秒暫停。(5分 40秒-6分 15秒) 

1. 讓同學舉手回答影片中阿南校長的問題：有兩隻大白熊回家的時

候沒帶鑰匙，只好從煙囪爬進去，結果一隻白熊的臉變黑了，另

一隻熊的臉沒有變黑，請問哪隻熊會先去洗臉呢？ 

2. 學生回答後繼續播放至 7分 42秒。 

3. 阿南校長:要學習思考，就要學會問問題。特別是要找出最重要

的問題。 

(二)播放影片(8分 19秒-9分 52秒) 

1. 阿南校長說：如果人一輩子當中，只能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那

你們會想知道什麼呀？ 

2. 請小朋友練習把自己的問題提出來，發下便利貼給學生紀錄。 

3. 提問：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4. 提問：對你重要的問題，對別人也重要嗎？ 

5. 提問：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答嗎？ 

6. 香香熊說：我沒有很聰明，我怕我留在這裡學習沒有辦法完成智

慧之石轉動的任務。你同意他的話嗎？為什麼？ 

7. 請說出一句話，表達你所知道的思考。 

 

四、教師總結： 

（一）分辨什麼是「好的思考」，並了解「思考」在生活中對我們很有幫

助，就會喜歡思考。 

（二）想把思考變成一種習慣，需要多多練習。從不會到會需要學習，從

不熟悉到熟悉更需要不斷的練習。 

（三）人人都可以練習「思考」，不是只有聰明的人才會思考或需要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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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一起戴上思考帽 

  生活中有很多情境，每個人常因個性想法不同，就起了衝突。 

思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而找出問題要怎麼做比較能減少衝突，全面看事情？ 

讓我們練習透過思考帽來練習找到思考的方法。 

 

一、思考帽說明與練習：  

一起戴上思考帽，思考今天的問題。 

 

藍色帽子-會「全面看事情」，冷靜思考(理性總結，組織步驟) 

 

黃色帽子-會思考「要怎麼做比較好」，朝著樂觀及建設性的方向思考，

研究利益所在，可取之處等問題。(正面優點，利益價值) 

         如：「為什麼這件事可行？」「為什麼這是一件好事？」 

 

黑色帽子-會「找出問題點」，反思事實與判斷是否與證據相符，考慮風

險困難和潛在問題等負面因素。(否定批評，缺點評估) 

         如：「這一點是否符合實際情境？它是否有效？」 

 

(一)練習以不同思考帽的角度看待問題： 

1. 情境一： 

阿達又弄壞了咪咪的玩具，他不但滑了一跤，頭上還腫了一大包，如果

你是咪咪，你會怎麼做？ 

黑阿達為什麼又弄壞我的玩具？是地板太滑？還是阿達討厭我？ 

藍阿達自己也受傷了，等他比較好了，再叫他修好我的玩具。 

黃阿達應該不是故意的，是地板讓他跌倒才這樣，我決定原諒他。 

2. 情境二：(收集學生生活中真實情境做練習) 

公費流感疫苗開始調查了，可是我害怕打針，該怎麼辦… 

3. 情境三：(收集學生生活中真實情境做練習) 

今天輪到○○當值日生，他又跑出去玩了… 

 

二、完成「戴上思考帽」學習單 

 

三、小結 

（一）戴上不同的帽子，就有不同的想法。 

（二）常常練習戴不同帽子，遇到事情時就會有不同的想法，也會比較知道怎

麼解決問題。 

（三）每個人的思考方式都不一樣，練習面對每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和方式，

才能全面看事情，合和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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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該怎麼做比較好 

從上次學習戴上不同思考帽面對生活情境時，老師發現同學對於黑帽子和黃帽子

仍然不容易分辨，所以我們今天再來做一次練習。 

 

一、區分黃帽子和黑帽子 

（一）思考帽遊戲：區分情境中的想法是黃帽子還是黑帽子，練習分辨。 

(面對以下情境的思考方式，你認為是黃色思考帽的請舉黃帽子，是黑

色思考帽的請舉黑帽子。) 

 
 

1. 情境一：面對新冠肺炎防疫行動 

(1) 疫情一定會被控制，大家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就不用擔心。 

(2) 戴口罩很不舒服，所以要避免外出，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2. 情境二：今天的作業要寫一篇故事 

(1)YA！大家一起合作，認真寫，我們就可以當個小作家。 

(2)要花好多時間寫，我擔心寫不出來，但是不試著做就會失去一個

寶貴的學習機會。 

 

3. 情境三：老師要我在下課時間去幫忙… 

(1) 我可以幫老師做事，讓老師不用太累，真好！ 

(2) 蛤！怎麼是下課時間找我幫忙，雖然幫了忙，但是卻沒有下課時

間，好可惜！ 

 

4. 情境四：爸媽答應我這個星期日要帶我去玩，可是爸爸卻臨時要加

班，媽媽說我們下次有機會再出去。 

(1)不能出門也沒關係，我剛好可以看喜愛的卡通。 

(2)我好失望啊！但是爸爸辛苦加班是為了讓我們過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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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境五：我負責的掃區落葉很多 

(1)剛好可以練習老師教我的方法把落葉掃乾淨，真好！ 

(2)為什麼我就要掃這麼多的落葉，還要讓老師派別人來幫我。 

 

二、生活觀察與黃帽子思考練習 

（一）寫一寫，畫一畫： 

用一張 A4的紙，製作一本「我的黃帽子」小書(附錄三) 

（二）分享與討論 

1. 有沒有察覺在生活中我們往往習慣朝向黑帽子思考？舉例說說看。 

2. 比較黃帽子和黑帽子的思考給你心情上的感受。 

 

三、分組討論： 

（一）思考可以使人變聰明嗎？ 

（二）思考和發明或發現有沒有關係？ 

（三）做選擇的時候要思考嗎？（請舉生活中的例子說明。） 

（四）思考重要嗎？說說你的理由。 

（五）說一句話表達你所知道的「思考」。再和上次的想法比較看看，有沒有

改變。 

 

四、總結： 

（一）思考是有系統和程序的處理想法。 

（二）思考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每問一個問題就能讓我們有更多的發

現。 

（三）保持好奇心，對各種事物提出疑問，這樣就能有更多的想法做更多的

討論。 

 

 

三、教學心得 

練習說出自己的想法 

  剛開始進行討論時，有些學生不敢表達，有些學生很害怕說錯，存有標準答案的疑慮，而不敢

自在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有從眾的習慣，無法在短時間改善，所以必須不斷的提醒。 

 

營造思考的氣氛 

  一開始的猜數字和猜謎遊戲，就讓孩子自然沉浸在思考中，不斷的動腦互動讓他們特別感興

趣，參與度非常高，尤其是思考靈活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透過思考找到邏輯理路的人，可以讓遊戲

進行得更順利。 

 

好的思考，並不容易 

  在思考帽遊戲中，因為收集了學生的生活情境融入遊戲中進行討論，學生較容易說出他們的想

法，但也發現生活中我們往往習慣較易出現黑帽子思考，所以覺得黃帽子思考需要經常「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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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才能熟悉。 

 

班級經營的好工具 

  課程後，在班級經營或學生的生活中遭遇衝突時，在老師引導下學生比較容易溝通，願意練習

朝著「怎麼做比較好」的方向思考。 

 

四、教學提醒(或教學效果自評) 

1.從遊戲導入思考，孩子特別有興趣，且參與度高，尤其能夠理解：透過思考找到邏輯理路的

人，可以讓遊戲進行順利。 

2.剛開始討論時，學生有從眾的習慣，無法在短時間改善；存有標準答案的疑慮，很怕答錯而不

敢自在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必須不斷的提醒。 

3.生活中我們往往習慣較易出現黑帽子思考。在活動進行與學習單練習時，學生也較易傾向黑帽

子思考，因此發現黃帽思考需要「刻意」經常的練習，所以後來修改教案，鎖定「黃帽子的思

考」來做練習。 

4.學生在生活中遭遇衝突時，當老師提問：「這個時候如果戴上『黃帽子』，你會如何思考？」

時，比較願意溝通，朝著「怎麼做比較好」的方向思考，比較容易接受引導，並站在對方的角

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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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課程會用到的參考資料或理論講義) 

附錄一：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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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製思考帽手牌 



A005 戴上思考帽 p.10 

附錄三、我的黃帽子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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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推理遊戲：猜猜自己頭上的貼紙顏色 

  目的：明白什麼是推理(思考如何解答的過程) 

  學習：1.就算我懂，也要想一個好辦法讓別人懂 

        2.要練習傾聽 

  材料：三張紅貼紙、二張白貼紙 

  遊戲人數：3人 

 玩法：A、B、C三人，分別在額頭被貼上某顏色的貼紙，可以看到其他二人，猜猜自己頭上的貼

紙顏色。 

  例如：①A(紅)、B(白)、C(白) 

        ②A(紅)、B(紅)、C(白) 

        ③A(紅)、B(紅)、C(紅) 

 

 

六、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及網站) 

(一)書籍 

(二)影片/網路資源： 

1. 《熊星人與地球人｜EP01：思考重要嗎》https://youtu.be/ZtdBCsblgE4 

2. 《熊星人和地球人》MV02 歌曲《為何思考》https://youtu.be/ePQfxrOmAJg 

 
 

歌曲《為何思考》歌詞 17’50’-18’55’ 

是為了自己好，還是為了找答案？ 

到底什麼才是，才是好思考？ 

草經過牛的消化，變成了牛奶 

書經過人思考，變成了智慧 

沒坐在蘋果樹下，牛頓怎想得到萬有引力的奇妙 

沒認真懷疑過，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又怎麼遇得到 

思考思考，再多次都不嫌少， 

等你習慣了，你會大聲的叫好。 

思考思考，再多次都不嫌少， 

等你習慣了，你會大聲的叫好。 

https://youtu.be/ZtdBCsblgE4
https://youtu.be/ePQfxrOmA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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