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品格萬花筒教育扎根計畫
- 種子學校申請簡章 一、 計畫緣起：
感恩基金會致力品格教育已有多年，提倡國人正向思考及常懷感恩心。多
年來執行過程中，發現國小老師的敦敦教誨對於學生品格的養成最具影響力。
2015 年到 2018 年『品格 333 新運動』
，推廣『看漫畫、學品格』的校園品格
學習運動，已累積近 50 所學校，持續推動校園品格閱讀計畫。
108 學年度計畫由致力於品格親子劇的「萬花筒劇團」聯合「感恩基金會」
共同發起，針對「品格教育」設計多元主題，用兒童的語言傳達正確的觀念，
擴大品格學習的效益和影響並持續於校園推動品格教育，成為重點發展項
目。
二、 主辦單位：萬花筒劇團
三、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四、 適用對象：國小學童
五、 計畫說明：
2019 年將向全台遴選全新 15 所品格推廣學校，針對國小學童規劃完整品
格教育模組，獲選學校將可免費導入並配合執行，課程模組如下：
(一) 看漫畫 學品格 ─ 每位學童每月 1 本，共 8 本品格漫畫文本
1.

說明：針對十五所示範學校二~六年級學童，編撰生活話之品格教育刊
物，運用晨讀時間，由老師帶領導讀或是安靜閱讀下，給孩子一份有
趣且受用一生的禮物。

8 大品格文本主題規畫

2.

每位學童每月 1 本品格故事漫畫文本，另附學習單，讓學童能以活潑
有趣的看漫畫方式輕鬆建立良好品格。


108 學年度：個人品格修養 ( 8 個主題)
學年

上學期

月份 10 月 11 月 12 月
主題 禮貌


勇敢

誠實

下學期
1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勤儉

責任

反省

善良

知足

另外 7 個主題：團體品格建立 <可參閱活動網站下載電子版>
正義、助人、尊重、合作、誠信、孝順、感恩

每月品格主題閱讀方式

3.


第一週學生自讀 ─ 學生晨光「安靜閱讀」



第二週老師導讀 ─ 老師帶領導讀、發放學習單



第三週親子共學 ─ 學生與家長回家共讀



第四週師生交流 ─ 回收學習單、檢視成果
校園導讀剪影

4.

(二) 好品格 大募集 ─ 學生品格徵件活動
1. 說明 : 針對 15 所品格推廣學校與持續推廣之學校，舉辦「好品格

大

募集」全國徵件活動，提升學童對於品格核心價值的認識並能具體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並提供實質鼓勵予獲獎同學。
2. 徵件活動規畫：


上學期─四格漫畫徵件比賽。<108 年 10 月公告活動辦法>



下學期─品格行動劇觀劇心得。<109 年 3 月公告活動辦法>

(三) 品格校園行動劇演出：
1. 說明 : 於下學期安排「萬花筒劇團」到校演出「品格教育行動劇」
，透
過劇團活潑生動的戲劇內容，結合「學校生活Ｘ品格教育Ｘ家庭親子」
，
加深學童的品格學習印象。
2. 品格行動劇演出剪影

(四) 教師品格增能共識營：每學期開學前，於暑假、寒假各舉辦 1 場。
帶領種子教師說明品格教材使用方式、凝聚教師共識，並特別邀請品格
推廣專業講師，以及舊校回娘家成果分享、經驗交流，使其在校園真正
落實，打造品格教學聯盟。本學期預計在 9 月底前舉辦。

六、 申請對象：全國公立小學，並鼓勵一、三年級優先，從小建立品格。
曾入選為「品格 333」學校者請勿重複申請，可參閱附件 2 申請補助專案。

七、 執行費用：為培養孩子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珍惜社會回饋資源不浪費，參
與「108 學年度品格萬花筒」計畫之學童，每位學童繳交 100 元【品格學習
基金】，包含每位學童 8 本品格漫畫文本、每位學童 8 份學習單、全校品格
行動劇演出 1 場及徵件活動知識學習單 2 份等，各式計畫資源。
(該費用可於下學期統一繳交)

八、 申請方式及遴選方法：
(一) 採網路報名表單填寫申請，相關資訊請連結至「品格閱讀網站」

（http://www.3q125.org.tw/) 網站內之活動告示板。
(二) 以「校」為單位提交「品格萬花筒申請書」(附件)
(三) 每校參與學生至少 200 人，並指派 1 名品格閱讀種子教師，以及 1 名計
劃負責教師統籌相關行政事宜作為主聯繫窗口。
(四) 由萬花筒劇團及感恩基金會共同組成遴選小組，依據各校報名資料進行
書面審查，選出 15 所品格萬花筒－種子學校。

九、 遴選標準：詳情請參考「2019 品格萬花筒種子學校」申請表 (如附件 1)
(一) 參與人數 (含教師&學生)

30%

(二) 校本特色結合 40%
(三) 參與積極度 30%

十、 申請與公告時間：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五) 12:00 止。
(二) 結果公布：2019 年 9 月 25 日(三) 於活動網站公告入選名單，並由萬花
筒劇團以正式公文通知。

十一、 其他事項
(一) 參與申請，如未入選本（108）學年度「品格萬花筒校園扎根計劃」，主
辦單位將優先提供其他相關補助資源，予該校運用。
(二)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以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主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保有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三) 2015 年到 2018 年曾參與『品格 333 新運動』之學校，可參閱附件 2 之
品格推廣資源申請辦法。
(四) 倘有相關疑問請 Email 洽詢專案窗口張小姐 kstr.mkplan@gmail.com。

活動頁面
QRcode

【附件 1 】

「108 學年度品格萬花筒教育扎根計畫」種子學校申請表
第二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代表教師
聯絡資訊
校址
第二部分：申請評分項目
指導教師數

人

參與人數

推動班級數

班

30%

推動年級
總 人 數

約

人

提出歷年或未來是否有機會將品格與作為校本特色推廣，或
校本特色結合

是如何將「品格教育」與既有的校本特色作結合。

40%

參與積極度

提出學校過往推廣品格之實績，以及申請上本計劃後在學校
推廣之預期效益。

30%
同意請勾選 V

請詳細閱讀並確認下列事項內容
為培養孩子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珍惜社會回饋資源不浪
費，參與【108學年度品格萬花筒計畫】之學生，每人每學年
繳交100元【品格學習基金】，品格基金總額將成立「品格萬
花筒」專款帳戶並限本專案支應，回饋於各校申請補助使用。
本校茲授權主辦單位，授權人同意主/承辦單位使用活動照片
及其肖像權，張貼於主/承辦單位的網站供人點閱瀏覽或於各
媒體刊登使用。
申請日期：
代表教師簽名：

【附件 2 】

108 學年度品格萬花筒─品格教育資源申請及補助合作方案
一、 計畫緣起：
誠摯的邀請全國有意願推廣「品格教育」的國小，踴躍提出申請本會品格
教育文本以及品格行動劇演出，下列方案一、二可依據學校需求單獨或合併
申請。
二、 適用對象：國小二~六年級學生
三、 申請時間：2019 年 9 月 1 日~ 9 月 20 日
四、 申請方案：
方案一：品格知識漫畫文本 + 學習單
(一) 執行時間：自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6 月，每月一期，共提供 8 期。
(二) 專案內容：每期包含 24 頁品格知識漫畫文本 1 本+A4 雙面學習單 1 張
(三) 108 學年度品格主題：個人品格修養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月份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主題

禮貌

勇敢

誠實

勤儉

責任

反省

善良

知足

(四) 專案費用：每位學童 100 元/學年。(可於下學期統一繳交)
(五) 寄送方式：將依據各班申請份數分開包裝，於每月 5 號前統一寄送至學校。
方案二：品格校園行動劇

<需有執行方案一者才能申請方案二>

(一) 申請期間 : 即日起~2091 年 12 月 31 日
(二) 執行時間：2020 年 5 月~2020 年 6 月，巡迴演出。
(三) 專案內容：每場約 40 分鐘 (一節課)
(四) 活動流程：
時間

長度

內容

10:00-10:05

5 分鐘

主持人開場引言、校長致詞

10:05-10:33

28 分鐘

戲劇互動時間

10:33-10:40

7 分鐘

Q&A 互動遊戲

活動圓滿結束

(五) 專案費用：原價 6 萬元。
[108 學年度補助辦法]：計畫專款補助 2 萬、劇團支持 2 萬、學校自籌 2 萬。

五、 申請方式：採網路報名表單填寫申請：http://www.3q125.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