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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也想是個好老師，請別霸凌我！ ！ ！

同學

問題背景:不是只有同學被霸凌,
老師被霸凌怎麼辦?

操作思考過程

確定問題
運用六頂思考帽
問題省思
解決方法

問題省思
身為一位教師，當遇到被學生霸
凌了，你會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面對與解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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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帽：當老師已經被霸凌，老師要如何保護自己？
紅帽：如果你是老師 ，當你的學生對你霸凌時 ，你的感覺是什麼 ？
    
黑帽：老師被學生霸凌，老師想輕生怎麼辦？
  
黃帽：試著思考為何學生要用這樣激烈的行動表示反抗？
  
綠帽：當學生想霸凌老師時，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學生的想法？
藍帽：經過上面的討論，遇到學生霸凌，老師應該怎麼做？

六頂帽思考法



白色帽子(中立、客觀) 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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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機的APP系統，直接用手機直播給家長，因為有時小孩回去陳述事情
過程往往都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所以直播整個過程讓家長比較沒話說。
上課過程中自己在教室架設錄影機以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及證據。
學生火氣很大時，不要正面衝突，可以用他們喜歡的東西去避免衝突，例如:
手機遊戲之類的共同語言。

紅色帽子(憤怒、情感)  解決辦法

黑色帽子(憂鬱、負面)  解決辦法

黃色帽子(陽光、正面)  解決辦法

去KTV大聲嘶吼或去狂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發洩。
挑戰極限（如：高空彈跳）。
到SPA館精油按摩舒壓心情。
約三五好友喝酒痛罵霸凌自己的學生，然後大睡特睡。
打掃家裡，讓家裡乾淨心情也會變好。
瘋狂的Shopping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買完了就會很爽。
去旅遊或露營狂吸芬多精，緩解心情。

可以向學校反映，調開班級。
向親近的朋友或家人尋求支持。
找學校的輔導老師或外面的專業的心理諮商師談談。
多看一些正面能量的書籍，別讓自己的負面能量累積過多。

利用紙本不記名方式，讓班上學生提出對老師教學上的看法。
可找適當的其他老師人選，作為與學生間溝通的橋梁，詢問學生為何要做
如此激烈的反抗行為。
與家長聯繫，從家長方得知學生在家的舉止，學生是否有告知家長對老師
的印象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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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帽子(生意盎然、豐美)  解決辦法

去做自己喜歡，讓自己開 心的事，先暫時不要去想霸凌事件。
去玩打類似打地鼠的電玩，或去健身房打沙包， 發洩不爽的情緒。
到爆料公社吐吐苦水。
從學生身邊比較好的同學或者老師，去了解該生最近是否情緒不穩，有沒有
遇到生活挫折。
請學校協助，暫時先不要有該生班級的課，避免再次有衝突。

透過創意思考方法,我們一起來想想教育情境中的問題,可以怎麼樣有效、
有創意地解決?不會只有一種方法,也不是哪一種方法才對喔!

余妮霏 尤思雅 許芷瑋

在創思教學的課堂中,修習學生經由對自身週圍教育問題的關懷,提出想要
解決的問題,並經由團體歷程共同發想可能的解決之道。

討論過程

如何解決營養午餐浪費問題



共同討論

腦力激盪
在十分鐘內，想出十個小點子

共同討論(一)
上午吃飯前一小時，帶學生出去做強度的體能訓練。
常常浪費午餐的學生就罰不准吃午餐。
播放非洲難民的影片讓學生看。
吃飯前先把不敢吃的菜分給其他敢吃的同學。
帶全班同學去參加飢餓三十。
請學生自行準備午餐。
將體育課排在吃飯前。
分成小組，飯吃乾淨的可以集點獲得獎勵。

共同討論(二)
高級餐廳的菜色組合
無菜單料理
提供各國料理以點餐方式
自助式
體驗農村生活
打包送給需要的學生或三代同堂家庭
定期觀察每班學生的食量來調整
飯菜剩太多的同學需負責倒廚餘工作

共同討論(三)
以訂便當的方式讓學生能挑選自己所喜歡的菜
色
以客制化的方式來幫學生打造他們所喜歡的菜
色
剩下飯菜太多的同學要寫心得
剩下飯菜太多的同學要當一個禮拜的值日生
每一天都安排烹飪課並且排在11點,讓學生們自
行煮飯
把廚餘桶沒收
有剩飯的同學要上台報告
用飯後甜點來鼓勵學生

討論與歸納

討論與歸納 – 處罰
剩下飯菜太多的同學要寫心得
剩下飯菜太多的同學要當一個禮拜的值日生
常常浪費午餐的學生就罰不准吃午餐
飯菜剩太多的同學需負責倒廚餘工作
有剩飯的同學要上台報告
把廚餘桶沒收

討論與歸納 – 鼓勵
分成小組，飯吃乾淨的可以集點獲得獎勵
用飯後甜點來鼓勵學生
同樂會時老師請吃披薩
定期到偏遠村落做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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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頂思考帽、隨機致詞創意思考
方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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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考在教育、教學、班級經營中的角色即是遇到問題,能先發
散思考一些可行的策略,再依據現況選擇擬定可行,甚至試驗的方法,
在創造力裡,此即為變異和選擇,擴散思考增加了變異,而選擇則由環
境來篩選和決定，選擇有價值的方案。

討論與歸納 – 異想天開
以訂便當的方式讓學生能挑選自己所喜歡的菜色
以客制化的方式來幫學生打造他們所喜歡的菜色
高級餐廳的菜色組合
無菜單料理
提供各國料理以點餐方式
自助式
每一天都安排烹飪課並且排在11點,讓學生們自行
煮飯

討論與歸納 – 易執行
上午吃飯前一小時，帶學生出去做強度
的
體能訓練
把體育課都排在吃飯前
請學生自行準備午餐
播放非洲難民的影片讓學生看
吃飯前先把不敢吃的菜分給其他敢吃的
同學
打包送給需要的學生或三代同堂家庭
定期觀察每班學生的食量來調整

討論與歸納 – 從做中學
每一天都安排烹飪課並且排在11點,讓學
生們自行煮飯
體驗農村生活，粒粒皆辛苦
帶全班同學去參加飢餓三十
定期到偏遠村落做志工

如何讓較孤僻的學生融入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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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較孤僻的學生融入同儕？
透過GOOGLE表單選定問題。

六頂思考帽 + 隨機字詞
運用兩種方法討論如何解決方法
六頂思考帽： 將問題釐清。
隨機字詞： 由釐清問題後，最後針
對問題由隨機字詞聯想解決問題。

步驟一: 六頂思考帽

白帽：甚麼是孤僻？
孤僻是指孤寡怪僻而不合群的人格表現。孤僻常表現為獨來獨往、離群索居，
對他人懷有厭煩、戒備和鄙視心理；凡事與己無關、漠不關心，一副自我禁錮
的樣子；如果與人交往，也會缺少熱情和活力，顯得漫不經心、敷衍了事。(來
源：百度百科)
紅帽：當有人說你孤僻時，你會感到如何？
我會感到尷尬，並猜想自己是否與他人格格不入，畢竟孤僻並不是一個正面的
形容。

黑帽：孤僻對個人有甚麼影響？
個人平日社交活動(團體分組)沒有人選擇跟自己一組；尋求協助時，可能要多方
求助才找得到人幫忙；影響個人的社交能力，並且容易讓自己的心靈陷入易怒、
低成就感、神經過敏、抑鬱寡歡等狀態。這樣的狀態長期下來，也會對身體造成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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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六頂思考帽

步驟二: 隨機字詞 – 護唇膏

黃帽：改掉孤僻的習慣有甚麼好處？
使自己社會化(人多好辦事)，增加社交能力；有人可以談天、互相了解，培養溝
通的能力；想法趨向積極正向。

綠帽：如何改掉孤僻並且願意融入人群？
敞開心扉去接納別人，不抱持偏見與預設立場；參與正當、良好的團體
活動，結交好朋友，愉悅身心；培養自信心：自我鍛鍊(閱讀、運動)、
重新審視自我、肯定自己能力…等

藍帽：綜上述的討論，班級上都存在孤僻的同學，如果是你，
會如何解決問題？

前述問題點：
1. 孤寡怪僻而不合群的人格表現
2. 獨來獨往、離群索居
3. 缺少熱情和活力
4. 猜想自己是否與他人格格不入
8. 培養自信心　　　

5. 沒有人選擇跟自己一組
6. 心靈陷入易怒、低成就感、神經過敏、
抑鬱寡歡
7. 參與正當、良好的團體活動

護唇膏的特性:
1.嘴巴不脫皮
2.保護嘴唇
3.不會有唇紋
4.保濕
5.滑滑的

11.甜甜的
12.嘴巴QQ的
13.想親
14.攜帶方便

6.黏黏的
7.像口紅　
8.液態的
9繽紛的
10.香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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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將問題點與護脣膏的特點做聯想　（如何解決）

1. 嘴巴不脫皮：讓護唇膏滋潤乾的嘴唇（乾的嘴唇=沒有人關心孤僻的同學）
→培養信心
2. 保護嘴唇，給予保濕：不然唇亡齒寒，保護同儕關係不受影響。
 →猜想自己是否與他人格格不入 (增加不要格格不入的機會)
3、4.不會有唇紋：去皺、去除缺點，幫助孤僻學生了解自身的缺點並且改進。 
→(改善)心靈陷入易怒、低成就感、神經過敏、抑鬱寡歡
5. 滑滑的：為人處事圓滑委婉。
 → (改善)缺少熱情和活力
6. 黏黏的：如膠似漆、黏踢踢的感覺，可以讓一個學生去認識了解孤僻學生、
關心孤僻同學的狀況
 →沒有人選擇跟自己一組 (主動找孤僻的同學一組)
7.像口紅：迷人、萬人迷，發掘學生身上的有點，並在班級上公開表揚。 
→培養自信心
8.液態的（原先是固態，塗到嘴唇上變成液態）：幫助學生做印象上的改造，
比如讓學生從角落座位做到前面，提問時點孤僻學生發言，讓大家可以增加
對孤僻學生的印象。
 →(改善形象)獨來獨往、離群索居
9.繽紛的：學生生涯可以像護唇膏一樣繽紛。使學生體會到學校生活的樂趣，
讓他參與校際比賽或團體活動。
 →(改善)孤寡怪僻而不合群的人格表現
10. 香香的：因為香氣有吸引的作用 製造氣氛讓孤僻的同學融入
利用環境改變他在人群中的相處方式(感染香氣) 。
 →(環境培養)缺少熱情和活力
11. 甜甜的：同儕關懷讓孤僻學生感到被關心，敞開心防。 
→(消除)猜想自己是否與他人格格不入
12 嘴巴QQ的：孤僻的同學可能是之前受過一些傷害，給與同學間的關懷
（護唇膏）讓他們恢復到孤僻之前的狀態。 
→(消除)心靈陷入易怒、低成就感、神經過敏、抑鬱寡歡
13. 想親：親熱、親密，對待學生要用熱心關切的態度，積極地讓孤僻的孩子
參與活動或擔任幹部。
 →培養自信心
14. 攜帶方便 ：同學給與的關懷，讓較孤僻的學生覺得班上到哪都有溫暖促使
他們勇於走進人群。 →(增加機會)參與正當、良好的團體活動
討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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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程

透過團隊合作完成這次的任務，真的很謝謝其他三位同學，因為有她們，期末作業

很快就處理完了。

　　在這次作業上，我在思考護唇膏的用途及聯想花了一點時間。但是能和同學一

同討論動腦，比我自己一個人完成作業還快很多，而且我發現同學的聯想能力都很好

，非常值得我效法。因為這學期的課程，啟發我對於創作更有想法，我自己比較喜歡

的部分還是在隨機字詞，在強迫聯想時，雖然有點痛苦，有時候還是不好聯想，但是

當激發了自己的想像力時，真的很開心，感覺頭腦有在轉動思考了。最後，我想謝謝

老師的教導，以及謝謝隊友們的幫忙，因為妳們，我想再加油努力，一起向前進吧！



因為修了創造力教學這門課，我才能更清楚什麼是有創造力的教師，該怎麼朝創造力教師
前進，也在課堂練習的過程中發現培養創造力的樂趣。
　　很感謝我的組員都很願意聽我的意見，雖然大家是在通訊軟體上做討論，但過程很好
玩也很有收穫，還能得到很多由於立場不同而多元的想法，也因為先前有在課堂上嘗試各
種創造力的訓練方法，期末的問題發想似乎有比較熟能生巧了！
　　上完這堂課才發現原來訓練創造力有這麼多的方法，而且可以將方法結合找出更多創
意的發想，感到很好玩！也讓我了解到創造力其實很重要，不單是用在教學，而是一門可
以提升自我實現的能力。

期末作業讓我們從上課教過的方法去發想解決方法，讓我覺得輕鬆又有趣，輕鬆的是，跟
組員一起討論、集思廣益；有趣的是，過程中很多創意併發出來的笑料。（比如隨即字詞
允許任何不雅、無釐頭的字眼）
　　但是，在想解決問題時，也意識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紙上談兵，若要能實際運用，一
定會遇上更多難題與現實阻礙，許多解決問題的條件是教師必須要親力親為，關心同學的
狀況、替不同狀況的學生設想條件…讓我一窺教師這一行業的辛苦面貌。
　　在這堂課學習到的，不僅能適用在教學生涯，也對於我個人的思考方式、創作方面有
所助益，跳脫固有思維，保持頭腦發散思維，能多方設想問題的解決方法，方為創造力教
學的中心思想。

張婷婷

丁曼雯

大家共同努力討論下終於把ＰＰＴ順利的生出來了，由於接近期末了，大家平常較沒有時
間聚在一起好好討論，所以我們是藉由下課時間先將大致的方向討論好，再經由ＬＩＮＥ
線上溝通補充內容（大家本身也都很主動，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的滿愉快又很有效率！）
從無到有的聯想一些本身和我們主題無關的想法，有些湊合再一起看起來還真的挺有道理
的，有些則讓我們笑的無法自拔，這次的討論有別於以往的報告，或許是因為有關“創意
“，所以不如以往受限、死板，反而更加生動有趣，在這過程中可以聽到別人不同的想法
，也對我們的小組員有更深的瞭解，讓我獲益良多。

顏佑珊



如何有效宣傳校園活動，讓同學主動參與?

如何有效宣傳活動

選擇此題目之原因
常常聽到學生說學校這麼多活動怎麼都不知道，通常都到活動舉辦，甚至活動結

束了才知曉有此活動，為什麼會這樣呢?不外乎就是學生除了對自己的事情之外

，常常對其他的事情事不關己，所以一定要有足夠的宣傳，宣傳不夠，將導致發

生此問題，所以要如何宣傳呢?將是我們必須探討的問題。

討論方式

(1)課餘時間討論

(2)利用LINE群組



腦力激盪法

適合
1.活動前問卷   
2.抽獎活動
3.擴大獎勵方式(例如:時數、加
分方面)
4.請高顏質的人站台吸引群眾
5.發放糖果餅乾
6.限量名額
7.班級個別宣傳
8.穿玩偶裝宣傳   
9.製作遊戲APP互動

不適合
1.賄賂老師宣傳
2.欺騙觀眾的方式
3.金錢誘惑參加
4.硬性規定參加
5.條件交換參加(例如:參加這
活動的話某堂課保證會過)
心智圖

三、解決方式

(1)使用腦力激盪法
(2)心智圖



心智圖法得出的結論
(一)鮮豔的:衣著、海報、立牌、宣傳單

(二)大  的: 1.物品(道具)             2.空曠場地方便大動作活動

                3.醒目的吉祥物       4.音量: (1)唱歌

               (2)鬼吼鬼叫             (3)大聲公或音響

(三)誇張的:1.肢體動作:(1)跳舞   (2)手勢

(四)嚇人的(例如:怪聲響或恐怖的妝扮)

(五)新奇的: 1.突兀(例如:吉祥物)  2.不搭的   3.發光的(例如:LED燈泡)

四、心得

 又到了期末報告的時間，感覺上這次的期末報告相當的匆忙，可能是因為大家都在

各自忙期末報告或考試的關係。這次不像期中報告那樣一人上台為大家解說，而是

分組進行，我們當面討論的時間雖然很短暫，但我們這組每人的想法都還滿接近的

，一下就進入狀況，在討論的當下，尤其講到腦力激盪法的時候我們三人都很熱絡

，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點子源源不斷的冒出，過程非常順利，經過這次互相討論，發

現到原來ㄧ個點子可以因爲創意而有無限的延伸，修了這門課所學到的東西，相信

未來在職場上也能受用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