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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作者 教學重點

第一冊 第一單元 大鴨與小鴨 聖嚴法師 天生我材必有用

第一冊 第二單元 在檀香山，為「我是誰」而苦惱 王溢嘉 肯定自我，包容他人。

第一冊 第三單元 來一杯甜蜜熱可可 陳幸蕙 找出動力，熱愛生命。

第一冊 第四單元 守時精神 琦君 守時是負責與尊重的行為

第一冊 第五單元 一念 李崇建 心平氣和，常保善念。

第一冊 第六單元 賣氫氣球的小女孩 沈芯菱 慈悲待人，智慧處事。

第一冊 第七單元 自知之明的自信 聖嚴法師 了解自己，建立自信。

第一冊 第八單元 積極思考 連加恩 逆向思考，正面解讀。

第一冊 第九單元 牛奶糖穿透椰子殼 吳若權 認識個人特質，發揮潛力。

第一冊 第十單元 琉球來的貝殼 杜虹 尊重生命，維持生態平衡。

第一冊 第十一單元 養蟲 凌拂 尊重、愛護大自然的生命。

第一冊 第十二單元 有財富名望就會幸福嗎？ 聖嚴法師 幸福的真諦

第一冊 第十三單元 綠色的垃圾車 子敏 處理情緒

第一冊 第十四單元 用真誠化開誤解 林慶昭 真誠

第一冊 第十五單元 滾回去！清國奴！ 劉墉，劉軒 包容多元族群

第一冊 第十六單元 「同理心」讓你更受歡迎 水淼 同理心

第一冊 第十七單元 用你的微笑去幫助他人 凌越 微笑的力量

第一冊 第十八單元 珍惜緣分，學習感恩 李開復 惜緣、感恩、報恩。

第一冊 第十九單元 金光閃閃的一顆心 陳幸蕙著 發揮愛心、捐款助人。

第一冊 第二十單元 生死之間 聖嚴法師 面對生死，懷抱希望。

第二冊 第一單元 利人便是利已 聖嚴法師 學習奉獻

第二冊 第二單元 拒絕整形的少女演員 王溢嘉 肯定自我、展現心靈之美。

第二冊 第三單元 相互尊重才是愛 楊小雲 尊重是給對方真正的需要

第二冊 第四單元 情緒管理讓手足和睦 洪蘭 學習情緒管理

第二冊 第五單元 護生的智慧 聖嚴法師 護生代替放生

第二冊 第六單元 向小露珠看齊 陳幸蕙 欣賞別人，肯定自己。

第二冊 第七單元 愛與自覺修養 楊照 了解自己，肯定自己。

第二冊 第八單元 縮短情緒的公里數 嚴長壽 情緒管理

第二冊 第九單元 清貧與慳吝大不同 聖嚴法師 享受樸實、簡單的生活

第二冊 第十單元 一天一塊錢 鄭栗兒 珍惜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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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冊 第十一單元 迷「網」少年 梁曙娟 善用網路功能

第二冊 第十二單元 如何處理心中的不平﹖ 釋果東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第二冊 第十三單元 溫馨的關懷 聖嚴法師 學習傾聽

第二冊 第十四單元 交給時間去解決吧﹗ 陳幸蕙 以溝通、原諒和容忍，處理誤解。

第二冊 第十五單元 多關愛陌生人 鄭石岩 發揮博愛的精神、用智慧關愛他人

第二冊 第十六單元 誰惹誰生氣 聖嚴法師 穩定情緒、平息煩惱

第二冊 第十七單元 種花的郵差 孫麗萍 行善的人快樂

第二冊 第十八單元 當一個女超人 鄭栗兒 發揮慈悲無私的愛

第二冊 第十九單元 死亡 李崇建 學習面對死亡，珍惜感謝生命

第二冊 第二十單元 燈籠夜行軍 黃憲宇 關懷與服務

第三冊 第一單元 用感恩的心消除怨恨 聖嚴法師 感恩

第三冊 第二單元 親   情 李崇建 親子溝通

第三冊 第三單元 舞出不一樣的自己 王溢嘉 自我認識與自我肯定

第三冊 第四單元 第三隻狗怎麼了 呂政達 積極樂觀，突破困境

第三冊 第五單元 自我安頓五部曲 楊國樞 活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第三冊 第六單元 愛情不是人生的唯一 聖嚴法師 培養正確的愛情觀

第三冊 第七單元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李偉文 傾聽自然、保護地球

第三冊 第八單元 在平凡中持續行善 黃啟川 服務奉獻

第三冊 第九單元 學會購買前的思考 林義隆 需要與想要

第三冊 第十單元 我是地球人 聖嚴法師 尊重與包容

第三冊 第十一單元 站出來，參與這個世界 洪蘭 全球倫理

第三冊 第十二單元 培養綠色EQ 丹尼爾‧高曼 積極永續的環保概念

第三冊 第十三單元 福菇 劉克襄 尊重大自然生物生存的權利

第三冊 第十四單元 走鋼索的人 辜琮瑜 紓解壓力，放鬆身心

第三冊 第十五單元 打掃的阿姨 黃憲宇 凡事盡心盡力，自利利人

第三冊 第十六單元 阻力就是助力 釋果東 化逆境為轉機

第三冊 第十七單元 當一個有價值的平民 黑幼龍 認識自我的價值

第三冊 第十八單元 用你的心觸動工作的心 嚴長壽 敬業樂業

第三冊 第十九單元 我們都是畢業生 王文華 認識自己、超越自己

第三冊 第二十單元 向馬拉拉致敬 謝錦芳 堅持夢想，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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