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自在神童第一集（教案下載專區） 

教案

(連結) 

影片 

（連結） 
內容簡介 自在語 核心觀念 

01 球鞋 

暴龍平常很喜歡買籃球鞋，不論是否需要，只要喜歡

就想收集，但是當他真正要上場比賽時卻不知道該穿

哪一雙。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知足 

02 登陸月球 

阿姆斯壯與奧德倫同時登陸月球，阿姆斯壯是第一位

登上月球的人，不過奧德倫卻是第一個從月球返回，

踏上地球的人。 

盡心盡力第一，不爭你我多

少。 
謙虛安分 

03 說人壞話 
BB 懷疑咪醬在背後說她的壞話，但後來才知道自己誤

會了咪醬。 

話到口邊想一想，講話之前

慢半拍。不是不說，而是要

惜言慎語。 

謹言慎行 

04 運動 

咪醬除了讀書以外，還善用時間每天到公園跑步健身。

運動可以增強體力，提升心智能力，還能抗衰老，好

處多多。 

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

好。 
運動強身 

05 渡假 

有一位有錢人到小島渡假，碰到一位漁夫，有錢人勸

漁夫多捕一些魚增加收入，但沒想到漁夫卻有不同的

想法。 

經常少欲知足的人，才是無

虞匱乏的富人。 
知足常樂 

06 珍珠 

珍珠是蚌殼為了排斥殼內的沙子，由內分泌作用而逐

漸形成的，所以要成為美麗的珍珠，就要經過艱難的

過程。 

唯有體驗了艱苦的境遇，才

會有精進奮發的心。 
苦盡甘來 

07 司機 

BB 和咪醬搭計程車，剛好司機是一位皮膚黝黑的人，

BB 因此對司機產生戒心與敵意，咪醬用智慧化解尷

尬。 

用智慧處理事，以慈悲關

人。 
尊重與包容 

08 檸檬 

咪醬將人生比喻成又酸又澀的檸檬原汁，之後她加入

了些水和糖，讓檸檬汁變好喝，肉八透體悟到生活也

是如此，一切都看我們怎麼選擇。 

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長

的經驗 
轉念 

09 砍柴比賽 
三人相約比賽砍柴。其中，一路都沒休息的暴龍砍的

柴卻沒有另外兩人多，原因出在哪裡呢？ 

應該忙中有序的趕工作，不

要緊張兮兮的搶時間。 
忙中有序 

10 越減越肥 
BB 因為想減肥，拚命打球因而受傷，咪醬開導她身材

不是一天造成的，要持之以恆才能減得健康又美麗。 

「精進」不等於拚命，而是

努力不懈。 
持之以恆 

11 哈哈鏡 
BB 和咪醬吵完架，看到肉八透在哈哈鏡前耍寶，大家

笑得很開心，兩人因而忘掉剛才的不愉快，言歸於好。 

身心常放鬆，逢人面帶笑；

放鬆能使我們身心健康，帶

笑容易增進彼此友誼。 

微笑的力量 

12 盲人點燈 
盲人在晚上提著燈籠走路，不但是替別人著想，也保

護了自己的安全。 

給別人方便等於給自己方

便。 

利人便是利

己 

13 黑點 

咪醬為白板上的黑點煩惱不已，肉八透開導她從白板

的整體性來看，黑點顯得十分微小，只要看事情的角

度改變了，就不再有好與壞的對立。 

只要自己的心態改變，環境

也會跟著改變，世界上沒有

絕對的好與壞 

轉念 

14 幸運 

地球上有 50%的人營養不良；6%的人擁有全世界一半

以上的財富；70%的人是文盲……期許大家珍惜自己的

幸運，並發願為苦難眾生服務。 

人生的目標，是來受報、發

願、還願的。 
惜福、發願 

15 最好的玉米 有株玉米期待在採收季可以儘快被摘下，但接連幾日， 人生的價值，不在壽命的長 奉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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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摘走的都是其它玉米，當它快要絕望時，農夫將它

摘下，因為最好的玉米要當作種子，成就明年的豐收。 

短，而在貢獻的大小。 

16 未來 

暴龍好高鶩遠，自認為是 NBA 的明日之星，不屑與小

球隊為伍，BB告訴他凡事應腳踏實地、盡心盡力，才

是造就偉大巨星的途徑。 

過去已成虛幻，未來尚是夢

想，把握現在最重要。 
腳踏實地 

17 牧人與狼 
牧羊人誤將狼視為好朋友，一日出門買笛子，將羊群

託付給狼看管，結果造成羊群被吃光的悲劇。 

你是有哪些身分的人，就該

做那些身分的事。 
安分守己 

18 落葉 

BB 覺得每天掃落葉很麻煩，想用搖樹的方式讓葉子掉

光光。咪醬表示落葉是大自然中正常的現象，只要用

心完成「今天」的工作，無須預支「明天」的煩惱。 

擔心，是多餘的折磨；用心，

是安全的動力。 
安於當下 

19 面對它 

咪醬生病了，沮喪的她，意外地觀察到螞蟻遇難時的

求生意志，決定勇敢地面對病情。雖然最後得知病情

不嚴重，她還是下定決心要改掉以往的壞習慣。 

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

理它、放下它。 
正向思考 

20 夢幻球隊 
暴龍自認球技精湛，不滿現在的隊友，想加入夢幻隊，

卻又被夢幻隊嫌棄條件不好，因而產生了煩惱。 

喜愛的就想佔有，討厭的就

會排斥，患得患失，煩惱就

來了。 

放下得失心 

21 海星 
咪醬將岸邊的海星丟回海中，雖然海星救不完，但經

過她手中的生命，命運因此而改變。 

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做，

好運大家轉。 

說好話 

做好事 

22 天底下的事 
學習「管好」自己的事，「不管」別人的事，「看開」

老天爺的事，就沒有煩惱了。 

智慧，不是知識、不是經驗、

不是思辯，而是超越自我中

心的態度。 

自律尊重 

23 心安平安 
小沙彌因為工作多而抱怨沒時間修行，事實上專注每

一個當下就是修行。 

奉獻即是修行，安心即是成

就。 
專注當下 

24 鸚鵡 
鸚鵡咳嗽了，獸醫查不出原因，原來是主人愛抽煙常

咳嗽，鸚鵡模仿主人咳嗽造成的。 

現在所得的，是過去所造

的；未來所得的，是現在所

做的。 

以身作則 

25 駱駝與遺囑 
三兄弟不知如何分配遺產，請族長處理，最後族長以

智慧解決了兄弟分配遺產的困擾。 

煩惱消歸自心就有智慧，利

益分享他人便是慈悲。 
智慧處事 

26 模型比賽 
模型比賽時，大家急於完成作品，只有肉八透情緒安

定的按照說明書的方法，逐步完成，最後贏得勝利。 
忙而不亂，累而不疲。 忙而不亂 

27 對手 

暴龍學溜直排輪遭對手嘲笑，咪醬安慰他，並提醒他: 

對手的刺激也會帶來好處，我們需要朋友的安慰與對

手的激勵。 

要做無底的垃圾桶，要學無

塵的反射鏡。 
勇於面對 

28 讚美的力量 

球隊原本要暴龍離開，他發憤圖強努力表現，使得球

隊贏得冠軍。在隊員的讚美下，暴龍改變想法，欣然

留下繼續為球隊奉獻。 

感謝給我們機會，順境、逆

境皆是恩人。 
感恩順逆境 

29 時時感恩 

衣服太小，表示我變壯了；朋友唱歌難聽，表示我聽

覺正常；……，正向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時時感恩

現在所擁有的。 

擁有的多，不一定讓人滿

足；擁有的少，不一定讓人

貧乏。 

知足感恩 

30 分組 

BB 因為不想和討厭的咪醬同組，要求換組，老師提醒

她能接受討厭的人、事、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過

得很快樂。 

用慚愧心看自己，用感恩心

看世界。 
接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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