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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HA-CHING》為英國保誠集團「保誠亞洲公益基金」的兒童理

財教育計畫，專為7至12歲的兒童設計，提供孩子在進行金錢決策

時所需的知識、觀念、工具和練習，並深植於心中。

配合現今國民小學理財教育課程，為有效提升國小生理財知能與

素養，英國保誠集團旗下的保誠亞洲公益基金、保誠人壽、瀚亞投

資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聯手打造一系列理財課程，媒合國

內外教育專家，研發多元有趣的理財教育教案，透過遊戲與體驗的

過程學習理財觀念，將理財知識應用於生活，幫助台灣的孩子翻轉

人生實現未來夢想。

《CHA-CHING》理財課程核心為「收入、儲蓄、消費、捐獻」之

四大理財觀念，透過理財桌遊、理財MV、分組討論、創意思辨等

多元化教案，打造耳目一新的創新學習體驗及感受，有效提升學生

課程專注度、增加學習效率，在108課綱發展的大環境下，協助教

師能得心應手完成教學目標。

我愛逛街 花錢買東西

我很苦惱 錢總是花光光 我喜歡幫助朋友 熱心捐款 我的興趣是賺錢

我喜歡預先做購物計畫 我勤勞工作 努力賺錢

理財四觀念
教學堂數：1堂/40分鐘

學習目標：
1.能明瞭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四者基本概念
2.能明瞭整體社會金錢流動大致架構及其相互關係
3.能學習如何記帳並明瞭背後含意

收入
教學堂數：1堂/40分鐘

學習目標： 
1.收入為消費之本，想消費需要先有收入
2.能明瞭工作與收入間的關係
3.個人應依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來找尋工作

儲蓄
教學堂數：1堂/40分鐘

學習目標：
1.可以藉由儲蓄累積金錢並賺取利息 
2.運用合宜的方式來保管自己的金錢收入 
3.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夢想會較快達成 
4.儲蓄可分為長期、短期
5.儲蓄可以實現夢想

消費
教學堂數：3堂/120分鐘

學習目標：
1.資源與收入有限，應選擇必要消費以滿足自我需求
2.瞭解並活用需要與想要消費價值觀
3.價格與價值做出合宜的消費抉擇
4.善用思考法以做出理性的消費抉擇 捐獻

CHA-CHING角色介紹

教學堂數：1堂/40分鐘

學習目標：
1.知道捐獻的目的在於讓社會更美好 
2.能從被捐獻者的角度出發，以讓自己的愛心發揮得當 
3.能認知捐獻的前提是不求回報、是單純的服務認同 
4.捐獻可分為金錢與非金錢

CHA-CHING桌遊樂園
教學堂數：1堂/40分鐘

學習目標： 結合理財四大觀念應用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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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P6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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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教師教學輔助資源：
學生手冊、CHA-CHING MV 



理財四觀念

教師手冊│理財四觀念

0302

設計教師    甘文淵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年級    四、五、六年級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邏輯推論

使用教具    圖片、黑板、學習手冊、CHA-CHING MV、新臺幣紙鈔圖樣

學生經驗 (1)知道家庭收入類別並瞭解家中長輩工作的辛勞

 (2)知道將錢存在銀行裡會有利息

 (3)知道購買消費品需要觀察消費品項是否合格

 (4)對於捐獻有其社會感知

學習目標 (1)能明瞭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四者基本概念

 (2)能明瞭整體社會金錢流動大致架構及其相互關係

 (3)能學習如何記帳並明瞭背後含意

▲參考解答：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藉此引出本計畫的四觀念。

 4、「簡單四步驟，金錢到處走。」金錢四步驟指的是什麼？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

 3、鈔票是怎麼到你手裡的呢？

▲參考解答： 經過工作所以能有收入，所以，CHA-CHING樂團的收入就來自於演出酬勞，

 而非直接從提款機領出那樣簡單而已，這一點教師須提醒學生。

▲參考解答：為中央銀行所屬中央印製廠印製。

▲參考解答：印鈔廠。

四、綜合活動
 教學時間：10分鐘

請幾位學生試舉一個小故事，將理財四觀念給串連起來。例如：Prudence演出後得到酬勞2,000元，

他將1,000元拿去銀行儲蓄，500元拿去買樂譜，500元捐給弱勢兒童，賣樂譜的老闆因為賺到了錢，

所以可以給予員工薪水。

◎ 教學評量：學生能專心欣賞影片，並回應教師提問。

◎ 教學評量：學生能回應教師提問，並適時與同學做討論。

◎ 教學評量：對於金錢四觀念彼此間的關係能夠有所瞭解。

◎ 教學評量：能學會如何記帳。

◎ 教學評量：能試舉一例，將理財四觀念融會貫通，確認學生是否確切明瞭。

一、準備活動
 影音播放系統、學生手冊、新臺幣紙鈔圖樣電子檔。

二、引起動機
 教學資源：播放CHA-CHING MV、學生手冊、新臺幣紙鈔圖樣

 教學時間：10分鐘

   (一) 認識CHA-CHING樂團成員

 1、播放CHA-CHING MV01(收入、儲蓄、消費、捐獻)，並請學生搭配學

生手冊第2頁，藉由影片完成連連看。

 2、教師提問：從影片中可以知道我們對於金錢大概可以做哪四種決定？

   (二) 影片問題討論

 1、教師提問：「鈔票是從哪裡來的？」

 2、教師將新臺幣照片投影在布幕上，追問學生：「新臺幣是哪裡印的呢？」

CHA-CHING MV01
(收入、儲蓄、消費、捐獻)

學生手冊第5頁

學生手冊第4頁

學生手冊第2頁

三、發展活動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0分鐘

   (一) 理財四觀念與現金循環圖

 1、請學生搭配學生手冊第4頁，瞭解理財四觀念彼此間的關係。

 2、教師解說：

  (1) 中央銀行負責整體國家貨幣的供給與調控，並非中央銀行想印多少

   貨幣就印多少貨幣。

  (2) 員工藉由工作獲得報酬，老闆藉由消費者購物而取得報酬，當人們有了錢之後，就可以去銀

行儲蓄，也可以去消費以滿足自己生活所需及慾望，更可以去捐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3) 金錢藉由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在這社會裡不斷做流動，但每一個決策都需要我們好好

做判斷。

     【備註】收入、儲蓄、消費與捐獻，後面會深入探討，此部分應著重在社會整體的金錢流動，與四者相互依存的關係。

   (二) 學習記帳：個人收支表記帳單

 1、搭配學生手冊第5頁。

 2、本案設計架構為教師即是老闆，學生在活動過程中藉由學習發表來做為工作

的象徵，收入、消費與捐獻之間，學生需要不斷的練習記帳，並在記帳過程

中反省自己的理財決策。

 3、教師給予情境，請學生練習該如何記帳。

       【備註】記帳過程中，學生容易將好幾筆資料寫在一起，或將收入與支出寫在同一行，這一點於教
          學時要特別留意。



收入

教師手冊│收入

0504

設計教師    甘文淵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年級    四、五、六年級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邏輯推論

使用教具    圖片、黑板、學習手冊、CHA-CHING MV

學生經驗 (1)明瞭各行各業彼此之間相互分工

 (2)知道將錢存在銀行裡會有利息

 (3)收入是辛勤工作後的結果，因此對勞動付出者應懷感恩之心

學習目標 (1)收入為消費之本，想消費需要先有收入

 (2)能明瞭工作與收入間的關係

 (3)個人應依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來找尋工作

▲學生可能回應：因為生活中每件東西都需要金錢，我們必須要工作才能滿足日常生活所需。

四、綜合活動
 教學時間：5分鐘

工作是辛苦的，但也可能是快樂的，如何讓自己的工作，既可以發揮專長，又可以取得能夠接受的

報酬，是需要有所準備的，所以，生活中要多方嘗試與探索自己的興趣，並對自己想要的工作能夠

有所準備，以在就業市場取得自己想要的工作職缺。

◎ 教學評量：學生能專心欣賞影片，並回應教師提問。

◎ 教學評量： (1) 能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分享自己寫的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 教學評量：能試著探詢自己喜歡的工作取向，並有所準備。

▲學生可能回應：Zul的專長是數學，他有想過以此專長來賺錢。

▲學生可能回應：Zul經過爸媽同意後，與樂團成員共同合作，將家中院子裡的水果拿到街上販賣，

   並邊唱歌邊販售，讓工作變得更快樂。

【備註】Zul數學不錯，喜歡戶外活動，但靈機一動選擇與樂團成員合力將院子裡的水果賣人。
建議教師在教學上可藉此與學生討論，難道「Zul數學不錯」真不可以反應在滿足跑車慾望身上嗎？實際上是可以
的，Zul若願意繼續依此專長繼續進修，未來可憑藉在數理上(機械工程學)的才能，進入跑車相關企業，研發與製造
跑車，換言之，Zul不僅只是消費者也可以是製造者或研發者。
所以，學生對於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不是僅只限於消費而已，可依循自己的喜好或專長，進修相關專業知識，未來
當引領風潮或研發製造的那個人。

【備註】本頁四個問題著重在第三題「為了要取得這份工作，我可以怎麼做？」以及第四題「預
期這一份工作，每月薪水大概多少呢？取得這一份薪水，我會如何做分配？」教師可藉由學生的
報告或書寫來修正學生的想法，以讓學生所想與社會現實面接軌。

學生手冊第7頁

一、準備活動
 影音播放系統、學生手冊。

二、引起動機
 教學資源：播放CHA-CHING MV、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10分鐘

   Zul工作去！

 1、播放CHA-CHING MV02(要賺才有錢)。

 2、教師提問：為什麼我們要賺錢？

 

 3、教師提問：喜歡跑車的Zul，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來賺錢，一開始他想以什麼方式來賺錢？

 

 4、教師追問：Zul後來以什麼方式來賺錢呢？

CHA-CHING MV02
(要賺才有錢)

三、發展活動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5分鐘

   工作是收入的主要來源：職業探索

 1、教師解說：多數人都需要工作，一方面可以得到成就感，二方面也可以獲得金

錢上的報酬，來支撐自己的生活開銷，而工作的選擇可能是自身的專長、興趣

或收入高低等其他因素，請學生完成學生手冊第7頁的四個問題。

 

 

 2、學生小組討論：學生於小組內相互分享自己的書寫內容，並思考可行性為何？

以再次修正自己的想法。

 3、小組報告：教師抽籤請每組一位夥伴上臺報告其書寫內容，並進行大班討論與

分享。



儲蓄

教師手冊│儲蓄

0706

設計教師    甘文淵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年級    四、五、六年級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邏輯推論

使用教具    圖片、黑板、學習手冊、CHA-CHING MV

學生經驗 (1)明瞭將錢存放在適合的金融機構會有利息

 (2)明瞭將錢存放在適合的金融機構較為安全

 (3)能有儲蓄的生活經驗

學習目標 (1)可以藉由儲蓄累積金錢並賺取利息

 (2)運用合宜的方式來保管自己的金錢收入

 (3)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夢想會較快達成

 (4)儲蓄可分為長期、短期

 (5)儲蓄可以實現夢想

四、綜合活動
 教學時間：10分鐘

教師依據學生的報告內容做整理，並提醒學生儲蓄的主要目的是消費，但是有些消費金額是大的，

例如買車子、買房子或長途旅行，若沒有平常有計畫的儲蓄，那麼夢想終究會是夢想，無法實現，

所以，抑制平常不需要的消費，才是實現夢想的最大利器。

◎ 教學評量：(1) 能瞭解課文內容，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分享自己寫的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學生可能回應：把錢存在銀行裡就可以賺錢，因為銀行會給存款者利息。

◎ 教學評量：學生能專心欣賞影片，並回應教師提問。

▲學生可能回應：因為有些夢想需要比較多的金錢，所以我們可以靠著將錢存在銀行裡，讓越來越

   多的利息幫我們完成夢想。

 3、教師提問：為什麼影片會強調，只要你保持耐心，就會讓你夢想成真呢？

 
三、發展活動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0分鐘

學生手冊第9頁

學生手冊第10頁

一、準備活動
 影音播放系統、學生手冊

二、引起動機
 教學資源：播放CHA-CHING MV、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10分鐘

 當學生有了收入之後，應鼓勵學生擬定儲蓄計畫，學生在消費之前就會先想想這樣的消費是否有

必要，換言之，應強化「收入減掉儲蓄等於消費」的概念。

 由於學生已擬定適合他自己的儲蓄計畫，因此在消費上將會更謹慎，而儲蓄的計畫也將會更快的

被完成，當學生有較大額的金錢消費慾望時，如購買遙控汽車、電視遊戲機時，當能以自身之力

完成自己的想要，而非跟長輩要錢，所以，唯有節省日常開支，才能完成較大的夢想。

 CHA-CHING的四大要素，在於收入、在消費之前擬定儲蓄計畫、聰明且理性的消費，在行有餘力

之時當可透過捐獻來幫助其他人。

   儲蓄邁向成功之路

 1、播放CHA-CHING MV05(儲蓄邁向成功之路)。

 2、教師提問：為什麼Prudence說我們可以不用靠自己努力也可以賺錢？

CHA-CHING MV05
(儲蓄邁向成功之路)

   (一) 該把零用錢放在哪裡呢？   （學生手冊第9頁）

 1、教師與學生共同瞭解課文內容，教師並請一、兩位學生大致說明一下，平常他

是如何儲蓄的呢？

 2、教師請學生書寫學生手冊第9頁。

 3、學生小組內彼此分享書寫內容，並藉此修正自己的想法。

 4、教師抽籤請班上部分學生上臺報告他所書寫的答案，並將之整理在黑板上，以

歸納此五個問題的較佳解答。

   (二) 夢想起飛，Bobby的儲蓄計畫   （學生手冊第10頁）

 1、教師與學生共同瞭解課文內容，並請幾位學生分享Bobby的消費習性為何？是你

會這樣做嗎？

 2、教師請學生書寫學生手冊第10頁。

 3、學生小組內彼此分享書寫內容，並藉此修正自己的想法。

 4、教師抽籤請班上部分學生上臺報告他所書寫的答案，並適時修正學生的想法。



消費

教師手冊│消費

0908

設計教師    甘文淵 教學時間    120分鐘

教學年級    四、五、六年級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邏輯推論

使用教具    圖片、黑板、學習手冊、CHA-CHING MV、賣場DM、需要與想要團體討論單

學生經驗 (1)知道消費商品應具有合宜的國家規章

 (2)知道消費後應向商家索取發票或證明聯，以確保自己的消費權益

 (3)知道購物的支付工具有哪些類別

 (4)知道珍惜資源，不應過度消費衍生欠債風波

學習目標 (1)資源與收入有限，應選擇必要消費以滿足自我需求

 (2)瞭解並活用需要與想要消費價值觀

 (3)價格與價值做出合宜的消費抉擇

 (4)善用思考法以做出理性的消費抉擇

▲學生可能回答：購買前應思考消費品是否符合自身需求與原先的想法。

◎ 教學評量：學生能專心欣賞影片，並回應教師提問。

◎ 教學評量：小組能依據抽籤情境，依據規定做出合宜的消費判斷，並能清楚上臺報告，與同學分享。

▲學生可能回答：可以先試試看想要買的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冷靜想一想是否真的需要購買

   該項商品。

【備註】教師應特別留意學生報告的商品消費價值觀為何？一樣商品可以是需要也可以是想要，重點在於學生如何詮
釋該商品何以是需要，又何以是想要。

CHA-CHING MV14
(大大浪費金錢)

學生手冊第11頁
學生手冊第13頁

 2、教師提問：為什麼CHA-CHING樂團演奏時，聽眾會紛紛走開呢？

 

 3、教師提問：就在他們想買喇叭的同時，卻也受到了哪些的誘惑呢？

 

 4、教師提問：後來他們有接受這些誘惑嗎？

 

 5、教師提問：為什麼沒有呢？

 

 6、教師提問：為什麼一定要買喇叭呢？

 

 7、教師提問：為什麼不買喇叭，也接受誘惑呢？

 

 8、教師提問：那麼當他們面對誘惑時，後來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需要？

   (二) 錢要花在正確的地方，但是誘惑實在太多，該怎麼辦呢？

 1、播放CHA-CHING MV07(朋友啊！精明消費)。

三、發展活動
   (一) 是需要？還是想要？   （學生手冊第13頁）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賣場DM、需要與想要團體討論單

 教學時間：30分鐘

 1、教師為各組學生準備購物中心DM、需要與想要團體討論單一張。

 2、各組學生抽籤選定消費的目的，並給予任務指示，每組有1,000元消費金，請各組依照消費目的

到賣場進行選購，購買項目為一個需要商品，以及一個想要商品，並上臺報告其商品為何是需要？

又為何是想要呢？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喇叭壞掉了。

▲學生可能回答：Bobby想喝飲料、CHA-CHING樂團本想去吃大餐、Zul的鞋子壞掉想買一雙新的球鞋。

▲學生可能回答：沒有。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想買喇叭。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喇叭是需要不是想要，而且有了喇叭才可以繼續賺錢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錢不夠。

▲學生可能回答：Bobby喝飲水機的水、CHA-CHING樂團去超市買東西，自己烹調、Zul家裡還有其他鞋

                        子當頂替。一、準備活動
 影音播放系統、學生手冊。

二、引起動機
 教學資源：播放MV、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5分鐘

   (一) 大大浪費金錢

 1、播放CHA-CHING MV14(大大浪費金錢)。

 2、學生依據影片內容完成學生手冊第11頁。

 3、教師提問：什麼是聰明消費？

 4、教師提問：消費時要注意什麼事情，才不會造成浪費？

 
 5、教師請學生發表，是否曾經有過浪費金錢的經驗。

CHA-CHING MV07
(朋友啊！精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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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評量：(1) 能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相互分享自己的寫作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為何消費者會做出如此的消費決定。以三面分析法與六頂思考帽，兩種思考類

型來帶領學生做出較為合宜與理性的消費價值判斷。

 2、教師與學生依照課文內容，共同思考Prudence的生活情境與消費抉擇點為何。

 3、教師試舉一例，讓學生明白什麼是三面分析法。

 4、教師請學生自行書寫該頁內容。

 5、學生小組間報告與分享。

 6、教師抽籤請部分學生上臺報告其想法，並適時拋出問題，供全班同學思考。

◎ 教學評量：(1) 能瞭解三面分析法，並以三面分析法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相互分享自己的寫作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 教學評量： (1) 能瞭解六頂思考帽，並以六頂思考帽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相互分享自己的寫作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 教學評量：(1) 能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相互分享自己的寫作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備註】趣味面為根據該情境，學生欲深究的問題為何，此點困難度較高，教師需特別留意。

【備註】六頂思考帽中，綠色思考帽難度最高，學生為表達創意，容易說出出不切實際的思考
內容，例如：此支帥氣藍筆具有魔法，可以幫助我們書寫考卷，所以值得購買。

四、綜合活動
 教學時間：10分鐘

相較收入、儲蓄與捐獻，消費對國小學生更為重要，學生每天都幾乎會做出一項以上的消費抉擇，消費

沒有正確的答案，只有價值判斷是否合宜而已，所以，在做出消費決策之前，應多思考，再下決定。

學生手冊第14頁

學生手冊第15頁

學生手冊第16頁

   (二)一件商品兩種消費價值判斷   （學生手冊第14頁）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0分鐘

 1、教師根據課文解釋該頁作業所欲書寫的內容為何？ 

 2、學生自行書寫，思考購買衛生紙、玩投籃機、購買蛋糕，此三項消費行

為，在什麼時候是需要？又在何時是想要呢？ 

 3、學生小組彼此分享其書寫內容，並藉此修正自我想法。

 4、教師抽籤請部分學生上臺報告。

   (三)該買哪一項呢？   （學生手冊第15頁）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0分鐘

 1、引導學生看見價值與價格間的關係。CHA CHA球鞋較為美觀、知名度高，但不耐

用、價格高。CHING CHING 球鞋耐用度高、價格低，但較不美觀、無知名度，引

導學生思考在價差600元的條件下，他們會如何做消費價值判斷，並請學生思考

當你省下這600元，可以多買哪些東西呢？以強調每一次的消費都是價格與價值

間的選擇。

 2、教師請全班學生比較CHA CHA與CHING CHING兩款球鞋間各項條件的差異。

 3、教師請學生書寫本頁三個問題，讓學生思考自己的消費價值觀為何？

 4、學生小組間報告與分享。

 5、教師抽籤請部分學生上臺報告其想法，並適時拋出問題，供全班同學作思考。

 6、教師小結：無論選哪一雙鞋都是正確的，但在選擇的當下應細心思考，為何自

己要買？思考廠商定價的策略為何？為自己的消費做出最好的判斷。

   (五)六頂思考帽   （學生手冊第17頁）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0分鐘

 1、教師依本頁內容向學生解釋六頂思考帽的意義，並試舉一例以讓學生充分理解。

 2、教師請學生依據學生手冊16頁，以六頂思考帽，幫助Prudence作思考，是否該購

買此支藍筆。

 3、教師請學生自行書寫該頁內容。

 4、學生小組間報告與分享。

 5、教師抽籤請部分學生上臺報告其想法，並適時拋出問題，供全班同學思考。

學生手冊第17頁

   (四)三面分析法：購買前先想想，再決定！   （學生手冊第16頁）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15分鐘

 1、本頁設計原委：消費的基本要意為滿足自己的慾望，慾望大致可分為需要與想

要，只要財務狀況允許，均應尊重消費者的想法，因此，消費的核心價值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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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師    甘文淵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年級    四、五、六年級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邏輯推論

使用教具    圖片、黑板、學習手冊、CHA-CHING MV

學生經驗 (1)知道捐獻的意義在於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2)參與或知道學校所舉辦的捐獻活動

 (3)對班上、學校、社會曾有金錢捐獻或無償提供服務的生活經驗與認知

學習目標 (1)知道捐獻的目的在於讓社會更美好

 (2)能從被捐獻者的角度出發，讓自己的愛心發揮得當

 (3)能認知捐獻的前提是不求回報而是單純的服務認同

 (4)捐獻可分為金錢與非金錢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她覺得施比受更有福，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是需要被幫助的。

◎ 教學評量： (1) 能瞭解課文內容，書寫手冊問題。

 (2) 能與他人分享自己寫的內容，並於報告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學生可能回答：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

▲學生可能回答：因為幫助別人時可以獲得一種莫名的快樂，也不缺這些錢來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

                        但社會上有些人，真的缺少這些錢來維持他們的基本所需。

【備註】教師與學生談論捐獻時，需強調捐獻不僅僅只限縮於金錢而已，幫助他人也算是捐獻
的一環，即便只是幫班級整理簿本都算是，但前提是當付出時須不求回報，只是想讓這個社會
變得更美好而已；教師亦可依授課時間長短，挑選部分影片，讓學生對於捐獻有更多的認識。

◎ 教學評量：學生能專心欣賞影片，並回應教師提問。

四、綜合活動
 教學時間：5分鐘

捐獻的價值在於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感恩之心，不在於金錢的多寡，也不在於付出的多少，而在於自

己的付出是否對需要幫助的人有所幫助，捐獻不在刻意，而是一種生活習慣與看法。

CHA-CHING MV09
(善心善行)

一、準備活動
 影音播放系統、學生手冊。

二、引起動機
 教學資源：播放MV、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10分鐘

   (一)善心善行

 1、播放CHA-CHING MV09(善心善行)。

 2、教師提問：當CHA-CHING樂團獲得酬勞時，Pepper選擇把錢拿去存款，Justin選擇拿去買包包，

為什麼Charity把部分金錢拿去存起來，其他的卻捐出去呢？

 

 3、教師提問：為什麼要捐獻呢？

 4、教師提問：捐獻對自己、他人、社會產生什麼意義？

三、發展活動

 教學資源：學生手冊

 教學時間：25分鐘

   捐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學生手冊第20頁）

 1、教師與學生共讀課文內容。

 2、學生書寫手冊問題。

 3、小組成員互相分享自己所書寫的內容。

 4、教師抽籤請班上部分學生上臺分享，並進行大班討論。

學生手冊第20頁

 5、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捐獻經驗，並說明為什麼想要捐錢。

 6、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非金錢的捐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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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大富翁
遊戲規則

‧輪流擲骰子決定玩遊戲的先後次序。

‧開始玩遊戲時，每個人輪流抽一張「收入卡」來取得

收入（不用擲骰子）。

‧取得一輪收入後，遊戲者輪流擲骰子，並且在遊戲板

上以順時針方向移動第一個人物棋。

‧在第一個人物棋到達「CHA-CHING」後，才可以移動第

二個人物棋。

步驟範例

1. 起點→骰骰子    2. 骰到「3」→往前走3步

3. 停在「儲蓄」格→抽「儲蓄卡」進行任務

4. 完成任務後將任務卡翻面進行獎勵

5. 獎勵「往前走2步」→往前走2步後將不再抽卡

6. 等待下一輪骰骰子

‧當人物棋停在「收入」格，遊戲者可以抽一張「收入卡」，完成指定的任務來取得收入。

   從「存錢的工具」提取收入。

‧當人物棋停在「儲蓄」格，遊戲者可以抽一張「儲蓄卡」，作出卡上註明的決定。

 儲蓄的金錢要放在「存錢的工具」中的「銀行戶口」或「存錢筒」內。

 如果遊戲者已經沒有錢完成儲蓄的決定，棋子要向後退四步（不需要抽卡）。

‧當人物棋停在「消費」格，遊戲者可以抽一張「消費卡」，作出卡上註明的決定。

 消費的金錢要放回「存錢的工具」中。遊戲者可以從「銀行戶口」或「存錢筒」提款來消費。

 如果遊戲者已經沒有錢，就是破產，棋子要重新返回起點。

‧當人物棋停在「捐獻」格，遊戲者可以抽一張「捐獻卡」，作出卡上註明的決定。

 這決定可能會用到金錢，也可能不會用到金錢。

‧在第一個人物棋到達「CHA-CHING」後，遊戲者可以移動第二個人物棋。

‧兩個人物棋都到達「CHA-CHING」的人，遊戲結束。

準備好

怎樣玩

遊戲結束

起點

終點

Prudence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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