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設計理念：

「怎麼辦？畢業了！下一步該往哪裡？」遇到人生階段新變化或困境，總使人

迷茫，對現今的高中生更是倍感焦慮。透過藝術引導學生關注體驗並探索，活在當

下。獨特與美麗，是要被發現的。發現差異，看見自己，經營自己，培養覺察自己的

能力，並從創作中找到生命中的意義與價值

課程在剖析學生生活背景下展開，讓學生透過冥想、探索、澄清、詮釋生命的

價值創造心靈與他人的對話。在與他人互動對話中，看到自己和尊重他人。對話下

創作、構思連結自己和環境，將對話連結內在的意義展現創作中。冀望學生藉由心

靈對話創作中突破，有一份看見的眼光，思索「遇到哪些困境呢？」「並想想能做些

什麼？」覺知到，或許看見了不一定能解決，但可貴的是走出新的思維，尊重個體

的獨特性，只要生命動起來就有不同。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夢想起飛 時間：100分鐘

藉由學生提問及影片《青春發言人｜我們的青春練習曲》促發學習動機，鼓勵學生

說出自己感受，思考在人生各個階段原本的夢想為何改變？發生哪些狀況增進學

生自我釐清，夢想和現實狀況的處境；深究阻礙、促發學生發現問題，迷惘正是覺知

到渴望，啟動學生聆聽內心的聲音，正是課程的主軸，先有覺知才能接受，而引導

學生擁有行動力也是重要要素。

活動二名稱：穿越時空 時間：50分鐘

引導靜心，開啟內心真正的想法，順著寧靜安定心思，接續對自己未來一年後的想

法加以梳理，定下具體想法目標。並以學習單中主角範例信件，乘載著時空膠囊飛

越時空，寫信給一年後的自己，對未來的自己喊話，為自己啟動更多的正能量。

活動三名稱：遇見藝術 時間：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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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畫展展覽，畫展主要是從畫中連結自己的未來生涯之迷，引導學生思索畫與自

己未來或者未來世界大環境的關聯。並透過擔任導覽員的培訓，探索發現自我潛力

及表達溝通能力。

活動四名稱：人生之謎 時間：100分鐘

以「找路學習單」引發同學討論，請學生找一個地點，最好是沒有去過的地方，利用

假期周末進行一場探險之旅，規劃路線圖，打開五感。敘說希臘神話裡囚禁米諾陶

的迷宮故事，在古今迷宮與路線圖中，引導學生找夢想找出路，將循著自己的想法

，創作在作品之中。

活動五名稱：找路-找出生命之光 時間：200分鐘

引導學生運用多媒材的方式，創作屬於自己的人生迷宮。進行個人實作，與自己的

內在對話，將心靈轉化成作品。

活動六名稱：一起找出生命之光 時間：300分鐘

在個人實作後，進行分組活動製作雖然相同，但因為小組成員的融入增添互動的難

度，但當中更看到他人的想法，與自己的不同，透過分組彼此檢視以及挑戰彼此想

法，激發互相解決問題的能力，拋出問題，是否需要修正呢？而作品討論與分享，

將是最精采的部分，將深思這不同過程，對生命議題有著不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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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
目

藝術領域/家政美學
設計者

謝佳豫

實施年級 幼保科三年級 教學節次 16節課

課程名稱 走出迷宮尋找生命之光

教案實施

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__2021/8/19_______________

（2）實施課程名稱：_家政美學_________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預計實施日期：___________

設計依據

核

心

素

養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A 自主 行動   項目：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面向：B 溝通 互動   項目：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領域

核心

素養

具體

內涵

綜S-U-B3 透過生活美學的省 思，豐富生活美感的 體驗，欣賞與分享美

善的人事物，創新經 營家庭生活，開創美 好人生。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家政-專-美學-2 具備美的覺知、賞析能力，展現自我精進、創新、符號表

達 及賞析之素養。

學習

內容

家政-專-美學-C-c環境美學賞析，如：庭（公）園與裝置藝術、 傢俱（飾）與

空間美學、溫馨友善環境美學 等賞析

議

題

融

入

實質

內涵

生U2　看重人皆具有的主體尊嚴與內在價值，覺察自我與他人在自我認

同上的可能差異，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學習

主題

人學探索

教材來源 1. 《青春發言人｜我們的青春練習曲》

2. 《青春發言人｜事情一大堆，時間不夠用怎麼辦？斜槓大師怎麼

說？Feat.蔡尚樺》

3. 引用線上資源僅限用於教學用~廣達游於藝遇見大未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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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該部門之同意

https://iic.quanta-edu.org/exhibition/27/exhibition_exhibits_inf

o/73?hide=1

教學設備/
資源

電腦、投影機、學習單、課程簡報、

使用的公

視影片

1. 《青春發言人｜我們的青春練習曲》

2. 《青春發言人｜事情一大堆，時間不夠用怎麼辦？斜槓大師怎麼

說？Feat.蔡尚樺》

學習目標

1.透過影片主角生涯變化，啟動學生聆聽內心的聲音，覺察自我。

2.藉由作品傳達心中意涵，連結生命故事並賦予意義，與人互動學合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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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一、夢想起飛

(1) 引起動機：學生提問：「目前108新課綱，該選哪所大學？還是先

工作呢？對於未來不知道怎麼辦….」師： 「對於未來沒有絕對的

答案，但找出符合自己的是最重要，一邊探索給自己前進的力

量。」

(2) 影片賞析：

播放《青春發言人｜我們的青春練習曲》、《青春發言人｜事情一大

堆，時間不夠用怎麼辦？斜槓大師怎麼說？Feat.蔡尚樺》

(3) 提問：邀請同學上台發表關於夢想的探討與想法，人總是充滿

夢想，人生有夢最美，但現實世界的你遭遇哪些事件或有哪些

使命讓你對夢想改變或不改的想法？

1. 國小、國中、高中各有哪些夢想呢？

2. 夢想改變或不改變的理由？

3. 夢想中的阻礙有哪些？

4. 為了達成我現在想要的目標，現階段高中期間我想怎麼

做？

(4) 找一位同學，聽聽他的夢想，和他分享你的夢想，聽完請鼓勵對

方，給對方稱讚與鼓勵的話（正向的話）寫下來。（學習單附件

三）

(5) 總結整理，請學生寫下問題與感受。每個人的夢想都不相同，所

以每個人的計劃也不同，做好計劃，然後一步步走，每天都堅持

做完每天的任務，這樣就離夢想越來越近。有效的計劃是夢想

實現的前提，而行動力將決定一切，大部分的人空有夢想，不行

動，在好的想法都只是空想。鼓勵學生放膽去做夢，提高自我的

執行力。

二、穿越時空

(1) 引起動機：接續上堂課討論：夢想只是夢想嗎？上一堂課同學們

互享鼓勵並給佳句。現在我們將進入深層的冥思，給自己和未

來的自己一個對話的機會。

50分

鐘

50分

鐘

50分

鐘

口語

評量

5



(2) 活動過程：冥想未來：播放靜心音樂，邀請大家聆聽老師的指導

語，在自己的位置上，選個坐姿最舒服的姿勢，閉上眼睛（若有人

不想閉眼不強迫），專注在自己的身上，隨著音樂，想像自己徜徉

在綠油油草地上，搭上熱氣球飛上天空，躺在軟綿綿的雲朵上，

緩緩深深吸氣，再慢慢的吐氣，此時你感覺很放鬆，隨著引導語

掃描身體的部位，並深深呼氣與吐氣，「感受一下頭部，覺得頭很

放鬆；掃描全身；再回您的全身，感受到全身更放鬆。」慢慢地請

您回到現場，緩緩睜開您的眼睛。

(3) 隨著音樂停止，請大家張開眼睛，並說說剛剛的感受？覺得心情

如何？

(4) 接著，我們即將乘載著時空膠囊飛越時空，寫給一年後的你一封

信，你們面對面，你有千言萬語跨時空告知他，你目前的狀況，

給未來的自己鼓勵和力量。

(5) 總結活動：發下學習單，朗讀範例信件（如學習單附件四）教師提

問：目前有哪些困擾呢？有哪些優勢能力？不論是學業成績、身

體、人際……等，外在的挑戰，練習與他並存，為自己的人生播

種、扎根，想一想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加入甚麼可能？還有想做些

甚麼？現在的你出現甚麼事情？有哪些期待？對未來的你喊話

吧！

三、遇見藝術

(1) 引起動機：游於藝畫展走入校園，藉由圖書館展覽畫作，學生接

受藝術饗宴，徜徉課程。（為本校每年特有的活動融入）

PS:建議，亦可以線上畫展的方式與同學交流，以線上教學的方

式呈現。詳見

https://iic.quanta-edu.org/exhibition/27/exhibition_exhibits_inf

o/73?hide=1引用線上資源僅用於教學用。

大地出了什麼事呢？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議題與人的永續生存息息相關，如果，

人類還能遇見美好的大未來，這一球我們絕對要守住……

吶喊之中，請大家思索和自己未來的關聯性。

(2) 活動過程：學生接受圖書館培訓擔任導覽員，將畫作藉由口說

方式講述給同學們聽，使自己也更了解畫。

學生間擔任解說，說說畫作與作家的想法，與同學之間可互相

50分

鐘

100

分鐘

高層

次紙

筆評

量

高層

次紙

筆評

量

高層

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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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3) 邀請學生連結未來生涯，在賞析畫作時，請由上次課程找一找

對未來生涯最有想法的一幅畫，並和它一起拍照，提問：哪一幅

畫讓你最有深刻印象且扣緊此次主題未來生涯？為什麼？想到

哪些？是否帶來力量與想法？若有請在創作中展現出來並寫下

來並編一個故事。（學習單附件五）

(4) 綜合討論：共同欣賞同學的導覽影片，予以同學鼓勵，共同討論

分享與哪個畫作拍照？為什麼？

四、人生之謎

(1) 引起動機：欣賞了游於藝的畫展，邀請大家一起來場心靈之旅，

結合生活情境，以「找路學習單」引發同學討論，請學生找一個

地點，最好是沒有去過的地方，利用假期周末進行一場探險之

旅，規劃一下路線圖，畫下來。

(2) 活動過程：接著，請開啟你的五感，找出最有感覺的感官，細細

的思考，並聯想這個味道，這個場景，這個觸覺，這個聽覺，嗅

覺，使你想起甚麼？

(3) 不論是現實的探索之旅或是人生中對未來的迷惘，就如同走入

迷宮之中，說說：希臘神話裡囚禁米諾陶的迷宮故事：這個迷宮

設計的很巧妙，只能進、不能出，像極了中國的神獸貔貅。迷宮

彎彎繞繞、複雜無比……。牆壁上，壁畫中的人物則反映愛琴海

文明與古埃及，古代壁畫，邀請大家一起觀看與討論。

(4) 教師引導：人生猶如一座迷宮中或許有阻礙但也是前進的動力

，大家努力尋找方向，路上的風景璀璨，大家尋找自己的出口，

運用五感。

(5) 請大家在學習單上（附件五）標示出找路的想法與五感，也和大

家分享，當中的趣事。

邀請同學將想法在學習單中表現，請想要分享的同學做分享，

請大家尊重每個人的想法？

(6) 總結活動：透過上述活動，對未來的迷惘，找夢、找路，預告我

們將來製作迷宮教具，讓自己獲得力量。請大家攜帶材料，製作

迷宮，從中找路。

五、找路-找出生命之光

200

分鐘

筆評

量

口語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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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起動機：畫展的畫作，例如：「寂靜的春天」，原本該是鳥語花

香，處處充滿生機的春天，為何寂靜無聲？還有找路和迷路的

經歷，將思考運用於人生的迷惘，這些想法可運用於創作之中。

(2) 活動過程：賞析影片李蕢至：高雙陂塘漣漪迷宮：影片中探索

人、自然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3) 小組討論：從藝術家的創作觀察：稻田上的漣漪，用水的意象結

合迷宮，尋找的是生態平衡的出口或是人生的出口，強調環境

永續採用竹子這個永續材料，漣漪產生擴散性能量去影響更多

人，從作家李蕢至的作品請大家進行討論，作品中看到哪些？

使用的材料？他想表達甚麼？你和小組有不同的想法嗎？

(4) 從藝術賞析到李蕢至的地景創作，一連串課程，請學生扣緊著

自己的生涯探討—如何能設計屬於自己心靈之旅的迷宮？迷宮

中你想設計的是哪些呢？不論是關卡、或路線、回到對自我對

問題的選擇，不是家長或長輩的選擇，做出選擇又會走向哪個

方向呢？

(5) 對採用個人實作方式，請學生思考下列提問：

思考現況有些許困擾與傷感，將感受與迷宮中的關卡連結，

你可以試看看。思索「遇到哪些困境呢？」「並想想能做些什

麼？」並寫在學習單中（附件六）

1. 關卡須符合使用者年齡可操作的教具。

2. 探究在議題中對困擾的期待或改善方法？

3. 路線的素材運用，將路線構思想像更多元。

4. 教師提問：如何設計路線，出入口如何暢通？單一或多路

線？想想平面變立體又會有甚麼火花呢？如何在色彩和細

節度有驚豔感？除了用筆畫線，可以思考大自然中鬆散素

材，或者文化產物的廢物利用，素材上不限定，但須考量其

穩固性，課程上提問：何種素材可以成為迷宮的路線？哪

種素材可以黏貼比較牢固不掉下來？需使用哪種黏著劑？

請同學思考黏著劑的適用性？

(6) 邀請討論：教具中實驗成效，發生哪些狀況？滾珠無法進行的

原因？找出比較與找資源的方法。

(7) 綜合活動：個人實作沉澱課程，

300

分鐘

實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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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引導同學將作品與生涯或困境連結與聯想，可以問自己：

這樣的我，像甚麼？經歷哪些故事？遇到哪些關卡？伴隨學生

喜愛的輕音樂，思考最貼近自己內在的心，或許只是模糊的畫

面，或許沒有東西，但只要願意試試就很好。

六、找路-一起找出生命之光

(1) 分組學習：

請同學分組，分成12組，每組3-4人，進行迷宮創作。

(2) 請同學進行分組後，將大家的創作連結在小組中，將想法架構

主軸討論，找出想法的主題，分配工作、購買材料。

(3) 小組實作：引導不同於個人的思考，在腦力激盪下學習不同的

關卡製作方式，當中尊重每個人的想法。

(4) 作品分享與討論，邀請各組同學線上分享，並提出當中的困境、

解決、反思等，也可分享個人和小組的不同。

實施成果：

「怎麼辦？畢業了！下一步該往哪裡？」學生的提問，令人心有戚戚焉，連大人的我

也陷入沉思迷惘。課程的迷路與找路中，體驗五感與回味就是回過頭細細的品味，

回味美好的經驗迎向未來，享受什麼樣的場景和時光讓自己充滿力量，會更喜歡這

樣的自己，一次次的更喜歡自己，就是自信的關節源頭，有自信進而對選擇投入，

啟迪對生命的認真。而夢想起飛和冥想穿越時空，這些心靈雞湯，將想法紀錄，並

細細品嘗，之後轉化成作品。將所思所想投入作品中，製作屬於自己的迷宮，嘗試

走出迷宮；另一方面和小組製作小組迷宮，從中發現團隊合作與學習他人的解決問

題方法，在自主學習和共學中，與自己心靈對話也和他人互動，從製作迷宮中，找

到自己生命之光，從而創造自己的生涯之路。

教學心得與省思：

如果以改變教室的風景，在實施課程後，我深覺和學生的關係更進一步，似乎更有

默契確實改變我和學生的關係。學生看完《青春發言人｜我們的青春練習曲》及藝

人蔡尚樺的分享，頗有共鳴，有種原來大家的高中都是在懵懂迷惘中。透過主角的

鼓勵與製作迷宮，有學生家庭功能失能，繼父有疑似性侵事件，他在課程的拼圖之

間，突然失去方向，操作中覺察自我。或者有學生寫到：在國中曾經因錯誤評量誤認

為資源班學生，學生當中的感嘆，被嘲笑自卑，埋怨父母，對命運作弄無能為力。學

生種種的自我剖析，該生將人生之迷惘，隱喻在作品之中。我省思：課程並不是在這

邊結束，而是引發另一節點，也發現當孩子願意和我連結，知道能有老師安全的陪

伴，不再無助，在眼神交會之間，拉近和學生的距離，期許將能力能量帶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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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以滋養為主軸，教師要有敏銳力，看見困難點，總是鼓勵想想辦法，或者向

google大師學習，或者陪伴一起操作看看，陪伴方式，神奇，像是魔法般，將盲點突

破。課程中，視覺藝術與美學融入良性互動的循環，能自動互相予以修正的建議，

例如：學生會說：我覺得你們組作品很棒，但可以增加滑梯，這樣呈現的滑動感，作

品也活起來了。從中看出學生深入課程，勇於表達、批判與比較。走入迷宮如走入

人生之謎，生活中不論困境或選擇，加入一點新思維，走出不同的生命，相信新生

活就從此展開。除思索生涯或困境議題的意義，連結思辨與價值澄清，提升自我價

值感，更聯繫師生與人的連結。令人感動的是，發現了學生願意學習如何培養自我

覺察，也願意分享內心或是創造出口，藉由作品展現出迷宮之光。

參考資料：

廣達游於藝線上畫展：

https://iic.quanta-edu.org/exhibition/27/exhibition_exhibits_info/73?hi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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