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名稱 時空旅行社──畫出你的生命格調
適用階段
■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設計者

教學時間
教學方式

學校：臺南市北區
台南二中高級中等學校
姓名：江伊薇
2節

■主題式

徵稿主題
■分享利他、■負責盡責、■主動積極
設計理念
高中階段，正是課業壓力與成長壓力，雙重加諸孩子身上的時刻，
（學生背景經 處於這個階段的學生，常對生活感到茫然，對於學業不感興趣，對於努
驗分析、教材內 力嗤之以鼻，找不到生命的價值感，只能逃避般地沉溺於手機遊戲或自
涵）
艾自憐的藉口，短暫地尋求物質上的滿足與快感，而不清楚生命的積極
價值與意義在哪裡？在人生最精華、青春的時候，恣意地揮霍，面對這
樣的學生，總為他們感到可惜，希望能幫助他們反思生命的積極價值、
負責的意義，從而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與未來方向。
透過本教學活動的設計，期望年輕學子從不同的人物典範身上，站
在他們的年代與角度，從典範人物面對的艱難人生選擇，去省思自己生
命的點滴，畫出典範人物的生命風景，其實，也就是讓學生能藉以思考
自己喜歡的生命樣態，什麼樣的價值，是穿越了不同的時空，在好幾代
人身上，仍可以尋覓到的？對於高中生的他們，又有什麼信念，是應該
捍衛與堅持的，又有什麼樣的事情，是這個年紀的他們應該追尋與努力
的？透過這次四格漫畫學習單的書寫，以及角色扮演的將心比心，學生
在畫出他人生命光彩的同時，也豐富了他自己的生命涵養，進而可以活
出自己的生命色彩。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1-1能鼓勵學生透過影
片反思超越時空、永恆
不變的生命信念，進而
建立自我正向積極的人
生態度。

【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 準備多媒體教學器材(電腦、
投影機、投影幕)。
(二) 學生分組坐。
(三) 請學生攜帶彩色鉛筆或蠟
筆。
~第一節~
【引起動機】
1.播放「穿越時空的少女插曲──
不變的東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0tthfjm6t7A
2.在影片中，主角來回穿越時空，
要尋找的便是生命中不變的東
西，對高中生的你來說，超越時

時間 評量
(分) 方式
10 課堂
問答

教學注 教學
意事項 資源
學生分 電
享時，教 腦、投
師用讚 影
美肯定 機、投
的眼神 影
看著學 幕、
生，並適 ppt、
時加以 四格
引導。 漫畫
學習
單

間，重要而永恆不變的東西是什
麼呢？沒有穿越時空能力的我
們，也有辦法尋找到嗎？
3.接下來，我們就要穿越歷史的洪
流，帶領同學去思考，在時間流
裡、在生命的價值中，我們想要
堅守的信念是什麼？
1-2能鼓勵學生透過典 【發展活動1】
範人物的情境推演，建 一、穿越時空遇見蘇格拉底
立自我正向積極的人生 1.西元前399年，你遇到即將被處
態度。1-3能因探討的典 死的蘇格拉底……
範人物，開始記錄自己 2.﹝活動﹞：隨機抽出一個同學扮
的生四格漫畫。1-4學生 演蘇格拉底
能透過舉手分享，練習 3.﹝叩問﹞：面對死刑的判決，學
統合與表達的能力。 生們已安排好了逃跑計畫，這時
你的選擇是？
4.﹝手作與反思﹞：請在四格漫畫
中的第一格，畫出蘇格拉底死
前，你所感受到的生命風景與色
彩格調。
【統整活動1】
1.蘇格拉底的生平概述
2.﹝影音延伸﹞：《法律講堂》 國
際大案·蘇格拉底之死（文史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dIDnLKoyqI
3.學生反思與意見回饋：隨機抽
一、兩位學生分享他們畫的蘇格
拉底內容與意義。
【發展活動2】
二、穿越時空遇見孔子
1.與蘇格拉底同一時間，你遇到中
國的孔子，在周遊列國的路上，
遭受困頓，厄於陳蔡……
2.﹝活動﹞：隨機抽出一個同學扮
演孔子
3.﹝叩問﹞：面對斷糧困境，子路
慍見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
4.﹝手作與反思﹞：請在四格漫畫
中的第二格，畫出孔子在面對生
命挫折與困境時，你所感受到的
生命風景與色彩格調。
【統整活動2】
1.孔子的生平概述
2.﹝影音延伸﹞：《孔子》動畫卡

25

舉手 學生分 電
發分 享時，教 腦、投
享，角 師用讚 影
色扮 美肯定 機、投
演，學 的眼神 影
單確 看著學 幕、
實填 生，並適 ppt、
寫。 時加以 四格
引導。 漫畫
學習
單

通（觀看厄於陳蔡的部分）
3.學生反思與意見回饋：隨機抽
一、兩位學生分享他們畫的孔子
內容與意義。
25
1-2能鼓勵學生透過典 【發展活動2】
範人物的情境推演，建 二、穿越時空遇見孔子
立自我正向積極的人生 1.與蘇格拉底同一時間，你遇到中
態度。1-3能因探討的典 國的孔子，在周遊列國的路上，
範人物，開始記錄自己 遭受困頓，厄於陳蔡……
的生四格漫畫。1-4學生 2.﹝活動﹞：隨機抽出一個同學扮
能透過舉手分享，練習 演孔子
統合與表達的能力。 3.﹝叩問﹞：面對斷糧困境，子路
慍見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
4.﹝手作與反思﹞：請在四格漫畫
中的第二格，畫出孔子在面對生
命挫折與困境時，你所感受到的
生命風景與色彩格調。
【統整活動2】
1.孔子的生平概述
2.﹝影音延伸﹞：《孔子》動畫卡
通（觀看厄於陳蔡的部分）
3.學生反思與意見回饋：隨機抽
一、兩位學生分享他們畫的孔子
內容與意義。
5
2-1能鼓勵學生透過典 ~第二節~
範人物的情境推演，建 【引起動機】
立自我正向積極的人生 1.播放「蘇麗文 踢出台灣人的精
態度。
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NL8IPdcr5w
2.影片中以近年台灣的運動員，在
球場上堅持奮鬥的故事，讓學生
承接上一節課所反思的，去思考
應如何積極地看待自己的生命價
值。
3.教師概述蘇麗文的故事。
10
2-2能因探討的典範人 【發展活動1】
物，開始記錄自己的生 一、遇見蘇麗文
四格漫畫。2-3學生能透 1.西元2008年，你遇到在跆拳道場
過舉手分享，練習統合 上跛著腳的蘇麗文……
與表達的能力。
2.﹝活動﹞：隨機抽出一個同學扮
演蘇麗文
3.﹝叩問﹞：面對韌帶斷裂的痛
苦，以及職業生涯的終身傷害，
如果在場上的是你，你的選擇
是？

舉手 學生分 電
發言 享時，教 腦、投
分
師用讚 影
享，角 美肯定 機、投
色扮 的眼神 影
演， 看著學 幕、
學習 生，並適 ppt、
單確 時加以 四格
實填 引導。 漫畫
寫。
學習
單

課堂 學生分 電
問答 享時，教 腦、投
師用讚 影
美肯定 機、投
的眼神 影
看著學 幕、
生，並適 ppt、
時加以 四格
引導。 漫畫
學習
單
舉手 學生分 電
發言 享時，教 腦、投
分
師用讚 影
享，角 美肯定 機、投
色扮 的眼神 影
演，學 看著學 幕、
習單 生，並適 ppt、
確實 時加以 四格
填
引導。 漫畫
寫。
學習

4.﹝手作與反思﹞：請在四格漫畫
中的第三格，畫出蘇麗文比賽
時，你所感受到的生命風景與色
彩格調。
10
2-4透過文章閱讀並抓 【發展活動2】
取重點，訓練學生思辯 二、回到現代──高中生大反思
與反省能力。
1.閱讀「第一志願的學生，30年後
到哪去了？明星高中畢業30年，
才發現人生的真相是……」文章
2.key point：人生的價值由自己決
定，要做一個連自己都佩服的人。

2-5引導學生從生活 經
驗中發現自己擁有哪些
力量及資源，能夠激發
正向生命能量並找到自
己堅持的價值觀。

二、畫出你的生命格調
請在反思今天這兩節課的內容
後，在四格漫畫中的第四格，畫
出獨屬於你自己的生命風景與色
調。

10

單

認真
閱讀
文章
並抓
取重
點舉
手發
言分
享。

認真
完成
學習
單。

閱讀文 電
章前，教 腦、投
師可先 影
概述重 機、投
點，讓學 影
生容易 幕、
擷取文 ppt、
本資
四格
訊。
漫畫
學習
單、雜
誌節
錄文
章
學生繪 四格
製學習 漫畫
單時，可 學習
以來回 單
走動，觀
察學生
狀況，加
以指
導。

評估與省思：
一、蘇格拉底與孔子都是高中課程中出現過的人物，學生對他們並不陌生，但多
侷限在課本生硬的知識，對於人物的精神反而不熟悉，透過本課程的設計，可以
讓學生更立體化的認識這些人物，從而對於他們的生命態度有更深刻的瞭解。
二、本課程活動的目的在激發年輕學子對於生活的關照與負責，進而引導他們省
思生命歷程的點滴，並畫下自己心中理想的人生藍圖，從反思到記錄的過程中，
讓學生用正向的態度、熱情的服務精神，昇華高中生活的意義。
三、學生在角色扮演時，一開始會顯得有些扭捏，但若經教師適時的引導，加之
以情境的塑造，能讓學生回到故事本身，去反思典範人物所面臨的生命困境與選
擇，更能讓學生去體會生命的價值與信念。
四、教師觀察學生在聆聽及觀看影片時，注意力較集中，透過影片再加上教師講
述補充，可以讓學生更快理解，並產生認同感，尤其是在高中生能做的事的相關
影片中，因為影片主角都是跟學生同年齡的高中生，更可以激發共鳴，從而促使
學生反思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並期許學生能加以實踐在生活之中，培養積極與負
責的精神態度。
附件：
時空旅行社──畫出你的生命格調.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