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名稱 仰望迷宮中的星斗
適用階段
■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設計者

學校：嘉義市嘉義市
嘉義高工高級中等學校
姓名：簡嘉菱
教學時間
3節
教學方式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國文；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
龍騰版第五冊第二課；
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能力指標(核心素養)：高中無
徵稿主題
■分享利他、■主動積極、■關懷行善
設計理念
本文節錄自龍應台《百年思索》序文，內容為作者龍應台民國八十八年
（學生背景經 對臺灣大學法學院學生的演講紀錄，細品箇中意涵，無非引領讀者叩問
驗分析、教材內 人生深層的意義，深具品德教育哲思。
涵）
文中提及為人應具備人文素養，而人文素養涵蓋文學、史學、哲學。文
學能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還有直覺的
對美的頓悟」；哲學讓人思考清明，洞悉全局，不致迷失在權力中；史
學以時間的縱深，呈現現象背後點滴的線索，避免從孤立的現象做出錯
誤的價值判斷。全文收束在人文知識與人文素養關鍵的差別，在於對人
對所生活的世界，應有無限的關心。
閱讀此文的過程中，筆者如獲至寶，龍應台行筆之間將豐厚的品德教育
內涵寄寓其中，筆者期許經由此文的引導，能讓學生在字裡行間品味生
命的寬與深，進而跨越人生的迷宮，培養「認識哲學與人生的根本議
題」、「思考生死課題，進而省思生死關懷的理念與實踐」、「掌握道
德的本質，並初步發展道德判斷的能力」、「探討生命倫理與科技倫理
的基本議題」。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教學注 教學
(分) 方式 意事項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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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龍應台的作品風格 作者介紹
與文字特色
一、龍應台成長求學經歷：童年
專注 者資料 一：
時期的流離對龍應台的影響
與後面 〈中
二、龍應台過去任職經歷：綜觀
課文有 國
美歐文化的歷練
連結的 人，你
三、龍應台創作初期 ：對台灣文
部分
為什
化的審視
麼不
（一）
介紹文章〈中國人，
生氣〉

你為什麼不生氣〉【引導：若讓
你來為這個生病的社會開處方，
你覺得它欠缺的是什麼？或社會
中的人們普遍欠缺的是什麼？為
什麼你如此覺得？】
（二）野火專欄【引導：龍應台
執筆發聲，那你能為這社會做什
麼？】
四、深情龍應台系列------當龍應
台是母親、當龍應台是女兒
（一）《孩子，你慢慢來》
（二）《親愛的安德烈》
（三）《目送》

文章

總結龍應台「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是一位全方
位的作家，身兼多職且能面面俱
到
了解文學的內涵

課文第一部分文學─白楊樹的湖
中倒影
一、課文引導
（一）本文所指的文學包含文
學、藝術與美學。
（二）文學能使看不見的東西被
看見。
（三）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
的同時，也認出自己的原型，而
湧出最深刻的悲憫
（四）文學與藝術使我們看見現
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
實，在這種現實裡，除理性的深
刻以外，還有直覺的對「美」的
頓悟。美，也是更貼近生存本質
的一種現實。
（五）透過文學的閱讀，我們要
非常清楚—「事實上沒有一個是
完全的現實，兩者必須相互映
照、同時存在，沒有一個孤立的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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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 此處的 課本
專注 文學概
念接近
美學，教
師可盡
量拓展
文學的
範圍

珍惜自己的生命

二、延伸活動、影片欣賞
（一）龍應台對文學的詮釋，賦
予文學重大的意義，文學從此不
再只是一個冰冷的科目，透過文
字、文本的閱讀，或是透過各種
藝術形式為媒介（影片、圖畫

13

發言 鼓勵學 影片
學習 生參與 （可
單
討論發 至
youtu
言
be搜
尋

等），能讓你以同理心去感受作
者的感受、去與別人的生命經驗
產生連結，進而憐惜他人細膩的
情思。
（二）《Love Life》影片欣賞
（三）給死神的信【引導：生命
的風平浪靜或是小風小浪，是否
讓你忘記珍惜？你能想像生命終
點的到來可能如此唐突嗎？看完
了《Love Life》影片中三位女孩的
抗癌過程，你能藉由影片這種藝
術形式去感受他們的感受嗎？即
使死神已經下達追緝令，他們仍
勇敢的走著最後這段路。你能試
著想像自己是他們其中之一，寫
一封「給死神的信」嗎？在信中
請你試著與死神對話、告訴死神
你在生命即將告終作了什麼？你
是否有什麼願望要向死神許
諾？】
了解哲學的內涵

課文第二部分哲學─迷宮中望見
星空
一、課文引導
（一）人生處境、價值混亂的社
會就像一個迷宮。
（二）哲學，使我們能藉著星光
的照亮，摸索著走出迷宮。

Love
Life）
、影音
播放
設
備、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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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 傳達哲 課本
專注 學與人
生的緊
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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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哲學與生活息息相 二、延伸活動，思考與哲學相關
關
問題，採合作學習方式分組討
論，並將討論結果以文字及發言
方式呈現。
（一）〈仰望迷宮中的星斗〉一
文中只告訴你哲學的功用，對你
而言，哲學的定義為何？【引導：
認識哲學即愛智之學、生活的方
式、價值體系的建立】
（二）生命當中為何需要哲學？
【引導：生命當中不免遇到情境
的衝突，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
時候，錯誤或膚淺的觀念會導致
人生方向的錯誤，是故人生需要
哲學的指引】
（三）是否曾經有過什麼人、發
生過什麼事情，可以當作「你的

討論 鼓勵學 附件
發言 生參與 三學
學習 討論發 習單
言

星斗」【引導：鼓勵學生回想生
命當中足以作為楷模的對象，進
而克服人性中的限制與軟弱，超
越限制，發揮向真、向善、向美、
向上之潛能】
了解史學的內涵

課文第三部分史學─沙漠玫瑰的
開放
一、課文引導
（一）了解事物的過去，才能理
解它的現在代表什麼意義；理解
現在才能判斷未來。
（二）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個
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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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 引導學 課本
專注 生了
解，每一
秒的逝
去皆是
歷史

培養以宏觀的視野、歷 二、延伸活動
史縱深的角度判斷事理 （一）〈台灣通史序〉：「國可
的能力
滅而史不可滅。」國家有歷史、
民族有歷史，個人也有歷史。
（二）深度思考：是否曾經片段
的解讀別人而造成誤會？是否曾
經因為被片段的解讀而有不好的
感受？
（三）深度思考：人生當中什麼
是累積而來的？累積的過程如
何？
了解人文素養的真諦 課文第四部分會彈鋼琴的劊子手
一、課文引導
人文素養跟人文知識是有差別
的。人文素養，是在涉獵了文、
史、哲學之後，更進一步認識到
對人的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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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鼓勵學
發言 生參與
討論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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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 關鍵概 課本
專注 念，須確
定學生
明白其
中差異

培養真誠惻怛的悲憫情 二、延伸活動，思考與本段相關
懷
問題，採合作學習方式分組討
論，並將討論結果以文字及發言
方式呈現。
（一）閱讀李家同《一切從基本
做起》中〈科技－脫韁之野馬〉
一文，發表心得
（二）〈學而第六〉子曰：「弟
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為何孔子強調作學問的
順序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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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鼓勵學 附件
發言 生參與 四學
討論發 習單
言

具備閱讀文本能力

●總結活動●
鼓勵學生在讀了彭明輝《生命是
長期而持續的累積：談困境與抉
擇》一書後，發表感想
閱讀彭明輝《生命是長期而持續
的累積：談困境與抉擇》：「生
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
程，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毀
了一個人的一生，也不會因為單
一的事件而救了一個人的一生。
屬於我們該得的，遲早會得到；
屬於我們不該得的，即使僥倖巧
取也不可能長久保有。如果我們
看得清這個事實。許多所謂『人
生的重大抉擇』就可以淡然處
之，根本無需焦慮。而所謂『人
生的困境』，也往往當下就變得
無足掛齒。」

5

心得 教師可 彭明
寫作 先擷取 輝《生
精采篇 命是
章與學 長期
生分享 而持
續的
累
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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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省思：
人文素養是品德教育的一環，卻也是教育中很容易失落的一塊，綜觀現今社會亂
象頻傳，追根究柢莫不是因為學生缺乏人文素養。作者龍應台在這一篇文章中將
人文素養談的很寬廣，初步讀這篇文章學生可能會覺得事不關己，但最可怕的事
情便是漠不關心、事不關己的態度，筆者亟欲藉由這篇文章，將學生「拉進來」，
不期待能全盤翻轉，卻盼望能在學生心中引發點滴的改變。
附件：
105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教案.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