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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單元名稱 : 夢想十七~教師自製微電影影像與生命議題心智圖教學 

貳、 課程設計動機與理念: 

一、專業教師社群精神，各科教師專長合作無間 

專業學習社群從做中學 (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以表

演藝術為主題的 PLC 教師專業社群「牛奶糖教師教育劇團」，希望以戲劇演

出的方式結合各類教育議題，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注重實踐知識的建立，

透過社群的共同討論、檢討與反思教學實務，有系統的整理與建構經驗知識。

而牛奶糖教師教育劇團則橫跨各科教師，包括國文科、歷史科、英文科、數



學科、公民科、體育科、生命教育、藝術生活、美術、生活科技….並依不同

專長分工為製片、編劇、導演、攝影、剪輯、美術、演員等. 

二、以戲劇與電影、設計開發與實踐創新課程 

  從戲劇演出到拍片過程剪輯過程，設計開發與實踐創新課帶動學生學習成

效如何以「多角度電影評賞」教學，提升學生的高階思考能力及創造力，從

影像中學習影像美感戲劇演出、分場大綱到分鏡，了解拍攝、後製、配樂、

剪輯。進而延伸出相關教案與實施作業 

 

三、配合教育議題，主題性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 

  教師討論自發性為學生量身定做，寫一個好的劇本，拍成一部微電影，當

學生認同電影裡面的角色，就會被裡面的觀點影響。夢想（生涯規劃）、流行

文化、友情、霸凌、生命教育、親子關係、兩性與愛情議題、性別平等、物

質追求、意外與承受能力、失去等等議題。例如以生命教育融入電影中，便

可將其內涵如「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與「發展多

元智慧與潛能」等，培養孩子慎思明辨的擇善能力，熟悉不同道德議題的思

維方法，如家庭倫理、兩性倫理以及生命醫學倫理等，同時亦可幫助孩子發

現自我的尊貴價值。 

 
 

夢想十七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1aQeCJt3gs 



参、單元目標： 

子題一：夢想十七電影藝術大進擊： 

從教師團隊自製拍攝的影像中激發學習動機，學習影像美感戲劇演出、分場大綱到

分鏡，了解拍攝、後製與電影特效、配樂、剪輯。 

子題二：夢想十七電影生命議題心智圖： 

從鑑賞的角度出發影片中看見各項議題如夢想與生涯規劃、流行文化、友情、霸凌、

生命教育、親子關係、兩性與愛情議題、性別平等、物質追求、意外與承受能力、

失去等等議題。目的在讓學生藉由此片，思考自己的夢想定位。 

肆、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霸凌、生涯規劃、性別平等與愛情議題 

伍、教學對象： 國中與高中階段 

陸、教學時間： 

子題一：夢想十七電影藝術大進擊（300分鐘） 

子題二：夢想十七電影生命議題心智圖（100分鐘） 

柒、教學方法：影片教學、講述法、討論提問與口頭報告 

捌、教學資源：影片、PPT簡報、學習單 

玖、延伸教學：拍攝分鏡影像、製作影片 

 

 

 

 



 

教學單元 
子題一：夢想十七電影藝術幕後大進擊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領域 重大議題-資訊教育、藝術教育 教育階段 國中.高中 

科目 藝術與人文 適用年級 國二～高三 

設計者 洪千玉、簡志翔 教學時間 6 節，共分 300 鐘 

教學大綱與

流程 
1、介紹與播放影片 （50 分鐘） 

2、幕後製作大揭秘 （50 分鐘） 

教師教導依循專業技巧從劇本成型、提案；影片中從七個分場開始，必須擬定製作前

導片、根據角色分析尋找演員（角色原型）、根據劇本尋找場景與勘景、電影特效運

用、最後正式拍攝、後製、配樂、剪輯。 

3、分鏡與劇本寫作 （50 分鐘） 

分鏡表更是導演與攝影師合作的必備要素，以四格漫畫(分鏡表)方式拍出具有攝影運

鏡原理及劇情交代有條理的劇本以及清楚的分場大綱，劇本格式寫作 

4、鏡頭選用（100 分鐘） 

從「攝影」出發，學生以數位相機、手機來拍照，之後再以學生的作品來說明光圈、

快門、白平衡等控制的方式和效果，鏡頭選用如有效的兼顧創意思考及基礎知能的學

習。以[夢想十七]引領學生認識影像美感。攝影機的運鏡可增加畫面空間感。例如橫

搖 Pan(right/left) 模擬人眼環視周圍的畫面，變焦 Zoom in 模擬人眼注意畫面中的某一

主體，Zoom out 可廣而看出主角與環境的關係。 

 鏡位選用人物構圖與場景構圖，舉例如下。 

(一)極遠景、全景、中全景： (二)中景/腰、胸景 (三)特寫/大特寫： (四)俯視/仰視 

(五)過肩鏡頭(六).過場鏡頭 

5、學習單寫作（50 分鐘） 

從影評與繪畫分鏡的角度，分析對影像的概念與看法。 

具體教學目

標 

1 能了解影片製作原理的概念。 

2 能了解影片製作的流程。 

3 能策畫影片拍攝之劇本及各項準備工作。 

4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表達對作品的審美經驗及見解。 

5 能延伸培養拍攝分鏡影像、製作影片的能力 

評量方式 1.學習單 2.分鏡與劇本練習 3.影像拍攝（照片.影像） 

教學觀察 

 

學生對於由老師和同學演出的電影露出非常投入的情緒，與認同，並且於課間有積極

的討論與課後有充滿興趣的提問。除了積極表示此片對於自我對夢想的追求增進思考

的機會，對於製作過程更感興趣與清楚提出燈光剪輯鏡頭選用等專業問題，於學習單

中清楚表現其感想與期待自己也能增進製作影片能力，整體而言學習成效極佳。 

 



 

學習用 PPT： 

 

 

 

 

 

 



 











 

 

 

 



 

 

 



教學單元 
子題一：夢想十七電影生命議題心智圖：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領域 重大議題-資訊教育、藝術教育 教育階段 國中.高中 

科目 藝術與人文 適用年級 國二～高三 

設計者 馬占山、陳靜怡 教學時間 3 節，共 150 分鐘 

教學大綱與

流程 
1、 角色與議題心智圖分析（50 分鐘） 

夢想十七」的劇本設定由所想要探討的議題作為精心設計的內容，較易引起學生

的共鳴，以便結合接下來的教育計劃。從生涯規劃的教學經驗中得知高中生對未

來的前途和科系的選擇的盲點，以及輔導學生過程中經常出現的難題，因此設定

議題讓劇情刻意結合夢想(生涯規劃)、流行文化、友情、霸凌、生命教育、親子

關係、兩性與愛情議題、性別平等、物質追求、意外與承受能力、失去等等議

題。 

2、 生命議題與夢想（50 分鐘） 

夢想 17 是一部平凡如你我的素人們，真誠地述說著「夢想與愛」的作品。 

影片中的各個角色都有著自己的夢想和人生的難題，在兩者之間拔河彼此拉鋸地找到

自己生存的姿態，成為每個當下的自己。在生命教育課程的自我觀照下，也透露出這

些正值 17 歲的高三生們，像影片中的小慈一樣，對未來顯得迷惘與矛盾。人，要能

活出精采的生命，有三個根本的課題必須坦然誠實地面對，也必須時時檢視和努力實

踐，這三個課題可以稱為「人生三問」，它們分別是：(1)人為何而活？(2)應如何生

活？(3)如何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當夢想回扣到人生價值去檢視時，學習單提到：

「人生因有夢想而不凡、人生因實現夢想而精彩，人生三問與夢想的關係是什麼

呢？」 

3、學習單寫作 

具體教學目

標 

1 能了解影片製作內容的相關議題。 

2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表達經驗及見解。 

 

評量方式 1.學習單 2.分鏡與劇本練習 3.影像拍攝（照片.影像） 

教學觀察 

 

在「想要完成夢想，除了勇氣、努力、毅力，還需要什麼呢？」這題中，學生的答案

紛陳，有：時間、淚水、汗水、運氣、規劃、實踐、自信、踏實、決心、想像力、開

心等；由於並無標準答案，且各人經驗不同，這題進行分享時，是討論最熱烈的一

題。另外，學生們對於九把刀所說「夢想不是掛在嘴邊炫耀的空氣，而是需要認真的

實踐。等到對的風，我們展翅翱翔。沒有風，只要擁有足夠強壯的翅膀，我們照樣拔

地飛行！」感受很深刻，但對於其中「翅膀」的意涵，則較分歧且稍嫌不夠踏實，很

多人的回答仍是自信或勇氣，其他還有：夢想、勇敢的心、自信、對夢想的付出和準

備、堅持、決心、行動力、過程、毅力、實力等；為避免一味的抽象討論，本人在此

有多著墨於實踐夢想過程中，「實力」及「累積實力」的重要性闡述。 

    最後，有關「夢想與人生的關係」以及「夢想的重要性」，學習單中藉由阿信與

九把刀的不同說法及見解，引導學生進行思辯。在我們長期以來「有夢最美」、近期

多方大家鼓動「夢想最大」的潮流中，一位學生的答案或可作為註解：「九把刀告訴

我們，要勇敢築夢，別怕失敗，過程很重要；阿信則告訴我們，夢想可以讓我們的人

生更多彩多姿；但不管能不能實現夢想，我們都要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 



角色與議題心智圖分析： 

 

 

 

 



 

 

 

 

 

 

 
 

 
 



附錄：學習單 

電影藝術學習單 設計者洪千玉老師  
從夢想開始~[夢想十七] 

班級:   座號:     姓名: 

「夢想十七」~~你的夢想，是什麼? 

 看完本片，請寫下你認為這部微電影的主題與感想?想要傳達的重點是什麼? 

 

 

 

 如果你有機會擔任編劇或導演，你會拍出什麼主題的影片?  

 

 

 

 如果你是個影評人，請寫出本片可改進之處?  

 

 

 

 回憶本片，你認為本片的分場大綱共有幾個分場?並寫出分場主題? 

 

 

 

 請以繪畫分鏡表的方式，畫出 4 格你印象最深的片段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夢想 17】學習單：關於夢想   夢想學習單 設計者馬占山老師 

〈手心裡的夢想〉    詞曲：蕭名棻 

有些人說夢想不切實際   
長大後還是要看老天脾氣 
想像有他能帶我去旅行   
勇氣更讓冒險有了意義 
我在日記寫下所有熱情   
不想忘記一路的點滴 
 
呼吸著不安的空氣   
我抓緊勇氣不讓它飛離 
閃電和雨滴總是來攪局   
不必抗拒  他們也能是美好回憶 
 
把夢想捧在手心   
別忘了最初的憧憬 
相信自己  就會有奇蹟  眼中的你更加清晰 
把夢想捧在手心   
別忘了最初的憧憬 
哼著歌曲  唱唱心情  說聲加油打氣 
 

                                                          

※在《夢想 17》的主題曲〈手心裡的夢想〉中，請問你最喜歡哪一句歌詞？爲什麼？ 

※《夢想 17》中，Allen 的夢想是成為站在舞台的歌手，曉潔的夢想是成為老師，在實踐

夢想的過程中，他們也並非完全順遂，老天爺仍然與他們玩了許多曲折的遊戲；王醫生則

更是經歷跌跌撞撞的慘淡後，重新在夢想的追逐中，尋回人生的目標與信心。無論是誰，

無論在影片中或現實的世界，大家都有各自會遇到的挑戰和心酸。而面對自己的未來，小

慈的徬徨無措，其實也代表著對於自己的不瞭解。你覺得想要完成夢想，除了勇氣、努

力、毅力，還需要什麼呢？從小慈的情況中，你想給小慈什麼建議？ 

 

………………………………………………………………………………………………………

…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論語》中，孔子一句「盍各言爾志？」，讓我們看到了一段師生真誠分享彼此夢想的

美麗身影，也感受到自古以來每個人心中對於夢想的企求。請問，你的夢想是什麼？而你

的夢想，略而言之，你覺得與孔子、顏淵、子路的夢想有何主要的差別？ 

 



對於夢想，九把刀說： 

夢想不是掛在嘴邊炫耀的空氣，而是需要認真的實踐。等到對的風，我們展翅翱

翔。沒有風，只要擁有足夠強壯的翅膀，我們照樣拔地飛行。……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完成了什麼，而是如何完成它。天空見！ 

對於實踐夢想的過程，他進一步說： 

這世上或許真有無論怎麼努力也得不到的夢想， 但若一百倍的努力， 可以讓我以

一個呼吸的距離靠近它、觸摸它， 那麼我就會去做。最後被自己感動的亂七八

糟。 

※請問，你認為九把刀話中所謂的「翅膀」，是指什麼？ 

 

……………………………………………………………………………………………………… 

五月天阿信也曾在一場座談會中談及對「夢想」的看法，他將人生比喻為「玉米濃湯」，並且

認為： 

夢想只是調味料、胡椒粒，點綴後讓玉米濃湯變得好味道。不管人生夢想能否實

現，都要讓自己變成一碗好喝的玉米濃湯，所以千萬別說「被夢想打敗」，玉米濃

湯怎會被胡椒粒打敗呢！ 

他勉勵聽眾，如果想擁有樹齡廿年的大樹，最好的種植時間是廿年前，其次就是現在，

「現在不種，廿年後依然沒有大樹。」請問： 

※阿信認為人生是「玉米濃湯」，夢想則是「調味料、胡椒粒」；你是否認同？爲什麼？ 

※你覺得阿信說「現在不種，廿年後依然沒有大樹。」是在強調什麼？ 

※你覺得阿信與九把刀的話，對於「夢想與人生的關係」，相同的是？不同的是？ 

……………………………………………………………………………………………………… 

※所以，十或廿年後，請問你想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達成什麼心願呢？ 

而這段時間內，你打算如何逐夢、築夢，如何規畫與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