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幸福的時代 
楊梅秀老師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中 

壹、單元名稱：穿越幸福的時代 

貳、單元計畫： 

一、設計理念 

（一）以卓別林的「摩登時代」為主軸，探討 80 年後的今天，是否仍存在的

社會議題，進而思索自身所處的環境，培養問題解決的能力。 

每個人都有追求幸福的權利，本課程設計欲將社會議題和學生的學習經驗結合，戲劇策略

是一個重要的學習媒介，希望學生能從歷史、時事、社會文化中，藉由戲劇的真實體驗中，

發現價值和意義。桃樂絲·希絲考特(Dorothy Heathcote)與凱文·勃頓(Gavin Bolton)：於

1970 年代中，主張以「戲劇為學習媒介」，學習者以「親身經歷」、「體驗此時此刻」，

而非再現過去經驗去探索學習。 

本單元不以默劇的表演技巧為主，而是利用假裝的遊戲本能，在教室中即興、體驗、角

色扮演，反省人類的生活經驗，而「過程」才是主要的發展模式。選擇「摩登時代」為賞析

影片，最主要的目的是本片的時空背景與現代差距甚遠，可是其中景象却與二十一世紀的今

日，竟有許多類似之處，這是十分值得反省與討論的問題。 

（二）透過戲劇認識自己，進行課程的統整。 

在國中的表演藝術課程中，國中生正面臨尷尬的青春期，對於在眾人面前表演，總是羞於

表現，故透過遊戲的過程，能讓學生忘記自己在表演，而是從做中學。從英美戲劇教育的理念

來看，可以發現其實它和我國藝術與人文的理念相當類似，都是重視「全人教育」、「創意想

像」、「情感價值」、「生活連結」等面向。（林玫君，2013）強調從團體的參與過程中，經

驗的統整與內化，亦即經驗、社會、知識的統整。當議題能與自己產生聯結時，如此才能認識

自己，找到價值。 

二、學習目標 

（一）學生能認識默劇大師卓別林及名作摩登時代。 

（二）藉由默片的賞析，以青少年觀點完成靜像劇面及思想軌跡。 

（三）學生能從影片中的線索材料創作一首詩並以肢體表現。 

（四）引領學生思考摩登時代所衍生的社會議題、思索人權、貧富差距、自由生命等議題，進

而加強學生了解社會、了解自我、肯定自我的正面態度。。 

 

 

 



三、教材架構與節數 

 

節次 教學主題 課程概述 

1 不自由的摩登時代 1.介紹默劇的起源與發展。 

2.介紹默劇大師卓別林及觀賞經典默片「摩登時

代」重要片段。 

2 喜怒哀樂大變臉 1. 情緒轉換的練習。 

2. 將感官情緒以畫框呈現。 

3 我在摩登時代裡！ 1. 探索肢體的可能性。 

2. 利用鏡像劇面及思考軌跡模擬影片中人物，並

說出內心的話。 

4 詩的酸甜苦味 1. 從題組的設計中，抽題練習五覺感官模仿。 

2. 從線索材料（香蕉）的觀察與品嚐，學習作一

首詩。 

 

四、藝術活動與材料 

    藝術活動與材料包含如下： 

（一）自製教學 PPT 

（二）摩登時代影片 

（三）表演畫框 

（四）自製抽題字卡 

 

五、藝術詞彙 

 1.戲劇策略是指，在戲劇教育的目標之下，教師於開放、自由的空間裡面運用戲劇教學的方

法，引導學生透過戲劇形式進行創作與探索的師生互動歷程。內涵包含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和教育戲劇（DIE）的教學活動，是一種即興的，重視參與過程的一種戲劇形式。學生

透過老師的帶領，能想像、體驗、且思考切身的生活經驗。活動方式有靜像劇面、肢體動作、

即興演出、角色扮演、思想軌跡等等。(林玫君，2003) 

2.靜像劇面 

3.思想軌跡 

4.角色扮演 

5.默劇 

6.旁述默劇 

 

 

 



六、學習評量 

一、評量方式：實作評量 

二、評量目標：探索與表現—表現創作  

本評量目標在於評量學生是否能基於摩登時代認知層面的學習，再結合肢體及表情，

表現多樣不用「語言」說出來的故事，透過模仿、肢體、創意等元素，與他人合作，展現個人

的表演風格。例如：肢體在高低空間、快慢時間、輕重、鬆緊的變化與轉換等，再輔以舞台區

位之運用等。 

 

参、教材內容 
 

課程/單元名稱 穿越摩登的時代 

教學類別  □視覺藝術  □音樂  ■表演藝術  

對應評量標準 探索與表現—表現創作 

對應能力指標 探索與表現：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立的思考能力，嘗試多元

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

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審美與理解： 

2-4-6 辨識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料，瞭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實踐與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精神與態度。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力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教材內容面向 □基本概念  ■表現試探  □歷史文化  □藝術生活 

對應基本能力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包容、關懷與團隊合作 

9.主動探索與表現 

 



教學活動設計 1 

教學主題 不自由的摩登時代 教學時間 45 分鐘 

 教學內容 使用教材 評量指標 

準備活動 一、流程說明： 

教師向學生說明整個單元的流程，並透過ㄧ連

串的討論與扮演，使參與者橫跨過去、現在和

未來的時空，嘗試以角色扮演的的方式討論與

解決問題。 

二、教師播放「摩登時代」中的經典片段。 

默劇相關PPT及影

片、電腦、音響、

籤筒 

 

 

 

（圖 1） 

 

發展活動 【最後的默片電影--摩登時代】 

教師以簡報介紹默片時空背景。 

1. 「摩登時代」是卓別林告別默片的最後一部

電影。（圖 1） 

2. 教師請學生討論經典片段的看到的問題有

那些？並踴躍舉手發表心得 

（1） 加快速度的生產線，是否真的增加工

作效益。 

（2） 自動餵食機的可能性。 

（3） 失業這麼嚴重，待在監獄還可以混口

飯吃，你同意嗎？ 

（4） 你認為警察到底在維護誰的權益？ 

（5） 工時過長，過勞、發瘋，甚至被捲入

機械的場面，是否震撼了你？ 

（6） 你覺得摩登時代是喜劇還是悲劇？  

【默劇大哉問？】 

教師以簡報介紹默劇。     

1.法國現代默劇（Modern Mime）大師 

   Etienne Decroux 定義默劇為「靜默的 

   藝術（the Art of Silent） 」。  
2.是種界於舞蹈與戲劇之間的一種表演藝術。 

3.演出者基本不用文字語言，只以自己身 

   體的形體動作，表現出不同的情緒、情 

   節與故事。 

4.演出者甚至不用任何道具，只以動作讓 

  觀眾感受幻想中的無形道具。 

5.有些默劇藝術家為令觀眾注意力集中在 

  其身體而非面部表情，會戴上素白的面 

  具演出。 

6. 70 年開始，後現代默劇（Post-Modern 

1. 能專心

欣賞影

片並回

答老師

的問

題。 

2. 能踴躍

舉手提

問及發

表心

得。 



    Mime）在表演時大多加入說唱、道具、 

   電腦投影等。 

【默劇大師卓別林】 

教師以簡報介紹卓別林的生平及影響力。 

綜合活動 【搶答時間 GoGoGo】 

一、請學生討論欣賞完摩登時代後，最喜歡的

片段是什麼？為什麼？舉手發表。 

二、教師提問默劇的表演特色是什麼？ 

三、默劇演員的裝扮為何？有既定模式嗎？ 

四、老師給予勇於發表的同學鼓勵與讚賞。 

 

 

教學活動設計 2 

教學主題 喜怒哀樂大變臉 教學時間 45 分鐘 

 教學內容 使用教材 評量指標

準備活動 一、老師說明情緒表達對於默劇表演的重要性。 

二、 提示卓別林在無聲電影中，更需靠情緒表情或肢體

語言的表現，才能更妥善呈現劇情。 

三、老師準備相框或畫框，讓學生練習喜、怒、哀、樂的

情緒轉換，畫框的使用讓演員的情緒更能焦點集中。

畫框、相

框、小紙

片、籤筒 

1 在欣賞

同學的表

演時，可

以遵守觀

眾禮儀。

2 能勇敢

大方上

台，並充

分展現題

目。 

發展活動 【情緒跑馬燈】*情緒練習 

一、老師說明情緒是什麼？即對一系列主觀認知經驗的通

稱，是多種感覺、思想和行為綜合產生的心理和生理狀態。

二、教師發下一張小紙片，每個人需寫一種情緒下來。例

如：最普遍、通俗的情緒有喜、怒、哀、驚、恐、愛等，

也有一些細膩微妙的情緒如嫉妒、慚愧、羞恥、自豪等，

引導學生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去感受情緒的可能性。 

三、每個人將寫好的情緒投入老師事先準備好的筒子中。

混合後再請同學上台抽籤並即興表演。（圖 2） 



【喜怒哀樂四連拍】 

由老師抽籤請同學上台，再由上述之情緒筒中抽出情緒

籤，做即興演出，再由表演同學抽下一位上台演出。提醒

同學只能有表情、氣聲、語助詞，但不能說話，沒有語言

能讓表情更生動！。（圖 3） 

 

綜合活動 【我說你演】     *戲劇策略：旁述默劇 

1. 教師利用前述情緒字卡，隨機組合，再加入人物、動

作等元素，產生另一個新劇本。由教師以旁白的方式，

讓自願者做默劇的演出。 

例如：安娜貝爾（人物）興奮地（情緒）跺脚（動作）

跳到游泳池裡，在池裡撿到了一個鏡子，猛然一看，

自己嚇到了自已…………. 

2. 此即興表演極富有挑戰性，教師要多予讚美和肯定。

 

教學活動設計 3 

教學主題 我在摩登時代裡！ 教學

時間 

45 分鐘 

 教學內容 使用

教材 

評量指標 

準備活動 暖身活動【跟著毛根一起動】 

教師利用毛根製成的假人，做肢體的彎折，引導同

學嘗試肢體彎折的可能與限制。 

1.分組，每五人一組，各發下一隻毛根人，組同學

試著彎折毛根人，並模仿毛根人的肢體動作。 

2.討論並賦予毛根人的動作意義。例如某動作是在

做什麼。 

3.各組請代表上台呈現。 

毛根

人 

Ppt、

學習

單 

1. 能清楚表達

組內所彎折

之毛根人的

動作意義。 

2. 能呈現他組

毛根人的動

作模仿。 



發展活動 【生產線群像】 *戲劇策略：靜像、思考軌跡 

規則說明： 

1.全班分為 5-6 人一組。 

2.教師以簡報方式呈現摩登時代中，生產線上工人

搶速鎖螺絲釘的劇照。其中角色為卓別林、大塊頭、

工頭，請同學討論畫面中三人的關係，其餘組員可

以是其他工人。 

3.各組討論完後，選角做角色扮演，上台模擬片中

人物姿態，設計舞台畫面，5秒後定格。 

4.由老師輕拍各位演員後，輪流說出一句所扮演角

內心裡的話。 

5.角色再相互對話。 

6.各組輪流上台呈現。 

（圖 4） 

範例： 

角色 內心話 

卓別林  我的手快要廢掉了啦！ 

資本家 都是你們害我的產量降低 

大塊頭 快一點啦！不然來不及了！ 

工頭 你們是想要扣薪水嗎？ 

其他工人 呵呵呵！他們慘了！ 
 

綜合活動 【迎向幸福的未來】  *生涯規劃 

1.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演員說出的內心話，討論這些

情節是否曾聽過父母親在家中抱怨過？ 

2. 以肢體停格的方式做出適當姿勢，創造一個畫

面，讓觀眾能更仔細的檢視、比較、討論。 

3. 如果將來自己工作的場域也是如此，是否會爭取

改善的機會？ 

4. 分別請角色扮演的同學回應自己的看法，並完成

自我性向試探，填寫「未來職業想像學習單」。

例如：如果我是資本家（老板）……，我會…..

如果我是卓別林（勞工）……，我會….

 

 

 

 



教學活動設計 4 

教學主題 詩的酸甜苦味 教學時間 45 分鐘 

 教學內容 使用教材 評量指標

準備活動 暖身活動【五覺情境大冒險】*戲劇策略：感官練習 

一、 教師示範抽題並演示感官視覺、聽覺、味覺、嗅

覺、觸覺的呈現。 

二、 依上週組別分別請代表抽題目，討論後演出。提

醒同學不能出聲音，靠肢體和情緒演出。 

感官訓練（ex 五覺的練習：視覺、聽覺、嗅覺、味

覺、觸覺） 

題組 a.一隻老鼠從你的脚面上走過去。 

  b.聞到一股氣味，是香水？焦臭？香煙？ 

  c.吃到一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食物。 

  d.看見一條蛇？繩子？ 

  e.聆聽悠美的鋼琴演奏？或一場大雷雨？  

（圖 5） 

教師自製

字卡 

 

1 在欣賞

同學的表

演時，可

以遵守觀

眾禮儀。

2 能勇敢

大方上

台，並充

分展現題

目。 

發展活動 【香蕉的滋味】       *戲劇策略：線索材料、詩化

1. 老師播放摩登時代中，孤女在碼頭偷香蕉，並火速

的分送給其他流浪兒的片段。請學生討論偷竊的正

當性，以及分送給其他人的同理心。 

2. 教師播放以下兩起新聞事件，請學生探討「街友」

「流浪漢」的人權議題： 

事件一：高中生將自己在西門町向街友潑糞的

影片放在網站，校方退學處分。 

事件二：刈包小販廖榮吉將街友的溫飽當作一

年中最重要的大事，每年花百萬辦理「街友

年夜飯」。 

3. 每組發一條香蕉，想像自己是街友，在飢寒交迫之

下，出現在眼前的唯一食物。提示學生不要急著吃

香蕉，試著觀察香蕉的外觀、氣味、形狀，甚至思

考營養價值、觸感等，更重要的是想像這是一條得

來不易的幸福，激發學生對食物的感激，再慢慢品

味分食。 



4. 各組討論出一首 5-6 句的詩句，為香蕉作一首詩。

5. 各組將「香蕉詩」以肢體表演呈現，由演員將詩詞

輔以聲效配襯唸出來，步驟為定格畫面，由靜到動。

 例如： 

青青的小船結實地倚在籃子邊 

隨著我的眼睛瞟來看去 

小船變成黃黃的月亮 

月亮上怎麼長了斑點？是吳剛還是玉兔？ 

香甜的月亮送進大港灣，留下船錨在桌上 

小心！可別滑倒了。 （網路資料） 

6. 教師提醒學生，作詩的內容禁止不雅或暴力的內

容，並將表演呈現錄影。 

綜合活動 【幸福的未來】 

1.教師播放摩登時代最後一幕，即使環境如此弄人，

也應該本著正向的態度，迎向光明的未來。 

2.教師總結本單元重點：感官的練習是表演的基礎、

人權不分貧富貴賤、珍惜自己活在富足的年代，得以

衣食無憂。 

                 （圖 6） 

 
肆、教學方法 
一、講述法：講述法是指以書面資料或是口頭形式，讓學習者主動閱讀書面資料

並聆聽教師講解的教學方法。 

二、示範教學法：以實際執行一套程序或一連串的動作，使學生了解教學上的現

象或原理，通常包含有行動、程序、技巧和知識，並且以各種設備和助教做適當

的配合。 

三、角色扮演法：以故事或問題情境的設計，讓學習者在假設的前提下，依自己

的想像、觀察或經驗來扮演情境中的人事物。 

四、合作學習法：依學生能力、性別等因素，將學生分配到異質小組中，教師經

由各種途徑鼓勵小組成員彼此協助、相互合作。 

五、價值澄清法：主要為學習者覺察並理解自身在某種情境中的意義，並由此建

立自己的價值觀。 



六、問題解決法：由教師提出問題的情況，提示學生如何去發現問題、界定問題，

由學生按部就班地解決問題，以獲得生活上解決問題的能力。 

 

伍、教學省思與建議 
一、社會議題無所不在，學生不該淪為考試機器，更應關心自身環境。 

    本教學設計以影片為出發，探討故事內容與當今社會的呼應，即戲劇的發展應該從生

活出發，是一種發展人的教育，故教學文本建議可以從新聞事件，例如中國大陸的霧霾現象、

高雄後勁溪的水污染、台中捷運的公安意外、台灣缺水的困境、核電廠的存廢與否等，國中生

應從關心自己所處的環境出發，而不是只是淪為考試的機器，所以討論時應盡量提出一些符合

學生程度的問題，刺激他們從中學習，並培養國際視野。 

 

二、戲劇教學是融入各領域的最佳媒介，從參與的過程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戲劇教學適合融看各領域，並且活化教學的既定模式，唯升學主義掛帥的台灣，即使

十二年國教的實施，依然沒有改善教學的困境，若能讓其他學科輔以戲劇策略的實施，是不是

更能吸引學生的注意力，甚至達到更好的目標呢？建議教師應建立各種上課規範，以免淪為雜

亂無彰的團康遊戲，只以搞笑為目的，失去了探索社會議題的本質，教師應營造快樂正向的學

習氣氛，尤其在分組的實施上，宜採合作學習的異質分組，避免正值青春期的國中生，心智發

展仍不成熟，難免習慣排擠弱勢，人云亦云的情況發生，教師更應增加戲劇教學經驗與示範的

能力，建議教師應培養提問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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