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讓弱勢兒夢想發酵
8-5

單元

良顯堂基金會
線上觀賞

城鄉差距下，受教權並不是完全平等的，尤其，如果是位處偏鄉、又弱勢
家庭的話，誰來讓這些單親、隔代教養、受暴家庭的孩子，能有更完善而有未
來的教育環境呢？
位在南投埔里的良顯堂基金會，20 多年來，不只是提供完善的活動休憩
空間，還開設各項技能課程、安排職場體驗、培養就業軟實力。
像是這位高二的小君，從烘焙課程中找到了做麵包的興趣，甚至已經可以
當起大師兄，指導學弟技能。而才國三的阿宏，不只學會做麵包，還找到成本
計算的長才，成為麵包工坊的大掌櫃。大家各自發揮專才，帶著親手烤的紅豆
麵包，到社區裡販售，相當受到歡迎，來看台灣這個角落的溫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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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良顯堂帶領孩子在社區擺設麵包攤位，不僅學習烘焙技能，更訓練與顧客溝通互動，導正職場態度。
2 由烘焙師傅親自教學，高二小君學會技能後，更耐心帶著學弟練習，培養團隊互助的默契。
3 為提升偏鄉少年就業成功率，提早讓孩子做準備，國三阿宏學會烘焙外還會計算成本，發揮個人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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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讓天賦發光

適用對象 國中全年級∕藝術領域 - 美術科

議題
融入

教學時間∕節數 90 分 （2 節）

良顯堂基金會
讓弱勢兒夢想發酵

影片
資源

學習
重點

撰寫者 / 廖瑀凡

教案
下載

學習
表現

視 覺 藝 術 1- Ⅳ -1 能 使 用
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表
達情感與想法。

學習
內容

視覺藝術 E- Ⅳ -2 平面、立
體及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學習
主題

生涯教育。

實質
內涵

生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願景。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核心
素養

藝 術 -J-A3 嘗 試 規 劃 與 執
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
求發揮創意。

綜合 1c-IV-2 探索工作世界與未來發展，提升個人價值與生命意義。
輔導 Ca-IV-1 生涯發展、生涯轉折與生命意義的探索。

教學設備
∕資源

1. 半開海報紙數張（一組一張）。
2. 水彩、彩色筆、色鉛筆等畫具數組 / 報紙（求職版）數份。

學習目標

一、能認識良顯堂基金會與其服務內容。
二、能掌握海報設計知能，並以此製作出海報。
一、準備活動 （15 分鐘）
（一）請學生攜帶以下物品到課堂上：

教學流程

1. 報紙中的求職版一份，日期不限、報紙廠家不限，但日期愈近
期愈好。
2. 畫具（水彩、粉彩、色鉛筆等皆可）。
（二）請學生在報紙的求職資訊中，找出自己最想從事的工作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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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名，並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
1. 在這些求職資訊中，我對哪些工作最有興趣？（前三名）（參
考答案：空服員、快遞、餐廳儲備主管等。）
2. 這些工作有哪些知識或技能要求？（參考答案：雙語能力、具
備駕照、具有相關工作經驗、相關科系畢業等。）
3. 我目前具備這些技能或知識嗎？我要如何學習到這些知識或技
能？（參考答案：不具備，但可以透過學校教育或自費補習等方
式習得。）
（三）教師隨機抽點學生分享並給予鼓勵。
（四）教師揭示主題：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職涯一帆風順，我們會想到要透過學習
和很多父母給我們的資源來規劃自己的職涯，但是，有很多
來自於弱勢家庭的孩子，在跟大家同齡的階段，就因為家庭
因素，不得不放棄學校生活，甚至根本還沒準備好就業，就
已經要肩負養活自己的責任。所幸，有一個基金會致力於幫
助這些孩子，提供環境與指導，協助他們習得職涯所需能力，
教導他們扭轉劣勢的處境，那個基金會就是 -----「良顯堂」。
二、發展活動 （60 分鐘）
（一）觀看影片：良顯堂基金會 -「讓弱勢兒夢想發酵」。
（二）教師提問：
1. 影片中這些 15 歲左右的青少年需要什麼知識與技能來投入職
涯？（參考答案：做麵包的相關技巧、叫賣的技巧、應對技巧、
成本計算等。）
2. 影片中陳綢兒少家園主任認為除了技能，最重要的是要培養青
少年什麼能力？（參考答案：主任認為訓練少年們做麵包技能相
對容易，工作態度和應對能力是重要但較難培養的能力。）
3. 你會購買陳綢兒少家園的少年們做的麵包嗎？為什麼？（參考
答案：會，看起來很好吃，製作環境也很衛生，而且可以給認真
工作的他們鼓勵跟支持。）
（三）教師簡介良顯堂基金會理念以及服務項目
良顯基金會有感經濟不穩定導致弱勢家庭危機，許多弱勢家
庭少年被迫早早進入職場，因尚未準備好，往往從事的工作
替代性高也不穩定，進而導致失業，陷入經濟弱勢的惡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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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環，因此，為提升弱勢家庭少年就業力，與友善企業合作培
訓職業技能、培養工作倫理、幫助發展潛能，甚至為不適合
居住在原生家庭的少年提供庇護所「陳綢兒少家園」，幫助
經濟弱勢少年能跳脫經濟弱勢的循環，找尋自己的夢想。
（四）教師說明：
1. 對經濟弱勢少年伸出友善的雙手不僅僅是良顯堂基金會的任務，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2. 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怎麼協助呢？影片中，這些少年們在賣
麵包時，環境簡單樸素，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繪製美麗的海報，吸
引路人眼球，讓更多人可以注意到他們的攤販。
3. 教師介紹繪製平面海報的技巧與注意要點。
（五）教師解說海報製作相關技法（包含字體大小、美術字體、剪
貼、構圖等要點）。
（六）學生分組繪製海報。
注意：海報的繪製不要凸顯麵包價格，因為不見得均為影片
中的 30 元。可以凸顯良顯堂的理念和陳綢兒少家園少年們
的努力，來吸引志同道合的消費者。
三、總結活動 （15 分鐘）
（一）各組海報分享與點評。
（二）教師小結：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很多孩子的天賦來不及探索，
就被迫投入職涯，而良顯堂的理念「讓小孩變成更好的大
人，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告訴我們：多一份關懷，就可
以少一分社會悲劇。即便我們年紀還小，也可以用我們辦得
到的方式，支持做好事的福利團體，協助他們協助青少年，
讓天賦發光。
（三）回家作業：教師將海報發還學生，於點評後再修改，於指定
日期交出，將海報寄給良顯堂基金會（地址：545 南投縣埔
里鎮中山路三段 637 巷 9 號 電話：049-2911811）。

教學評量

一、能說出良顯堂基金會理念與其服務內容。
二、能運用報紙求職版完成學習單提問。
三、能運用海報設計技法，分組為良顯堂基金會設計麵包攤位海報。

參考資料

良顯堂基金會 https://l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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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讓天賦發光

親愛的同學們，大家喜歡「學生」這個身分嗎？
不管你喜歡與否，我們都沒辦法永遠當學生，總有一天，必須投入職涯，找工作養家餬口。
那麼，是否有想過自己想做什麼工作？而它又需要具備什麼技能呢？現在就翻開報紙的求
職版，探索一下哪些工作是自己有興趣的吧！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求職版上我有興趣的工作前 3 名分別是……

1

職業：
--------------有哪些知識或技能
要求？

我目前具備這些技
能或知
識嗎？

2

3

職業：---------------

有哪些知識或技能要求？
職業：---------------

有哪些知識或技能要求？

我目前具備這些技能或知
識嗎？
我要如何學習到這
些知識
或技能？

我要如何學習到這些知識
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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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具備這些技能或知
識嗎？

我要如何學習到這些知識
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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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準備好投入職場了嗎？
如果發生某些原因，現在必須終止唸書，你覺得你能依靠什麼工作養活自己？
你的生活可能會產生哪些變化？

三、請小組討論以下問題，並使用課堂所教授的海報設計相關技法，為良顯堂的少年麵包
攤，設計一份吸睛的海報，來表示對他們的鼓勵跟支持吧 !
1. 聽完介紹，你們覺得擷取哪些句子最能彰顯良顯堂的精神？
2. 你們覺得海報上有哪些元素，較容易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3. 你們打算如何分工，以完成這張海報？（請繪製一份分工表，做為老師打分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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