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規劃科「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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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未來生涯策劃與時間管理

影片連結

設計依據
總綱
核心素養
核心
素養

學習
重點

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綜 S-U-A1 思考生命與存在價值，具備適切人性觀與自我觀，探索
自我與家庭發展的歷程，並進行生涯規劃與發展，追求至善與
幸福人生。
綜 S-U-A2 確立自我需求與目標，學習批判思考與自主管理的知
能，透過具體可行方案與實踐過程，積極面對及處理生活與生
命中的各種挑戰。
未 1c-V-1 釐清個人生活角色，兼顧工作與休閒生活
未 3b-V-3 具備時間與壓力管理的概念，並了解其在生涯危機管理
之重要性。
未 Cb-V-3 未來生涯策劃與時間管理
未 Ac-V-2 未來工作與休閒生活的安排。

實質內容
議題融入

所融入之學
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
資源

電腦、短片、學習單、小白板、白板筆
學習目標

學 習 表 未 1c-V-1 釐清個人生活角色，兼顧工作與休閒生活。
現
未 3b-V-2 具備時間與壓力管理的概念，並了解其在生涯危機管理之
重要性。
學習內容與議題
學習目標
未 Cb-V-3 未來生涯策劃 1.覺察時間的有限性，探索自己嚮往的未來生活，檢視個人在工作、

與時間管理
未 Ac-V-2 未來工作與
休閒生活的安排

休閒與人際互動中看重的意義與價值。(自發)
2.思考從所重視的有意義活動中，分析出具體可行的目標，學習以時
間管理的概念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3.討論並分享可行的時間管理實踐方法，並提出實踐上遭遇困難時的
可能改善策略。(互動、共好)
教學媒
學習評量
學習活動
時間
材

第一節
活動：從夢想清單聚焦
一、暖身活動
1.欣賞「比月薪更重要剩不到 22K 的人生」影片。
2.引導思考：
(1) 你覺得影片在表達些什麼？
(2) 用片中每人平均年齡 82 歲來算算看，你剩下的人生天數
還有幾天?
(3) 把影片中爺爺的問題拿來問問自己: 「下一個十年，你要
在哪裡？」、「下一個十年，你會在哪裡？」
(4) 如何把握有限時間去達成想要的夢想？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d_mhIddhFZ0 )
二、學習活動
1.複習時間管理的概念，以時間觀點管理人生。需要先確立個
人的生活目標，重視的價值為何。
2.想像未來：在學習單上腦力激盪書寫夢想清單，以條列的方
式寫下對於未來重視、且想要去完成的各種夢想(物質、心
靈、能力、興趣、生活體驗、休閒安排、人際關係…等不同
的層面)。
3.將夢想清單寫出想要完成的原因，整理出自己想要完成的是
哪些？重視什麼？並跟同學們分享。
4.從夢想清單中挑選一項最想完成的項目，並試著去分解這個
夢想，要完成這項需要有哪些能力？或甚麼條件去配合？同
學們彼此討論分享，也給對方想完成的項目需完成的內容一
些回饋。上台分享剛剛彼此回饋的內容與發現。
5.討論看看從這些需要完成的項目或條件中找到一個目標，是
我現在高中階中可以去培養或準備的，例如環遊世界需要具
備的能力或條件有：1.經濟能力、2.該地區地理或歷史的了
解、3.外語能力、4.查詢旅遊資訊的科技能力、5.天時地利人
和的配合…等。找到其中挑選出外語能力是現階段可以培養
的目標。
三、總結歸納
1.將找到的目標切成更小的成就指標，如可以再目前生活中培
養外語能力的方式有哪些？請具體列出來，跟同學們討論並
回饋彼此可行的目標什麼？
2.幾位同學上台分享找到的目標，老師總結幾個具體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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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
活動：時間管理技巧
一、暖身活動：
複習時間矩陣的概念，依事件的重要、緊急分成四象限，其中
重要但不緊急的人生夢想常常被忘記實現，上節課同學們從自
己的夢想清單中找到現在生活可以實踐的小目標之後，怎樣把
這個重要的目標放在平時生活中實踐？
二、學習活動：
1.請小組討論 10 分鐘：
(1)有效利用時間的方法有哪些？
如何減少時間花費在日常事務上？
如何減少拖延？減少花時間在手機上？
(2)怎麼把重要事項放入現在生活中去實踐？
(3)這些方法可行性如何？怎樣提高方法的可行性？
2.各小組上台發表討論的結果。老師可適度提醒用一些簡單的
時間管理小工具幫助有效利用時間，例如番茄鐘工作法、
Todoist 待辦清單工具、Forest 專注森林程式、Timetrack/種
子習慣程式追蹤時間管理習慣的 APP…等等，也可請同學分
享看看使用這些軟體協助管理時間的心得。
3.小組上台發表時，請台下同學將覺得很好的方法寫在造型便
利貼上，註明覺得這方法很好的理由或收穫最多的原因。全
數發表完後將這些便利貼貼在覺得很好的方法項目後，並開
放讓同學相互觀看別人給自己的回饋。老師可統計出哪些項
目是班上普遍認為有效方法的排行榜。
三、總結歸納
老師說明接下來的課程中，將會說明如何配合一些 E 化的工具
去實踐目標，開始就個人寫下的具體目標去練習實踐，請以時
間管理的角度去分配完成的進度，並覺察可能的困難及無法達
成的原因，學習調整執行的方法，去找到適合個人的時間管理
行動方案，我們將會在課程期末時，安排大家發表實踐後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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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結束～
實施原則 or 注意事項：
1.由於時間管理概念已在生涯必修課程中探討過，本課程著重於想像未來的願望夢想，找到
人生所重視的目標，從未來想像的夢想目標中去分析出目前生活可培養的能力或可達成
的方向有哪些，找到實踐的方法，及學習面對實踐過程中可能的困難。
2.教案中從旅遊的夢想中找到外語能力培養的例子，老師們可補充說明，不一定要是學科的

能力，也可以是「學習規劃旅遊及實作」、「了解有興趣旅遊國家的地理或歷史」或是
「應用科技軟體或網路資源查詢旅遊資訊」…等，較為多元的學習目標。
3.時間矩陣的討論可以加入彼此互動及連帶關係，例如四個象限的實際執行情況？時間分配
在不同象限中對於「重要但不緊急」影響為何？如何去調整因應？可以幫助對於後續的
時間管理技巧更有動力去執行。
4.手機為高中生普遍使用的工具，也是容易浪費時間的來源，因此可以請學生討論時著重在
如何將將手機化為協助生活的助力，找找看有哪些 E 化時間管理小工具，例如：google
keep、to do list、番茄鐘工作法、WasteNoTime 等等程式，以協助學生去實踐目標。並提
醒學生可在本單元最後一堂中呈現實踐的成果。
參考資源

簡介參考資源
發布日期：2017 年 7 月 14 日

導演-Kurt 盧建彰 製片-高華衍
監製-林家平(樂禾影像工作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CMghHWyjM 本影片之著作權屬於本影片上傳者所屬公
司。本影片著作人在此同意，您可以重製、
散布、傳輸本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
用，亦不得修改本著作。
由管理學大師 Stephen Covey 提出的時間矩
與時間有約
陣概念，為時間管理的重要理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70167?slo 原文作者： Stephen R. Covey
譯者： 張美惠，陳絜吾
c=main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1994/08/15
https://i-chentsai.innovarad.tw/2010/11/part-18020.html
時間管理概念，以 Stephen Covey 提出的時
https://i-chentsai.innovarad.tw/2010/11/part-2.html
間矩陣，提出許多實際執行上的例子具參考
https://i價值。
chentsai.innovarad.tw/2016/06/time_management.ht
ml
唐鳳愛用的番茄鐘工作法是什麼？9 大免費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812/tomato好用工具清單。
clock
https://www.shopback.com.tw/blog/beat-10-timemanagement-apps

好用時間管理 app 推薦 top10，讓你專心讀
書、打造工作高效率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83634

別再瞎忙！善用這 8 款超實用 APP，打造超
高效學習、工作生產力！

附錄：
好用時間管理 app 推薦 top10，讓你專心讀書、打造工作高效率
以下摘要幾個實用的 APP 介紹：
(一)TimeTrack：此 APP 可像記帳方式去紀錄每天的時間花費，並畫出時間分配的圓餅圖或

長條圖，可以清楚看到自己時間分配情形。
(二)種子習慣：可以培養自己想要形成的習慣，像是健康、運動或效率等類別，可以在社群
上分享自己習慣的養成，並看到習慣種子因為你的持續努力而發芽的成就感！
(三)Forest：累積專注時間的 APP，會隨著你的專注如不滑手機，而慢慢讓種子長成大樹，
將時間管理變成種樹的小遊戲。
(四)潮汐：這是一款有內建各種紓壓背景音樂的 APP，可以設定 30 分鐘專注學習，之後休
息 5 分鐘。可以用來培養專注能力，提高學習效率。
(五)QualityTime：監控手機使用情況，可以提供手機使用的分析報告，如果使用太久會發出
警告，也可設定管控時間，需經過多久才能再使用手機。
(六)發條番茄鐘：學習 25 分鐘、休息 5 分鐘的番茄時鐘工作法，可以簡單地記錄你當下做
的事情，幫助提醒你該專注跟休息的時間。
(資料參考出處：https://www.shopback.com.tw/blog/beat-10-time-management-ap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