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掘光而行：洪瑞麟



（一）教案設計構想

1. 以「洪瑞麟如何透過畫作展現其生命歷程與價值？」作為教學核心問題，透過思考歷

程的探索、統整，引導學生理解洪瑞麟的創作與其生命價值的展現。

2. 教案內容包含課堂活動設計及學習單：

a. 第一節課：設計以學生為主體的思考歷程引導，引導學生透過問題討論、思考、

創作、發表等學習體驗，達到有效的學習。

b. 第二節課：以生命教育、生涯教育為主軸，引導學生透過畫作比較差異，並透過

文本理解，同理反思自己的生命。

（二）教案內容架構

1



單元主題 掘光而行：洪瑞麟 教學時數 2節課

融入學科單元 視覺藝術/社會領域歷史科 適用階段 國中以上

設計依據

核心問題 洪瑞麟如何透過畫作展現其生命歷程及價值？

課綱核心素養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
性。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視2-Ⅳ-2 能理解視覺符號的意義，並表達多元的觀點。
視3-Ⅳ-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參與，培養對在地藝文環境的關注態度。
社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學習內容

視A-Ⅳ-3 在地及各族群藝術、全球藝術。
歷Eb-Ⅳ-1 現代教育與文化啟蒙運動。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生涯教育

教學法 分組討論、思考歷程

教師備課資源

（3則）

1. 影片：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傑出藝術家影音紀錄片」《如光前行──洪
瑞麟》中文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0gX-lcmBk

2. 文章：潛入地底的野武士 洪瑞麟畫出礦工無言的吶喊-沉浸在加州整年
不缺的陽光 晚年捕捉五彩的夕陽與晚霞
https://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200620w005

3. 文章：追逐地底微光的「礦工畫家」：洪瑞麟與他筆下偉大的無名勇士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Jui-Lin-Hung-exhibition

4. 文章：追求陽光-洪瑞麟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
https://www.mine.gov.tw/Download/PInfo/P00002134A.pdf

5. 社會學如何觀看生命歷程：年齡、歷史與世代／巷仔口社會學／陳易甫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4/11/11/chenyifu/

參考書目

1. 榮．理查特, 馬克．邱奇, 凱琳．莫莉森，2018，《讓思考變得可見》，
北：大家出版。

2. Jay McTighe, Grant Wiggins，2016，《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
臺北：心理。

學生的先備知識

與生活經驗

1. 學生認識日治時期藝術發展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

2. 學生觀賞過洪瑞麟畫展或看過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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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第一節課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一節：「看見礦工：來自勞動者的視角」

（一）Hook/Attention Getter：

● 學生觀察《礦工頌》(1960)畫作，透過教師引導回答：

○ 這幅畫中似乎發生了什麼？你看到了什麼讓你

這麼說？

○ 你有什麼感受？你會如何形容這種心情？

○ 在場景中選擇一個人物並仔細觀察。你從他的

面部表情和姿勢中注意到什麼？他可能在想什

麼或感覺什麼？

○ 你認為這位畫家希望透過這張畫作傳達什麼？

● 學生完成回饋，分享想法。

（二）Independent Practice：
● 學生觀看洪瑞麟礦工的畫作，並閱讀〈礦工頌〉。

● 學生完成「CSI：顏色、符號、圖像」並和組員分享自己的

創作與反思

○ 為什麼會選擇這種顏色？

○ 為什麼創作這個符號？符號代表什麼？

○ 描繪圖像的想法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呈現？

（三）Wrap-Up：
● 學生欣賞洪瑞麟《礦工符號》作品

15’

25’
(40’)

5’
(45’)

參考學習單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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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二節：「定義自己：生命歷程中的真善美」

（一）Hook/Attention Getter：
● 學生觀看洪瑞麟、張萬傳、鄭世璠的畫作。教師引導提

問：同名為《淡水白樓》的創作，其中有什麼差異呢？

（教師可引導先從顏色、視角、風格以及給觀者的感受

來討論其差異）

● 教師補充這三位畫家的共相，而後的人生不同的選擇

和經歷也會影響生命歷程和選擇

○ 皆師從石川欽一郎

○ 在同一個時代背景下學畫

（二）Group Discussion：
● 學生根據洪瑞麟自述〈我的礦工日記〉中的內容，在時

間軸上用藍筆標註其人生重大事件，例如：1912年出

生、1928向石川欽一郎習畫等；用紅筆標註1912-1996

年間臺灣重大的歷史事件。（學生亦可利用平板載具查

詢洪瑞麟生平，補充相關資料）

● 各組分享整理後的時間軸生命歷程，分享其發現。

（三）Wrap-Up：
● 學生根據洪瑞麟自述〈我的礦工日記〉及「洪瑞麟在

1990年的錄製的影片口述」思考：

○ 用一句話定義洪瑞麟的生命，你會怎麼定義？

○ 對洪瑞麟來說，生命中的真、善、美是什麼？

○ 生命短暫，人生的價值有許多面向可以追尋，如

果用一句話來定義，你會想怎麼定義自己？（如

果還無法定義，換個角度思考：你期待自己成為

怎麼樣的人？）

5’

25’
(30’)

15’
(45’)

紀錄片連結

https://www.
youtube.co
m/watch?v=
xOJOg91rG
OY

參考學習單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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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畫作，並回答下列問題

這幅畫中似乎發生了什麼？你看到了什麼讓你這麼說？

你有什麼感受？你會如何形容這種心情？

在場景中選擇一個人物並仔細觀察。你從他的面部表情和姿勢中
注意到什麼？他可能在想什麼或感覺什麼？

你認為這位畫家希望透過這張畫作傳達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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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料

礦工頌 洪瑞麟（1912-1996）

愚鈍  粗魯  醜陋  嗜酒  貧困  好賭是你們的外衣
耐苦  冒險  勇敢  率直  素樸  莊嚴是你們的本體

恐龍跋扈 原生淋鬱茂德世界早已覆滅
原生林的化身 - 媒

億萬年橫臥在岩層深處安眠  瓦斯嚴密地守衛
啊 偉大地無名勇士們  用你們渺小的手  汗和手

開拓地下數千公尺的中生記層

巧奪了神的秘藏  奉獻給人世  啊
你們是背十字架的一群 是米開基羅璧畫的精華

是傑克梅第雕像的本質

著著無日無夜的奧闇世界  與幽寂的大自然搏鬥
你們滿體的傷痕 正是原始人的紋身 勇敢與榮譽的記號

苦力之極限  昇華為神性
苦鬥使你們的英俊變醜形

粗魯 愚鈍 是痛苦的代辦
酒和賭聊為你們冒險的慰藉

崇高的人類拓荒者

我握著禿筆 凝視三十多年的
領悟到美與醜原是一樣的哲理

虔誠地繼續探首你們的奧秘

刻畫在紙與板上  永遠的讚頌

▶根據資料，完成CSI歷程

Color
選出一種你認為最能展現
這個觀念價值的顏色

Image
描繪出一個你認為

最能掌握這個觀念價值的圖像

Symbol
創造出一個你認為最能展
現這個觀念價值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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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麟礦工創作的自述
洪瑞麟在1990年的錄製的影片口述（以下為口述）

● 關於我的圖的問題，大家一直很關心說，到底在追求的是什麼？要畫什麼？這個問題，我相信差不多我的感覺和表達，眾人都能瞭解，第

一重要就是我的圖在追求「真」、「善」、「美」這三個問題而已，所以通覽我一生的作品全體來看，感覺到分成很多階段，但是畫的範圍很

寬。不是說只有礦工還是裸女，還有風景，還有對地底、地上、天上這部分，可以說宇宙間森羅萬象都包括在裡面，所以我的畫就是只有

「真」、「善」、「美」這三個句來做我的圖的本質。」

● 大部分的人關心到我的圖，尤其是礦工這部分，因為這部份占我一生的中間，三十五年都是在礦場活動，所以大家都關心的是礦工生活。

這個感受，我覺得大家都要理解，因為我畫礦工的原因就是從「真」出發跟「善」這兩個部分來解釋。」因為「真」是真心，沒「嘐潲」(誇大虛
假)，礦工的生活就是那樣，都很率直，很天真，都沒虛假。普通社會在生活的中間，大部分大家說話都有包含了真跟假，我看大部分真跟
假都摻在一起講的，這種生活比較多。但是礦工的生活，是為了工作在苦勞甚至捨身，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對社會上而言，

事實上他們是做很偉大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都是為了眾人、為了社會的福祉努力，他們本身的所佔(所得)部分，實在是為了糊口而已，
所以他的生活都沒虛假，很率直。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他們不講虛偽的語言，從不做假的事情。再一條(一個理由)，我說的「善」。這個「善」
，就是礦工的努力，可比擬我們說有一個宗教性，它是很嚴肅，這點現在看起來，實在也是善的一種表現。表現礦工的心意，因為是根據我

有一個感動，這個感動是在日本一個畫家去戰場活動，欠缺材料，欠紙、欠筆，「無法度」、「孤不衷」(沒辦法的辦法)
● 關於時代的思想，我覺得非常有關係，因為我畫礦工，是受到十九世紀那陣子幾個畫家的影響，像米勒、盧奧，畫的是要表達人生的問題，

還有宗教的性質。米勒尤其是影響我，我從早期畫礦工一直固執著，都沒放棄，原因就是先人前輩表達這種宗教的情懷，描寫黃昏在工作

完之後的祈禱(米勒晚鐘)，作品裡面有苦勞的工人或農民，農民的生活他也描寫很多。人生價值的探討米勒對洪瑞麟影響很大，但還有一
位是比較近現代的畫家盧奧，對他影響更大，他說:我看到他的作品一下就感動，還沒說什麼思考、什麼想法，因為他的作裡面，不是漂亮
與否的問題，而讓我感覺純粹。他的表達不是注重表現，而是探討人生的價值這麼深沉的問題。」比如說馬戲團的小丑是演給人家看，變東

變西(表演各式各樣)，不過事實上內心是很痛苦，表面在笑，內心在哭，那是在表演。盧奧的作品，一方面畫基督釘十字架，苦難的場面他
畫很多，還有一方面，他畫「賺食查某」(妓女)也很多，我感覺「賺食查某」(妓女)也是拿十字架這種苦難的人。他所畫基督，我感覺可以淨化
人的心靈，把它淨化跟美化出來。

延伸思考：

1. 若用一句話定義洪瑞麟的生命，你會怎麼定義？

2. 對洪瑞麟來說，生命中的真、善、美是什麼？

3. 生命短暫，人生的價值有許多面向可以追尋，如果用一句話來定義，你會想怎麼定義自己？
（如果還無法定義，換個角度思考：你期待自己成為怎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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