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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鏡我和你

嘉義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中林國小陳貞穎老師

壹、設計理念

南新國小將於四月份辦理校慶活動，各班皆須設計創意的進場活動，因此本校學生就

開始討論如何展現創意及表演；加上康軒二下教科書中有ㄧ單元「鏡子」，因此，規劃將

「鏡子」有趣的原理運用在生活經驗上，再加上以「表演創作」為課程的核心概念來設計

本課程。

在教學現場多年，總發現孩子們接觸的訊息與層面雖然越來越廣，但當要請孩子們上

台說話或發表意見時，總是害羞的無法展現自己，更遑論創意的展現；其實，我們相信孩

子的表演創意與上台經驗是需要練習與培養的。因此，本活動希望孩子能透過和同學討論

如何打扮自己，體驗在眾人面前走秀的過程，培養表現與欣賞的能力。

貳、學生經驗分析

本課程對象是二年級學生，在課程開始前，對於「裝扮」自己，或「造型」設計一無

所知，拿來的東西只會一古腦兒往身上披掛上去，不懂「裝扮」自己，或「觀察」自己這

樣的造型好不好看，比較不考慮美感及創意。

孩子們通常不善於運用自己的五官來觀察週遭的人事物，「五官」對於孩子而言只是

「看到」、「聽到」或「嗅到」花花世界的工具，卻不懂得善加利用去覺察四周圍細微的

變化，並將聽到與看到的資訊做「整理」及「比較」。因此在找誰是「模仿的人」的過程

中，課程一開始，很多孩子只是先「猜測」，而不是透過眼睛的觀察，找出誰是模仿的

人。

老師自平時的教學發現，二年級的孩子習慣在標準的圖畫紙或學習單上作畫，不管是

用色色調或是線條都不大膽，總擔心凸出版面或線畫得不夠直等問題，顯示出孩子不敢展

現自我。

參、應用之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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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其長處。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

趣味。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肆、單元教學目標

1.能表現自己裝扮的特色，認真欣賞別人的演出。

2.能遵守表演禮儀，愉快的進行肢體活動。

3.能對別人的作品，給予適當的修正意見，並與同學參與調整裝扮方式。

4.能利用各種素材，用心製作自己的創意造型。

5.能觀察出誰是表演者。誰是鏡子裡的人。發現他們的不同點。

6.能發揮小組合作的精神，共同完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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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脈絡

陸、對象：國小二年級

柒、節數：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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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學活動流程

活動主題一：大家好young

活動名稱 教學流程 老師想法 能力指標

造型設計

服裝走秀

課前準備：通知家長，協助蒐集家中

可以裝扮自己的東西。

一、 個別造型設計：將帶來的東西，

裝扮在自己的身上，老師鼓勵同

學自己或互相幫忙，只要是自己

認為最棒的方式即可，能展現個

人特色的越好。

二、 輪流上台走秀，兩人一組走秀，

讓孩子走到定點做一個自己認為

最可愛的動作，再繼續完成台

步。

三、 其他小朋友當觀眾欣賞表演，學

習別人裝扮的方法，選出最佳的

模特兒。

四、 數個人一組，一人當模特兒，其

他人當造型師，幫模特兒做造型

設計，還有動作肢體要如何展

現，適時的調整，派出組內的最

佳模特兒。

五、 修改後各組模特兒上台走秀，展

現自信與肢體協調，全班票選最

佳的創意表現。

希 望 在 運 動 會

前，孩子能有充分的

練習機會，因而請孩

子帶物品來裝扮自

己。此外，也希望透

過走秀，讓孩子更有

自信面對觀眾；台下

的觀眾能懂得如何欣

賞別人的造型，並予

以尊重。

1-2

2-3

3-1

5-4

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孩子對於在眾人面前「走秀」很陌生，平時也少有機會讓孩子在大家面前擺出姿

勢，因此一開始大多數同學總是相當膽怯，互相推著讓別人先走，第一次練習後，雖然

大家都願意上台，但肢體動作總是略顯生澀「放不開」。可見孩子表現自己「肢體語

言」仍不熟練。

此外，很多孩子一開始就馬上問「要裝扮些什麼？」或「要怎麼裝扮？」總是希望

老師能給予最直接的想法。老師婉轉的拒絕，請孩子自己操作，從裝扮到調整動作，老

師並沒有給予太多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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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與省思

有些孩子會說不知道要怎麼弄，顯露自信不足，老師只能鼓勵孩子自己可以多嘗

試，或請同學幫忙，只要是自己認為最棒的方式即可，越能展現個人特色的越好。剛開

始孩子略顯羞澀，不敢一個人走伸展台，所以權宜兩人一組走秀，孩子有了友伴的支

持，比起自己一個人上台，感覺比較自在，但離「自信」仍有一段距離。

課程進行中曾問孩子「你是如何準備自己的創意造型秀？準備了哪些東西？有沒有家

人給予協助？」透過討論，聆聽同學的意見，學會運用不同素材呈現自己最美的一面。

不過，同學對要做創意造型秀，興致盎然，早在一個星期前就急著問班級老師，什

麼時候可以將東西帶來？在家中蒐集東西，有的是姊姊的美勞作品，有的是和媽媽一起

完成的，全班的展現都各具特色。走秀完的小朋友，擔任觀眾的角色，學習欣賞不同的

創意表現。有小朋友特別喜歡小瓢蟲造型的創意，也有喜歡造型帽子的色彩，不管甚麼

樣的造型，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孩子能透過探索各種素材呈現的可能性，經歷在眾人面前

當一位「麻豆」後，學會勇敢的走上台，熱情的展現肢體協調走秀。

活動結束後，帶領孩子討論，說出同學優缺點，自己認為可以怎樣會更美？學會如

何給同學不同的意見，欣賞他人和自己的優點，比較裝扮上的不同或相同處的美感。

如何讓他看到自己的優缺點？提出鏡子可以照見自己的影像，調整自己的姿勢表

情，對著鏡子笑它也會對著你笑。學會用最舒服的姿勢態度與人相處，讓別人也樂於和

你相處。最後經由提到鏡子帶入下一個活動—誰是「模」鏡？

我想走秀在於展現個人的特色，讓學生有展現自我的機會，對美的標準在討論中得

到較為一致性的體驗。對於日後面對需要他人，展現自己時，能有足夠的勇氣面對。

活動主題二：誰是「模」鏡

活動名稱 教學流程 老師想法 能力指標

找出鏡中人 模仿遊戲：誰是鏡子？

一、 全班帶到舞蹈教室活動，對著鏡

子做各種肢體活動，加上音樂旋

律展現動作，隨意舞動自己的身

體，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和鏡外的

自己有什麼不同處？

二、 兩人一組，一人演鏡子，一人

當表演者，表演者做動作，鏡

子 人 跟 著 做 動 作 ， 猜 猜 看 誰

是 表 演 者 。 觀 察 鏡 子 人 的 動

作，與表演者的動作有哪些不

同？經由學生幾次的經驗，他

們發現觀察其中的動作速度差

異 ， 就 能 找 出 表 演 者 是 誰 。

上一個活動讓孩子

對造型與姿態有初步

認識，我發現孩子在肢

體上仍放不開。坊間有

許多美姿美儀的課程，

都會讓學員面對鏡子學

習，我因而聯想到讓孩

子到舞蹈教室面對大面

鏡子，並檢視自己的動

作。

1-1

1-2

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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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領袖

模仿遊戲

三、 加深難度，玩找領袖的遊戲，由

一人去觀察全班，發現誰是表演

者？

四、 與學生討論該如何深入觀察，才

能找出表演者？

五、討論在遊戲中學生發現了什麼？

照鏡子的活動後，

緊接著安排兩人一組

與多人一組的模仿動

作。我希望透過「鏡子

模仿」，孩子能伸展自

己的身體，擴展自己的

身體語言；透過「找領

袖」，能培養更敏銳的

觀察力。找領袖並不容

易，孩子必須先仔細觀

察這一組人的動作，再

比較這些人動作的些微

差異，領袖的動作一定

比模仿者的動作來得快

一些，必須細心觀察才

能正確找到領袖，而非

隨便猜測。

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觀察與模仿在學習上是一件重要的事，經由第一節的創意造型，孩子先體驗造型設

計。在鏡子前面做出動作，欣賞自己的肢體表現，透過觀察覺知表演與模仿的差異點，

經由討論，共同歸納出觀察的重點，解決遊戲的困境。

教學成果與省思

肢體動作表現是低年級比較有興趣的活動，在舞蹈教室中，讓孩子自由的發揮原

創，由原本的生澀到能自由的展現肢體，對著鏡子做各種表現。在「找領袖」的遊戲

中，讓學生發揮觀察力，討論如何才能找到領袖？如何才不會被發現？瞭解遊戲的規

則，不會透露領袖的位置。利用豐富的觀察力，找到最先換動作的領袖。

兩人一組相對遊戲時，勇敢的展現動作讓對方模仿，配合音樂更能讓孩子跟上節

奏，做身體的伸展與表現，在鏡子前面的鏡中人，可以發現與表演者左右相反，前進後

退及上下的方向是一致的。

整個活動進行中，學生一直是興致盎然，找領袖的觀察在不同的學生有明顯的差

異，先導引請你跟我這樣做，讓學生能跟從領袖做動作，由學生去歸納出如何才能找到

領袖？要怎樣才不會被發現領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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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三：畫出好樣

活動名稱 教學流程 老師想法 能力指標

地板動作

畫出好樣

肢體展示

ㄧ、 接續上一節活動，讓學生畫出印

象中最生動的畫面，肢體動作的

呈現越誇張越好。

二、 將全開的圖畫紙放在地上，學生

兩人一組，一個人擺動作，另一

人將動作描繪在紙上，並且著上

顏色。需要提醒用筆時小心別畫

到衣服，除了描摹動作，也讓學

生在肢體的圖像上做創作，結合

藝術與人文的創作表現，整張全

開作品完成需要三到四節課。

三、 將紙張立起來，由學生擺出相同

的姿勢，感受左右相反的鏡子效

應。

四、 畫完後再讓他在鏡子前表演一

次，與畫中同樣的肢體活動，體

會相對的位置。

本活動設計仍以增

進孩子肢體表現為主；

同時也能將孩子最特別

的姿勢，以攝影之外的

方式呈現。

活動設計要求孩子

以「最誇張」的姿勢躺

在紙張上，讓其他同學

描繪動作；畫好後孩子

還要能在鏡子前表演和

畫一樣的動作 ，讓孩

子能夠更自在的伸展肢

體。

1-2

3-1

4-3

5-4

學生生活能力分析

將立體的動作轉化成平面的創作，經由描摹，再加入個人與集體創作，在繪畫中充

分發揮想像力，學習將最美的創作讓大家欣賞。平常都畫慣八開圖畫紙，當學生第一次

看到全開圖畫紙時，露出一份驚嘆。開始作畫時，孩子仍停留在過去畫小圖的習慣，因

而必須要不斷提醒孩子「圖可以畫大一點」。

教學成果與省思

剛開始孩子的肢體容易受紙張的限制,動作大多是直立姿勢，經由鼓勵四肢伸展，能

有不錯的表現，對畫肢體四週，因有畫手掌畫的經驗，描繪的問題不大，只要多提醒沿

著身體動作周圍，不要畫到衣服，畫出肢體表現，大致都能有不錯的表現，在肢體的呈

現還需提到，不要做呆板的立正姿勢，四肢變化能越豐富越好，描繪用大支的麥克筆會

比較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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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創意造型展現自己最帥的動作表現 美麗的肢體動作讓自己的造型更有可看性

利用身邊的東西製造成身上可以展現的素材
報紙做的帽子，黑色垃圾袋做的披風，
大家來個大合照。

兩人互動模仿對方的動作 對著鏡子創作屬於自己的肢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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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自己的造型 是不是很帥呀! 猜猜看誰是鏡中人？你發現他們的不同嗎？

你趴下鏡子也會趴下，上下是一致的喔！ 躺著做肢體展現有點挑戰性！

描好肢體動作，加上各組的創意美化圖像。 我們的設計很不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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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這是一個有趣的教學設計，因為校慶的需求，教師巧妙的與課本中鏡子的單

元搭配，發展出一系列的造型設計、服裝走秀、肢體表情的模仿遊戲和勾勒肢體

的圖畫創作等教學活動，過程中教師也因為學生能力的表現而不斷的調整教學的

方法與策略。

一開始，教師讓學生自己帶東西來裝扮自己，教師發現學生雖然常看電視，

也都有很豐富的「欣賞」經驗，但是，遇到自己要如法炮製時，孩子卻膽怯了。

我們會發現，「知道、看到」是一回事，但要「做到」卻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孩

子或許常在新聞或一些電視節目中看到走秀的模特兒，但是，看電視的同時並沒

有人陪他討論，陪他去發現箇中的難處與巧妙之處，因此，當孩子有機會實作

時，他們卻常是手足無措的。不過教師並不急著教會孩子所謂大人的審美觀，反

而將焦點放在讓孩子「自在」的展現自我，因為孩子一個人會怕，教師適時調整

策略，讓孩子兩兩分組，果然讓孩子從中建立了信心與能力。

接著，當教師發現孩子肢體放不開、觀察能力不夠時，又設計了一連串讓孩

子展現肢體的教學，更巧妙的利用了舞蹈教室的鏡子，讓孩子有機會去仔細觀察

鏡中的肢體變化與相對位置，最高潮的應該是教師設計了兩兩分組的「猜測鏡子

與真人」和「猜領袖」遊戲，為了準確猜測鏡子與真人的動作，迫使孩子不得不

打開觀察的眼睛，仔細去觀察，因而提昇了觀察和判斷的能力。

最後一個活動，教師希望孩子能將初期發展的肢體做一個展現，所以，希望

孩子將人型畫下來，這樣的安排又開創了孩子另外一個能力。以前，孩子只會做

小肌肉、小圖樣的描繪，但藉由這樣一個活動，孩子不但必須盡量展現自我的肢

體，還必須要能描繪大型的圖樣，對孩子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他們勢必要

同時動用到大肌肉和小肌肉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一個走秀的課程，結合了自然科學中的鏡子，也讓孩子有機會去做肢體的伸

展，畫出人型大的圖樣，更能在走秀的過程中因著不同的音樂做身體的律動，這

樣的設計，讓孩子以不同的樣貌進行學習，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也就能用各種不同

的表徵方式做展現，是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多面向發展教材。

本教學設計若能在孩子操作、創作表徵後，提供孩子充分討論、思考、修正

與調整的機會，鼓勵孩子呈現其相關的想法，進而感受與發現到自我想法或操作

的可能性以及行動經驗間彼此的影響，逐漸使課程面向從外在的表現推向內在的



嘉義縣生活課程輔導團——「模」鏡我和你　283

覺知，以做為孩子確認自我的基礎，孩子將能看見每次探索和體驗的意義，利用

課程中培養的生活能力收集確認自我所需要的種種要素，在人事物中找到自己。

此外，在畫完大型圖樣後只讓孩子在鏡子前表演一次與畫中同樣的肢體活動，體

會相對的位置，顯得有些單薄，建議可讓孩子由真人走秀的服裝表演，延伸到類

似百貨公司櫥窗的模特兒展示或是拍攝平面廣告的概念，讓孩子的作品有一個被

布置展覽的機會，也有一個完美的收尾動作。



284　生活課程教學案例——看見兒童的生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