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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與『影子化妝師』的相遇
彰化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橋頭國小賴亞倫老師

壹、內容說明
一、單元名稱：柯南與『影子化妝師』的相遇

轉化版本：南一一下第六單元

二、適用對象：小學一年級
三、教學總節數：共 12 節，480 分鐘。

貳、課程設計理念：
現有的各版本課程設計明顯的將生活課程分割為自然、社會與藝文。轉化的目的是為
了將彼此的關係銜接起來，讓生活課程單純的就是生活課程，而不是拼拼湊湊的科目，更
不是只是為了上生活課程來照本宣科。應該是培養孩子們發現到問題，探索現象、尋求解
決方式並探究更深層的知識，這個知識是由自己的經驗與解決問題的同時累積與轉化而
成。因此，針對現在的生活課程的各個版本，教師必須具備轉化教材的能力以適應孩子真
實情境的自我成長學習。
本課程進行設計之初是以兒童就有如偵探一般的好奇心與疑問切入引起動機，經由發
現問題，進而尋找答案，發表他個人獨特的意見。在探索過程中獲得樂趣，也發展出解決
方法，讓兒童認識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探究問題、組織知識、學習做事的方法、提
升美感經驗、擴展想像力、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的態度、學習經營生活。
教育的目的是為了解決生活上所遭遇到的問題，教育的一切都是為了讓生活更美好。
「教育不再是以過去的知識，去教導現在的孩子適應未來的社會。」因應新課綱的來臨，
生活課程教科書教學的轉化與切合微調課綱精神發展課程，能促使教學順暢與貼近真實學
習。不論對大人還是孩子們而言，生活就只是生活，不是分裂、分割的知識，是發展各方
面知能的源頭。
微調課綱真切的展現了學習的寬度與深度，讓老師更能發揮其教學專業能力，也讓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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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孩子們能在其中依據自己的能力獲得真實的學習。更實現全人教育與尊重人類的多元
智慧，讓孩子的潛能得以發展，讓每一位天才都能被適時的被發現與肯定。每個人都有被
喜愛與被讚美的權利，更應該活在了解自我、發現自我與尊重彼此的教育環境，方能增進
國家未來之競爭力。

參、教材架構及分析：
一、課程架構

活動一 「案發當時」

活動二「搜尋證據」

活動三「線索說話」

活動四「還原現場」

活動五「公布真相」

活動六「真相大白」

二、主要教學活動：
活動名稱

教學設計目的

活動一「案發當時」

開始上課時，以柯南為主角來引起動機，藉由柯南偵探發現

（ 80 分 鐘 ） 第 1 節

問題與探索、探究的精神，強化孩子們的好奇心。經由影片
小女孩與影子的互動，串連一個具有劇情性的故事，而整個
故事的發展，將由每位小孩自己來扮演柯南，由發現影子與
個體的關係，再發現到光源、光線與個體及影子的關連，自
己慢慢編寫出屬於自己的劇情。

活動二「 搜尋證據」

藉由發現影子會變長、變短的特性，來培養觀察與統整的能

（ 80 分 鐘 ） 第 2、 節

力，進而能分辨方位，訓練孩子的探究精神。過程當中可察
覺不同的形體與姿態會有不同影子形式。

活動三「發現線索」

在探索的過程中，必須建立起深入的探究精神，在繪畫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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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分 鐘 ） 第 4 、 5 、 6 為「光源、物體與影子」中，由孩子自己發揮想像力、創造
節

力與追根究底的偵探精神，促使孩子再去探究個體與影子的
特性。不因困擾或一知半解而學習錯誤，引導孩童求證再求
證，亦可增進其自信心。

活動四「還原現場」

引導孩子們思考生活環境中有哪些光源是會產生影子，而不

（ 80 分 鐘 ） 第 7、 8 節

同的光源是否會使同一個體有不同的影子呢？影子有何不
同呢？再經由觀看手影的表演影片與皮影戲的關係作個串
連，來啟發孩子的創意思考。

活動五「公布真相」

「影子化妝師」將讓孩子盡情與盡力的去表現自己與團隊合

（ 80 分 鐘 ） 第 9、 10 節

作的精神，讓孩子由原本習慣繪畫的鉛筆畫紙，轉換為粉筆
與球場，讓創意無限擴展與延伸。當然在過程當中將讓孩子
們經由親自的體會當中，在發現到太陽、個體與影子另一層
次的關係。

活動六「真相大白」

最後將觀察、摸索、探究與發展的過程作總整理，以學生自

（80 分鐘）第 11、12 節

己所經歷的過程來編寫出自己的名偵探柯南故事，老師將審
判與公布答案的角色交由學生發表。

叁、應用之能力指標及達成各能力指標之教學目標：
一、單元目標
(一) 藉由小女孩與影子的影片來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讓孩子學習柯南偵探的精
神，發現影子與個體的關係，進而探索到光源、光線與個體及影子的關連。
(二) 透過影子的變化來探索其原因及其關連性，進而能判斷與分辨方位與陽光與時間
其特殊關係之處。
(三) 經由創作「光源、個體與影子」三個關係來啟發、培養孩子的觀察力、創造力，
並透過繪畫創意表現利用，讓學生學習一再觀察來證實光影的關係。
(四) 利用日常生活體驗與觀察，讓孩子瞭解到光源的不同與光源的變化所造成的影子
的不同。
(五) 利用真實的體驗來感受到陽光的可愛之處，並延伸孩子們的創造性，來啟發孩童
多元的發現與善用資源的能力。
(六) 成就孩子的想像與現實的結合，以培養與肯定其解決問題的能力。

二、能力指標（九年一貫生活課程課程微調修正版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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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元目標
1. 藉由小女孩與影子的影片來引起

二、相關能力指標
〈探索與體驗〉

孩子的學習動機！讓孩子學習柯 1-3 索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種網絡之間
南偵探的精神，發現影子與個體

的互賴與不可分離性

的關係，再發現到光源、光線與
個體及影子的關連。
2. 透過影子的變化來探索其原因及

〈理解與欣賞〉

其關連性，進而能判斷與分辨方 2-2 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
位與陽光與時間其特殊關係之

因素

處。

〈表現與運用〉

3. 經由創作「光源、個體與影子」 3-3 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
三個關係來啟發、培養孩子的觀

效地行動

察力、創造力，並透過繪畫創意
表現利用，讓學生學習一再觀察
來證實光影的關係。
4. 利用日常生活體驗與觀察，讓孩
子瞭解到光源的不同與光源的變
化所造成的影子的不同。
5. 利用真實的體驗來感受到陽光的

〈探索與體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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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與合作〉
4-3 聽取團體成員的意見、遵守規則、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可愛之處，並延伸孩子們的創造
性，來啟發孩童多元的發現與善
用資源的能力。
6. 成就孩子的想像與現實的結合，

〈態度與情操〉
5-3 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
適切反應的態度

以培養與肯定其解決問題的能
力。

肆、教學活動設計（含教學步驟、策略、教學重點、教學資源及評量方式）
一、「案發當時」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第一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影子好嚇人喔！」影片、學習單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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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鉛筆、筆記簿
二、引起動機

5

E 化設備

藉 由 小 女 1. 孩子看過柯南的卡通嗎？
孩 與 影 子 2. 每位小朋友都要扮演柯南喔！因為有件奇怪

變通性評

的影片來

的事情發生了。我們必須為委託人解決他所發

量

引起孩子

生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的疑問與線索將由各

的學習動

位同學來發現與解決。

機 ！ 讓 孩 三、發展活動

5

子 學 習 柯 1. 小妹妹「影子好嚇人喔！」的影片，吸引注意
南偵探的

影子相關
影片

力與訓練觀察力。(線索就在影片中)

精神，發現 2. 觀看完畢，詢問小朋友：
影子與個

(1) 小女孩發生了什麼事？他為何那麼害怕？

體 的 關

(2) 看過影片後，各位同學有何方式可以解

係，再發現

決？並要小朋友觀察、探索思考其中的變

到光源、光

化。

5

5

線 與 個 體 3. 探討影子的活動，用眼睛觀察，並分辨彼此之
及影子的
關連。

間的相同或相異之處。

檔案評量

4. 討論每個人、每件事物個體的影子有哪些不 10

學習單

同？引導找出影子的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1) 為什麼會有影子呢？
(2) 哪些東西有影子呢？哪些東西沒有影子？
(3) 影子跟我們的生活有何關係？
(4)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跟影子你內心的想法是
如何的？說說看！
(6) 影片中小妹妹所遭遇到的情況，我們該如
何幫他解決呢？請各位同學說說看。

5

四、綜合活動
1. 透過第一次發現與探索影子的關係，我們如何
產生影子呢？
2.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你跟影子關係如何？
3. 你覺得在影子的活動中，哪一部分最吸引你？ 5
為什麼？
4. 在認識影子的觀念裡，你會如何覺得同一個個

課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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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它的影子是否會不一樣呢？
5. 在今天，各位同學都化身為柯南，讓我們一步
一步的來探索並找出影子的關鍵。
------------ 第一節結束----------二、
「搜尋證據」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10

課堂觀察

第二、三節課
一、準備活動
教師～照 相 機 、 學習單
學生～鉛筆、粉筆
二、引起動機
1. 人人都有影子，影子是由哪來的？
2. 影子是有何不同的？
3. 柯南偵探要找尋到影子化妝師的線索應該要
如何下手調查？
照相機

三、發展活動
透 過 影 子 1. 經過與孩子們共同討論影子的各種特性與樣 10
的變化來

實作評量

式之後，帶領孩子們到戶外親自找尋影子。

探 索 其 原 2. 在找尋影子的過程，還包含體驗陽光與溫度的
因及其關

關係，讓孩子們藉由親身體驗來發現。

10

連性，進而 3. 在體驗陽光與尋找影子的過程，先建立方位觀
能判斷與

念，由詢問太陽升起、下山的方向作切入點，

分辨方位

並觀察太陽的方位，來找出其他方位的位置。 10

與 陽 光 與 4. 在同一時間孩子們在操場、球場與草地上發現
時間其特

到很多不同的影子，也發現到升旗竿影子的長

殊關係之

度與升旗時有所不同，進而提出疑問。

處。

學生問：

粉筆
變通性評

(1) 升旗時我發現旗桿的影子是在我的前面，

量

現在為何旗桿變短了？
(2) 為何樹的影子變的跟早上有點不一樣呢？
老師！我的眼睛與鼻子都不見了！為什麼 20
影子裡看不到其他的東西呢？
5. 在觀察與探索影子過程中，教師適時給於提問

學習單

檔案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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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提供孩子的問題來做引導並歸納說
明，最重要在於察覺注意孩子的觀察反應。
學生問：
(1) 影子能不能消失？如果影子不見了，小妹
妹是不是就不會害怕了？
(2) 如果我們在晚上時影子就會消失了啊！但
白天就會又出現了。(此時孩子們為了讓影
子不見而開始奔跑)
(3) 老師！我的影子不見了！因為我跑到樹蔭
下，我的影子就不見了啊！
大哥哥他們在打籃球，但籃球跟影子是分開的 20
ㄟ！我們也能讓影子跟我們分開嗎？(孩子們開
始跳來跳去的)
6. 在孩子們的一連串發現與找尋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引導出影子長短與東西南北方位的關
係。
老師問：
(1) 影子為何會有長短的不同呢？
作業評量

(2) 如果有一天柯南迷路了，他要如何找出東
西南北的方向呢？

20

我們要當柯南來幫小妹妹找出解決他害怕的
問題，接下來我們要找出影子的特性並找出他的
弱點。我們要開始找出每一條影子的線索，找出
課堂觀察

所有的證據。
7. 請學生下課的時間觀察與記錄每一個影子長 10
短與方位的關係，最主要是以小組合作紀錄。
以一個人固定在一個地方，同時畫出他的影
子，在下一個記錄的時間，還是由同一個人來
被記錄他的影子。

獎勵卡

四、綜合活動----搶答遊戲
1. 老師提問探索過程所發現的問題，並請學生舉
手搶答，凡答對者即得一分，增加競爭的樂趣。
(1) 影子是無所不在的，在追查影子的過程

小組競賽
計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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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子產生的原因？為何會有影子？
(2) 有太陽的光源所以會有影子，那如果沒有
太陽的話，在哪裡可以看到影子？
(3) 我們發現到影子會有長短的變化，那是因

檔案評量

為什麼原因所造成的結果？
(4) 如果我們面向太陽時影子在哪裡？當我們
背對太陽時，我們的影子又在哪裡？
(5) 影子跟我們是緊密的連在一起，如何讓他 10
消失或與我們分開呢？
(6) 有哪些物體的影子是跟他自己本身分開
的？有沒有連在一起的時候
(7) 除了在太陽底下會看到影子，我們能夠自
己製造出影子嗎？
(8) 針對小妹妹被影子追的影片，我們要如何
協助解決小妹妹的問題呢？
2. 統整：
(1) 從影子的探索當中來看，孩子們對光源、
物體與影子的了解逐漸建立，但對於觀念
的深化還有待加強，因此在光源與物體及
影子的概念與觀念都還有待下一單元的深
入分析。
(2) 影子的搜尋活動暫告一段落，接下來將是
將發現到的線索作一個整理，請小朋友寫
下自己偵探柯南的發現。
----------第二、三節結束--------三、「發現線索」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第四、五、六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圖畫紙、探照燈或手電筒、彩色璧報紙
學生～蠟筆
二、引起動機
1. 以探照燈或手電筒在拉起窗簾的教室內玩影 5

評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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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遊戲來引起動機。
2. 在牆壁或黑板上黏貼彩色璧報紙，詢問我們待
會照出來的影子會是什麼顏色？
三、發展活動
經 由 創 作 1. 教師說明影子製作的方式。
「光源、個

25

□固定探照燈、手電筒與璧報紙的位置，同學

探照燈

移動位置的時候，影子大小的變化是如何？

手電筒

三個關係

□固定璧報紙的位置，而手電筒與同學的身體

壁報紙

來啟發、培

都可以移動，所產生的影子又有何不同？

養孩子的

□當我們探照燈與手電筒照射的角度是不同

觀察力、創

角度照射時，產生的影子又有何不一樣呢？

造力，並透

□讓我們一起用手或身體的影子來模仿其他

體與影子」

過繪畫創
意表現利

實作評量

的動物或物體的型態。
□撥放影子表演秀的影片，讓孩子們看看大師

影子影片

用，讓學生

級的手影表演，也可增加其創意的培育與想 10

學習一再

像力的啟發。

檔案評量

觀 察 來 證 2. 讓影子線索來說話
實光影的
關係。

□利用光源、物體與影子三者的關係來創作出 10
一張圖畫。

圖畫紙
蠟筆

□光源可以是什麼？

課堂觀察
評量

□物體有哪些？
□在你的圖畫紙裡要畫出因為光源照在物體 20
上所產生的影子，這三者的關係。
□你所畫出來的物體都必須有影子喔！影子 10
跟光源及物體之間的關係要正確，當你不知

情意評量

要怎麼畫時，我們可以到戶外來找找看，再
讓影子線索來告訴我們。

10

2. 在剛開始時可以發現孩子們都是依照往例畫
圖的模式，將主角與配角跟場景一一畫出來，
但影子的部分大多會與主體分開，此時老師觀
察到孩子的創作模式後，不要立即糾正其錯

變通性評

誤，應該請學生到教室外看看樹木、花草與他 20

量

們影子的關係，再看看陽光與影子的方向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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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3. 學生會察覺到影子與個體的連結性，並發現到
太陽的位置與影子的方向是不同的方向。此時
再次加深光源、物體與影子的觀察與認知。
4. 在著色的過程中不加以限制顏色的運用，孩子
們的影子是都是黑色的嗎？

10

課堂觀察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5. 加以改變一般人對影子的認識，能將個體與影
子作出明顯的區分，影子是彩色的也可以啊！
這樣可使孩子們的創意更能天馬行空的發
揮！
6. 完成作品。
四、綜合活動
1. 透過製作影子與玩影子遊戲的過程，讓孩子們
充分發揮自己的創意。
2. 依觀察到的光源、物體與影子的概念來畫出三
者的關係，是再次深化理解的程度，更強化孩
子們的專注度與啟發創意。
3. 作品分享：
□各位同學覺得哪一件作品畫得最正確呢？
□誰的影子最有創意呢？
□要畫出光源、物體與影子的關係，要特別注
意到什麼呢？
4. 讓我們一起在教室外的藝術走廊辦畫展吧！
----------- 第四、五、六節結束---------四、「還原現場」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第七、八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影子相關影片、探照燈、手電筒、白色布
幕與布景、玻璃紙
學生～娃娃或布偶、自己編織的柯南劇本
二、引起動機
1. 撥放皮影戲的影片來吸引孩子們的好奇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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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認識影子的其他用途。

5

2. 讓孩子們自己能利用自己所編的小小柯南「影
子化妝師」劇情與自己帶來的布偶來上演一場
利用日常

偵探皮影戲。

生 活 體 驗 三、發展活動

5

與觀察，讓 1. 利用小組分組的功能，串聯同儕之間的創意與

探照燈、

孩子瞭解

思考，利用每個人的自編劇本來作統整，由孩 10

手電筒、

到光源的

子們自己討論出彼此接同意的劇情表現。

玻璃紙、 實作評量

不 同 與 光 2. 給一個時間排練劇本與分配表演角色，讓孩子
源的變化

們都能參與其中，讓每位孩子的觀察與發現都

所造成的

能被肯定，因此教師必須在小組之間巡迴觀

影子的不

察，並給於適當之肯定，協助工作分配。

同。

3. 將現場的場地分配完成後就是公演的開始。

璧報紙、

30

□觀賞劇場的禮節必須加以指導，促使孩子們
都能給於對方肯定，亦讓表演者能在這表演

情意評量

當中獲得自信心與榮譽感。
□學生布偶影子劇場的表演必須跟我們的偵
探發表縣所與尋找證據相關，希望孩子們能
在每一個課程單元中自我統整知識與觀
念，讓解決生活的能力能更具體實現。

布偶
10

自編劇本

實做評量

4. 請同學事先將自己小組的角色與劇情作一個
簡單的介紹、讓孩子們的角色認知能更確實， 10
以避免上表演時的認知與劇情混淆。
5. 透過布偶影子戲表演，請學生發表自己小組所
討論出來的故事。

變通性評
量

6. 影子戲的表演時，可利用彩色玻璃紙套在燈架
的外框來改變燈泡或探照燈所發出來的顏色。
7. 請學生分組表演，可邀請班級家長或隔壁班的 10
同學一起來欣賞觀看，擴大提供表現與增進信
心的場合與機會。
8. 若學生在表演有問題時，教師可隨時加以輔
助。
9. 各組學生輪流上台表演，其他人在台下欣賞。

檔案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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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1. 透過布偶的影子戲的表演將孩子們的創意能
有所發展。
2. 與孩子們一起想想討論在整個課程發展當中
所發現到最有趣的事，進而說明他們的發現，
要如何解決問題應該建立的態度。
3. 小妹妹所發生的影子事件經由現場還原之
後，建立起孩子們的解決問題與探索、探究的
能力。
--------- 第七、八節結束---------五、「公布真相」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第九、十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粉筆、資源再利用的裝飾品
學生～各式各樣複合媒材
二、引起動機

10

1. 老師發現到柯南有一位勁敵叫做「影子化妝
利用真實

師」，要如何找出他呢？。
學習單五

的 體 驗 來 2. 老師準備了很多的工具，有粉筆、彩帶、紙箱、
感受到陽

盒子或回收的衣服，讓我們一起到籃球場找出

光的可愛

「影子化妝師」吧！

實作評量

20

之處，並延 三、發展活動
伸 孩 子 們 1. 經過先前的探索學習，每位小朋友發給一支粉

粉筆

的 創 造

資源再利

筆，請小朋友畫出自己的影子。

性，來啟發 2. 依據各個孩子自己所思考的方式、經驗，引導

用的裝飾

孩童多元

孩子分組討論如何將一個或兩個人的影子能

品

的發現與

完整的畫出來，並分享各自小組不同的創作意 20

各式各樣

善用資源

義。

複合媒材

的能力。

量

3. 在學生分組彩繪自己的影子時，教師應觀察各
組之動作表現，並給予適時、適當的指導。
4. 各組就該組的彩繪影子的方式上台解說，請同
學給於回饋。

變通性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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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來延伸活動的表現方式，請各組學生一起
參與「影子化妝師」進化版活動，利用老師所
準備的東西〈彩帶、報紙、衣服、帽子及其他
可利用之複合媒材〉，或同學自己回到教室拿 10
出可以使用、裝飾的物件，來將「影子化妝師」
情意評量

作成一個裝置藝術。
四、綜合活動
1. 經由尋找「影子化妝師」的彩繪與裝置藝術的
過程與分享的過程，傾聽孩子們真實的感想。
2. 如果今天小妹妹被影子嚇到的時候，各位同學
剛好在身旁看到，孩子們你們會怎麼解決呢？
3. 各位名偵探柯南的分身，追查陽光跟溫度、時
間跟太陽、方位與太陽、光源與影子等關係。
4. 請各位同學將柯南與「影子化妝師」的相遇過
程，及如何為小妹妹解決問題作一個小故事，
請填寫在學習單內，你也可以用畫的來說明。
--------- 第九、十節結束-------六、「真相大白」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第十一、十二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有故事劇情的影子影片、學習單
學生～鉛筆、橡皮擦
二、引起動機
成 就 孩 子 1. 撥放有故事劇情的影子影片給孩子們欣賞。

10

有故事劇

的 想 像 與 2. 請同學說出故事內再說的故事為何。

情的影子 教室觀察

現 實 的 結 三、發展活動

影片

合，以培養 1. 歷經一連串的探索過程，我們發現到光源、物 30
與肯定其

體與影子的關係，請將你創作出來的柯南與

解決問題

「影子化妝師」的相遇故事與同學們分享。

的能力。

2. 影子化妝師的發展，每位同學有何新發現？
(1) 扮演柯南探索「影子」的活動過程中，你
發現到哪一個事件最吸引你？感覺？

情意評量

鉛筆
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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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評量

(2) 我們針對此次認識光源、個體與影子的活
動，我們也從新學習到了太陽、影子、方
位、方向、時間與體會到溫度與身體的感 25
覺，因此，對我們以後會有怎樣的幫助？
請說說看！
3. 針對「影子化妝師」我們不只是畫出來，我們
還製作了「裝置藝術」
，你的感想如何？
(1) 只要我們多動動腦，我們如何更有創意
呢？
(2) 孩子們！我們是不是也可以做到像偵探或

學習單六

發明家一樣的想法與發現呢？要如何做？
3. 在我們自己帶來的布偶所演出的布偶影子
戲，你覺得還有哪些東西可替代演出呢？
6. 經由這次的活動，孩子們你們學到什麼呢？

15

四、綜合活動
1. 教師歸納說明與鼓勵。
(1) 在體驗、探索與探究「影子」的活動當中，
我們發現到不論是我們自己或其他物體，
只要是看得見型體的，在光源下都會有影
子。
(2) 在探索當中，我們體驗到觀察與比較之
後，再多看、多聽、多想、多做讓我們的
視野與觀感更不一樣，且深深的將認知的
知識刻畫、內化在心中！
(3) 在往後的日子裡希望孩子們能將此次的學
習活動靈活運用，不只是學習到應該學習
的知識與能力，也將「影子化妝師」創意
運用在自己的內心與思考當中，並且能有
自我肯定與表現之機會。
--------- 第十一、十二節結束--------

總結性評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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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影子的化妝師」是一篇扣連當代孩童們共同經驗來開啟科學探索教育之
教案。作者藉著「名偵探柯南」這家戶喻曉的卡通作為出發點，連結「光」和
「影」的物理現象，來設計人與影互動的「影隨形」探索活動，透過小女孩與
影子的影片來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是很好的切入點。尤其，這些經驗往往提
供很好的科學教育素材，而能導引學童藉由「歸納」和「演繹」的實證與推理
過程，來「發展抽象能力」的教學。
可惜的是，作者在教學活動設計的序列上，前後的一貫性存在不少斷裂，
並沒有讓「科學教育」和「藝術人文教育」在「生活課程」中融合與統整，所
以課程目標便顯得有些錯亂。尤其，既然導引學生去探索、發現光源、物體與
影子之間的關係，是隨著光照的距離、角度等等變化，而產生影像倒映、剪影
等的長短變異；因此，要「為影子化妝」這件事，如何把影子固著成為可化妝
的對象，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就得更深入而細膩地設計，才能呼應課程前、後
的一致性。
當然，
「光與影」組合的遊戲，不論在科學教育或藝術人文教育，都可以
開拓出許多教學活動設計的空間。因此，若能導引學生藉由探索科學知識，去
除孩童們「對黑暗與暗影的恐懼」經驗的根源，在科學教育基礎上，讓學童懂
得光影原理，當然是很好的；此外，在知性探尋之外，如何開啟感性創造的一
面，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換句話說，得讓「光影」因為多變性的切身經驗，作為科學探索教育的媒
介，鼓勵學童養成科學推理和實證探求的精神，同時也回歸「以學生為主體性」
來讓學童發揮想像力，看看可以發展出哪些光影的遊戲，把光影現象轉化為好
玩的、充滿藝境的遊戲（如手影模擬各種動物剪影的遊戲、皮影戲等等）
，便可
連結藝術人文領域和創造力的教學，讓學童藉著光影現象可以有更多的體驗、
探索、和創造。
導讀者:陳思玎

16 教科書轉化~生活課程微調課綱教學案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