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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名稱:全面啟動-真實世界的永動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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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學習區─永動陀螺】課程設計構想 

    本園(東興國小附設幼兒園)自創園起學生以中、大班為主，但近年因鄰近幼托機構陸續開設

的影響，收托的學生年齡層也跟著下降，從初期的大：中：小＝3：2：1，逐步變化為今年的1：

1：1，年齡差致使的基本能力差異也越加顯著。為因應此現象，園內討論後決定將「主題教學模

式」改為「學習區教學模式」，在各個學習區內設計差異化的教具，讓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在探索中

成長的樂趣。 

    本園目前有兩個班級「樟樹班」

與「欒樹班」，均為大、中、小混

齡，教室內設有六大學習區，分別為

美勞、語文、建構、數學、扮演與積

木區，每天約有九十分鐘可在學習區

作不同程度的探索。老師在各個學習

區內依據幼兒的能力、興趣與設定的

學習目標，設計不同的區中區，如：

美勞區中設有水彩、編織、串珠、著

色與環保素材創作區等。各個學習區

與區中區的教具設計與擺設，會依幼

兒在學習歷程中的操作狀況作調整，

適時增加教具的難度並提供鷹架，引

導幼兒學習的步驟更細緻化，幫助幼

兒在學習區裡有更完整的探索歷程。 

     本教案設計以「Gigo區探索」為主軸，樟樹班的建構區在學期初設有的區中區分別為 Gigo

積木、大顆粒積木、磁力片、Lazy積木，Gigo區的積木操作一直是幼兒非常喜愛的熱點區，從仿

照圖卡認識積木的顏色與形

狀，接著進行積木塊的平面

組裝，最後嘗試立體的作品

並發揮創意自創作品。「永動

陀螺」是幼兒在此區自由探

索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活

動，歷程中發現積木可以轉

動、幼兒開始模仿成功轉動

的作品做陀螺、討論各種轉

動方式的差異、為什麼別人

的可以轉動，我的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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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 P(計畫)→D(執行)→C(檢核)→A(行動)的循環歷程，培養幼兒動腦、動手的能力，以及學

習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最後舉辦的第一屆樟樹班陀螺大賽更是建立幼兒運動家精神最好的實際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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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文案 

主題名稱 Gigo區探索 

主要概念 

    Gigo區的積木塊依照顏色、形狀分類擺放，幼兒

可參照老師提供的示範圖卡進行挑戰，示範圖卡依照

難易度分為三個階段： 

1.初階：平面作品 

2.中階：平面與部分對稱的立體作品 

3.高階：複雜對稱的立體作品 

    藉由找到同樣顏色與形狀的積木塊，仿作示範卡

作品，培養幼兒的數概念和手部控制的能力，透過自

由創作、觀摩同儕的作品，享受探索其中的樂趣。 

教學對象 
大中小混齡

(共28人) 

活動緣起 

    「永動陀螺」是從幼兒自發性的玩索過程中發展出的活動，老師觀察幼兒們

自由遊戲時利用智高積木自創出轉動的陀螺，他們開始熱烈地討論起如何讓自己

的陀螺轉動久、如何設計出有特色的陀螺，歷程中老師適時地加入討論、搭建鷹

架，開啟一段師生共構的精彩陀螺之旅。 

教學文案一 積木會轉動？ 

學習指標 

身-中-2-2-2 綜合運用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身-大-2-2-2 熟練手眼協調的精細動作 

認-中-2-3-2 與他人討論生活物件特徵間的關係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達疑問或看法 

活動目標 

1.能主動分享自己的 Gigo 作品 

2.能覺察陀螺運轉的技巧 

3.能參與討論影響陀螺旋轉的因素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每次4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在學習區自由探索發現有趣的事物 

1.請幼兒分享目前在 Gigo區完成的作品，包括平面和立體的成品。 

2.分享的過程中，老師提出幼兒們在自由遊戲時的發現─「積木也可以做

出能轉動的陀螺」，請幼兒介紹自創的陀螺。 

    
幼兒自創的陀螺 作品展示區 嘗試各種轉動 

二、發展活動：分析影響陀螺旋轉的原因 

     幼兒們對於轉動的陀螺十分感興趣，會分組

比賽誰的陀螺轉動的較快、較久，老師帶著幼兒們

討論、反覆試驗，最終歸納出可能影響陀螺旋轉的

五個要素，如下： 

〈1〉重量：幼兒發現積木數量多，陀螺的重量就

越重，重的陀螺轉動的比較慢，如果轉動時不夠

穩，很快就停了。 

宸浩跟博睿兩人比賽轉陀螺，他們發現輕的陀螺旋轉比較快、久，重的陀

螺轉動慢很快停下來，於是找了四種不同樣式的陀螺進行試驗(整理如下

表)，試驗數次後，他們發現除了重量外，其他因素也會影響陀螺的轉動。 

➢ 課程前 

1.示範卡：依照幼

兒的能力現況擺

放示範卡。 

2.學習區紀錄本：

將 Gigo區的作

品拍照記錄，將 

照片貼在學習區

紀錄本，供幼兒

翻閱、同儕互相

觀摩分享。 

  
 

3.作品展示區：供

幼兒成列作品。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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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 

    
重量 26克 33克 45克 56克 

秒數 53秒 45秒 33秒 28秒 

宸浩說：「轉陀螺要用雙手同時用力去轉，可以轉的比較快也比較久！」 

博睿：「因為宸浩常常練習啊，他很會轉陀螺。」從討論過程中，孩子們又

發現旋轉的力道跟技巧也會影響陀螺轉動。 

〈2〉旋轉的力道：大力轉的久，操作者的技巧也會影響陀螺轉動的結果。 

〈3〉操作者的技術：除了力道外，不同的旋轉手勢也會影響陀螺轉動的時

間，常常練習能增加操作者的旋轉技術。 

旋轉手勢 

 
雙手同時轉動 

 
單手操作，手腕

須扭轉180度 

 
單手直接轉動 

轉動時間
(平均秒數) 

35秒 15秒 3秒 

〈4〉陀螺造型對稱：幼兒們發現陀螺造型若四個方向都雷同較不容易傾

倒，老師請幼兒將自創的陀螺進行分類，一同歸納出「對稱的陀螺達到平

衡不傾倒」的概念。 

軸
(線)

對

稱 
 

(雖然達到軸對稱，但

四面不平衡易傾倒) 
 

  

中

心

對

稱     

〈5〉重心： 幼兒們發現當陀螺太高，一下子就倒了，若轉動的支撐點越

低，陀螺可以轉動的比較久，老師帶著幼兒進行數次試驗，將同樣造型的

陀螺拼組不同高度的支撐點，實驗後我們發現支撐點低〈重心低〉的陀螺

可以轉動的更久。 

陀螺 

    

支撐高度 
(積木塊數量) 

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平均轉動秒數 50秒 19秒 11秒 7秒 

三、延伸活動：運用繪圖、圖表等方式統整學習經驗 

1.將討論內容與幼兒一起製作成經驗圖表海報，張貼在建構區供幼兒們持

續研究與探索。 

2.鼓勵幼兒在學習區活動後將陀螺作品或當日學習區中印象最深刻的事記

錄在學習區記錄本上。 

4.網路資源：蒐集

陀螺轉動的相關

資料。 

➢ 課程中 

1.海報：將討論內

容記錄成經驗圖

表。 

2.碼錶、電子秤：

記錄陀螺旋轉的

相關資料。 

3.陀螺相關資料：

針對幼兒有討論

的內容，如「影

響陀螺旋轉因

素」，蒐集相關

資料分享給幼兒 

(↓台灣陀螺王：要轉

好陀螺，首先要練

體力跟技術) 

 
 (↓認識重心的概念) 

 
 

➢ 課程後 

1. 張貼經驗圖表海

報：將討論內容

的海報重新整理

成經驗圖表，張

貼在建構區的壁

面。 

2. 持續蒐集資料：

蒐集幼兒在陀螺

活動的紀錄。 

子璐畫下討論陀螺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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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 教師活動觀察與紀錄 

1. 幼兒能透過口頭或肢體分享 Gigo的作品。(身-中-2-2-2、身-大-2-2-2、語-中-2-2-2) 

2. 幼兒能與老師合作將討論內容製作成經驗圖表海報。(認-中-2-3-2) 

➢ 教師口頭詢問與評量 

1. 幼兒能說出影響陀螺旋轉的因素，或加入討論。(認-中-2-3-2、語-中-2-2-2、語-大-2-2-2) 

➢ 學習區記錄本 

1. 透過幼兒在學習區活動後繪製的學習區記錄本，幫助老師調整課程設計的內容。 

教學文案二 各式各樣的陀螺 

學習指標 

美-中-2-1-1 玩索各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認-中-1-3-2 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生活物件的多項訊息 

認-中-2-3-2 與他人討論生活物件特徵間的關係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活動目標 

1.能主動分享自己創作的陀螺 

2.能與同儕討論自創陀螺與陀螺旋轉要素之關聯性 

3.能嘗試將自創的陀螺用圖畫方式記錄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每次4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拓展各種陀螺知識 

1.分享多樣的陀螺資訊，豐富幼兒對陀螺的認識〈如：介紹台灣陀螺王、

陀螺文化的傳承、世界上轉動最久的陀螺〉。 

2.利用經驗圖表回顧影響陀螺旋轉的五大因素。 

3.繼上次的討論後，吸引不少幼兒來此學習區挑戰，除了仿作現有的陀螺

作品外，幼兒們用開始創作各式各樣不同造型的陀螺，過程中培養數學

概念〈從平面到立體圖形、型式概念〉，也提升設計與美感的層次。 

二、發展活動：各式各樣的陀螺誕生了 

1.請幼兒分享自創的陀螺，分享內容包括：設計理念、符合陀螺旋轉的哪

幾大要素、展示旋轉的陀螺。 

    
涪義─十字陀螺 翊安─炫風陀螺 宸浩─簍空陀螺 邦清─鉗子陀螺 

    
佑謙─飛鏢陀螺 文翊─爆級幽靈陀螺 博睿─武神陀螺 高速旋轉的陀螺 

 

➢ 課程前 

1.陀螺照片：提供

各式陀螺照片在

學習區內供幼兒

作為創作參考。 

2.陀螺旋轉要素的

海報：鼓勵幼兒

創作陀螺時檢視

是否符應陀螺旋

轉的五大要素。 

3.網路資源：蒐

集、分享陀螺轉

動的相關資料。

(↑刻有「台灣之

光」字樣的陀螺) 

➢ 課程中 

1.相機：拍照記錄

幼兒自創陀螺。 

➢ 課程後 

1.經驗圖表：將新

的討論內容到海

報內。 

2.作品記錄學習單 

三、延伸活動：幾何圖形轉換(圖面與實體轉換) 

   
1.老師鼓勵幼兒除了展示自創陀螺外，也試著將作品畫下來，改以不同的

型式(圖畫)呈現，畫的過程中幫助他們建立數概念〈數出自己使用的積木

塊數量、形狀〉，也提升他們將立體作品轉換成平面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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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 教師活動觀察與紀錄 

1. 幼兒能發揮創意創作陀螺作品。(美-中-2-1-1) 

2. 幼兒能透過口頭或肢體分享陀螺作品。(美-中-2-1-1、語-中-2-2-2) 

➢ 教師口頭詢問與評量 

1. 幼兒能與同儕討論自創陀螺符合哪些陀螺旋轉的要素。(認-中-2-3-2、語-中-2-2-2) 

➢ 陀螺作品學習單 

1. 幼兒能將陀螺作品繪製在學習單上。(認-中-1-3-2) 

教學文案三 樟樹班陀螺大賽 

學習指標 

認-大-1-1-5 運用標準單位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大-1-1-6 運用數字符號記錄生活環境中的訊息 

社-中-1-6-1 嘗試參與各種活動 

活動目標 

1.能用數字訊息、文字或圖樣記錄陀螺的相關資料 

2.能參與(以參賽者或觀賽者角色)陀螺比賽 

3.能享受參與陀螺大賽的樂趣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每次4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我的陀螺可以轉得很久! 

1. 老師發現幼兒們自創陀螺後，對陀螺的轉動十分感興趣，更發展出各自

的”捉對競賽”，為自己的陀螺命名、展示陀螺，並各自尋找競賽對象。 

2. 活動後我們將之前討論「影響陀螺旋轉的五大要素」與參與陀螺作比對，

幼兒們發現與五大要素吻合越多者，旋轉秒數真的越久。幼兒們討論後想

進行更完整的陀螺比賽，並一同討論建立起更完整的賽程制度。比賽規則

限定使用22塊以內的 Gigo積木，參與狀況比捉對競賽時更加踴躍。陀螺

製作完成後可以帶回練習兩天，並與家長一同探討。 

3. 幼兒提出想邀請爸爸媽媽和欒樹班一起來欣賞陀螺大賽，但因疫情關係，

我們僅邀請欒樹班到場，另外採用錄影方式將比賽歷程分享給家長。 

   
看看我的陀螺有多重 填寫參賽資料 介紹自己的陀螺 

二、發展活動：第一屆樟樹班陀螺大賽開始囉！ 

1.賽前登錄資料：請參加陀螺大賽的幼兒先將參賽基本資料完成〈姓名、陀     

螺命名、積木塊數量、陀螺重量、陀螺的顏色與形狀對稱狀況〉。 

2.賽前練習與預賽：幼兒們發現同一個陀螺每次轉動的時間不同，經討論後

決定預賽時需轉動20秒以上，才可進行第二輪的比賽。 

3.決賽：以淘汰賽賽制進行，值得一提的是於淘汰賽的過程中，提前結束賽   

程的幼兒，反而更投入參與整個比賽的歷程，衍伸出各自擁護的選手，甚

至組織成後援會，為自己的團隊聲援。 

4.賽後延伸：邀請欒樹班的幼兒挑選喜愛的陀螺進行友誼賽。 

    

看誰轉的久 最後決賽 分享奪冠感言 畫下我最喜愛的陀螺 
 

➢ 課程前 

1.比賽海報：製

作陀螺比賽海

報，讓幼兒填

寫參賽資料。 

2.比賽設備：

電子秤、碼

錶。 

 
(↓測量陀螺重量) 

 
 

➢ 課程中 

1.記錄歷程：

拍照、錄影

陀螺比賽的

歷程。 

 

➢ 課程後 

1.經驗圖表：將

陀螺比賽的內

容增加在經驗

圖表海報內。 

2.活動影片：將

陀螺活動的歷

程製作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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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伸活動:用各種素材創作陀螺 

1.完成陀螺大賽後，請幼兒們分享參與陀螺大賽的感受。 

2.鼓勵幼兒將陀螺比賽中印象最深刻的事記錄在學習區記錄本上。 

3.陀螺熱潮持續延續著，除了建構區外，其他的學習區也開始研究起陀螺，

如：美勞區用色紙摺出紙陀螺、隔壁班的幼兒們用不同的素材創作陀螺。 

    

研究紙陀螺的轉動 不同配色的紙陀螺 LaQ積木創作的陀螺 看看誰轉得快 
 

片，分享給家

長欣賞。 

評量 

➢ 教師活動觀察與紀錄 

1. 幼兒能使用測量工具測量陀螺的重量。(認-大-1-1-5) 

2. 幼兒能用數字訊息記錄參加陀螺比賽的資料。(認-大-1-1-6) 

3. 幼兒能參與陀螺比賽的活動。(社-中-1-6-1) 

➢ 教師口頭詢問與評量 

1. 幼兒能用口語介紹自己創作的陀螺。(社-中-1-6-1) 

2. 幼兒能用口語分享參與陀螺比賽的感受。(社-中-1-6-1) 

➢ 每個月的教學分享與學習區記錄本 

1.透過每個月的教學分享，老師將 Gigo區的陀螺活動歷程紀錄下來，請家長給予回饋，幫 

助老師調整課程設計的內容。 

省思 

1. 幼兒的階段性思考與邏輯概念：經由共同討論歸納出陀螺轉動五大要素，並不斷地嘗試拼組

陀螺，發現對稱造型能使陀螺達到平衡的效果，更進一步將現有陀螺作品分類出「點對

稱」、「軸對稱」。透過不斷試驗歸納的結果，比起老師直接傳授知識更能達到學習的成效。 

2. 透過幼兒的興趣、在遊戲中傳達複雜的知識：研究陀螺的歷程中牽涉到艱澀的力學概念，老

師在蒐集資料與鷹架的歷程常需反思如何將難懂的理論傳達給幼兒、討論到多深入，透過

「陀螺」-幼兒的興趣作為媒介，讓複雜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方法學習是很好的管道之一。 

3. 學習區是否更適合混齡教學：小班的幼兒在自創陀螺上較具挑戰性，但能先仿作中大班幼兒

的作品，進而改良自己的陀螺、提升轉動效率，期間的成就感也增加了小班幼兒參與此區的

意願，非常良好的實現了混齡教育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從主題教學轉型成學習區是項大挑

戰，老師在設計每個學習區需考量到期望培養幼兒哪些能力、如何有效地運用擺設引起幼兒

興趣和提供鷹架，而每個學習區因幼兒們深入的探究都能發展成數個小小的主題。學習區課

程提供了幼兒多元的學習面向，讓混齡班的幼兒們都能找到自己想探索的領域，其自主學習

的意願就隨之提升。主題教學與學習區不存在優劣之分，只是有邏輯的提供老師整個教學的

架構，讓老師在繁複的教學場域中，能夠不斷審視整個教學的發展方向。 

   視幼兒的學習狀況不斷調整課程內容，並於過程中優化整體環境的動線與提升美感也是

我們持續努力的方向，在教學的路上與幼兒一同成長。 

←參賽幼兒自行將比賽資料填

寫在海報上(參賽者姓名、

陀螺名稱、積木塊數、顏色

對稱、形狀對稱、比賽旋轉

的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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