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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課程設計構想 

   「呼拉圈」是幼兒學習過程中常使用的玩具，孩子可盡情享受玩的快樂，還可結合其他器材進行體能

活動，訓練大、小肌肉發展。小庭:「我們學校有很多呼拉圈」、小蓁:「媽媽搖呼拉圈減肥」、小儒:「我

會搖五下，可是我姊搖很久都不會掉下來，超厲害!」、小品:「呼拉圈也可以拿來跳格子啊」、小佳:「對

啊，我還有拿來玩穿山洞…. 」。孩子七嘴八舌說出自己的經驗，因此我們以呼拉圈為主題。 

     現在孩子受限居住空間，活動空間不足，許多孩子感覺統合發展明顯落後。我們透過觀察與引導，

和幼兒討論常見呼拉圈玩法，然後試圖找出孩子最喜歡的玩法，並深入研究。在課程中，我們鼓勵孩子分

享想法，讓大家認識自己玩過或沒玩過的玩法，透過觀察、嘗試、比較，探討各種呼拉圈的玩法，並藉由

參與和討論，提升孩子口語表達能力。 

    在玩呼拉圈的過程中，孩子必須學會「輪流和等待」、「學習的勇氣」。另外，我們期待能力好的孩

子，能透過老師的鼓勵，持續提升自己，且願意幫助他人。過程中，如何在比賽(練習)過程中，「合作、

互助、共好、欣賞自己也欣賞別人」，格外重要；所以主題過程中，我們也放進「情緒教育」議題，希望

在這個主題，孩子的身體和心理，都有顯著的成長與進步。 

二、主題網 

 

附件二 



三、主題課程目標：  

    主題目標： 

    1.探索呼拉圈的特性與玩法。               

    2.認識玩呼拉圈的技巧。 

    3.享受玩呼拉圈的樂趣。                   

    4.促進大、小肌肉的發展。 

    5.參與團體討論，發表自己的想法。         

    6.培養團隊合作，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家精神。 

    7.合宜表達自己的情緒。 

 

    課程目標：(此份教學文案) 

     1.身-1-2模仿各種用具的操作。      

     2.身-2-2熟練各種用具的操作。 

     3.語-2-2以口語參與互動。                 

     4.語-2-5運用圖像符號。 

     5.認-3-1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題。 

     6.情-2-1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教學文案 

主題名稱 好玩的呼拉圈 教學對象:大班12位、中班13位 

主要概念 

孩子滾呼拉圈，不知如何滾的又直又遠。透過課程設計，針對問題，採取幾項

解決策略：同儕互相觀察與協助、團討、實作、修正、再練習、統整經驗，逐

步增加滾呼拉圈的技能，也在歷程中學習教別人(被教)、表達感覺(情緒)。 

活動緣起 

大肌肉活動中，我們讓孩子滾呼拉圈，像滾輪胎那樣【向前滾】。很多孩子的呼

拉圈會很快就倒下、或滾到旁邊停下，有些孩子卻可以滾的又遠又直、不停

止。於是，我們和孩子進行【滾呼拉圈】的探討。 

教學文案一 活動名稱:討論【滾呼拉圈技巧】 

學習指標 

1.認-中-3-1-1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2.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活動目標 

1.參與討論【滾呼拉圈問題】、【滾呼拉圈技巧】。 

2.學習【滾呼拉圈技巧】。 

3.運用學到的【滾呼拉圈技巧】，提升滾呼拉圈表現。 

教學資源 1.幼兒滾呼拉圈的影片。2.呼拉圈*25。3.白板(紀錄孩子說的話)。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二節課，80分鐘 

教學歷程    

 

※滾呼拉圈方式說明:孩子需將呼拉圈從起點滾到終點，讓呼拉圈向前滾動，滾到超過終點，算

過關。若中間呼拉圈快倒下，需將呼拉圈再滾動或拾起，繼續向終點滾動。 

一、 引起動機:請孩子說出滾呼拉圈的問題，同儕提供意見，嘗試解決問題。 

(一)小品：「我的呼拉圈一下就倒」。小泉:「你沒有用力推，你手要拿好呼拉圈再滾」。 

(二)小蓁：「我的呼拉圈會滾到旁邊」。小佳:「你的呼拉圈要碰到地板(著地)、向前面推」。 

(三)小澤：「我的呼拉圈滾很慢」。小庭:「要用力，中間還要再去推呼拉圈」。 

(四)小儒:「我的呼拉圈滾不到終點就倒了」。小庭:「中間還要再去推呼拉圈，我剛有講」。 

二、 主要活動:觀看自己/他人滾呼拉圈影片，找出問題及解決策略。 

(一)觀看影片，並請很厲害的孩子示範技巧。 

(二)討論滾呼拉圈問題、原因、及解決策略:  

滾呼拉圈 

問題 

可能的原因 解決策略 

一下就倒 呼拉圈沒有拿好 

眼睛看前面，手就沒有拿好 

不夠用力 

要拿好 

眼睛看前方，也要拿好呼拉圈 

要用力 

滾到旁邊 沒有往前推，推的方向不對 

呼拉圈沒有碰地面 

把呼拉圈往旁邊推 

要往前推 

呼拉圈要碰到地面(著地不懸空) 

直直往前推，呼拉圈就會向前 

滾很慢 沒用力 

滾動速度慢 

要站好，並且用力滾 

滾快一點 

滾不到終點 中間沒有(推)滾 

沒有用力 

追呼拉圈，中間要再推一下呼拉圈，讓呼拉圈滾動 

要用力，才會滾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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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整活動:依據孩子所說的內容，彙整【滾呼拉圈技巧】。 

(一)眼:眼睛看著呼拉圈、看前方，注意要推的方向。 

(二)手:手要摸到呼拉圈，穩定好再滾。 

(三)腳:剛開始要站好，中間要去追呼拉圈。 

(四)力氣:要用力。 

(五)再推:中間要再去推呼拉圈，呼拉圈才會繼續滾動前進。 

四、   延伸活動:依據【滾呼拉圈技巧】，實際執行【滾呼拉圈技巧】，練習滾呼拉圈。(一節課) 

     

 

用孩子滾呼拉圈影片 

討論滾呼啦圈技巧 

討論滾呼拉圈 

技巧 

大家都很認

真練習 

雙手右側滾 

呼拉圈 

依據討論的技巧 

練習滾呼拉圈 

滾的又遠又直 

 

★教學評量:  

1.能參與討論【滾呼拉圈問題】、【問題解決策略】、【滾呼拉圈技巧】。 

2.知道【滾呼拉圈技巧】，至少能說出一項【滾呼拉圈技巧】。 

3.依據討論出的【滾呼拉圈技巧】，練習滾呼拉圈。 

教學文案二 活動名稱:畫出【滾呼拉圈技巧】 

學習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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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語-中大-2-5-2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紀錄行動。 

3.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活動目標 

1.參與討論【滾呼拉圈的技巧】，表達自己的想法。 

2.完成學習單，畫出至少一項【滾呼拉圈的技巧】。 

3.用【滾呼拉圈技巧】練習，提升技能。 

教學資源 1.學習單-滾呼拉圈的技巧。2.呼拉圈*25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二節課80分鐘 

教學歷程 

一、引起動機:昨天練習後，請孩子分享滾呼拉圈的問題、技巧。 

   (一)問題:1.小泉:「左手很難，要怎麼滾?」小萱:「放左邊滾過去，要練習很多次。」 

              小鈞:「不然我教你。」老師:「大家都可當小老師教別人。」 

              小笙:「左手滾的人，教用右手滾的；用右手的，教用左手滾的。」 

              老師:「願意教別人，自己也一起練習，會變更厲害，這就是成語~教學相長」 

            2.小承:「呼拉圈滾到中間會跌倒!?」小凱:「要去追呼拉圈，再推呼拉圈!」 

              小鈞:「你要一直去推呼拉圈才會動，像拍球一樣，不拍就會停了。」    

   (二)技巧: 

            1.小品:「我的腳有站好不要晃，眼睛有看前面，有滾的比較遠」 

              小泉:「身體晃，呼拉圈就會晃來晃去，就會倒!」 

            2.小愷:「我的手有向下壓住呼拉圈再滾，呼拉圈不會很快倒。」 

              小澤:「要手指頭抓，還是手心?」小愷:「我用大拇哥和二姆弟夾，手心固定」 

              小鈞:「我也是用大拇哥和二姆弟抓。」 



            3.小宜:「我的力氣有用力推，呼拉圈有滾遠一些。」 

            4.小蓁:「多練習就有進步，我的呼拉圈現在會向前滾了。」 

            5.小凱:「我中間有再去推呼拉圈，所以呼拉圈會再滾向前。」 

二、主要活動: 

    (一) 統整【滾呼拉圈的技巧】 

老師:「大家都有進步的地方，我們把大家說的，再做一次統整。」 

1.眼:眼睛看著呼拉圈、看前方，注意要推的方向，往要滾的方向，直直推過去。 

2.手:用手的大拇哥和食指夾穩呼拉圈，手心固定呼拉圈，穩定後再滾。 

3.腳:剛開始要站好，中間要跑去追呼拉圈，腳要跟著跑。 

4.力氣:要用力推。 

5.不斷滾動:中間要跑過去，再推動呼拉圈，呼拉圈才能繼續滾動向前。 

6.多練習:多練習就會進步。 

7.教學相長:教別人會讓自己變更厲害。 

(二) 學習單:請孩子把【滾呼拉圈的技巧】畫下來。 

三、綜合活動:請孩子分享所畫的學習單，向大家說明。 

四、延伸活動:依據討論出的【滾呼拉圈技巧】，練習滾呼拉圈。(一節課) 

  

   

討論滾呼拉圈技巧 畫出滾呼拉圈技巧 分享滾呼拉圈技巧 呼拉圈需不斷推動 眼睛看前方、呼拉圈 
 

★教學評量: 

1.能參與討論【滾呼拉圈的問題、技巧】，表達自己的想法。 

2.完成學習單，畫出自己學到的【滾呼拉圈技巧】(大班2個、中班1個)。 

3.依據討論出的【滾呼拉圈技巧】，練習滾呼拉圈。 

教學文案三 活動名稱:一起學習【滾呼拉圈技巧】 

學習指標 

1.認-中-3-1-1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2.身-大-2-2-1敏捷使用各種素材、工具或器材。 

3.情-中大-2-1-2運用動作、表情、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 

活動目標 

1.參與「小組滾呼拉圈」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或疑問。 

2.提升【滾呼拉圈技巧】。 

3.用語言表達「小組滾呼拉圈」的感覺和情緒。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二節課80分鐘 

教學資源 呼拉圈*25、滾呼拉圈技巧 

教學歷程 

一、 引起動機: 

(一) 班上有人單手滾呼拉圈，有人雙手，且方向不同，有以下幾種形式。 

1.第一種:單手(1)從左邊滾。(2)從右邊滾。(3)從中間滾。 



2.第二種:雙手(1)從左邊滾。(2)從右邊滾。(3)從中間滾。 

(二) 統計班上同學滾呼拉圈的方向，和孩子習慣用手/方向有關係 

         1.左邊滾:1、2、5、8、13。 

     2.右邊滾:3、6、7、14、15、16、18、19、20、21、25、22、10、23、24。 

     3.中間滾:4、9、11、12、17、22。 

(三) 請孩子兩人一組，嘗試去練習自己沒滾過的方向。 

每個孩子都可以擔任別人的小老師(專家)，例如:右手滾的人，可以和左手滾的孩子一

組，互相學習，並給予對方建議。 

二、 主要活動: 

(一)兩人一組，練習滾呼拉圈:提升滾呼拉圈技巧，朝向更敏捷的滾動呼拉圈(一節課)。 

    (二)練習過後，再請孩子進行「小組滾呼拉圈」心得分享(一節課)。 

        1.活動中，你看到自己/同學很棒的地方 

(1)小庭:「小妤很溫柔，他在教我的時候，都不會兇巴巴。」 

(2)小恩:「小家很棒，他沒滾好的時候，都沒有像以前那樣生氣，有進步。」 

(3)小家:「我覺得小恩很棒，他不會滾呼拉圈，但有一直練習。」 

(4)小佳:「小程很棒，他會幫我撿呼拉圈，所以我也幫他撿，他還教我用另一手滾。」 

(5)小蓁:「小庭很努力，因為她中間會跑去推呼拉圈，一直追呼拉圈，再推。」 

(6)小楷:「我覺得我自己很厲害，因為我也可以去教別人。」 

(7)小妤:「我搖呼拉圈很厲害，但滾呼拉圈比較爛。小翔雖然是中班，但比我強。」 

(8)小卉:「小程之前會一開始就倒下來，他現在有比較用力，呼拉圈不會滾到旁邊去」。 

2.換手(換邊)滾呼拉圈心得 

(1)小芯:「左邊好難滾啊!?小萱用左手推，我是用右手，左邊我還是不會滾。」 

(2)小澤:「對，我也有發現小祈是從中間推，跟大家不一樣，中間不好推啊!」 

   老師:「請左手/中間/右手、單手/雙手滾呼拉圈的孩子，出來示範，也請孩子說說 

         你們的觀察和想法。」 

        小儒:「兩隻手滾比較穩，前面手可穩住呼拉圈，後面的手，可以用力推呼拉圈。」 

        老師:「我們請本來單手滾的孩子，出來試看看用兩手滾。」 

        小侑:「兩手滾，呼拉圈比較不會倒。但我覺得不好推，我還是喜歡用一隻手。」 

        小鈞:「自己習慣用那邊、用幾隻手，就用自己習慣的就好啦!」 

        老師:「會用那一隻手推呼拉圈，都和我們的慣用手有關，自己順手就好。」 

     3.活動中，自己還有那邊可以再進步? 

         (1)小旭:「我覺得自己要再練習，因為我沒辦法教別人，教人好難。」 

         (2)小芯:「呼拉圈還是一直倒，我還要再練習。」 

         (3)小蓁:「我還要再用力，有用力往前推，呼拉圈真的有向前跑。」 

         (4)小鈞:「我沒有耐心，教別人很難，因為一直說，對方沒認真聽，我會很生氣。」 

三、 延伸活動 

(一) 互相學習後的感覺(心情/情緒) 

 好的感覺  1.小恩:「我覺得自己很厲害，因為有教別人，我是小老師。」 

             2.小婷:「看到我教的人學會了，我很開心。」 

             3.小翔:「我們班每個人，都有自己厲害的地方，我覺得很棒。」 

             4.小品:「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學習，很快樂。」 

             5.小儒:「我還想再當小老師，教人很有趣，教別人讓我變更厲害。」 

               老師:「教別人讓自己更厲害，叫做【教學相長】。」 



不好的感覺 6.小澤:「小笙沒認真學，我很生氣。」小笙:「小澤對我很兇，我不喜歡。」 

             7.小姿:「我都不會，我覺得不好玩，我很難過。」 

    (二)小結 

    老師:「練習過程中，我看到大家都有努力，覺得很感動，不管是用那一種方法，只要你順

手，都是好方法，大家互相學習，教學相長!大家都很棒，都有把感覺說出來，不管是好的感覺或

不好的，我們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想一想，我們希望教我們的人溫柔一點，我們在教別人的時候

也要有耐心喔!」 

    老師:「只要繼續練習，用討論出的【滾呼拉圈的技巧】去努力，一定會進步!」             

     

教別人如何用 

左手滾呼拉圈 

中間要跑過去， 

再推、滾動呼拉圈 

雙手中間滾呼拉圈 單手右手滾呼拉圈 互相學習、教學相長 

★教學脈絡:探索階段→操作階段→發現問題→嘗試解決→初步共識→尋求專家(同儕)→形成共識 

★教學評量: 

1.參與討論「小組滾呼拉圈」過程的心得和想法。 

2.提升滾呼拉圈的技能，大班至少要連續滾動250公分(中班要200公分)，呼拉圈不能停下來。  

3.能說出自己在「小組滾呼拉圈」過程的心情和感覺(情緒)。 

省思 

1.活動前省思：滾呼拉圈看似很簡單，對孩子來說卻不簡單。因為很多孩子一開始是:「一滾就掉

到旁邊，心情很受挫」。操作性活動，一定要透過多次的練習、修正、觀摩、討論再練習，才會看

到成效的。還要持續鼓勵和讚美，提升孩子自信心，才能慢慢看見彼此的進步。 

2.活動中省思：過程中，發現孩子滾呼拉圈的方式不太一樣。不一樣的方式，卻一樣可以到終點。

孩子興起學習別人方法的想法，所以我們加入了互相學習的課程。最後，孩子發現:雖然滾呼拉圈

方式有很多種，但只要自己順手就好，不用羨慕別人，自己的也很棒。孩子口徑一致:「還是習慣

自己的方式，但能教別人(讓別人教)，過程很好玩，也很特別!孩子學會了「欣賞自己欣賞別人」。 

3.活動後省思：小組活動中，看見幼兒展現自己，不論年紀，彼此給建議，不斷修正自己、用自己

的優勢幫助同儕。特殊生因展現自己運動專長，自信心提升，減少負面情緒頻率；孩子依照自己的

速度和能力，逐步提升技能，滿足幼兒個別發展需求，達到「適性、自發、互助與共好」。 

    情緒領域包括「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調解、情緒表達」，情緒教育的實施原則，是隨

時注意引發情緒的相關事件，運用實際事件作為學習的契機。 

    這次課程中，我很開心孩子都能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出來，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在看課程

紀錄時，我發現針對負面情緒，受限於時間有限，我沒有多給一些「引導」、「調解」策略，是可以

再安排、再努力的。 

    另外，在這個主題中，美感領域的活動較少，如何融入各領域活動，讓孩子學習更多元、全

面，也是日後思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