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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積木教學在清江~團隊教師的專業成長篇 

 

指導教授: 李姿瑩 

作者群:曾麗美、黃敏秀、吳于雯、吳維真、陳宜君、雷嗣益  

 

壹、動機 

清江國小座落於台北市北投區丹鳳山下，學區內蘊含豐富優美的自然生態與

文史資源，學生來自北投區清江里、八仙里與奇岩里。清江里與八仙里是北投早

期開發的社區，房舍較老舊，社經地位較不佳;奇岩里則是近期開發的社區，別

墅與公寓住宅參半。因此，學校社區人口新舊雜陳，家長社經地位懸殊，單親家

庭比例偏高。 

學區內的學生少數中基本生活自理能力薄弱，學習態度消極，需加強輔導；

部份學生語文基本能力不足；其中新移民之子，及隔代教養學生的文化差異，影

響學生身心發展及課程進行。學生家庭背景差異造成學習落差大，級任教師及資

源班的負擔日益沉重。如何大力提升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動機，便成為老師們的

迫切任務。 

為了要協助學習能力弱勢學生，清江國小不分類資源班老師們，發揮教學創

意，希望讓校內特殊需求的學生能樂在學習，充滿自信，於是教師們在每週定期

教學研討會中，提出了「樂高積木教學」的特色創意概念。 

樂高積木教學在清江國小，從民國一○二年開始發展至今，經過老師們不斷

的演練與研究，發現樂高積木教學能提升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動機，也能讓學生

更有自信，老師們在課程研究的過程中，與班上學生和愛心志工們彼此教學相長，

獲益良多。 

為了能夠充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班上的樂高積木硬體與軟體設備，團隊

教師們於民國一○三年底，進一步向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申請一○四年研究專案

計畫，並獲得支持。研究期間獲得台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李姿瑩教授指導，

讓老師們的創意發想能與學術研究做結合，能夠以更嚴謹的態度和教學設計來嘉

惠資源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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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積木教學於每週一早上實施，共上課 12 次、四個主題:高塔、帆船、名

片架、人物(詳見附錄一)，一個主題共實施三週，兩週進行作品教學及拼組，第

三週則是分享作品時間。每次主題上課有一位主教者，以電子白板方式解說樂高

積木拼組步驟及注意事項，其餘三位研究者為協同教學者、三位志工為助教，協

助各組學生積木拼組的問題解決。 

每週教學時間為 60 分鐘，研究者教學指導時間 20 分鐘，學生拼組積木時間

40 分鐘。研究者在解說主題時，利用投影片的方式，以大量圖片建構學生對於

主題作品的樣貌架構，再利用步驟圖的方式呈現作品的拼組方式。拼組積木的時

間為 40 分鐘，學生利用教師所分配的積木拼組出每週設定的積木作品，由每組

負責的研究者或志工評量學生是否有達到當週設定的學習目標。 

因為篇幅有限，無法在此完整列出所有的課程設計與專案內容，謹在此呈現

團隊教師們在研發樂高積木教學的專業發展歷程，倘若有老師閱讀本文後，對於

樂高積木教學產生興趣，也歡迎與我們聯絡討論。 

 

貳、設計理念 

孩子的世界就是玩的世界，藉由好玩的遊戲來培養孩子的專注力，才是最

有效率的做法（張旭鎧，2013）；樂高教學是一種有效率又充滿趣味的教學活

動（田耐青，1999；李謀正，2005）。近幾年，樂高課程逐漸在各領域萌芽，

主要的原因除了樂高本身的吸引力外，它也易和不同領域結合，分析國內目前

已有樂高教學相關的研究，應用在國小教學的並不多；融合的內容如資訊教育

（莊士漢，2011；梁耀東，2010）、數學課程（邱昱智等人，2011）、科學教學

（吳志緯、黃萬居，2003）、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洪春生，2010；李謀正，

2005；趙貞怡，2013）、高層次思考（侯人俊，2011），或是情意方面的學習動

機或合作互動（黃佩莉，2009；趙貞怡，2013）；研究的成果多為正向肯定的。 

研究者從學生的遊戲中發現樂高對學生的潛在影響，發現樂高課程不只可以

訓練高層次能力，更能在遊戲過程中，加強鞏固兒童的基本能力，而身心障礙的

學生就是需要這樣的媒介機會，來加強他們的基本認知能力，使其可以重覆練習

而不枯燥，在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運用和類化。可惜的是，目前針對身心障礙學生

的樂高教學研究較少，所結合的領域也不適用多數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需求。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I.2Ux/search?q=auc=%22%E6%9D%8E%E8%AC%80%E6%AD%A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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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江國小為發展本校的資源班班級特色，開始推展樂高系統教學。 

  在一○四年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究專案中，團隊教師為了解班上學生的進

步情形，將教學過程做一紀錄。為了便於資料整理與分析，團隊教師將每一個教

學活動所產生的紀錄，進行資料編碼。每一個教學活動的資料均配合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與詮釋，再審視下一次的教學活動內容，做教學與評量的修

正，在這樣反覆的循環過程中，完成本次研究。研究團隊依據活動日期編碼(教

學年月日)，研究活動編碼：教學檢討為「檢」、座談會紀錄為「座」。例如，

104 年 5 月 18 月的座談會紀錄，資料編碼為「檢 1040518」，104 年 4 月 8 月的

座談會紀錄，資料編碼為「座 1040408」。資料編碼:R 代表研究者、T 代表導師、

S 代表學生。敘述團隊教師的專業發展時，若有進行訪談分析，或引用教學檢討

會或座談會之內容，即以此編碼代號呈現。 

 

参、實施流程與步驟 

團隊教師的專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摸索期、投入期及熟練期，每段

時期的教學歷程差異極大。 

一、摸索期 

研究初期團隊老師們對於積木教學仍屬於摸索階段，因為自認為專業度不

足，所以主動參與機器人相關研習—2014 台北市校際盃機器人選拔賽種子教師

研習。然而剛開始上樂高課程，團隊老師的心得頗為沮喪。 

R1上課心得省思：在上學期參加研習時覺得自己好笨，都跟不上步驟，後

來講師演講速度有放慢才慢慢跟上，所以讓我有個感覺有時真要換個不同角色學

習，讓自己重新從學生的角色出發，藉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循序漸進的學習步

驟讓學習力獲得精進。 

R2上課心得省思：樂高積木課程非常有趣，變化多端、創意十足。但是礙

於缺少玩樂高的先備經驗和基礎概念，在整個課堂猶如如鴨子聽雷，絲毫無法進

入講師的樂高世界中。還好透過操作練習、重點加強，我逐漸能跟上課程的進度，

操作概念也能有所提升了。（檢 10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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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剛開始團隊教師們接觸樂高教學覺得挑戰太大，甚至懷疑自己是

否能具備樂高教學的能力。 

 

二、投入期 

因為在摸索期碰到相當多的問題，所以教學團隊們除了積極進修外也適時修

正教學方式及備課方式，說明如下： 

(一)進修充實專業能力 

1.成立專業社群 

邀請不同領域對樂高教學有興趣老師共同成立「『LEGO GO』應用樂高提升

資源班學生社交技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教學的對話和激盪，對樂高教學

更有不同的提升與進步。 

2.參與樂高教學展覽 

於 2015/01/23 研究團隊排除萬難辦理一場「參觀樂高世界遺產展場」校外教

學，開拓老師和學生的視野，樂高展覽包含精選全世界 25 個國家、38 件世界遺

產製作成樂高積木模型作品和積木地球模型，會場中最大的展品為埃及的「努比

亞像」，高度達 220 公分！還有中國「萬里長城」、義大利「羅馬競技場」、法國

「艾菲爾鐵塔」等等，共耗時 10,000 小時以上，使用超過 45 萬顆樂高，打造精

巧的世界遺產模型，從學生的回饋可以看出對學生是相當有啟發性和震撼力。 

3.參考國內外樂高網站 

學然後知不足，網站資源非常豐富，有些熱心人士對樂高積木教學非常投入

也樂意分享，因此利用網路自學效果不錯。以下都是教學團隊經常參考的網站： 

(1)樂高機器人教學 

http://ccckmit.wikidot.com/robot 

(2) 戴樂高 親子同樂組裝書 第一集   

2015http://www.pockylan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58 

(3) 松山文創園區—樂高世界遺產展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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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Exhibition.aspx?ID=f71a35c6-4527-412b-a135-ab

6fab4cda7b 

(4) LEGO 網站  

http://www.lego.com/en-us/ 

(5) 毛毛老師網站  

http://www.maumau.com.tw/ 

(6) 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oys-mall.com.tw/TBFile.asp?File=/h/n1040162.html 

4.觀賞樂高電影 

師生共同觀賞樂高電影:《正義聯盟大戰末日軍團》，電影中的主角、場景全

部都是由樂高積木拼成的，學生都看得津津有味相當投入，也感受到用樂高積木

可以拼裝出畫作、電影明星、場景、等各種各樣的藝術作品，樂高積木充滿無限

可能，只要用心樂高積木也能按照使用者的想法跟創意來組裝，樂趣、創作無窮。 

   

5.閱讀專業書籍 

團隊教師共同閱讀《越疊越成材》(毛毛老師，2014)， 積木專家毛毛老師教

孩子堆出思考力、玩出好態度，當做是共同閱讀專書，引導專書閱讀時，研究團

隊會利用書本所介紹的主題當做是教授主題的參考物件，透過專書的步驟式指

導，研究團隊再依學生狀況做微調，當做是備課參考用書。教學者會利用課後時

間到資源班利用積木實作書中物件，體會邊讀邊學的樂趣，拼組過程中教師也會

因為內縮外擴的邊長問題做討論，將自身問題延伸到學生學習問題，透過討論註

記在專書上，作為往後教學設計的參考。 

     

6.參加相關研習 

團隊教師積極參與相關研習，如 LEGO 樂高機器人研習課程，研習樂高教學

相關課程：LEGO 積木背景介紹、機器人實驗室組件中的重要零件介紹、基礎程

式設計以專題製作「軌跡車」及「相撲機器人」感應器的應用及整合等課程。 

http://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Exhibition.aspx?ID=f71a35c6-4527-412b-a135-ab6fab4cda7b
http://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Exhibition.aspx?ID=f71a35c6-4527-412b-a135-ab6fab4cda7b
http://www.lego.com/en-us/
http://www.mauma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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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省思：從多次且有系統的樂高研習中，我們學習到了積木是源自於生活

中的取材，要如何觀察物件結構於積木上的呈現，且利用程式設計使積木能夠動

態呈現，於每次的情境中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帶領孩子從生活中的視覺觀察

去訓練孩子如何將物體磚畫於積木的關鍵能力，教師須協助學生如何去找出物件

特徵，代表物件，使積木成品能夠表現出物件特色｡ 

教學時透過主題對話的營造，帶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先讓學生去從舊經驗去

搜尋與主題相關的物件，教師再提供照片，可以增加學生對積木拼組的物件印象

｡積木拼組技能:零件屬性介紹-壓線使積木穩固的技巧-基座形狀的變形-堆疊時

層次感的改變-留空部位拼組｡（R4檢 1031224） 

 

7.邀請專業老師專題講座及指導 

聘請樂高外聘講師:毛毛老師(尤信勝)、慧魚講師 (宋德震老師)分享台北市樂

高機器人研習經驗增加研究者對積木教學的認識。 

毛毛老師(尤信勝)分享自己在坊間的授課經驗時，讓研究者重新訓練對於物

件的觀察力。研究團隊在做積木教學時，常困擾於如何使學生將實物轉換為積木

呈現方式，毛毛老師建議教師能夠多放生活中常見的物件，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

外，也將物件的特徵指出，使學生能夠將觀察到重點呈現於積木拼組上。 

 

 (二)調整教學方式 

 1.採取協同教學方式 

剛開始樂高教學雖也分組教學，但是未採協同方式，經過幾次教學後，則

採協同方式，共同備課協同教學，說明如下： 

(1)教學前： 

有老師專門指導學生搬積木：從一樓搬到三樓美勞教室(因為美勞教

室桌子面積較大，較適合樂高積木教學)，有的老師現在美勞教室維持秩

序，有的老師就負責叫學生來上課(因為有的學生還是會忘記來上課)，掌

握出缺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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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中: 

在以往，老師常因要個別處理學生狀況而使教學中斷，但是協同教學

時有老師負責教學，有老師負責處理偶發事件情(資源班情緒障礙學生情

緒管理能力或專注力差，較容易因為一點事情就分心或與同學發生衝

突)，教師分工合作使得課程能流暢進行。   

(3)課堂結束後，則共同檢討省思解決問題，修正後作為下次教學的參考。 

2.依學生需求隨時調整 

研究團隊老師為了讓教學更加順暢，幾乎每次上課都會依據學生上課的情形

而隨時調整。 

除了主持分享的老師外，其他老師可以幫忙在台下先安排好下一位分享的同

學，或是給一些比較缺乏自信、不知道要說什麼的學生一些提示，讓他們上台分

享時比較不會緊張。這次沒有帶攝影機來錄影，有些學生分享得不錯，下次可以

準備。部分學生沒有分享到，或是以組別的方式進行，希望下次每個人都能上台

說說話。（檢 1040324） 

 

3.調整教具內容 

一開始教學時樂高積木教具是以組別方式提供，幾次教學後發現學生因為是

共用教具就不知道珍惜，另外也會花太多時間與精力在分配教具上(雖然透過這

樣方式也可以培養學生合作能力)，但是衡量教學主要目標後還是一生一盒樂高

積木教具較理想。由學生訪談可知：學生也認為小籃子比較容易幫助他們專心、

不受干擾。 

4.調整教學重點 

在研究進行中，研究團隊一直依據上課情況調整上課的方式，例如更改原教

案的設計並調整教學重點並在教學中不斷提醒： 

 

(1) 壓線特殊零件的運用 

(2) 利用生活素材，如帆船可以用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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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繪製設計圖後學生動手做較有概念速度較快 

(4) 積木要壓緊，最好有積木扣在一起的聲音 

(5) 要求積木拼裝緊實，有學生因為精細動作不佳，積木未緊扣就容易散 

(6) 積木要內縮外緊—獎盃 

(7) 結構上要對稱在造型上可以變化，但是基礎結構一定要對稱 

(8) 造型不能影響主題結構 

   

5.調整教學目標 

在教學目標設計時就須依學生程度作不同目標設定，如層次低組目標拼裝房

子要求左右對稱即可，高組目標除左右對稱外，還需考慮房子裝飾及多樣性。 

  教學目標調整：學生組裝塔的四個腳之後，很難把他們連接在一起→請老師

利用額外的 20分鐘時間幫助學生連接，如果真的很困難，教師可視學生學習情

況適度調整教學目標。 

低組學生無法依照老師的步驟圖來組裝，需要教師採直接提示策略，甚至幫

他做，調整低組目標，把低組的標準放低，如果真的做不出來，就改做防衛型的

高塔(四邊形直立式)。（檢 1040427） 

 

6.調整獎勵方式 

有時也會更改平時的獎勵方式，讓學生上積木課時能有更多的收穫： 

    討論發表者的獎勵制度：上學期有發表者大多給積木禮物，但這樣消耗成

本，而且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台發表，所以獎勵改為+5個章，再回到各班去

換禮物。（檢 1040317） 

   

7.調整玩樂高的心態 

很多人對於「樂高」兩字總覺得就是價格昂貴的有錢人玩具，但在教學後，

才打破對樂高積木的刻版印象。樂高積木，不僅能發揮學生的創意，也讓遊戲融

入於課程中，讓身心障礙的孩子也能一展長才，雖然售價較高，但是可以重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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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用，每年逐步添購，最重要的是學生樂在其中，非常合乎效益。 

   

8.調整分組方式 

以往分組則以同年級為一組，理想目標是學生程度相仿，可以更容易進行，

但是後來發現同年級學生個別差異相當大，而且較易發生爭吵狀況，因此依學生

程度分為三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平分在各組，讓程度較好得帶領程度

差的。 

     

三、熟練期 

經過了這段時期的努力後，研究團隊老師都覺得進行積木教學的熟練度大

增，與研究初期忐忑不安的心情已不相同。一開始樂高教學，像是關在象牙塔裡

閉門造車，無法有效檢視、修正並豐富自己的教學策略，透過教師團隊的專業對

話、專家指導、專業進修，將樂高教學更簡易化、多元化、創意化、生活化，更

貼近學生的學習經驗，提升樂高教學的成效。 

   

團隊教師將熟練期階段分成三個階段說明如下： 

(一)課前備課 

    研究團隊於每週二開課程備課會議，並於教學者分享之際將主題備課重點分

享給所有研究團隊成員。對於研究團隊而言，團隊備課方式可以使主教者將自己

的問題拋出，尋求同伴的解決，協助教學者也可知道主教者的教學進行方式與需

要協助的部分。例如:當積木不足時，如何協助學生做積木的更換。低年級的學

生可以事先做積木的分配，高年級的學生則可以在課堂中用提問方式，使高年級

學生自我找出解決的方式。在教學前開會、討論，研商教學計畫，進行樂高教學

設計，分頭準備各人所分配之工作，如蒐集資料、製作樂高教學投影片、樂高積

木示範樣本；等準備工作告一段落後，摹擬修正，最後才將計畫定案，準備實施。 

1. 第一次上課主題為「高塔」，為期三週，前兩週為說明與組裝，第三週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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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了讓學生在組裝積木的過程中，能夠專注完成，因此課程進行時，需要加

以控制外在環境，例如減少環境的刺激、減少他人的干擾等，因此這學期積

木進行方式改為各個人為單位，自己完成當次的任務，減少跟別人合作和溝

通的機會，讓每個學生都能不被干擾、專注地做自己的事情。 

3. 採買個人的積木籃，上課前老師先在個人積木藍分裝好，上課時每個人就用

自己的籃子。 

4. 將學生分為五組，其中第一組為低年級和能力較差者，這一組為「低組」，

第二、三、四、五組為「高組」，教學設計時會在教案上分出高組和低組不

同的學習目標和標準，低組也會請愛媽和老師多協助。 

5. 下週課程為組裝塔身，把整座塔完成。 

6. 說明高組和低組的任務(詳見教案)。 

7. 低組學生普遍動機、能力不足，因為分配兩個愛心媽媽專門輔導—承憲媽媽

和淑英媽媽，老師則機動支援。 

8. 修改原教案的設計—不用底板：本來有設計讓學生把設計的高塔架在底板上

介紹，但考量學生組裝時，施力點和力氣不對，或設計不良，反而容易使成

品倒塌，故取消底板，讓學生直接拿著作品介紹。 

9. 討論發表者的獎勵制度：上學期有發表者大多給積木禮物，但這樣消耗成

本，而且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台發表，所以獎勵改為+5 個章，再回到各班

去換禮物。 

10. 下週搬積木仍維持原樣，讓學生自己搬自己的，但鼓勵有記得和提早來搬積

木的學生，7:55 發搬積木的獎勵。 

11. 如果分享完，還有時間就會讓學生拆積木，如果時間不夠，就用課堂的 20

分鐘把積木拆掉，下次新主題上課前，要把積木拆掉。 

團隊教師每次上課前都會先製作每週主題 PPT: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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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
2015/03/09

積木課程1

1 

都市中的長頸鹿

 

2 

都市中的長頸鹿

3 

塔的構造

穩固的塔座

尖尖的塔頂

有造型的塔身

4 

「高塔」主題週

 第一週：完成「塔」底座

 第二週：完成「塔」主體

 第三週：分享

5 

步驟1-領積木籃

 老師發下每個人一個積木籃，領到積木籃
後就可以開始做

 可先想想要設計哪種造型的塔

 自己用自己的積木

 不能跟別人換籃子、積木等

 組裝時請不要說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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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組裝塔座 注意壓線

7 

注意事項

 作品放在積木籃內一起拿到資源班二放

 下週上課前到資源班拿自己的籃子

8 

 藉由上課 PPT，可讓學生更清楚具體明白該怎麼組合當周主題的樂高積木。 

(二)教學活動 

  在樂高積木教學中，教師需要發揮協同教學的精神。團隊教師們除了發揮老

師的專業能力，還要瞭解與利用老師間各自不同的專長。因為沒有固定的教材與

課本，教學者必須要依專長排課，並考慮學生的個別需求，採用多元、生動的教

學方式，教學者集思廣益，互相合作，不侷限於各自的教學當中，因為教學活動

中，除了要進行學生的評量，協同教學群亦應發揮團隊精神，以了解團隊成員的

優缺點，發揮優點，改進缺點，不斷提昇教師專業知能。教師間能互相支援和分

工合作，才能減少實施的阻礙，並有助教師創意及專業能力的發揮。 

    因為是協同教學，每位老師都有教學機會，因此學生會把教學群內的每位老

師都當成是自己的老師。學生接觸不同的教學方式，會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去思考問題。而老師也會考慮學生需求，多和學生溝通接近。 打破了班級的界

限，除了可以擴展學生的人際關係，在面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時，也因實行協同

教學，每位老師可以一起討論，商量出較合宜的處理方法。 

 

(三)課後分享 

研究團隊透過協同教學後分享經驗，透過思考、反省、規畫、實踐等步驟，

讓教師彼此精進，解決於教學現場中所遇到的教育問題，使教師不再只是教學

者，而真正成為「研究者」，在教學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昇教育的品質及

建立教師的專業形象。 



 

89 
 

積木作品呈現方式為兩人使用一塊底板，學生必須要學習到：如何與同儕溝

通底板的區域分配以及呈現底板上的主題。教師在處理學生紛爭時多用離開事發

現場，個別作行為輔導方式。社群討論時社群成員針對個別處理方式提出疑問，

研究團隊說明此策略可以先讓學生轉移情緒，也可避免其他同學在教師處理時有

不恰當的起鬨反應。 

 

肆、省思與展望 

 

資源班教師應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提供主動的支持與服務，共同備課與

討論則是事半功倍的好方式。樂高積木對有些教師而言是陌生的媒材，有人甚至

在這之前從未接觸過，或認為樂高積木只是一般的玩具。 

在本次研究中，教學團隊採用共同備課的方式，除了共同進修外，課程之前

與之後的討論與檢討，都可分擔教師備課的壓力和數量；教學時採協同教學的方

式進行，協同教師能針對能力較弱者提供較多協助，因此較能落實差異化教學。

或當學生有情緒行為問題時，協同教師也能及時處理，避免影響其他學生上課或

干擾班級進度。因此，建議有志進行樂高積木教學的老師，能夠找志同道合的夥

伴們，組成教學團隊共同備課。 

 

清江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學團隊自研發樂高積木教學自今，雖然教學團隊的

人員這些年來有異動，但是清江資源班仍然持續推動樂高積木教學。調動到外縣

市的老師，也持續將團隊教師的研究成果，推廣到外校去，上課內容同樣受到學

生的喜愛和歡迎。可見使用樂高積木來當作提昇學習效果的媒介，值得大家推

廣。團隊教師們謹在此提出這段歷程的研究結果和相關建議，以做為往後相關人

員教學或未來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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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教學圖片 

 

 

 

 

 

 

圖說:聘請天母樂高教室毛毛老師來為資源班老師上課，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圖說:團隊教師上課照片 

 

 

 

 

 

 

 

圖說:團隊教師上課照片 

 

 

 

 

 

 

圖說:小朋友上課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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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小朋友上課樂在其中 

 

 

 

 

 

 

圖說:備課會議 

 

 

 

 

 

 

 

圖說:檢討會議 

 

 

 

 

 

 

 

圖說:校內學生到資源班參觀樂高積木上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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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民國一○四年三月至六月樂高教學課程設計表 

 

日期 主題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學內容 

3/9 

高塔 

一、萬丈高樓平地起 

-組裝塔底 

陳宜君 

1.欣賞世界各地的「高塔」。 

2.說明「高塔」的構造。 

3.講解組裝「塔座」的步驟。 

3/16 二、創意大發揮 

-塔身組裝 

1.欣賞各種不同的「塔身」圖片。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塔身、塔頂。 

3/23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高塔」。 

3/30 

帆船 

一、四海遊龍任我行 

-帆船(I)船身 

黃敏秀 

1.欣賞各種造型的「帆船」。 

2.說明「帆船」的構造。 

3.講解組裝「帆船」的步驟。 

4/13 二、四海遊龍任我行 

-帆船(II)船桅 

1.欣賞各種不同的「帆船」圖片。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帆船。 

4/20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帆船」。 

4/27 

名片架 

一、積木變文具 

 -名片設計與名片架

底 

  座組裝 

吳維真 

1.欣賞積木文具作品。 

2.說明名片設計概念。 

3.講解組裝「名片架底座」的步驟。 

5/4 二、積木變文具 

   -名片架主題設計 

1.欣賞同學的「名片」設計。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名片架主題。 

5/11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名片架

與名片」。 

5/18 

人物 

一、最佳男(女)主角 

  -人體設計 

(左右動作一樣) 

吳于雯 

1.教師以圖片解釋對稱動作。 

2.請學生描繪想要拚組的人動作於紙上。 

3.講解組裝「對稱人物」的步驟。 

5/25 
二、最佳男(女)主角 

  -人體設計 

(左右動作不一樣) 

1.教師以圖片解釋不對稱動作。 

2.教師以上周的作品，作部分肢體擺動的

修改重點說明。 

3.教師特別說明 1*1 積木應用時機。 

6/1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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