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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幼稚園內積木角落設置已久，但大部份幼童仍是無效率地玩耍，無法

專注且到處摸索後即離開，較難從積木角落建立起自信心與成就感。如何讓「積

木角落」能提升幼童興趣，兼顧成效與啟發創意是研究的重點。本文主要是探

討學齡前幼童「玩積木」的策略及過程，過程中發現設計漸進式的積木探索活

動課程，並重視師生互動，能改善現存的問題；幼童從個別練習完成造型、分

組觀摩，進而至團體合作，布置他們平時累積的作品，組合完成他們想像的建

構世界。當師生與同儕間形成創作氣氛、它能融入積木探索活動中，促使幼童

的創意獲得啟發，同時也改善積木角的學習效果。 
 
關鍵詞：行動研究、啟發創意、積木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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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ing at Block Corner for Initiat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Hsio-hwei Yang*, Jia-mi Chen** 

 

ABSTRACT  

    Many kindergartens have block corners; unfortunately, children often cannot 
concentrate on blocks for a long time, and unable to play the blocks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As a result, they could not obtain confidence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s through blocks.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ways to 
promote children’s interests in building blocks. It also aims to increase effectiveness 
and to inspire creativiti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s of kindergarteners’ block-building process. The step-by-step 
block-building exploration process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kindergarten students, which resolved the strait of block building inefficiency. First, 
each child built its own model, and then observed that of others. Finally, they built 
models on a team basis, and decorated a corner, using their imaginations, with the 
models they built. The creativity-allowed atmosphere immersed into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stimulated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improved block-buildings’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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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目的 

 
作者將樂高積木運用在教學上，發現良好的積木創造環境能啟發幼童的創造

力，當積木在幼童的手中被操作時是有生命的，而且是那麼的栩栩如生。看著他

們專注的眼神，時而搜索積木零件、時而撫摸著頭在深思，時而與同儕互動討論，

當遇到困難時還會主動找老師協助並參與討論，表現出對知識的渴求與挑戰自我

的慾望，從小培養出科學家做研究的精神，可見得積木對幼童遊戲的意義是多麼

重要。 
每於午餐後就寢前的空檔時間，幼童們就會主動的來問老師說：可不可以去

玩積木？如果老師回答「可以」時，幼童的眼中會充滿了亮光且興緻勃勃；如果

老師回答「時間不夠，下午或明天再玩」時，就會聽到喔的歎息聲！幼童的學習

態度表現，常讓作者感受到幼童身上自然且強烈的興趣、活力、與自信。當幼童

拿著積木在探索時，會突然發現剛剛才是活蹦亂跳坐不住的孩子，轉瞬間能安靜

的操作許久；且當幼童完成作品時，就會很興奮的到處分享，無形中增加了能力

與自信心。因此，積木遊戲若透過教師有系統的引導，將可對幼童產生深遠的影

響。積木遊戲對幼童的學習，教師應該以更具體化、更積極的去引導來提升其能

力，而不該只是流於形式、用來打發時間而已。教師應面對突破這個傳統視以為

常的情況，讓這個僅是聚集玩耍的角落，轉換成能讓幼童們訓練創造力、想像力、

手眼協調、動手做、及團隊合作的活動空間及活動設計。 
Wood、Bruner與Ross（1976）研究三至五歲的幼兒在成人引導下組合積木，

其研究結果發現，有效的教學是教導者與學習者之間不斷修正彼此的行為，以符

合對方的要求與建議。這個不斷修正彼此行為的歷程，就是「鷹架」的歷程。當

鷹架被用來比喻教學互動時，學生被視為正在建築中的建築物，教師或成人需搭

建支持或引導學生發展的鷹架。因此，鷹架可以當成教學時師生互動的方式或策

略，其目的在引發學生發展或建造新的能力（周淑惠，2003）。本研究依「鷹架」

理念來規劃設計「積木角落學習區」的活動策略，透過積木遊戲課程設計引導幼

童經由探索、模仿進而達到創造力的提升，以期幼童在學習的同時，並能同時兼

顧『興趣』與『成效』，並探討幼童學習發展特性所需的適切積木課程與積木元

件，從個別練習完成造型、小組合作至團體合作中布置他們平時累積的作品，讓

幼童來自由表達他們的建構作品，組合完成他們的想像建構，同時訓練幼童語文

表達的能力與膽識。本文重點將探討： 
一、如何設計漸進式的積木探遊活動課程。 
二、老師如何事前準備積木的素材與布置教室場地，營造良好的創造環境。 
三、誘導幼童專注於積木角探索活動，觀察與記錄他們的學習發展。 
四、定位老師在積木角活動過程中的角色。 
五、引爆創造力的必經途徑。供教育工作者及相關研究作為參考。 

 
 

 3



 
貳、相關文獻概述 

 
一、積木遊戲對幼童發展中的創造力影響 

幼童被積木所吸引是因為它具有各種不同的形狀，然後他們自己透過探索

可自由創造各式各樣的造型。教師應長期關注積木的價值，盡可能擴充積木的

內涵，讓它能夠構成幼稚園的核心課程。Steiner 曾提出，對幼兒而言，玩具不

是機械式、死的、而是有生命的、可動的；簡單的玩具反而能激發孩童想像與

創造的天賦。父母及教師最重要的原則，是不需要給孩子太多的玩具，尤其是

那些『精緻的完成品』。幼兒可以透過想像與創造改變玩具的形式，發展出更豐

富的遊戲內涵（引自王茜瑩，1997）。因此，Steiner 對於玩具的建議是：提供

幼兒自然的玩具，以促進想像與創造的機會。成人應該提供非常簡單的玩具，

讓孩子能夠創造出自己的玩具，由孩子告訴玩具他們要作什麼，而不是由玩具

告訴孩子該做什麼。 
積木提供許多機會，讓幼童表達與練習節奏性、圖形及設計等概念，透過積

木能不斷地重現過去的經驗，反覆練習。積木遊戲對幼童的成長幫助，是在自由

探索建構性玩具中，獲得適應及控制環境的能力，不僅因為積木遊戲給幼童帶來

快樂，更因為在積木遊戲中，幼童們能學到各種東西，他們知道如何進行分享，

如何獲得感官的經驗、談論搭建的想法、創造相關的故事。在眾多的玩具種類中，

「積木」在外型上是屬於較為簡單的玩具，它可以誘發出幼兒的自由想像，他們

會堆出各式各樣的東西（王真瑤譯，1997），透過幼兒的主動探索，他們將瞭解

到各種積木的形狀、大小等特色，然後再藉由這些特色，去啟發他們的想像，創

造出遊戲。剛開始，他們的建構很簡單，然後慢慢地變得更真實，孩子們通過建

構來學習真實的世界。研究發現五、六歲幼童對遊戲活動的說明是具有明確主題

的，能清楚地解釋角色結構和遊戲規則，幼童對遊戲的解釋是從群集性的角度出

發。積木遊戲對幼童而言，是許多東西的組合，透過問題與解決，簡單與邏輯可

以引發他們建造有創意的建築物，製造複雜的形式，以及一連串似乎毫無止境的

創造發現之旅。有積木的幫助，幼童運用他的心智、力量，想出個種關連，然後

做出結論，幼童是主動的學習者，他們有種內在的慾望，要成長為自主而有能力

的人（江麗美譯，1999）。 
Piaget認為遊戲具有雙重的功能，他不但是兒童認識外界的方式，也是兒童

認知發展的指標（江麗莉譯，1997），Froebel曾描述遊戲是：「遊戲是人類最純

粹的精神活動，在人與所有事物內在蘊含的生命中，遊戲是人類生活的翻版，所

以，它提供了歡樂、自由、滿足、內外的憩息和世界的祥和；兒童遊戲是自我的

極致媒介，可抒發兒童的內在力量，喚起兒童的內在本質。」（引自黃瑞琴，1999）。

這些學者的研究理論，指出遊戲帶給學前幼童的不僅是「玩」這回事，積木角看

到的扮演遊戲及想像遊戲，竟然在幼童的生活中，佔有這麼重要的角色，甚至還

有治療的效果。 
 Heritage Illustrated Dictionary將創造力定義為「具有組織力、表現力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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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特質」。從創造力形成過程必須根據下列步驟：（一）具有充分熟悉某個領

域的知能；（二）利用想像或創造性思考形成點子；（三）利用一段時間評估點

子的好壞（引自BUILDINGBRANDS, 2007）。因此，班級積木角落必須經營得

好，對幼童啟發力、創造力、認知發展會留下深遠影響，而且對於情緒發展、語

言表達與學習人際關係都會有所助益。尤其當孩子具有能力用積木零件拼湊物體

或造型時，若再加上玩積木的故事與課程誘導，並藉由幼童穿插美工來襯托心目

中的情境布置，透過適當的活動設計安排，這種大規模、有組織、有創造力、有

情節的團體遊戲就會出現。 
 

二、讓幼童儘早接觸「探索性遊戲」 
教育部在九年一貫教學精神十大基本能力中，包含了「主動探索與研究」

的基本能力，而探索行為（exploration）是指自動自發的，沒有外在的引發動

機，而且探索行為和遊戲頗為相似；探索行為是一種為獲取物體的相關訊息、

受欲探索物體之特徵所引導的行為，包含觀察與操弄兩種行為。因此讓幼童儘

早接觸「探索性遊戲」能讓幼童培養主動、自主、自由嘗試，並能讓幼童在情

境中發現問題、利用舊有經驗與新體驗來從事遊戲與探索行為尋找關連。創造

力亦如智力一樣，是人類的特質之一，只有程度高低及有無開發之別。因此，

幼稚園內普遍設有『積木角落』是很有啟發性的創造性遊戲。一般而言，年紀

越小的孩子在經過設計的教育環境中，接受有計畫的教育訓練，越容易塑型及

改變其某些人格特質，包括好奇心、專注力、毅力、開放性、冒險性、獨創性、

變通性、自動、嘗試困難的工作等習性，而這些正是具有較高創造力孩童的人

格特徵（Davis, 1986）。孩童的創造力可以經由學校環境、組織氣氛、及教師本

身創新能力及行為表現等方面得到開發、刺激與發展的機會（邱皓政，2002）。

Treffinger 與 Isaksen（1992）提出一個可以提昇學生創造思考能力的操作策略：

（一）操練基本的思考技術；例如練習如何察覺問題、如何瞭解問題、如何藉

彼此相互激盪提出主意。（二）練習解決問題的工作程序；在模仿或引導之下，

作有系統的、有程序的、持久的、完整的處理一個複雜問題。（三）接受考驗，

處理真實問題；由處理問題過程中遭遇到情境的轉變，適時的、自主的採行調

整的措施。這種親身工作經驗若再經過分析說明，將更能深刻體驗個中奧妙，

而創造能力也就在這種活動中成長。                                    
全球著名的樂高（LEGO）積木產品是主流文化中常被用來刺激學習者創造

力的教學資源，它的適用性涵蓋幼童至成人。透過學習過程的4C模式（如圖1）

來培養幼童創造力潛能的發揮，也引起廣泛地重視與討論（參見www.lego.com）。

「科學樂高創意課程」是由樂高公司教育事業部（Lego Educational Division）開

發，針對兒童所設計的科學創意課程，歐美、日韓的許多幼稚園與小學都採用這

套課程來做為提升創造力、科學創作或電腦程式的標準課程。台灣目前也有許多

教育機構採用，如國立台灣科學教育館、科學工藝博物館等。為嘗試解決積木角

落的教學困境，作者企圖除了現有積木數量之外，引進大批從基礎到進階（適用

年齡5~8歲為主）的LEGO教具，以改善教與學的品質，其中發展出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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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幼童的創造力，觀察幼童在空間概念、組合能力及創造力方面是否能因為

學習LEGO經驗的提升、豐富而擴展自己的學習版圖。 

 

 

 

 

 

 

 

 

 

 

 

 

 
 
 
 

圖1 學習4C流程 
 
 

圖1 學習4C流程 

connect【聯繫】只有當孩子們

把新的經歷和已有的『 知識

庫』相聯繫，從動手做過程中

得到完整體驗，他們才會學得

最好。 

construct【建構】孩子想建

構現實世界中的事物，並在

腦海中將零星的知識進行

組合的過程，在生活裡實際

建構出一些東西，老師從旁

誘導與啟發相當重要。 

contemplate【思考的訓練】孩子

花時間對他們看到或建構的內

容進行思考，對自己的經歷產生

更進一步地理解。同時，老師也

透過提出問題來鼓勵反思與調

整。 

continue【延續】建立在想

了解更多內容與探索慾望

的基礎上，使他們進入一個

良性學習循環，而在延續中

不斷繼續學習接受挑戰。 

4C 學 

習模式 

 

圖1 學習4C流程 
 

三、「積木角落」學習區如何規劃 
戴文青（1995）指出積木區應有下列學習目標：盡情發揮想像與創作能力、

學習基本數概念、提升語言表達與傾聽能力、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

提升思考技巧、學習社交技巧、獲得感官上的滿足、增進大小肌肉之發展。黃

世鈺（2000）分析「學習區」是指經園所規劃，供幼童主動探索與操作的地方，

這些地方包括幼童的活動室內，以及園區可以讓幼童安全活動的地點。劉玉燕

（1993）指出，遊戲環境要能滿足小孩在各遊戲學習區之間自由走動做選擇，

小孩的動線要簡單明瞭，且能有機會瀏覽各項活動，而又不會干擾到進行中的

活動。White 和 Coleman（2000）將「學習區」定義為：設計來支持及整合學

習活動內容的空間，被妥當布置裡面並配置有適齡的教材及設備。蘇愛秋（2000）

認為學習區規劃目的是為尊重幼童有選擇權利，培育幼童自發性、啟發自我學

習潛能，感受個人與環境之關係，促進同儕間積極互動，擴充人際關係，學習

彼此尊重，遵守遊戲規則，並滿足求知慾與好奇心，從探索與操作的過程，養

成簡易技能與處事能力，進而發展自助而能助人，對自己才會充滿信心。 
教師剛開始布置積木區時，心裡就要有建立「幻想教室」的想法，足夠的空

間，而且牆面能有一座長長的矮架子，裡面有各種形狀和不同大小的積木（江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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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譯，1999）。一般幼稚園在場地規劃上，因為教室空間很有限，上課、吃點心、

午餐及午睡都必須在教室進行。部份園所大多設計一間鋪地板、有冷氣設備的教

室，解決了午睡與收藏全天班幼童棉被的空間的問題，幼童們也可利用此教室做

律動、跳舞、團體遊戲等。因此，對於有此設施的幼稚園，可考慮將團體統合積

木遊戲在此空間進行，讓幼童盡情在積木世界裡探索。 
一般幼稚園教室在空間的區隔的設計上，也會有娃娃家、益智角、積木角、

美勞角、語文角等角落設計（如圖 2）。為了要達成讓幼童有探索與發揮創意的

機會，在教室裡我會利用矮櫃區隔成許多不同的角落，每個角落也會依課程擺

放教具、玩具以供幼童們使用，以激發他們能搭配積木造型玩起想像的創作遊

戲。團體討論時幼童是面向黑板席地而坐。「娃娃家」與「積木角」是屬於動

態活動，幼童在角落活動時，比較容易產生互動性的社會遊戲。因此，兩者規

劃在附近較不會造成對其它學習區的干擾。針對積木區布置而言，當幼童的探

索程度熟練之後，老師需準備好相當數量的積木素材，最好能包括提供各式各

樣（大小、形狀、材質、種類）的積木素材，讓幼童能自由發揮想像來盡情創

作，積木存放上有空間不足部份，利用塑膠置物箱歸類蒐集外面標示積木元件

圖案，遊戲需要時再從教具室取出置於矮櫃之上供幼童使用。 

幼一

圖2  鹽埕國小班教室布置示意圖  

叁、 個案的經驗 

作者在安排上從結構性教學（constructive instruction）探索，引導幼童獲得

基本技能及技巧，擴展到方案教學進行團體遊戲，提供幼童將已具有的技能進行

創作想像的運用空間，讓幼童創造一個「玩」的天地，與一個「思」和「問」的

情境，並從動手做的過程中來建立自信與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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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幼童選擇何種積木？ 

Piaget 曾指出在幼童遊戲中「建構積木」與「學習」是息息相關的，積木可

以成為教具的一部份或是教學的媒介。遠在十九世紀中，有一群歐洲與美洲的木

工製造商、印刷廠商合作，為幼童研發製造積木玩具。此時的積木分為三大類（字

母積木、造型積木、建構積木），而這些類型的積木都為兒童提供結合建構性遊

戲與認知學習（Karen, 2001）。市面上積木造型與材質等種類各有不同（如照片

1），但積木的基本價值就是讓幼童從動手中做，體驗發掘問題，最後解決問題，

因此對於幼童的探索都有正面的功效。但近年來樂高積木不斷地開發進步，已成

為領導潮流已是不爭的事實，它被財富雜誌與英國玩具經銷商協會推崇為「二十

世紀風雲產品」。 
 

    
     實心原木積木   拼圖式積木     方形塑膠積木   幾何塑膠積木 

    
     搭接塑膠積木   大塊塑膠積木   樂高積木       樂高積木 

照片1 不同的積木種類 
 

根據作者的實務經驗，對樂高積木在教學應用上所可能產生的優勢

（Strength）、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及威脅（Threat）等方

面的分析（如表1），優勢及機會的條件多於劣勢及威脅，以致一般大眾，尤其

小朋友對樂高積木的產品偏好較高，也最吸引他們的注意。相較之下，學校中，

一般的積木教具對於「造型積木」與「建築積木」等方面的功能及運用，確實較

樂高積木遜色，而不易成為滿足創意與學習為導向的教具，在非單純視為遊戲玩

具的前提下，教師將LEGO積木列為課程中的教學媒材，確實有其必要。 
 
表1  樂高積木（LEGO）應用在教學上的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S) Weakness：劣勢(W) 

 受法律保障版權的商品。 

 比較早開創市場，已建立品牌形

象 

 將成為市場的主流之一。 

 七百片積木，可以組裝出上千種

 價格較市面一般積木高。 

 結合力緊對部份幼童拆卸時會

發生困難，需練習適應。 

 樂高積木在主題造型積木元件

上較輕與細小，較不適合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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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積木可提供想像空間無限

的產品，滿足遊戲者求新求變的

心態。 

 色彩鮮艷、積木方塊精緻、產品

組合多樣化、有周邊搭配造型產

品。 

 樂高積木的故事性強，例如:日

本的超合金機器人，蝙蝠俠等有

它的卡通或電影背景，兒童選擇

樂高積木意願會較高。 

 「科學樂高創意課程」有很多國

家推廣，並列為學習課程。 

 積木遊戲對幼童教育理論暨實

務的學術研討會越來越受重視

與盛行。 

專屬網站提供各種產品訊息，資

料取得便利性、百貨公司、大賣

場、經銷商均可取貨商品標準

化。 

幼童對玩具的需求。 

 幼童玩積木目睹瞬間立即將其

擊垮也是樂趣之一，玩原木積

木時小朋友很喜歡做此動作，

但樂高較無法滿足此樂趣。 

Opportunity：機會(O) Threat：威脅(T) 

 網路有很多熱衷樂高積木遊戲

的人彼此交換經驗與心得，並提

供樂高公司改進方向。 
 電腦積木在教學上的學習與應

用，相當符合e化時代的潮流。

 跨國性企業，全球佔有率高，樂

高轉投資子公司ＰＩＣＯ和研

究機構實驗室合作研發新的科

技創意產品 
 在積木上裝ＣＰＵ、電池和感應

裝置（Sensor），透過電腦軟體

可以無線遙控這些積木堆疊小

汽車或機器人，這些內建的裝置

會帶動這些手臂或者輪子轉

動，將遊戲與科技創造力相結

合。 
 十年的時間不斷交流和嘗試錯

誤，樂高讓原本靜止的積木，有

了生命 

 其他廠商加入市場競爭行列。 
 研發投資成本、人力較高。 
 坊間有出現類似樂高積木的產

品，但價格較便宜。 
 

 
二、如何展開幼童積木探索遊戲 

Wiltz與Klein（2001）比較幼童對高品質及低品質幼兒園的活動描述，發現

幼童將活動分為三類，即非指導性（包括遊戲、玩玩具、娃娃家）、指導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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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讀寫、音樂、科學、電腦和外語）、功能性（如收拾、點心、午休等）；其中，

不管幼兒園品質如何，幼兒最喜歡的活動仍是遊戲，且其區辨的標準為自我抉擇

和選擇性；當積木活動是自由選擇時，幼兒的觀感不同於當積木是指定活動時的

感受。並探討幼兒對幼兒園內教室活動的認知，其研究發現不管品質如何，幼兒

都能說明學校活動的流程，亦即已發展出腳本知識；然差異是來自於對活動內涵

的描述，來自低品質幼兒園的孩子所描述的是按照時間順序的活動作息程序，來

自高品質幼兒園之幼童則能描述詳細的活動內容和多元性的活動選擇。 
目前幼稚園的教學有很多種型態，不同的教學型態植基於不同的理論觀點，

對於幼童應該學什麼、怎麼學、主動還是被動學習、老師所應扮演的角色、應如

何引導有不同的看法。有的是鼓勵幼童進行各式遊戲，讓幼童從遊戲及探索中不

知不覺地做綜合性的學習；有的是完全依照老師預先設計的教案進行教學活動；

也有的是視幼童的興趣而定，逐步發展教學活動。而作者從觀察積木角落活動認

為，若要提升建構作品成效與學習風氣，應該先導入有系統的誘導課程，讓幼童

體會到積木還有更多的奧妙，能模仿做出各種變化的產品，吸引與影響觀望的同

儕加入，過程中老師不主動介入探索而採取從旁輔導的角色，讓幼童能依興趣、

能力自行選擇適當的積木素材，自由創作出作品。因此從結構性教學探索開始，

讓幼童能摸索各類積木組合的技巧與體會樂趣，視大部份幼童的程度慢慢擴展到

方案教學進行團體統合遊戲，而產生整個積木角落學習與遊戲活動架構。基於此

理念，作者設計了系統性課程方案（圖3），讓幼童感覺到積木角落的積木元件變

多了，在角落學習時特別有興趣。過程中，作者儘量參與幼童們的角落學習，察

覺幼童在活動中遇到的困難，例如：玩具的種類與數量足夠嗎？角落的擺設位置

是否恰當呢？以做為日後修改遊戲課程的依據。有時並以朋友的立場參與幼童的

遊戲，在遊戲的過程中，與幼童建立良好關係，從談話與錄音當中了解幼童的想

法，並適時的將個性較內向或人際關係較差的幼童，藉由教師的力量將他們帶入

幼童的小團體之中，期望能達成同儕間互相模仿與教導學習之效果。 
從展開課程活動一段時間之後，將幼兒程度做適當分類（一般程度、進階程

度）與種子教官產生，對後續活動的延續性相當有貢獻，因為幼兒將會有自信能

選擇玩那一類型的積木種類，對於超乎自己能力範圍的積木探索他們會採取從旁

觀望與協助拿積木元件的角色，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同儕之間的模仿學習，在團

體統合遊戲中他們也能針對自己的能力做出一些造型作品來配合布置，有參與感

自然就能樂在其中，而較複雜的套裝積木組，當種子教官遇到困難瓶頸時常可發

現他們之間會聚集討論，且不斷拆卸重新組合直到拼出造型，這樣的探索活動正

是積木角設立的目的。Corsaro（1985）認為如果遊戲的規則是被建立起來的，

遊戲活動就形成一種不斷重複的行為模式，他稱之為遊戲的例行活動。積木遊戲

在作者的觀察中也存在著一種重複的行為模式。通常幼兒會從「建構物體」開始，

然後由自已或從同伴那邊「取得零件」，經過時間操作之後就能「拼湊完成」物

體，拼相同類型玩具的幼童喜歡「組成遊戲團體」，商量好角色及遊戲內容之後，

幼兒就會開始進行遊戲，就這樣幼童不斷循環這樣的遊戲模式，直到角落活動時

間結束。 

 10



 

圖3 積木角系統性樂高積木課程設計方案 
 

三、老師是積木遊戲引爆創意的推手 
Keating等人（2000）指出老師若用「選擇」而非「遊戲」，或是其介紹活動

的方式讓活動變成結構式的作業，會影響到幼兒遊戲時的態度。一言以蔽之，老

師的話語會形塑幼童對活動的看法。幼童依先天潛能與後天環境的不同，對於不

同事物會有不同的領悟力與喜好，但是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協助找到發揮的潛能

與建立自信心，不要輕易扼殺他們的創造力，幼童常會表達很想玩、但做不出來

而抱怨，有的幼童作品看不出所以然而被同儕嘲笑，這些都是缺乏適當引導學習

階段，因此，有吸引力的課程，減少對幼童的控制，增加其選擇的自由，並給予

充足的時間與適度的空間安排，來醞釀出「創造環境」是必要的條件。再則，幼

童接觸積木的專注能力也是主要關鍵，為了要增加遊戲的豐富性，老師上網蒐集

有關積木造型的圖片，與購買積木時所附的造型圖片全部列印後護貝張貼於矮

櫃，或蒐集打洞串聯成冊，讓幼童初期可以方便觀摩學習。幼童的作品常因在組

裝時找不到有圖案的零件苦惱而不知如何繼續建構造型，因此，老師也需利用電

腦輔助繪製眼、耳、嘴等形狀供應，讓小朋友能順利完成屬於他們的作品，增加

造型的豐富性，配合提供活動進行時的玩具與器材，讓幼童也能從事假裝的想像

遊戲，扮演各種角色的情境、對話。一般而言，發展心理學證實了遊戲是最適合

兒童的一種學習方法，然而教育關心的議題是老師該如何教以及教什麼樣知識的

問題（Kliebard, 1992），而這些也都是要靠老師有系統的規劃出活動的流程。作

者將活動架構課程內容具體釐定如下： 
單元活動（一）：小小設計師 
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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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幼童玩積木骨牌效應，看誰能排得最長、還能順利倒的最長。 
2.讓幼童能利用原木積木，蓋出造出建築物。 
3.讓幼童們自行取喜歡的積木，並在適當充足時間內，完成一件整體組合作

品。 
4.嘗試動手做、多思考機會。 

活動流程： 
1.讓幼童選擇自己喜歡的積木，進行遊戲探索。 
2.蒐集足夠各類積木形狀與數量。 
3.先規劃好場地、組別、積木存取位置。 
4.提供與積木相關的圖片。 
5.老師細心觀察幼童的作品，並記錄兒童互動表內容。 

策略：讓幼童們體會玩積木的樂趣。 
單元活動（二）：搭橋墩&火車 
活動目標： 

1.讓幼童在「玩」中培養同心協力及挫敗容忍力，讓積木能一塊、一塊搭

起。  
2.讓幼童們體會積木組裝的不同技巧方式。 
3.鼓勵表現優異的幼童操作給別的幼童看，引發同儕之間的觀摩與學習溝

通模式。 
4.學習欣賞他人的作品。 

活動流程：      
1.聽老師講述火車與橋墩的故事，刺激並引起幼童注意想像。 
2.以短積木做橋墩，長積木搭疊在上做為橋面。由積木架橋練習，看誰能

完成長串聯且最穩固。 
3.做橋墩相關的火車積木造型。  
4.老師細心觀察幼童的作品，並記錄兒童互動表內容。 
5.展示幼童們的成果並拍照記錄。 

策略：讓幼童們練習積木的組裝技巧，老師從活動中觀察幼童的不同潛能發展。 
單元活動（三）：積木造型自由創作 
活動目標： 

1.讓幼童在積木區學習到社會技巧，例如：加入團體、合作協力、成為領

導人等。 
2.多引導幼童思考、想像的空間，感受到積木組裝的樂趣。 
3.觀察幼童們的能力差異，給予適當地分類記錄，做為日後課程人員分組

的參考與觀察進步情況比較。 
活動流程： 

傳統積木桶內素材元件，看誰能完成有造型的作品？ 
 1.老師展示蒐集到這類積木造型的有關圖片，並張貼於看板上供幼童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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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2.提供多量積木形狀、元件數量讓幼童能隨創意尋找元件。 

 3.老師參與做出自己的作品。 
4.展示幼童們的成果並拍照記錄。 

策略：依幼童積木建構程度適當分組，依不同潛能發展準備並供給於不同程度

的積木種類。 
單元活動（四）：建構練習（樂高積木） 
活動目標： 

 1.讓幼童熟悉樂高積木細緻與顏色鮮艷、多元化造型的組裝特色。 
2.體驗傳統積木與樂高積木之差別與樂趣。 
3.藉由師生互動能讓幼童學習到樂高組裝與拆卸的技巧。 

 4.對於幼童們的學習與互動持續做記錄，做為課程進度與設計上改進參

考。 
 5.讓幼童從模仿樂高創意造型圖片開始，培養動手做與思考問題。 

活動流程： 
從樂高創意積木桶內素材元件，看幼童們能否完成各種造型？ 
 1.老師將造型的分解組裝順序圖片，張貼於看板上供幼童參考。 
 2.依積木元件數量與幼童人數，適當分組與場地。 

3.老師從造型作品中，示範各個組別組裝的動作要領。 
4.用數位相機與 DVD 記錄過程，讓幼童、老師欣賞與討論。 

 5.完成作品可先挑選獎勵禮物。 
策略：從分組中挑選種子教官作為遊戲的火車頭，並讓同儕之間有觀摩、學習

與教導之互動。 
單元活動（五）：動物造型創作 
活動目標： 

1.老師延續設計了此主題活動，能夠彈性運用團體或小組型式來進行活

動，增加幼童的遊戲層次及學習效果。 
2.由興趣產生練習，培養孩子的自信心。 
3.訓練幼童能獨自或討論、模仿做出他們想像的動物造型。 

 4.適應樂高積木數數與形狀結合的技巧運用，衍生而可完成多種作品。 
5.與其它動物玩具模型搭配。 

 6.讓幼童衍生「探索性遊戲」與假裝的社會戲劇遊樂，發揮想像空間。 
活動流程： 

樂高創意積木桶內素材元件，看誰能完成最酷積木動物造型？ 
 1.老師展示蒐集到這類積木造型的有關圖片，並張貼於看板上供幼童參

考。 
2.幼童能隨自己能力組裝一個或多個動物且說出何種動物名稱。 
3.將幼童完成的作品，放置於展示區（不易被破壞場所）。 

 13



4.用數位相機與 DVD 記錄過程，讓幼童、老師欣賞與討論。 
 5.完成作品可先挑選獎勵禮物。 

策略：電腦化輔助（眼、鼻、嘴等）讓積木造型多元化、活潑化，作品登上班

級網頁供家長與幼童欣賞，帶動激勵幼童能讓玩積木成為風氣。 
單元活動（六）：建構我們的牧場 
活動目標： 

1.運用大場地、多作品、全員參與分工，來達成主題積木活動的高潮。 
2.培養幼童的自信心、頑強的意志力、求知的熱情、合作的願望。 
3.用大型活動來促進幼童學習樂趣，創造力的延伸發展。 
4.訓練幼童團隊合作的能力，使老師更能掌握與輔導缺乏自信與鬧彆扭的

幼童互動。 
5.訓練幼童膽識與語文表達能力，不論內容豐富與否，給予一個舞台表達

機會，來獲得大家的讚賞與鼓勵。 
6.讓積木區的幼童互動能更融洽、更有效率搭建積木。 
7.從統合活動中觀察幼童們整體搭配與對積木選擇運用。 

活動流程： 
有了遊戲訓練課程基礎，幼童可從各式各樣積木元件，任意發揮創意或模

仿圖片，來建構任何與牧場有關之造型？ 
1.老師描述遊戲主題「建構我們的牧場」？並舉例說明引發幼童的想像空

間。 
2.蒐集幼童的精心設計作品（分階段實施以累積作品），讓幼童有「自信心」

與「參與感」。 
3.由幼童來討論，如何將這些作品彙集於布置主題內？並穿插美工的情境

佈置來襯托主題，幼童也可搭配相關的玩具參與，例如:動物、圍籬等。 
4.讓幼童來表達與描述，他們構思出的牧場情境。 
5.用數位相機與 DVD 記錄過程讓幼童、老師、家長欣賞與討論。 

策略：團體統合遊戲設計，從積木擺設、情境布置、想像力表達與描述，讓幼

童達到遊戲高潮。 
單元活動（七）：建構我們的社區 
活動目標： 

1.運用幼童對於社區內環境的認知來創造作品，並結合有關社區的樂高積

木套裝盒來達成主題活動的高潮。 
2.觀察幼童的積木遊戲課程實施成效，能否讓幼童發揮多樣化的創意組合

能力。 
3.用大型活動來促進幼童學習樂趣，培養團隊合作默契。 
4.種子教官對於積木套裝盒的組合完成，並能與同儕分享。 
5.幼童們對於社區內有關積木佈置能否搭配美工創意。 

 6.問題的發掘與改善，引導幼童能自信與快樂地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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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中作品擺設，放眼望去都是孩子創意，孩子的作品總是讓人感動，激

起幼童高昂的學習興趣與成就感。 
 8.讓幼童們互動玩起象徵性遊戲，增加活動樂趣。 
9.訓練幼童膽識，能否對主題布置發表他的想像，並瞭解幼童們語文表達

能力與瓶頸。 
活動流程： 

幼童對於積木組合能力已經提升，老師課程設計朝向創意更挑戰性，組合

難度更高的主題遊戲，幼童可帶自己喜歡的玩具，來搭配任何與社區有關之布

置？ 
1.老師描述遊戲主題「建構我們的社區」？並舉例說明引發幼童的想像空

間。 
2.積木造型盒有警察局總部。 
 積木造型盒有pizza店面。 
 積木造型盒有醫院、救護車。 
 積木造型盒交通工具組。 
 積木創意組合桶。 

3.蒐集幼童的精心設計作品（分階段實施以累積作品），讓幼童有濃厚的興

趣  與想參與的期待。 
4.由幼童來討論，如何將這些作品彙集於布置主題內？從遊戲中改變不同

的布置方式，讓幼童決定何者為最好，能讓老師與家長們來參觀欣賞。 
5.讓幼童來表達與描述，他們構思出的社區情境與故事。 
6.用數位相機與 DVD 記錄過程。 

策略：讓幼童體會大規模積木遊戲的樂趣，建立自信心與成就感，對於套裝組

合積木的組裝技巧與奧妙能產生喜愛。 

肆、遊戲課程中的省思 

經過4個月下午班活動時間，每週星期三、五下午第一節課，一節課活動時

間：50分鐘。單元活動以一節課為主、可重復練習實施（未做完的作品可保留至

下次再組裝）活動進度依老師評量而定，主題活動則以整個下午讓幼童團體合

作，創造出他們想像中的主題情境，實施後做教學觀察初步發現下列省思： 
單元活動一：小小設計師 

積木角落是一個任由幼童自由發揮的地方，有時會因爭執而淪為一個「暴

力場所」。有些頑皮的幼童若亂丟擲木質積木，將造成危險程度，因此，老師更

需積極地扮演觀察、誘導及中介者等多重角色。實心木質積木建構時空間需更

寬廣，且保留展示作品存放較不易，在收拾上的確也較費時費力，形成小朋友

對於木質積木較不熱衷。對於原木積木造型的圖片資料較難取得，幼童大都憑

想像對建築物進行建構，這個階段對幼童最大的挑戰就是「解決各種結構性問

 15



題」，如何保持一個結構作品的平衡？等等。幼童不斷的嘗試過程中，有些能漸

漸掌握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能力，有些則會放棄或求援。有些小朋友例如：小

翔、小諺是那麼的專心投注，就像科學家在進行一項新發明，他們用積木來啟

發心智，也正在學習如何思考。幼童在積木角落遊戲的行為觀察有下列： 
1、有時兩個幼童分別在自己的位置上堆積木，沒有任何互動與交集。 
2、兩人雖然各自在玩自己的積木，還是會看看別人的作品，或模仿對方的作品。 
3、幼童在建構積木時，會與另一幼童交換積木，或是兩人輪流堆積木，一起把

積木模型建構起來。 
4、有幾位對於建構積木能力較佳的幼童他們會主動聚集一起進行活動，事先相

互討論、研究該怎麼玩，是否還需要添加不同的玩具，或是合作進行角色扮

演。 
5、幼童之間會表現出社會互動的行為，如：邀請、安慰、讚美、幫助、甚至是

攻擊行為等。 
6、幼童在收拾散落一地的積木玩具時，往往會放置分類上較為凌亂，為了建構

出收拾的一套方式，而不是每次事後由老師與幾位較成熟的幼童協助歸類，

因此，在教具櫃上與置物箱上貼上積木元件的圖片有其需要，對於套裝造型

積木組則裝於套裝積木盒內，以整盒為單位便於辨識，讓幼童熟悉這種分類

模式後，他們就能做「分類」的自主學習功能，老師只要在一旁觀察，需要

時再適時引導即可。 

   
單元活動一照片     單元活動二照片      單元活動三照片 
 
單元活動二：搭橋墩 

男、女對於積木角落的學習興趣與表現有顯著差異，整體表現男優於女，

女孩子對於娃娃家較情有獨衷，分組上大都處於被動式學習，男生會花較長的

時間建構積木上，而女生在建構積木時間較短，一旦有個造型作品她們就會玩

起扮演角色，老師思索應是否此活動單元主題較不吸收女生，會持續觀察與注

意這個問題。幼童特質與發展各不同，對於興趣不高或放棄嘗試的幼童並不勉

強，給予自我觀察與調整的空間，幼童對火車與橋墩等造型搭建，部份幼童很

有概念，可惜長方形、方形等積木元件搭配較缺乏豐富性，小朋友目前的想像

能力應該可以做出更多不同風味造型變化的作品。幼童對於積木分類或選取元

件，開始只能完全一樣之顔色歸於一類來辨識，不能同時考慮顔色、形狀分類，

但經老師指導應以形狀分類為主，以改善同樣顏色積木元件不足，對幼童建構

形成之困境（雖積木數量大增，但對於同時實施課程遊戲仍有此問題之存在。

從這些簡單的基本練習單元，記錄每位幼童對積木的表現差異，追蹤做為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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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參考，並做為挑選出種子教師的依據。   
單元活動三：自由積木造型創作 

對於構思與結構技能較好的小朋友，其作品因表達鮮明，可以容易獲得旁

人的認同。對於某些作品不易看出，當老師問他“你搭的是什麼”時，他會注意

自己的結構物，思考“這是什麼”的問題，然後根據自己的想像對結構的物體加

以命名，或有更甚者，沒有明確的、只是無目的地擺弄結構材料，無法對於作

品命名。少數幼童因無法獨自完成造型，而放棄親自操作改為一旁的觀賞者。

老師此時會加入這些幼童，自創一種簡易造型，和幼童們子討論一下，然後邀

請他╱她自己做一個一樣的形狀。老師再來討論他╱她的形狀和老師的形狀是

相似呢？對於程度有差異之幼童，多引導幼童注意觀察物體結構，並給於積木

教材與圖片練習，列為輔導。讚賞每位幼童的作品，給予自信心，避免產生挫

折感，對於未完成的幼童，給於鼓勵學習模仿同儕作品。女生在積木角落的表

現，整體而言、與男生仍有一段差距，積木素材吸引力與興趣均不高、樂高系

列積木能否產生改善，有待繼續研究觀察。但小妤、小豪、小翔、小諺在積木

的組合造型上均有很好的表現，成品一直不斷的出現是目前列為種子教官的人

選，老師也同時觀察與注意他們與同儕間的互動表現是否可以勝任，這個階段

會將每位幼童的作品用數位相機照像存檔，除了能提供班級網頁展示之外，最

主要是影像記錄幼童的進步與發展情況，同時也期待能讓家長對積木產生認

同，別認為「玩積木」是一種不入流、騙小孩的玩意兒，希望大人能夠在為小

孩選購禮物時，也不要忽略考慮幼童的積木禮物，通常一盒好的積木可以跟著

幼童成長十幾年的時光都還能愛不釋手。 
單元活動四：建構練習（樂高積木） 

樂高積木元件較精細（與傳統相比），雖都為創意遊戲，但困難度更高一些，

大部份小朋友剛開始時，對於結合積木會因長短、寬窄不一而無法建構，老師

從旁指導他們數單位格子觀念，兩個單位格子均為 3 就等於一個單位格子為 6，
示範積木結合的技巧要領與分類要領，小朋友漸能體會建構技巧。樂高積木的

材質和接合度十分精確，幼童手指小肌肉的成熟度不夠，一般人認為不太適合，

但經觀察有些幼童開始會主動找老師幫忙拆開或組合，大都經過指導幾次熟悉

後就能自己處理。小朋友做出來的造形成品越來越多，同類型種類與顏色的小

積木相對的減少，會增加尋找上的困難度而且有眼、嘴等造型積木數量不夠，

老師建議可替換顏色與電腦繪製眼、嘴形狀的貼紙可取用，很快就又有成品出

來了。每次活動後都令我驚喜，小朋友逐漸熟練後幾乎都會有作品出現，有時

單獨完成、有時兩人合作，互相討論造型或分工幫忙找積木建構元件，不同組

別也會觀察與模仿產生類似的作品。 
以觀察為基礎的結論，樂高積木多樣化與追隨潮流等特性，比傳統積木能帶

來更高成效的價值。用整桶創意積木組時，表現優異的孩子看圖可以模仿建造出

作品，也可創新改變或另建同類的成品。雖然樂高也被批評將積木模型化，削弱

了玩積木的創造價值，也曾被批評過度包裝、商品化等，但從引入做為積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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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之一，發現幼童的接受度與興趣都高於傳統積木組。從男生所堆疊的積木形

式，呈現較多種類如人物、交通工具和來自生活中的場所物件，女童顯現內在心

理的居家環境情境擺設為主較多。老師也注意到小毫對於作品建構能力很強，但

對同儕互動反應卻有待改善，舉例：小豪於積木角操作時對小元發牢騷說：「你

都不會做不要在這裡擠」，小元低頭默默不語，老師幫忙緩頰說：「小豪你剛開始

也不會做，現在變的好厲害，你就讓小元多練習，以後也能跟你一樣厲害」，小

豪不語默然接受繼續操作。 
遊戲至這個階段雖各方面都有在進步中，也儘管作者一開始就有獎勵但對於

部份幼童的參與激勵作用似乎還不夠，因此，作者以獎勵禮物的方式來激勵幼

童，為的就是要增加其內在動機。活動進行時女童的興趣沒有男童高，且有些幼

童遇到挫折容易退縮而疏離，作者在遇到此瓶頸時為了突破，除了多給予幼童們

鼔勵外再增加一項獎勵禮物，目的是要讓幼童先建立起能完成作品的信心進而有

成就感，再依興趣與能力嘗試新的或更具挑戰力的積木造型。在幼童拿到小禮物

時還會很高興的向同儕分享和家長炫耀，如此對其他同儕會起激勵作用，家長因

認同幼童表現也很開心，常利用放學來接孩子時進入教室觀賞並與孩子互動。所

以當幼童的內在動機被激發出來，感覺到積木學習活動是愉快的，那幼童在參與

遊戲時會變為主動的投入。原先較少參與的部份女生，漸漸地被作品與禮物吸引

至積木角，可以確認潛移默化之中她們逐漸已對積木產生興趣。 

   
單元活動四照片      單元活動五照片      單元活動六照片 

 
單元活動五：動物造型創作 

有了樂高基本技巧練習課程，部份小朋友漸能體會建構要領與樂趣，可以較

短時間內完成作品，但大部份仍處於模仿階段、需多投入練習時間。經過二個月

的摸索、模仿與實際操作後，發現孩子們的作品持續不斷的一直在增加，且專注

力更持久。從觀察研究中已逐漸能發掘出表現優異的幼童，列為日後散佈在各組

挑戰樂高進階積木組合的種子教官，引發同儕之間的學習與教導效果。當每節操

作的時間已近尾聲時，而小朋友實在是欲罷不能，對於尚未完成之作品為避免被

破壞其完整性，老師即想到用收拾籃（貼名字）一人一個分開收好，以便下次活

動時馬上就可進入操作狀況。在我的觀察中，幼童進入積木角之後，以往最常出

現的動作就是選擇較特殊積木元件（如塑膠輪胎、固定底盤、檯燈、花），挑到

這些重要零件然後放在自己的腳邊，顯示這些零件是他的，因為這些零件數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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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取得不僅對個人組裝有利或加入團體合作時也會受到重視，主因是拼湊積木

時不會因缺零件而終斷，對此我通常視組別將積木做適當分類，每一組都有構成

的完整積木元件，幼童可以在組內透過人際互動來協商如何分配進行建構，避免

有幼童霸佔特殊積木元件的發生。回收整理時老師也會特別注意這些元件，避免

幼童會偷藏下次再使用的行為，但最好的方式還是設法擴充這些特殊積木元件的

數量，讓幼童能盡情地玩樂與探索。老師從連續的課程觀察記錄中，已能將小朋

友的程度區分出差異，日後讓不同的程度組別，對於積木難易程度能分類練習。

為了提升學習風氣與興趣，將幼童作品展示於教練指定位置與網頁中，供小朋友

與家長欣賞，家長反應小朋友因先完成作品，或挑到喜歡的玩具回家後好興奮。   
單元活動六：建構我們的牧場 

大班幼童已有了較強的結構技能，目的明確、計劃性較強，能圍繞一個主

題進行長時間的結構活動，合作意識增強。因此大班應側重引導幼童開展參加

人數多，且持續時間長的大型建構遊戲，並引導幼童進一步美化自己的結構物。

幼童能關心結構的成果，主題也能明確。因此應再進一步掌握結構技能的同時，

也鼓勵幼童大膽想像，共同建構，並能相互評議結構成果。積木遊戲的目的之

一，亦在讓孩子能夠安靜且專注地自主建構 40 至 50 分鐘，就連行為好動且坐

不住的幼童都能有同樣的表現，從觀察中可以發現幼童在這方面表現，操作時

間與專注力明顯比以往進步很多。老師與幼童對話幼童有關牧場的情境，引導

幼童繪製湖泊、樹林、花草等與主題活動搭配，小朋友顯得興緻高昂。原木積

木的外表造型不如樂高積木艷麗、吸引人，但在協同合作展示上，搭配起來卻

也是別具有另一番魅力。Vygotsky（1978）認為遊戲可以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

並強調在遊戲中，幼童能實現真實生活中所不能實現的慾望，遊戲即代表想像

發展的開始。兒童的遊戲行為必須包含三個特徵：（一）他創造了一個想像的

情境，在這個情境中有「假裝」的行為出現。（二）有角色的界定，每個人依

照該角色所應有的行為去加以扮演。（三）他能夠對角色加以命名，並且描述

他所想像的情境。換句話說，遊戲中必定有語言的表達。當幼童用積木創造出

的情境布置，更能擴大引用來進行故事創作與想像，雖然有些幼童們表達的內

容仍有些生澀與簡短，但小小的積木帶給幼童們許多學習助力。 
單元活動七：建構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主題遊戲搭建了比薩店、醫院、警察局等與社區有關建築物，為了

讓幼童能更認真注意觀察，老師安排了社區仁愛公園之旅，沿路提示愛河社區

有那些明顯標地物。孩子們體驗到鹽埕的社區風格，回來後用積木進行一連串

建構，從意見分歧到分工合作做出令我訝異的作品。有些小朋友很喜歡搭建一

些身邊熟悉的物件，例如：餐廳、動物、人物等。他們喜愛在組合造型後，主

動拿到你面前給你看希望獲得肯定，說：「老師，這是我做的人或動物（小狗）

可愛嗎？」面對此情景，若能投入他的遊戲中作出適當的回應 ，可以有助於孩

子繼續發展遊戲的內容及深度，亦有助於發展他的想像力和表達的技巧。種子

教官等程度較好的小朋友開始喜歡組裝做出對稱、結構複雜的物件，也會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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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作品取名字。在此階段，老師不妨鼓勵他向高難度挑戰，遇有瓶頸跟他討

論克服技巧等。討論過程中，孩子可以學習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略。當孩子

反覆練習、成功解決問題，把積木搭建出作品的時候，自信心亦會隨之得到提

升。 
主題情境布置關係到學習是否能引起高潮，如果沒有幼童的參與互動，就不

算成功，因為去不去玩的選擇權在小孩，情境設計我認為應是先有玩的內容架

構，孩子在角落自發性完成作品，再漸漸形成一個可以喚起孩子記憶、豐富孩子

想像活動的情境，接下來，情境與真實差距會有多大？這與孩子的經驗有關係，

通常都是由大班的幼童較主動來發表意見，而主題情境也不一定要那麼真實，它

提供一個想像的起點，使小朋友遇到類似經驗時，會特別注意觀察、不也是達到

寓教於樂嗎？幼童們不僅有簡單的社會行為，更能夠意識到其他同儕的遊戲彼此

互惠，而且做彼此的溝通模式。同時幼童已經能計劃活動的內容、分配角色、共

同合作遊戲，但是在互動中，幼童的語言受限於其所扮演的角色，只有作假裝的

溝通。例如：幼童從積木社區情境中一起玩愛河划龍舟的遊戲，有的幼童當攤位

老闆、有的幼童當pizza店老闆、有的當划龍舟參賽人員、有的則當路上行人（家

人）等，針對積木的布置玩起象徵性的遊戲（symbolic play）與角色扮演（role 
play），並以語言來串聯這些角色，以及扮演適應角色的行為，幼童以其日常生

活中的經驗，作為假設性扮演遊戲的啟發點，因為這是幼童在生活中共有的經

驗，藉由遊戲的進行，彼此分享個人的生活經驗，藉此訓練語言表達能力的發展。 
Kounin（1970）提出，班級經營是教師行為藉著與兒童的互動，影響兒童之

教室行為和學習習慣的過程。這種師生關係，主要面對的是一群兒童的團體生

活。兒童來自不同的家庭背景，有不同的需要、困難與成熟度。他們形成一種教

室內的動力文化，老師必須對兒童及這種文化做回應，並找到最適合的方法教導

他們。幼童的創意潛力雖是無限，仍有賴班級經營的教育誘導，從四位傑出種子

教官來分析家庭背景（教育、經濟）因素，有兩位家長為高中學歷（經濟普通）、

一位國小肄業（經濟較差）、一位碩士學歷（經濟佳），幼童對積木潛能與幼童本

身特質與興趣有關，與家庭環境培養依目前所得結論關聯性似乎不強。但是生活

經驗充足的幼童，他們的作品往往是其他幼童模仿的對象，所以整體教育環境中

父母師長應該要著重的不只是知識的灌輸，而且還需要有生活經濟擴展的體驗，

才能誘發創意的潛力。 

      
單元活動七照片-1           單元活動七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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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啟示 
 

 本項行動方案實施後，綜合整個活動的觀察及反省，得到以下結論及啟示： 
一、整體而言，幼童參與系統性的樂高積木活動方案後，各方面表現均有進步的

現象，由作者實施方案後，綜合觀察幼童的學習評語，在八大觀察指標上，均呈

現「有進步」或「明顯進步」的評價（如表2）所示。 
 
表2 課程實施後觀察學習評語結果 

八大觀察指標 教師觀察表現評價 
參與團隊合作意願 有進步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有進步 
表達、溝通與分享 有進步 
欣賞、表現與創新 有進步 

專注力延長 明顯進步 
  興趣提升、主動探索 明顯進步 

自信心增加 明顯進步 
  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 有進步 

 
老師本身是「球員兼裁判」的評量結果，可能會受人爭議，但老師是全程的

參與觀察者，體會最深也是事實，其所做的評語也有一定的參考價值。若要引用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量表」或「接受創新程度量表」來測量幼童創造力的改變情

形，其量化數值分析雖較有說服力，但計劃需要實施時間階段要更長、投入的心

力更多，且問卷題意是否容易讓幼童理解，這對於第一線幼教老師能否獨立完

成，有其執行面上的困難；教師的親身觀察及與幼童對話，從中觀察幼童創造力

的變化情形，從行動研究的角度而言，反而單純而明瞭。 
其次，本次整個遊戲課程設計，活動是先以「學習」與「模仿」為出發點，

但單是模仿不足以達到創造的境地，模仿的過程中必須熟悉相關的知識與技巧，

若缺乏此有系統性的創造環境，便無法醞釀出想像力的可能性，學習者唯有熟練

相關知識及技巧再加上想像力，才可能在成品中呈現出不一樣的風貌或功能，作

者認為讓幼童積木角遊戲活動引爆創造力的學習環境對促進個人或團體的發展

及進步相當有貢獻。 
二、「學習角」活動宜兼顧教師主導及幼童自由活動的權利 

學習角落活動雖是幼童自由自在的學習場域，但也不宜完全「放任」幼童在

該處的「學習」。教師如能適度規劃學習角中的「情境學習」，或善用學習角資源

設計出有系統的方案活動，其中納入幼童自由活動的權利及空間，這種思考及設

計更能發揮學習角的功能，並提昇教學的效能。本方案設計中，教師最終應避免

以主導的形式，刻意將幼童編排分組，無彈性地進行活動。這樣，很可能會導致

幼童失去興趣，以致無法達到誘發、激勵他們創造力的效果。從本行動研究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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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若缺乏系統性的課程提供，或放任幼童自由選擇之權利，將導致他們無法了

解自己的能力與適合自己玩的積木種類，以致形成沒有效率的學習與玩耍，遑論

激發出他們的創造力。當新課程實施一段時間後，幼童們能用積木搭建起一大片

創意情境時，這些在以往舊課程經驗中怎麼都沒有看到，作者考到新課中重點是

將預備環境與活動主題都已事先備妥了，接下來只需老師偶爾適時地和幼童們坐

在地上玩成一起，內心只需忙碌地觀察幼童們的學習發展和瓶頸做為日後的改進

參考。 
三、從幼童實際表現的某些行為來界定創造力的變化情形 

如何能激發出創造思考及創造能力呢？作者認為需兼顧到下列： 

（一）幼童要有自主、自動、自信、無壓力的學習意志。 

（二）老師的職責在於安排良好的學習環境，負責協助和鼓勵、激發幼童動手探

究的熱忱。 

（三）用「問題」去導引探索的空間，用「經驗」去協助幼童解決困難。 

過程中幼童已逐漸訓練動手做、會思考、能表達問題等等，從模仿熟練後開

始對於整體造型會產生創意思考，以建構我們的社區活動單元為例，幼童會對警

察局造型的屋頂上加裝桌椅、大樓旁的空間加裝樹木等，是積木課程的引導讓他

們更能表達具體化的創意想像。 

對於積木的情境引導，讓幼童從探討主題過程中，經過構想、討論、由個人

或小組來創作，利用教室中的各種素材（例如：積木、道具、繪圖…等），透過

幼童本身的創造力，以平面或立體的方式呈現表達，能具有啟發的價值。以建構

我們的牧場活動單元為例，幼童會對鴨子造型，給於池塘美工造景來搭配，幼童

對造形活動的想像，在主題課程中是一個很好的凝聚點，它能豐富幼童的學習發

展，也能帶動活動情境的變化，幼童的創意思考被引爆出。 

四、營造「創造的情境」與重視「創造的過程」是不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孩子的想像力及創造力是無限的與可發掘的，但營造「創造的情境」與重視

「創造的過程」是不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將激勵幼童積木創造力的過程

以圖4展示。教師提供可創造的素材，而營造「情境」與重視「過程」更需教師

的精心設計，包括誘發幼童的好奇心，導引觀察，協助探索，鼓勵嘗試模仿。這

段過程主要在幫助孩子從觀察、探索及嘗試中學習發現與解決問題，並製作出初

步的作品，重複不斷練習類似的作品而產生熟練技巧，逐漸使作品產生不同程度

的變化，其過程中反覆「問題—解決」的操練，進行作品的修正，最後完成他（她）

所滿意的創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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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激勵幼童積木創造力的營造「情境」與「過程」 

 
 

 
 
 

參考書目(省略，請逕自參考：幼兒保育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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