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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摺紙工      作者：9206101 林伊瑋 

製作目的：認知  學會摺紙。 

                認識紙的種類。 

          情意  促進孩子的想像力。 

                讓孩子有成就感。 

                增進專注力。 

          技能  促進小肌肉的發展。 

製作材料：各色色紙。   

適用年齡：4-6歲 

適用情境：團體活動。 

操作方法：玩法一 讓孩子跟著教師的步驟，完成摺紙工。 

          玩法二 可延伸至多種折法，並且可讓孩子自由發揮。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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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奇妙的三角形                       作者：9206102 呂純菁 
 

製作目的：認知  1 .認識三角形。 

2 .知道小圖形可以拼成大圖形。 
3 .認識顏色。 

情意  1 .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能與其他幼兒一起合作完成。 

技能  1 .依照幼兒創意拼出各種不同圖形。  

                2 .能夠使用剪刀。 
                3 .能將剪好的圖形貼在紙板上。 
 
製作材料：厚紙板、色紙、剪刀、膠水。 

 
操作方法：１.將色紙剪成三角形。 

             2 .拼出形狀黏在紙板上。 
             3 .使用三角形做出不同的造型。 
             4 .利用不同圖案的搭配做出物品形狀。 
             5 .放在作品區供其他幼兒觀賞。 

 
適用單元：幼兒工作。 
 
適用年齡：4~6歲。 
 
適用情境：個別活動、小組活動。 
 
教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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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福祿貝爾教具 
教具名稱：六色球                                   作者：蔡欣芸 
 
製作目的： 
1. 促進感官刺激 
2. 練習抓握能力 
3. 認識顏色 
 
製作材料：毛線(紅色.黃色.橘色.藍色.綠色.紫色各ㄧ綑) 
 
操作方法： 
1. 可比較有帶子跟沒帶子之六色毛球之不同 
2. 讓幼兒抓握毛球感受毛球之觸感 
3. 指定一顏色請幼兒取出此顏色之毛球 
 
適用單元：健康敎材教法課程 
 
適用情境：娃娃角 
 
適用年齡：2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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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林婉琛   9206104 
教具名稱：我會剪剪貼貼 適用單元：恩物－剪貼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1.認識各種動物名稱 
          2.了解部分與全部的概念 
          2.訓練小肌肉的發展 
          3.培養幼兒的創造力發展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各位小朋友你們看老師手上這是什麼東西？（拿起數隻紙雕），哇！！小朋 
友你們都好厲害喔！知道老師手上這些動物的名字還有知道他們的生活習慣。可是你們

知道嗎，這裡的這隻熊媽媽他的小孩子不見了，他好難過喔！線再我們大家一起來幫幫

她，我們幫熊媽媽做一隻小熊，這樣她或許會開心一點。大家一起開始動動手吧！ 
 
◎ 展開活動： 
＊部分與全部玩法 
T：先把熊的分解圖拆開給小朋友看，一一介紹每個部位。接下來請幼兒一樣畫      

   葫蘆的做出小熊。 
C：學著老師一步一步慢慢做。 

T：給幼兒展示作品 

＊ 啟發創造力 

T：發幾張紙給幼兒，然後問幼兒最喜歡什麼，請幼兒畫出來，然後剪下。 

 

※ 延伸遊戲 

剪窗花：可以由易至難，由簡至繁，再剪出不規則到有規則的對稱性。 

 
◎ 結束活動： 
    哇!!!各位小朋友，小熊媽媽很高興大家幫了他這個忙喔。歇下來我們給大家看看你

們做的小熊還有剛剛自己創作的作品，今天大家表現的都很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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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相片： 

 
          ◎剪剪貼貼（做紙雕） 

 

           
          ◎部分與完全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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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福祿貝爾教具                           作者：許雅雯 

製作目的：1.發展立體的創作才華 

          2.訓練雙手及十個手指頭的靈敏度 

          3.培養幼兒的求知慾 

          4.培養良好的工作習慣和態度 

     5.建立立體的建構觀 

          6.訓練良好的記憶力 

          7.培養耐力、肌肉協調力 

          8.培養繪畫能力 

製作材料：瓦楞紙、吸管、紙 

操作方法：黏土：運用各種技法、從圓球->正方形->長方形，再利用工具出花樣

之變化 

          厚紙細工：隨意做造形、 

豆細工：先排好豆子和竹再穿作品，曲線可運用細鐵絲串接之。 

摺紙：從正想、反面、角、邊、對角、平行等著手 

繪畫：限制主題或不限制主題讓幼兒自由畫 

編織工：運用各種上下穿梭的方法，將長條紙與底部相結合，成為美

麗的圖案。 

適用單元：任何單元皆可 

適用情境：任何情境皆可 

適用年齡：四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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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具說明卡 
作者：幼教二 9206106 洪毓謙 

教具名稱：千變萬化動動板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訓練手部能力，認識不同的材質與形狀及顏色。 
製作材料：巧拼、各種材質的東西 
操作方法：可以用手拔出或放回各圖形，同時摸摸巧拼凹洞中的不同材質。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 
適用年紀：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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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福祿貝爾 
教具名稱：變變變                  作者：林杏蓉 
製作目的： 
1. 了解正方體的點、線、面 
2. 一個長方體可組成兩個小正方體 
3. 兩個三角體可組成一個正方體 
4. 發揮想像力使體積變成一個創形 
製作材料：不織布(藍色兩條、紅色一條、膚色一條、黃色一條)、針線、綿花、魔鬼粘(黑
色、白色) 
操作方作： 
1. 和小朋友介紹正方體的點、線、面 
2. 讓小朋友自由發揮，將各個正方體組合成任一東西 
適用單元：數學的點、線、面教學 
適用情境：訓練創造力 
適用年齡：中班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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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動物園                                  作者：9206108吳佩蓁 
 
製作目的：藉由動物摺紙的活動，增進孩子手部的肌肉發展，不僅可讓孩子在折 
          紙的過程中認識動物的特徵，也可以讓孩子練習摺紙訓練小肌肉。 
 
製作材料：大張壁報紙數張 
          一隻小刀 
          麥克筆一隻 
 
操作方法：集合所有摺成的動物，成為一所動物園。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教具 
 
適用情境：這樣的活動適合搭配，有關動物的課程，且在美勞課時讓孩子去操作，練習

摺紙。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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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立方體組合骰子 

作者：曾麗禎 9206109 

製作目的：讓幼兒認識立方體構造，及其組合原則。 

製作材料：白色厚紙板、不織布、針線、棉花、麥克筆、摩鬼粘 

操作方法：讓幼兒自行拆解盒子，將立方體拿出，並引導幼兒認識

立方體構造，及其組合原則。 

適用單元：立方體活動 

適用情境：福祿貝爾教學課程 

適用年齡：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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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祿貝爾恩物）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第七恩物－面之拼圖             作者：幼教二 9206110 林千媚 
製作目的：認識平面的關係，並促進創造力，組合的能力。 
製作材料：粉彩紙、不織布、透明膠帶、雙面膠 
操作方法：1.先讓小朋友說出不織布的形狀名稱，不會的翻到背後有註解。 
     2.讓小朋友拼圖 
適用單元：幼兒平面感覺課程 
適用情境：利用拼圖遊戲將幼兒帶入課程 
適用年齡：2歲~6歲 
照片 
 
                   
 
 
 
 
 
 
 
 
 
 
 
 
 
 
 
 
 
 
 
 
 
 
 
 
 
 

外觀一：

操作前。 

外觀二：

操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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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福祿貝爾 
 

教具名稱：『洞』起來                         作者：9206111 郭于菁 
製作目的：訓練幼兒的穿洞能力，縫的概念，並加入聚合與擴散的概念 
製作材料：珍珠板、毛線、吸管(建議改成毛管，較為安全) 
操作方作：1.將珍珠板面積約分成六等份，三個為一排 

2.上排採聚合，由洞大、少→洞小而密、多，一個焦點到多條線交集 
3.下排為擴散，沒有焦點，由洞大、少→洞小而密、多，另外，從一個方框

→到一大一小方框重疊→一大一斜有交會 
4.可更換不同粗細的毛管(針)，不同顏色的毛線來穿縫 
5.延伸成遊戲的連連看，另拿板子畫動物或其他形體，讓幼兒透過穿縫來拼

湊形體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 
適用情境：較靜態的一般教學 
適用年齡：4歲以上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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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小青蛙跳跳             作者：9206112高加

恬 

製作目的：教孩子練習摺紙，設計一情境，使孩子的成品可用於其

中，引發孩  

          子摺紙的興趣 

製作材料：色紙，卡紙，厚紙板 

操作方法：孩子摺完青蛙後，可併排於情境之草地上，比賽誰跳的

快或遠。或 

          是問孩子有幾隻青蛙在池塘中或草地上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第十五恩物-摺紙工 

適用情境：個別活動，角落 

適用年齡：3到 6 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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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說 明 卡 
教具名稱：福祿貝爾教具       作者：黃雯君 

製作目的：利用豆細工和縫織讓小朋友了解點線面的觀念。 

製作材料：保利龍球、牙籤、不織布、棉花。 

製作過程：先將保利龍球著色，然後用牙籤分別組成點、線、面、體。另外再用 

     布縫製立方體和三角錐體。 

操作方法：一一解說點、線、面、體的關係，並讓小朋友看不同材料製作的點、  

     線、面、體。 

適用單元：數概念 

適用年齡：３～６歲幼兒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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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摺紙好好玩                   作者：何昂潔 
 
製作目的：每個幼兒都會摺紙，不管是摺得有稜有角的，或是揉成一團，都是幼兒得巧

思。我們可以藉由摺紙來訓練幼兒手指的精細動作和其空間及認物的能力。

其實摺紙是一項不簡單的手工藝，要將一張薄薄的紙張摺成一個立體的東西

就很難了，更何況是摺出一個”像樣”的東西，所以說摺紙其實是一件非常需

要巧思和精巧細膩動作的手工藝。 
 
製作材料：紙張、剪刀(、膠水) 
 
操作方法：1.一開始讓幼兒自行創作，摺他們喜歡、他們會做的東西。接著可以教他們

一些摺紙的技巧，摺一些他們不會做的東西，這樣幼兒會非常高興的。 
          2.立體的摺紙可讓孩子做情境的角色扮演，也可以教他們做一些平面的摺

紙，讓他們剪剪貼貼做成一幅畫。 
          3.摺紙分為立體的形式和平面的形式，可讓幼兒自行設計自己所喜歡的形式

做個人的自由創作，由教師所教的基本的摺紙方式，加上幼兒自己的巧

思，可發明出更多令我們意想不到的東西。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 
 
適用年齡：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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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瑜纓      學號：9206115 

教具名稱：剪紙板 

製作目的：使小朋友明確分辨角面和邊的關係，明確的對稱概念，背面可

訓練邏輯推理的概念 

製作材料：紙板、雲彩紙、尺、剪刀 

操作方法： 

1.正面為剪紙模，可讓小朋友將正方形的紙，對折又對折後，模仿紙模剪出

圖騰。 

2.背面為剪紙的攤開，將剪紙的一角剪去，讓小朋友完整地拼出全圖。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教具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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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恩物組                      作者：張瀞之 

製作目的：藉由基本恩物的概念促進幼兒發展 

製作教材：吸管、厚紙板、色紙、不織布、 

操作方法： 

1、 形狀色板，是「面」的概念，讓幼兒認識每一種形狀，再由組合色板

獲得另一個較大、不同形狀的面。 

2、 立方體，是「體」的概念，由組合立方體得到另一個立體形狀。認識

化整為零，化零為整的思想，培養幼兒的思考力，數的概念，對稱及

創造力。 

3、 由圖案的聚散不同，認識中心花樣、擴散等概念。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獨自遊戲、加強數學概念 

適用年齡：4~6 

====================================================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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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六色球                           作者：幼教二 9206118 黃麗文 

製作目的: 

讓孩子觸摸,並且刺激其對顏色反應,有毛線則可在地上滾動,使孩子運動. 

製作材料:不織布數張  針線  毛線    棉花   

操作方法: 

  讓孩子捏球,引導他們觸摸的感覺,並且可以牽拉六色球的毛線,使之在地上滾動,六個

球不同的顏色也可以讓他們認識顏色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幼兒律動或遊戲時 

適用年齡:3 到 6 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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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作者： 周子琳 9206120 

教具名稱：摺紙工 福祿貝爾-恩物  

製作目的：指導用紙來做玩具的慾望。知道由摺的動作造成新的形狀。 

          認識角、邊、對角線的關係。培養幾何的頭腦。 

製作材料：色紙數張 

操作方法：依照一個一個的步驟跟著一起折 

適用單元：認知、精細動作發展 

適用情境：認知活動、訓練幼兒專注力以及精細動作 

適用年齡：由於此摺紙難度高，因此適用於約 5歲以上的小朋友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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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福祿貝爾恩物──七巧板跟洞洞裝  作者：石守玉 

 製作目的：在福祿貝爾的二十個恩物中，認識形狀跟打洞練習、穿洞練習都是可

以發展兒童能力的教具。 

 製作材料：珍珠板，西卡紙一張，不織布，打洞機 

 操作方法：在西卡紙上用三角形、矩形、梯形和平行四邊形畫出不同的圖案，起

先可以是基本的圖形，可以先畫出線條，到後面進階的部份就可以省略掉多餘的線

條了。而打洞方面就是畫出線條讓小朋友練習打洞，不管是集中或者分散的，甚至

還可以讓他們學習穿線方法，練習精細動作。在封面的部份也可以用多餘的不織布

作收納的袋子喔！ 

 適用單元：七巧板和洞洞裝 

 適用情境：當小朋友在玩七巧板的時候可以刺激他們大腦，而且也可以順便教給

他們角度的觀念，例如鈍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跟直角三角形等等。 

 適用年齡：４歲或５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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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作者：林玟均 

教具名稱：我會排形狀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能認識基本的圖形並描繪 

製作材料： 
魔鬼沾 × 3 
圖畫紙 × 1 

操作方法： 
讓小朋友拿取黏貼在旁邊的魔鬼沾照著圖畫紙上的圖形排列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教學 

適用情境： 
當小朋友對於三角形、圓形或梯形等等的圖形有所疑惑無法分辨時可用此教具，或是小

朋友不知如何畫圖形時也可用此教具。 

適用年齡：3至 6歲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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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穿洞洞我最行 作者 / 9206123 林煒婷 
製作目的 1. 讓幼兒訓練小肌肉動作 

2. 可以訓練創造力使用線穿出不同形狀 
製作材料 珍珠板，毛線，模型紙，亮片，小保力龍球，塑膠環 
操作方法 讓幼兒使用毛線在不同的小洞上穿來穿去，可以穿出不同的形狀。而紙板

是立體的，並且扣環是可拆式的可更換不同紙板 
適用單元 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年齡 3~5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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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6124  劉學融  福祿貝爾 

教具名稱 六色球 作者 / 劉學融 

製作目的 1.認識顏色(紅、橙、黃、綠、藍、紫) 

2.促進大肌肉的活動 

3.刺激幼兒觸覺 

製作材料 毛線(紅、橙、黃、綠、藍、紫)、製球器 

操作方法 1.可懸掛於嬰兒床上，供嬰兒抓捏 

2.先指導幼兒認識三原色：紅、藍、黃。再依次介紹橙、

綠、紫。也可認識日常生活中與六色球顏色相應的物品 

3.利用六色球玩認識數目 1~6的遊戲 

4.將恩物裝在袋內，請幼兒憑觸覺由代中取出 

適用單元 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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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說 明 卡 

教具名稱：剪剪貼貼          作者：9206125梁玉偉 

製作目的：分辨角面和邊的關係及形狀的不同 

         練習正確使用剪刀 

         發展對色彩感覺 

         調和運動的訓練 

製作材料：色紙 硬紙板 膠水 剪刀 美工刀  

操作方法： 

  ＃引起動機：教學一開始先詢問幼兒有沒有拿剪刀剪過色紙，是怎麼樣剪的，會不會

利用這些剪下來的紙片做成一幅畫等等，引起幼兒的注意。 

 ＃教學活動：活動一，先教導幼兒剪出圓形、正方形、長方形、梯形、三角形等不同

形狀，接著利用剪出的紙片讓幼兒發揮想像力拼貼出各種不同圖案（如左圖）。活動二，

指導幼兒剪出直線、曲線、圓弧、鋸齒等等線條，再將紙片折疊，利用剛剛所學的剪紙

方式，讓幼兒發揮創意剪出不同形狀的紙花（如右圖） 

 ＃延伸活動：上述活動進行後，可以加以延伸向幼兒介紹包括對稱、重疊、漸層等紙

片變化，讓幼兒對剪紙能有更深一層了解。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 恩物-剪紙 

適用年齡：4-6 歲 

   

 
 
                             

 

 

 

 

 

 

 

延 伸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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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面                                  作者: 9206126黃愉芳 
製作目的: 此教具是根據福祿貝爾恩物的面概念所製作的,希望藉由這些積木可以

讓小朋友了解面的觀念以及三角形,四面體…等圖形. 
製作材料: 不織布數塊(縫製立體積木) 
          針線 
          剪刀 

棉花 
操作方法: 此教具是立體的,除了可以了小朋友透過實物來了解面概念外,還可讓小

朋友當成積木拼湊圖形. 
適用單元: 福祿貝爾與面概念相關的課程活動 
適用情境: 一般課程皆可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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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名稱：摺紙工(福祿貝爾第 15恩物)  作者：幼二 9206127 周姍姍  

 製作目的：1.指導用紙來做玩具的慾望。 

2.知道由摺的動作造成新的形狀。 

3.認識角、邊、對角線的關係。 

4.培養幾何的頭腦 

 製作材料：正方形色紙、紙箱、壁報紙 

 操作方法：1.老師指導摺紙的步驟 

              2.摺完之後，把各個動物收集起來，來講一個故事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摺紙 

 適用年齡：4 ~ 6歲 

 

 相片： 

          

 

 

 

 

 

 

 

 

 

 

 

 

 

 

 

 

會拍手的

小鳥

會噴水

的大象 

跳躍的青蛙 

會啄米的

小雞

鴛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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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具說明卡 
作者：幼教二 9206128 曾瀞萱 

教具名稱：六色球-小毛球版            

製作目的：建立對人及周遭世界的信任；建立與照顧者間的親密關係；滿足生理    

          發展的需求；滿足感官刺激及功能的建立；注意個性品質的培養。  

製作材料：紅、橙、黃、綠、藍、紫六色毛線；小毛球的製球器、剪刀  
操作過程：     
     1.讓孩子辨識六種顏色 
     2.訓練孩子手部抓握功能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年紀：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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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剪剪紙紙、、摺摺紙紙、、組組合合玩玩具具       作者：9206130林宜佳 

‧製作目的：讓孩子認識面與邊，分辨邊與角。 

‧製作材料：色紙、紙板、粉彩紙等。 

‧操作方法：先剪一次然後再教孩子，摺紙也是一樣。 

‧適用單元：幼兒剪紙工、摺紙工。 

‧適用情境：設計剪紙及摺紙課程活動，讓孩子來運用。 

‧適用年齡：3到 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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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卡 

教具名稱：拼拼看                          作者:9206131蒙艷芳 

製作目的：讓幼兒認識正方體體積的概念，一個大的正方體可以拆成８個小的正

方體，然後每面也都有不同的顏色，除了吸引幼兒目光，也可讓他們認識各種顏

色。 

製作材料：針線、各色不織布、剪刀、棉花、魔鬼粘 

操作方法： 

１它是一個大的立方體，外圍有六個面，就有六個顏色，可以先讓幼兒觀察一會，

然後拆成八個小立方體，再讓他們慢慢拼湊成一個大的立方體。 

２可以先讓小朋友認識形狀之後，數它有共有幾個，再拆開重新拼湊。最重要的

是，每個面的顏色都不相同，要將各個面的顏色拼湊成同一顏色，才算完成。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數學活動 

適用情境：親子活動 

     團體活動 

適用年齡：４～７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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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神秘的金字塔            作者：9206132陳盈均 
製作目的：了解三角錐體，可以引導孩子想像古埃及的金字塔是如何建造拼湊的 
製作材料：模型版、膠帶、小刀、直尺 
操作方法：讓小孩子自己去摸索，去觀察它的形體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教具 
適用情境：講到數學或古埃及文化時皆可 
適用年齡：5歲以上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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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穿線板                          作者：幼二  9206133  曾嫆華 

製作目的：讓幼兒了解形狀的概念，並且認識點線面觀念。 

製作材料：1‧西卡紙 

          2‧粗毛線 

製作工具：1‧美工刀 

          2‧剪刀 

          3‧保利龍膠 

製作過程：1‧先將西卡紙切割成等份大小的紙卡。 

          2‧在紙卡上畫上圓形、正方形等⋯圖形，再延線打洞，最後穿上粗 

             毛線。 

          3‧拿另一張西卡紙畫上體積的分解圖，將分解圖切割下來(記得要留 

             點空白)拼合成一個立方體。 

使用方法：1‧先將穿線板給幼兒看，並示範一遍且加以解說。 

          2‧幼兒熟悉後，再拿出立方體教導他們認識點線面的概念。 

          3‧最後，可將穿線板和立方體讓幼兒自行操作。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老師講解後，可以讓幼兒感覺 

適用年齡：四至六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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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說明卡 ---福祿貝爾恩物教具 
教具名稱：哪條路最近？            作者：9206135 莊蒨蓉 
 
製作目的： 

1. 讓小朋友了解點和點以及點和線之間的關係。 
2. 讓小朋友知道直線是兩點之間最短的距離。 
3. 讓小朋友再圖形上操作以便其日後對實際上的了解。 
 

製作材料：厚紙板兩張不同色、毛線不同色 2小段、其餘色紙少許。 
 
操作方法： 

1. 先跟小朋友敘述一個情境，例如：有一個人要去採蘋果，那他要怎麼走比

較快？ 
2. 當小朋友選擇之後，取下毛線讓小朋友做比較看看哪一條比較短，比較短
的就是比較近的路線。 

 
適用情境：教小朋友認識距離的概念。 
 
適用年齡：5-7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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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雨濃 9206136 
教具名稱 六色球 
製作目的 使兒童表現出許多內心的思想、看法和願望，並用以模仿在週圍

見到的無數事物。 
製作材料 1.不織布 2.針線 3.棉花  
操作方法 1. 用一根繩子把球懸吊起來，它還可以上下、左右甩動、旋轉或

掛在背後，讓兒童猜是什麽顔色的，做出各種各樣的動作 
2. 將六個不同顔色的球堆在一起，又可聯合多種的形體。 

適用單元 福祿貝爾 
適用年齡 0~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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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 智慧型判巧拼 

作    者 幼教 2  9206137  張筑婷 

製作目的  針對形狀的集中狀、散狀或是長短對稱順序做判斷。 

製作材料 吸管 ×1〈包〉、巧拼 ×1〈一般大小〉。 

操作方法 

方法一：將巧拼上各種不同排列的吸管，以平面判斷其規則亦或是不

規則圖形。 
方法二：在以立體來看。將巧拼上排列規則對稱的吸管抽起，以訓練

孩子對稱及推理規則的觀念。 

適用單元   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 
情境一：任何孩子清醒的情況皆適用。 
情境二：老師若要用在教學，數學課也是適用的。 

適用年齡   3歲以上兒童皆適用。 

相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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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說 明 卡 

 
教具名稱：福祿貝爾恩物－圖形卡     作者：9206139許玲瑛 
製作目的：認知教具設計與製作 
製作材料：小紙盒、包裝紙、色紙卡、剪刀、珍珠板 
 
製作方法：（1）用包裝紙包裝紙盒 
         （2）用色紙剪裁各式形狀的圖形卡 
         （3）以珍珠板剪裁當隔板於紙盒內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教學、各式圖形的拼貼 
適用情境：敎小朋友認識形狀及大小長短、運用圖形色卡拼貼各式形狀 
適用年齡：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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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試試看 

作者：9206140周慧怡 

製作目的：訓練手的抓握力、空間概念（數個一樣大小的長方形排成一個大正 

          方形）、訓練恆心（可能要多次的練習才會成功） 

製作材料： 

1. 厚紙板（使盒子可以更堅固、整齊） 

2. 有顏色的西卡紙（裝飾盒子，顏色才不會太單調） 

操作方法：把 8個大小一樣（長 × 6 寬 × 3 高 × 1.5皆相同）散著放置在 

          桌上，讓小朋友可以練習擺放成一個大正方形 

適用單元：訓練手眼協調、空間概念、手的抓握 

適用情境：練習組織的概念（很多小東西組合成一個大的成品） 

適用年齡：1歲半~2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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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福祿貝爾恩物 
作者：9206141王彥茹 
製作目的：1.七巧板：養成創造力、思考力、認識構成事物的輪廓 

2.縫我：體會點與點之間可以構成線、滿足縫的興趣、熟悉針的使用方法手
指小肌肉的運動、加強動作的協調、培養注意力與耐力。 

製作材料： 布、厚紙板、美術紙、針、線、剪刀 
操作方法：1.七巧板：發揮想像力，運用幾個形狀去拼湊出任何圖案。 
          2.縫我：讓小朋友先練習直線、曲線，最後再縫成一個完整的圖案。 
適用單元：所有單元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 39 - 

福祿貝爾教具 
 
教具名稱：圓柱體                    作者：9206142游“女秀“菱 
製作目的：培養認識圓柱體及組成圓柱體面的概念 
製作材料：密封罐、不織布、紙板 
操作方法：首先將用魔鬼粘黏在表面取下來教導組成圓柱體的概念，然後將密封罐打

開，取出裡面的小圓柱體，教導幾個小圓柱體填滿大的圓柱體的概念 
適用單元：數學概念 
適用情境：教導認識何謂圓柱體時使用 
適用年齡：4~6歲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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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魔術方塊                      作者:9206143陳韻珍 
製作目的:屬福祿貝爾恩物,讓幼兒在使用各種教具後,學會正立方體比例關係&離散`密
集的觀念. 
製作材料:不織布`棉花`毛線 
操作方法:讓幼兒將小方塊依比例拼成大方塊.在大方塊上貼有不同密度的愛心,可藉由轉
動辨認離散`密集的不同. 
適用單元:有關福祿貝爾教學單元 
適用情境:讓幼兒了解正立方體比例關係&離散`密集的觀念 
適用年齡:一般幼兒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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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折紙工                作者:9206145侯凱齡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學會折紙、鍛鍊精細動作、認識對稱的概念 
 
製作材料:色紙 
 
操作方法:用簡單的方法折出一隻隻的小動物 
 
適用單元:美勞----折紙 
 
適用情境:說故事時可先請小朋友折出簡易他們想折的東西 
 
適用年齡:幼稚園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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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四 邊 立 方 體    作者：9206146 張雅茹 

製作目的：了解點、線、面的定義。 

製作材料：不織布、針線、厚紙板⋯。 

操作方式：1. 利用這八個四方體排出各種不同的組合。 

          2. 認識點、線、面。 

          3. 認識福祿貝爾忠的第一恩物－『六色球』中的六種顏色。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教具 

       適用情境：小朋友玩積木的時候。 

       適用年齡：3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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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作者：9206147 尹一荃 

教具名稱：三角形、四方形、圓形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認識數學裡正方形、四方形的概念 

製作材料：布、針線 

操作方法：把布做成的圖形給小朋友看，然後問小朋友看到了什麼？也可以把毛毛蟲給

小朋友看問他毛毛蟲的身體是什麼所組成的。 

適用單元：福祿恩物教學 

適用情境：小朋友在學圖形時 

適用年齡：3~6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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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點線面盒     作者：邱卿瑜（9206148） 

製作目的：認識點、線、面。 

製作材料：紙箱、顏色紙、珍珠板、各種顏色的小石子、書面紙、吸管。 

操作方式：盒內的教具卡可以幫助幼兒認識點、線、面，甚至可以自己動手打

洞或用有顏色石子在書面紙上做沙畫，或利用不同長短的吸管排圖

形。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恩物 

適用情境：數概念、繪畫課程。 

適用年齡：5歲以上。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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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9206149 翁意婷 
教具名稱：房子 
製作目的：將福祿貝爾的恩物實際應用於幼兒的教具 
製作材料：紙箱、色紙、保麗龍球、毛根、白膠 
操作方法：讓小朋友拿在手上玩，並讓他們了解梯形、三角形、長方形⋯可以拼湊成房

子或是其他的形狀 
適用單元：蒙特梭利教具 
適用情境：教室中，使用福祿貝爾的恩物教學時 
適用年齡：3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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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胡惠姍〈9206150〉 
教具名稱：神奇的點點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教具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 
一、認知： 
1. 學習物品〈或圖形〉是由許多點組合而成。 
2. 延伸圖形可由許多點線面組成。 
3. 延伸至線、面的認知發展。 
4. 藉由繪畫觀察中，可訓練專注力、觀察能力。 
 
二、情意： 
1. 讓孩子在做的過程中，可豐富創造力。 
2. 鼓勵幼兒從不同角度觀察事物。 
三、技能： 
1. 促進小肌肉的發展。 
2. 學會團體協力完成事情。 
 
教具材料： 
1. 粉彩紙。 
2. 保麗熔膠。 
3. 大小不一的數多保麗熔點球。 
4. 鉛筆、擦子。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來來來，小朋友妳門最喜歡什麼卡通人物？或者最喜歡什麼圖片？ 
或者還是可以要小朋友畫家人的形象，如爸爸、媽媽等等。 

 
◎ 展開活動： 
1. 老師可先畫出一圖形，邀請小朋友一同欣賞觀察。 
2. 之後，老師可將點點黏在圖形上，請小朋友觀察。 
3. 老師分小組。 
4. 小組可一同編織故事且將它繪畫下來。 
5. 觀察並和小朋友一同完成作品。 
＊ 延伸遊戲： 
可出示成品，由點延伸至線、面。 

◎ 結束活動： 
1. 可分小組，一同由大小不一的點點球中完成圖形。 
分享且可敘說小組繪畫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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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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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祿貝爾教具卡 

教具名稱：盒子變變變              作者：9206151陳宛渝 

教具目的：1.認識厚紙細工的應用，培養想像力。 

          2.培養立體、組合、排列的概念。 

          3.存有廢物利用的概念。 

教具材料：盒子數個(長方形、正方形、圓形⋯等)、紙張(裝飾用) 

操作方法：1.使用已有的盒子作組合排列成某一形狀。 

          2.作扮演遊戲的使用。 

適用單元：福祿貝爾。數概念單元。 

適用情境：1.造型工作單元的設計教學時的活動內容。 

          2.娃娃家的扮演遊戲、說故事時的運用。 

          3.可組合全班的作品成另一個大作品。 

適用年齡：3~7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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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祿貝爾恩物                          製作者：9206152賴怡伶 

教具名稱：環的運用 

 

製作目的：1.認識線的觀念 

          2.了解部分和整體 

 

製作材料：毛根 

 

操作方法：1.先將毛根彎成大小不同的環狀 

2.利用整體圓和部分圓做成圖案例如葡萄小雞 

3.可以讓小朋友嚐試自己折自己拼 

 

適用單元：福祿貝爾教具 

 

適用情境：角落教學讓小朋友自己玩 

 

適用年齡：4~6 歲 

 

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