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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設計與製作」為生活科技課程的一大教學重點。

生活科技就是透過善用各種材料、機具、資源、知識和創意，來解決人類實務問

題的實作課程，引導學生透過動手做，培養其具備設計與解決問題、創造與批判

思考的能力（林人龍，2003）。其中「做中學」（hands- on experience）為科技教

育中重要基礎（朱耀明，2011；Rowell & Ebbers, 2004），是大多數生活科技教育

工作者所認同的。而學生的學習如何更有效率，如何將學生不容易了解的科技知

識，融入活動之中，使學生形成內化的新知識體，是所有生活科技教育者重要的

課題。 

近代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之中，以 Kolb 的經驗學

習理論最具影響力（張育禎，2008；Oxendine, Robinson, & Willson, 2004）。英國

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在近幾年已將動手做與經驗學習相互結

合，並大量於工程教育中實施（Abdulwahed, & Nagy, 2011）。因此，本文將運用

「Kolb 經驗學習理論」，發展一生活科技教學單元－「扭轉乾坤」曲柄玩具。本

教學活動藉由好玩、有趣的「具體經驗」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使學生願意仔細

的「省思觀察」，然後能「抽象概念」的思考以規劃、設計自己的曲柄玩具，最

後親自完成「主動驗證」做出自己的曲柄玩具，並透過同學作品的呈現與分享，

再一次回到經驗學習的初始「具體經驗」中，重啟經驗學習的循環，使學習能夠

永續的循環下去。透過這個經驗學習循環，可以增進學生學習的效果（Alcota, & 

Gonzalez, 2011; Alejos, Fernandez, Sanchez, & Cuinas, 2011）。在往後的生活中，若有

類似的經驗時，能再一次啟動此一相關知識的學習，使得相關知識可以互相聯

結、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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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驗學習理論 

學生之學習與學校課程為學生建立的學習經驗習習相關（吳木崑，2005），

個人經驗與學習活動的關係相當密切，學習本身就是經驗不斷改造的過程；而經

驗也是學習過程中的重要資源（張育禎，2008）。因此課程中教學活動的設計會

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並產生交互作用及交互作用之後又產生新的經驗（黃光

雄、蔡清田，1999），而良好學習經驗的累積會使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Abdul 

et al., 2011）。 

Kolb 於 1984 年提出「經驗學習理論」，其理論係由 Dewey 而來。Dewey(1938)

認為「教育是經驗的重組或改造」，指出了教育與經驗的關係。教育是包含學習

在內的活動，個人主體性建構生活的習慣及知識等累積，創造新的意義（程仁慧，

2003）。Linderman 的經驗學習則主張，教育應強調個人的經驗，經驗是一種使

教育與行為相連結的成人學習技巧，藉由經驗來達成個體的自我實現和滿足參與

社會改造運動的需求（Alaoutinen, Heikkinen, & Porras, 2012; Elias & Merriam, 

1995）。Kolb 將學習視為經驗的理性反思過程，學習者經由有意識感官覺察的認

知歷程，透過程序式的反思和論證，將經驗轉換成為知識（陳雪雲，2000）。Kolb

認為「學習是經驗轉換，知識創造的過程。這種動態的知識創造過程，是個人與

環境互動、衝突和問題解決的結果。也就是，知識創造過程是由具體經驗出發，

反思觀察，形成概念和推論，並在新情境中考驗概念。探究、創造力、決策、問

題解決和學習是重要的基本概念。」（引自吳木崑，2005）。 

Kolb 的經驗學習理論將學習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包括具體經驗、省思觀察、

抽象概念與主動驗證，此四個階段形成一循環的學習過程，並不斷的重複（彭文

松，2005；Kolb & Wolfe, 1981），如圖 1 所示。四個階段的學習者特性描述如下

（李宜靜、朱延平、楊朝成，2005；Smith & Kolb, 1985）： 

1.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簡稱 CE）：強調以個人的感覺進行學習

（learning from feeling），會從一個特殊的經驗中來學習，對所接觸的人事物

產生強烈的感覺。而有趣的具體經驗更能提高學生學習的意願（Akcan, 2011; 

Andreu-Andres, & Garcia-Casas, 2011）。 

2.省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簡稱 RO）：強調用看與聽等觀察來學習

（learning by watching and listening），作任何決定之前會先仔細的觀察周遭

環境、事物的變化，喜歡由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以尋求事情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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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簡稱 AC）：強調以思考來進行學習

（learning by thinking），會從邏輯的分析與概念來學習，先對情境完全瞭解

之後，才做出有系統、有計畫的行動。經驗只是理性的素材，而這些經驗素

材必得經過系統性理念的結構化歷程，才可能建構成為可靠的知識（吳玉

鈴，2000）。 

4.主動驗證（Active Experiment，簡稱AE）：強調以實際操作來進行學習（learning 

by doing），有能力及耐心將事情完成，喜愛冒險性的活動，並且採取行動去

影響周遭的人事物。 

 

 

 

 

 

 

 

 

 

 

 

 

 

 

 

圖1 經驗學習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Kolb & Wolfe (1981:186)；李金泉（2001：32） 

   

經驗學習提供一個動態的學習模式，透過四個階段的交互循環，可描述個

人、團體與組織環境之間的學習與發展模式（Kolb & Kolb, 2008）。張育禎（2008）

曾描述四種階段特性，並結合經驗學習之特徵與教學實務之運用，提出搭配的實

例與教學方法，作為教師教學安排之參考，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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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olb 四階段學習環之特徵與教學應用 

學習步驟 具體經驗(CE) 省思觀察(RO) 抽象概念(AC) 主動驗證(AE) 

特   徵 重感受 仔細的聽、看 重思考 重執行 

實   例 練習 

親身經歷 

面談 

個人想法 

摘要 

經驗分享 

圖示概念 

舉例分類 

及要素 

解決問題 

應用所學於生活 

教學方法 實驗、示範 

練習、面談 

觀摩 

小組討論 演講 

文獻資料 

小組設計以解決

問題 

資料來源：張育禎，2008：12。 

 

參、教學活動設計 

Kolb 的經驗學習理論：指學習者在具體經驗、省思觀察、抽象概念和主動

驗證等四個學習階段的行為表現。本文依據 Kolb 的經驗學習理論，使玩具設計

讓學生的潛力透過實作得以將構想展現，以「扭轉乾坤」曲柄玩具的教學活動，

讓學生學習曲柄、連桿、滑塊等基本動力機構原理，由動手做的工作程序中，學

習科技原理，並發揮其科技創造力。 

一、教學活動名稱：「扭轉乾坤」曲柄玩具 

二、教學目標： 

1.使學生認識簡單機械－曲柄、連桿的原理。 

2.培養學生的創意，並且運用適當的材料、工具，設計、製作曲柄玩具。 

3.使學生能欣賞他人的作品 

三、理論依據與教學重點：  

本活動係以學習者為主體，在第一階段「具體經驗」中，展示會動的曲柄玩

具，並且提供學生實際操作的機會，讓學生感覺到很好玩、很有趣。進而引起學

生強烈的好奇心，使學生在第二階段「省思觀察」中，能仔細的觀察或與同學討

論曲柄玩具的運作方式，然後確實知道曲柄裝置的組成結構。在第三階段「抽象

概念」時，能思考、設計出自己的曲柄玩具，並自行規畫所需的材料、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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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主動驗證」裏，實際的動手做，將自己設計的曲柄玩具製作出來。最

後透過同學之間作品的呈現、分享，重新回到第一階段「具體經驗」中很好玩、

很有趣的情境，再一次啟動經驗學習的循環。活動步驟與經驗學習理論對照，如

下表 2。 

 

表 2 活動步驟與經驗學習理論對照表 

經驗學習

理論 
理論依據 活動步驟 

具體經驗 

learning from feeling，由

實際的具體經驗引發學

生的興趣。 

展示並讓學生動手操作會動的曲柄玩

具，藉由實際的動手玩玩看，來觸發學

生的興趣、引起動機，並產生很好玩、

很有趣的經驗。 

省思觀察 

learning by watching and 

listening，觀察事物的變

化，尋求事物的真義。 

引起強烈的好奇心，使學生能仔細的觀

察或與同學討論曲柄玩具的運作方式。

配合學習單（一）的填寫，能舉出生活

中其他運用曲柄的用品，能確實知道曲

柄裝置的運作方式，並且畫出曲柄裝置

各部位的組成結構。 

抽象概念 

learning by thinking，強調

以思考來進行學習，並將

知識內化並分析可行性。 

能思考曲柄玩具的運作方式，然後在學

習單（二）上設計出玩具上方的外觀造

型及玩具下方的曲柄裝置，並且自行規

畫所需的材料、工具。 

主動驗證 

learning by doing，將計畫

付諸實施，涉及創作者的

心智、感情與技法的表

現。 

將自己設計的曲柄玩具製作出來，並進

行組合、測試及修正。最後填寫學習單

（三），透過同學之間作品的呈現、分

享，重新回到第一階段（具體經驗）中

很好玩、很有趣的情境，再一次啟動經

驗學習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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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器材：製作曲柄裝置所需的學生材料如下表 3，工具清單如下表 4。

玩具上方外觀造型所需的材料、工具，由每位學生自行規畫，填寫在學習

單（二）。 

 

表 3 學生材料 

名稱 規格 數量 

方木桿 18mm×18mm 約 30cm 每人 1 支 

16 號包紙鐵絲 約 40cm 每人 1 支 

免洗筷 約 20cm 每人 1 支 

粗吸管 能放進免洗筷的尺寸 每人 1 支 

細吸管 能放進 16 號包紙鐵絲的尺寸 每人 1 支 

透明膠帶 共用 少許 

白膠 共用 少許 

泡棉雙面膠帶 共用 少許 

 

表 4 工具清單 

名稱 數量 備註 

美工刀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剪刀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尖嘴鉗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平頭鉗 2~4 把/組 一組共用 

鑽床 2~4 台/班 共用 

鑽頭 2~4 支/班 直徑 4mm 及 6mm 

 

五、教學實施流程：教學時間為 5 週，每週 2 節課，總計 10 節課。國中每節

45 分鐘，10 節課共 450 分鐘，下表 5 為教學實施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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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學實施流程表 

週

次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分

鐘 

所需教材與

教具 

1 

◎介紹活動內容，展示會動的

曲柄玩具，引起學習動機。 

◎動手操作曲柄玩具。 

◎觀察曲柄、連桿、滑塊的

動作方式。 

20 

曲柄玩具、 

學習單（一） 

、曲柄裝置

的工具材料 ◎介紹曲柄裝置所需工具、材

料，及使用方法、注意事項 

◎填寫學習單（一）。 

◎製作曲柄裝置 
70 

2 

◎介紹曲柄裝置所需工具、材

料，及使用方法、注意事項 

◎完成曲柄裝置並測試轉

動。 
30 

曲柄裝置的

工具材料、

學習單（二） ◎說明玩具上方外觀造型的

設計方式。 

◎填寫學習單（二）。 
60 

3 

◎觀察學生活動，並且給予協

助。 

◎製作玩具上方的外觀造

型 
30 

學習單（二） 
◎說明如何將曲柄裝置與外

觀造型組合。 

◎將曲柄裝置與外觀造型

組合 
60 

4 

◎說明如何將曲柄裝置與外

觀造型組合。 

◎將曲柄裝置與外觀造型

組合 
45 

學習單（二） 
◎觀察學生活動，並且給予協

助。 

◎組合、測試、改良。 
45 

5 ◎評分及建議 ◎作品發表、討論、分享 90 學習單（三） 

 

六、學習評量：學習評量項目對照表如表 6 所示。 

 

表 6 學習評量項目對照表 

項目 評分標準 

學習單，佔 40 分 

學習單（一），佔 10 分 

學習單（二），佔 15 分 

學習單（三），佔 15 分 

作品，佔 60 分 

外觀造型設計，佔 20 分 

曲柄裝置轉動的順暢度，佔 20 分 

接合組裝技巧，佔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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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觀察與討論 

一、過程觀察 

本教學活動以台北市某國中七年級的學生為教學對象，進行五週共十節課的

教學活動，得到以下的觀察記錄： 

（一）具體經驗歷程 

1.教師展示曲柄玩具時，學生會說“這是什麼東西啊？”、“好酷哦！”。 

2.學生親自動手操作曲柄玩具時，會說“哦～會動耶！”、“真好玩！”。 

3.還沒有玩到曲柄玩具的同學會說“快一點啦，我也要玩，換我玩了”。 

從以上的教學觀察可以得知，教師展示會動的曲柄玩具能夠引起學生的興

趣，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曲柄玩具，可以讓學生感覺到好玩、愉快、有趣，達到

「用感覺來進行學習」，與經驗學習中「具體經驗」的學習特徵相符合。 

（二）省思觀察歷程 

1.學生在看教師、其他同學操作曲柄玩具時，眼神十分專注。如果被前面

同學擋住時，會站起來看。 

2.學生在看教師、其他同學操作曲柄玩具，或是自己親手操作曲柄玩具

時，會從前、後、左、右、上、下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曲柄玩具的運

作方式。 

3.教師分析講解曲柄玩具時，學生表現出專心聽講的態度。 

4.學生會說“它為什麼會動呢？”、“那個像是腳踏車的踏板”、“像削

鉛筆機的握把”，並回答學習單（一）的問題。 

5.學生能明確的知道曲柄裝置的組成結構，並在學習單（一）上畫出來。 

從以上的教學觀察中發現，會動的曲柄玩具可以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

想知道曲柄玩具為什麼會動，使學生願意仔細觀察、專心聽講，能夠「用看與聽

等觀察來進行學習」，與經驗學習中「省思觀察」的學習特徵相符合。 

（三）抽象概念歷程 

1.學生說“我想要做一隻翅膀會動的小鳥”，然後將設計圖畫在學習單

（二）上。 

2.學生說“我不會畫兔子，所以我回家要找一個圖案帶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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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說“我下禮拜要帶西卡紙、色紙、保麗龍板、彩色筆”，然後將自

己需要準備的材料、工具寫在學習單（二）上。 

4.學生會邀同學說“我們下課一起去買材料吧！”。 

從以上的教學觀察可以得知，學生會思考曲柄玩具的運作方式，設計出自己

的曲柄玩具，並自行列出所需的材料、工具，甚至計畫自己的時間、行程，能夠

「以思考來進行學習」，與經驗學習中「抽象概念」的學習特徵相符合。 

（四）主動驗證歷程 

1.學生會依照學習單（一）的結構圖，運用教師提供的材料、正確地使用

工具，做出曲柄玩具下方的曲柄裝置。 

2.學生會說“為什麼我的曲柄裝置轉得不順、會卡住？”然後試著解決。

無法解決時，再求助於同學或教師。 

3.學生會依照學習單（二）的設計圖，使用自己準備的材料、工具，做出

曲柄玩具上方的外觀造型。 

4.學生會依照學習單（二）的設計圖，將曲柄裝置與外觀造型組合，並且

進行測試及改良。 

從以上的教學觀察可以得知，學生有能力動手做來完成自己設計的曲柄玩

具，遇到問題、困難會嚐試解決，或求助於同學、教師，能夠「以操作來進行學

習」，與經驗學習中「主動驗證」的學習特徵相符合。 

（五）再次循環 

1.學生完成自己的曲柄玩具後，會開心地展示給同學看，甚至借給同學玩

一玩。 

2.學生看到其他同學的作品，會說“喔，你太厲害了！”、“哇，小鳥的

翅膀會動耶！”。 

3.部分學生看到其他同學的作品之後，會改善自己的材料、工具，或是修

正自己曲柄玩具的製作、組合、操作方式 

4.學生會欣賞同學的作品，並列出原因，寫在學習單（三）。 

從以上的教學觀察發現，學生完成作品後，透過同學之間作品的展示、分享，

可以重新回到第一階段「具體經驗」中好玩、有趣的愉快氣氛，再次開啟經驗學

習的循環。這樣的經驗學習是可以持續不斷地循環下去的，不過「再次循環」時

卻不一定是四階段依序循環，有可能是跳躍式地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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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的過程觀察，學生對於曲柄玩具反應出興趣及製作的意願，此與「具

體經驗」要好玩、有趣來引發興趣及參與動機（廖炳煌、魏大統 2006；Akcan, 2011; 

Andreu-Andres, & Garcia-Casas, 2011）的學習特徵相當符合；學生透過聽講與觀察

等不同角度來探究曲柄裝置運作的原理，此部分與「省思觀察」強調用看及聽來

學習（吳木崑，2005；游政男，2001）的學習特徵相當符合；學生會探討機械原

理、分析機械結構，並記錄於學習單，藉以規劃、設計自己的曲柄玩具，此與「抽

象概念」要思考、分析、規劃以形成概念（張玉山，2009；Kolb & Boyatzis, 2000）

的學習特徵相當符合；學生能動手製作曲柄玩具，並透過作品分享，相互有所啟

發，此與「主動驗證」強調以實際操作來進行學習（彭文松，2004；Smith & Kolb, 

1985）的學習特徵目標一致。因此本教學活動設計在經驗學習理論之架構下，能

符合其四大學習特徵。 

二、作品分析 

1.有學生喜歡玩電視遊樂器，因而將電視遊樂器的畫面，重現出來（如圖 2）。 

2.有學生發揮極高的想像力，幫燈籠加了一隻眼睛，還可以吐舌頭（如圖 3）。 

3.有學生對於看過的魔術印象深刻，就做了魔術帽變出兔子的作品（如圖 4）。 

4.有學生愛看卡通動畫，就讓卡通人物可以上下舉重（如圖 5）。 

5.有學生觀察了鳥類飛行，便讓小鳥的翅膀能上下擺動（如圖 6）。 

從作品中可以發現，學生的創意來源、設計靈感大多是來自生活上的經驗及

觀察，像是電視遊樂器、魔術、卡通動畫、鳥類飛行…等。這些生活上的經驗及

觀察，並不是本教學活動所提供的，而是來自學生以前生活上的「具體經驗」和

「省思觀察」。許多學者認為經驗學習課程設計，應從學生切身的日常生活經驗

出發（王全興，2006；吳木崑，2005；陳正治，2006）。透過本教學活動，學生

能夠運用、轉換以前的「具體經驗」、「省思觀察」，並結合現在教學中的曲柄裝

置「抽象概念」，進行「主動驗證」自己動手完成作品。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僅

符合經驗學習中具體經驗、省思觀察、抽象概念、主動驗證的四階段歷程，也呈

現出經驗學習的四階段歷程是一直循環、不斷重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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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視遊樂器畫面的作品 

 

圖 3 燈籠有眼睛、吐舌頭的作品 

 

    

圖 4 魔術帽變出兔子的作品 

 

圖 5 卡通人物上下舉重的作品 

 

  

圖 6 小鳥上下擺動翅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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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Kolb 提出的經驗學習理論，包括具體經驗、省思觀察、抽象概念、主動驗

證四項歷程。本研究由此理論基礎發展出一個生活科技的教學單元活動，並實際

執行教學活動，得到以下結論： 

1.在生活科技的教學中，藉由經驗學習中「具體經驗」的引導，可以引發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使學習者產生高度的學習意願。 

2.學習者由於有強烈的學習意願，便更能專注在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中進行「省

思觀察」，來獲得學習真正的意義。 

3.在生活科技的教學中，學習者能夠進行經驗學習中「抽象概念」的思考，來

進行相關的設計、規劃。 

4.透過經驗學習的「主動驗證」，學習者能夠動手製作、測試、修正，來達成

生活科技的教學目標。 

5.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經驗學習歷程可以不斷地循環下去，但再次循環時不一

定四個歷程都會再經歷。 

最後，為了在生活科技課程中促進學生的經驗學習，運用本教學活動時有下

列建議： 

1.經驗學習的第一階段「具體經驗」是要以感覺進行學習，這就是所有教師都

熟知的「引起動機」。因此在生活科技課程中，教師所展示的作品必定要能

引起學生的注意，學生才會有高度的興趣繼續動腦想、動手做。 

2.為了使學生能夠仔細的在生活科技課程中「省思觀察」，教師提供給學生的

示例作品要有足夠的數量，大約 4～6 位學生能有 1 個示例作品，以避免教

學現場學生爭先恐後的混亂場面。 

3.動手做原本是經驗學習的最後一個歷程，本教學活動則提前在學生「省思觀

察」後，就開始製作部分的機械裝置。因為學生在仔細的「省思觀察」後，

已經充分了解機械原理，並畫出結構圖，此時如果能馬上製作出來，可以即

刻驗證結果，同時也避免前面幾次課程都偏向比較單調、枯燥的講解、討論、

紙筆作業，而且也可以幫助學生運用「抽象概念」去思考、設計其他部分的

外觀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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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科技課程中，部分的機械裝置所需要的材料、工具比較特殊且複雜，建

議由教師預先統一準備。至於其他部分的外觀造型，教師就要鼓勵學生盡量

發揮創意，各自進行「抽象概念」的思考，去進行相關的設計、規劃。 

5.在生活科技課程中，學生大多會在「主動驗證」動手做時遇到困難和挫折。

就像在本活動中，學生最後才發現，要將曲柄玩具下方的曲柄裝置和上方的

外觀造型組合在一起，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必須要經過多次測試、修正。這

是再次進行經驗學習的好機會。遇到困難時，教師可以適時提醒學生再次進

行「具體經驗」、「省思觀察」及「抽象概念」來不斷地修正、改良，最後能

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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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案活動 

教學活動名稱：「扭轉乾坤」曲柄玩具 

一、設計理念：運用簡單機械原理，組裝一動力轉換裝置，製作曲柄玩具。 

二、教學目標： 

1.使學生認識簡單機械－曲柄、連桿的原理。 

2.使學生了解曲柄的原理，並以 16#包紙鐵絲、大小吸管製作曲柄、滑塊。 

3.使學生學會如何運用西卡紙、色紙，製作會動的玩具套件。 

4.培養學生之創造力與設計製作的能力。 

三、教學時數：5 週（10 節課，每節 45 分鐘） 

四、教學對象：國中 7 年級 

五、材料： 

名稱 規格 數量 

方木桿 18mm×18mm 約 30cm 每人 1 支 

16 號包紙鐵絲 約 40cm 每人 1 支 

免洗筷 約 20cm 每人 1 支 

粗吸管 能放進免洗筷的尺寸 每人 1 支 

細吸管 能放進 16 號包紙鐵絲的尺寸 每人 1 支 

透明膠帶 共用 少許 

白膠 共用 少許 

泡棉雙面膠帶 共用 少許 

 

六、工具： 

名稱 數量 備註 

美工刀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剪刀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尖嘴鉗 2~4 把/組 一組共用 

平頭鉗 2~4 把/組 一組共用 

鑽床 2~4 台/班 共用 

鑽頭 2~4 支/班 直徑 4mm 及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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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製作步驟 

1.在 18×18mm×30cm 方木桿端面鑽一縱孔（免

洗筷可放入的大小，直徑約 6mm） 

 

2.在方木桿離端面約 10 公分的側面上鑽孔(包

紙鐵絲可穿過，並且能輕鬆轉動的大小，

直徑約 4mm) 

 

3.利用白膠，在方木桿端面的縱孔上，黏合免

洗筷 

 

4.將包紙鐵絲穿入方木桿側面的洞，再使用尖

嘴鉗和平頭鉗將包紙鐵絲彎折 

 

5.用剪刀剪下 5cm 的細吸管，套在包紙鐵絲

上，再彎折出曲柄的形狀，並用平頭鉗剪

掉多餘的包紙鐵絲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一一年  四十四卷  第六期 

 

18 

 

6.剪下適當長度的粗吸管當作滑塊，套在免洗

筷上 

 

7.用平頭鉗剪下適當長度的包紙鐵絲當作連

桿，用透明膠帶黏合在曲柄和滑塊上，並

測試轉動是否順暢 

 

8.設計玩具上方的外觀造型，自行準備所需的

材料、工具，並將各部位製作出來 

 

 

9.用透明膠帶將零件黏合在吸管上，用泡棉雙

面膠帶將零件黏合在方木桿上 

 

10.正面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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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單（一） 

班級：              姓名：                  座號：       

 

1.同學在看過、玩過曲柄玩具後，請舉出生活中運用曲柄裝置的用品三樣? 

 

 

 

            腳踏車、削鉛筆機、手搖咖啡磨豆機。 

 

 

 

2.畫出曲柄玩具中基本機構部分的結構圖，並標示出「曲柄」、「連桿」、「滑塊」。 

 

 

 

 

 

 

 

 

 

 

 

 

 

曲柄 

連桿 滑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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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 

班級：              姓名：                  座號：       

※請計設一個曲柄玩具，利用曲柄的轉動，來帶動連桿，使滑塊能上下滑動；請

畫出玩具上方的外觀造型及玩具下方的曲柄機構，再標示出每部分的尺寸，並規

畫所需的材料、工具。 

 材料名稱 備註（規格、數量）  工具名稱 備註（規格、數量）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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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三） 

班級：              姓名：                  座號：       

 

1.在這個活動中，請寫出至少三個你所遇到的困難，並寫出你的解決方法。 

 

 

 

 

 

 

 

 

2.請將自己的作品拍照貼上。 

 

 

 

 

 

 

 

 

 

 

3.在看過其他同學的作品後，請寫出你最欣賞的作品至少三個，並列出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