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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點想像力的體能遊戲
文：安和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鄧芩彣

新北市學前特教季刊

在生活中，每個動作都需要身體能力的支持，而肌力弱、動作技巧不佳的幼兒對於粗大活動總是興趣
缺缺，每到戶外活動5分鐘就說要喝水休息，而炎炎夏日更是只想在室內遊戲，因此，我們可以從提高幼兒
對活動的「動機」開始，透過「遊戲」讓幼兒更願意參與活動。
在遊戲中，幼兒大多樂在其中且不覺時間的流逝，所以比起單純的跑跳、重複的肢體運動更有樂趣及動機。因此對於大眾熟知的簡
單遊戲，只要加些變化與營造情境，就能讓幼兒運用想像力開心遊戲。
最棒的是遊戲中除了體能之外，也能依照加入的多種元素而提升其他的能力喔！像是單人遊戲能讓幼兒練習規則理解、專心聆聽指
令、提升記憶力，如果是團體遊戲更能增加人際互動、觀察、模仿能力；體能遊戲益處多多，以下提供幾個遊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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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力

可利用辦家家酒玩具或是圖卡，營造出扮演購
物的情境。
四肢肌耐力、視覺搜尋能力、專注力、記憶力。

場地布置

遊戲方式
第一關－跑步：請幼兒站在起點的呼拉圈中預備，由成人公布
題目，如：請幫我買麵包和草莓，而孩子跑向物品擺
放區幫忙購物（也可以提供籃子增添模擬性）。

第三關－動物姿勢：請幼兒變身成動物老闆，由成人指定動作
（兔子跳、大熊走、鴨子走路等），除了跑、滾之外，
也能提升四肢肌耐力及不同樂趣。

物品
擺放區

主

編：張文斌

編輯群：賴荷婷、李秀臻、王靜
王淑姿、劉益蓉、蕭家琦
王嬿如

小提醒
除了動作之外，也可以在指令上靈活變化，如：請幫我買３個
水果∕紅色的食物或是給予３項物品記憶。
成人可評估幼兒的體力，自行調整距離遠近及次數。

小綿羊與大野狼

提升能力

一群小綿羊在草地玩耍，肚子很餓的大野狼躲
在旁邊要抓小綿羊，因此當大野狼出來抓小綿
羊時，小綿羊要趕快躲回家，如果來不及回家，
則會被抓回大野狼的家。
四肢肌耐力、規則理解能力、視覺搜尋能力、專
注力、排隊能力。

場地布置

遊戲方式
1. 講解規則後，請幼兒各找一個巧拼坐下，當開始唱歌或是播放
音樂時，幼兒要排好隊繞著巧拼走（或是以兔子跳、大熊走、
鴨子走路方式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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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埔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陳怡喬
透過教學現場普幼與特幼教師的觀察，及近年來相關議題探討文獻，認為現代幼兒的體能、運
動協調性、肌耐力與過去相較之下越漸衰退。而幼兒若每日適當進行結構（具有動作技巧的運動項
目之訓練）及非結構化（結合遊戲、幼兒遊樂設施使用、幼兒間的追跑或嬉鬧活動）的運動，除了
能促進上述不足之處，亦能對情緒、專注、人際互動以及智能方面有間接的良性影響，例如：
1. 藉由體能活動或運動
遊戲，可以消耗幼兒過
剩的精力。

對於有注意力不足、過動及衝動特質
的幼兒而言，運動的效能不亞於藥物治
療。運動過程中需要使用到一些既定的
技巧動作，這些技巧動作的建立過程，
亦包含語言理解與專注能力的培養。

3. 部分運動內容可以設計
為團體或小組遊戲，藉由
競賽、合作方式增進幼兒
的同儕互動。

4. 在醫學研究方面，亦證實
適量及適當的運動可以促進
幼兒大腦發展，以教育立場
而言則關係到幼兒的學習、
記憶及專注力的表現。

以下為體能活動遊戲經驗分享

輔導內容及目的

加點想像力

設計印刷：龍藝科技有限公司

發展遲緩幼兒的動作輔導

第二關－滾動：請幼兒變成大卡車的輪胎，躺在地上（或巧拼
上）雙手向上伸直，以滾動的方式向前買東西。

起點

總編輯：李幼安

一起動ㄘ動—發展遲緩幼兒動作輔導篇

點餐遊戲
加點想像力

使用教材

大巧拼
大野狼的家

小巧拼
小綿羊的家

在開放幼兒自由使用遊樂設施前，進行暖
身運動：平衡訓練、單腳向前跳躍、距離
感。

感統教具（使用搖擺
面）、腳踩觸覺板。

利用團體遊戲聽指令進行動作：聽理解、
顏色概念、方向概念、大肢體活動。

氣球傘、塑膠玩具小
球。

利用小組活動進行傳球遊戲（人際互動、
溝通、手眼協調），並要求幼兒將彼此腳
尖或腳掌貼合對方，期望達到伸展腿部筋
骨的作用。

皮球、觸覺球、一般
球類教具。

利用小組活動進行S型滾大球競賽，期望小
組成員合作協調，並嚴謹要求每一組務必
遵守規則，以社會性鼓勵作為動機。

三角錐、大彈力球。

2. 當歌聲∕音樂停止時，成人可以先大喊「大野狼來了！」提醒，
再出去找還沒坐好的小朋友，幼兒隨機找一個巧拼坐下即成功。
3. 如果幼兒來不及找到巧拼坐下，就需至大巧拼休息一次。

小提醒
可依照遊戲人數適當減少巧拼，增加遊戲樂趣。
如果幼兒已相當熟悉遊戲，可請幼兒擔任大野狼的角色，但需
提醒注意安全，慢慢走以避免推擠。

適當的活動肢體除了可以增進幼兒粗大動作發展，也能透過遊戲的進行方式增進記
憶力、專注力；每個遊戲設計都可以有更多延展性，可以使用多樣化的器材，依照幼兒
的遊戲經驗、需鍛鍊的能力，設計專屬於幼兒的體能遊戲，快帶著幼兒一起試試看，跟
著想像力動一動！

年

綜合上述整理，近代對於「運動」的推廣甚為積極，尤以「早期療育」觀念亦
越來越受到重視，藉由相關資訊分享及研究文獻的提供，能給予教師及家長許多參
考方向，期許各方的努力及彼此的合作，能夠為孩子帶來不一樣的變化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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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動ㄘ動-親子互動小遊戲
文：文德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文：埔墘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朱育萱

以下分享兩個簡易的親子遊戲，提供您與孩子在生活中一起動一動吧！

搬家小高手

毛巾運娃娃過河

玩法

陪同孩子選3～5個喜歡的玩具，在距離5～10公尺的位置，
設定起訖點，在起點放置玩具，終點的位置放置一個籃子裝玩具，
一趟拿一個玩具，用「蹲走」方式前進，到終點後把玩具放入籃
子內，當玩具都搬家到終點時，遊戲則結束，此時可引導幼兒一
起點數總共搬了幾個玩具呢？

家長與孩子合力拉直大毛巾，合力把公仔、娃娃或小皮球、
廢紙球……等物品，運送到終點線的籃子，距離依孩子年齡做增
減，建議為5～10公尺。過程中可以建立孩子的手眼協調、對距
離的概念、互相合作……等能力喔！

延伸遊戲
過程中也可以把「蹲走」更換為「小兔子跳」、「屁股走
路」……等方式，運用不同的活動方式增加活動趣味性。
當孩子熟悉路線後，可以分成兩隊，一隊是孩子、一隊是爸
媽，共同進行競賽，也可以在進行時設計不同的行進路線，
從直線變換為曲線，或是設立小小的障礙物讓孩子閃避以
增加難度唷！

運用一些簡單又唾手可得的物品來進行活動，不
用花錢又能陪伴孩子，一舉兩得呢！另外，平日養成
良好的生活作息、飲食均衡，也有助於孩子的發展！
近日，本市也規劃了許多特色公園，忙碌之餘，別忘
了多帶孩子出去走走、接觸人群、曬曬太陽唷！

我們一起玩
文：國光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莊孟俞

幼兒園每天的大肌肉活動，對幼兒來說是必需且重要的，在活動中，不僅可以訓練幼兒的動作發展，亦能培養
幼兒的正向人際互動、問題解決能力和反應力，對特殊幼兒來說，更是重要的訓練。除了上述的優點之外，更能透
過動一動的活動，提升特殊幼兒的專注力和警醒度，讓幼兒在參與課程活動時有更好的學習。
有哪些大肌肉的遊戲，是可以針對特殊幼兒進行訓練，又可以全班一起參與的活動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活動一：大白鯊游呀游！

活動二：動物進方舟

對象：大中小班皆可

對象：大中小班皆可

教具：大圓環、音樂、鈴鼓

教具：室內地板教室、音樂、鈴鼓、萬象教具組

訓練項目：奔跑 時跨越之動作、專注力、數 量、 顏 色 概念、
社會互動

訓練項目：各種肢體動作、專注力、社會互動

活動內容：
遊戲前，老師須規定圓環內可站幾個幼兒，例如：黃色可站５
個，綠色可站２個，藍色可站１個，可指定特殊幼兒要站入哪
個圓環中。
老師播放輕快的音樂，請幼兒在規定的範圍內遊走奔跑（確保
環境安全）。
當老師停止音樂或敲打鈴鼓時，幼兒必須趕快進入圓環中，避
免被大白鯊（老師）吃掉。

活動內容：

在與老師和治療師的觀察討論下，得以發現多數動作發展遲緩之幼兒，主要的問題為肌肉力量不足、身體穩
定度較差或平衡協調能力偏弱，以致在生活適應上有許多困難。相信老師及家長也認為此類幼兒須加強運動和訓
練，但往往礙於動作發展遲緩而影響幼兒活動的意願和參與度，因此以下提供一些有趣的活動和遊戲給老師和家
長，做為平時課程和活動設計的參考，希望能提升發展遲緩幼兒的學習動機，同時也能達到訓練之目的！

動作協調訓練活動

動作計畫訓練活動

所謂動作協調是指同時需要思考兩件事情、做兩個動作時，
幼兒所做出來的動作穩定度。

對於動作發展遲緩之幼兒，如何將動作步驟化的完成，並依
序思考進行，也是很重要的能力訓練。

1. 跳跳樂：以不同顏色或大小的巧拼或呼拉圈，擺放在不同位置、
方向和距離，並給予不同的指令，如:只能跳紅色、只能跳小呼
拉圈等。

1. 魚兒水中游：設計一個空間，模擬為魚缸，配合音樂放入小魚
兒（幼兒），小魚兒會相親相愛，開心地游來游去，也不會撞
到彼此。慢慢讓更多的幼兒加入，配合音樂或樂器的快慢，改
變游動的速度，並提醒幼兒無論快慢都不能撞到彼此。

2. 我說你做：屁股坐地上，聽著老師的指令進行「右腳抬起來、
左手舉高高、右手舉高高、右腳放下來……」。
3. 兒歌律動：對於動作模仿能力較弱的孩子，除了透過投影幕播
放影片學習外，可再由大人實際示範動作並搭配簡單口訣，讓
幼兒能更加深記憶且較容易模仿動作。

2. 循環式闖關活動：在一個空間內，將幾樣小活動串聯形成一個
循環式的闖關活動，並讓幼兒連續重複數次，也可設計由雙人
同時進行，提升互動性。活動可包含丟接沙包、手臂或雙腿夾
小球向前走或跳、過山洞、開合跳……等。

肌肉力量訓練活動

例行性訓練活動

肌肉力量的訓練是指能讓身體承受力量的活動，為了增加身
體的穩定度及動作執行確實性。

由於例行性活動的執行重複性高，透過每天重複的練習下，
更能提升幼兒之學習成效。

1. 小牛耕田：幼兒兩兩一組，一位幼兒趴地用雙手撐起身體向前
爬行，另一位幼兒用雙手抓握住前方幼兒的腳踝前行。

1. 擔任小桌長：幫忙洗抹布、擦桌子、掃地板等。

2. 支援前線：可將幼兒分組進行活動，各組聽指令並將物品放入
箱子內後，由起點推至終點，老師確認物品正確後，再推回起
點。

2. 擔任小幫手：協助抬餐桶或書堆等具有一定重量之物品。
3. 操作活動時間：鼓勵幼兒模仿鴨子蹲的姿勢操作教具持續幾分
鐘後，再變換為較舒適的姿勢。

3. 手腳傳球接力賽：讓幼兒排成長條後躺下，並將雙手雙腳舉起，
用手將小球傳給自己的腳，再由腳傳給下一位幼兒的手，依序
傳至最後一位幼兒即完成。

相信身為老師的我們，莫不希望每位幼兒都能
有所成長與進步，透過適當地遊戲活動，多多鼓勵
幼兒參與班級團體中，調整部分活動的進行方式，
盡可能讓每一位幼兒皆能共同參與其中；倘若活動
較缺乏調整的空間，也可透過替代性活動讓發展遲
緩幼兒達到相同訓練效果！

4. 火車過山洞：讓幼兒躺下，雙腳彎起腳板踩地，老師拿出玩具
火車，告訴幼兒火車要過山洞了，請幼兒屁股抬高並維持一段
時間，火車才能順利通過！

溫馨小叮嚀

家長平時與孩子相處的模式，對幼兒的影響也是相當重要的，當孩子已有動作訓練之需
求時，應減少幫孩子做過多他自己應能完成的生活項目，以避免養成孩子個性上的依賴，進
而剝奪其相關生活經驗，導致在動作發展上產生更明顯的落後喔！

老師先與幼兒共同討論不同動物的行走動作，並一起模仿一次。
共同決定不同鈴鼓的大小聲、快慢聲代表哪些動物。
將教室分成兩個範圍，較大的部分是幼兒遊走的地方，另一個
範圍則假裝為「方舟」，並用平衡木或是萬象教具組等有高度
的教具，將兩個範圍隔開。
當老師播放音樂，請幼兒在教室內遊走奔跑，並隨時注意聆聽
老師的鈴鼓聲。
當老師敲打鈴鼓時，幼兒必須模仿該動物的行走動作，同時走
入方舟中。
若特殊幼兒的理解程度尚無法分辨，可請一位同儕協助口頭提
醒。

結論

動起來•真好玩

黃筱喻

現代生活忙碌，父母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品質，平日認真工作疲於奔命，假日在
家休息或是跑診所療育，您有多久沒有陪伴孩子動一動了呢？其實透過一些簡單的小遊
戲，不僅可以增強幼兒的大肌肉及整體能力，也能增進親子關係喔！

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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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小活動的分享，是不是簡單又有趣呢？這些活動中，除了促進動作發展外，亦能增進幼兒對顏
色、數量、動物的認知，建立大小、快慢、高低……等相對概念，同時也能訓練幼兒聽指令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能夠全班一起進行，同時又能針對特殊幼兒需要加強的能力訓練，真的是一舉兩得喔！

啟
徵稿 事
親愛的家長、老師您好
看過許多家長及現場教師們的分享經驗，
您一定也有許多寶貴的教養經驗或教學法寶，
期待也邀請您一起在「小蝸牛」中呈現，
讓您可貴的心情點滴與愛的燃燒，繼續延續下去。

民國10８年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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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恐龍氣噗噗—發展遲緩幼兒
社會情緒輔導篇

108.08.01

冬季號

童『話』世界—發展遲緩幼兒
語言認知輔導篇

108.11.01

投稿信箱：prsec2@kidmail.ntpc.edu.tw
請於稿件中註明服務單位（學校）、姓名及聯絡方式。
「小蝸牛報報」將因有您的參與而更加精彩、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