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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識設計與製作 健康領域教具 教具卡 

教具名稱：酸酸甜甜好滋味!      作者：林伊瑋 

製作目的：認知  認識水果。 

                讓孩子對表情有基本的概念。 

                影子形狀的配對。 

                對味覺的認識。 

          情意  促進孩子的想像力。 

                讓孩子角色扮演。 

          技能  促進小肌肉的發展。 

                讓孩子懂的察言觀色。 

                練習控制面部的表情。 

                增進手眼協調的能力。 

製作材料：厚紙板 雙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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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識水果，可搭配實物進行教學。 

          玩法二 上街買水果!讓孩子有機會上菜市場去認

識水果，並進行買水果的活動。 

          玩法三 喜怒哀樂，酸甜苦辣!!讓孩子試著作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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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酸或甜的食物時的表情，可延伸誌喜

怒哀樂。   

          玩法四 影子的配對，可讓孩子訓練手眼協調，

並且對其形狀有所概念。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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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好吃的蔬菜水果                              作者：呂純菁 
 

製作目的：認知  1 .認識蔬菜水果。 
                2 .了解營養食物有哪些。 
                3 .能說出食物的名稱。 
                4 .能夠分別出蔬菜、水果。 
                5 .了解吃蔬菜水果對我們的好處。 

情意  1 .培養喜歡吃蔬菜水果的好習慣。 
      2 .養成愛惜食物的好習慣。 
技能  1 .藉由遊戲複習蔬果名稱。 

                    2 .能夠配對圖卡。 
 
製作材料：西卡紙（兩種顏色—可分辨蔬菜或水果）、彩色筆、水彩、線。 
 
操作方法：１.老師先介紹生活中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2 .以教具介紹蔬果的名稱。 
             3 .讓幼兒了解吃蔬菜水果對身體有什麼好處。 
             4 .可以玩配對的遊戲—將蔬果圖片撕開，讓幼兒依外形黏上。 
             5 .圖卡綁上線，幼兒可至戶外玩「蘿蔔蹲」的遊戲。  

 
適用單元：健康活動、語文活動。 
 
適用年齡：4~6歲。 
 
適用情境：團體活動、戶外活動、個別活動。 
 
教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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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健康教具 
教具名稱：快樂妹妹&悲傷弟弟                           作者：蔡欣芸 
 
製作目的： 
1. 幫助幼兒認識情緒表情 
2. 可以此手掌偶表情訓練口語發展 
3. 促進手掌部位動作發展 
 
製作材料：8開粉彩紙(膚色.紅色.黑色.藍色各ㄧ張)  
 
操作方法： 
1. 先以此偶說故事，讓幼兒充分認識快樂與悲傷時會表現出的表情 
2. 再讓幼兒自行操作此偶 
3. 可讓幼兒說說何時會感到快樂或悲傷 
4. 引導幼兒模擬遇到不同情緒時的處理方法 
適用單元：健康敎材教法課程 
 
適用情境：晨間健康檢查時間、娃娃角、語文角 
 
適用年齡：3歲以上 

  
 
 
 



- 5 - 

作    者：林婉琛   9206104 
教具名稱：我會穿衣服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1.認識各種鈕扣 
          2.學習穿衣服綁鞋帶 
          3.訓練小肌肉的發展 
          4.培養專注的態度 
教具材料： 
各色不織布、各種鈕扣、暗扣、魔鬼粘、拉鍊、剪刀、針線、保麗龍膠、棉花、包裝紙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唉呦！！（老師走出來）小朋友你們看老師的衣服，上面有好多的釦子喔！！可是

我都不會，你們有誰可以幫幫我？ 
 
◎ 展開活動：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扣各種釦子，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使用鈕扣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綁鞋帶，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綁鞋帶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使用夾子，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使用夾子 
 
＊ 延伸遊戲： 
    將這三個技能的訓練變成三個關卡，然後進行比賽，看哪個幼兒在在最短秒數內可

以完成所有的考驗！ 
 
◎ 結束活動： 
    小朋友~~現在你們都會自己穿衣服了吧！！我要看誰可以把自己的衣服穿的最整

齊，也都不用媽媽、爸爸幫忙的小朋友，就是最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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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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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健康教具                          作者：許雅雯 

製作目的：1.滿足幼兒身心需要，促進幼兒身心均衡發展 

          2.充實幼兒健康知能，培養幼兒健康習慣的態度 

          3.鍛鍊幼兒基本動作，發展幼兒運動興趣的能力 

          4.增進手眼協調 

          5.學習集中注意力 

          6.培養肌力 

          7. 

製作材料：紙杯、數字卡、鈴鐺、抽籤棒 

操作方法：1.在抽籤花中抽個顏色然後投進正確的顏色紙杯中(配對) 

2.兩個孩子比賽看誰投的分數多 

3.按照順序的將號碼投出 

4.玩保齡球的遊戲 

5.隨便投一個顏色，投中哪個找身邊有的顏色的東西。 

適用單元：有關體能健康的單元活動 

適用情境：有關體能健康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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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百寶袋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認識五大類營養素，吃得更健康。 
製作材料：色紙卡 
操作方法：讓小朋友將各種食物分類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紀：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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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健康 
教具名稱：我是設計師              作者：林杏蓉 
製作目的： 
1. 讓小朋友了解什麼天氣應該穿什麼衣服 
2. 學習如何搭配衣服 
3. 訓練用手指拿起衣服的精細動作發展 
製作材料：各種顏色的粉彩紙、泡綿、彩色筆 
操作方作： 
1. 問小朋友這小女孩在下雪時應該怎麼穿 
2. 在出大太陽時又應該怎麼穿 
3. 請小朋友看著這張圖試著說一個故事 
適用單元：和生活技能或身體健康有關的課程 
適用情境：天氣變化時 
適用年齡：中班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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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釣魚                                 作者：9206108吳佩蓁 
                            
製作目的：釣魚的教具可訓練孩子手眼協調的能力，及小肌肉的發展。此外，還 
          刻意安排放了一個罐頭垃圾在魚群中，可以順便教導孩子愛護河川的 
          觀念，不可亂丟垃圾。  
           
製作材料：西卡紙數張 
          別針數個 
          竹筷子一支 
          繩子一條 
          磁鐵一塊 
 
操作方法：在模型魚的紙板上各別上別針，藉由竹筷上的磁鐵吸引別針，然後利  
          用磁鐵吸力的原理發展出釣魚的活動。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教具 
 
適用情境：此教具可以放在認識魚類、河川的課程裏，藉此可以讓孩子多認識海  
          底的生物，有鯊魚、烏龜、海馬、鯨魚等。也可以訓練手眼協調能力。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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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幼兒情緒黏黏看 

作者：曾麗禎 9206109 

製作目的：讓幼兒認識自己的情緒表情 

製作材料：工作手套一雙、魔鬼粘一條、不織布少許、麥克筆、立

          可白 

操作方法：讓幼兒兩個兩個一組，用腳做出剪刀石頭布的猜拳遊戲。

         贏的人可以指定兩個情緒表情，要求輸的一方將他們黏在

         一起。 

適用單元：健康活動 

適用情境：帶晨間小遊戲時，或者是情緒表情教學上的小遊戲 

適用年齡：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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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擺動的紙偶            作者：幼教二 9206110 林千媚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認識自己的身體，並且藉由操作了解如何運用肢體動作 
製作材料：西卡紙、竹筷、雙腳釘、少許不織布、裝飾品、泡棉膠 
操作方法：1.老師先問小朋友知不知道身體部位的名稱，讓他們貼 
     2.貼完之後，再讓他們自己拿著竹筷的不織布地方擺動教具 
適用單元；幼兒身體與健康 
適用情境；讓幼兒認識身體的構造 
適用年齡；2~6歲 
照片 
 
      
 
 
 
 
 
 
 
 
 
 
 
 
 
 
 
 
 
 
 
 
 
 
 
 
 
 

外觀一：西卡紙上的構造造名稱 
    可以取下，讓小朋友貼。 

外觀二：竹筷尾端的不織布功能

是保護小朋友的手，以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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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健康 
 

教具名稱：這是我的百變頭髮                     作者：9206111 郭于菁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減低抗拒髮型的改變，並介紹與頭髮相關的教材(如：洗髮程序、

使用材料、留意身邊的人髮型、不同綁法也能創意十足⋯) 
製作材料：各種顏色的紙、竹筷、魔鬼沾 
操作方作：1.先剪裁一個基本人型，背後並黏上竹筷 
          2.在眉毛上各貼兩小塊魔鬼沾 
          3.準備各種髮型來自由更動人型的髮型 
適用單元：健康與生活  
適用情境：一般教學 
適用年齡：2~5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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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開罐抱枕                 作者：9206112高加恬

製作目的：訓練孩子轉開瓶蓋的動作，練習粗動作和精細動作 

製作材料：巧拼地墊、各種大小不一的瓶蓋及適當長度的瓶身 

操作方法：讓孩子先從最大的瓶蓋開始，由大到小，轉開再轉回去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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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穿衣服        作者：黃雯君 

製作目的：為了促進幼兒精細動作的發展。 

製作材料：不織布兩塊、拉鍊一個、釦子兩個。 

製作過程：先用不織布縫製一件衣服和一件褲子，然後在衣服上縫上兩個釦子，  

     在褲子上縫上拉鍊。 

操作方法：可先講解一段小故事或營造一個情境，讓小朋友幫小玩偶扣釦子、拉 

     拉鍊。 

＊ 備註：可作一小紙偶，把衣服穿在紙偶身上，讓小朋友更有穿衣的感覺。 

適用單元：健康發展 

適用年齡：３～６歲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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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眼睛鼻子在哪裡？                    作者：何昂潔 
 
製作目的：在操作的過程中讓幼兒學習五官的正確位置，並了解五官的用途及基本相關

常識，加深其對人臉的認知，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製作材料：不織布數張、棉花、針線、保麗龍膠、剪刀 
 
操作方法：1.先一一介紹五官給孩子認識，並且解說五官的功能及重要性。 
          2.讓孩子矇著眼睛貼五官，讓孩子從遊戲中了解五官的正確位置。 

3.此教具有設計背帶，可讓幼兒背著到處玩，可跟其他幼兒比賽看誰矇著眼
睛排的五官比較正。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齡：4-6歲 
 

 

 



- 17 - 

作者：曹瑜纓     學號：9206115 
教具名稱：情緒收納盒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學習各式情緒的表情的特徵。  
製作材料：不織布、厚紙板、雲彩紙、尺、剪刀 

操作方法： 

讓小朋友將有情緒表情的一端鑲嵌至盒子的缺口，並與小朋友分享為什麼會有此情緒。

適用單元：健康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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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名稱：刷 牙                       作者：張雅茹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學習如何刷牙及要他們保持口腔乾淨。 

 製作材料：魔鬼粘、膠帶、瓦楞紙、雙面膠、相片膠⋯。 

 操作方式：1. 先向小朋友解釋牙齒上的紅點代表髒東西。 

           2. 然後跟小朋友介紹刷牙的正確方式。 

           3. 用牙刷把牙齒上的髒東西刷掉，並告訴他們牙齒就會變 

             得很乾淨。 

 適用單元：健康教具 

 適用情境：當小朋友吃完東西拒絕刷牙的時候⋯ 

 適用年齡：2歲～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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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五彩沙包 

作者:台東大學 幼教二  9206118  黃麗文 

製作目的:使孩子能運動及靈活手部肌肉 

製作材料:不織布數張  針線  綠豆   

操作方法: 

  讓孩子將沙包持在手上,並且藉著丟擲沙包的過程中,讓孩子訓練手部的運動 

適用單元:體育或運動課程 

適用情境:讓小朋友作運動時 

適用年齡:3 到 6 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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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子琳 9206120 

教具名稱：丟垃圾 

製作目的：讓幼而學席到如何去將垃圾分類，以培養幼兒隨手做環保的美德 

製作材料：紙、色筆、雙面膠帶 

操作方法：將每個垃圾，看看是否為可回收垃圾，再將該垃圾貼到對的垃圾桶裡 

適用單元：常識--健康的發展 

適用年齡：3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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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健康教育教具──沙包及練接杯  作者：石守玉 

 製作目的：為使兒童開始發展大肌肉的粗大動作並可以發展平衡、手眼協調、健

康等自理觀念。 

 製作材料：紙杯兩個，球一個，粗線一條，不織布，豆子或沙子 

 操作方法：將兩個杯子黏在一起，一邊可以用來裝沙包，另一邊則可以接上線跟

球，當把用力往上拋時要用杯子去接住，因為球會被線所牽制住，所以可以訓練小

朋友的手眼協調動作。而沙包同樣的也可以訓練小朋友手眼協調的動作。 

 適用單元：健康與生活 

 適用情境：當小朋友玩遊戲時可以請她們玩這個以訓練自己的大腦。 

 適用年齡：５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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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作者：林玟均 

教具名稱：兔子沙包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在拋丟沙包中發展手部的大動作跟精細動作發展 

製作材料： 
有兔子圖案的毛巾*1 
棉花*1 
針線 
剪刀 

操作方法： 
可以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拋接沙包，也可以跟小朋友互丟沙包 

適用單元：健康活動 

適用情境： 
當小朋友的手部動作發展較遲緩，又對較激烈之運動沒有興趣時，可用此教具輔助 

適用年齡：3至 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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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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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轉阿轉轉 作者 / 林煒婷 
製作目的 1. 讓幼兒能夠運用手的動作訓練其協調性 

2. 認識日常生活簡單數字 
製作材料 吸管.西卡紙.粉彩紙.泡棉筆 
操作方法 讓幼兒轉動不同數字及顏色的小正方體 
適用單元 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年齡 3~5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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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6124  劉學融  健康 
教具名稱 手忙腳亂 作者 / 劉學融 
製作目的 1.認識臉部五官 

2.會擲骰子、訓練平衡感 
3.能將英文單字對應於圖形 

製作材料 壁報紙、西卡紙、雙面膠、奇異筆 
操作方法 先讓孩子擲骰子，若是擲到 eyes，則要將左手放於大壁報紙畫有眼睛的圓

圈內，依次將左手、左腳、右手、右腳放置在所擲出英文相對圖案的正確

位置，並能平衡，便過關 
適用單元 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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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情緒臉譜                        作者: 黃愉芳 
製作目的: 希望小朋友可以透過臉部表情的改變來認識人的情緒起伏,對情緒的概

念認知也可算是健康心理的一環. 
製作材料: 卡典西德(或者是透明膠帶,護貝用) 
          剪刀 
          瓦楞紙一張 
          其他各色紙張(用來裝飾或做臉部表情) 
          雙面膠 
操作方法: 將各種不同的表情貼在下方瓦楞紙處,讓小朋友可以隨意更換臉部的表

情.藉由圖樣的改變,老師或家長可以從旁給予教導,灌輸他們情緒的概念,
例如:生氣,難過,開心…..等等. 

           
適用單元: 幼兒健康教具 
適用情境: 一般活動或者是與健康教育相關課程皆可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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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名稱：七手八腳                  作者：幼二 9206127 周姍姍 

 製作目的：藉由顏色、動物的配對，可以認識動物，也可以認識顏色。遊戲中有用

到左右手、左右腳，可以讓小朋友練習分辨左邊右邊。藉由手腳的伸展，

也可以促進大肌肉的發展。 

 製作材料：壁報紙全開*1、粉彩紙*9、邁克筆 

 操作方法：1.老師可以講指令，要小朋友跟著指令做 

              2.老師可以說左腳採黃色的長頸鹿，右手碰綠色的青蛙，讓小朋友去伸

展他們的手腳 

              3.九種動物裡有顏色相同但不同的動物，藉此老師可以了解小朋友認不

認識動物 

 適用單元：體適能教學(手腳並用) 

 適用情境：體能活動 

 適用年齡：3 ~ 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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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具說明卡 
作者：幼教二 9206128 曾瀞萱 

教具名稱：形狀丟一丟         
製作目的：訓練孩子手部肌肉發展，抓握能力訓練；幫助孩子認識形狀及數字 
製作材料：車縫布、木板、不織布、針線、數字標籤、雙面膠、保麗龍膠、魔鬼   
          氈、剪刀 
操作過程：     

1. 敎孩子認識沙包的形狀及沙包上的數字 
2. 和孩子玩丟接沙包的遊戲，並可配合數字及形狀一起玩。如：大人說我要

數字 1的沙包，孩子就撿起丟給大人；或是大人說我要長方形的沙包，讓

孩子去找尋。 
3. 再來可以利用數字，讓孩子做排序的動作；每個沙包後面都有貼魔鬼氈，

把順序弄亂，讓孩子去排 1-5的順序。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紀：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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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伸伸伸伸小小手手套套圈圈圈圈                              作者：宜

佳 

‧製作目的：訓練孩子的粗大動作及精細動作。 

‧製作材料：西卡紙、粉彩紙、雲彩紙 

‧操作方法：把套竿放置於距桌沿 60 公分處，讓孩子拿著圈圈套。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把去夜市遊玩的情境套入，請孩子重現。 

‧適用年齡：3到 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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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卡 
教具名稱： 大家來洗手                                 作者：蒙艷芳 
製作目的：１培養幼兒基本衛生觀念，進一步實際在生活中去實踐如何達到衛生 
      的洗手方式。 
     ２藉由這個圖表認識圖案及數字概念。 
       
製作材料：各色粉彩紙、色紙麥克筆、彩色筆、铅筆、膠帶。 
操作方法：每個圖案都是活動式的，都可重覆黏貼，活動方式如下： 
1.先分成三部分，先以圖示的部分為主，可先讓小朋友認識圖中所表   
  示的意境，接著將圖的順序弄亂，讓小朋友重新排好。 
2.同第一個方法，先讓小朋友大致認識字，弄亂順序讓他們排。 
3.同上一個方法，先讓小朋友認識數字，接著配合上面的圖示及國  

  字，去排出完整的順序，所以本圖最難的玩法，即是將所有的圖片、 
  國字及數字弄亂，然後讓小朋友從最開始的排到最後，依序排好，    
  活動目的也就達成了。 

適用單元：健康活動、語文活動 
適用情境:：1團體活動 
          2 個人活動 
適用年齡：３～７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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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沙包                 作者：9206132陳盈均 
製作目的：增進幼兒手眼協調能力之發展 
製作材料：布、針、線、綠豆 
操作方法：先將一個往上拋，迅速從下面抓一個然後接起之前第一個拋的，重複 
     動作，接越多越利害！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情境：教室內 
適用年齡：3~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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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蔬果沙包 

作者：幼二  920633  曾嫆華 

製作目的：訓練幼兒的大肌肉發展及認識基本的健康知識 

製作材料：1‧不織布 

2‧米粒、綠豆⋯等等 

製作工具：1‧針線 

          2‧保利龍膠 

製作過程：1‧在不織布上測量好要做沙包的大小並剪裁。 

          2‧將剪裁好的不織布對折縫好(記得要留一個小縫)。 

          3‧將米粒從小縫中倒入。 

          4‧最後將小縫縫起來。 

          5‧從不織布剪下一些蔬果的圖案。 

          6‧將蔬果圖案用保利龍膠貼在沙包上。 

          7‧蔬果沙包即完成。 

使用方法：1‧可以運用一般沙包的玩法。 

          2‧也可以拿沙包教幼兒認識沙包上的蔬果。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戶外場所 

適用年齡：四至六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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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健康教具 
教具名稱：手腳並用 
 
製作目的： 

1. 主要目的訓練小朋友大小肌肉的發展，以及身體的延展性。 
2. 次要附加目的讓小朋友辨識形狀以及顏色，協助認知法展。 
3. 讓小朋友有簡單安全的全身性活動。 
 

製作材料：全開壁報紙一張、其他顏色色紙 4-5張、盒子一個(儘量挑選立方體) 
 
操作方法： 

1. 先讓小朋友擲立方體盒子(右圖)的形狀骰子，看看在上面的是什麼形狀。 
2. 接著老師跟著要求小朋友將左右手或者左右腳放到所擲全開壁報紙的相

同形狀上。 
3. 老師可準備多份的教具讓小朋友分組或競賽方式進行。 
 

適用單元：健康教材教法單元。 
 
適用情境：團體遊戲時間、晨間活動時間。 
 
適用年齡：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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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雨濃 
教具名稱 數數 123 
製作目的 1.促進大肌肉發展 

2.讓幼兒辨識從 0~9的數字型態 
製作材料 1. 全開壁報紙 

2. 粉彩紙 
3. 蠟筆 

操作方法 運用四肢貼近指定的數字 
適用單元 健康發展 
適用年齡 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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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 便利跳舞語言機 

作    者 幼教 2  9206137  張筑婷 

製作目的  讓孩子隨著腳印動起來，達到多動身體健康的效用。 

製作材料 16開壁報紙×1。 

操作方法 

方法一：將非固定式腳印雖心所欲地擺在地上，讓孩子依擺的位置走

或跑，讓孩子動起來。 
方法二：腳指頭上有 26個英文字母，練習依顏色或順序分類。 
方法三：訓練孩子手部的精細動作。 

適用單元   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 任何孩子清醒的情況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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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八球                    作者：張瀞之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發展粗大動作、活動手腳肌肉 

製作教材：紙碗蓋或保麗龍碗蓋、毛線、彩色筆、魔鬼粘、小球 

操作方法： 

1、 讓小朋友在上面畫上自己的臉，大家排排站或圍圈圈，當老師將球往

上丟並喊到小朋友的名字，喊到的人就要去接。 

2、 讓小朋友分兩隊，一投一接。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情境：團體遊戲、戶外活動 

適用年齡：4~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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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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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你丟我接 

作者：9206140周慧怡 

製作目的：訓練小孩子手眼協調的能力 

製作材料： 

1. 飛盤一個 

2. 包裝紙（裝飾飛盤） 

3. 魔鬼粘（分別黏在飛盤的凹面處和乒乓球上） 

4. 乒乓球數顆 

操作方法：用一手把球丟起然後用另一手拿著接球的飛盤去接，可一人或多人  

          遊戲、也可以固定在牆上，朝著固定的目標丟球 

適用單元：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小朋友精神不佳或活動量很少時 

適用年齡：2~3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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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踩高蹺 
作者：王彥茹 
製作目的：訓練幼兒的手眼協調能力。 
製作材料：色紙、童軍繩、膠帶、鐵罐、螺絲起子 
操作方法：讓幼兒站在罐子上，並且拉住繩子，數著 1、2、1、2，慢慢走。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 39 - 

健康發展 
 
教具名稱：章魚手套偶           作者：游“女秀“菱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練習套手套，認識五根手指頭，也可在各個手指頭上以魔鬼粘貼上

數字，認識數的概念 
製作材料：一雙手套、襪子、不織布、魔鬼粘 
操作方法：戴上手套後，舉出大姆指跟小朋友說明這是大姆指，說明特色，還有教導大

姆指上的數字， 以此類推 
適用單元：健康的發展 
適用情境：健康發展教學 
適用年齡：4~6歲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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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毽子                  作者:侯凱齡 9206145 
 
製作目的:藉由踢毽子鍛鍊身體健康 
 
製作材料:兩個十元硬幣、塑膠袋、色紙 
 
操作方法:用腳踢毽子 
 
適用單元:體育課 
 
適用情境:教導民俗活動時可使用 
 
適用年齡:國小低年級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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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 說 明 卡 

 
教具名稱：幼兒健康教具－鑲嵌四方體  作者：許玲瑛 
製作目的：常識教具設計與製作 
製作材料：珍珠板、保麗龍膠、美工刀、尺 
 
製作方法：（1）裁切適合的框架，然後用保麗龍膠黏起。 
         （2）畫量四方體的長寬高，以保麗龍膠組合起來。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的發展 
適用情境：敎孩子認識顏色的配對，鑲嵌的概念，四方體的立體概念 
適用年齡：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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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作者：尹一荃 

教具名稱：小熊沙包 

製作目的：發展小朋友手部活動 

製作材料：毛巾、針線、棉花 

操作方法：讓小朋友丟沙包 

適用單元：健康活動 

適用情境：小朋友對激烈活動比較沒興趣時可用此引導手部活動 

適用年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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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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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手指偶  作者：邱卿瑜（9206148） 
製作目的：認識手指頭並養成洗手衛生觀念。 
製作材料：手套、不織布、針、線、顏色紙、雙面膠。 
操作方式：每根手指頭上都有不同的人物代表不同的名稱，可運用於手指謠。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認識身體課程以及為教課程。 
適用年齡：3歲以上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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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意婷 
教具名稱：竹槍 
製作目的：訓練幼兒手指的靈活度 
製作材料：橡皮筋、竹筷子、小刀、膠帶 
操作方法：將橡皮筋套在竹槍上，按發射及可。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的發展 
適用情境：玩遊戲時，戶外 
適用年齡：3歲以上 
 

 



- 45 - 

作    者：胡惠姍  9206150 
教具名稱： 適用單元：健康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1.認識各種鈕扣 
          2.學習穿衣服綁鞋帶 
          3.訓練小肌肉的發展 
          4.培養專注的態度 
教具材料： 
各色不織布、各種鈕扣、暗扣、魔鬼粘、拉鍊、剪刀、針線、保麗龍膠、棉花、包裝紙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唉呦！！（老師走出來）小朋友你們看老師的衣服，上面有好多的釦子喔！！可是

我都不會，你們有誰可以幫幫我？ 
◎ 展開活動：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扣各種釦子，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使用鈕扣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綁鞋帶，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綁鞋帶 
T：先示範過一次如何使用夾子，然後請幼兒學 

C：幼兒學習如何使用夾子 
＊ 延伸遊戲： 
    將這三個技能的訓練變成三個關卡，然後進行比賽，看哪個幼兒在在最短秒數內可

以完成所有的考驗！ 
◎ 結束活動： 
    小朋友~~現在你們都會自己穿衣服了吧！！我要看誰可以把自己的衣服穿的最整

齊，也都不用媽媽、爸爸幫忙的小朋友，就是最厲害的。 
◎教具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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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手指偶  作者：邱卿瑜（9206148） 
製作目的：認識手指頭並養成洗手衛生觀念。 
製作材料：手套、不織布、針、線、顏色紙、雙面膠。 
操作方式：每根手指頭上都有不同的人物代表不同的名稱，可運用於手指謠。 
適用單元：幼兒健康發展 
適用情境：認識身體課程以及為教課程。 
適用年齡：3歲以上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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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具                           製作者：賴怡伶 

教具名稱：牙齒寶寶 

 

製作目的：1.認識牙齒及其構造 

          2.瞭解牙刷的握法 

          3.知道刷牙的正確方式 

 

製作材料：不織布、棉花、針線、牙刷 

 

操作方法：1.先介紹牙齒寶寶給小朋友認識 

          2.再正確的教小朋友握牙刷及刷牙 

 

適用單元：健康概念 

 

適用情境：老師讓小朋友圍成一圈，教導應學會的基本衛生概念時 

 

適用年齡：4~6 歲 

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