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語文活動教具設計與製作 2教具 教具卡 

教具名稱：胖胖豬  瘦瘦兔      作者：林伊瑋 
製作目的：認知  認識動物種類。 
                認識森林情境。 
                增進對胖瘦的概念。 
          情意  促進孩子的想像力。 
                讓孩子角色扮演。 
          技能  促進嘴部小肌肉的發展。 
                練習控制吹氣的力道。 
製作材料：厚紙板 雙面膠  各色色紙 吸管 塑膠袋。   
適用年齡：3-6歲 
適用情境：團體活動、個別活動。 
操作方法：玩法一 講故事引起動機，讓孩子角色扮演。 
          玩法二 學會如何吹氣，讓塑膠袋膨脹，就變成胖胖

豬了。 
          玩法三 也可教孩子學著做，發揮其想像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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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我是小小畫家                              作者：呂純菁 
 

製作目的：認知  1 .能夠知道棒偶的名稱。 
2 .訓練幼兒語文能力。 
3 .了解兒歌表達的內容。 

情意  1 .養成愛惜物品的好習慣。 
2 .培養幼兒能專心唸兒歌。 
3 .能和其他幼兒一起做角色扮演。 

技能  1 .訓練幼兒熟悉兒歌。  

                2 .搭配棒偶唸兒歌。  
 
製作材料：西卡紙、彩色筆、竹筷、丹笛紙。 

 
操作方法：１.將海報貼在白板或牆上。 

             2 .老師介紹海報的內容。 
             3 .請幼兒跟著唸兒歌。 
             4 .搭配棒偶讓幼兒說一個簡單的故事。  

 
適用單元：語文活動。 
 
適用年齡：4~6歲。 
 
適用情境：團體活動。 
 
教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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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我會寫數字                             作者：蔡欣芸 
 
製作目的： 
1. 認識數字 0-9 
2. 促進小肌肉發展 
3. 練習描寫數字之能力 
4. 刺激感官神經 
5. 寫前練習 
 
製作材料：8開黃色西卡紙 4張、砂紙 4張 
 
操作方法： 
1. 先讓小朋友認識 0-9之數字順序 
2. 使幼兒以手指頭觸摸黑色砂紙部份之數字 
3. 以彩色筆在右邊白色部份描寫出剛剛所觸摸到的數字感覺 
 
適用單元：語文、數學敎材教法課程 
 
適用情境：語文角、益智角 
 
適用年齡：4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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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林婉琛    
教具名稱：鱷魚與猴子 適用單元：語文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1.學習手指搖 
          2.學會數字 1到 5 
          3.訓練小肌肉的發展 
          4.培養互助合作的良好習慣 
教具材料： 
各色不織布、保麗龍膠、針線、手套、魔鬼粘、剪刀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哇~~小朋友你們看有鱷魚！！哇~~鱷魚好兇喔，你們知道鱷魚為什麼會生氣嗎？接下

來我們來唸唸手指搖，這樣你們就知道了。 
◎ 展開活動： 
五隻猴子盪鞦韆， 
嘲笑鱷魚被水淹， 
鱷魚來了   ㄚ~ㄚ~ㄚ~ 
 
四隻猴子盪鞦韆， 
嘲笑鱷魚被水淹， 
鱷魚來了   ㄚ~ㄚ~ㄚ~ 
 
三隻猴子盪鞦韆， 
嘲笑鱷魚被水淹， 
鱷魚來了   ㄚ~ㄚ~ㄚ~ 
 
兩隻猴子盪鞦韆， 
嘲笑鱷魚被水淹， 
鱷魚來了   ㄚ~ㄚ~ㄚ~ 
 
一隻猴子盪鞦韆， 
嘲笑鱷魚被水淹， 
鱷魚來了   ㄚ~ㄚ~ㄚ~ 
（玩法：1.由老師當鱷魚幼兒當猴子   2.幼兒當鱷魚其他幼兒當猴子 ） 
◎ 結束活動： 
哇~~猴子被吃光光了，下次看到鱷魚別忘了不要笑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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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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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說明卡 

 
教具名稱：語文教具 2                            作者：許雅雯 

製作目的：1.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 

          2.培養愉快的人際互動 

          3.增進語言表達能力 

製作材料：吸管、粉彩紙、膠帶 

操作方法：一個小男生一個小女生，可以角色扮演，表情可以擦掉，自己畫。孩

子想要什表情就畫什麼表情。 

適用單元：有關語文的單元活動 

適用情境：角色扮演等⋯ 

適用年齡：三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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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毓謙 
教具名稱：可愛手指卡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利用角色扮演，訓練語文能力。 
製作材料：色紙卡 
操作方法：可以用手指扮演紙卡動物的一部分，和小朋友一起玩。 
適用單元：語文 2 
適用年紀：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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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水果書                                    作者：林杏蓉 
製作目的：讓幼兒認識各種水果及了解水果的寫法和讀法 
製作材料：厚紙板 3張、彩色筆、粉彩紙 3張 
操作方作： 
1. 依照紅、黃、綠三種顏色讓小朋友看書 
2. 教導他們認識水果並叫他們說出這個水果的名字 
3. 讓他們自己將圖卡拿起來就會得到答案了~~ 
適用單元：語文 
適用情境： 
1. 教導語文時，可用來認識國字 
2. 社會發展，媽媽會買什麼水果?? 
適用年齡：大班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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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彈珠                                         作者：吳佩蓁 
 
製作目的： 利用童玩彈珠的玩法，讓學習認字變得更有趣，瓶蓋裡的字事先 
           經過設計，全是動物名。 
 
製作材料： 瓶蓋數個 
           紙數張 
           麥克筆一隻 
 
操作方作： 黑色瓶蓋為主人，以黑色為主力，用手指彈其他瓶蓋，若彈中的話， 
           必須掀開瓶蓋，瓶蓋裡藏有兩層紙片，第一層為國字，第二層為圖 
           示，可讓孩子搭配圖畫試著認字，若認出字來，便可得此瓶蓋，最 
           後，結算最多瓶蓋的人是為勝利。 
 
適用單元： 幼兒語文教具 
 
適用情境：搭配課程裡認識動物一課，藉著童玩彈珠的玩法，增強孩子認字能力。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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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襪子偶(兔子和獅子) 

作者：曾麗禎 

製作目的：讓幼兒藉由講故事和角色扮演的過程中，多看、多聽、

          多講。 

製作材料：襪子一雙、熱熔槍、不織布、保麗龍球兩顆 

操作方法：可由老師邊操作偶物邊講故事給幼兒聽。也可讓幼兒講

          故事，並學會自行操作偶物。 

適用單元：語文活動 

適用情境：用偶物來角色扮演及講故事的課程 

適用年齡：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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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懸絲偶                 作者：林千媚 
製作目的：讓藉著小朋友操作懸絲偶，達到角色扮演的功能，並且自行說故事。 
製作材料：塑膠瓶罐、鐵罐、水線、中國繩、水管、鐵絲、打洞器、膠帶 
操作過程：1.先讓小朋友操作懸絲偶，了解人體的重要關節。 
     2.再由小朋友一邊操作懸絲偶一邊說故事。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發展課程 
適用情境：讓小朋友做角色扮演，發揮說故事的能力 
適用年齡：5歲~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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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嘿!停，看，聽                    作者：郭于菁 
製作目的：使用身邊可利用的資源來重新製作成說故事的道具 
製作材料：絲襪，棉花，各樣布，迴紋針，竹筷，紙張⋯ 
操作方法：1.絲襪偶完成(將棉花塞入絲襪，再裝飾成角色)後，穿上竹筷或毛條來詮釋

故事的角色，活動型的，最適用於重複性的角色，如七隻老鼠，三隻小

豬⋯。 
          2.竹筷偶可設計成活動手腳，配合不同情境來增加故事的生動性。 
          3.依詢故事中的角色來製作，配合說故事來增加整個情境的營造 
適用單元：語文類 
適用情境：說故事，角色扮演，班級生活⋯ 
適用年齡：2歲以上至國小低年級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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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小雞看到誰             作者：高加恬 

製作目的：藉由說故事的方式，發展孩子的語文能力 

製作材料：巧拼地墊、卡紙色紙、雙面膠 

操作方法：教師可先依自己的順序説一個故事，再讓幼兒用教具排出剛剛

          的故事。也可讓幼兒自行排順序說出小雞的故事。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概念 (二) 

適用情境：說故事 

適用年齡：3到 6 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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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看圖唸唸看        作者：黃雯君 

製作目的：在語文聽說讀寫中，讓小朋友先熟悉說的部分，用小朋友常見的動物  

     增加口說的能力。 

製作材料：厚紙板、色紙。 

製作過程：將一些常見的動物畫在色紙上，然後貼在厚紙板上即可。 

操作方法：讓小朋友看著圖說話，如果小朋友看不懂或有舌尖現象，老師可引導 

     說出。譬如如果看不懂大象，可引導說：鼻子長長動物是什麼？ 

適用單元：語文 

適用年齡：３～６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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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Guess What?洞動書!!                   作者：何昂潔 
 
製作目的：讓幼兒學著看圖說故事，也可以讓他們自由創造發揮出自己的故事，從說

故事的過程中訓練幼兒口說的能力。此活動可結合美勞課程，膠幼兒做一

本屬於自己的小故事書，並且發展其創意思考及手工藝的能力。 
 
製作材料：厚紙板 1大張、彩色筆、剪刀、熱熔膠槍、襪子 1隻、保麗龍球 2顆、不

織布 1張、紙杯 1個、彈性圈 4個 
 
操作方法：1.講這本故事書給幼兒聽，讓孩子猜一猜下一個洞裡將會出現什麼？讓孩子

發揮想像力，增加故事的互動性。 
          2.將手放在襪偶中，利用襪偶的嘴部開合動作來當作書中的主角，和書中的

其他人物作對話，這樣可增加真實感，並起此種立體動態的造型能非常

吸引幼兒的興趣。 
          3.也可以讓幼兒自己設計一本洞動書，讓他們自己自由想像，發揮創造力，

做出更多不一樣的動物出來，讓幼兒自己也能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洞動

書。 
 
適用單元：語文 
 
適用年齡：4-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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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瑜纓       

教具名稱：榮譽榜 

製作目的：使小朋友認識國字、數學概念的對應 

製作材料：不織布、尺、剪刀、針線 

操作方法： 

1.藉由榮譽榜做為獎勵小朋友的優良表現，從表現的優良程度中，可讓小朋友了 

  解國字及意義。 

2.榮譽榜的長條圖，可以自由調整，而且長條的高低可使小朋友了解長短、高低 

  的相對關係。 

適用單元：語文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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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圖字認知配對             作者：張瀞之 

製作目的：能將圖與字做連結 

製作教材：厚紙板、不織布、瓦楞紙、白紙、奇異筆 

操作方法：讓幼兒看字尋找配對的東西，並將圖片嵌入該空格。 

適用單元：語文發展 

適用情境：獨自遊戲、認字、老師或家長帶領 

適用年齡：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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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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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名稱:看小書學語文                        

作者:黃麗文 

製作目的:讓孩子學習注音符號以及簡易英文            

製作材料: 

不織布數張  針線  雲彩紙數張 魔鬼粘  暗扣 

操作方法: 

 小書裡有四個部分,一個是注音符號,藉此讓小朋友認識注音.另外三部分是有關英文,

像是英文字母,簡易英語單字與圖形對照,以及英語單字相加成為另一個單字,這些都能

讓孩子藉著物體圖形初步接觸英文呢!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學習 

適用情境:語文課程 

適用年齡:4 到 6 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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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子琳 

教具名稱：說故事  愚公移山 

製作目的：說故事給小朋友聽，並也讓小朋友試著自己去故事 

製作材料： 

瓦楞紙、厚紙板、粉彩紙、圖畫紙、色鉛筆、彩色筆、雙面膠、透明膠帶 

操作方法： 

運用紙偶向小朋友說愚公移山的故事，說完後可以讓小朋友試著自己說故事 

適用單元：語文活動 

適用年齡：3到 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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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名稱：語文發展(2)──唸唸看   作者：石守玉 

 製作目的：讓大一點的小朋友認識國字，進而可以要他們說故事 

 製作材料：西卡紙板，麥克筆 

 操作方法：買兩面不同顏色的紙板，將他們做成可以活動式的紙卡，一邊寫一個

句子，教他們唸並且認識國字，深入一點可以要求他們說故事。 

 適用單元：大家一起唸唸看 

 適用情境：大部份的小朋友大概在大班就會認識一點國字了，幼稚園不教注音，

但是可以利用這個紙卡的方式讓他們多少認識一點國字，組到後來可以說一個故

事之類的，訓練他們的思維能力。 

 適用年齡：５歲以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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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林玟均 

教具名稱：猜猜我是誰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知道各個動物不同的足跡，且發揮說故事的能力 

製作材料： 
圖畫紙*2 
膠帶*1 
雙面膠*1 
蠟筆 
剪刀 

操作方法： 
讓小朋友在各個不同的足跡上貼上正確的動物，而且藉動物的足跡行進方向與步伐說

明這些動物遇到了什麼事。 

適用單元：語文教育 

適用情境：說故事給小朋友聽並教他們認識動物足跡的不同 

適用年齡：3至 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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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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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對一對找一找 作者 / 林煒婷 
製作目的 1. 讓小朋友在圖形中找到適合且正確的詞， 

訓練他們圖文配合的能力 
2.  讓幼兒可以依不同動物配上他們平常所食用的東西，並可認識生字 

製作材料 瓦楞紙，魔鬼氈透明膠帶彩色鉛筆圖畫紙粉彩紙蠟筆麥克筆 
操作方法 1. 在語文角可掛放讓幼兒自由配對，如什麼動物應該是叫什麼名稱，還

有植物的名稱是什麼 
2. 第二個活動可讓他們自己配合，動物該食用什麼食物 

適用單元 幼兒語文教具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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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我是誰？ 作者 / 劉學融 

製作目的 1. 培養幼兒說話能力 

2. 幼兒能活用手指操作玩偶 

3. 激發幼兒創造、思考能力 

製作材料 厚紙板、襪子、保麗龍球、針線、熱熔膠、紙、麥克筆 

操作方法 讓幼兒將手套入襪偶內，並翻頁，每翻一頁，襪偶便會變成另一種動物，

故事沒有對白，讓孩子自行發揮 

適用單元 幼兒語文發展 

適用年齡 4~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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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小小說故事劇場           作者：梁玉偉 

製作目的：培養幼兒建立良好人際互動關係 

      訓練幼兒說話溝通技巧 

      讓幼兒練習兩手操控運用棒子,訓練協調動作 

製作材料：鞋盒 不織布 針線 竹筷 硬紙板 魔鬼氈 透明膠帶 

操作方法： 

  ＃引起動機：當活動一開始的時候，先將鞋盒拿出來，讓幼兒猜裡面放的會是什麼

東西，接著詢問幼兒有沒有看過布袋戲（或是皮影戲）。讓幼兒說說他們看過的布袋戲

是怎麼演的。 

 ＃教學活動：活動一 老師可以先說一段故事，但是不說結局，接著徵求一位幼兒

和自己演出接下來的對話。老師與幼兒各拿一根偶棒，就可以開始一段故事了。活動

二 幼兒與幼兒之間的對話，也是利用棒偶的角色扮演，內容可以是延續的故事，也

可以是幼兒自行創造隨性演出的故事。 

 ＃結束活動：詢問幼兒在演出的過程當中遇到了什麼樣的事情？你如何應對？喜歡

當哪一個角色，為什麼？可藉由讓幼兒自由發言的過程中，了解每位幼兒的語言發展

程度為何。 

適用單元：語文發展 

適用年齡：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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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懸絲偶                           作者: 黃愉芳 
製作目的: 讓小朋友透過偶物的扮演可以從中增進其語文能力,培養其對話的流暢

度以及詞語數量使用的增強.  
製作材料: 寶特瓶數個(大小不拘,例如養樂多瓶,礦泉水罐…..) 
         水線及中國結線(懸掛偶物) 
         不織布(裝飾偶物用) 
         剪刀 
         木條 3根(固定偶物) 
         相片膠或保麗龍膠 
操作方法: 因為懸絲偶較重,且較難控制,所以基本上這個教具是由老師操作控制動

作,然後藉由偶物來說故事給小朋友聽,增進聽力的敏感度以及語詞的

了解. 
適用單元: 幼兒語文教具 
適用情境: 任何有關語文方面的課程活動皆可. 
適用年齡:  3-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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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名稱：手指偶                           作者：周姍姍 

 製作目的：利用手指偶來講故事，讓故事變得生動有趣 

 製作材料：手套、不織布、針線、鬆緊帶 

 操作方法：1.手指偶的頭部可以更換，可以配合故事換角色 

              2.可以利用我們的手指，讓手指偶可以做很多動作 

 適用單元：聽說練習 

 適用情境：講故事 

 適用年齡：3 ~ 6歲 

 

 相片： 

 

 

 

                            

 

 
 
 
 
 
 
 
 
 
 
 
 
 
 

頭部可以更換 手可以讓小朋

友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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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瀞萱 
教具名稱：寶寶字母拼圖         
製作目的：透過字母拼圖，可以讓孩子踏入拼字的領域，對於較幼小的幼兒，也 
          可以先讓他們認識字母及簡單單字 
製作材料：各色不織布、車縫布、ABC字母標籤、棉花、針線、剪刀、熱熔膠 
          槍、魔鬼氈 
操作過程：  

1. 先讓孩子認識 ABC 
2. 配合背後教具袋裡的填充玩物，敎孩子認識這些玩物的名稱，跟著介紹

拼法，如：拿出蘋果的填充玩物，敎孩子認識蘋果叫 apple，拼法是 a-p-p-l-e 
3. 陪伴孩子練習拼字，進而到讓孩子自行拼(每個字母後面都有魔鬼氈，讓
孩子自己撕下來自己拼字)    

適用單元：語言 
適用年紀：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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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三三軍軍利利器器勇勇猛猛，，國國旗旗飄飄揚揚             作者：林宜佳 

‧製作目的：認識交通工具及各國國旗，並能用言語表達。 

‧製作材料：西卡紙、圖畫紙、色紙、彩色鉛筆、黑筆等。 

‧操作方法：讓孩子先看圖片，然後對應並能表達是何物品以及相關問題。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概念。 

‧適用情境：利用週遭生活環境發生的事件來情境學習。 

‧適用年齡：3到 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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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我的冰箱                         作者:蒙艷芳 

製作目的： 1讓幼兒認識冰箱。 

           2 識幼兒認識平時所吃的蔬菜、水果的名稱以及他們在冰箱內 

            應處的位置。 

           3 識幼兒認識平時所吃蔬菜、水果的名稱及國字寫法。 

製作材料：厚紙板、剪刀、彩色筆、各色粉彩紙、膠帶 

操作方法：將冰箱打間，教幼兒認識所有蔬果名稱及其國字寫法，以及所    

     放置的位置。然後把物品亂放，讓小朋友自行歸位。 

適用單元：語文（二） 

適用情境：家中的個別活動 

適用年齡： ３～５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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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四季書                  作者：陳盈均 

製作目的：讓小朋友認識四季變化 

製作材料：圖畫紙、色筆、西卡紙、粉彩紙 

操作方法：翻開春夏秋冬的圖來介紹 

適用單元：語文 

適用情境：教室內 

適用年齡：0~6歲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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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看圖認字                                 作者：曾嫆華 

製作材料：1‧厚紙板 

          2‧粉彩紙或壁報紙 

          3‧不織布 

製作工具：1‧剪刀 

          2‧美工刀 

          3‧奇異筆 

製作過程：1‧將厚紙板貼上粉彩紙或壁報紙。 

          2‧在不織布上剪下圖案，例如：汽車、樹木⋯等。 

          3‧將不織布的圖案剪下，並貼於厚紙板上，記住要留下一些空白。 

          4‧在厚紙板空白的地方寫下圖案的文字。 

          5‧最後，將文字和圖案的部分剪開。 

使用方法：1‧老師可以先將完整的紙板合併給幼兒認圖及文字。 

          2‧再者，將圖案和文字的紙板弄散，讓幼兒自行拼合。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發展 

適用情境：老師講解、幼兒自行操作 

適用年齡：四至六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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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細棒偶。                                   作者：莊蒨蓉 
  
製作目的： 

1. 讓小朋友可以角色扮演並且練習語文表達能力。 
2. 訓練小朋友抓握能力等精細動作。 
3. 在角色板眼中練習體會情緒的能力並表達之。 
 

製作材料：吸管或竹筷子等細長可抓握的材料。 
 
操作方法： 

1. 先讓小朋友認識情緒有哪些接著問說什麼情況下會有哪些情緒。 
2. 讓小朋友操作細棒偶做角色扮演。 
3. 可在娃娃角進行此項活動。 
 

適用單元：情緒認知、社會互動。 
 
適用年齡：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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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雨濃 
教具名稱 文字的奧妙 
製作目的 1. 讓幼兒了解國字的的發展過程 

2. 學習書寫方式;利用造詞化抽象為具體 
製作材料 1.粉彩紙 2.膠帶 
操作方法 1. 介紹圖像演變成國字的歷程 

2. 教導正確筆順的寫法 
3. 玩填字遊戲：讓幼兒填入學好的國字 

適用單元 語文 
適用年齡 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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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 輕便小巧注音圖形練習卡 

作    者 張筑婷 

製作目的  讓孩子熟悉注音圖形，對注音有些初步的認識。 

製作材料 八開西卡紙 ×2、八開壁報紙 ×2、毛線。 

操作方法 
方法一：將打好洞的注音圖形，以毛線穿過，可不不拘泥筆劃，因為

只是先對圖形認識。手部精細動作也訓練得到。 
方法二：進階版---依注音筆劃練習，或是做順序的練習。 

適用單元   幼兒語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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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課用就行了。 

適用年齡   3歲以上兒童皆適用。 

相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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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幼兒語言教具－字母積木                    作者：許玲瑛 

製作目的：語文活動教具設計與製作 

製作材料：不織布、剪刀、保麗龍膠、棉花、針線 

 

製作方法：（1）裁剪四方型的不織布 54塊 

         （2）縫成九塊正立方體，內塞棉花 

         （3）剪下英文字母與其對應圖形貼在四方體上 

         （4）如同製作完成 26個字母 

適用單元：幼兒語言發展 

適用情境：敎幼兒一邊玩積木，一邊認識字母與單字 

適用年齡：4-6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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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我知道 

作者：周慧怡 

製作目的：類似猜謎，一次說一種這個物體的特徵，讓小孩子訓練思考和邏輯 

          能力 

製作材料： 

1. 紙卡 

2. 奇異筆 

3. 剪刀 

4. 膠帶 

操作方法：依序給三個提示（紅紅的＋圓圓的＋香香的＝?）然後問小朋友知 

          不知道答案（可以先給一個大範圍：交通工具、水果…） 

適用單元：練習說出心裡的想法和思考的過程（覺得為什麼是這個答案）訓練 

          思考的邏輯能力 

適用情境：小孩子不能安靜的坐著，可以讓他思考 

適用年齡：3~5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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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神奇寫字盒 

作者：王彥茹 

製作目的：讓幼兒練習寫字，並且練習看圖說話的能力 

製作材料：紙盒、美術紙、簽字筆、膠帶、透明片、白板筆 

操作方法：(如圖示) 

1.打開盒子 

 

 

2.挑一份寫字卡 3.把寫字卡放在盒子

上，對照著上面的字寫。

4.如果還是不會寫， 

可以用描的練習喔。 

 

適用單元：語言教學單元 

適用年齡：4~6歲 

相片： 

寫字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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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懸絲偶                      作者：游“女秀“菱 

製作目的：利用懸絲偶來說故事，培養語文能力；也可教導小朋友操控懸絲偶 

製作材料：保特瓶、水線、木材、不織布 

適用單元：語文教學 

適用情境：說故事 

適用年齡： 4~6歲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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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聖誕快樂                                    作者:陳韻珍 

製作目的:屬幼兒語文發展教具,讓幼兒藉著角色扮演`說故事發展語文能力,亦可一邊告

訴幼兒聖誕節慶的由來. 

製作材料:竹筷子`電火布`棉花`不織布 

操作方法:可藉著棒子偶說故事及與聖誕節有關的角色扮演. 

適用單元:認識節慶&角色扮演相關課程 

適用情境:讓幼兒角色扮演聖誕節有關的角色 

適用年齡:一般幼兒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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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龜兔賽跑手指偶                       作者:侯凱齡 

製作目的:可藉由可愛的指偶讓小朋友說故事 

製作材料:不織布、棉花、針線 

操作方法:左右手可各穿一個指偶、由於兩邊各兩隻指頭都能動、所以可做出跑步狀 

適用單元:語文教學 

適用情境:說故事的情境 

適用年齡:幼稚園~國小一二年級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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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動 物 園                     作者：張雅茹 

製作目的：說出動物園裡有什麼動物。 

製作材料：粉彩紙、膠帶、色紙⋯。 

操作方式：1. 先讓小朋友說出動物園裡有什麼動物。 

          2. 利用色紙折出不同的動物，讓小朋友把動物貼在   

            他們想要放置的園區。 

          3. 要他們沿著小路走，走到某種動物的園區，就說  

            出動物名稱並試著叫出牠們的聲音。 

適用單元：語文教具 

適用情境：去動物園時，介紹所有的動物給他們知道。 

適用年齡：4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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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尹一荃 

教具名稱：毛巾狗 

製作目的：發展小朋友的想像創造力 

製作材料：毛巾、膠水、橡皮筋 

操作方法：讓小朋友利用毛巾狗說故事，小朋友上課靜不下來時也可以當作輔助    

         教材 

適用單元：語文教學 

適用情境：小朋友想聽故事或上課不專心時 

適用年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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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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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繪本 DIY－八格書                             作者：邱卿瑜 

製作目的：讓孩子用繪畫做出自己的小小書。 

製作材料：圖畫紙、彩色筆。 

操作方式：孩子可以利用自己的創意畫出自己喜愛的圖形，並請他們發表他們的圖案

代表的意思與故事。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發展 

適用情境：說故事。 

適用年齡：5歲以上。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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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意婷 

教具名稱：毛根娃娃 

製作目的：藉著各種不同的毛根形狀，教導小朋友語言 

製作材料：毛根、塑膠眼珠、白膠 

操作方法：拿著各種不同造型的毛根娃娃，膠小朋友唸出他們的名字 

適用單元：幼兒語文發展 

適用情境：教導小朋友認識國字 

適用年齡：3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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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胡惠姍  9206150 
教具名稱：英文魔法屋 適用單元：語文發展  適用年齡：4到 6歲
教學目標： 
1. 可製造自己魔法屋，培養其創造力。 
2. 培養其精細動作及小肌肉的發展。 
3. 可刺激培養其語文智能的發展，及其訓練背誦的單字的能力。 
4. 培養專注能力。 
5. 培養幼兒空間及測量能力。 
 
教具材料： 
1. 保麗熔板。 
2. 剪刀。 
3. 廣告原料、畫筆、水帶。 
4. 保麗熔膠。 
5. 尺。 
6. 各種顏色的不織布。 
  
教學活動： 
◎ 引起動機： 
小朋友，你們會不會背英文單字？可不可以被給老師聽？ 

 
◎ 展開活動： 
1. 老師可展示示範品。 
2. 分組可小組一同互助幫忙對方困難。 
3. 可向小朋友說，今天我們要做自己的小小屋，小朋友可以在保麗熔板上畫自己

想要畫的動物、圖案，將自己背誦好的英文單字寫在上面。 
4. 此也可當幼兒的學習單。 
 
◎ 結束活動： 
小朋友都很厲害的完成自己的魔法小小屋，每一位做得成品都很漂亮，可以拿

回家做紀念喔，大家一起給自己愛的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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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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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部首生字；情緒圖                    作者：陳宛渝 

製作目的：1.認識部首和字根的搭配。 

          2.分辨情緒臉譜的不同。 

製作材料：A4厚紙板一張、活頁彈性夾二枚、A4紙張裁切成一半數張。 

操作方法：1.先找出部首再搭配字根，和成為一個生字，藉此認識生字。 

          2.可以製作多一些部首，讓小朋友學習認字。 

          3.情緒臉譜：先翻出情緒臉譜，再對照文字，以認識情緒不同和

表達方式。 

適用單元：語言教學。認字練習。 

適用年齡：5~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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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名稱：看圖認字                                    作者：賴怡伶 

製作目的：1.讓小朋友認識國字 

2.經由所認識的國字學會造詞或認識詞的意思 

3.接著造句或說一個故事 

製作材料：厚紙箱、圖畫本、彩色筆、蠟筆、雲彩紙 

操作方法：1.先讓小朋友看個別的圖 

2.然後將與圖裡相符合的詞貼在圖上 

3.藉此可以認識詞的意思 

4.進而看接連相關的圖案 

5.發揮想像力看圖說故事 

適用單元：語文概念 

適用情境：老師於課堂上先教導所有小朋友認詞， 

而後讓小朋友舉手發言，造句說故事。 

適用年齡：5~7 歲 

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