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教育學系

體能活動和數字

教學活動內容



簡介 

研究指出綜合運動與數學活動對幼兒的發展有顯著的好
處，幼兒的數學及肌肉發展會有重大的進步。在香港，
綜合活動可以減輕幼兒做數學練習時的壓力，令學習數
學變得有趣，並可以分配時間進行體能鍛煉。

此教材結合了運動與數學，共有九個教學活動，以供給此教材結合了運動與數學，共有九個教學活動，以供給K 
2老師使用。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進度，而調節
教學節奏及活動階段。



活動1：小腳印大步走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認識第1至第5的序順
（體能與健康）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準備物料：寫有1-5 的腳印、膠紙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老師可用膠紙把寫有1-5 的腳印 (圖1.1) 老師可用膠紙把寫有1-5 的腳印 (圖1.1) 
貼在地上。

活動內容：
1. 學生在腳印前排隊。

2. 學生需交叉步前行在腳印之上。
圖1.1



活動2：走在數線之上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以2個一組、5個一組和
               10個一組點數20 的數量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準備物料： （數線）紙、膠紙
                       數粒或持物平�痾物件、籃子

活動場地：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老師需在活動前在地下貼上 2的數線（圖2.1）
和5的數線（圖2.2）。

數線可由紙剪成，數線的頭和尾是圓形，中間
的數位可用一條線表示。

圖2.1

圖2.2



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數線旁邊貼上數字）

1. 學生在數線前排隊。

2. 學生站在數線開始的圓形上。

3. 當學生行走在數線上，需要說出步數。

4.4. 當學生走到數線的終點（圓形）上時，他需要
說出一共行走的步數。

（第二階段，數線旁邊沒有數字）
3. 當學生行走在數線上，需要在心中默唸數字。



（進階版）
（引入持物平�痾的技巧）
1. 在數線的頭和尾旁邊放上數粒或持物平�痾物件
（圖2.3）及籃子，學生把物件放到籃子。

2. 當學生到達數線的終點時，他需要拿起相對應
數量的物件（圖2.4），然後返回數線的起點
（圖2.5）。（圖2.5）。

圖2.3

圖2.4

圖2.5



活動3：你是我的伙伴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認識5和6的組合和分解

準備物料： 沒有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沒有

活動內容：
1.1. 活動以回合進行，學生隨意站在空地上 (圖3.1)。

圖3.1



2. 每一回合，老師可說出不同的指令，指令關 
5或6的組合。例如「3個女生和2個男生」、
「1個戴眼鏡和4個沒有戴眼鏡的伙伴」。

3. 學生在聽到指令後，需要盡快找出擁有相對
應物件的伙伴（圖3.2）。

4.4. 剩下沒有找到伙伴的學生需回答老師提出有
關5和6的組合和分解的問題，例如「小美有一
粒紅色波子、兩粒藍色波子和兩粒綠色波子，
她總共有多少粒藍色波子？」。

5. 完成一回合後，重複流程2-4 。

圖3.2



活動4：體能挑戰任務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認識5和6的組合和分解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  推與拉的技巧   、  
               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  抽籤紙、 抽籤箱、膠圈、持物平�痾物件
（抽籤紙一共四張，分別寫上「持物平�痾」「推與拉（抽籤紙一共四張，分別寫上「持物平�痾」「推與拉」
「交叉步前行」「推滾膠圈」）(圖4.1）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沒有

圖4.1



活動內容： 
1. 活動以回合、個人進行。

2. 每一回合，老師可說出兩項體能與健康的範疇知識  或  
由學生從抽籤箱內抽出兩張籤紙 。

3.3. 每名學生一共需要完成5次體能活動。學生需自行決定
指定兩項體能活動的分配次數。例如3次持物平�痾的技巧
及2次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4. 完成一回合後，重複流程2-3 。



活動5：我們生日了！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初步認識統計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準備物料：1-12的數字卡、持物平�痾物件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老師需把1-12 的數字卡貼於地上，以代表1-12月（圖5.1）。老師需把1-12 的數字卡貼於地上，以代表1-12月（圖5.1）。

圖5.1



活動內容：
1. 學生需站在自己所屬的生日月份的數字附近
（圖5.2）。學生在站立的過程中，可加入持物平衡。

2. 老師詢問每個月份有多少學生。 

3.3. 老師可指導學生有效地統計，如學生可以排成一條
隊伍以便計算人數，可根據隊伍的長短來判斷數量多
少，最多和最少等。

（進階版）
老師可提供統計的主題（如顏色），然後交由學生老師可提供統計的主題（如顏色），然後交由學生去
思考統計的方式和進行統計。老師可在旁觀察，並給
予適當的協助，如提醒學生要思考「要什麼顏色可以
選擇」、「如何點算人數」等問題。

圖5.2



活動6： 在形狀上行走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認識橢圓形
（體能與健康）推與拉的技巧、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膠紙、膠圈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老師在地上用膠紙貼上圓形（圖6.1）和橢圓形（圖6.2老師在地上用膠紙貼上圓形（圖6.1）和橢圓形（圖6.2）
的線條軌跡。

圖6.1 圖6.2



活動內容：
1. 老師把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圓形，一組橢圓形。

2. 學生在地上軌跡上行走（圖6.3），讓學生在行走
時感知圓形和橢圓形的分別。

（進階版）
（引入推與拉的技巧、 推滾膠圈的技巧）

學生拿著膠圈，在地上軌跡上推或拉著膠圈行走學生拿著膠圈，在地上軌跡上推或拉著膠圈行走
（圖6.4）。

圖6.3

圖6.4



活動7： 動感節拍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比較快和慢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  推與拉的技巧   、  
                 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兩首節拍鮮明的音樂（快和慢）、持物平衡
物件、膠圈

活動場地： 空地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沒有

活動內容：

1. 老師可決定進行其中一項體能活動。

2. 學生需跟著播放的音樂節奏來進行體能活動。

活動7： 動感節拍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比較快和慢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  推與拉的技巧   、  
                 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兩首節拍鮮明的音樂（快和慢）、持物平衡
物件、膠圈

活動場地：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  沒有

活動內容：
1. 老師可決定進行其中一項體能活動。

2. 學生需跟著播放的音樂節奏來進行體能活動。



（進階版）
1. 老師介紹5個程度的步行速度（速度1：非常慢；速度3 : 
正常步速； 速度5：快跑）（圖7.1）。

2. 老師會給速度指令，學生需要根據速度來行走。

圖7.1



活動8： 今天是星期幾？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認識星期的概念

（體能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  推與拉的技巧   、  
              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膠圈、持物平�痾物件

活動場地： 空地

事前準備：事前準備：  沒有

活動內容：
1. 老師安排一個動作/體能活動來代表一星期的七天。
例如，星期一持物平衡，星期二推與拉等。老師可與
學生進行討論來作安排，增加學生的參與與投入度。

（四項的體能活動中可以重複安排多於一天（四項的體能活動中可以重複安排多於一天 / 每項可
以有微小的改變來使每天不同，如持物物件的改變、
推與拉物件的改變）



2. 學生由星期日的活動進行至星期六，以令學生熟習每一
天的活動。

3. 老師可隨機叫喊一個星期天數，學生聽到後，便進行相
對活動。

（進階版）
1. 老師根據之前所定的星期和活動。

2.2. 老師在給指令時可說「（星期一）之後的一天 / （星期
一）之前的一天 / （星期一）的後三天 / 週末活動」等，
加深學生對星期的概念。



活動9： 尋找目的地

範疇知識：
（幼兒數學）  初步認識香港地圖
（體能與健康）持物平�痾的技巧 、  推與拉的技巧   、  
               交叉步前行的技巧   、 推滾膠圈的技巧

準備物料：膠紙 、紙 、 膠圈、持物平�痾物件、
建築物圖片（公園、遊樂場、郵局、學校等）

活動場地： 活動場地： 在有階磚的空地上
（若沒有合適場地，可在使用膠紙在空地上貼上格網形狀）

事前準備：  
1. 老師需在地上的階磚上貼上數字1-6，橫一行，直一行。
2. 老師需準備一粒大而清楚可見的骰子，每面寫上1-6
（圖9.1）。

圖9.1



圖9.3圖9.2 圖9.3



3. 老師結合橫行和直行，介紹數字坐標系統，如有橫行
和豎列，要知道橫行和豎列的兩個數字，才能準確找出
地點。

4. 在同一回合中，學生拋兩次骰子（圖9.4），得出兩個
數字，並走到相對應的坐標上。

（進階版）
1. 學生會給予一張建築物的圖片。

2.2. 老師會告訴學生建築物的坐標，學生需要把圖片放到
指定的位置上。

圖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