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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游戲集 
 

1. 游戲名稱：揪尾巴 

目的：練習在一定範圍內四散地追逐跑。復習幷鞏固字條 

準備：四個字的字條若干做“尾巴”（數目與孩童人數相等） 

游戲規則：請一個孩童追逐者，站在場地中間。其餘孩童做被追逐者，四周

場地上，每個孩童把“尾巴”的三分之一塞在自己頸後的衣領中，其餘部分拖

在外邊。游戲開始，教師發出口令後，孩童在一定的範圍內四散跑，追逐者追

捉，尾巴被拉掉的孩童站在場外，當追逐者拉掉三至五條“尾巴”後，全班孩

童認讀，游戲結束。把“尾巴”發還孩童，另選追逐者，游戲重新開始。 

注意事項：（1）塞的“尾巴”要便于抽拉；（2）孩童熟悉游戲後，也可增加

一兩個追逐者。 

 

2. 游戲名稱：打保齡球 

目的：（1）練習滾球擊物；（2）復習單個字。 

準備：（1）空 1 升或 2 升裝可樂瓶子若干做“保齡球”，側面貼復習的漢字；

（2）相應的字卡一套，拿在老師手裏；（3）皮球兩個。 

游戲規則：孩童分成兩組站在擊球綫後，將兩套“保齡球”分別在各組孩童

前兩米處一字擺開。各組第一名孩童拿皮球，根據老師出示的大字卡迅速擊打

相應的“保齡球”，打對中的得一分。換人後游戲反復進行。最後得分多的組

獲勝。 

 

3. 游戲名稱：快速搶答 

目的：（1）訓練孩童快速反應能力，注意力；（2）復習單個字。 

準備：單個字卡若干。 

游戲規則：字經口訣熟練的基礎上復習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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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游戲名稱：傳話比賽 

目的：（1）訓練孩童的聽覺能力；（2）熟悉口訣。 

游戲規則：這是由教師、和學生一起進行的游戲，教師第一、學生第二、例

如當教師出示字條時發音：‘乾坤有序、宇宙無疆’，學生要把教師說的話傳

給學生。學生再傳給學生，當傳到教師這裏是錯誤的時候，就要重新傳。目的

是讓學生能够發音準確的讀出教師出示的字條。此游戲在新課復習中運用最

佳。 

 

5.游戲名稱：接龍 

游戲規則：這個游戲由兩個組或兩個以上的組進行就可以了。接龍就是把一句

話分成兩句，一個人說前，一個人說後。例如：‘乾坤有序、宇宙無疆’做這

個游戲時就要一個人說‘乾坤有序’另一個人說‘宇宙無疆’。規則是這樣

的，但是一個接龍游戲可以有很多種玩法。（例如：前 4 字和後 4 字、前 2 字

和後 2 字、前 1 字和後 1 字、男聲和女聲、大聲和小聲、粗聲和細聲、等）在

教學中運用了很多接龍游戲，在這裏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不同的玩

法進行游戲。 

 

6.游戲名稱：說相反 

游戲規則：按照說相反的原則，進行游戲，教師說一句話用的是大聲，學

生就要用小聲說下一句話。例如：‘乾坤有序、宇宙無疆’；‘星辰密布，斗

柄指航’教師用大聲說第一句，那麽學生就要用小聲講第二句。 

 

7.游戲名稱：點豆豆 

游戲規則：教師用手指無規則的點字，邊點邊說兒歌，當兒歌結束時，手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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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哪個字，學生就講出哪個字的讀音。 

附兒歌：點豆豆、點豆豆、點、點、點！ 

 

8.游戲名稱：小猴吃桃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中運用的比較多，在玩這個游戲時，要事先準備

一個挂圖，圖上有棵樹，樹上有桃子，每個桃子上都寫的有字，教師和學生扮

演猴子，邊說兒歌邊去拿樹上的桃子，幷說出桃子的名子。 

附兒歌：教師：小猴小猴要摘桃，（此時學生去摘桃） 

教師：摘的什麽桃？ 

學生：我摘的是×桃！ 

教師：×桃×桃快拿來！ 

當游戲規則學生已經很熟悉的時候，教師和學生可以互換角色。或請單個學生

進行游戲。 

 

9.游戲名稱：我是小小錄音機 

游戲規則：此游戲適用于學習新課中，幫助學生建立音序的環節中進行。

是一種複讀形式，教師用一種聲音讀一句字條時，學生就學教師的聲音把字條

上的字再複讀一遍。教師可根據孩子在學習中的情緒表現，不斷的變換聲音，

讓孩子學習，幷增加孩子學習的興趣。（在變換聲音時，要儘量運用小動物、

或貼近孩子生活的聲音爲宜） 

 

10.游戲名稱：看看誰的紅旗多 

游戲規則：此游戲適合三個或以上的組進行，教師分別把這三個組在黑板

上表示出來，可以畫上三個小圓。幷開始進行競爭，看那一組先學會。先學會

的組可以得到一面小紅旗，最後可以比比誰的紅旗多，當學生表現的特別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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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可以適當對勝利的組進行物質上的鼓勵，例如：小紅星、小紅花等。 

 

11.游戲名稱：奇妙的口袋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的時候進行，教師要事先準備好一個大口袋，在

口袋裏裝著一些一、二、三級字的字卡。在兒歌中進行游戲，學生拿出口袋裏

的字卡，大聲念出字音，一旦錯誤時，教師要給予糾正。 

附兒歌：奇妙的口袋東西多，快來摸摸是什麽？（對的進行鼓勵，錯誤的

要及時糾正） 

 

12.游戲名稱：開汽車 

游戲規則：教師和孩子先將字卡擺成長長的馬路，用手指當小汽車，每開

一步就有一個字卡，如果學生能正確說出字卡的音，就可以繼續住前開，如果

錯誤，教師要帶領學生多讀幾遍。 

 

13.游戲名稱：拼圖 

游戲規則：此游戲運用在復習中，教師把已經學過的字卡給孩子，讓學生

通過自己的愛好進行拼圖。也許孩子會拼一座小橋，拼完後，就請學生按照順

序讀出字。讀完後，可讓學生繼續進行拼圖游戲。 

 

14.游戲名稱：跟我學 

游戲規則：學生和教師進行游戲，教師說什麽，學生說什麽，教師做什麽，

學生做什麽。（在做任何動作和發出任何聲音時，教師要提前考慮學生的接受

能力） 

 

15.游戲名稱：小小郵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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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規則：此游戲由一個人對集體來進行。要求在游戲前，教師和孩子手

中各拿一些字卡，在兒歌中進行游戲，字卡在游戲中就是信，郵遞員可以把自

己手裏的信送給自己想送給的人，請他告訴你信上寫的是什麽，回答對的可以

把信交給他，錯的要由發信的人教會他信上的正確發音。 

附兒歌：郵遞員：鈴鈴鈴！鈴鈴鈴！ 

大 家：誰呀？ 

郵遞員：我是小小郵遞員呀！ 

大 家：送給誰的信呀？ 

郵遞員：送給××的信呀！ 

然後請收信的人，讀出信的內容。再由收信人扮演郵遞員繼續送信。 

 

16.游戲名稱：‘小孩、小孩真愛玩！’ 

游戲規則：此游戲運用在復習中，教師把已經學習過的字卡，隨意的貼在

學生視綫內的各個地方。通過兒歌，帶領學生進行對字的復習。 

附兒歌：教師：小孩、小孩，真愛玩， 

摸摸這兒，摸摸那兒， 

摸摸××快回來! 

教師說出讓學生摸的字，請學生去摸，對的要學生給予表揚，錯了要及時糾正。 

 

17.游戲名稱：挑兵挑將 

附兒歌：挑兵挑將，看誰是我的好兵好老將。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中進行較多，要在兒歌中進行。兒歌結束時，教

師的手指停在哪個字上，學生就要讀出這個字的字音。也可以讓學生給其他學

生挑字，當學生挑到字讓教師讀時，教師可裝出不會讀的樣子，讓學生給予糾

正。幷鼓勵孩子，對學生進行表揚，增加學生繼續學習識字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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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游戲名稱：比比誰講的好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閱讀中進行，主要是當學生已經可以進行對句的閱讀

的時候，教師和學生再進行比賽，比比看誰在閱讀的時候，聲音好聽，又有感

情，當這兩方面都達到的時候，可以進行添加動作來進行閱讀。 

 

19.游戲名稱：小猫釣魚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中進行，教師要事先做若干個像小魚形狀的硬紙，

再把常用字寫或貼在‘魚’的身上。然後通過兒歌進行游戲，這裏由孩子來扮

演小猫去釣魚。 

附兒歌：小猫，小猫來釣魚。 

釣的什麽魚？ 

學生：釣的××魚！ 

家長：快把××魚拿回來！ 

此游戲也可讓教師來釣魚，反過來玩。 

 

20.游戲名稱：找朋友排隊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中進行，可以用字卡或字條。桌子上放上一些散

亂的字卡或字條，請孩子獨立把散亂的字卡或字條按照音序排成一組，組成和

書本上相一致的句子。然後讀出來。孩子在進行這個游戲時，教師可放‘找朋

友’ 的音樂。 

 

21.游戲名稱：猜字謎 

游戲規則：當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已經掌握到一定字量的時候，教師可以

帶領孩子進行這個游戲。此游戲用在復習中最佳，在猜字的時候，教師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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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字形、字意、等各方面來猜。主要目的是幫助孩子牢記字形。 

 

22.游戲名稱：開火車 

游戲規則：首先有一個教師扮演爲火車頭，手拿孩子已經認識的字卡，邊

說兒歌邊玩游戲。 

火車頭點到誰，誰就要上火車。但是在上車之前，要正確認出門票上的字，才

能順利上車。當這個游戲孩子已經玩得很熟練的時候，教師可以和孩子互換角

色，由孩子當火車頭，來增加孩子的學習興趣。、 

附兒歌：火車，火車就要開， 

學生快上來！ 

 

23.游戲名稱：聽聲找字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單個字中運用，可以培養孩子的注意力和手腦協

調能力。當孩子復習課中已經過了背誦的關了，可以讓孩子進行此游戲，教師

說字，由孩子用最快的速度找出字的位置。在找字的時候，最好由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孩子同時進行，以競爭的形式來進行找字活動。這樣可以延長孩子興奮

的時間。 

 

24.游戲名稱：小猫釣魚 

游戲規則：此游戲在復習中進行，老師要事先做若干個像魚形狀的硬紙，

再把常用字寫或貼在“魚”的身上。然後通過兒歌進行游戲，這裏由孩子來扮

演小猫去釣魚。游戲也可以由老師來釣魚，反過來玩。 

附兒歌：老師：小猫，小猫來釣魚。釣的什麽魚？ 

   學生：釣的是 XX 魚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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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游戲名稱：猜字謎 

游戲規則：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已經掌握到一定字量的時候，家長可以

帶領孩子進行這個游戲，此游戲用在復習中最佳，在猜字的時候，老師可以通

過字形，字意等各個方面來猜，主要目的是幫助孩子牢記字形。 

 

26.游戲名稱：找你回家 

目的：（1）復習有關漢字；（2）練習鑽，爬，跳，跑的動作。 

準備：墊子四塊，呼啦圈四個，每兩把椅子中間栓一個呼啦圈，字卡若干（數

量同孩童人數）挂到繩子上，地上的小框裏裝有與字卡相對應的圖片若干。 

游戲規則：將孩童分成人數相等的四隊，站在起跑綫上。游戲開始，老師發

令後，各隊的第一名孩童快速向前跑，跨過小河，爬過墊子，鑽過呼啦圈，然

後跑到繩下，跳起摘一張字卡，在小框裏找出相對應的圖片，迅速跑回，拍第

二名孩童的手，依次進行，直到全部完成。最後老師檢查孩童手中的字卡和圖

片，以取得對幷且速度快的隊爲勝。 

 

27.游戲名稱：占圈 

目的：（1）復習有關漢字；（2）快速反應練習。 

準備：（1）字卡若干，粉筆，場地。(2)在場地上無規則地畫若干圓圈，每

個圓直徑約爲 0.3～0.4 米。圓圈與參加游戲的孩童相符，每個圓圈中各有一

張字卡。 

游戲規則：游戲開始，孩童成一路縱隊繞一個大圓圈，聽口令慢跑後退跑，

跑的過程中老師突然發令：“一二三快進圈！”孩童急忙停下來各自占一個圓

圈。孩童回答：“我占X字圈！”。答對了的孩童在掌聲中回原位坐好，沒答

對的孩童請全體學生們幫助該名孩童答出正確答案後給予掌聲鼓勵。所有孩童

答完後可繼續下一輪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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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孩童一定要在老師發令後才能進圈；（2）可根據場地及孩童人數

情况適當安排圈數。 

 

28.游戲名稱：接龍 

目的：熟悉口訣，增加趣味性。 

準備：若干字卡。 

游戲規則：老師當龍頭，孩童當龍尾。例如：乾坤有序，老師念：“乾坤”，

學生接：“有序”。 

 

29.游戲名稱：打靶 

目的：（1）認讀有關漢字；（2）練習瞄準射擊。 

準備：（1）口徑大一些的瓶子 3～5 個，小字卡 3～5 個，相應大字卡各一張；

(2)將小子卡字面朝外，貼入瓶內。一字排開擺在 1～2 米遠相應高度位置上；

（3）玩具水槍一把。 

游戲規則：老師舉大字卡，孩童手中拿水槍，灌滿水，然後朝有相同字的瓶

子練習打靶，看誰打得准。 

附兒歌：小手槍，手中拿。 

   瞄瞄準，來打靶， 

一槍一槍打得准， 

大家誇我好槍法。 

 

30.游戲名稱：搶椅子 

目的：（1）復習有關漢字；（2）快速反應練習。 

準備：（1）字卡若干放在一布袋裏；(2)小椅子四把。 

游戲規則：（1）四把小椅子，兩兩背挨著背擺好，請五名孩童上來做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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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彈奏音樂，五名孩童聽音樂圍著椅子轉圈，音樂停，就搶就近的椅

子坐下。未搶到椅子的孩童到布袋裏摸一字卡，讀出來。讀對了，大家鼓掌；

讀錯了，老師幫助給予糾正。（3）再請五名孩童上來做游戲，如此反復。 

31.游戲名稱：打撲克 

目的：復習單個字。 

準備：字卡若干。 

游戲規則：把全班同學分成五組，每組六個人 200 個單字卡。開始起牌，起

來後，然後出牌，認識的出下去，不認識的留下，最先出完者爲勝。游戲反復

進行。 

 

32.游戲名稱：聖誕老人的禮物 

目的：（1）復習有關漢字；（2）瞭解有關聖誕節的常識。 

準備：（1）字卡若干張。 

游戲規則：（1）老師給學生講聖誕節的來歷。（2）孩童們閉上眼睛假裝睡著

了，老師把準備好的字卡放在孩童們的椅子下。（3）等老師發完禮物後，讓同

學們把眼睛睜開，老師告訴大家：“你們睡得都很甜，聖誕老人給你們每人都

送了一份禮物，放在你們椅子下，大家拿出來看一看。”孩童們認讀自己的“禮

物”，不會讀的可以問同伴或老師。此游戲在接近聖誕節期間使用。 

 

33.游戲名稱：我們都是木頭人 

形式和人數：集體游戲。 

準備：若干字條。 

游戲規則：大家圍坐在一起。兩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起唱：“我們都是木頭

人，不許講話，不許動，不許露出大白牙。”唱完後讓孩童隨意擺姿勢，幷做

各種怪像逗對方發笑，但不能出聲，如果對方笑了，那麽就受罰認字條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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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出者全班同學幫忙。受罰完畢，游戲繼續進行。 

 

34.游戲名稱：好朋友手拉手 

形式和人數：集體游戲。 

準備：字卡若干，參加游戲的人手拉手形成一個圓圈，圓圈中央站一個人作

主持。 

游戲規則：參加游戲的人手拉手一起唱：“好朋友們手拉手，一起朝右走

---”連著念兩遍後停下來，主持說：“四隻小兔是好朋友---”大家一起說：

“手拉手---然後迅速尋找，四個人拉手圍成圈兒蹲下，剩餘沒有找到足够人

數的人，要罰他們認單字卡一張。然後游戲繼續進行。主持人話中出現數字是

多少，大家就要按這個數字找齊人數圍成圓圈蹲下。這個游戲可以訓練孩子對

數的敏感反應。 

 

35.游戲名稱：擊鼓傳字卡 

目的：復習有關漢字。 

準備：字卡若干(與孩童的人數一致)，鈴鼓一面。 

游戲規則：孩童忍受一張字卡，字朝下。老師擊鼓，孩童們傳字卡。鼓聲停，

孩童依次或指定個別孩童出示自己手中字卡幷讀出字卡上的字，游戲反復進

行。 

延伸：能力較强的孩童在游戲時，可在認讀的基礎上組詞或說一句完整的

話。 

 

以上游戲可以在教學中的新課和復習課中分別進行，這些游戲在是從實踐中得

來。幷通過檢驗，效果很好。但是教師也可以根據自己學生的不同情况，來對

游戲進行修改、或在這基礎上尋找或研發出更適合自己學生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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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  故  事  集 

 

第 1 課  天文 

1.  乾坤有序 

太陽有九個小朋友，他們天天圍繞著太陽奔跑。這九個小朋友的名子叫地球、金星、

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海洋，所以

是藍色，金星最亮，火星是紅色的， 

太陽帶著他們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中玩耍，每天都有數不清的星星從身邊飛過。 

 

2.  星辰密布 

每到夜晚，星兒們都密密麻麻布滿天空，想比一比宇宙中誰最明亮。 

比來比去，誰也說不出哪個最明亮。 

他們請月亮當裁判。 

月亮從西向東走來，明亮的光輝立即灑滿大地。 

月亮走到哪里，哪里的星光就羞愧地隱去。他們知道，星兒永遠沒有月兒明亮。 

問題：爲什麽星光隱去？ 

 

3．日明月亮 

月光把星光比了下去，月亮十分得意。他一邊走，一邊想，天空中我最明亮。 

當他走到東方時，太陽升了起來。太陽的光芒照亮了大地，月亮溶化在白晝裏。 

月兒才知道，自已的光輝是從太陽哪兒借來的。 

從此，羞愧的月亮只在夜晚出來，一見到太陽，就趕快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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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爲什麽月兒溶化在白晝裏？ 

 

4．電閃雷響 

太陽帶著地球在宇宙中玩，地球也喜歡圍繞著太陽。 

一日，地球醒來忽然看不到太陽，只見空中烏雲密布。 

雲層裏風兒馳騁，雪花飛舞，電閃即逝，雷鳴轟響。 

天，嘩嘩地下起雨，冰雹從天而降，砸向大地。 

痛苦的地球，閉上了眼睛，任泪水流淌。 

他多麽希望再見到明亮的太陽。 

問題：爲什麽地球喜歡圍繞著太陽轉？ 

 

5．虹霓霞輝 

風兒吹跑烏雲，天空升起彩虹，雲霞透出光輝。 

地球睜開眼睛，已經看不見閃電，也聽不到雷響。 

忽然，他從霞光的後面，興奮地發現了太陽。 

太陽走出來，笑著說：“小弟弟，不用怕，剛才是我和你玩的捉迷藏”。 

問題：爲什麽太陽躲在雲霞後面？ 

 

6．春夏秋冬 

太陽給地球講了春夏秋冬的故事。 

太陽說：夏天我離你最近，你要防暑。冬天我離你最遠，你要防寒。春天我向你走來，

你感到溫暖。秋天我向遠方走去，你感到凉爽。現在我要送你四季的禮物？不知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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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麽？ 

地球想了想說：“春天我要百草生，夏天我要萬物長，秋天我要收成好，冬天我要種

子藏”。 

太陽笑笑說：“你真聰明，我就送你這四件禮物”。 

地球高興的轉起來，從此唱起了四季歌： 

(33|23|55|--|66|56|53|--|33|23|21|--|6
‧
1|23|65

‧‧
|--|） 

春天百草萌生，夏天萬物競長，秋天結果豐收，冬天密閉珍藏。 

問題：地球上分幾個季節？ 

 

第 2 課  地理 

7．海田滄桑 

地球的童年很辛苦，他想起那些事情就黯然神傷。 

他誕生時，身體燒得象火球一樣。燒退了又渾身積水，在死亡綫上生長。  

有幾次他和宇宙中的星星相撞，身骨裂成幾塊，肚子裏還流出了岩漿。凸起的岩石變

成高山，拱起的黃土變成陸地，凹陷的深坑變成了海洋。 

還有幾次，他轉到宇宙深處，全身都被凍傷。冰川凍土就是留下的傷疤。 

所以童年的地球幷不漂亮，到處是岩石、沙漠，洪水泛濫，一片荒凉。 

問題：渾身積水症意味著什麽？ 

 

8．植被曠野 

在太陽的關懷下，大地終于孕育出生命。 

植被覆蓋了曠野，樹苗扎根于沃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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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夏秋冬的鍛煉中，他們長成了豐茂的森林，陸地變成了綠色的海洋。 

海底的大山想上去看一看，于是一座座小島探出汪洋，悄悄地在海上張望。 

問題：陸地的綠色是什麽東西？ 

 

9．鳥飛獸走 

小島看到陸地上有美麗的花草、樹木和森林，還看到一種奇怪的景象：鳥在天上飛翔，

獸在地上散步，他們的口中還不時地發出一聲聲響亮。 

小鳥發現了小島，就飛到他的身上，告訴他陸地上發生的事情，幫他認識了野鶏、山

兔、猴子和大象，還有恐龍、老虎、雄獅和大灰狼。小鳥和小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問題：什麽是口中發出的響亮？ 

 

10．鱗潜羽翔 

小島只顧看陸地的景色，忘記了返回家鄉。 

有一天，他發現從水裏鑽出個小怪物，爬到他的身上，伸了一個懶腰，躺在哪兒曬太

陽。 

小島吃了一驚，低下頭去才發現。原來水裏也長出了草，魚鱉蝦蟹到處游蕩。 

他想回到海底看看清楚，可身體已變成石頭，只好永遠飄在海洋上。 

問題：小怪物可能是什麽動物？ 

 

11．物種安詳 

不知過了多少年，地球變得熱鬧起來。 

在陽光的照耀下，海水蒸發成雲，風兒又吹著雲到陸地下起了雨，森林和草原吸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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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各種動物也盡情地歡樂，享受著太陽的光芒。 

生態環境美麗和諧，物種相處自然安詳。 

問題：什麽是動物和植物？ 

 

第 3 課  人倫 

12．父母爹娘 

在數不清的動物中，有一種動物長的和我們一個樣。 

這種動物非常愛爸爸、媽媽，有時管他們叫父親、母親、老爹、老娘。 

他們也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在困難的時候總是互相幫忙。 

小朋友，這種動物叫什麽名子，現在請你們想一想。 

問題：人是不是一種動物？ 

 

13．親戚互訪 

 “人”就是高級動物。“人”的形狀就是你幫助我，我幫助你站在地上。 

我們大家都是人，不管皮膚是黑，是白，是紅，還是黃。 

人人都有兄弟姐妹，但是稱呼却不一樣。爸爸的兄弟叫“叔伯”，爸爸的姐妹叫“姑

姑”；媽媽的兄弟叫“舅父”，媽媽的姐妹叫“姨娘”。他們都是你的親戚，抽點時

間，常去拜訪。 

爸爸的爸爸叫爺爺，爸爸的媽媽叫奶奶；媽媽的媽媽叫外婆，媽媽的爸爸叫外公。他

們都是你的親屬，一輩子都不能相忘。 

問題：判斷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和的關係。 

當學生通過學習已經掌握了一千字量的時候，我們教師可以發揮自己的創作能力

 17



去爲孩子編寫適合自己班學生年齡階段的閱讀材料。學生的閱讀就像學習走路是一樣

的，是循序漸進的，需要通過字、詞、句、段、篇、章來進行閱讀。當孩子已經進入

到段的閱讀的階段時，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班上學生的興趣來引導他們進行閱讀，例

如：《十萬個爲什麽》、《安徒生童話》、《百科全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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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 律動兒歌集 
 

幸福拍手歌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XX，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XX， 

如果感到幸福大家都來拍拍手，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XX 

（跺跺脚，拍拍肩，笑一笑要笑出聲哈哈。） 

 

保護小手 

爸爸瞧，媽媽看，寶寶的小手真好看， 

爸爸瞧，媽媽看，寶寶的小手看不見（搖頭）， 

爸爸，媽媽都來看，寶寶的小手又出現。 

 

小小手  

拍拍小手點點頭，拍拍小手掐掐腰， 

我把小手舉起來，我們大家做的好。 

 

請你像我這樣做 

請你像我這樣做，我就像你這樣做。 

 

大蘋果 

我是一個大蘋果，小朋友們都愛我， 

請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髒別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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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猫 

小花猫，上學校，老師講課它睡覺， 

左耳朵聽，右耳朵冒，你說可笑不可笑。 

喵！ 

 

拇指歌   

大拇指是爸爸，爸爸開汽車，嘟嘟嘟。 

二食指是媽媽，媽媽洗衣服，唰唰唰。 

三中指是哥哥，哥哥拍皮球，啪啪啪。 

四無名是姐姐，姐姐愛跳舞，啦啦啦。 

小小指頭就是我，我來敲小鼓，咚咚咚。 

 

朋友 

來來來，朋友們，把你的右手擺一擺， 

向前擺，向後擺，轉一個圓圈接著來。 

來來來，朋友們，把你的身體擺一擺， 

向左擺，向右擺，轉一個圓圈坐下來。 

 

種花 

小小的福田種小花，灑灑水呀，灑灑水，嗯哪，開小花。 

小小的福田種中花，灑灑水呀，灑灑水，嗯哪，開中花。 

小小的福田種大花，灑灑水呀，灑灑水，嗯哪，開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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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蕩秋千 

五隻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四隻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三隻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倆隻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一隻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這麽多的猴子蕩秋千，嘲笑鰐魚被水淹，鰐魚來了，鰐魚來了，啊姆，阿姆。 

 

手指操 

大門開了進不來，小門開了進不來， 

前門開了進不來，後門開了進不來， 

中門開了進不來，十個小朋友都進來， 

立正，齊步走，121，121，稍息。 

 

伸手 

一一二二伸伸手，三三四四點點頭， 

五五六六彎彎腰，七七八八扭一扭， 

九九零零踏踏脚，拍腿拍手又動口。 

噠噠噠。 

 

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一個孩子笑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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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二，我拍二，兩個孩子肚子二。 

你拍三，我拍三，三個孩子爬高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個孩子看電視。 

你拍五，我拍五，五個孩子在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個孩子在睡覺。 

你拍七，我拍七，七個孩子開飛機。 

你拍八，我拍八，八個孩子吹喇叭。 

你拍九，我拍九，九個孩子喝杯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個孩子種果實。 

  

抬抬小脚 

抬抬小脚走一走，拍拍屁股扭一扭， 

摸摸肚子彎彎腰，轉個圓圈拍手笑。 

 

小鴨小鶏 

小鴨小鶏碰一起，小鴨嘎嘎嘎，小鶏嘰嘰嘰， 

嘎嘎嘎，嘰嘰嘰，一同唱歌，一同游戲。 

 

小手動一動 

（從小手指到大手指） 

這個小牛兒吃草，這個小牛兒吃料。 

這個小牛兒喝水，這個小牛兒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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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牛兒靜躺著， 

我們拍它，我們拍它。 

  

小汽車 

小汽車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喇叭響。 

我是汽車小司機，我是小司機， 

我們開車運輸忙，運輸忙。 

  

小猪 

小猪吃得飽飽，閉上眼睛睡覺。 

大耳朵在煽煽，小尾巴在搖搖。 

咕嚕嚕嚕嚕，咕嚕嚕嚕嚕， 

小尾巴在搖搖。 

  

兩隻小鳥 

兩隻小鳥坐在大樹上，它叫丁丁，它叫東東。丁丁飛走了，東東飛走了。 

回來吧丁丁，回來吧東東。 

 

我象快樂的小鳥 

我學老鷹飛飛    我學小鶏刨刨   

我學小兔蹦蹦    我學小狗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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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魚兒游游    我學馬兒跑跑   

我在孩童園裏    象只快樂小鳥 

 

數高樓 

哩哩哩 小弟弟  恰恰恰 別淘氣 

我來教你數高樓 

哩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哩 恰恰恰 

一層樓 兩層樓 三層四層五層樓 

層層叠叠是高樓 

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 恰恰恰 

層層叠叠是高樓 

哩哩哩哩 恰恰恰 

哩哩哩哩 恰 恰恰恰 恰恰恰 

 

 

鮮花開 

花園裏，鮮花開，鮮花開 

一朵朵，真可愛，真可愛 

一個小黃鸝呀，蝴蝶紛紛飛呀 

飛來飛去多呀多愉快 

小朋友，快快來，快快來 

手拉手，跳起來，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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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小蜜蜂呀，亦像花蝴蝶呀 

要像鮮花遍呀遍地開 

 

我家幾口 

我家有幾口？ 

讓我扳指頭 

爸爸，媽媽，還有我 

再加一個布娃娃 

喲！有四口 

 

我家有幾口？ 

讓我扳指頭 

爸爸，媽媽，還有我 

再加一個布娃娃 

喲！有四口 

 

誰會這樣 

誰會飛呀，鳥會飛 

鳥兒鳥兒怎樣飛？ 

拍拍翅膀飛呀飛 

誰會游呀，魚會游 

魚兒魚兒怎樣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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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尾巴點點頭 

誰會跑呀，馬會跑 

馬兒馬兒怎樣跑？ 

四脚離地身不搖。 

 

數鴨子 

（白）門前大橋下，游過一群鴨 

快來快來數一數，二四六七八。 

（唱）門前大橋下，游過一群鴨 

快來快來數一數，二四六七八。 

嘎嘎嘎嘎真呀真多呀 

數不清到底多少鴨 

數不清到底多少鴨 

趕鴨老爺爺，鬍子白花花 

唱呀唱著家鄉戲，還會說笑話 

小孩小孩快快上學校 

別考個鴨蛋抱回家 

（白）門前大橋下，游過一群鴨 

快來快來數一數，二四六七八。 

 

小星星 

一閃一閃亮晶晶，神奇可愛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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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挂在天空中，好象寶石放光明 

一閃一閃亮晶晶，神奇可愛的小星星 

當那太陽落下山，大地披上黑色夜影 

天上升起小星星，光輝照耀到天明 

一閃一閃亮晶晶，神奇可愛的小星星 

 

小花狗 

一隻小花狗 

蹲在大門口 

兩眼黑黝黝 

想吃肉骨頭 

 

小青蛙 

我是一隻小青蛙 

我有一張大嘴巴 

兩隻眼睛長得大 

看見害蟲我就一口吃掉它 

我是一隻小青蛙 

前腿短來後腿長 

天裏住來水上爬 

看見害蟲我就一口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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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要誠實 

小花猫喵喵叫，喵喵叫 

是誰把花瓶打碎了？ 

爸爸沒看見，媽媽不知道 

小花猫對我叫， 

喵！喵！喵！ 

小花猫你別叫，你別叫 

是我把花瓶打碎了？ 

好孩子要誠實，有錯要改掉 

小花猫對我叫 

喵！喵！喵！ 

 

小雪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飄在空中像朵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飄在窗上變窗花 

小雪花，小雪花 

飄在手上不見了 

 

刷牙歌 

小牙刷，手中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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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呀張開小嘴巴 

刷左邊，刷右邊 

上下裏外都刷刷 

早上刷，晚上刷 

刷得牙齒沒蛀牙 

張張口，笑一笑 

我的牙齒刷得白花花 

 

小金龜 

小金龜呀，圓背甲 

水中游來地上爬 

吃青草。吞小蝦 

就怕娃娃來抓它 

小金龜呀，別害怕 

我們盼你快長大 

馱著我們游大海 

采下浪花帶回家 

 

小蜜蜂 

嗡嗡嗡，嗡嗡嗡 

大家一起勤勞動 

來匆匆，去匆匆 

 29



走得興味濃 

春暖花開不做工 

將來哪里好過冬？ 

嗡嗡嗡，嗡嗡嗡 

不學懶惰蟲 

 

小小公鶏 

小小公鶏喔喔啼 

叫聲媽媽早早起 

媽媽起來下田去 

小小公鶏笑嘻嘻 

塞洛裏塞洛塞洛塞洛 

小小公鶏笑嘻嘻 

 

小小公鶏喔喔啼 

叫聲爸爸早早起 

爸爸起來工場去 

小小公鶏笑嘻嘻 

塞洛裏塞洛塞洛塞洛 

小小公鶏笑嘻嘻 

請你唱個歌吧 

小杜鵑,小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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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請你唱個歌 

快來呀,大家來呀 

我們靜聽你的歌 

咕咕!咕咕! 

歌聲使我們快樂 

 

讀書郎 

小嘛小二郎 

背著書包上學堂 

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 

只怕那先生駡我懶哪 

沒有學問（羅）無臉見爹娘。 

丁丁啦切個隆冬搶 

沒有學問（羅）無臉見爹娘。 

 

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祝大家新年好。 

我們唱歌，我們跳舞 

祝大家新年好 

 

蜜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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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嗡，嗡嗡嗡 

大家一起勤勞動 

來匆匆，去匆匆 

走得興味濃 

春暖花開不做工 

將來哪里好過冬？ 

嗡嗡嗡，嗡嗡嗡 

不學懶惰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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