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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 遊戲大全 

 

 
 

001 拋豆袋 015 模仿大賽 029 太空垃圾 

002 Beanbag Relay 016 匙匙未到 030 沉船 

003 二人三足賽 017 旋風轉 031 足球小將 

004 Sparky Safari 018 豆袋投籃 032 搬運達人 

005 飛鞋 019 尋寶 033 Rat Race 

006 立竿見影 020 搶龍尾 034 時光隧道 

007 耶穌話 021 跳繩 jump over 035 呼啦圈馬拉松 

008 短跑競賽 022 跳繩馬拉松 036 摺飛機大賽 

009 Balloon Relay 023 矇眼大戰 037 大象賽跑 

010 Rabbit Hunt 024 AWANA 標靶 038 郵差叔叔 

011 氣球競賽 025 西部牛仔戰 039 齊齊來查經 

012 倒後走 026 非常任務 040 Beanbag Grab 

013 帶鞋走 027 Balloon Volley 041 矇眼奪寶 

014 
吹羽毛 
 

028 Beanbag Bonanza 042 鬥雞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clMbZUMwgSCqJM&tbnid=_ceEikkg3bjs1M:&ved=0CAUQjRw&url=http://awana.harvestbarrie.ca/games.jst&ei=qetFU52rHKS6iQf-xYC4Dw&psig=AFQjCNHBud0DabFhmAJFKk4UuEaSrPf_LA&ust=139717738114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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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Checkpoints 068 搶尾巴 093 生果拼盤 

044 拾球瓶 069 包剪揼 094 鶴立雞群 

045 拍蒼蠅 070 艾菲爾鐵塔 095 一擊即中接力賽 

046 哥爾夫球 071 排次序 096 小心地雷 

047 傳電 072 Beanbag Shuffle 097 三項鐵人接力賽 

048 解手 073 火花火車 098 三人耐力賽 

049 搶繩 074 短跑接力 099 混亂接力 123 

050 穿鞋 075 筷子夾紙球 100 火花仔搶豆袋 

051 拋接遊戲 076 Sparky Balloon Pop 101 拾豆袋 

052 豆袋投圈 077 路不拾遺 102 猜猜畫畫 

053 應接不暇 078 豆袋滑翔 103 宣教之路 

054 疊杯 079 盲人亂點 104 杯子塔 

055 拍蒼蠅(火花密碼) 080 直昇機 105 亂中有序 

056 收買佬 081 空中運球 106 穿越呼啦圈 

057 拍七 082 搵豆袋 107 出出入入 

058 Knock It Down 083 飛鞋踢樽接力賽 108 猜猜他/她是誰 

059 廁紙卷 084 Sparky Crawl 109 腳仔包剪揼 

060 平衡遊戲 085 Balloon Battle 110 骰子 Rabbit Hunt 

061 吹波波 086 Basketball Relay 111 看誰說出名字快而準 

062 糖果接力賽 087 跑八圈 112 猜猜聖經經卷名稱 

063 肩負重任 088 Balloon Pop Relay 113 人肉過三關 

064 射龍門 089 太空彩球   

065 呼啦圈接力賽 090 Baseball   

066 揀顏色 091 團團轉   

067 鬥狗 092 耳靈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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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001 拋豆袋 

 S/T 中央瓶 

顏色豆袋 

 

指定的 1 位隊員站在圈線外，按指示把豆袋抛向中心的中央瓶，

豆袋最接近中央瓶的得分最高。規則如下: 

投擲時腳掌不得超越圈線。 

豆袋撞跌球瓶算輸。 

002 Beanbag Relay  

 S/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豆袋 

 

指定 1 位隊員 (隊長) 站在中心三角地帶，向圈線外的各個隊員來

回拋接豆袋 (由距離起點線最遠的隊員開始)。當最後 1 位隊員接

到豆袋回傳後，中心位置的隊長即手持豆袋繞過己隊顏色瓶後，

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隊長在拋接豆袋時最少要有一隻人站在中心三角地帶。 

往中央推倒計分瓶時要同時手持豆袋。 

豆袋拋出所屬己隊地帶 (大三角形) 之外即取消資格。 

003 二人三足賽 

 S/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帶 

指定 2 位隊員用帶子綁住足踝 (一左一右)，在起點線準備。哨子

響起後繞過 4 組的球瓶，再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帶子不能脫落。 

不能在瓶內通過。 

004 火花狩獵 Sparky Safari  

 S/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豆袋 

每隊 3 人。第 1 位隊員將豆袋放在頭上繞圈 1 周，第 2 位隊員站

在接力區等候，第 1 位隊員完成 1 個圈後用手將豆袋傳到第 2 位

隊員的手上，第 2 位隊員接過豆袋後即放在頭上並繞圈 1 周，如

此類推到第 3 位隊員。第 3 位隊員跑完 1 圈後，繞過己隊顏色

瓶，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繞圈時不可用手扶著豆袋或接住滑落的豆袋，要讓豆袋掉在地 

    上，並停下來重新放在頭上再跑。 

繞過隊瓶開始衝入圓圈時，方可手持豆袋。 

第 3 位隊員在推倒己隊計分瓶時，必須手持豆袋。 

005 飛鞋 

 S/T  全部隊員將其中一隻鞋半脫，站在隊線外。哨子響起，所有隊員

一齊將 (半脫的一隻) 鞋踢向中心區。完成後，遊戲導師數點落在

Game Circle 內鞋的數目，在中心三角地帶的鞋每隻得 100 分，三

角地帶和圈線內的 50 分，圈線外沒有分 (無論是否該隊隊員的

鞋)。統計後得分最高的 1 隊為冠軍，可獲 100 分，其次是 70 和

50。規則如下: 

飛鞋時腳掌不得超越隊線。 

006 立竿見影 

 S/T 計分瓶 

顏色豆袋 

接力棒 

每隊 1 位隊員站在隊線後參賽，每隊將獲派 1 支接力棒及 1 個豆

袋。哨子響起，參賽者將接力棒垂直站在地上，接力棒頂放上豆

袋，接力棒成功站穩即衝到中央推倒計分瓶。(火花營隊：可豆袋

放底，接力棒放上面) 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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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除參賽者，其他所有隊員均不能觸碰接力棒及豆袋 (導師提供有    

限度幫助)。 

若接力棒在倒推倒計分瓶前掉下來，該隊員需重新「立竿」

後，才能跑到圈內推倒計分瓶。 

007 耶穌話 

 S  玩法跟小時候玩的老師話一樣，所有隊員一齊玩，玩約 10 個指令

後，剩下最多人數的一隊得 100 分，如此類推。 

008 短跑競賽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1 人，從起點線開始繞圓圈跑，越過隊瓶，連續跑指定的圈

數(2-3 個) 後衝向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不能在瓶內通過。 

只能在對手的右邊超越他。 

009 氣球接力 Balloon Relay  

 T 計分瓶 

氣球 

顏色帶子 

遊戲開始前，先把起點線劃分為 3 區。每隊 5 人，分別排在起點

線上不同區域，面向中心。哨子響起，第 1 位隊員 (臂上綁上顏色

帶子) 將氣球從頸後移到雙腿之間傳到下一位隊員，直至最後的隊

員接球後跑向前方，隊線上的隊員便向後退一個位置。當第 1 位

隊員在第 3 區接到氣球時，就可跑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氣球只能傳不能拋，但在過程中不要求每位隊員觸及氣球。 

傳遞氣球時 1 區和 3 區的隊員不可踏進 2 區內。 

第 1 位隊員必須手持氣球才能跑往中央推倒計分瓶。 

氣球必須在兩腿之間傳遞。 

氣球爆破便取消資格。 

010 躲避球 Rabbit Hunt  

 S 膠球 2 個 其中 1 隊 (兔子) 站在圓圈內的任何位置。其餘 3 隊 (獵人) 平均站

在圓圈線外。哨子響起，獵人向兔子擲球，被擊中的兔子需離開

圓圈返回隊線後，限時 30 秒。在時限到了後，遊戲導師會點算剩

餘的兔子數目，剩餘最多兔子的一隊勝。勝負在 4 隊玩畢後才一

起計算。規則如下: 

沒有被擊中的兔子不可離開圓圈區。 

011 氣球競賽 

 T 計分瓶 

顏色瓶 

氣球 

每隊 2 人出賽，背對背夾著 1 個氣球，在起點線準備。哨子響

起，2 人可用任何走法（前、後、側）走 1 圈，二人越過起點繞

過隊瓶後，其中 1 人便可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行走時不可用手觸碰氣球。 

氣球掉在地上要停下，將氣球放回原位再繼續。 

012 倒後走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1 人， 隊員需倒後走 1 圈，直至繞過隊瓶， 然後往中央推倒

計分瓶。規則如下: 

不可在圈內走。 

進入圓圈後不需倒後走去推倒計分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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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013 帶鞋走 

 S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1 位隊員，除掉自己的鞋放在起點線前。哨子響起， 隊員用

腳踢着鞋繞圈 1 周， 直至繞過己隊顏色瓶，便可跑往中央推倒計

分瓶。規則如下: 

不可在中圈內走。 

不可用手拿着鞋走。 

若不慎把鞋踢進圈線內，隊員可用手把鞋拿回原來位置，再繼

續比賽。 

鞋子繞圈 1 周並超越起點線後，隊員即可跑到中央推倒計分

瓶。 

014 吹羽毛 

 T 羽毛 每隊 1 位隊員。開始前，導師手拿羽毛站在圈線內。哨子響起，

導師拋起羽毛，隊員用口不停吹動羽毛，目的是不讓羽毛掉在地

上。羽毛最遲掉在地上的 1 隊勝。規則如下: 

只可在圈內走動，隊員或羽毛出界即 DQ。 

隊員在遊戲期間都不可用手觸碰羽毛。 

015 模仿大賽 

 T 計分瓶 

顏色瓶 

配飾 

每隊 1 位隊員。哨子響起，該隊員從起點線開始單腳跳，直至繞

圈 1 周回到己隊顏色瓶後，即打開起點線上的袋子，取出所有配

飾並穿戴在身上。穿戴完後再單腳跳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

下: 

只可在圈線外跳。 

必須配戴所有配飾。 

016 匙匙未到 

 S 計分瓶 

顏色瓶 

匙子 

「蛋」 

每隊 1 位隊員，手拿 1 隻匙子，匙子上放著「蛋」。哨子響起，

從起點線開始繞圈 1 周，繞過己隊顏色瓶後，再走到中央推倒計

分瓶。規則如下: 

只可在圈線外走。 

不可用手按著「蛋」走。 

017 旋風轉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1 人。 隊員需用右手 (繞過頭頂) 從後扯着左耳，於起點線用

單腳跳 1 個圈， 直至繞過己隊顏色瓶，然後到中央推倒計分瓶。

規則如下: 

只可在圈外走。 

跳躍時必須維持右手扯著左耳。 

018 豆袋投籃 

 S/T 垃圾筒 

顏色豆袋 

每隊 1 位隊員站在隊線上，中央放著 1 個垃圾桶或紙箱 (Sparks 可

用大一點的箱子)。哨子響起，隊員將豆袋抛到垃圾桶內。計分方

法: 豆袋掛在垃圾桶邊得 120 分，豆袋投進垃圾桶內得 100 分，豆

袋碰到垃圾桶不入得 70 分，豆袋完全碰不到垃圾桶得 50 分。規

則如下: 

投擲時腳掌不得超越圈線。 



 Page 6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019 尋寶 

 S/T 小紙張 先準備 1 張 100 分，及 40-50 張分別 30，20，10 分小紙張。在聚

會開始前，將紙仔藏在芥菜種中心的不同角落 (同工辦工室除

外)。哨子響起，所有隊員一起分頭在芥菜種"尋寶"。5 分鐘後，

哨子再響起時，所有隊員需回到 Game Circle 集隊，由每隊導師數

點手上小紙張的總分，最高分的 1 隊得 100 分，如此類推。 

注：每次只供一個營隊參與，因準備寶藏需時。 

020 搶龍尾 

 S/T 顏色帶 每隊 (最少 4 人，甚至全隊) 在起點線上面向中心排隊，雙手搭著

前 1 位隊員的膊頭，最後 1 位隊員背後褲頭「攝」一條顏色帶 (作

龍尾)，最前空著雙手的隊員是龍頭。哨子響起，4 隊的龍頭盡量

搶其他隊伍龍尾的色帶，被搶走色帶或龍體斷裂的隊伍均需立刻

離場。規則如下: 

只能在大正方形內走動，龍的任何 1 位隊員出界即 DQ。 

遊戲中途龍體斷開 (手鬆開前面隊員的膊頭) 亦 DQ。 

021 跳繩 jump over 

 T 跳繩 1 
34567 
2 

如上圖，1 及 2 號 (可以是其他號碼) 隊員各持繩子的一頭站在隊

前，其餘隊員面向 1 及 2 號隊員。哨子響起，1 及 2 號隊員拿著

繩子從隊頭衝向隊尾 (繩子可放低一點或貼地)。每當繩子經過，

各隊員便要跳過繩子 (jump over)。當最後 1 個隊員跳過後，1 號

隊員便排到隊的最後，2 號隊員將跳繩帶到隊前與 3 號隊員重複

一次 jump over。如此類推，直至 1 號再站到隊的最前並完成最後

1 次 jump over (每個隊員均需拿繩子 2 次)，全隊便坐下。最快坐

下的 1 隊為冠軍。規則如下: 

當繩子脫手或有隊員跳不過時，只需拾起繩子重新跳過便可。 

022 跳繩馬拉松 

 T 跳繩 每隊共跳繩 60 下，每位隊員的次數可以不同，但最少要跳 1 下，

完成 60 下便坐下。最快坐下的 1 隊為冠軍。 

023 矇眼大戰 

 T 眼罩 

廢紙球 

遊戲開始前，每隊 1 位隊員帶上眼罩站在 game circle 內，遊戲導

師把 20-30 個廢紙球散落在 circle 內。哨子響起，矇眼的隊員拾起

地上的紙球擲向其他矇著眼的隊員。被擲中的隊員需離開 game 

circle。遊戲期間，在隊線後的其他隊員負責提示紙球及其他矇眼

隊員的位置。規則如下: 

矇眼的隊員踏出大正方形便輸，要離開「戰場」。 

負責提示的隊員腳掌不得超越隊線。 

024 AWANA 標靶 

 S/T 中央瓶 

海綿火箭 

每隊 1 位隊員，站在隊線後用海綿火箭射向中央瓶，最接近的得

100 分，如此類推。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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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時腳掌不可超越隊線。 

025 西部牛仔戰 

 S/T 廢紙球 每隊派 1 個隊員在 game circle 自己的邊線内，每人拿 1 個廢紙球

背向中心點。哨子響起，便轉身向圈内其他組的隊員擲紙球，擲

中別人而自己沒被擲中的得 100 分，擲中別人而自己也被擲中或

擲不中別人而自己亦沒有被擲中的得 70 分；沒有擲中別人但自己

卻被擲中的得 50 分。(紙球可以海綿槍代替)。規則如下: 

哨子響起後才可轉身。 

不可擲向隊員的頭部。 

隊員只可在己隊的大三角形內走動 ，否則便算輸。 

026 非常任務 

 T 顏色瓶 

顏色帶 

綿球 

大膠箱 

每組 3 人。第 1 和 2 位隊員在起點線前綁上腳 (一左一右) 並手持

1 個綿球，第 3 位隊員在圈內己隊顏色瓶前等待。哨子響起，兩

人以「二人三足」繞圈走運輸綿球。當繞圈 1 周後，便把綿球交

給第 3 位隊員。第 3 位隊員接過綿球後即向中心點的膠箱射籃，

最快射入膠箱內的得 100 分，如此類推。規則如下: 

要在圈外跑。 

射籃的人要站在指定地方射，只有 1 次機會。 

027 小型排球賽 Balloon Volley  

 T 氣球 每隊 2 位隊員，分別站在對面顏色組的中心三角地帶內及己隊的

game circle 近圈線位置。遊戲開始時，遊戲導師在正中央抛高氣

球，各參與隊員用手將氣球拍到己隊的隊線後便勝出。規則如下: 

任何隊員的腿或腳碰到氣球，遊戲即在該處由遊戲導師重新開

始。 

若氣球著地，球賽仍可繼續。 

如出現故意推撞、或暴力，該隊便取消資格。 

028 豆袋輪盤 Beanbag Bonanza  

 T 計分瓶 

顏色豆袋 

小豆袋 

顏色豆袋放在每隊的中心三角地帶內，每隊 5 人 (1 – 5 號) 排在圈

外，面向中心點 (各人相距一肘) 。離所屬隊伍起點線最遠的隊員

為 1 號，手持小豆袋。哨子響起，1 號跑到所屬隊伍的小三角形

以手中的小豆袋交換小三角形內的顏色豆袋，然後跑回圈外將手

中的顏色豆袋交給 2 號，2 號拿著顏色豆袋跑到所屬隊伍的小三

角形交換小豆袋後，又跑回圈外將小豆袋交到 3 號隊員，如此類

推。5 號隊員交換豆袋後，將豆袋交給 1 號隊員進行第 2 次交換

豆袋的循環，直到 5 號隊員第二次接到豆袋便不用再交換，無須

繞過隊瓶直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隊員若未手持豆袋而踏進圈內，便要返回圈外重賽，否則取消

資格。 

豆袋必須「放」在小三角形地上，不可「拋」。 

豆袋不慎拋出該隊的小三角形外，便取消資格。 

豆袋在所屬隊伍地帶出界亦取消資格。 

029 太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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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機械臂 

紙球 

遊戲開始前，導師在中央小正方形放約 50 個紙球。每隊 1 位隊員

參賽，手持機械臂。比賽開始，參賽隊員從隊線後跑到中央正方

形，用機械臂夾起紙球跑回隊線放下，然後再回中央正方形夾起

另 1 個紙球。60 秒後完成，夾得最多紙球的 1 隊勝出。規則如下: 

每次只可以夾起 1 個紙球。 

不可以用身體其他部位觸碰紙球（不能踢）。 

運送途中紙球掉落，,可用機械臂夾起繼續運送。 

不能把紙球拋回隊線，要跑回隊線直至機械臂越過隊線才能

「放」下紙球。 

030 沉船 

 S/T  遊戲開始前，所有隊員需站在中央正方形內，然後遊戲導師定下

四條隊線那條是船頭、船尾、右邊及左邊。沉船開始，宣佈各隊

員走向某一個方向，每一輪 foul 走 3-5 個跑得最慢的隊員，經過

6-8 個指令後，點算每隊剩下的人數，人數最多的 1 隊得分 100，

其次的 1 隊得 70，最少人數的 2 隊得 50。 

031 足球小將 

 T 接力棒 

綿球 

遊戲開始前，遊戲導師把各隊的接力棒豎立在中央正方形的四角

上。各隊 1 位隊員參賽，從起點線出發，用腳帶球走 1 圈。再次

經過起點線時，在圈線外將球射向己隊的接力棒，射跌接力棒的

便算完成。最快射跌接力棒的一隊勝 (由其他組的隊員射跌也計

算)。規則如下: 

運球時不能碰跌各隊隊瓶。 

要在圈線外把球射向接力棒。 

運球時人或球均不能超出各隊隊線。 

032 搬運達人 

 S/T 計分瓶 

機械臂 

顏色豆袋 

 

遊戲開始前，先將顏色豆袋放在小三角形內。每隊 1 位隊員，站

在圈外手持機械臂。哨子響起，隊員跑到小三角形用機械臂夾起

豆袋，於起點線開始跑圈 1 周，再繞過隊瓶往中央推倒計分瓶。

規則如下: 

若運送途中豆袋掉下，只可用機械臂 (不可用手) 夾起繼續跑。 

跑完 1 圈繞過隊瓶後可放下機械臂及豆袋，再往中央推倒計分

瓶。 

不能碰跌任何隊瓶。 

033 Rat Race (小遊戲，跟數 5 一樣協助排隊及秩序) 

 S/T   這遊戲是用來吸引隊員的注意力及整頓秩序，所以是在沒有預

先說明的情況下玩。 

當隊員排在隊線時，遊戲導師喊一聲 “Rat Race”，各隊的隊員便要

逆時針方向圍繞 game circle 跑 1 圈後跟高矮排在隊線後，最快及

齊整的 1 隊得 100 分，第二 70 分如此類推，如發現有隊員沒有跑

圈，該隊得 0 分。規則如下: 

跑圈時，隊員不可進入圈線內或隊線外。 

034 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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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呼拉圈 全隊在隊線上排成一直線，最前 1 位隊員手持呼拉圈面向隊伍。

哨子響起，最前的隊員拿著呼拉圈往隊尾走，同時讓每位隊員穿

過呼拉圈。當最後 1 位隊員穿過呼拉圈後，第 1 位隊員即跑回最

前，把呼拉圈交給第 2 位隊員，然後跑回隊尾排隊。如此類推，

直到第 1 位隊員再次排到隊伍最前的位置，全隊坐低才算完成。

規則如下: 

除了負責手持呼拉圈的隊員，其他隊員不能用手碰呼拉圈。 

如呼拉圈跌在地上，只需拾起繼續遊戲。 

035 呼拉圈馬拉松 

 T 呼拉圈 跟跳繩馬拉松差不多，每組需轉 50 次呼拉圈，而每位隊員最少要

轉 1 次，完成後全隊坐低。(可因應隊員的能力改動轉圈的次數) 

036 摺飛機大賽 

 T A4 紙 每隊摺 2 隻紙飛機 (限時 3 分鐘)，所有隊員站在紅色隊線後 (綠色

隊線後不能站人，因為是航道)，然後每派 2 個女學員負責站在紅

色隊線後將己隊的 2 隻紙飛機一齊放出去，最遠的 1 隊得 100

分…。 

037 大象賽跑 

 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帶 

廁紙 

首先為每隊 1 位參賽隊員準備 1 條比他身高長約 30cm 的廁紙，

用顏色帶將卷紙的一端固定在額前，另一端垂到地上，像大象的

鼻子。跟普通賽跑一樣，當哨子響起，隊員從起點線出發跑圈 1

周後繞過己隊隊瓶，再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隊員雙手必需放在腰的後面，絶不能觸碰象鼻。 

踏破自己的象鼻便 DQ。 

038 郵差叔叔 

 S 計分瓶 

顏色瓶 

膠袋 

紙球 

先將約 50 個紙球放在中央正方形，每組選定 1 個郵差叔叔手持 1

個膠袋，全隊 (包括郵差叔叔) 站在隊線後。遊戲開始，1 號隊員

跑到中央正方形拾起 1 個廢紙球，然後跑回隊線把紙球放進郵差

叔叔的膠袋裡。完成後跟 2 號隊員擊掌，2 號隊員擊掌後跑到中

央正方形拾起 1 個紙球…。如此類推，直至最後 1 位隊員將紙球

放進郵差叔叔的膠袋後，郵差叔叔拿著膠袋跑 1 圈，再繞過隊瓶

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放紙球及擊掌均需要在隊線後進行。 

039 齊齊來查經 

 S  全體隊員站在 game circle 外 (把他們分散，不用同組站在一起)，

背向中心閉起眼睛。遊戲導師在其中 2 位隊員的膊頭拍 3 下，代

表他倆是查經組長 (確保其他隊員不知道哪兩位是查經組長)。然

後遊戲導師喊：「天光喇！一齊起身查聖經喇！」全部隊員便睜

開眼睛開始到處問對方是否查經組長。查經組長不能否認身份。

隊員找到查經組長便搭著他膊頭排在他後面，形成一隊伍。第 1

輪後，2 條隊伍的前 8 名可進入第 2 輪遊戲，其餘隊員出局，需

站在綠隊隊線外。再開始第 2 輪，第 2 輪每隊的前 4 名便是勝出

者，最多勝出者的一組得 100 分，第二得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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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leader：跟足以上玩法便沒有特定規則，但建議選較弱一

隊的隊員當查經組長，增加勝出機會。 

040 搶豆袋 Beanbag Grab  

 T 間條豆袋 

顏色豆袋 

首先將四個顏色豆袋放於中央正方形的四角，間條豆袋置於 game 

circle 正中央。每隊派 5 位隊員，由高至矮排在圈線外(若距離太

短，可站於隊線外)，離起點線最遠的為 1 號。當遊戲導師喊出 1-

5 其中 1 個號碼時，每隊該號碼的隊員便衝到中央正方形搶奪豆

袋，然後跑回己隊的隊線後。顏色豆袋得 1 分，間條豆袋得 1

分，若同時擁有顏色豆袋和間條豆袋則間條豆袋可獲 3 分計算。

得分最多的一隊 100 分，第二 70 分…。規則如下: 

不得作出推撞或拉扯。 

不得搶奪其他隊員手中的豆袋。 

若兩位隊員同時拿起豆袋，便要盡快把豆袋 (連同另外一位隊

員) 拉到自己的隊線後。 

搶奪第 1 個豆袋時，身體的任何部份 (腳掌除外) 也不能貼地。 

041 矇眼奪寶 

 T 眼罩 

中央瓶 

間條豆袋 

每隊 1 位隊員，在遊戲開始前帶上眼罩。遊戲開始後，遊戲導師

會把中央瓶及間條豆袋隨意放在 game circle 的不同位置。其他隊

員負責提示己隊的矇眼隊員尋找中央瓶及間條豆袋。規則如下: 

矇眼隊員不得偷看。 

不能同時搶奪中央瓶及間條豆袋。 

042 鬥雞 

 S/T  每隊 1 位隊員，站在小三角形內，左腳向後曲起，用右手捉住左

腳跟，左手在背後捉住右手手肘，做成單腳站立的「鬥雞」姿

勢。哨子響起，各比賽隊員用膊頭撞向其他對手以使其失去平衡

維持不了 「鬥雞」姿勢，或將對手撞出圈線外。能在 game circle 

內維持姿勢的最後 1 位隊員便勝。若自己失去平衡維持不了「鬥

雞」姿勢亦當輸。規則如下: 

不得刻意用力撞向對手。 

不得用腳踢或手肘攻擊對手。 

T&T 進行此遊戲時，需分開男女學員作賽。 

043 Checkpoints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1 位隊員。跟短跑競賽差不多，都是跑 1 個圈，但經過每隊

起點線時要完成遊戲導師指定之不同動作，例如：在紅色起點線

前要拍 3 下手才可繼續跑，黃色起點線前要原地兔仔跳 4 下，才

可繼續跑。如此類推，跑完 1 圈完成 4 個動作 (第 4 個動作是己隊

的起點線) 便可衝向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各組的顏色導師需幫忙觀察比賽隊員是否完成該起點線之動

作。 

044 拾球瓶 

 T 計分瓶 

顏色瓶 

比賽前，先將顏色瓶躺在原來位置的地上（不是豎立）。每隊 1

個隊員，跑 1 個圈，到自己的起點線時坐在地上，用雙腳將隊瓶

豎立起來，完成後繞過顏色瓶衝向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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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立隊瓶時只能用雙腳，不能用身體其他部位，尤其是手。 

045 拍蒼蠅 

 S 魚網 

圖片 

長枱 

每隊 1 人，站在中央的桌子旁，手持蚊拍或魚網並放在腰後準

備。長枱上放四張圖片，當遊戲導師喊出該圖的名稱時，各隊員

需盡快把魚網拍上該圖片上。 最先拍中的 1 組勝出得 1 分，其餘

組別不予分數。4 個回合後，累積最高分的 1 隊得 100 分，第二

的得 70 分，三、四得 50 分，可共玩 8 個回合。規則如下: 

手持蚊拍或魚網的隊員在開始前必需雙手放在腰後。 

若在遊戲導師講出答案前已有隊員拍在圖片上，需重新開始。 

046 哥爾夫球 

 S 紙球 

烏 

眼罩 

每隊 1 人。遊戲開始前，遊戲導師預先在每隊小三角形邊線上放

置 5 個紙球。隊員帶上眼罩及手持魚網，站在小三角形內。哨子

響起，隊員用魚網把紙球撥到圈線和隊線之間，己隊隊員可在圈

外提示隊員方向。在指定時間內 (1 分鐘) 把最多紙球撥到得分區

的 1 隊得 100 分，其次 70 分及 50 分。規則如下: 

只可用魚網撥紙球，不能用手。 

不可偷看。 

047 傳電 (line game) 

 T 顏色瓶 每組隊員手牽手連成一線面向綠色隊線。遊戲開始前，遊戲導師

預先定下不同手勢的意思，如：豎起一隻手指是衝去推跌隊瓶，

兩隻手指是拿起隊瓶，三隻手指是坐在隊瓶後。排最後的隊員負

責到遊戲導師身旁觀看導師的手勢。比賽開始，排最後的隊員看

過導師的手勢後跑回己隊，牽著隊友的手，以捏手的次數代表信

號，一個傳一個到全隊最前的 1 位隊員。該隊員接收信號後便跑

到前面完成信號的動作。規則如下: 

只能以捏手作信號，不可發出聲音或提示。 

除了排在最後的 1 個隊員，其他隊員需背向導師。 

048 解手 (適合 Trek 及 T&T) 

 T  全隊隊員伸出雙手，隨機捉住同組其他隊員的手，雙手不能捉住

同一組員的手，形成一個「手網」。哨子響起，組員用不同方法

解開整個手網，成為一個手牽手的圓形，成功解手的全隊坐下，

最快的一隊勝。規則如下: 

隊員牽著的手在遊戲中不能分開。 

049 搶繩 

 T 繩索 各隊隊員站在隊線，依高矮編上號碼。遊戲開始，遊戲導師拋出

繩索到 game circle 中間並喊 1 個號碼，該號碼的隊員衝出將繩索

搶下及帶回己隊隊線後，可得 1 分。如拾起繩索未回到隊線前被

對方用手碰 (tag) 到身體 (頭部除外)，便算打和，再玩下一輪。規

則如下: 

搶得繩索後不能直接拋回自己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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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可同時叫 2 個號碼，2 個出場隊員可以互相拋傳繩索或

作掩護，將繩索帶回隊線後。 

050 穿鞋 

 T  所有隊員均將兩隻鞋脫下，各隊導師協助將所有鞋拋到小三角形

內，由遊戲導師「撈亂」所有鞋子。哨子響起，各隊員跑到中央

正方形找出自己一雙鞋，帶回隊線後穿好，不能踩踭，如有鞋帶

亦要綁好。完成後，整隊站在隊線後舉起雙手以示完成。規則如

下: 

拾鞋時不得故意推撞。 

拾鞋時不得故意將別人的鞋拋遠。 

051 拋接遊戲 (三個營隊都合用) 

 T 長枱 

筷子 

為每隊準備 20 支長條形東西（如：鉛筆、筷子、臘筆或類似東

西）。每隊 1 位隊員，站在中間的長枱旁。伸出其中 1 隻手，掌

心向下，將 2 隻筷子放在手背上，然後拋高再用同 1 隻手接住。

成功後再加 2 隻筷子繼續，如此類推，成功接到最多筆的得冠

軍。 

按：年紀較小的隊員可用較短的東西，或將該東西放在手掌 (非手

背) 拋起接住。 

052 豆袋投圈 (line game) 

 S/T 顏色豆袋 

顏色瓶 

呼拉圈 

4 隊各自排成直線，排最前的隊員手持豆袋。在最前 1 位隊員再

前 2-3 米的地方，各組 1 位導師手持呼拉圈 (可平行或垂直於水平

線)。遊戲開始，最前 1 位隊員將豆袋投入呼拉圈，入與不入均要

衝前拾起豆袋交給下 1 位隊員，然後排到隊的最後。如此類推，

把豆袋投入 10 次，即拾回豆袋，整隊坐下。最快坐下 1 隊的勝。 

 T&T 進行遊戲時，導師可將呼拉圈上下或左右移動，增加難

度。 

053 應接不暇 

 S/T 氣球 每隊 1 位隊員參賽，手持 3 個氣球(SPARKS 可以 2 個)。遊戲開

始，各隊員要將所有氣球同時拋起，然後用身體任何部位拍打氣

球，避免任何 1 個氣球跌在地上，其中 1 個氣球跌在地上便輸。

規則如下: 

遊戲進行時不能以任何形式 HOLD 住氣球。 

054 疊杯 

 T 速疊杯 

 

遊戲前，為每隊預備 10 隻速疊杯。每隊 1 位隊員，哨子響起後，

跑到速疊杯前把杯叠起，先用 4 隻杯排成一直線，然後在每 2 隻

杯上面放 1 隻杯。這樣，4 隻杯子上應放著 3 隻杯子，然後是 2

隻，最後是 1 隻。當所有 10 隻杯子以三角形姿態放穩後，隊員即

拍一下手掌，然後把杯子收拾成原狀，跑回隊線跟下 1 位隊員擊

掌。擊掌後，下 1 位隊員即跑到速疊杯前，重複第 1 位隊員的動

作，如此類推至最後 1 位隊員把速疊杯收拾成原狀，跑回已隊顏

色線後，所有隊員一齊舉手示意，最快完成的一隊勝利。 

055 拍蒼蠅 (火花密碼) － 此遊戲是為配合 Sparks 課程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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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圖片 

魚網 

長桌 

每隊一位隊員，站在中心三角地帶中間的桌子旁, 手持蚊拍或魚網

並放在腰後準備，長桌上放以下圖片 :- 

• S1 (Savior 救主) 

• P (Power 能力/大能) 

• A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按照聖經/照聖經所說) 

• R (Raised again 從死裏復活/復活) 

• K (Keep 遵守) 

• S (Saved 得救) 

當遊戲導師喊出該圖的名稱時，各隊員需盡快把手上的蚊拍或魚

網拍在該圖片上，最先拍中的那組勝出得 100 分，第二的得 70

分，三、四得 50 分。規則如下: 

手持蚊拍或魚網的隊員在開始前必需雙手放在腰後。 

若遊戲導師喊出答案前有隊員已拍下去，需重新開始。 

056 收買佬 

 S/T 計分瓶 

顏色瓶 

膠袋 

首先遊戲導師會於每隊選出 1 個隊員做收買佬，然後要求每隊收

集指定數量的物件。隊員要將集齊的物件放進膠袋裏，再由收買

佬拿著膠袋跑 1 圈，繞過隊瓶後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收集的物件數量與要求不符便 DQ。 

057 拍七 

 T  所有隊員分散在 game circle 的圓圈線上，由遊戲導師揀選 1 位隊

員開始順序喊出自己的號數。每當數到 1 個有「7」的號碼(如 7, 

17, 27) 或「7 的倍數」(如 14, 21, 28) 時，隊員就要改以拍掌 1 下

的方式來代表該數字。一旦出錯便要離開圓圈線返回自己的顏色

隊線後。當在圓圈線上的人數只剩 10 人時，導師便會數點每隊剩

下來的隊員數目，最多的得 100 分。規則如下: 

隊員需要大聲喊出號數。 

此遊戲也可以其他數目字進行。 

058 一擊即中 Knock it Down 

 T 中央球瓶 

顏色豆袋 

每隊 1 位隊員，手持豆袋在起點線等候。訊息響起後，繞圈 1 周

回到己隊起點線，在圓圈線外向中央球瓶拋擲豆袋。最先擊倒中

央球瓶的 1 隊勝。如沒有隊員成功擊倒中央球瓶，可拾起豆袋回

到己隊的圓圈線外再試，直至其中 1 位隊員擊倒中央球瓶。若在

限時 60 秒內沒有任何隊員擊倒中央球瓶，則沒有一隊得分。規則

如下: 

豆袋擲出己區仍可拾起繼續比賽。 

若隊員拋擲豆袋時不慎踏入圓圈線內，縱擊倒中央球瓶也不計

算；待遊戲導師重新放好球瓶後，可繼續比賽。 

059 廁紙卷 

 T 廁紙 每隊獲派 1 卷廁紙，比賽開始時，隊員用廁紙把導師卷起來，需

要覆蓋頭、身體、手和腳。最快 1 隊把整卷廁紙卷到導師身上而

廁紙沒有斷開的為冠軍。之後，把廁紙從導師身上卷回廁紙筒上 

(還原)，最快 1 隊還原而廁紙沒有斷開的為冠軍。規則如下: 

廁紙不能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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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平衡遊戲 

 T 計分瓶 

顏色瓶 

接力棒 

 

每隊派 1 位隊員，手持接力棒。哨子響起，隊員在起點線上把手

上的接力棒橫放在另 1 隻手的其中 2 隻手指上。放穩後，隊員即

盡快行或跑半個圈。當隊員成功行了半個圈 (對面顏色組的起點

線) 後，即可改由手握著接力棒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若接力棒在途中失去平衡，需讓接力棒跌在地上才拾起放回手

指上繼續前行。 

061 吹波波 (line game) 

 S/T 計分瓶 

顏色波 

每隊 1 位隊員，各派 1 個顏色波。比賽開始前，把顏色波放在綠

組顏色線後，隊員則蹲在綠色隊線後準備。哨子響起，隊員用口

把顏色波吹到紅組隊線後，再拾起顏色波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

規則如下: 

吹波期間，不能用手碰顏色波。 

若顏色波超出藍組和黃組隊線外，亦只能用口把它吹回正方形

內，才繼續比賽。 

062 糖果接力賽 

 T 計分瓶 

手套 

膠兜 

糖果 

比賽開始前，遊戲導師先在每隊的中心三角地帶放 1 個膠兜，每

個膠兜裡放 10 粒糖果 (有糖紙包裹著的糖果)。每隊 3 名學員，在

起點線後面向中心排列。當第 1 名隊員準備好時，遊戲導師即給

他一對手套。哨子響起，第 1 名隊員要先帶上手套，跑到中心三

角地帶，從膠兜內取出 1 顆糖果，拆開包裝紙，把糖果放進口

裡，並把糖紙放在膠兜旁邊。當糖果放到口裡時，第 1 名隊員即

可跑回起點線，除掉手套交給第 2 名隊員，第 2 名隊員重複以上

動作，再把手套交給第 3 名隊員。當第 3 名隊員把糖果放入口裡

後，即跑回己隊的顏色瓶，繞瓶 1 周後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

如下: 

隊員必須穿帶好手套才可跑去取糖果。 

063 肩負重任 

 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豆袋 

每隊 1 位隊員，兩手相握放在背後，左右肩膊各放 1 個豆袋。哨

子響起，參賽隊員繞圈 1 周後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若繞圈期間豆袋滑落，要讓豆袋落到地上才拾起放回膊頭上，

繼續比賽。 

當隊員繞過隊瓶進入圈線後，則不再需要平衡豆袋於肩膊上。 

064 射龍門 

 T 足球 每隊 4 人，排在己隊的圈線後，最近起點線的是 4 號，最遠的 1

號，遊戲導師先給各隊 5 分。遊戲開始，導師把足球放在中心

點，然後喊 1 個號碼。該號碼的隊員聽到自己的號碼後即上前把

足球踢到其他三組的圈線後，被足球越過圈線的-1 分。在圈線的

其他號碼隊員也可用腳攔截足球，並交回圈內的隊友繼續比賽至

足球越過其中一隊的圈線，該隊便-1 分。當其中 1 隊被射中後，

遊戲導師再把足球放回中心點並喊另 1 個號碼 (可以重複之前的號

碼)。當其中 1 隊的分數被扣至 0 分時，遊戲便結束，剩下最多分

的 1 隊得 100 分…。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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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期間，任何時候都只能用腳觸球。 

沒有被喊號碼的隊員若雙腳踏進圈線內，該隊-1 分。 

065 呼拉圈接力賽 

 T 計分瓶 

顏色瓶 

呼拉圈 

每隊 3 人。遊戲開始前，導師把 1 個呼拉圈放在每隊起點線前。

哨子響起，第 1 位隊員用呼拉圈圍繞圈線跑 1 周，到接力區後交

給第 2 位隊員，第 2 位隊員完成後交給第 3 位隊員。當第 3 位隊

員繞圈 1 周，再次回到起點線時，便可放下呼拉圈到中央推倒計

分瓶。規則如下: 

呼拉圈要在圈線和隊線之間滾動。 

只可在右邊超越其他隊伍。 

066 揀顏色 Choose Your Color 

 S/T 骰子 遊戲開始前，各顏色隊均排在自己的隊線後。哨子響起，各隊員

即可隨意走到不同的顏色線上。約 10 秒過去後，遊戲導師再吹響

哨子提醒各隊員停止走動。導師把 Awana 骰子擲在 game circle

內，若擲出紅色則站在紅色線上的所有隊員便要出局，如此類

推。重複玩 3-4 次，直至剩下的人數不超過 10 人，這 10 人需站

在自己顏色隊的中央三角區，人數最多的顏色組得 100 分，給此

類推。規則如下: 

任何隊員都不可站在兩條隊線交滙的角位。 

067 鬥狗 Dog Fight 

 T  玩法和鬥雞相似。每隊 1 位隊員，蹲在中央三角形內，雙手從跨

下伸展到腳踝，抓著腳踭，形成「鬥狗」的姿勢。哨子響起，各

比賽隊員用腳跳到其他隊員身邊，然後用膊頭撞向其他對手以使

其失去平衡，跌在地上或維持不了「 鬥狗」姿勢，又或將對手撞

出圈線 外。能在 game circle 內維持姿勢到最後的 1 位隊員獲勝。

若自己失去平衡維持不了「鬥狗」姿勢亦當輸。(可每隊派 2 位隊

員，加增攻守策略。) 規則如下: 

不得刻意用力撞向對手。 

不得用腳踢或手拉對手。 

T&T 進行此遊戲時，需要分開男女學員作賽。 

068 搶尾巴 Tail Grab 

 S/T 顏色帶 每隊 2 人。遊戲開始前，在每位隊員的背後「攝」一條顏色帶作

尾巴，然後站在己隊的中央三角區內。哨子響起，各隊員需在限

時 30 秒內盡快搶奪其他隊員的尾巴，被搶去尾巴的隊員需立即離

場。30 秒後，剩下來的隊員 (仍保持著自己的尾巴在背後) 將被點

算手上搶到的顏色帶，每條顏色帶得 100 分。規則如下: 

尾巴被搶的隊員即取消資格，手上的顏色帶也不獲分數。 

故意推撞即 DQ。 

069 包剪揼 Rock Scissor Paper 

 S/T 顏色瓶 遊戲開始前，1 位隊員站到對面 1 隊的中央三角區內，其他隊員

排在隊線後，最接近起點線的為 1 號隊員。哨子響起，1 號隊員

首先跑到中央與站在己隊中央三角區內的對手猜「包剪揼」，若

猜輸便要跑去隊瓶繞瓶 1 周後再到中央三角區與對手猜「包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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揼」，直至猜贏了便跑回隊線與 2 號隊員擊掌。擊掌後，2 號隊

員即跑到己隊中央三角區內的對手猜「包剪揼」，猜贏了便又跑

回隊線與 3 號隊員撃掌，到最後 1 位隊員猜贏後，回到隊線，整

隊一齊舉手示意。最快的 1 隊得 100 分。規則如下: 

每隊人數一定要相同。 

若隊員人數不足，可加入顏色組導師。 

若出現彈弓手，隊員要重覆猜「包剪揼」。 

070 艾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 

 T 顏色豆袋 

顏色瓶 

接力棒 

每隊 3 人。遊戲開始前，各人手持顏色瓶、豆袋、接力棒，於隊

線後準備。哨子響起，手持顏色瓶的隊員首先跑到 Game Circle 把

顏色瓶垂直放在圓圈線內的地上，然後跑回隊線與手持豆袋的隊

員擊掌。擊掌後，手持豆袋的隊員即跑去把豆袋平放在顏色瓶

上，又跑回隊線與手持接力棒的隊員擊掌。手持接力棒的隊員擊

掌後，把接力棒垂直放在豆袋上。完成後即跑到中央推倒計分

瓶。規則如下: 

若接力棒在第 3 位隊員推倒計分瓶前掉下來，第 3 位隊員需重

新把接力棒垂直在豆袋上，再往推倒計分瓶。 

若第 2 或第 3 位隊員未有擊掌便衝進隊線內，他需跑回隊線外

完成擊掌動作才可繼續。 

071 排次序 Find the Numbers 

 T 數字咭 

 

遊戲開始前，遊戲導師需因應每隊的人數而準備數字咭(1-10)，由

遊戲導師把數字咭反轉兜亂後排在中央三角地帶的邊線外，最近

起點線的隊員為 1 號。哨子響起，1 號跑到數字咭前抽出其中 1

張數字咭，如數字咭的數碼是 1，他便可將 1 號咭排在被反轉的

數字咭下方的最左面。若抓起的數字咭不是 1，他需把數字咭反

轉放回原位，然後跑回隊線後跟 2 號隊員擊掌。2 號隊員跑到三

角地帶抽起 1 張咭，若不是 2 號咭便要反轉放回原位，跑回隊線

與下 1 位隊員擊掌，如此類推直至找到 2 號數字咭便可放在 1 號

咭右邊。當最後一位隊員把 10 號數字咭放好，即可跑回隊線，全

體隊員一齊舉手示意完成，最快一隊得 100 分。規則如下: 

每次只可抽 1 張數字咭，抽多於 1 張即 DQ。 

隊員每次跑入隊線前都要先擊掌。 

072 Beanbag Shuffle 

 S/T 計分瓶 

顏色豆袋 

顏色瓶 

 

遊戲開始前，先數點人數，以確保每隊人數相等，排在顏色線

後，最近起點線的是 1 號。遊戲導師先把每隊的顏色豆袋放在左

邊隊伍的顏色瓶旁邊，即黃色豆袋放在紅色隊瓶旁邊。遊戲開始

時，由遊戲導師喊出 1 個號碼，該號碼的隊員便去取起己隊的顏

色豆袋，然後放在己隊的顏色瓶上，放好後需繞過隊瓶往中央推

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若豆袋在推倒計分瓶前從顏色瓶上掉下來， 隊員需把豆袋重新

放好，才可再去中央推倒計分瓶。 

若「雙腳」進入了隊線內的隊員號碼與遊戲導師喊出的號碼不

同，該隊員即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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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有兩個隊員跑入隊線內，出錯了的隊員只一隻腳踏進隊

線內並立即退回隊線外，他仍可繼續遊戲。 

除往中央推倒計分瓶外，任何時候也不可進入圓圈線內。 

073 火花火車  

 S 計分瓶 

顏色瓶 

接力棒 

每隊 5 位隊員。遊戲開始前，隊員在自己區的圓圈外排隊，臉向

著前面隊員的背部，雙手放在前面隊員的膊頭上。而每隊的 1 位

導師需手持接力棒在火車前頭位置準備，若火車在行駛時脫掉聯

繫，導師需用接力棒把火車截停，待火車重新接合才讓火車繼續

前行。哨子響起，火車繞著圓圈走 1 周，當 5 位隊員再經過了起

點線後，最後 1 位隊員才可離開火車跑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

如下: 

火車行駛時不能超出各隊的顏色線或進入圓圈線內。 

最後 1 位隊員經過了起點線後，才可離開火車列隊跑往中央推

倒計分瓶。 

074 短跑接力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接力棒 

每隊 3 個隊員。遊戲開始，第 1 位隊員繞圈 1 周交棒給第 2 位隊

員，直至第 3 位隊員接棒後，即繞圈 1 周並往中央推倒計分瓶。

若接力棒掉在地上，隊員可把它拾起繼續比賽。若接力棒掉在顏

色隊線以外便取消資格。規則如下: 

交棒時必須在所屬隊伍接力區內進入。 

第 3 位隊員必須手持接力棒才能往中央推倒計分瓶。 

第 3 位隊員只可用沒有持著接力棒的手推倒計分瓶。 

碰倒任何圓圈線上的瓶子，便取消資格。 

075 筷子夾紙球 

 S/T 筷子 

紙球 

 

每隊 1 個隊員，站在小三角形的邊線上。遊戲開始，隊員從中間

的紙球堆中用筷子夾起 1 個紙球，然後跑回己隊的隊線前，把紙

球輕輕放在隊線後的地上。在限時 1 分鐘內夾得最多紙球的 1 隊

得 100 分，如此類推。規則如下: 

只可用筷子，不可用手觸踫紙球。 

每次只可夾 1 個紙球。 

若紙球在運送途中掉到地，只需夾起，便可繼續比賽。 

紙球只可以放，不可拋到地上。 

076 Sparky Balloon Pop 氣球爆破 

 

 

 

S/T 氣球 每隊派出相同人數的隊員，在起點線上排成一行，背向中央點。

隊員應盡量緊接著對方的背部。最後 1 位隊員須站在 8 呎枝線點 

(由圓圈中點開始量度至 8 呎點位置)。1 號隊員手持氣球放在頭上

後方，哨子響起，1 號將氣球從自己兩腿之間傳遞予後方直至到

最後 1 位隊員，過程中不要求每 1 位隊員觸碰到氣球。若氣球在

傳遞期間爆破，導師可補上另外一個氣球繼續賽事。最後 1 位隊

員接到氣球後，即跑往圓圈中央的三角地帶，將氣球放在地上坐

爆。規則如下: 

不可用手或腳弄破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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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路不拾遺 

 

 

 

S/T 顏色瓶 

顏色豆袋 

接力捧 

顏色帶 

(或其他) 

每隊 1 人，從該隊起點線開始繞圓圈跑，拾取地上指定之物件

後，連續跑多 1 圈或再取/放下手上指定物件後衝向中央推倒計分

瓶。規則如下: 

不能在瓶內通過。 

取錯/放錯手上之指定物件即 DQ。 

078 豆袋滑翔 

 

 

 

S/T 中央瓶 

顏色豆袋 

每隊 1 人，站在隊線上，中心放著中央球瓶。哨子響起，隊員將

豆袋放在地上滑向中央球瓶。最接近中央球瓶的一隊勝出。規則

如下: 

豆袋滑行時不可離開地面。 

079 盲人亂點 

 

 

 

S/T 眼罩 

接力棒 

播音機 

 

 

所有隊員分散站在圓圈線外，面向右邊隊員的背部。遊戲導師帶

上眼罩手持接力棒。音樂響起時，隊員以逆時針方向圍繞圓圈行

走，導師用接力棒指向不同的方向。當音樂停下來，被導師指著

的那一方，一整條顏色線上的隊員都要退到顏色線外。之後，其

他隊員重整至相同距離，再展開第二輪遊戲，如此類推，直至圓

圈線上剩下少於 10 個隊員，即點算隊員的人數並決定分數。規則

如下: 

隊員圍繞著圓圈線行走時，任何一隻腳也不可踏入圓圈線內。 

080 直昇機 

 

 

 

T 用繩綑著

的綿球 
(ø13-15cm) 

 

 

 

每隊 5 位隊員，分散站在圓圈線外。哨子響起，蹲在中心點的導

師手持綑著圓球的綿繩，在頭頂打圈，使綿球像直昇機的機翼般

旋轉。綿球滾動時須要貼近地面，但不能碰到圓圈線上的隊員。

接著，導師慢慢把綑著綿球的繩子放長，當綿球在隊員的腳前經

過時，隊員即跳起避開綿球。若隊員被綿球打中腳部，該隊得 50

分，其他隊伍得 100。規則如下: 

只要求隊員避開綿球，不可用手或腳阻止綿球旋轉。 

081 空中運球 

 

 

 

T 氣球 

接力棒 

顏色瓶 

 

 

 

每隊 1 位隊員，手持接力棒及氣球在起跑線等候。哨子響起，隊

員一面繞圈行走一面用接力棒拍打氣球。當氣球順利越過己隊的

顏色線，隊員即可繞過顏色瓶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隊員只可用接力棒拍打氣球，為要讓氣球停在空中。 

若氣球跌在地上，可用接力棒把氣球再次拍到空中，繼續作

賽。 

拍打氣球時，隊員可進入圓圈、中央三角地帶或超出顏色隊

線，但由一個顏色區域進入另一個顏色區域 (如由紅色區進入黃色

區) 時，必須在圓圈線外越過起點線進入另一顏色區域。 

082 搵豆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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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顏色豆袋 

眼罩 

 

 

 

每隊 1 位隊員，帶上眼罩，背向中心瓶，蹲在圓圈內。哨子響

起，站在顏色線後的隊員可提示圓圈內的隊員尋找地上的豆袋。

得到最多要袋的 1 隊得 100 分，如此類推。規則如下: 

負責提示的隊員不可進入顏色線內，也不可進入己隊以外的顏

色區域。 

導師可隨意加減豆袋的數量。 

083 飛鞋踢樽接力賽 

 

 

 

T 顏色瓶 

中央球瓶 

 

 

每隊 1 位隊員，站在起點線。哨子響起，隊員繞圈跑 1 周後，在

起點線上，用腳把 1 隻鞋子踢到中央，為要把中央球瓶踢跌。若

未能成功，他需跑到鞋子墜落的位置，穿回鞋子，並跑回顏色線

與下 1 個號碼的隊員擊掌。此隊員須圍繞圓圈跑 1 周，然後在起

跑線踢出鞋子，如此類推，直至最先踢跌中央球瓶的 1 隊便得

100 分。規則如下: 

若鞋子墜落圓圈線內，隊員可進入圓圈內穿回鞋子。其餘時間

均不可進入圓圈之內。 

084 Sparky Crawl 

 S 計分瓶 

顏色帶 

各隊隊員在己隊顏色線後準備，用手掌和膝蓋觸地平均排開。比

賽開始前，領隊會在隊伍中揀選 1 位隊長負責推倒計分瓶，並在

其手臂上綁上顏色帶；而另 1 位領隊需站在對面的顏色隊線後，

觀察己隊隊員的作賽情況。哨子響起，所有隊員爬向對面隊伍的

顏色線之後。當所有隊員都爬離中央位置時，遊戲導師即把計分

瓶放到中央位置。待整隊越過顏色隊線後，領隊便指示預先揀選

的 1 個隊員跑往中央推倒計分瓶。完成後，再玩第 2 次，即由對

面的顏色隊線爬回自己隊線之後。規則如下: 

隊員排行時不得超越顏色線 (出界) 。 

Tips for leader: 第一回合時,計分瓶需放在對面隊伍的顏色線上 (如:

紅瓶放在綠線上); 第二回合時則放到相同的顏色線上 (如: 紅瓶放

在紅線上) 

085 氣球大戰 Balloon Battle 

 S 氣球 2 個 每隊 1 位領隊在對角位拉起分界繩 (高及腰間)，讓隊員保持在己

隊的三角地帶內，並隨意走動。遊戲導師手持 2 個氣球站在圓圈

中央。哨子響起，遊戲導師把 2 個氣球拋至半空，隊員用手拍打

氣球至其他隊伍區域內的地上 (氣球可在分界繩上或下通過)。當

氣球觸及該區地上，該區便得 1 點。每回合的時限為 60 秒。倘若

過程中氣球落在圓圈以外，遊戲導師或顏色導師須取回氣球重新

在圓圈中央開球，直到 60 秒時限為止。其他隊員不得踏進隊線

內。規則如下: 

隊員不可手持氣球或用腳踢氣球。 

任何比賽中的隊員的腳不可踏出圓圈線外。 

086 Basketball Relay 

 AYM 顏色瓶 

中央球瓶 

間條豆袋 

指定 1 位隊長雙腳站在中心三角地帶，向圓圈外的 1 號隊員 (最接

近起點線的隊員) 拋出籃球 (胸前傳球)，1 號隊員接到籃球後回傳 

(胸前傳球) 給隊長，再由隊長傳給 2 號隊員，如此類推。當站在

最後 (距離起點線最遠) 的隊員接到籃球並回傳給隊長後，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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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4 個 

 

位置的隊長把手中的籃球改以彈地方式 (彈地傳球) 拋給最後 1 位

隊員，最後 1 位隊員接球後再彈地傳給隊長，之後由隊長傳給尾

2 的隊員，如此類推，直至 1 號隊員接到籃球再彈地回傳隊長，

隊長即手持籃球繞過球瓶，往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必須以雙手傳或接籃球。 

隊長只能在中心三角地帶走動，每次傳或接籃球時一雙腳掌均

需貼著地板。 

站在圓圈線外的隊員，在任何時間都不能踏入圓圈線內。 

在傳接時，圓圈線外的隊員只可轉動身體，但不能移動雙腳或

讓腳掌離開地板。如身體的任何一部分觸及圓圈線內的地面，即

取消資格。 

如籃球在拋接期間跌落在圓圈線與隊線之間，可由任何 1 位隊

員拾起重新作賽，但不可進入圓圈線內或隊線外拾球。籃球必須

由剛才失手的隊員拋回給隊長。 

如籃球在拋接期間落在圓圈線之內、隊線之外或他隊的範圍，

便取消資格。 

碰跌任何隊瓶均取消資格。 

087 跑八圈 

 T 顏色瓶 

中央球瓶 

 

每隊 1 人，從己隊的中間三角形開始，沿起跑線跑到己隊的顏色

瓶，左轉（繞瓶）跑到下 1 支顏色瓶，再左轉（繞瓶）向中心方

向直跑在對面的顏色瓶，右轉（繞瓶）跑往下 1 支顏色瓶，右轉 

(繞瓶) 後，衝向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碰跌任何隊瓶即取消資格。 
 

 

088 Balloon Pop Relay 

 S/T 顏色瓶 

9”氣球 

每隊 3 位隊員。遊戲開始，第 1 位隊員手持氣球繞圈 1 周，在接

力區內交氣球給第 2 位隊員，第 2 位隊員繞圈 1 周後交氣球給第

3 位隊員，第 3 位隊員繞圈 1 周後，繞過隊瓶跑往中央的三角地

帶，將氣球放在地上坐爆。最快坐爆氣球的 1 隊勝。規則如下: 

若氣球在傳遞期間爆破便取消資格。 

碰倒任何圓圈線上的瓶子，便被取消資格。 

不可用手或腳弄破氣球。 

089 太空彩球 

 T 機械臂 

顏色波 

遊戲開始前，導師把大籃子放在中央小正方形內，籃子內放入顏

色波。每隊 1 位隊員參賽，手持機械臂。比賽開始，參賽隊員從

隊線跑到中央小正方形用機械臂夾起 1 個顏色波跑回隊線放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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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子 

大籃子 

子內，然後再回中央小正方形夾起另 1 個顏色波。限時 60 秒，夾

得最多正確顏色波的 1 隊勝出。規則如下: 

每位隊員都只能夾自己顏色隊伍的顏色波。 

每次只可以夾起 1 個顏色波。 

不可以用身體其他部位觸碰顏色波 (不能踢)。 

若運送途中顏色波掉落，可用機械臂夾起，繼續運送。 

090 Baseball 

 AYM 綿球 分成 2 隊作賽（即紅和藍合併成 1 隊，綠黃成另 1 隊），隊員人

數需相同。先由其中一方（A 隊）負責開球，對方（B 隊）的隊

員排成直線（B1…B5）。A 隊的 1 位隊員（A1）在中心點準備開

球，其餘 A 隊的隊員分散在 A 隊的半個場區內。哨子響起，A1 把

綿球滾向 B1，B1 衝前把綿球踢向 A 場區。若 A 隊的其中 1 個隊

員在空中接著綿球，A 隊勝，得 100 分。若 B1 在 A 隊的隊員接著

綿球前跑到 A 隊的底線，則 B 隊勝，得 100 分。若 A 隊在場區的

地上拾起綿球後擲中正在跑向 A 隊底線的 B1，A 隊勝，得 100

分。B 隊完成後，再轉換和角，由 B 隊開球（守）A 隊踢

（攻）。規則如下: 

若 B1 踢球失敗（踢不到球或踢出左右的顏色線外），A1 重新

發球但由 B2 踢球，如此類推。 

091 團團轉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一人，哨子響起後，沿起點線跑到下 1 個顏色瓶，繞顏色瓶

1 圈後繼續跑向下 1 個顏色瓶，繞圈。當跑到己隊的顏色瓶，不

用繞圈，但仍需繞過顏色瓶才可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碰跌任何隊瓶即取消資格 

092 耳靈手快 

 AYM 中央球瓶 

 

2 隊或 4 隊作賽，每隊人數相同。比賽前，隊員背向中心點排在

己隊顏色線 (一字排開)，最高的隊員是 1 號。當導師喊出 1 個號

碼時，該隊員即轉身跑到中央搶奪中央球瓶。 
 

加強版：導師喊出號碼後，該隊員要先跑向前方拍一下白板 (每隊

的白板距離要相同)，然後轉身跑到中央搶奪中央球瓶。若導師同

時多過 1 個號碼，這幾個隊員拍過白板後需拖著手跑到中央搶奪

中央球瓶。規則如下: 

非導師所喊號碼的隊員踏入了顏色線內，即取消資格。 

093 生果拼盤 

 S/T 計分瓶 

顏色瓶 

道具生果 

比賽開始前，遊戲導師先要求每隊的 1 位隊員（例如 4 號隊員）

到起點線準備。哨子響起，該隊員跑圈 1 周到中央推倒計分瓶。

最先推倒計分瓶的 1 隊可先揀生果 (哈密瓜/士多啤梨/水密桃/西

瓜)，其次是第 2 個推倒計分瓶的隊伍。導師再喊出 1 個號碼，該

位隊員即到起點線準備，待導師抽出 1 張指示卡（背/手臂/前額/

面頰...），他們即以此身體部位運送手上的生果繞圈 1 周，然後

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只可用指定的身體部位運送生果，不能以其他肢體協助。 

若生果在途中掉下，拾起，重新擺放，即可繼續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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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鶴立雞群 

 T 計分瓶 

顏色瓶 

顏色豆袋 

比賽開始前，每隊 1 位隊員把顏色豆袋放在其中一隻腳掌上。哨

子響起，繞圈 1 周，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若豆袋在途中掉下，需在掉下的位置重新放回豆袋，方可繼續

作賽。 

095 一擊即中接力賽 

 T 玩法 1: 

中央球瓶 

顏色豆袋 

 

玩法 1: 

每隊 1 位隊員，手持豆袋在起點線等候。哨子響起，繞圈 1 周回

到己隊起點線，在圓圈線外向中央球瓶拋擲豆袋。最先擊倒中央

球瓶的 1 隊勝。如沒有隊員成功擊倒中央球瓶，隊員即拾起豆袋

交給下 1 位隊員。第 2 位隊員接到豆袋後需繞圈一周，回到起點

線拋擲豆袋。若未能擊中，拾起豆袋交第 3 位隊員，如此類推，

直至其中 1 隊擊倒中央球瓶。規則如下: 

豆袋擲出己區仍可拾起繼續比賽。 

未接到豆袋的隊員不可進入隊線之內。 

若隊員拋擲豆袋時不慎踏入圓圈線內，縱擊倒中央球瓶也不計

算；待遊戲導師重新放好球瓶後，可繼續比賽。 

  玩法 2: 

中央球瓶 

顏色豆袋 

膠盆 

乒乓球(16

個) 

玩法 2: 

1 號隊員手持膠盆在起點線準備，2-5 號隊員各人手持 1 個乒乓球

在隊線外等候。哨子響起，1 號隊員拿著膠盆繞圈 1 周，到達己

隊起點線後繞瓶進入圓圈並站在小三角形內，2 號隊員向 1 號隊

員拋出乒乓球，當 1 號隊員以膠盆接著乒乓球後，即把膠盆 (裝著

1 個乒乓球) 交給 2 號隊員，2 號隊員接到膠盆後繞圈 1 周，到達

己隊起點線後繞瓶進入圓圈並站在小三角形內，3 號隊員向 2 號

隊員拋出乒乓球，當 2 號隊員以膠盆接著乒乓球後，即把膠盆 (裝

有 2 個乒乓球) 交給 3 號隊員，3 號隊員接到膠盆後又繞圈 1

周…，直至 4 號隊員用膠盆接著第 4 個乒乓球後，便把膠盆 (裝有

4 個乒乓球) 交給 5 號隊員繞圈 1 周。完成後，5 號隊員便可跑到

放了顏色豆袋的地方，放下膠盆，拾起顏色豆袋，向中央球瓶拋

擲豆袋。最先擊倒中央球瓶的 1 隊勝。規則如下: 

開始前，遊戲導師先在四角放置顏色豆袋。 

豆袋擲出己區仍可拾起繼續比賽。 

若隊員拋擲豆袋時不慎踏入場區內，縱擊倒中央球瓶也不計

算；待遊戲導師重新放好球瓶後，可繼續比賽。 

096 小心地雷 

 S/T 豆袋 

球瓶 

眼罩 

 

每隊 1 人參賽。開始前，所有參賽隊員站在綠色隊線(起點線)

後，背向中心點，遊戲導師則隨意在地上放下豆袋/球瓶之類以作

「地雷」。遊戲導師完成後，會給予參賽隊員 10 秒時間記住地雷

的位置，然後由顏色組導師替隊員戴上眼罩。哨子響起，隊員需

盡快由起點線穿過地雷陣，抵達終點(越過紅色隊線)。若途中踏

著地雷(即被炸死),隊員就要出局。最快到達終點而又沒有被炸死

的勝。規則如下: 

穿越地雷陣時踏中地雷即取消資格。 

若隊員在穿越地雷陣時偷看地雷位置，即取消資格。 



 Page 23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隊員只可在地雷陣(正方形)內行走。 

097 三項鐵人接力賽 

 S/T 豆袋 

球瓶 

 

每隊 3 人參賽。開始前，導師先講出三個比賽項目(eg 頭頂豆袋、

倒後行 1 圈、sit up 3 下)。三個項目的比賽可自行安排次序，最快

完成三項賽事而沒被淘汰的一隊勝。規則如下: 

每位隊員只能負責一個項目。 

098 三人耐力賽 (line game) 

 S/T 豆袋 

接力棒 

計分瓶 

每隊 3 人參賽。開始前，3 人均站在綠色隊線後，導師則在紅色

隊線放置顏色瓶、豆袋、接力棒。哨子響起，1 號隊員空手跑到

顏色瓶位置取起豆袋 (預先放在顏色計分瓶上)，繞過顏色瓶後跑

回綠色隊線，把豆袋交給 2 號隊員。2 號隊員把豆袋放在頭頂跑

到紅色隊線拾起接力棒，繞過顏色瓶後跑回綠色隊線把豆袋和接

力棒交給 3 號隊員。3 號隊員接到豆袋和接力棒後，以「立竿見

影」(豆袋放在接力棒上) 的方式跑到紅線推倒顏色計分瓶。最快

完成的一隊勝。規則如下: 

每位隊員只能負責一個項目。 

不可用手扶著豆袋或接住滑落的豆袋，要讓豆袋掉在地上，並

停下來重新放好才再跑。 

2 號和 3 號隊員接過豆袋和接力棒後才可踏入比賽場區。 

099 混亂接力 123 

 S/T 計分瓶 

顏色瓶 

每隊 3 人參賽。1 號隊員用任何方式或動作繞圈一周，到接棒區

時與 2 號隊員擊掌。2 號隊員擊掌後用另一個方式或動作繞圈一

周，如此類推。3 號隊員繞圈一周後到中央推倒顏色計分瓶。規

則如下: 

 3 位隊員要以 3 個不同的方式或動作繞圈，若有重複即取消資

格。 

其他規則與一般跑圈比賽相同。 

100 火花仔搶豆袋 

 S 計分瓶 

顏色瓶 

豆袋 

開始前，豆袋放在各隊的小三角形內，1-3 號隊員則排在圓圈線

外。當遊戲導師喊出一個號碼時，該隊員即跑前拾起豆袋，然後

跑出圓圈線外，繞過起點線的顏色瓶，再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

規則如下: 

若隊員在沒有被喊其號碼時雙腳踏入圓圈線內，即取消資格。 

101 拾豆袋 

 S 計分瓶 

顏色瓶 

豆袋 

開始前，豆袋放在各隊的小三角形內。哨子響起，隊員從起點沿

圓圈線跑，直到放了已隊顏色豆袋的地方，拾起豆袋，然後繞過

起點線的顏色瓶，再跑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推倒計分瓶時需要手持已隊豆袋。 

102 猜猜畫畫 



 Page 24 

 

 營隊 物資 玩法和規則 

 T 問題紙 

筆 

大紙/海報 

除了點頭或擰頭外，不可以說話、做動作或寫字，用畫的方法鬥

快讓隊員猜到所述的物件，並一起舉手說出。規則如下: 

負責畫畫的隊員不可以說話、做動作或寫字。 

103 宣教之路 

 T 計分瓶 

顏色瓶 

籃/膠袋 

紙球 50 個 

其中 1 位隊員作牧師，站在中心三角地帶，手持著籃或膠袋。另

外 2 位作宣教士的隊員以二人三足帶綁著腳，站在起跑線準備。

其他隊員站在顏色線後作會眾，各人手持 1 個代表「祝福」的紙

球。哨子響起會眾逐一把紙球(祝福)拋到牧師的籃/膠袋內，牧師

集齊所有祝福後即離開中心三角地帶，把祝福送到宣教士手裡。2

位宣士教拿著祝福繞圈一周到中央推倒計分瓶。規則如下: 

牧師未收齊所有祝福不可離開中心三角地帶。 

會眾需站在顏色線後拋紙球，若不成功可拾回紙球在顏色線後

重拋，直至成功拋入籃/膠袋後才輪到下 1 位隊員。 

104 杯子塔 

 T 速疊杯 

 

遊戲前，把 12 隻速疊杯放在鄰隊的起點線上(紅組的杯放在藍組

的起點線上) ，隊員(整隊)則排在顏色線後。哨子響起後，隊線上

最後 1 位隊員先取起 1 隻速疊杯並放在中心三角地帶的地上，然

後跑去與尾二的隊員擊掌，隊員擊掌後跑到起點線取 1 隻速疊杯

並放在之前的杯上面，如此類推。在限時 2 分鐘內砌得最高的得

100 分。規則如下: 

隊員可用任何方法疊起速疊杯,若中途推跌了已砌起的杯子，該

隊員需重新砌起杯子。 

若限時內有超過 1 隊疊出同樣及最高的杯子塔,最快 1 隊勝。 

105 亂中有序 

 T 速疊杯 

 

遊戲前，把 12 隻速疊杯倒轉及分散放在各隊的小三角形邊線外。

哨子響起後，遊戲導師會喊一個號碼。該隊員隨即跑到速疊杯

前，以最快速度把速疊杯疊起成一條放在地上，然後跑去推倒計

分瓶。規則如下: 

若速疊杯於推倒計分瓶前倒下來，該隊員需重新疊起杯子，才

可往中往推倒計分瓶。 

106 穿越呼啦圈 (line game) 

 T 計分瓶 

氣球 

呼啦圈 

4 隊各自排成直線，第一位隊員手持氣球。距離第一位隊員約 3

米的地方，各組 1 位導師手持呼拉圈 (垂直於水平線)。遊戲開

始，第一位隊員拋起氣球，然後用手拍或推氣球向呼啦圈，直至

氣球通過呼啦圈。之後，把氣球交給下一位隊員，拍或推氣球穿

過呼啦圈。當最後一位隊員的氣球穿過呼拉圈後，他便可跑回起

點推跌計分瓶。規則如下: 

隊員只可拍或推氣球，不可持球，否則取消資格。 

若氣球在途中跌在地上，隊員可拾起繼續比賽。 

比賽期間碰跌計分瓶，取消資格。 

107 出出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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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顏色瓶 

中央球瓶 

 

每隊 1 人，比賽前在己隊起點線準備。哨子響起，先進入中央三

角形範圍繞過己隊計分瓶，然後跑去前面一隊的隊瓶繞瓶一周，

跟著再進入中央三角形內繞其計分瓶一周。遊戲繼續，直至繞過

所有計分瓶，便跑回起點線繞過己隊的隊瓶，再衝向中央觸摸計

分瓶的頂部。規則如下: 

碰跌任何隊瓶即取消資格。 
 

 

108 猜猜他/她是誰 

 S/T 紙 

筆 

 

開始前, 每隊選 1 位隊員, 導師會向這隊員出示一個聖經人物的名

字。比賽開始, 該隊員向己隊隊員做出各種動作, 以幫助他們猜中

聖經人物。過程中, 只可點頭或搖頭, 不可以說話。隊員需把答案

寫在紙上, 並一起舉手以示完成。規則如下: 

負責做動作的隊員不可說話。 

答案必須寫在紙上, 不能以口述。 

為了增加刺激, 每隊均有 3 張特殊功能卡, 包括: 雙倍分數 / 問提

示 / 要求導師做動作。 

109 腳仔包剪揼 Rock Scissors Paper by FEET 

 S/T 顏色瓶 遊戲開始前，1 位隊員站到對面 1 隊的中央三角區內，其他隊員

排在隊線後，最接近起點線的為 1 號隊員。哨子響起，1 號隊員

首先跑到中央與站在己隊中央三角區內的對手猜「包剪揼」，若

猜輸便要跑去隊瓶繞瓶 1 周後再到中央三角區與對手猜「包剪

揼」，直至猜贏了便跑回隊線與 2 號隊員擊掌。擊掌後，2 號隊

員即跑到己隊中央三角區內的對手猜「包剪揼」，猜贏了便又跑

回隊線與 3 號隊員撃掌，到最後 1 位隊員猜贏後，回到隊線，整

隊一齊舉手示意。最快的 1 隊得 100 分。 

腳仔動作: 

包 = 雙腳向左右伸開 / 剪 = 雙腳向前後伸開 / 揼 = 站直雙腳合埋 

規則如下: 

每隊人數一定要相同。 

若隊員人數不足，可加入顏色組導師。 

若出現彈弓腳，隊員要重覆猜「包剪揼」。 

110 集體包剪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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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四個回合 

由導師協助各組預先議定五次出包剪揼的次序。哨子響起，4個

顏色隊的隊員一齊出「包剪揼」，看看那一組勝出。規則如下： 

全隊要出相同的「包剪揼」 

全隊要相一時間出，不可分先後 

若果同一隊組出現唔同的「包剪揼」即取消資格 

111 看誰說出名字快而準 

 T  兩隊作賽。每回合 4 位隊員出賽，分別係 1 2 3 4 號，每組 1 號隊

員要記住他隊 1 號隊員的名字，2 號 3 號 4 號隊員都一樣。 

開始時，各隊站在遊戲圈中央小三角形的邊線上，背對背。遊戲

導師隨便叫出 1 2 3 4 的其中一個號碼，該隊員即轉身面向他隊並

說相同號碼隊員的名字，最快又正確的勝。遊戲導師繼續遊戲直

到 4 個隊員都完成為止。規則如下： 

已叫號碼的隊員要離開遊戲圈。其他隊員留在遊戲圈繼續比

賽。 

112 猜猜聖經經卷名稱 

 T  開始前，由各組導師帶領其隊員選出 1 卷四個字的聖經經卷名

稱，例如：使徒行傳。哨子響起，其中一隊的隊員一齊大聲說出

選定的聖經經卷名稱中的其中一個字，即同一時間有隊員喊

「使」、「徒」、「行」、「傳」的其中一個字。其他 3 隊的隊

員聽後把猜到的經卷名稱喊出來，最快猜中的一隊勝。若未有隊

伍猜中，負責出題的 1 隊可再喊一次(最多喊 3 次)。三次都猜不

中則出題的一隊勝出。 

113 人肉過三關 

 T  開始前，遊戲導師先從兩個顏色隊選出 3 位隊員。玩法跟紙上的

「過三關」相似，分別在於由隊員代表「」或「」站在九個

固定的位置上。兩隊隊員輪流進入場中，直接行到自己揀選的位

置後就不能再走動。勝出的一隊得 100 分，負方得 50 分。規則如

下： 

所有隊員(包括觀賽的隊員)在比賽期間都不可作聲。 

若有隊員提示自己一隊的隊員，該隊員所屬的顏色組即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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