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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就要動這句話，在寶寶的身上發揮的最淋漓盡致不過了，只要寶寶不是處

在睡眠的狀態，我們可以觀察到寶寶幾乎無時無刻不處在“動”的狀態之下，這種動

的狀態對於寶寶是一種常態，所以動對於人類的寶寶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但是，

運動呢？寶寶需要運動這一件事情，對於多數人來說，應該也並不陌生。老一輩的

人常常說，寶寶和我們一樣，也需要運動啊，但是，很可惜由於對於「寶寶運動 」

這個概念的不夠清楚，很多人誤以為讓寶寶多哭一哭，就是最好的運動。但是 

“哭”是屬於寶寶“溝通”的方式，而寶寶其實可以從事其他真正優質和有意義的“運

動”	  。	  
	  	  	  	  	  	  	  	  	  	  

	  	  	  	  	  	  	  	  	  	  Jane	  Clark博士（美國馬里蘭大學運動學系教授暨主席）認為，嬰兒越早開始從

事規律的每日運動，越有機會在未來的人生當中，維持健康的運動習慣，並且在人

生早期，獲得良善的發展。眾所週知的，嬰兒和幼兒時期，正是腦部快速發展的階

段，如果沒有適當的肢體運動，可能錯失重要的“腦部”和“身體肌肉”的連結機會，

這個時期的腦部發展需求，也能讓寶寶特別享受身體的活動，建立起對於運動的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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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知道如何和寶寶安全又適當的運動，必須先瞭解一下寶寶的動作發

展歷程。我們都知道，剛剛出生的寶寶進行各項動作的基礎就是「反射」，這種

因為特定刺激而產生的反射動作，隨著寶寶的年齡漸漸地長大，擔任階段性作用

的反射就會慢慢淡出對於寶寶的影響，而由自主動作發展來取代。在過去對於0-‐3

歲嬰幼兒研究仍不重視的年代，一般認為這樣子的發展完全依賴孩子自身的神經

發展成熟歷程，很少留意到成人互動在這個成熟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

是隨著更多專業研究的出現，我們現在知道「親子互動」對於寶寶的神經成熟過

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換句話說，寶寶擁有越多和爸爸媽媽（穩定照顧者）有

品質的互動，就會擁有越成熟的神經系統，因而表現出越穩定的情緒，越好的肢

體控制，越優越的語言發展…..等。

	  
	  	  	  	  	  	  	  	  	  所以，在看待寶寶運動這個主題

時，我們也應該從親子互動這個方向

來切入，鼓勵爸爸媽媽和寶寶一起溫

和但持續的運動，這樣的運動不但能

夠調節寶寶的肌肉張力，同時寶寶也

不完全是被動的，會因為和成人互動

的過程當中，讓肌肉骨骼和神經系統，

記憶下不同使用身體的方法。

	  	  	  	  	  	  	  	  	  寶寶是全然的有機體，所以會自己歸納整理出更多身體的應用守則，不但能

發展潛能，更增加自信心。爸爸媽媽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也能夠瞭解自己寶寶的

“獨一無二” ，發現寶寶會教導自己書本上永遠學不來的專業，慢慢體會一種不是

依照“公式”來教養，而是依照寶寶的“獨特性”來教養的美好方法，有些寶寶肢體

很柔軟，有些寶寶肢體相對比較僵硬一些些，有些寶寶總是動個不停， 有些寶寶

安安靜靜，這樣的差異性，正是人類社會美好的來源， 這種發現， 就像找到完美

舞伴一樣的快樂。即使是同樣一個寶寶， 也會在不同時間點， 或是身體的不同

側， 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骨骼和肌肉狀態， 這也有助於爸爸媽媽幫助寶寶發展優越

潛能， 並且協助開發原來比較弱勢的身體部位。當然， 如果寶寶有些發展方面或

是病理方面的身體狀況， 也有機會被及早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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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寶寶進行運動，可以使用簡單的小器材，

像是枕頭、棉被、毛巾等等….或是完全不使用

任何器材，以爸爸媽媽的身體，作為最佳的器

材，把握簡單的安全原則，像是新生兒要完整

的保護寶寶尚未發展足夠張力的頸部，以及避

免過度的搖晃震盪，保護寶寶未閉合的囪門，

要讓寶寶下方有安全的保護墊，爸爸媽媽應先

移開可能發生危險的物件， 要離開安全的地面

時，在未有把握之前要降低高度，決不因為求

好心切強迫寶寶進行，隨時觀察寶寶的表情和

身體發出來的反饋線索等等…..。把握了這一

些簡單的原則， 就可以和寶寶進行有趣又安全

的寶寶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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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運動之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一

	  
飛翔式：	  

爸爸媽媽以安全抱姿抱著寶寶（一手穿
過寶寶一邊腋下，跨過胸前，握著另外
一邊的腋下，另一隻手撐住寶寶的臀部，
把握三點不露原則），站在鏡子前方，
或是和另外一個家長寶寶面對面，溫和
地往前飛。	  

安全守則：要等寶寶四個月大之後才進
行，抱寶寶時讓寶寶的頭部微微前傾，
爸爸媽媽的站姿避免過高。

寶寶運動之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二
	  
雙人平衡蛋式：	  
	  
爸爸媽媽各握緊大毛巾的四角，讓寶寶
以各種姿勢嘗試在毛巾上方（仰躺、側
躺、趴姿、坐姿、跪姿…等），爸爸媽媽
把毛巾進行溫和的搖晃，等寶寶開始熟
悉也喜歡這個遊戲，也可以溫和的把寶
寶“倒”出毛巾,	  制約寶寶練習使用肢體保
護身體脆弱部位的本能。	  

安全守則：讓寶寶儘量面向他平時比較
常相處的照顧者，增加安全感，避免把
毛巾拉起太高，可以僅微微離開地面一
點點，甚至讓寶寶的屁股輕輕碰觸地面，
地板上先鋪上安全的防護墊，	  “倒出”寶
寶這個動作僅在寶寶已經喜歡上這個運
動的時候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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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運動之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三
	  
坐姿樹式：	  

讓寶寶靠著爸爸媽媽直立坐起，握住寶
寶的一隻手，前手臂靠近手腕的位置，
溫和的以肩膀球窩關節為圓心，往後牽
引，然後舉起貼在寶寶的耳際，輕輕往
上牽引，接著放下後稍微晃動放鬆。	  

安全守則：如果寶寶是新生兒，也可以
躺著進行，以保護寶寶脆弱的頸部肌肉
骨骼，牽引寶寶手臂時一定要溫和必且
觀察寶寶的反應，不要過度牽引，以保
護寶寶相對比較鬆弛的關節和韌帶。

     寶寶運動之親水運動
	  
親水體操腳兒踢踢：	  

爸爸媽媽使用一隻手，以“三點不
露”的安全抱姿抱著寶寶，讓寶寶放
鬆身體呈現面朝下的漂浮姿勢，另外
一隻手溫和的讓寶寶的腿伸直再放開，
觀察寶寶的“回彈反射” ，並且以聲
音制約寶寶，說：「踢踢腿,	  好棒」，
或是單純哼唱有趣的童謠。	  

安全守則：如果家長和寶寶一同在水
中，家長的肩膀要儘量保持在水面之
下，如果是寶寶自己在水池中，家長
站在水池之外，要確保雙手都能碰觸
到寶寶的距離，或是使用安全的浮具，
同時眼睛絕對不離開寶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