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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家長運動親善大使介紹

• 小心行事，為人處事穩重

• 計劃周詳，常常以新思維、新方法去

處理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

• 具探究精神，能以多角度分析事物，

明辨是非，以理性的角度作出決定

• 媽咪Light的「神隊友」，心靈相通

• 仁慈和寬宏大量

• 重視與別人的關係

• 關顧及理解別人的感受，具親和力

• 樂觀正面，對未來有憧憬，具備做

好每一件事的決心和堅毅精神

• 在面對生活與成長的挑戰或困難時不

會退縮

• 常常做運動，喜愛健康的生活方式

• 熱情健談，善於溝通，容易與別人打

成一片

• 幹勁十足，充滿好奇心，做任何事都

懷著興奮的心情

謹慎與理智 仁愛與樂觀

勇氣與熱情

暖笠笠(仔仔)

• 常留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從不

會視為理所當然

• 常常向別人表達謝意

• 喜歡大笑和逗別人開心

• 抱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任何情

況下都嘗試以正面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感恩與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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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長是學校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持份者，在支援學生學習、培育正面價值觀及促進全人

發展方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應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的建議，教育局推行全港的「正向家長運動」，以

廣泛和多元化的宣傳渠道推廣家長教育，令家長建立正向思維，助子女快樂成長。教

育局曾舉辦了多項比賽及活動，獲得學校、學生和家長的踴躍參與。當中，我們於

2020年舉辦了「吉祥物設計比賽」，並選出「媽咪Light」和「爹哋Light」為「正

向家長運動」的親善大使，其後更加入兩位家庭成員，分別是仔仔「暖笠笠」和囡囡

「亮晶晶」，一同向家長及公眾宣揚兒童愉快和健康成長的重要性及正確教養子女的

方法和態度，提升家長正面和樂觀的心態，逐步改變現時部分家長過度競爭比併的文

化，以助子女有效學習及快樂成長。

為配合「正向家長運動」的推廣，教育局在2021/22學年委託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舉辦「玩轉親子樂」巡迴展覽，並製作相關的家長教育資源套，藉以讓家長認識如何

與子女共建優質的親子時間，為子女創造快樂的童年回憶，從而協助兒童愉快和健康

成長。如欲了解更多上述資源套的內容和「正向家長運動」的資訊，請瀏覽教育局

「家長智Net」網頁（https://www.parent.edu.hk）。

教育局	正向家長運動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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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爸爸媽媽：

去和子女玩吧！

我們都知道「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你想了解如何⋯⋯

•「愈玩愈親近」

•「玩出共鳴」

•「同玩同樂」

•「全心全意玩」

這本「玩轉親子樂」家長教育資源套將會與你一起探索親子玩樂的要訣。	

《兒童權利公約》(1989)	第三十一條中，說明「兒童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

從事與兒童年齡相宜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和藝術活

動。多年來，不同學術研究皆指出遊戲對兒童成長的身心發展不可或缺，當

中Vygotsky（1978）認為遊戲是發展兒童社會性行為的助力，亦是增進幼

兒認知能力的一種活動；Piaget（1936）的認知發展論指出遊戲提供孩子

認知發展的學習環境。作為家長，我們要協助子女從小建立遊戲習慣，鼓勵

子女對事物保持好奇心，並勇於探索未知。當子女年歲漸長，他們從遊戲中

習得的自學能力將推動他們成長，並更進一步認識無窮的世界。

何為遊戲？

學者Garvey,	C.（1977）及	Rubin,	Fein,	&	

（1983）在遊戲與探索行為研究中發現，遊戲是：

•	無固定模式，可以自由地嘗試和探索；

•	歡笑、愉快和歡樂的；

•	自發、出自內在動機的；

•	重過程而輕結果的；及

•	一種自由選擇。

Vandenberg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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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空氣、水、食物、照料、保護和關愛一樣，遊戲是孩子成長的必需品。

從牙牙學語到青春期，孩子都需要藉著遊戲去學習及反覆訓練不同的技

巧。父母在過程中，擔任重要的「同玩員」角色，於遊戲中陪伴、扶持和

見證子女的成長。當父母和子女一同進行親子遊戲時，更會有增進親子關

係的效果。因此，家長應從子女小時候開始建立「親子同玩」的習慣，並

隨著子女踏入不同的成長階段，和他們進行合適的遊戲。	

本資源套共分為四部分，包括「點解玩」、「點樣玩」、「建議遊戲」和

「延伸閱讀」，內容由教育心理學家、遊戲工作培訓員、兒童及家庭服務

前線社工，以及駐校社工設計和撰寫。	

點解玩 ── 從心理學角度認識遊戲帶來的幸福感；

點樣玩 ──	結合理論和豐富實踐經驗，歸納四大親子玩樂要素，並配

合實用小貼士，引導家長玩出優質親子時光；	

建議遊戲 ──	 五個適合不同年齡子女（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親

子遊戲，讓家長運用手到拿來的物資，立即和子女大玩特玩，並附有示範

影片供參考；及

延伸閱讀 ── 羅列不同有關遊戲玩樂的公開資源。

大家一同玩轉親子樂吧！

參考資料：

Garvey,	C.	(1977).	Pl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aget,	J.	(1936).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the	chi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ubin,	K.,	Fein,	G.,	&	Vandenberg,	B.	(1983).	Play.	In	E.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s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Vol.	IV,	pp.	693–774).	New	York,	NY:	Wiley.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聯合國	(1989)。《兒童權利公約》。取自

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

AC%E7%BA%A6/%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	

%BA%A6%E6%96%87%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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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解玩?



「勤有功，戲無益」?
大家還記得放下手機或電子屏幕，一家人全情投入地享受面對面的互動遊戲是何時？世界衞生組

織（2015）及衞生署（2014）的研究，已證實過度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兒童及青少年有

著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當中包括生理（如肥胖、視力、骨骼等）和心理（如成癮、網絡欺凌、

社交退縮等）的影響。而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一家人大量減少了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其實，大

家有沒有想過只要每日一小時的優質親子玩樂時間，可以為大家帶來多少好處？ 

林絲靖		註冊教育心理學家

「玩」= 「讀唔成書」?

家長可能會問︰「成日掛住玩，點讀到書呀？」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何謂「玩耍」。只要我們細心

想想，其實「玩耍」是與生俱來的事情，無論成年人或是兒童也

喜歡「玩耍」。若要解構甚麼是「玩耍」，我們可參考英國學者

Bruce（2001）對「玩耍」作出的定義。她指出當兒童能自由地選

擇遊戲活動，在不停流轉的處境下作出回應，而遊戲的過程甚為豐

富時，兒童便會自然地進行探索、了解自己的喜好及興趣、學習觀

察別人的行為、明白和遵守遊戲的規則，以及進行解難等。

在遊戲的過程中接觸到的不同感官刺激，如物件、玩具及空間等，亦會無形中激發兒童的好奇

心，讓兒童學會「發問」。當兒童掌握了遊戲的基本玩法時，自然會探索還有哪些玩法、如何令

遊戲變得更「好玩」，並進一步運用自己喜好的方式進行創作，如畫作、扮演、砌模型及寫作

等。這亦是著名心理學家Piaget所提出建構認知的重要過程，經由不斷的同化（assimilation）與

調適（accommodation）去認識一件新事物，而遊戲正正能達到此效果。即是說，「玩」不代表

「讀唔成書」，而且還有機會正面提升兒童的身心發展。	

親子共樂： 點先至係「玩」?

很多家長認為星期六、日帶子女參加興趣班或者遊戲班（play-

group）	就代表子女「玩咗」，或者識得「玩」，其實怎樣才是

真真正正的「玩」呢？著名正向心理學家Seligman（2011）所

提出的	PERMA™	幸福理論正好為此提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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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R

E
Positive Emotion
正向情緒

Engagement
全情投入

Relationships
人際關係

Meaning
生命意義

A Accomplishment
成就感

能感受親子遊戲的歡樂。

家長和子女在「玩」的過程
中，專注投入，做到「忘我」
的境界，即正向心理學中所指
的心流（flow）狀態。

家長藉著與子女的互動，建

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當子女完成遊戲的任務時，自

然會感到成就感。這種成就感

會加強子女對自我能力的肯

定，從而增強自信。

家人在「玩」的過程中，一起建

立對家的歸屬感，感受家庭生活

的意義和價值。

因此，家長和子女在「玩」的過程中，要全

心投入，享受當刻親子共樂的每一分鐘，把

親子互動及遊戲變成快樂而有意義的活動，

子女及家長自然找到「幸福」的存在。

PERMA™

當子女進入了青少年階段，很多家長認為他們應專注學業，不再需要遊戲。然而，研究指出青少

年同樣需要遊戲，因遊戲是一種個人與周邊環境互動及情緒表達的方式（Van	 Vleet	 	 &	 Feeney,	
2015)。再者，遊戲能提升青少年解決問題的能力、加強認知靈活性和社交能力，並令人從中獲得

快樂滿足的感覺。只是青少年的遊戲形式會有所轉變，可以是透過運動、音樂、舞蹈、工藝、媒

體製作或戲劇等方式呈現出來。若能在青少年成長的階段注入遊戲的元素，配合時間管理，將有

助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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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真正正與子女享受玩的過程，家長要做到「三到」︰即是「心」到、「手」到和「口」到。

「心」到即家長與子女玩耍時，要全心全意、全神貫注地玩耍，因大人一邊玩，一邊想著別的東

西或看手機，子女是知道的。「手」到的意思是家長試試在家中運用手到拿來的物資，哪怕是一

卷膠紙、紙箱、廁紙筒，與子女動手創作，發揮創意，變成千變萬化的遊戲。最後，是「口」

到，即是做到「適時的讚賞」和「正面的回饋」。當子女能完成遊戲的項目時，家長可以稱讚子

女付出的努力，「這個遊戲的確有些難度，我很欣賞你不怕困難，努力嘗試！」只要家長持之以

恆，定能在遊戲中找到親子的樂趣。	

參考資料：
Bruce,	T.	(2001).	Learning	Through	Play:	Babies,	Toddlers	and	the	Foundation	Year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Seligman,	M.	(2011).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New	York,	

USA:	Free	Press.

Van	Vleet,	M.,	&	Feeney,	B.	C.	(2015).	Young	at	heart:	A	perspective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n	play	in	

adulthoo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5),	639–64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Proceedings	from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of	Excessive	Use	of	the	

Internet,	Computers,	Smartphones	and	Similar	Electronic	Devices	Meeting	Report.	Japa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衞生署（2014）。「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告。香港：衞生署。

活用「三到」讓大朋友小朋友盡情地玩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4264/9789241509367_eng.pdf?se-

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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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樣玩?



「望聞問切」 
    ── 淺談親子玩樂的實踐方式

中醫師診症時，為了收集病者的病史，了解病情，都會以「望、聞、問、切」的方法來診斷。藉

此深入了解病者的病情，對症下藥。就讓我借用「望、聞、問、切」的切入方式，與大家淺談如

何應用於親子玩樂中。

余啟賢（薯仔爸爸）		資深遊戲工作培訓員

望

聞

觀察

聽聽子女的說話、語氣

學習觀察，是參與孩子遊戲，甚至改善親子遊戲關係的必修科。試回想一下，你的子女專注於遊

戲時，會不會流露出一些十分專注的表情，例如：「眼定定」、「流口水」、「忽然傻笑」、甚

至在「喃喃自語」等等，這些表現都提醒大人們：「孩子很專注，暫勿打擾」。不妨放手坐在一

旁，繼續觀察，細心欣賞子女如何努力發揮自身遊戲本能去探索世界。

在遊戲過程中，家長可在以下範疇作出觀察：

玩法

風險

表情

細心觀察孩子享受遊戲中哪一個部分？「孩子用甚麼方式來拋波？」、「是否來來回

回，找東西來弄餐？」、「重複把膠樽蓋放入紙巾盒內？」，以此作基礎，猜想其玩

法，理解其陶醉之處。

孩子的面部表情或肢體動作，往往透露其當時的感受及狀態。「笑到瞇眼？」、「目

無表情？」、「面紅？」、「皺眉？」、「扁嘴？」、「緊張地搓揉手指頭？」，是

興奮開心？還是緊張？無助？委屈？憤怒？

從當下的環境、孩子的遊戲方式及表情來評估遊戲風險。「四周有物件絆倒正專心玩

的孩子嗎？」、「這樣玩，會弄傷嗎？機會大嗎？」、「孩子自己是否也在衡量面前

的風險？」，而不單以主觀角度出發介入或中止遊戲。

有時子女會在遊戲時喃喃自語，時而興奮說出「外星話」；時而說出自己正在用心做的事（或想

做的事），這種狀況心理學稱之為「放聲思維」（thinking	aloud）。這種思考方式除了讓子女本

身在認知上記述、預備自己下一步行動，增強記憶之外，亦可讓在旁的家長，從子女的說話及語

氣，猜想箇中的意思及情境，再配合當下觀察而來的資訊，更立體地揣摩子女的遊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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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切

提問之餘先反問

子女多玩，家長少做

「眼觀察」、「耳傾聽」後，家長對子女的遊戲方式應有初步概念，但不用急於出謀獻策，令子

女的遊戲更「好玩」。家長應先在心中反問遊戲的本義，是出於「目標為本」？還是「自由、自

主、自發、着重過程」的自由玩樂？

在自由遊戲時，家長可抱著開放好奇的心態，將在遊戲過程中所看、所聽、所感，以子女視覺，

隨當下的玩耍進行描述、說明或提問便可以了。例如：

情境一
樂此不疲地在地上滾波波

「個波波又轆過嚟啦！」

可以說：

效果：
直接描述子女正在玩滾波波的
情形，讓子女感到家長了解其
玩法。

情境二
用心地以不同的散件、玩物來
「煮麵」

可以說：

效果：
直述自己所見的，甚至投入想
像力，連結子女的遊戲世界。

情境三
遞上剛弄好的「大碗麵」給你
享用

可以說：

效果：
順著子女的「原創」故事，
加點自己的「真實」需要，
共同創建互動和具創意的遊
戲歷程。

「你碗麵睇嚟有好多材料，
我都聞到好香。」

「我碗麵有點淡，想加上調
味料，點算好？」

中醫界的「切」是指探查脈象及以手觸按病者的相關部位等。有時子女遊戲時遇上「樽頸」，家

長可作示範或在旁加以輔助，更可邊做邊旁述動作要訣。但須緊記「子女多玩，家長少做」的原

則，因子女由未掌握到反覆嘗試，或體驗到暫時做不來，也是遊戲的過程，那就讓子女體會、學

習和經歷。若然過程全由家長代勞代玩，遊戲只會變得單向沒趣，子女亦錯失了在遊戲過程中發

揮先天本能的機會。

開放而不帶批判的回應，絕對有助促進子女變出更多延伸玩法；充滿童趣而帶暖意的親子對話，

更能讓雙方體會到投入遊戲的心流狀態。

當你看到/聽到子女

11



除了直接提供協助，家長亦可巧妙地利用身邊物資，讓子女隨自身遊戲本能，引領家長共同參

與，一起進入遊戲的心流狀態。建築學者Nicholson	(1971)	提出生活中有些「東西」看來平平無

奇、零碎，卻可讓人隨意再變化、組合；這些「東西」即是所謂的「散件」(loose	 parts)，沒有

具體用法，其鬆散而靈活的特性，放諸兒童遊戲中，更是大派用場，令遊戲變化大大提升。

「散件」── 鬆散而靈活的
物資，具備以下三大特色：

• 沒有具體的玩法 

• 可移動、攜帶和重新設計

• 可獨立或組合使用

+

=

一個膠袋

「隨風放膠袋玩意」

一條繩子
+

=

舊雜誌紙捲
成的紙圈

「香炸洋蔥圈小食」

網購包裝紙箱

隔數天又多一個的廁紙筒、一條用舊了的習泳浮水條、

一大堆橡筋……

這些生活中看來毫不起眼的小散件，卻可讓家長與子女「搓圓撳扁」，絕對是促成親子共玩不可

或缺的好物資。公共圖書館和坊間書店均有不少書籍及網上資源，介紹各類「散件」物資的使用

方法及好處，家長可切合需要，搜集孩子感興趣的「散件」，共創親子隨心隨性的樂玩時光。

放開懷抱一起玩

若家長願意放下成年人的身段，投入與子女玩，漸漸你會發現遊戲過後，你與子女都感到「特別

開心」，子女又會吃得「特別多」、睡得「特別好」。就好像朱德庸（2007）著作中提及小孩子

的幸福定義：

「小孩的幸福定義：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和好好發呆。」

「小孩子幸福生活定義：所有的大人都變成小孩子，和我們一起玩。所有的玩具

都變成活的，和我們一起玩。所有的食物都變成甜的，我們大家一起吃。」
“
原來，除了吃與睡，爸爸媽媽放下身段，與子女一起傻、一起笑、一起玩、甚至一起發呆，絕對

可以為子女成就一個幸福的童年！道理就是這樣簡單，關鍵在於大家願意付出行動與否，實踐

「望聞問切」的遊戲技巧。

參考資料：
Nicholson,	S.	(1971).	How	not	to	cheat	children,	the	theory	of	loose	part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62,	30-34.

朱德庸（2007）。絕對小孩。台北：時報文化。

“

例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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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是生活的縮影，都是充滿著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孩子需要在過程中運用個人能力、智慧和資

源作出應對。無論孩子順利完成遊戲挑戰，或是在遊戲中遇上挫折，這些經驗都會成為孩子成長的

一部分。只要家長能夠在遊戲時把握時機作出適切的回應，可有助子女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接下來，將會介紹「正向讚賞三步曲」，幫助家長更容易作出有效的正面回應。

李碧華		小學駐校社工

正向語言 ── 正向讚賞三步曲

第一步：描述觀察到的好行為和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在遊戲過程中，子女的每一個表情、反應和每一句說話都反映著他們在日常生活的處事態度和方

法。家長可以仔細地觀察子女在遊戲過程中微小的良好行為或反應，發掘子女不同方面的優點，

例如：在遊戲中子女主動為大家分發棋子，積極地與別人溝通和合作，遇到高難度挑戰時懂得運

用個人資源去解決，如諮詢成年人意見，或在烹飪遊戲時能夠發揮創意想像，利用不同素材當作

食物等。很多時候，這些值得鼓勵的良好行為都很容易被忽略或視之為理所當然，家長因而錯過

了不少肯定和讚賞子女的機會。

因此，讓我們一起從遊戲過程中探索更多子女的獨特可愛之處，並藉著具體描述我們所觀察到的

好行為和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向子女加以解說，讓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質，哪一個行

為被欣賞和帶來甚麼正面的影響。

描述觀察到的好行為 
＋

 帶來的正面影響

「我看到／我注意到／
我聽到……，令到……」

例子（一）：

我看到你剛才很認真地為我們準備這份食物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們填飽餓了很久的肚子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例子（二）：

剛才打羽毛球時，你分享了發球的心得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能夠成功發球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第一步：

第二步：說說你的感受

聽到子女跟自己說：「爸爸媽媽，因為有你們，我感到很溫暖。」相信你定會感到十分滿足和窩

心，因為能為子女帶來溫暖實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同樣地，子女們也期盼自己能夠讓媽媽高

興，令爸爸感到滿足。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正在處於建立自我價值的階段中，他們所重視的人給

予正面的回應對他們來說具重大的意義。

我看到
令到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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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針對子女的動機作出讚美

因此，嘗試在讚美子女時表達你的感受，告訴子女他們的良好行為為父母帶來甚麼感受，相信子

女們都十分想知道，而且這些說話更能進入他們的心坎中。家長請不要吝嗇表達情感的機會，因

為對子女來說，這樣的回饋很多時候會比起物質上的回饋更為珍貴。

第二步： 說說你的感受

第三步：
針對子女的動機作出讚美

「你是一個……
（針對動機正向的形容詞）

的孩子」

「我感到……」
我覺得好開心／驚訝／幸

福／窩心／神奇……

例子（一）：

我看到你剛才很認真地為我們準備這份食物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們填飽餓了很久的肚子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我感到很溫暖	(事件為你帶來的感受)。

例子（一）：

我看到你剛才很認真地為我們準備這份食物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們填飽餓了很久的肚子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我感到很溫暖	(事件為你帶來的感受)，

我認為你是一個很會照顧別人需要的孩子	(針對動機正向形容詞)。

例子（二）：

剛才打羽毛球時，你分享了發球的心得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能夠成功發球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我覺得好有滿足感	(事件為你帶來的感受)，謝謝你！

例子（二）：

剛才打羽毛球時，你分享了發球的心得	(具體描述好行為)，

令到我能夠成功發球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我覺得好有滿足感	(心裡感受)，謝謝你！

我認為你是一個懂得慷慨分享的孩子	(針對動機正向形容詞)！

綜合例子：
描述觀察到的好行為 

＋ 
帶來的正面影響 

＋ 
你的感受

綜合例子：
描述觀察到的好行為 

＋ 
帶來的正面影響 

＋ 
你的感受

＋
針對動機正向形容詞

孩子每一個行為和表現背後都藏著內在想法。孩子在玩「煮飯仔」遊戲時，為家人製作美食，可

能是因為知道家人仍未吃午餐，或可能想學習媽媽用心為大家準備日常膳食，又或是想跟家人分

享自己玩樂時的開心時刻，而每一個的想法也有其動機。例如想跟家人分享玩樂時的開心時刻，

即反映孩子希望家人都能同樣感到開心。這時我們便要因應子女的動機，作出正面的回應，這不

但會讓子女知道邀請家人參與遊戲這行為會得到家人的讚賞，而且知道自己「分享快樂」的想法

也被認同和欣賞，日後便會傾向想出更多方法與家人和朋友同樂。

小貼士：嘗試用一些子女能夠明白的情感詞彙

從今天開始，嘗試更多觀察遊戲中的子女，相信會發現更多子女的獨特可愛之處，並運用「正向

讚賞三步曲」，培養子女正向思維，讓他們在正向、愉快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我看到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事件為你帶來的感受)。

(具體描述正面的影響)，

	(事件為你帶來的感受)，

我看到
令到
我感到很溫暖

很會照顧別人需要的孩子

我覺得好有滿足感
懂得慷慨分享的孩子

令到

令到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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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你我都是小朋友，大家都愛玩，並貫徹身體力行，遊戲天天大過天，是每天的快樂之

源。日轉星移，季節更替，有一天，小朋友長大了，對遊戲不再熟悉，與遊戲漸行漸遠。之後，大人

新增了一重身份，擔當起父母的重任，人生的重心因而轉移了，爸媽在子女「成長無小事」的範疇上

被弄得團團轉。另一方面，子女又將遊戲帶回父母身邊，不過，這一趟，爸媽的童心不再，演繹的方

法也改為從成人的角度出發，令遊戲加添了目的、條件。當親子間的遊戲變得不單純，也相對影響了

遊戲與兒童成長、親子關係的互動本質。

余啟賢（薯仔爸爸）	資深遊戲工作培訓員

「真玩」的親子玩樂之道

要重回兒時遊戲的初心，家長需要從根本著手，重新審視對遊戲的看法，並嘗試以孩子的視角及遊戲

需要出發，方可體驗親子玩樂的美麗與樂趣。

明白自由遊戲的本義

美國精神科學者Brown	 &	 Vaughan（2009）指出，遊戲應是「自由、自主、自發、即興，甚至

可以看起來毫無目的」。玩遊戲時，「學習」並不是首要目的，反而「為玩而玩」才是遊戲的重

心，亦是兒童的本性。

然而，當我們成為成年人之後，往往會因習慣了社會上做事的方式──講成效、目的及效率，令

我們將這些「非遊戲」成分，添加到子女的遊戲當中。將子女原本出於自發，未有既定目標的遊

戲變了質。

大家不妨對照附表，審視
自己與子女的遊戲，哪種

成分較多？

強迫、引誘、威脅

受制於人

規範多多、處處限制

盡是安排、計劃或盤算

目標為本、追求成效

自發

自我主導

自由發揮

即興創造

毫無目的，著重過程

遊戲是 遊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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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子女的遊戲方式

兒童心理學者Parten（1933）觀察孩童如何遊戲，藉此揣摩如何與兒童在遊戲中互動，提出「社

會性遊戲形態」（Social	Stage	of	Play），並將兒童遊戲的社交層面作出階段性的分析，其中四

個階段分別為（課程發展議會，2017）：

年齡 遊戲形態 互動方式

0-2歲

4歲以上

3-4歲

2-3歲

單獨遊戲

合作遊戲

聯合遊戲

平行遊戲

孩子各有各玩，彼此不會交談，如同陌路人，各自陶醉在自己的遊戲中。

與玩伴開展有規則，甚至有輸贏的遊戲，孩子之間會商討、研究、安
排、分工，藉此達到「繼續遊戲」的共同目標。

開始與玩伴互動，或會交換玩具、分享或簡單交談，更會與玩伴進行相
似的遊戲，但沒有明確分工或系統組織。

看似各有各玩，但孩子的遊戲物資、玩法、形式卻十分相似，彼此不作
溝通，沒有意圖影響對方，也不想別人左右自己，但偶而又會觀察旁邊
的孩子在怎樣玩，像成年人在酒樓餐廳「搭枱」一樣。（相信你也試過
看看鄰座食客有甚麼好吃呢！）

既然孩子之間的遊戲互動是這樣，那麼家長亦可隨其形態特色與子女互動，概括就是這樣：

年齡 遊戲形態 子女想你

0-2歲

4歲以上

3-4歲

2-3歲

單獨遊戲

合作遊戲

聯合遊戲

平行遊戲

陪伴在旁

與我一起努力合作

與我一起玩

如我一樣，這樣玩

明白了嗎？原來親子玩樂不是只有「你贏我輸」、

「大人主導」的互動方式，安靜地陪伴在子女身旁

玩；好奇地追隨子女的玩法，再一起隨玩、即興變

化、改良；甚或放開懷抱，簡簡單單一起玩，這種

隨心、隨意、隨性的遊戲過程，往往卻能孕育出溫

暖、親密而充滿童趣的親子玩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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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真玩的遊戲價值
想一想，如你手上只有一個洩了氣的小皮球，是否就代表它失去了遊戲的價值？	

此時，孩子高興地說：「爸爸！你看！會發出怪聲的！（孩子用力將球擲向地面）」

爸爸回應：「看來很好玩，我也想試。」

公園一角，一位爸爸向天拋出一個皮球，孩子手上則有另一個較小的，看得出他亦努力地模仿爸

爸用力往上拋，還邊拋邊大喊：「看我這個月球飛得多高！」當小皮球著地後反彈，他似乎對皮

球著地時發出的低沉聲響十分感興趣，於是不斷將小皮球擲落地面。爸爸看見孩子改變了玩法，

並沒有作聲，只是將自己正在玩的皮球先抱在懷內，看得出他正在觀察孩子的玩法。

說完，爸爸也將手上的皮球擲向地面，或許爸爸手上的皮球更加

「洩氣」，著地時發出的聲響，更加低沉古怪，父子倆聽後也大

笑起來。身旁的小朋友，也來湊個熱鬧一起玩，孩子也樂於身體

力行，示範自己的玩法。

一個看來已洩氣的皮球，只要大人放開玩，用心看，同樣可以與子女創造「真玩」而來的

SPICE五大遊戲價值：

S P I

C E

Social Physical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Emotion

社交 體能 智力

創意 情感

與別人分享玩法、一起玩！ 用雙手向上拋皮球、又用力
往地上擲！

思考為何擲球著地時會發出
聲響？其因果關係是甚麼？

嘗試創造、調整更有趣的玩法。 感受開心、興奮的情緒，與
爸爸及別人分享這份情感。

SPICE 五大遊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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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C
E

Stress Release Interest

Create Memory

Enthusiasm

紓緩壓力 培養興趣

創造回憶

激發熱忱 

遊戲中一同放懷大笑，拋
下生活中的煩惱與壓力。

孩子思考自己下次可以怎
樣再玩得有趣。P Physical Contact

促進親子接觸
過程中以擊掌、擁抱、拍
膊頭等互相支持。

滿有童趣及歡笑的親子玩
樂氛圍，逐一成就難忘而
真摯的親子回憶。

不用別人強迫，孩子純粹為了更好
玩，而努力去擲、去變，這份內在
的動力，就是熱忱的種子。

其實遊戲價值又何止這些兒童成長的元素，更重要的是，遊戲過程中，孩子與爸爸一起創造

了更深且穩的進階版SPICE親子遊戲價值：

各位爸爸媽媽，學習重拾遊戲的初心，以孩子的視角及方式，與

子女來一趟放下框框，享受隨心全意的親子自由玩樂時光。

參考資料：
Parten,	M.	(1933).	Social	play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136-147.

Brown,	S.	L.,	&	Vaughan,	C.	C.	(2009).	Play:	how	it	shapes	the	brain,	opens	the	imagination,	

and	invigorates	the	soul.	New	York:	Avery.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局。取自

進階版 SPICE 親子遊戲價值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

mary/TC_KGECG_2017.pdf

18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TC_KGECG_2017.pdf


香港人生活忙碌，不論上班的家長或是上學的小孩，每天總是有許多事務要處理，填滿了整個生活

清單（to-do lists）和家課手冊。不少家長縱然明白親子時間的重要性，卻無奈地把親子時間安排

在清單較後的位置，甚至常有「得閒先再玩」、「都係玩啫，遲啲先都得啦」的想法。然而，研究

發現（Jones, 2017）若家長只顧給予子女指示及教導的角色，如指導功課和溫習、禮教等，而忽

略與子女一同經歷興趣、建立過程及娛樂時間，缺乏親子「同玩」的互動元素，小孩的個性容易變

得自我中心，或出現表達能力不足的情況。因此，締造親子時光非常重要，應該安排在生活清單和

時間表上的優先位置，並設立恆常的「遊戲時間」。

麥麗婷		註冊社工（兒童及家庭服務）

為親子玩樂設立專屬時間

常規日程令子女安心

專屬「遊戲時間」

常規日程讓孩子能預測及期待將會發生的事情，同時帶給他們安全感、穩定感和獨立感（Lutanco

-Chua,	2018）。根據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簡稱AAP）一項名為	

Early	Brain	and	Child	Development	的計劃	（AAP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Chapter	and	

State	 Affairs,	 2010）指出，訂立常規日程是其中一個有利兒童發展的範疇，當中尤其著重定時

進食、定時睡眠和定時享受家庭樂。

常規日程培養孩子建立規律，自動自覺完成更多事情，如飯後收拾

碗筷、早餐後讀報等。因此，當我們常規化親子遊戲時間，將有助

子女的人格發展。同時，常規日程的可預測性，為子女創造了一個

可以安心自由發揮的時間及空間，有助激發子女的創意及彈性。當

子女知道他們可於「遊戲時間」盡情地玩，而不需要顧慮其他時段

的事情，他們會更投入遊戲當中，及更容易進入心流狀態。

此外，常規日程能讓父母預早計劃時間分配，甚至家人間的分

工，減少憂慮及壓力，亦可於指定時間得到更好的休息。

常規化的親子玩樂時間即日程上專為「親子遊戲」而設的時段，是不得被其他事情輕易取替或隨

便取消。當父母和子女對「遊戲時間」有共識，亦有助雙方建立共同語言。

任何與子女聯繫的方式、類型、時間都很重要且有價值，需要投放資源；因此父母在編訂日程

時，更應該優先安排「遊戲時間」。除了上述的人格發展，「遊戲時間」一方面為家長提供一個

陪伴和觀察子女成長的空間，另一方面持續的親子互動與連繫可以讓子女感到被愛和體會這段親

子關係被重視，有利於子女的心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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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遊戲時間」？

可簡可繁，可動可靜，興趣優先

安全環境放寬心，自由發揮更稱心

特設主題氛圍，營造儀式感，更顯重視

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選擇或設計遊戲內容。遊戲方式或內容應重視子女喜

好，可簡可繁，從睡前共讀、製作手工、桌上遊戲、運動到家家酒亦可。

當子女進入青少年期，更需投其所好，由子女擔當遊戲的帶領者，負責準

備遊戲內容、介紹遊戲玩法及擔任遊戲主持人。

在「遊戲時間」中，家長首要留意子女能在安全環境進行活動，其次是嘗

試完全放鬆心情及放下家長威嚴和管教的角色。家長可按子女的年齡和特

性決定參與的方式和程度，盡量讓子女自由地探索和創造自己的遊戲模

式。即使家長認為子女未能掌握某些遊戲或活動的特定玩法或意義，也可

以嘗試理解子女為何津津樂道，抱著好奇心認識子女的遊戲世界，一同投

入在其中或陪伴左右。遊戲過程中，家長需要多觀察、多聆聽，嘗試了解

和「學習」子女的遊戲方式。

父母可偶爾預先計劃「遊戲時間」的主題，透過營造富有儀式感的氛圍，

增添新鮮感和趣味性，例如：聖誕感恩之旅、周六偵探社等。預先準備富

有主題氛圍的環境，營造儀式感，增添新鮮感和趣味性，使成員更容易投

入在其中。當中，可從五感（觸、視、聽、嗅、味）設計出發，如準備劇

情故事、背景音樂、佈置場景等，推動不同年齡層的家庭成員皆對「遊戲

時間」抱有期待的心情，讓子女感受到父母對時段的重視和投入參與。遊

戲過程中，亦要保持對孩子的回饋，延續氣氛，例如大笑、拍手歡呼、說

笑話、IQ題等，為雙方寫下開心難忘的「遊戲時間」。

參考資料：
AAP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Chapter	and	State	Affairs	(2010,	November	01).	Chapters	implement	

early	brain,	child	development	programs.	AAP	News,	31	(11),	22.	Retrieved	from	

Jones,	C.	(2017,	November	1).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your	kids.

Retrieved	from	

Lutanco-Chua,	J.	(2018,	March	30).	5	reasons	why	it’s	important	for	kids	to	have	a	routine.	

Retrieved	from	

https://publications.aap.org/aapnews/article-abstract/31/11/22/23402/Chapters-imple-

ment-early-brain-child-development?redirectedFrom=fulltext?autologincheck=redirected

https://10minutesofqualitytime.com/what-are-the-benefits-spending-quality-time-kids/

https://www.smartparenting.com.ph/parenting/real-parenting/5-reasons-why-it-s-import-

ant-for-kids-to-have-routine-a318-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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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遊戲



共創故事繪本歷險記
       對象：3至5歲（幼稚園）           人數：2人或以上       需時：各回合約30分鐘

故事書或繪本、家中可用物品，如寢具或軟墊等。物資

由家長或子女準備一本故事繪本；

一同閱讀，從故事背景讓子女了解故事發生的情境；

因應故事情節或環境加入歷險或任務部分，例如善用家中的
枕頭及軟墊模仿過河、行獨木橋、爬行穿越、捉精靈等，善
用家中物品建立情境，藉以加強與繪本的互動。

玩法

遊戲體驗：發掘閱讀的趣味性，自由構想天馬行空的情節，激發創造力

初階版

示範短片

1) 

2) 

3) 

閱讀期間，可加入生動的表情和動作，運用不同於日常的聲調模仿書中動物
或角色的聲音。
家長可擔當故事的旁白，描述子女創作的歷險情節。

小貼士︓

「玩」= 「讀唔成書」？

數張枱布或數件舊衣服、剪刀、膠紙或膠水、數枝油性顏色筆及
各類裝飾用材料，如各類紙張、小玩具等。

物資

家長從旁協助，讓子女發揮創意，用枱布或舊衣服製作戲服；

戲服上可根據故事內容加入特色設計，利用顏色筆或家中的物
品裝飾戲服；

子女穿起自己設計的戲服成為主角，再次體驗和演繹故事，並
拍攝造型照。

玩法

遊戲體驗：將平面的繪本內容帶到現實世界，增強代入感，進一步引發子女的想像力

進階版

以提問引導子女創作，過程中由子女主導。
例如：你想呢個英雄著咩色衫？佢個袋入面有咩工具？

小貼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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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花式跳繩
       對象：5歲以上 (幼稚園／小學) 人數：2人或以上       需時：各回合約30分鐘

「玩」= 「讀唔成書」？

速度繩最少一條、輕快音樂物資

家長與子女輪流嘗試及練習，先熟習基本跳繩動作，可將動
作分為幾個小動作，幫助子女掌握，例如：
（詳見示範短片）

→ 跳起高度和距離；
→ 節奏感；

  → 雙手擺繩和雙腳跳起；

選定一首歌作計時；

按孩子節奏，家長在旁拍手打數，之後對調輪流進行；

當家長與孩子已掌握及做到基本10至20下雙腳跳，可進入進
階版。

玩法

遊戲體驗：發展子女節奏感，強化身體協調及平衡力

初階版

示範短片

開始時，如子女未能掌握跳起時間，家長可加入聲音提示，如：「跳！」。
如子女未能掌握雙腳同時起跳，可以單腳跨步式進行。如被繩子絆倒或打到，
子女可能會感到害怕。家長可模仿相關情況，親身示範如何面對，並與子女一
同討論可作改善的地方。

小貼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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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讀唔成書」？

速度繩最少一條、輕快音樂物資

當家長和子女已練習初階版一段時間，便可嘗試：

（A）單人花式割草繩
貼近地面水平擺繩自己跳過去；

（B）雙人花式單側迴旋
        二人合作揮擺起繩，父母與子女配合一起跳；

（C）雙人花式橫排跳
親子並排，各執繩的一端並一起擺繩，二人配合一起跳；

每次揀選一種，目標是全家人一齊學習新技巧。

玩法

遊戲體驗：強化敏捷度、左右手協調反應，增加親子互動及合作

進階版

如有機會在其他家庭或朋友聚會中一同表演，更能強化一家人的凝聚力。

小貼士︓

單側迴旋 橫排跳割草繩

1)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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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彈彈球
       對象：6至8歲（初小）           人數：2人或以上      需時：每回合約10至15分鐘

初階版

乒乓球或彈彈球、乒乓球拍或板狀物件、牆壁物資

發球者以球拍將乒乓球打向牆壁，球要先彈地一下才可彈牆，
再由另一人接球計算為一次；

先試試完成10次，然後向難度挑戰，增加次數。熟練級是完成
30次，大師級是完成50次或以上。

玩法

遊戲體驗：感受球類遊戲的趣味，增加家長與子女的合作和默契

示範短片

「玩」= 「讀唔成書」？

彈彈球或乒乓球數個、膠杯6個、桌子物資

放置膠杯在桌上一端，排列成三角形；

家長與子女站在桌上另一端輪流投出乒乓球，借桌面反彈投
入杯內；

每次成功投入杯內獲得一分，及額外一次投球機會；

如投中的杯內已有乒乓球，則不計分，需把球拾回，交由對
方投球；

限時或自訂投擲次數，最後高分者勝；完成後可加入其他挑
戰的元素（例如：拉遠投球距離、改變杯的排列方式），增
加遊戲難度和趣味性。

玩法

遊戲體驗：學習向難度挑戰，訓練解難能力

進階版

1)

2)

如沒有合適的板狀物件，可嘗試以手掌擊球。

小貼士︓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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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畫畫

「玩」= 「讀唔成書」？

       對象：8至11歲（高小） 人數：2人或以上       需時：每回合約10分鐘

紙張、筆、泥膠或積木物資

家長與子女以不同方式如繪畫、搓泥膠或砌積木，輪流表達一
個題目，讓對方猜一猜；

題目可因應子女的年紀而定，例如水果、動物、文具、交通工
具等種類；

完成一回合可嘗試使用另一主題繼續進行。

1)

2)

3)

玩法

遊戲體驗：讓藝術融入遊戲，一同享受創作的樂趣

示範短片

在家中尋找合適的物資用於創作，善用不同物件表達主題內容；
按家庭經驗擬訂主題，如我們一家去過的地方、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等；
可加入動作、其他創意演繹方式給予提示。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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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假不了
       對象：12至15歲（中學） 人數：2至4人       需時：每回合5至10分鐘

「玩」= 「讀唔成書」？

紙張、筆、白板、剪刀物資

每回合訂立一個主題，例如：學校趣事、玩樂小趣事、朋友
關係、家庭生活等；

家長與子女按主題輪流說出有關自己的三項事情，其中兩項
是「假」，及一項為「真」的資訊，並記於紙張上；

通過提問，猜猜對方列出的哪一項為「真」的事情。

1)

2)

3)

例如：
媽媽：
(A) 媽媽試過同時間有5個男仔追求、
(B) 你爸爸是我的初戀情人、
(C) 試過有男同學在堂上向我表白，
你覺得哪一項是真？

子女：
(A) 同學的儲物櫃鑰匙跌進廁所廁格、
(B) 同學穿了鴛鴦襪回學校、
(C) 全班同學在畢業最後一日一齊衝入教員室，
你覺得哪一項是真？

玩法

遊戲體驗：透過遊戲創造更多親子話題，增進彼此的了解

示範短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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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雙方感興趣的主題，引起話題
利用開放式問題，可嘗試從事實描述延伸至分享感受
家長透過分享相近經歷，拉近雙方距離
家長抱持開放心態，不批判地聆聽，讓子女充分表達自己

活動重點在於真誠分享，而非答對與否。家長不妨細心聆聽每項
事情，並適時向孩子了解更多他的生活和想法。家長亦可透過分
享自己小時候的事情或相近的經歷，和孩子創造更多話題。

溝通小技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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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延伸閱讀 (以筆劃及字母排序) 

主題 內容簡介 類別

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 親子體能遊戲 

   衞生署「幼營喜動校園計劃」專責小組

2011	

https://www.startsmart.gov.hk/

孩子的正向心理學及心理支援 

					鄧曼恒

					2020

真實的快樂(Authentic Happiness)

				 馬汀．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遠流					   
       出版

					2020	

添「+」幸福樂園 

					香港城市大學

最好玩的美術畫畫課 
(Let’s Make Some Great Art)

					瑪莉安‧杜莎	(Marion	Deuchars)，原點

					2017

遊戲建議

遊戲	x	快樂

遊戲	x	快樂

遊戲	x	快樂

遊戲建議

介紹不同的親子體能遊
戲，及提供可列印檔案。

此為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舉辦的「關懷學生
精神及心理健康」家長講
座的其中一環節，講解如
何引導家長和子女建立正
向互動的親子關係。

提出一個快樂公式，讓人
知道如何追求快樂，甚至
是更真實、令人滿足的快
樂。

深入淺出介紹正向心理學
中的PERMA™及實踐正
向管教的方法。

介紹101種藝術玩法，包
括：繪畫、手工、填色、
創作等，適合家長和年幼
子女共同邊讀邊做。

網頁

簡報

中譯
書本

網頁

中譯
書本

https://www.chsc.hk/upload/attach-

ments/202007020851_SnomRY.pdf

http://www.cityu.edu.hk/ss_pospama/

resources.html

標題／作者及出版社／出版年份
(附連結，如適用)

30

https://www.startsmart.gov.hk/
https://www.chsc.hk/upload/attachments/202007020851_SnomRY.pdf
http://www.cityu.edu.hk/ss_pospama/resources.html


主題 內容簡介 類別

喜樂工程: 以正向心理學打造幸福人生

					湯國鈞、姚穎詩、邱敏儀，突破出版社

					2010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https://www.playright.org.hk/

會玩才會學 (Free to Learn)
				
					彼得‧格雷	(Peter	Gray)，今周刊
				

					2021

遊戲	x	快樂

兒童	x	遊戲
親子	x	遊戲
遊戲建議

兒童	x	遊戲
青少年	x	遊戲

基建篇介紹達到快樂感、
愉快感的方法：積極樂
觀的思維、常存感恩與知
足、神馳	 (投入及體驗生
活)、建立及發揮良好品
格；開展篇是幫助人達
到生活及生命意義：追求
理想與目標、建立美好人
際關係，及尋索人生意義
與靈性生活。書中附有習
作、小故事、問卷等協助
讀者理解。

本港一所倡導遊戲價值的
慈善團體，透過不同計
劃、活動、課程等，宣揚
兒童遊戲的需要及推動大
眾認識遊戲的力量，提供
不同遊戲活動及建議。

深入淺出地說明遊戲在兒
童成長中的重要價值，強
調把遊戲還給孩子，讓孩
子能從中發展人類與生俱
來的好奇心、玩樂力和社
交力，這是為人父母必須
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當孩
子的愛玩天性能充分釋
放，孩子也變得更快樂、
更獨立，對生活與學習更
充滿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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