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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家長：

編者
的話

常言道—「勤有功，戲無益」，「戲」真的無益嗎？遊戲除
了帶給幼兒愉快、有趣、成功的感覺外，也是能提升幼兒創造力的
其中一個有效學習途徑。在以下專欄中，將會介紹遊戲對幼兒創造
力發展的重要性及成人介入的影響。

二零二一年三月

變通力：是指意念或構想
的多樣化，具有能從多角
度、多方位作分析和解決
同一問題的能力。

創造力包括「五力」，幼兒透過「創
造」可以增進自尊、動機和成就感。在自
由遊戲中，老師和家長鼓勵孩子發揮創
意和獨立思考時， 幼兒會比較自動自發
的學習新知、回憶舊識，也因樂在學習而
自願超越上課和預排的時間投入工作，
以達至「心流」。
透過提升「創造力」，還能讓幼兒
樂觀的接受各種挑戰，也可以豐富幼兒
的生活，發現並實現個人的特殊興趣和
才能。

創造力
的
五力

流暢力：是指意念
或構想的流暢性，
具有能快速思索出
很多可能的構想、
觀念或解決方案的
能力。

精進力：是指在
觀念或構想上精
益求精、力求完美
的特性，具有能使
原來的構想更周
詳、更盡善盡美的
能力。

家長總有疑問，當幼兒自由遊戲時
想提建議或想幫手時，應用何方
法？同時，又如何提升幼兒的創造
力？

唔准咁玩，成地都係！

獨創力：是指意念
或構想的獨特性，
具有產生新穎、獨
特、超乎尋常見解
的能力。

敏感力：是指對問
題或環境的敏感
度，具有發現問題、
缺漏、需要及不尋
常的能力。

望住鏡頭影張相先!

呢樣唔得！用呢個！
●

提供豐富生活經驗

●

提供適切且多元化工具物料

●

讓幼兒自行探索

●

適時鼓勵的微笑

●

給予創作空間與自由

●

干預、否定及窒礙幼兒

●

避免過分介入而出現「成人化」

提升幼兒的專注力-視覺專注
幼兒主要通過感官接收各種訊息，常見專注力可從不同的感官作分類

幼兒主要感官系統 （見左圖），「視覺專注力」是指集中觀察某種動作情境或圖案畫面的能力。

視覺
聽覺

觸覺

視覺專注力對幼兒學習知識很重要，當幼兒有良好視覺專注力，便能專心注

◆ 安排寧靜的學習環境，

目在指定的目標，掌握成人的指令，刺激其學習動機，能更有效提升學習效

桌面避免擺放太多物

能。家長可藉以下視覺專注策略和遊戲了解更多方法，從而提升幼兒的視覺

品，以免幼兒進行活動

專注力。

時分心。

活動建議
體能運動：拋接球、踢足球等

下期預告：聽覺專注

◆ 每次只提供一種新事物

圖卡遊戲：黑影配對、看圖拍卡

讓幼兒學習，當他們對
新事物作深入學習後才
增加新內容和玩法。

視覺提示
指令圖卡

活動小錦囊：

步驟圖

ü訓練幼兒的視覺追蹤和動作反應

ü訓練幼兒的視覺記憶力、視覺追蹤

迷宮遊戲

繪畫訓練：圖形仿畫、畫虛線

◆ 成人需以具體和簡潔指
令與幼兒說話，亦要保
持眼神接觸，善用身體
語言吸引幼兒的專注。
◆ 成人可善用校內教材或
兒兒保保奇趣卡與幼兒

ü讓幼兒自我提示要遵守的規則
ü輔助幼兒理解多個的程序、步驟或指令
資料來源：專業教學及治療中心、香港
保護兒童會 《家長教室：兒童專注力》

童

兒

ü訓練幼兒的視覺追蹤和控筆能力

ü訓練幼兒手眼協調、手部控制能力

溫馨提示：視力會影響幼兒的專注力，透過視力普查，有助察覺幼兒的視力。而衞生署家
庭健康服務為 4 至 5 歲兒童提供「學前兒童視力普查」服務。家長可在孩子足 4 歲後，聯
絡所屬母嬰健康院或透過兒童健康服務的網上預約系統(見右 QR CODE)，進行預約。

進行遊戲。

資料分享：
「專心多一點」教材套

王 國

數學遊戲原則
根據《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提倡幼兒從遊戲中學習，
而數學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遊戲」成為了一個良好的平台及媒
● 加入探索、比賽等元素，增強幼兒的學習動機
介，讓幼兒透過實際去「玩」及實際操作學習不同的數學概念。
今期將為家長介紹在家提升幼兒數學興趣的親子遊戲，家長亦 ● 在過程中多讓幼兒親自操弄
可按幼兒的發展進程，調適遊戲的難易度，讓幼兒愉快學習數學。 ● 讓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多運用數學概念
來自《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數字與數量

幾何形體及空間

排序

難度★ 超級市場遊戲

難度★★★ 超級市場遊戲

家長可出題目，邀請幼兒以數數的方法，數
出相關食物玩具的數量，進行簡單的超級
市場遊戲 (如：我想要 5 個蘋果)。

題目可變為按群數數(如： 2 個一數)，邀請
幼兒將每兩個食物玩具歸納為一組並進行
點數(手和口同步數出 2、4 ‧‧‧ 如此類推)。

難度★ 辨認形狀遊戲

難度★★★ 模仿相片，排序出相同圖像

家長可透過日常生活不同的物件，邀請幼
兒透過觀察或觸感，辨別物件的不同形狀
(如：圓形及三角形等)。

家長可預先將不同物件(如積木)砌成特別
的形狀，並以相機拍下，邀請幼兒按相片砌
出相同圖像。

難度★ 排一排

難度★★★ 邏輯思維遊戲

家長可用兩種或三種物件按次序排列，邀
請幼兒模仿並按一定的規律依序排列(如：
巴士、的士、小巴、巴士 ‧‧‧ 如此類推)。

家長以不同特性(如：長短、多少、深淺色
等)在紙張上畫出或寫上不同的圖案及數
字，邀請幼兒按題目的某種特性來排序，完
成題目。

15 個 DIY 遊戲輕鬆學數學

I月
陳心喬 黃芊瑜 曾 言 蘇曉峰 陳子儒 羅格意 劉欣桐 黃臻浠 徐卓楠 譚雪盈 趙梓豪 關柏謙

2月
葉暠澄 陳宥霖 陳宏諾 黃曉雪 張頌揚 陳靖霖 甄晉希 張敏萱 林家舜

2月
陳芷蔚 朱愷浠 葉楚兒 黃柏霖 楊祖源

3月

蔡純熙

陳靖堯

王樂之

黃子楠

伍美思

耿祈樂

廖柏熹

黃星楠

袁卓希

(幼兒班)
嚴翱洋家長： 2021 年的農曆新
年到了，洋洋對家中全盒內金色
包 裝 的 糖 果特 別感 興趣，他 問
道：「呢個係唔係朱古力啊？點
吃呢？」，媽媽回答：「係啊，先
打開金色紙，裏面就係好多層嘅朱古力啦。」，
洋洋追問：「咁係唔係要抹抹先食呢？」，媽

劉欣桐家長：成長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一個過
程，當中會發生許多趣事，令我們印象深刻。回想
起那次平凡的晚飯時間，我預先留好飯菜，好讓爸
爸加班後回家用膳。然後，欣桐和各位家庭成員開
始吃晚飯，過程中欣桐突然說：「我們吃少一點飯
菜， 爸爸上班辛苦工作，要把飯菜
留給爸爸。」我們發現欣桐長大了，

學會體諒和分享。

媽初時不解， 再問：「點解呢？」，洋洋解
說：「媽媽唔係話好多『塵』咩？」。媽媽大
笑過後都不忘自我反省，平日會否有意無意
也曾說過些自以為很清晰，但原來在小孩的
認知範圍內卻完全被誤解了的說話。

譚仰博家長：我的小麻煩仰博是一個反應很快的
小男孩。我們常說童言無忌，他的回覆總是讓家裡
的成人忍不住會心微笑。疫情期間，在家裡照顧小
朋友是很大的挑戰。簡單如用餐也要跟他「搏鬥」。

殷穎琳家長：今年一月琳琳榮升做姊姊了！
在媽媽的懷孕期間發生了一件趣事。 琳琳知

道媽媽的肚子裏有一個小寶貝後， 望著爸爸
的大肚子問：「那麼爸爸肚子裡的是什麼？」，
媽媽反問琳琳，她隨即說：「是飯！因為爸爸
吃很多飯！」，大家都笑了！然後媽媽再問琳

記得有一次，博博又沒有乖乖把飯吃完，爺爺很生
氣，忍不住說：「你再不把飯吃完，我就把博博當
成垃圾，丟進拉圾桶！」想不到博博的反
應不是哭，而是馬上回答：「我不是垃圾，
我是博博！」就是這樣一句，立刻引得大
家哄堂大笑起來，不知道要怎樣回應呢！

琳肚子裏有甚麼，她回答：「是食物，但是我
去洗手間後就全部沒有了！」。接著琳琳問：

鄭焯昇家長：焯昇加入林護幼兒學校這個大家庭已經

「媽媽，我可否食茶點？」。媽媽認為成人和

半年了。雖然到校上課的日子不多， 但已經和老師們

小孩看每件事的角度和想法都有不同，多點聆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當我的電話響起， 焯昇便會

聽可以讓我們了解幼兒可愛又獨特的想法。

化身「長氣袋」，在旁邊絮絮叨叨：「是老師嗎？我都
想和老師講電話！好嘛？好嘛？媽咪
唔該 please ～」，就這樣，一通簡單
的問候電話，頓時變成焯昇的答問大
會。感謝老師們耐心回應這個可愛的小
麻煩，令焯昇能夠暢所欲言。

老師回應：看到小兔寶寶在家的各種行為表現， 老師和家長一樣大為驚喜，喜見只有三、四歲的幼
兒擁有獨特的想法、熱切的期待、靈活的思考和發自內心的體諒等。有時候，成人容易因為工作繁忙
而感疲憊，一不小心就把幼兒的行為表現無限放大，容易錯過欣賞幼兒的機會。願我們常懷欣喜與接

納的心，欣賞幼兒的優點和接納幼兒的不足，適時給予讚賞和引導，幫助幼兒成長和關愛別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