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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家長：

編者
的話

在本期專題中，會延續「自由遊戲」主題，分享學校以外適合讓
幼兒進行自由遊戲的環境及物料，並介紹家長與幼兒佈置及進行自由
遊戲時的角色及安全事項。希望家長繼續把遊戲融入於幼兒的日常遊
戲中，讓幼兒在遊戲中成長，發展他們的獨特性。

二零二零年六月

自由遊戲好去處
自由遊戲一定要在學校裡推行嗎？當然不是！推行自由遊戲的「自由度」十分大，形式、時間和地點，甚至
材料也不限。在此部分，編者將介紹四個「自由遊戲好去處」建議，供家長作為親子自由遊戲的選址參考：

自由遊戲選址大比拼

=最佳

屋邨廣場／公園

沙灘

郊野公園

家居

空間大小







因家庭而異

方便程度









原因／選址

遊戲物料 選址鄰近住所，方便家 有豐富的大自然物料 家長可與幼兒一同收 家長容易安排不同類

長 攜 帶 不 同 遊 戲 物 （沙、石和海水等）， 集樹枝、樹葉和松果 型 的 遊 戲 和 環 保 物

＊大 自 然 物 料 料／收集大自然物料 其可塑性高，有利幼兒 等大自然物料，有利 料，讓幼兒在家中合
（如：樹葉、樹枝)
＊環

保 物 料
（如：紙皮、布料）

以進行遊戲。

邊遊戲邊利用感官探 幼兒邊遊戲邊利用感 適角落（如地墊上）
進
索平日較少接觸的事 官探索平日較少接觸 行自由遊戲。
物的特性。
的事物的特性。

＊低 結 構 物 料

（如：撲克牌、積木）

自由遊戲玩甚麼？
決定好自由遊戲場地後，可預備合適的遊戲物料(＊詳情請參閱第 95 及 96 期護訊)。所選物料沒有對錯之分，家長可
參考以下物料選用原則：

自由遊戲物料選用原則
 按幼兒喜好而定 ⇨可與幼兒一同商討物料
 每次遊戲物料為３-5 類，每種物料數量適中（5-10 件）⇨避免物料過多讓「場面」混亂或讓幼兒難於探索所有物料
 檢視選用物料的安全性 ⇨如預先把「鋒利」或「

手」位磨平

 同一配搭的遊戲物料可供幼兒玩數次（如每兩週轉換一次配搭）⇨讓幼兒有充分機會探索不同的遊戲物料
 適時轉換/加入 1-2 種新物料 ⇨當幼兒對部分物料表現不感興趣 / 遊戲玩法欠變化時/ 提出需要其他物料時

自由遊戲前，你會如何為子女設計合適的場景？

自由遊戲時，你可以做甚麼？

自由遊戲後，你可以做甚麼？

＊觀察/提問幼兒的遊戲過程 「你做緊咩呀?」 ＊統整及延續幼兒的活動興趣和經驗
「你今日做咗啲咩呀?」「下次……」
＊幼兒只用單一物料／玩法時，可陪同幼兒探
＊回饋和肯定幼兒的活動經驗、能力和技能
索不同物料 「不如我地試下……」
＊適時介入涉及危險情況及負面情緒行為

「我欣賞你……」

疫情期間社區遊戲資源：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最新消息」

不少家長向老師求助，在管教孩子時會遇到困難，如：孩子
發脾氣、行為粗魯、不肯專心吃飯等。要處理孩子的行為問題，訂
立獎勵計劃無疑是其中一項有效方法，既能改善行為，又可以建立
正向親子關係。 如何建立適切獎勵計劃？可參考以下流程。

(一)口頭描述式獎賞：具體讚賞正向特質或能力(如：樂於

(一)訂立具體目標：家長可與幼兒共同商討及
訂立具體可行的行為目標，如：自己吃飯，

分享、主動收拾、能自行拼砌砌圖)。
(二)身體語言獎勵：以身體接觸帶出親密的感覺，讓幼兒感

並與幼兒一起選出達成目標的獎勵。

覺被關注(如：牽手、擁抱、親吻、拍肩膀等)。

(二)設立不同階段：初期當幼兒達成好行為數

(三)活動性獎勵：家長陪同幼兒進行活動，讓幼兒感覺被重

次便能得到獎勵；其後調節目標的難度，

視及滿足(如：一起踩單車、陪幼兒上學等)。

如：增設時限(三十分鐘內吃完)、增加次數
(由自己吃飯五次增加至八次)等，其後才作

(四)象徵性獎勵：以象徵性物品去嘉許幼兒的好行為(如：

獎勵，以延續幼兒好行為的時間。

代幣、貼紙、印章等)，可鞏固好行為的持續性。

(三)獎勵：給予早前預告的獎勵，以回應及欣賞

(五)物質獎勵：按幼兒行為的重要性及困難度，適度提供幼

幼兒的努力。其後可重新展開或持續進行計
劃，鼓勵幼兒將外在動機內化成自發行為。

兒喜歡的物品(文具、小玩具、餐具等)。
 每位幼兒都是獨特的，家長宜按幼兒年齡、喜好、理解能力等，

親職系列 15 一管教「正」策

為他們訂制個人長短的獎勵計劃，不宜只用集中使用某種獎勵喔 ！

教育局於 2017 年修訂了《幼稚園教育課指引》，提及英語為幼
兒的第二語言，老師應按幼兒的能力發展及需要去提供一個有趣味
性及自然的英語環境，有助建立幼兒早期英語的概念，對語文發展
有深遠的影響。以下將分兩個年齡層去呈現幼兒階段的英語需要及
培養方法，以迎接小一的學習。
建立幼兒對英語興

建立英語環境 (活

培養樂於與人互動

趣，喜歡英文，享受

動、語文環境、家

的態度及信心，多

中物品設置)。

讚賞幼兒的努力。

說英文的樂趣。

(課程發展議會 ，2017)

目標
(需要)

英文小遊戲

初幼階段(N1、N2)

高幼階段(N3、N4)

提升對英語的興趣

基礎英語表達能力

小學英語導航

升小個案查詢

Speaking

Spelling

Reading

故事：透過簡單英文故事，可讓幼兒認識基 閱讀： N3、N4 除了聆聽故事外，可自行閱讀
本英文字詞或概念，培養對英文之興趣，當 及嘗試理解故事內容，而故事內容則配以圖畫
中以圖畫及少量字詞為主。

方法
(技巧)

及有較長的句子。

兒歌：透過不同的兒歌，讓幼兒聆聽後學習 英語故事：每日 5-10 分鐘與幼兒一起朗讀短
「講」和「唱」英語。

英語遊戲：家長可善用家中的物資與幼兒

故事，家長亦可先示範。再由幼兒去模仿，培養
幼兒有理解及表達英語的習慣。

進行遊戲，當中形式不限，包括記憶遊戲、 英語遊戲：與初幼階段不同，N3、N4 正是溫
角色扮演或配合音樂進行遊戲活動。

習英文生字的良機，建議加入不同遊戲更為有
趣，例如學習與生活相關字詞(如生活物品、街
道或公共交通工具)。家長可捉緊情景自然地說
出英文字詞比坐在家中看書背誦更為適切。

初小階段
藉著幼稚園階
段所建立對英
文的興趣及基
礎表達能力，幼
兒升上小學後
可持續發展其
表達能力及增
加英語表達機
會，課堂以外溝
通亦能達意。

王樂之 黃寶怡 廖柏熹 袁卓希
耿祈樂 孟思妤 劉俊亨 黃子楠 陳靖堯
周穎晴 區汶萱 沈 悠 單泳斐

林祉澄 何彥豐 張博然 葉皚晴
姚慶臣 張偉聰 黃柏睿 伍柏柔 麥頌蓥
李靖嵐 王芷萮 李泳琪 張伊婷

李竣堯 黃潁嵐 關嘉潼 甄栢陽 黃心悅 趙梓竣
早前校方已郵寄生日工作紙予以上「生日之星」，藉此讓幼兒記錄成長點滴、學習
欣賞自己和別人，以及讓幼兒在每年慶祝自己的生日時，也懂得紀念及感謝媽媽懷胎十月
的辛勞和爸爸的辛勤工作及照顧，鼓勵幼兒向父母表達「感恩」之情。
*請幼兒復課後交回工作紙給班老師以便存檔於兒童學習歷程檔案 。

(高班)
梁以朗家長：小孩還在嬰兒時，父母的願望大多是單
純的平安健康。隨孩子長大，父母的期望也增加了不
少。在複雜多變的社會中，他們會比我們更需要面對
更加多的未知。我倆希望孩子在學習知識外，最重要
是他可保持純真善良，結下人生美好的果子。以朗由
愛哭的小貓走到強壯的大熊，我倆不會忘記老師和姐
姐們滿滿的愛護、教育和指導。小幼苗今天長大了，
我們希望林護大家庭同人都快樂強健可永遠!

黃潁澄家長：希望你快點長大但又捨不得你長大得
太快。歳月匆匆，新生適應週的日子還歷歷在目，轉
眼就到了你畢業的日子了。這幾年見著你常常回來分
享上學的開心軼事或者努力克服不同挑戰，我跟爸爸
都很感恩你遇到很好的老師、同學還有工友姐姐，大
家給予你很多支持及愛護，陪伴你快樂成長，點點滴
滴都將成為我們一家的美好回憶。畢業時刻到了，藉
此衷心感謝老師及工友們的愛護，也祝願大熊班同學
都升小順利、生活偷快。

陳竑宙家長：非常感激當初的取錄，回想過去正身懷
六甲，收到取錄的心情極為興奮，學校從校長、老師及
職工都有愛心及經驗，家長都能感受到滿滿的愛並從
心佩服他們的專業，當遇到問題時老師會提供協助，並
達致家校合作的效果。學校經常舉辦活動並認識了不
少志同道合的媽媽，並於組群分享繪本及大談育兒資
訊，好高興能夠認識大家。

譚傑允家長：轉眼間，我的大寶貝畢業了。回想起來，我們
感謝 貴校劉校長給傑允有插班生面試的機會。劉老師從短
暫的面試時間中，對傑允的表現分析和建議，令我覺得很
讚!傑允立即表示想留在此學校上課。記得傑允在第一天放
學後，他跟媽咪說:「這裡的老師很溫柔，同學們都擁抱我，
歡迎我加入大熊班，我很開心。」我立即如釋重負，最初還
有點擔心他會適應不來。感謝老師們和同學們對傑允的愛，
讓他很快投入了學校這大家庭。雖然相處時間短暫，但傑允
經常提起老師、同學等。感謝 貴校教學模式，給予他很多
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物，記得有一次主題活動，傑允很自豪
地逐一介紹「海底世界」的作品，我們深深感受到他的喜悅
和滿足感。十分欣賞老師們用心去循循善誘、悉心教導、經
常鼓勵和愛護他們，特別感謝班主任程老師、張老師、譚老
師，經常與家長緊密溝通，跟進兒子進度。在此祝願同學們
前程錦繡，拓展快樂的新旅程。各位小幼苗，要茁壯成長呀!
傑允：祝大家身體健康、開心快樂!

何仲傑家長：時間過得真快，三年前還是一個什麼都不
懂的小寶寶，現在就要幼稚園畢業了。還記得你第一次
進入幼稚園時，那眼中的不捨，明明好想和媽媽在一起，
但你還是好勇敢地拖著老師的手進入了學校。在那裡你
懂得了很多大道理，學會了愛自己，愛他人，學會給予，
正視自己的缺點，不斷修正自己，不斷優化過去的自己。
寶寶媽媽希望你從心靈深處感謝老師，感謝她們給予比
媽媽更無私的愛和付出，感謝你的伙伴們成為你成長路
上的朋友，讓你無憂無慮的相隨相伴。

李泳琪家長：泳琪由日日哭鬧不要上課，到現在頭也不
回就跑進課室，就知道這學校一定充滿愛才令小朋友喜
歡上學。還記得初初泳琪頭髮短得不能扎辮，到現在能
扎長長的孖辮，開始會閱讀、唱歌、跳舞、寫字，如何
和小朋友相處、溝通和分享，感受到老師的愛護和照顧。
時間總是過得快，我們是特別難忘的一年，面對疫症，
停課日子多過上課，也忙著準備迎接小學，幼稚園生活
這樣要結束了，非常感謝校長、老師、姐姐和校務處員
工，令泳琪有一個愉快的幼稚園回憶。

劉蕙誼家長：蕙誼由一個口齒未清的幼兒來到林護，轉
眼就到了人生第一個畢業禮，快將成為一個小學生。學
校就是她第二個家，在這裡上至校長、每一位老師、姐
姐都付出無比的愛和耐性，這四年間深深感受到蕙誼是
從你們的愛灌溉成長。媽媽每年結業禮聽到畢業生唱
《說說再見》就會感動得流淚，曾幻想到蕙誼畢業時我
會怎樣呢？哈！我希望蕙誼將來也會回味這四年最快
樂最無憂無慮的幼稚園生活。

王芷萮家長：由小貓班到大熊班的四年，萮萮都經歷
過無數有歡笑、有淚水、有驚喜的日子。她在這些年來
學會了許多書本上的知識，生活上的技能，及待人處事
應有的態度。這些對她往後的生活大有裨益。在此特別
感謝林護各人對萮萮的照顧，令她愛上學習和上課，真
是無言感激！而我亦在林護渡過了七個寒暑，臨別依
依總帶點不捨，尤其這一年真是一眨眼就過了。我同萮
萮會好好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緣份，祝願大家未來的
日子順心平安、健康快樂！

老師回應：時光飛逝，本年度的大熊班轉眼又準備升小了，雖然這一年大家見面相處的時間不多，但看著幼兒
們幾年間的成長和進步，慢慢變得獨立，懂得關愛身邊人，加上家長們的信任和配合，令老師既感動又欣慰。
盼望幼兒們帶著在林護幼兒學校的關愛，以及學到的知識及技能，在新環境勇敢地迎接將來的挑戰，保持你們
對學習的好奇心和興趣。最後，老師期待與幼兒們享受在學校裡餘下的時光，保持大熊班精神「齊上齊落」，
齊來留下最美好而珍貴的回憶，大熊班寶寶，加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