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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校園遊戲 

 

遊戲專遞 第 3 期      

*此專遞所刊登未見配載口罩的相片，源自早於疫情前發生或舉行的事件或活動。 

https://playright.org.hk/
https://charities.hkjc.com/charities/chinese/charities-trus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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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也要玩？ 

 

兒童喜歡玩遊戲是人盡皆知的事，不過，得以玩遊戲卻不是理所當然。在強調學業的發達地區，著

重競爭和分數的風氣早已滲進校園，要贏的那條起跑線甚至已推前至幼稚園。這種社會現象與不少

教育學家推舉以遊戲作為學前教育元素的主張大相逕庭。 

 

具備遊戲元素的全球第一所幼稚園 

 

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早在幼稚園誕生時，已經不

可分割。1837 年，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öbel）開辦首間為 7 歲以下兒童而設的遊戲活動

機構，其後將它命名為「幼稚園」。幼稚園的原文 

kindergarten 由德文 kinder 及 garten 組成，前

者即兒童（children），後者是花園（garden），正

反映福祿貝爾融合自然、創意、想像和即興遊戲的

教育理念，帶領兒童認識世界。您或許不知道，世

界第一座兒童遊樂場亦坐落於幼稚園旁。時至今

日，福祿貝爾教學法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包括英美澳日等國家本港亦有幼稚園以此為教學理念。 

 

自由遊戲有助兒童成長 

 

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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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對遊戲的演繹為：遊戲是由兒童自發、主導

話事、自由發展及建構的任何行為及過程；真正的遊戲是源自兒童本能驅動，是為遊戲而遊戲，並非

為達到某種目標；而且，遊戲並沒有固定模式，具備有趣、多變、靈活、富挑戰性等特性。 

 

各地歷年已有多項研究證明，遊戲除了為兒童帶來歡樂外，亦能促進兒童各種能力的發展，例如美國

兒科學會在 2018 年發表研究，指遊戲能幫助兒童提升社交、情感、認知、語言及自我控制能力，對

腦部發展和功能有莫大的益處，而動態遊戲亦能強化骨骼、四肢肌肉及心肺功能，幫助兒童發展體能

及身體協調能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資料亦顯示，由於每位兒童都有獨特的個性，透過自由遊戲有

助發揮個人創意，亦能培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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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能激發自主探索本能 

 

遊戲與學校的關係並非單單局限於學前教育，澳洲教育政策研究員 Kate Noble 指出，幼稚園與小學

的學習模式分別很大，令學童在轉變過程中難以適應，當地的研究顯示，72%的受訪家長認同小一的

學課程應集中以遊戲學習。 

 

美國心理學家 Peter Gray 認為，當代的教育制度扼殺了兒童的好奇心，因為成年人把一系列的課程

內容和規則，強加於兒童身上，令小朋友失去自由探索的機會，並因學習壓力而產生焦慮，對上學感

到恐懼和不安。學者更從自身的經歷發現，其兒子的小息及飯後休息時間，遠比上一代少，因而鄭重

提出，社會應重新思考遊戲的價值，讓兒童透過自由遊戲發掘興趣和喜好，啟發自主探索的學習能力；

具體的建議包括學校增加小息、飯後及課後等自由時間，讓學童更快樂地發揮自身的天賦。 

 

本地的實踐 

 

本港填鴨式教育一直飽受批評，而校園遊戲在此消彼長之下，亦逐漸被重視。2017 年，教育局公佈

全新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提升遊戲在學前教育的重要性，並加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建

議半日制及全日制的幼稚園應每天分別安排不少於 30 及 50 分鐘時間，讓幼兒參與自由遊戲。學校

亦應避免於幼兒自由遊戲的時段進行其他學習活動。 

 

然而，在實際運作上，不少幼稚園卻遇上各種難題，例

如缺乏推行的知識及技巧、課程日程緊迫、欠缺遊戲空

間等。為支援學校實踐自由遊戲，智樂特意於 2017 年

啟動「種子學校培訓計劃」，提供度身訂造的遊戲培訓、

安排示範、指導及種種支援，各幼稚園也循校本模式，

把遊戲融合在日程中，計有把自由遊戲安排在「大肌肉

(體能時間)」或「自選角落時間」中。至 2020-2021 學

年累積參加的種子學校已達 29 間。不過，放眼需求的

現況，本地幼稚園的數目有過千間（2019-2020 數字），學童人數有超過十七萬，究竟如何將自由遊

戲擴展至更多幼稚園，惠及更多學童，相信是幼兒教育界的一大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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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 校園更需要玩 
 

自 2019 冠狀病毒病在全世界肆虐，為阻止病毒散播，各地政府都下令關閉當地的學校。根據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的報告顯示，全球有超過 1 億 6800 萬名學生已接近 1 年沒有到學校上學。影響的除了學

習進度外，還包括兒童的幸福感。報告指出，學校是兒童與朋輩交往及彼此尋找支持的重要群體，若

然學校持續關閉，對兒童的成長發展帶來嚴重的打擊。隨著疫情得以控制，各地的面授課程陸續重啟，

英國的國家校長協會秘書長 Paul Whiteman 認為，學童的身心健康是最需要優先處理的事項，並指

遊戲能幫助兒童重新適應校園生活。 

 

遊戲提升抗逆力 

 

疫情令人類與既有的常規脫軌，不時需要調節以適應各種

變化、未知和不確定。樂高基金會（ The Lego 

Foundation）的 Dr Bo Stjerne Thomsen 指出，遊戲對

兒童的角色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比過往更為重要。因為

在不斷轉變的社會環境之下，遊戲能幫助抗衡壓力，有助

抒發情緒和表達想法，減輕焦慮。透過遊戲，社交和情緒

技巧也得以提升，而具挑戰性的遊戲更能提升自信心，培

養出勇於面對考驗和困難的能力；參與遊戲，亦可拉近人

與人之間的距離，提升親密感，培養正面價值。因此，他建議在新常態下，大人都應該更著重遊戲。 

 

缺乏遊戲的嚴重影響 

 

限制措施大大動搖了兒童的常規日程，包括學校的群體生活和日常社交遊戲。英國的 GOSH Charity

在今年 3 月公佈關於疫情如何影響兒童遊戲的調查。結果發現，三分二家長認為孩子在封城期間想念

與友伴的遊戲。有家長坦言，孩子因斷絕與親人和朋友接觸，變得缺乏自信；亦有家長指出，當孩子

與其他兒童遊戲的機會大為減少後，在群體活動時更顯得害羞和尷尬。另一方面，約有三分二家長認

為，限制措施所引致的遊戲方式轉變，最終會影響孩子長遠的幸福感，而七成的家長則認同，遊戲能

幫助孩子紓緩對新冠肺炎肆虐的憂慮。香港保護兒童會在去年 3 月，亦以「疫情下嬰幼兒生活狀況」

為題進行問卷調查，超過九成的家長擔心，疫情下幼兒長待家中會影響成長，亦有超過六成家長察覺

幼兒的情緒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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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校園的遊戲新常態 

 

因應第四波的疫情緩和，本地的學校已恢復半天面授課

堂，學童終於能重返校園。為配合防疫措施，學童仍需要

保持社交距離，包括減少接觸或共用物件、座位之間放置

透明隔板等；而學校亦要重新思考，在確保安全衛生的情

況下，如何推行自由遊戲。校方在追趕落後的學習進度時，

更需要平衡遊戲時間，因為唯有讓學童透過遊戲，掌握校

園的節奏，重拾群體的生活，才是最健康、最符合兒童需

要、最兒童為本的新常態復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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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校園遊戲的更多可能 
 

新冠疫症重整世界的新常態，兒童遊戲更是首當其衝。為回應此突變，肩負推動兒童遊戲的環球組織

——國際遊樂協會（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在去年特別舉辦「危機中的遊戲權利——特別

獎」（IPA Special Award on Right to Play in Time of Crisis），邀請各地的團體提交在疫情下支援兒

童遊戲的項目報告，希望借此嘉許優異項目。在今年二月起，更一連六周在網絡上舉行研討會，分享

各地的經驗和心得，每場吸引過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參與，反應非常熱烈。 

 

制作實用工具包 協助舉辦戶外遊戲 

 

六場的網絡研討會涵蓋不同的主題，而第一場的研討會，就以校園遊戲為題。

來自蘇格蘭的 Play Scotland 於研討會上，分享去年暑假與當地機構合作的項

目，在疫情下利用散件（Loose Parts）為兒童提供戶外自由遊戲的機會。在過

程中，Play Scotland 深深感受到在封鎖措施期間兒童對遊戲的渴求，Play 

Scotland 亦透過實踐，證明在疫症肆虐下提供遊戲機會，仍是完全可行。及

後，更為此制作一套實用的工具包（Toolkit），支援有興趣的團體推行戶外遊

戲，內容計有風險益處評估及職員守則，清楚解釋活動風險和衛生措施等，確

保遊戲能安全順利進行。 

 

繪畫地板圖案 創造遊樂空間 

 

來自葡萄牙的 Instituto de Apoio à Criançao 則分享了增加小學遊戲機會的經驗。講者指出，該項

目原本並非針對疫情而設，但因應新冠肺炎突襲而作出不少調整，例如在遊戲設計上需要更注意衛生

問題及考慮社交距離，而使用的物件和物料亦因學校和家長的擔憂而受到限制。最後，組織利用油彩

在沉悶的地板繪畫不同圖案，創造大大小小的室內和室外的遊樂空間，讓學童透過想像力建構不同的

玩法。此外，組織亦為老師提供相應的培訓，教導各種支援遊戲的技巧，成功為學童帶來更多的遊戲

玩法和機會，令校園處處更開心好玩。 

 

開發「遊戲百寶袋」 學校家中都可玩 

 

本港在過去一年，學校的上課模式因疫情起伏而反覆轉變，學童由

以往留在學校上課，改為不時在家中經網絡學習。現時，學校已恢

復半天面授課堂，但疫症的不確定性令人未知將來校園會否需要關

閉及再行網課。智樂作為「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智樂遊戲新

常態」的主辦機構，為確保兒童享有固定的時間和具彈性的遊戲機

https://www.playscotland.org/playful-schools-loose-parts-toolki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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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力開發易於攜帶的「遊戲百寶袋」，配合一系列家長及教師培訓，幫助各方在新常態下維持兒

童遊戲。「遊戲百寶袋」除獨立包裝，更為促成社交距離下的單獨遊戲而精心設計，讓小朋友安心遊

戲。一索即可將遊戲物資盡收袋中的窩心構思，方便一旦學校停止面授，學童仍可將百寶袋帶返家中，

在家繼續享受遊戲樂趣。同時，家長亦可以利用袋中的遊戲日記，記錄子女遊戲的點滴，為孩子建立

遊戲習慣，確保在任何狀況下，孩子仍可擁有固定的遊戲時間。 

 

新常態下 大人的重要角色  

 

兒童的健康成長與大人的角色息息相關，當中包括與發展權有關的遊

戲。抗疫期間，兒童遊戲卻容易被忽略或輕視。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的建議，兒童每天應可享有一小時的遊戲時間，這些遊戲時間不應

被疫症情況或防疫措施所剝奪。因此，成年人應盡力為兒童創造遊戲

機會，不論老師或家長都應積極想方設法，突破既有框框，讓兒童在

安全環境繼續享有遊戲，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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