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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

GAMES

BEGIN! 理念
不少家⻑在家中建⽴幼兒⽣活習慣時都可能感到困難，

如何能有效建⽴幼兒在家⽣活常規和良好習慣，⽽⼜不

會因在培養過程中影響親⼦關係呢 ?  仁愛堂幼稚園社⼯
服務參考正⾯管教模式，⿎勵家⻑透過「我的1 4  天挑
戰  -  ⾄叻星計劃」活動教材套，學習與幼兒訂⽴在家
⽣活時間表，以培養幼兒穏定⽣活規律及習慣。

教材套包括﹕
家⻑⼿冊

家⻑在進⾏「我的14 天挑戰-⾄叻星計
劃」前，建議先觀看此⼿冊，以便能更
容易掌握執⾏技巧和溝通的技巧。

計劃獎勵板

時間表

家⻑可運⽤計劃獎勵板與幼兒訂⽴三部份(⽣活
常規⼩挑戰、⼤⼩肌⾁活動挑戰、親⼦互動⼤
挑戰) 的活動內容，並設有獎勵。可加上時間
表，按每天分配時間完成挑戰。

計劃獎勵板

⾄叻星貼紙

家⻑可按幼兒每天實踐時間表協議的活
動，如能做到第⼀部份活動，可獎勵幼
兒⼀個⾄叻星星貼紙貼在獎勵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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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活常規⼩挑戰

第⼆部份﹕
⼤⼩肌⾁活

動⼩挑戰

家⻑每天可選取其中⼀項在家
親⼦遊戲與幼兒⼀同進⾏或與
幼兒講故事。

如幼兒能做到，則在獎勵板貼
上⾄叻星貼紙1個。

第三部份﹕親⼦互動⼤挑戰

Zzz

計劃為期⼗四天，可設獎勵部份。如幼兒持續完成⼗四

天挑戰，可獲獎勵。家⻑可⾃⾏與幼兒協議獎勵內容。

家⻑可參考以下使⽤獎勵的原則。

家⻑可每天
選取不同的

⼤肌⾁活動
（其

中⼀項）或
⼩肌⾁活動

（其中⼀項
）。

如幼兒能做
到，則在獎

勵板貼上⾄
叻星

貼紙1個。

獎勵計劃共分三部份:

家⻑與幼兒共同訂⽴每天睡覺及起床的
時間，建議配合上學的時間。

如幼兒能做到，則在獎勵板貼上⾄叻星
貼紙1個。

家⻑可參考仁愛童趣親⼦樂活動及童趣在家⼩玩意-譜出親⼦情遊戲內容。
https://kss.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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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獎勵的原則﹕

獎勵的種類﹕

物質、代幣/貼紙/印章、⼝頭讚賞、
讓幼兒達成⽬標後得到⾃我滿⾜感。

1. 家⻑可與幼兒協議獎勵內容，並須具⿎勵性。
 （ 例如是幼兒喜歡的物品/⻝物作獎賞物）。

2. 預料不到和新奇的獎勵可加強效果。

3. 達到所定⽬標的⾏為時，才給予獎勵。

4. 由初時即時給予獎賞，到有系統地減少頻密程度。

5. 使⽤多種獎勵，避免孩⼦感到厭倦。

6. 使⽤符合年齡的獎勵。

7. 物質獎賞的同時，必須配合⼝頭讚賞明確讚賞孩⼦的
    好⾏為。

8. 按幼兒的表現給予不同等級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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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 

⽣活常規⼩挑戰

在家建⽴幼兒早睡早起習慣

按時讓幼兒上床睡覺，即使幼兒未能即時⼊睡，可陪
伴他/她在床上躺下休息。

可做⼀些簡單睡前儀式或進⾏靜態活動﹕例如親吻幼
兒、給幼兒⼀個抱抱、唱⼀⾸睡前歌、說⼀個故事、
說⼀聲晚安。

把燈光調暗及在⼊睡後關燈。

保持寧靜。

⽇間安排幼兒有⾜夠運動量，消耗體⼒。

睡前勿讓幼兒看電⼦產品及吃太濃味的⻝物。

家⻑在安排幼兒睡覺時，⾃⼰勿進⾏其他發聲的活動
例如看電視或玩電⼦遊戲。

建議同步⼀⿑睡覺，讓幼兒感覺這是睡覺的時間，⽽
不會因為家⻑進⾏其他活動⽽吸引了幼兒的注意⼒，
⽽讓幼兒不願意睡覺。

⼩貼⼠

P.5



第⼆部份: 

⼤⼩肌⾁活動⼩挑戰

腳碰腳

⼤肌⾁訓練活動
(以下活動在家也可進⾏)

玩法1: 家⻑可與幼兒⼀同⽤紙⼱或環保紙製作不同  
         的紙球及⼀個膠桶/沙灘桶，讓幼兒把紙球拋⼊桶內。
玩法2: 家⻑⽤⼿做成⼀個圈，⼩朋友要把紙球拋⼊家⻑圓
         圈內。
玩法3: 家⻑和幼兒互相拋接紙球。

家⻑可在家中地上，貼
上不同腳板圖案，讓幼
兒連續跳躍或連續單膝
跳躍⽅式踏在腳板上。
或開合跳躍等形式跳過
紙腳板圖案。

家⻑每次準備不同的動物
圖卡，如⼩兔、⻘蛙等，
家⻑與幼兒⼀同模仿動物
跳動的⽅法，運⽤雙腳由
起點跳往終點。

家⻑和幼兒雙⽅平躺
於地墊上或床上，雙
⼿略為打開作⽀撐，
屈曲雙腿，雙⽅腳板
底碰腳板底互相⽀
撐，隨後可以在腳板
底之間夾實公仔，⼀
同向上及左右移動。

家⻑可與幼兒把汽球向上拍，避免
汽球跌在地上，可先讓幼兒估計⾃
⼰拍到多少下，然後再開始遊戲。

幼兒選取⼀項運送的物件，如波、公
仔。幼兒雙腳站開，彎低⾝把物品從
雙腳中間運送給家⻑，然後⾛在家⻑
前⾯，雙⼿向上接回該東西。

家居跳⾶機

模擬動物跳

彩⾊拋紙球

拍汽球

接⼒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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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 

⼤⼩肌⾁活動⼩挑戰

玩法1: 先⿎勵孩⼦挺胸站直。家⻑和幼兒每⼈⼀⼿各拿⼀個
         膠瓶，再把膠瓶當作⼩啞鈴來回重複向上及向下舉。
玩法2: 先拿著膠瓶垂放在⼤腿兩側，換其它姿勢進⾏。例
         如，⿎勵孩⼦學⼩⿃展翅⾶的模樣。
玩法3: 雙⼿拿著膠瓶⼀同向前舉起，再將雙臂向左右兩邊打   
         開，然後將雙臂向上合起，讓膠瓶互相碰撞。此遊戲
         可以訓練到孩⼦的⼆頭肌與⼿臂內側肌⾁及發展肌⾁
         張⼒。

家⻑雙腳張開站⽴，⾃⼰模仿為
守⾨員，讓幼兒把球踢⼊。運⽤
椅⼦變成⿓⾨，讓幼兒把球射⼊
椅中間。也可在地上擺放數個膠
⽔瓶，讓幼兒把球踢中膠⽔瓶。

射⿓⾨

可利⽤紙膠帶在地上先貼好⼀條⼀條像班⾺線⼀般。請孩⼦
先蹲下，剛開始可以⿎勵孩⼦在膠帶上原地跳即可（必須兩
腳同時離地），再⿎勵孩⼦⽤雙腳向前跳，但不可以踩到膠
帶線。

2歲半或以上的孩⼦，可增加難度，⿎勵孩⼦單腳向前
跳，並練習越跳越⾼。
蹦跳本⾝就是很好的帶氧運動，不但能訓練到⼤肌⾁，
也可以增加⼼臟供氧量。

家⻑和幼兒可平躺在
床上或地墊上，雙腳
屈曲，互相觸碰腳板
底。模擬在空中踏單
⾞的動作。

⼤肌⾁訓練活動
(以下活動在家也可進⾏ )

模擬踏單⾞

我是舉重⼩⾼⼿

跳跳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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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 

⼤⼩肌⾁活動⼩挑戰

貼貼樂

家⻑可在⽩紙寫上不同
的數字或英⽂字，把⼩
圓圈貼紙給予幼兒，幼
兒把⼩圓形貼紙沿著數
字或英⽂字貼上。

⼩肌⾁訓練活動

串彩⾊飲管

家⻑可把彩⾊飲管剪成
⼤約3吋，準備彩⾊⽑⽑
條，讓幼兒把彩⾊⽑⽑
穿⼊飲管中。可⿎勵幼
兒運⽤彩⾊飲管製作頸
鏈或⼿鏈送給家⼈，提
升幼兒興趣。

分⾖⾖

家⻑可預備3-4個膠瓶及3-
4款⾖(如綠⾖、紅⾖、⿊
⾖)，先讓幼兒負責扭開膠
瓶蓋，再讓幼兒運⽤⼿把⾖
分類放⼊不同的膠瓶內。

彩⾊⽑⽑球

家⻑可提供⼀個湯匙給幼
兒及準備4-5個彩⾊膠碗，
⿎勵幼兒運⽤匙羹把彩⾊
⽑⽑球放⼊相同顏⾊的膠
碗中。

晾⾐夾，夾⼀夾

家⻑準備不同形狀的紙
卡，⿎勵幼兒把⾐夾夾在
紙卡上裝飾。也可讓幼兒
按⾐夾顏⾊學習分顏⾊，
夾在相同顏⾊的紙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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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 

⼤⼩肌⾁活動⼩挑戰

撕紙停⾞場

家⻑把彩⾊紙預備好給幼
兒，向幼兒⽰範如何運⽤
前兩指撕出紙條成條狀，
再按喜好排成停泊⾞⼦的
空間就可以了。

家⻑準備⽶粉團，讓幼兒
運⽤⼩⼿製作⼩湯圓。完
成製作後，家⻑可煮熟湯
圓與幼兒⼀起享⽤。

家⻑把卡紙剪成不同圖形
(如正⽅形、三⻆形、圓
形)，沿圖形紙⽤打孔機釘
上數個孔，讓幼兒把彩⾊
繩⼦串在圖卡的孔上。

家⻑準備不同的紙張(如
顏⾊紙、環保紙、紙
條)，並在畫紙上畫上不
同的動物/圖形/⽔果圖案
等，讓幼兒⽤⼿沿圖案撕
出來，然後貼在畫紙上。

家⻑先預備好海綿、⽔和⽔
盆，向幼兒⽰範如何運⽤海
綿去吸⽔，再教導⼩朋友如
何⽤雙⼿擠壓海綿出⽔。可
擺放⼀些浮⽔的玩具在⽔中
增加遊戲趣味性。

⼩肌⾁訓練活動

製作⼩湯圓
串串彩帶

撕紙貼貼貼

吸⽔海綿⼩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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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勵、少批評

與孩⼦預先協議期望他學習的⾏為/常規/⽣活習慣。
多正⾯⿎勵幼兒慢慢學習繼續嘗試，勿以批評和責罵的⽅式嚇怕孩⼦。

讚賞孩⼦付出的努⼒和嘗試學習，接納孩⼦在學習過程中的不完美。

如孩⼦有動機嘗試做，宜給予讚賞，增添孩⼦成功感，有助提升孩⼦的積

極性及實踐動機。

宜直接說出指令替代說 “不” 和 “唔可以”，讓幼兒更容易理解家⻑期望他做
到的⾏為。

從⼩培養

家⻑可隨幼兒的成⻑及能⼒發展，逐步培養幼兒建⽴良好⽣活習慣及⾃理。

在幼兒學習初期，家⻑適宜放寬標準和期望，給予適當的指導和協助。

親⼦溝通⼩貼⼠

持之以恒    保持耐性

孩⼦有時難免受情緒影響，⽽未必願意遵守協議所訂的學習⽬標。家⻑宜先

保持冷靜和耐性，繼續嘗試。經過⼀段時間後，孩⼦定能培養到良好的⽣活

習慣。

.  運⽤遊戲和說故事的⽅式

家⻑與幼兒⼀起玩模仿⽇常⽣活的遊戲，運⽤幼兒喜歡的卡通⼈物、公仔、

玩具等，學習去洗⼿間、⼀起同枱吃飯等。家⻑亦可善⽤繪本，透過講故事

的形式分享學習⾃理的主題，增加趣味性及提升幼兒學習的動機。

⾝教

⼤部份⽣活習慣和⾃理是從⽗⺟⾝上學習得來。⽗⺟是孩⼦主要的模仿對象。

家⻑宜多做良好的⽰範，如要安坐吃飯、吃飯時不看電視等，以⾝作則。   

建⽴固定⽣活時間表

⿎勵家⻑在家中與幼兒訂⽴固定⽣活時間表，如按時起床睡覺、按時吃三

餐，睡前洗澡、刷⽛、放學後先完成功課等，並要持之以恒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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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媽媽準備了你喜歡吃的餸
    菜，現在開始吃飯，到7點便會
    收拾碗筷，請你⾃⼰拿起匙羹吃
    飯，媽媽(爸爸)相信你做得到。
2. 如你按時⾃⼰吃完飯，媽媽
    (爸爸)陪你玩你喜歡玩的玩具或
    遊戲。
3. 媽媽欣賞你今天⾃⼰完成吃飯，
    真是叻⼥(仔)。
4. 媽媽⾒到你今天嘗試⼀種新的餸
    菜，媽媽都很開⼼。
5. 爸爸和你現在⼀起開⾾快吃，⾾
    快完成，吃完才可離開坐位。        
    看誰是叻叻吃飯寶寶。

1. 快些吃吧，⽤了這麼⻑的時
    間還未吃完⾃⼰的飯。
2. 叫你吃菜，你次次都不合作，
    再不吃菜，你就不要吃飯。
3. 都叫你不要⾛來⾛去，坐定
    定吃飯。
4. 為什麼你時常吃飯，都弄跌
    ⻝具?
5. 整天都在看電視/⼿機，你
   還會做些什麼? 要請你多少
   次才能在過來⼀起吃飯? 

親⼦溝通⼩貼⼠

1. 睡覺時間到了，媽媽現在陪你到
    睡房睡覺。
2. 睡覺時間到了，請你現在回睡房
    睡覺。
3. 媽媽現在跟你講⼀個故事，講完     
    故事，就睡覺吧。

1. 媽媽陪你⼀起執拾玩具，下次你
    ⾃⼰嘗試執拾，能⾃⼰完成就
    是乖寶寶。
2. 爸爸和你⼀起⾾快執拾好玩具，
    看誰是執拾⾼⼿。
3. 我知道你的⼩⼿好能幹，⼀定會
    把玩具收拾得很乾淨。

1. 不要玩了，⽴刻回房睡覺。 
    不合作就罰你⾃⼰出廳⼀
    個⼈睡。
2. 爸爸⾃⼰上班⼀整天，好累
    了。你不要那麼煩，你去睡
    覺吧，我不想講故事。

1. 你再不執拾好你的玩具，
    我就全部拿去垃圾筒扔掉。
2. 睡覺的時間已到，你不要再
    慢條斯理地執拾。

⽋⿎勵性的溝通表達具⿎勵性的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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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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