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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遊戲？
如果問各位今天香港的孩子和青少年喜
歡玩的遊戲，浮現在你腦海中的是Angry 
Birds、The Sims 、 開 心 農 場、Diamond 
Dash 或是三國無雙嗎？想必很多人都會覺
得孩子一定會「Like」那些手機、電腦、手
提遊戲機以至網上的電子遊戲，更不用說
是「機」不離手，對電子屏幕目不轉睛的成
年人。科技陪伴着我們成長，那些曾經陪
伴我們的玩伴和遊戲也隨着年月被塵封。

今天，我們這群大孩子小時候常玩的遊戲，有多少現在
還盛行呢？以下一大堆的集體遊戲，你還記得多少呢？

集體遊戲 記得 有點印象 忘了 集體遊戲 記得 有點印象 忘了

紅綠燈 猜皇帝

跳大繩 捉迷藏 / 耍盲雞

扯大纜 / 拔河 兵捉賊

二人三足 十字豆腐

大風吹 橡筋繩

摺飛機 抓指

估(猜)領袖 天下太平

「扑」傻瓜 撿竹籤

争櫈仔 拍公仔紙

丟手巾 吊頸 / 猜英文字

麻鷹捉小雞 彈波子

猴子搶球 翻花繩

火燒後欄 無聊錄音機

跳飛機 紙鳶

跳over / 綿羊 紙公仔

挑 / 鬭兵器 東南西北

　　即使忘了遊戲規則，這些遊戲會否勾起一些兒時的回憶？那常常
搶着當領袖的小胖子、那身心敏捷輕鬆把小雞一隻一隻捉住的小麻
鷹、還有那陪你跳飛機的好朋友……他們昨日投入嬉戲的笑容，還可
在今天的臉龐上找到嗎？

這年代，兒童還喜歡玩集體遊戲嗎？	 文：Ferry

這是科技飛躍的年代，無論在港鐵、巴士、餐廳，還是在家中，不論
年長的，還是年幼的，總是「機」不離身，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手提
遊戲機等等，兒童早已投身虛擬世界中，面對面的集體遊戲，對他們
來說，到底有沒有正面價值呢？他們又懂得玩嗎？

　　有見及此，出版組義工們於4月14日，與15位兒童相約一起玩集
體遊戲，包括大風吹、估領袖、紅綠燈等，並透過問卷，收集他們對
集體遊戲的看法。

　　在回收的問卷中，有93%兒童表示較喜歡多人一起玩，沒有人

編者話

　　小時候，長輩常常都以告誡的口吻
說：「玩物喪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於是，大部分孩子在家都很用功讀
書，怕錯過了寶貴的光陰，將來後悔莫及。
唯一可以呼朋引伴，玩個痛快的多是在學
校裡短短二十分鐘的小息時間和那一星期
才一節的體育課﹗在緊絀的資源和時間下，
大家玩的都是不用花太多錢和工具、輕易分
出勝負的集體遊戲，但這卻足以讓大家樂
此不疲。
　　今天我們玩樂的選擇多的是，指尖輕
觸手機或平板式電腦螢幕，林林總總的遊
戲任君選擇，不用費時預約，也不怕找不到
玩伴，更不用怕玩得得意忘形時或輸不起
時讓人看見……電腦隨傳隨到，你愛玩
時就陪你玩，你心知不妙快要輸時，把
機器關掉重頭再來就可以了，沒有人會埋
怨你不服輸。現在的你，還會偶爾想起上
一次跟老朋友面對面，輕鬆地跳飛機、做
着相同的動作和表情讓朋友猜不透誰是
領袖，或是大夥兒喊著「一二三紅綠燈過
馬路要小心」小心翼翼向前衝嗎？在忙碌
的生活中，你會否已忘記如何跟孩子一起
無憂無慮地玩耍？這一期心流，讓我們一
起解開時間的枷鎖，推開那扇通往童年
遊戲記憶的門，回到小孩的年代，無拘無
束玩個痛快吧！

玩 ！我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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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人遊戲（見圖表1）。遊戲玩樂時間方面， 43%的
兒童每日有5小時遊戲時間，21%的兒童每日有3-4小
時，1-2小時的有29%，半小時至1小時的只有7%（見
圖表2）。

你較喜歡一個人的遊戲，還是多人的遊戲？
 多人遊戲
 無意見

圖表 1

無意見 7%

多人遊戲 93%

你每日有多少遊戲時間呢？

 半小時至 1 小時
 1 至 2 小時
 3 至 4 小時
 5 小時以上

圖表 2
1 至 2 小時 29%

3 至 4 小時 21%

5 小時 43%

半小時至 1 小時 7%

　　集體遊戲方面，有93%兒童表示喜歡玩，只有7%
表示不喜歡（見圖表3）。他們對集體遊戲的喜歡程度平
均值有8.6分（見圖表4，10分為滿分）。

你喜歡玩集體遊戲嗎？
 喜歡
 不喜歡

圖表 3

不喜歡 7%

喜歡 93%

整體而言，你對集體遊戲的喜歡程度是

 2 分
 7 分
 8 分
 9 分
 10 分

圖表 4

10 分 43%

9 分 29%

2 分 7%
7 分 14%

8 分 7%

　　電子遊戲方面，同樣有93%兒童表示喜歡玩，亦
只有7%表示不喜歡（見圖表5）。他們對電子遊戲的喜
歡程度平均值有8.4分（見圖表6，10分為滿分）。

你喜歡現今電子遊戲機的遊戲嗎？
 喜歡
 不喜歡

圖表 5

不喜歡 7%

喜歡 93%

整體而言，你對遊戲機的喜歡程度是

 4 分
 7 分
 8 分
 9 分
 10 分
 無意見

圖表 6

10 分 65%

無回答 7%

4 分 7% 7 分 7%

8 分 7%

9 分 7%

　　而兩者比較當中，有57%兒童表示較喜歡玩集體
遊戲，只有36%兒童較喜歡玩電子遊戲（見圖表7）。

你較喜歡玩集體遊戲，還是電子遊戲機呢？

 電子遊戲
 集體遊戲
 無意見

圖表 7

無意見 7%

電子遊戲 36%
集體遊戲 57%

　　從統計問卷中，我們發現兒童均喜愛玩集體遊戲
及電子遊戲，喜歡程度相若，然而在兩者比較中，他
們較喜愛玩集體遊戲。喜歡集體遊戲的原因，是覺得

「很刺激」、「很高興」、「好玩」和「可以好嘈吵」等；而喜
歡玩的遊戲是大風吹、捉迷藏、捉人、麻鷹捉雞仔、
猜包剪鎚、跳橡皮繩及紅綠燈。

　　雖然現代科技發達，
但對兒童來說，原來群體
性、直接、互動的集體遊
戲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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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童」樂	 文：冬齡

　　一個藍天白雲的下午，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往
將軍澳。

　　本着「玩餐飽」的心態參加這次「集體遊戲日」，以
為小朋友應沒玩過這些「老餅」遊戲，定必花一番唇
舌講解遊戲規則了，誰知，小朋友原來都是「遊戲老
手」，比我們這些「老餅」更熟悉遊戲的規則呢！

　　孩子在「大風吹小風吹」暖身後，「估領袖」和「扑傻
瓜」玩得十分投入；跟着，大家走到室外，一起玩「紅
綠燈」、「火燒後欄」及「麻鷹捉雞仔」，孩子和義工的歡
笑聲夾雜了喧囂聲，彼此的熱情和汗水在陽光映照下
格外耀眼。

　　我很享受這次活動，讓我重尋小時候的快樂回
憶。那時物質沒那麼豐富，幾個小朋友圍在一起跑跑
跳跳、猜猜拳已很開心，舊日的遊戲看似簡單，但饒
有趣味，大家很易玩得投入；集體遊戲把不同年紀、不
同性格的人拉在一起，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就在歡樂中
萌芽。今天，當人人手執平板電腦，游標在屏幕中游
走的e世代，人與人的距離反而變得疏離，這些集體遊
戲更讓我們發掘生活的趣味，珍惜與人相處的時光。

有得玩，「侵埋」！	 文：tomai

　　參加的小朋友很活潑，亦玩過此等遊戲，故所選
遊戲因好玩而得以承傳，尚未被淹沒在電子玩意中。

　　小朋友的性格在集體遊戲中得以顯露，有的規規
矩矩遵守遊戲規則(如天桃、榴槤、蘋果)，有的精靈反
應迅速(如西瓜兄弟、Anson)，有的喜歡當挑戰者(好多
位)，有的輸了會不高興(如蘋果，但很快沒事)，亦很
真(立刻掉淚)……

　　小朋友甚愛「碌地」，如果玩「丟手巾」也許會更滿
足他們？做訪問時兩位小朋也伏在地上甚至邊翻滾邊
回答，全無芥蒂，毫不造作，感覺很舒服。

　　顏sir很會帶領小朋友，若由我這個司儀由頭帶到
尾，肯定「謝」！別忘記，遊戲後他還要照顧我們的飲
食！「領袖」Jenny則具有磁力，三言兩語便把小朋友

吸引過來，還有阿Yan響亮悅耳的聲音，都教我印象深
刻。

　　義工們也很醒目，及時關心小朋友的生理和心理
上的問題，又互有默契，小朋友做問卷時，立即陪伴
左右，並作訪問，合作愉快！平日斯斯文文，玩時毫
不遜色，原來，我們都很勁呀！

　　小時候，我也會因「輸唔起」而與玩伴鬥嘴，甚至
打架，亦試過撞翻了佈告板被老師處罰；跌倒損傷過無
數次，膝蓋上一個疤痕蓋住另一個疤痕……哈哈！一
段段回憶重現，回味無窮！有得玩，記得「侵埋」我。

從玩出發	 文：沙爾

　　玩，誰不愛？大小朋友如是。一眾開懷大笑，盡
情投入，忘記煩憂。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遊戲：50-60年代彈波子、丟沙
包、拍公仔紙、跳大繩、十字豆腐、撿竹籤、耍盲
雞、扯大纜… … 70-80年代丟手巾、麻鷹捉小雞、火
燒後欄、跳飛機、師傅猜徒弟、猜皇帝、紅綠燈、跳
over、二人三足、大風吹、估領袖、「扑」傻瓜、争櫈
仔、天下太平、東南西北… … 90年代後則是電子、網
路遊戲世界……

　　父母親經常談及，兒時已為生計、家庭雜務勞
碌，有空時一群孩子相伴往外跑，玩的都是不用分文
創作簡單的遊戲，一天就過去了。孩子們很容易成為
朋友，學習相處，探索四方，敢於嘗試，腦筋靈活，
適應力強，身心康泰……一堆美好的童年回憶如泉湧
現。

　　隨著時代轉變，資訊發達，遊戲也轉型了。父母
工作繁忙，往往忽略與孩子同樂的重要，為了讓孩子
安靜，便把手機交給他們，讓他們沉醉在看電視、打
遊戲機、玩網路遊戲中，在虛擬世界裏尋找快樂。遊
戲由戶外移至室內，由群體玩耍變成獨自尋趣，由四
肢活動轉至兩指觸碰。孩子們從小習慣獨自玩耍，對
著一個螢幕上的虛擬遊戲這麼用心，是可幸還是可悲
的一代？

　　雖然今天的孩子物資充裕，坐在家中，便能了解
世界事，視野開闊，知識豐富，亦可以從各種電子遊

義工心聲 —— 2012 年 4 月 14 日集體遊戲日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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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虛擬世界裏尋找快樂。可是，父母應否想一想， 小
朋友獨自尋樂，喜怒哀樂全被一個虛擬遊戲牽引著，
會有什麼得著？久而久之，他們會否變得任性自我、
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若不論童年玩意、集體遊戲或
是電子遊戲，父母均視為親子互動，引導孩子面對成
敗得失，學習待人相處，領略一起玩的好處，便能發
掘當中趣味，智慧所在。

童心	 文：Shirley Lo

　　童年……好像離我很遠了！

　　和一群義工到社區中心，帶動一班小朋友玩「集體
遊戲」，目的是搜集資料，看看在一孩家庭、I-Pad家庭
盛行的今天，小孩子還喜歡玩集體遊戲嗎？

　　我們都以為孩子們不再享受，原來……

　　眼前這班活潑純真的小不點，都是集體遊戲的「發
燒友」，玩時不僅主動熱情，反應更是率真得讓我們哭
笑不得！他們既投入也不怕陌生，有的更熱情得像樹
熊一樣摟抱着一道同來的社工哥哥！

　　原來集體遊戲有一種魔力，是一種讓人忘我投入
的魔力，除吸引活潑的小朋友外，還佔據了帶領遊戲
義工的心。已經不知多少年未參與集體遊戲了，今
天，我被小朋友的主動純真感染，使盡渾身解數，融
入其中，盡情玩樂。

　　今天的活動，勾起了我的童心，混在一群小學生
中，那久違了的童年回憶，又一幕幕地襲上心田，那
些年的集體遊戲片段，一幕一幕在心中放映：丟手巾、
扑傻瓜、火燒後欄、麻鷹捉雞仔……這連串的集體遊
戲，是我的校園回憶。我是家中獨女，因此特別享受
在學校和書友們的遊戲時間，長大後，這些童年回
憶，隨著種種繁重學業和工作，被埋在心坎深處。今
天，這群小不點，觸動了心房的密碼，幼稚園時代學
過什麼早已忘記，但和同學們那無憂的玩樂日子，在
靜止的夜深，源源不絕湧上腦際，童年……竟是這麼
近！

玩，固然快樂，但對於今天的你和我，甚至對小孩子
而言，原來有時要騰出時間玩耍是這樣奢侈……

玩，其實也很重要！	 文﹕ Nada

　　小茵今年四歲，別看她只是幼稚園生，她的生活

可十分繁忙呢！每天八時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時就
寢。每天兩個幼稚園課程，上午傳統教學，下午活動
教學，下午放學後，再參加中英文補習班，加強兩文
訓練，回家梳洗一下，吃過晚飯，完成功課，已是晚
上十時，夠鐘就寢！星期六、日可以休息一下吧？才
不！ n樣興趣班等著她，畫畫、彈琴、游泳班、話劇
班……要文武兼備啊！

　　小茵也曾向父母反映過，希望有多點時間休息玩
耍。

　　父母說：「唔得架，乖女，呢d係遊戲規則，人學
你唔學，會好蝕抵架，第日點同人fight？玩？好浪費時
間啫！」

　　漸漸地，小茵變得愛哭易發脾氣，做功課和吃飯
都在嘆慢板，或許她小小的軀體，疲憊至極，正在吶
喊！

　　Lulu 是小學生，她最愛跳拉丁舞，而且跳得不
錯，只是最近學業成績有點退步，爸媽發出警告：「唔
好學住勒，考好個試再算！」這令她十分沮喪！

　　Robert已是大學生，從小父母便替他安排很多興
趣班，希望他學懂百般武藝，最少有兩三技藝傍身，
但他全無興趣，沒有什麼成績，自覺一事無成，技不
如人，浪費了父母金錢，愧對父母，自我形象十分低
落……

　　大家是否想過，興趣班是否真正是孩子興趣所
在？若他們真能樂在其中，發揮所長，父母是否應該
讚賞孩子付出的努力，鼓勵他們，而不是把孩子的興
趣，變成箝制他們努力學業的武器？孩子的童年，轉
眼過去，我們兒時在興趣班所學的，有多少還能記在
心中？朝八晚十，沒有休息，沒有娛樂的生活健康
嗎？興趣班是否應因應孩子的興趣，讓他能樂在其中
地學習呢？

　　父母是否想過，遊戲可讓孩子宣洩情緒、學習解
難、守規、接受失敗、與人相處，甚或學懂分配時間；
能盡情玩，懂得玩的人，更能享受生命。據統計顯
示，孩子最喜歡的，就是能跟父母一起玩，孩子轉眼
成長，父母要好好珍惜這稍縱即逝的親子機會啊！而
且，在跟小朋友玩耍的當兒，可以觀察子女的好惡、
潛能，因材施教，不致埋沒孩子的天分，令他們生活
得更快樂。在人生的成長過程裡，玩，其實也很重
要，願與家長們共勉！

以上3位學生內容，節錄自香港電台《訴心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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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遊戲治療之路
　　劉雪霞女士（Ms. Lottie Lau）乃美國輔導學碩士，
專攻兒童遊戲治療，現為資深輔導員及遊戲治療師。
九零年代中開始，劉女士在香港一直致力遊戲治療的
培訓工作，到目前為止，已主領了數百次遊戲治療課
程，培訓超過二千六百名專業輔導人員，在各社會
服務機構及小學開展遊戲治療服務；亦教授了超過
二千六百名家長，透過親子遊戲輔導的實踐，從而改
善親子關係及子女的情緒行為問題。

　　劉女士很喜歡輔導工作，在香港還未盛行遊戲治
療時，她已努力自學，後來因緣際會，拜得名師，在
美國進修，並在九零年初，將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法引
入香港，更積極訓練人材，包括社工、輔導員、兒童
心理學家、家長等，讓他們懂得運用遊戲來幫助小孩
子。劉女士亦培訓老師，幫助他們認識遊戲治療法背
後的精神，以了解及尊重小孩子，從而學習與他們相
處之道。

遊戲治療如何幫助兒童？
　　劉女士解釋，透過遊戲，輔導員幫助小孩子表達
心事，舒緩煩惱、自信不足、失落、對親人的懷念等
不快情緒。輔導員不會規定他們達到某些標準，反而
讓他們主導遊戲的過程，以表達心中所思所想；輔導員
透過聆聽及回應，讓小朋友感到被接納和欣賞，從而
疏導不愉快的情緒，重建自尊和自信，培養自制能力。

接受遊戲治療　改善行為問題
　　大部分接受遊戲治療的兒童都是由社工、老師轉
介，或是家長發現他們行為上的差異而向社工求助。
這些兒童呈現的困難，包括各類行為問題：遺尿、發脾
氣、撒謊、不願上學、不敢獨自去廁所，甚或出現情
緒緊張、肚痛、身體不自主地抽動……，很多時候，
這些行為問題的背後，都與焦慮、緊張、自信心不足
等情緒問題有關。

工作滿足感源自成功幫助孩子
　　劉女士敬業樂業，她表示不覺得工作辛苦，反而
甚為享受在治療中能成功幫助小孩子，減少他們的負
面行為情緒，重拾健康，例如：不喜歡上學的不再抗
拒上學，提高了學習興趣，還主動交齊功課；或是情

緒緊張的孩子，不再出現遺尿的情況、不再害怕獨自
上洗手間，或減少發脾氣等等。

　　可是，有時小孩子的問題與家長不無關係，如父
母相處不融洽、婚姻上出現問題，而家長亦不想正視
或去處理，孩子身處其中，不會感到快樂！有些表面
是小朋友的問題，但實情卻牽連到整個家庭，家人都
需要輔導！在這情況下，遊戲治療對小孩子的成效便
變得事倍功半。

對有志從事遊戲治療人士的忠告
　　劉女士認為，遊戲治療是一項心理情緒輔導的工
作，有志人士需要有社工或輔導員的基礎訓練，除了
要喜歡面對人的工作，本身亦需擁有健康的情緒及處
事成熟，並能尊重他人及富同理心﹔當然，具有豐富
人生經驗者更為優勝。不過，有些人縱然擁有豐富的
人生閱歷，但若未能在傷痛中成長過來，甚至本身亦
需要別人安慰及輔導，便不宜從事這行業。

　　至於家長，即使他們接受了遊戲治療的培訓，惟
因未受過專業輔導訓練，所學的技巧只宜用諸於自己
的兒女，不宜施於其他小朋友。不過，有些態度和技
巧，例如：尊重和體諒，則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讓身邊的小孩子或是大孩子感到更為愉快！

從遊戲中培養出健康的身心 ——
一位資深輔導員及遊戲治療師的專訪 	 文﹕ Yan & Nada

　　「這年代很多小孩子在學習上面對很大的壓力，實在需要多點遊戲的時間，
讓他們的壓力得以舒緩，保持精神健康。」資深輔導員及遊戲治療師劉雪霞女士

（Ms. Lottie Lau）與筆者談及遊戲對孩子的重要性時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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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否因為在上一輩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下， 很多現代人常感
「業精於勤荒於嬉」， 生怕玩樂會為人生帶來負面的影響， 讓自己成為
一個沒出色的人。 日子久了， 大家都變得只會埋頭苦幹， 不太懂得與
人分享 ； 與此同時， 電子媒介也漸漸取代面對面的溝通， 令人與人之
間的聯繫變得緊密， 但關係卻又變得疏離。 這是成長和進步的代價
嗎？曾幾何時， 大家不是一樣能夠從簡單的玩意中就能得到無窮的快
樂嗎？大抵沒有人想看見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冷漠和不懂與人溝通的成年人吧？小時
候， 我們在集體遊戲中， 學會了遵守遊戲規則， 學懂了勝敗乃兵家常事， 學曉了合作和

團結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贏了純潔不變的友誼。 那時候， 我們每
每能在群體中得到歡樂和力量﹔可是， 現在， 很多人在人潮裡卻感
到孤單和失落。

　　人是群體動物， 總渴望身邊有真誠的人陪伴和分享人生中大大小
小的事情。 陪伴小孩子玩樂， 大孩子會立時發現快樂其實很簡單﹔小
孩子本來也不過是想父母每天也能抽空陪伴他們嬉戲， 而不是冷淡的
回應， 又或是物質上的享受。 其實大孩子或是小孩子， 也同樣需要別人
陪伴和支援才能在愛中成長。 當你看見身邊的大孩子或小孩子失去嘴角
向上翹的力量時， 請想想小時候和同窗好友忘形地一起跑， 一同呼
喊， 一邊笑， 一邊流汗的片段， 把這種互動交流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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