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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是⋯⋯成績好？吃一頓好的菜？
去旅遊？可以自然醒？得到別人認同？可
以做到自己喜歡的事？可以幫助有需要的
人？抑或是其他事情？每一個人都有令自
己快樂的事情，你又會因什麼而快樂呢？
 
          對於一些人而言，愈是年長，快樂彷
彿愈是難得到，但很多時候童年的回憶裡
卻有着不少令我們回味的快樂事，而那些
快樂可以是很簡單的事，讓我們心靈滿足
。當孩子的時候，我們可以為一樣事情樂
透半天，你還記得那些童年趣事嗎？而什
麼事情最令時下的小朋友開心？玩﹗本期
《心流》就讓我們分享一下大家的開心事
，緬懷一下我們曾經擁有的快樂，再探討
玩什麼和怎樣玩才令小朋友覺得開心吧!

編者的話

第 十六 期

心開 開心

開心是….                   輯錄：Tomai  Nada

       甚麼事會令小朋友覺得開心呢？我們從最近半年的小朋友來信中，選出了十
件令他們開心的事，大家看看是否有同感？    

小睿
    
 媽媽和爸爸帶我和妹妹到冒險
樂園玩耍，因為我的測驗成績十分好，
我和妹妹都十分開心！

小思 
    
 有一天，我夢見長腿叔叔和我在
海洋公園玩耍，真開心！

小靖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鋼琴比賽，我是第
九位參賽者，比賽結束後，我期待着宣佈成績
的一刻。
 「冠軍是九號小靖……」奇蹟發生了！我
驚訝地上台接受奬牌，覺得是上帝幫助我，我
一定會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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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穎
    
 我今天去了做義工，教小朋友玩躲避盆，第一次同咁多小朋友接觸，一齊玩，見到啲
小朋友咁開心，我都好開心，希望以後有更多機會！

小瑩
    
 我參加了4X100 米接力賽，我們的隊友迅速交到棒，到
交給我的時候，發生了一些意外(掉棒)，我的隊友立刻拾起棒交
給我，我迅速地向前跑；聽到隊友和教練的打氣後，我立即加快
速度，結果獲得了季軍，大家十分高興地上台領取奬杯！

曦曦
    
 新年去了大嶼山，天天都踏單車，又看舞獅，所以很開心！

文文
    
 我讀中二後，整個人都開朗咗，因為我而家有keep住返教
會，所以認識到很多好朋友，同埋搵到自己的興趣，就係彈吉他，
而夢想係組隊作曲上台表演。

小敏
    
 我即將去迪士尼玩喇，還是免費呢！因為之前幫交通
安全隊賣獎券，老師讚我們做得好落力，是獎勵呢！

欣欣
    
 今日我同番以前小學的好朋友一起玩，我哋先去食嘢，
之後去行街，佢仲補買番份生日禮物俾我，我很開心啊！

愷愷
    
 最近在學校過得很快樂，每天午飯過後，同學常邀請我
一起到電腦室聽音樂，最近大家都十分喜歡聽韓國女團
Black Pink，每當聽到她們的音樂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跳
起舞來，十分有趣。

 開心事人人有，但不一定是吃喝玩樂，以上小朋友的開心事有引起你的共
鳴嗎？讓我們也替他們開心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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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齊分享      問卷收集：Joey  
       統計分析:  TT

 閱畢小朋友跟長腿叔叔分享的日常快樂事，為了更了解小朋友的快樂泉源，我們於去年11
月向體驗活動日及服務來信者發出「意見大搜集」問卷，收集他們的意見。以下是我們收到的193
份問卷的統計結果:

    
 我們把收集到的意見分類後，發
現原來最令小朋友開心的是「玩」!另外
，從圖1可見，有不少小朋友也會因為
學業方面的原因，如成績好、沒有功課
及不用上課而感到快樂！同時，有不少
小朋友也會因自己各自的原因，如能
做自己喜歡的事、不被媽媽打罵、看書
、畫畫等而快樂！當然，吃大餐/糖果、收
到禮物、有家人陪伴及做運動也是小
朋友開心的原因之一！

 既然，這麼多小朋友覺得「玩」是
最能令他們開心，那麼到底他們愛玩
什麼呢？

  從圖2可見，原來小朋友最喜歡跟親人或朋友
一起玩，如到朋友家中玩或與弟弟一起玩玩具。其次，
小朋友最開心是玩遊戲機/手機/電腦/電子遊戲。另外
，也許因為參與是次問卷調查的小朋友剛參加了遊戲
體驗日，讓他們發掘了體驗活動的樂趣呢﹗

 那麼最近小朋友又有沒有遇到令他們最開心
的事呢？從圖3可見，雖然有不少小朋友最近也有遇到
令他們最開心的事，但當中亦有人最近沒有開心的事
發生。而大家如有留意圖1，有小朋友被問到什麼事最
令他們開心，有小朋友回答「沒有」或「不知道」。你的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呢？你又會不會替他們擔心呢？幸
好，他們都大抵只是一時間想不到什麼事情才算令他
們最開心，因為最近他們也因獲獎和參與體驗活動而
感到開心﹗至於最近未有開心事發生的小朋友，其實
也有可以令他們開心的事呢﹗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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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收集到的意見分類後，發現原來最令小朋友開心的是「玩」!另外，有不少小朋友
也會因吃喝玩樂、得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學習上的成就和學業壓力的減少等都是令不少小朋
友快樂的事情。令人欣喜的是有小朋友會因為能夠幫助別人而感到快樂，另外亦有小朋友年
紀小小就懂得身體健康的重要呢！最近，你又有遇到什麼開心事嗎？有小朋友的你會多陪陪
他們玩，讓他們可以忙裡偷閒後再應付繁重的學業嗎？

圖 2

圖 3

第四頁



 開心話當年                撰文： tomai

 當我們探索小朋友開心事的同時，緬懷一下成年人、特別是上一代成年人的
童年開心事，想也是頗有趣的。筆者發出邀請，獲得廿多位長者的回應，一起開心話
當年。

學業有成的滿足
     上一代讀書的機會很珍貴，升中試放榜前夕，周家嫲嫲致電報社，得知派位如
願，感到非常開心。美斯姐完成預科卻不為港大取錄，晴天霹靂；後來獲得多倫多大
學學位，開心得難以形容，人與事從此不一樣。海姨姨讀新聞系苦求實習機會，獲德
臣西報老總來電告知翌日可上班，大膽求見得回報，亦覺開心﹗

第五頁

 
有限的資源 無窮的快樂
      五、六十年代生活艱苦，提到開心事，當然離不開玩樂，甘伯伯回憶說，
那時人們都很重同街之情，所住那條街二十多個小朋友互相認識，一起嬉戲，
組成小型足球隊作牙較戰，十分熱鬧。郭姑姑七、八歲時住柴灣平房，鄰居孩
子都是玩伴，幾十個「野孩子」滿山跑，捉迷藏是其中一樣好玩的遊戲。吳大叔
也說：「那些年是街童的日子！」
 群姐姐年少時住唐樓，水磨石做的樓梯扶手，成了孩子們的滑梯，由最
高的四樓層層滑下，刺激好玩。下雨天，用拖鞋和樹枝把坑渠圍成小水塘，放
小船、打水戰，隨心所欲。
  看電影雖是奢侈娛樂，孩子們總有辦法，楊家爺爺回味無窮：戲院有不
成文規例，一個大人可帶一個小童入座，趁人頭湧湧入場之際，便拉著別人的
「衫尾」入場，待放映廣告烏燈黑火時找個空位就座，於是經常有免費娛樂。玉
芬姐小時候跟爸媽看電影，買兩張票，與三個孩子擠在一起或坐在梯級上觀
看，那時看了很多粵語古裝片，回家後用報紙作頭飾，披上床單唱大戲，還會
自製紅纓槍打北派呢！

快樂的滋味
  吃，是另一件開心事，孩子們最愛的當然是糖果零食。
珍姨小時幾姐弟到處搜羅可變賣的小東西賣給收買佬，換來
幾毛錢買糖果或雪條，很開心，很有成功感！蘭姨則儲存零用
錢和弟弟合資買一小包麥提莎，最開心是每次總能多分幾粒
而弟弟居然無異議。
 龍媽媽十多歲時姐姐帶她去旋轉餐廳吃全餐，一嚐美
味的西餐，也可享受窗外不時改變的景色，覺得很開心很難忘
！
     小時候，爸爸會在星期日帶贊姨姨姊弟們到兵頭花園
玩，一次爸爸向賣零食的叔叔買了包豆豆給大家吃，真好味，
真開心！其後每次到公園，她就只惦掛那豆豆了！



鄭校長
     小學時解答了電台何詠琴姐姐有關賣雞蛋的智力
問題，學會「逆向推理」的概念，另一次獲安排參觀美國軍
艦，都覺得很高興。

葉老師
 十一歲時跟祖母回鄉，第一次踏足祖國，在親戚家
附近的池塘游泳，以一把竹梯作水泡，這是我第一次學游
泳，十分開心。

盛大姐
 在香港長大的我，自懂事以來，電台在每晚十二時以英國國歌「天祐
我皇」作結，小小的我，對英國國歌耳熟能詳，卻從沒聽過自己國家的國歌。
直至1957年母親帶我到廣州，坐在中山紀念堂的青草地上，我問表姊：「你
懂得唱國歌嗎？」於是，我第一次聽到中國國歌，我很開心。

萍姨姨
 小時候，每年都盼望「鬼節」和「燒街衣」那幾天，晚上大媽們在街上
燒衣後會撒下一些碎錢，我們同巷7個年紀相若的女孩，一起對大媽們唱
道：「燒衣唔撒錢，今晚俾鬼纏」。大媽們破口大罵，碎錢向我們劈面擲過來
，大家紛紛拾起，一起買油炸鬼宵夜，很是開心。    

     生命裡有很多時光和快樂是大家共有的，是屬於大家的集體回憶，但驀
然回首，最令長者開心的一件獨一無二的童年事又會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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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當年，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Aunt Anita
 年幼時補完課，父親會踏著單車來接我，我坐在後座摟住他
，一起回家。此情不再，很懷念這開心時光，謝謝你，父親！

婉表姨
 我是家裏首三位女兒之一，然後有三個弟弟，所以三個姊姊
渴望媽媽添個小妹妹，媽媽生了第七個孩子，果然如願；我們忙著
翻字典，要為小妹取個同部首的名字，所選的竟和爸爸想的一樣，
真是萬事如意啊！

慧姐姐
 幼時住板間房，常被包租婆的兒子欺負，每踏出房門便給他
追打，哭着回房。有一次鼓起勇氣，拿起一個鐵製「搖搖」，朝他額頭
猛敲，這次他哭著回家，讓我樂了半天，以後再也不被欺負。



   玩得開心         
訪問： Joey  Nada     撰文： Nada

    
 開心和玩樂，就好像是一對雙生兒。以下就由積極提倡孩子玩樂的機構─「智樂」的副傳訊
專員Rebecca為大家講解玩樂的好處及如何讓孩子玩得開心﹗

集體遊戲 vs獨自玩樂，何者優勝？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有些喜歡獨自玩樂，有些孩子較外向，喜歡跟人互動，家長不
要强迫孩子，而應先觀察，後參與。在不同的成長階段，孩子參與遊戲的模式，都有所不同，
家長可以用不同的參與方式來配合，讓孩子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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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遊戲？

    玩樂為何重要？

     玩樂能令人開心，讓孩子有愉快的童年，是健康成長不可或缺的元素。玩遊戲，是
希望小朋友能在學業以外取得平衡。遊戲有輸贏，可讓小朋友學習面對失敗，或在不開心
時宣泄不快的情緒，例如用力擲波、狂跑能讓孩子「放電」！遊戲的好處很多，簡單來說，可
用SPICE來表示：

 Social (社交)－在遊戲中學習與人溝通，如邀請別人一起玩。
 Physical (體能)－玩遊戲時可以跑跑跳跳。
 Intelligent (才智)－學習在遊戲中達成目標。
 Creative (創意)－遊戲可有很多的變化。
 Emotional (情緒)－遊戲中會遇上喜、怒、哀、樂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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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為何缺乏遊戲？

1- 家長比較著重學業成績
    小朋友在課餘要補習、上興趣班、做功課，沒有玩的時間。

2- 基層家庭的小朋友，家長沒有足夠的空間和資源，或會把僅有    
 的資源投放在學業上，以期望孩子有較好的將來！

3-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
    父母會把很多時間放在培訓上，希望讓孩子盡快能像正常小朋友般生活而
 忽略了孩子玩樂的需要！(但也曾有自閉症的孩子透過遊戲而跟別人交流！)

4- 卧病的孩子
    孩子或因體力所限而缺少遊戲！

 遊戲機可以取代真實遊戲嗎？ 

 遊戲機也是遊戲的一種，只是它缺乏了社交、體能
和創意等好處，長時間玩也可能損害視力，若父母不想
孩子沉迷遊戲機，就要讓孩子有其他的選擇﹗根據經驗
，在「遊戲萬象館」或遊戲日，孩子不會為了玩遊戲機而
放棄玩真實的遊戲！

遊戲完畢要孩子善後嗎？

     我們不會有這個規定，但會把善後工作也化成遊
戲，讓孩子樂於參與！

如何打破遊戲的環境界限？

 重視學業是環境的大趨勢，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說明兒童
有遊戲的權利，要因應不同的年齡，照顧他們閒暇的需要。
 目前，智樂：

 1. 跟五間醫院合作，陪伴病童玩遊戲。
 2. 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推行玩樂的項目。
 3. 設「遊戲萬象館」，讓孩子玩得開心，讓家長交流親子遊戲心得。
 4. 明白有些家長真的十分繁忙，沒有時間讓小朋友玩樂，故會到幼稚園培訓老師， 
  教授他們利用有限的資源，打造孩子玩樂的天地，並希望學校可以執行教育局  
  推出的指引：讓半日制和全日制的學生，在學校可各有30和 50分鐘的玩樂時間。
 5. 持續在大埔海濱公園舉辦「好玩社區」，利用一些環保物資，如被棄用的紙皮、膠 
  箱、木板等，營造安全無拘束的玩樂場地，讓家長帶同孩子來玩耍，任由孩子發揮。
 6. 期望凝聚家長，群策群力，在社區營造玩樂的氣氛。
  參與屯門公園的改建，希望孩子將來有個刺激好玩的地方，從而發揚智樂理念─「 
  遊戲是每一位兒童享有的權利」，讓孩子在快樂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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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是生命其中一個很大的力量，是我們
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你會好像有些小朋友
填問卷時那樣，一時間想不到什麼事讓你最開
心嗎？看過「開心話當年」，有勾起你遺忘了
的快樂嗎？儘管我們今天再做當年覺得開心的
事情未必得到同樣快樂，但回憶裡的快樂卻是
我們遇到挫折苦惱時的動力和良藥。也許我們
希望孩子將來飛黃騰達，而犧牲了他們的玩樂
時間，但沒有快樂的童年、身邊沒有人分享生
命的高低起落，那將來的成功和財富有意義嗎
？童年稍縱即逝，在為孩子鋪排人生的同時，
你有為孩子播下快樂的種子嗎？

 雖然，物質可以讓孩子快樂，但我們從孩
子的來信、問卷調查的結果和專業人士的意見
也發現與親人和朋友一起玩對孩子來說是十分
重要，而孩子亦從中得到最大益處。即使生活
如何勞碌，相信如果可以花時間陪伴孩子參與
各種不同的遊戲，放心讓他們與朋友玩，不但
可以令他們的快樂倍增，而你看見孩子的笑容
，一天的疲勞也會瞬間溶化掉。你給孩子的快
樂和時間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禮物，也永遠沒
有人可以奪去的。  

後記﹕

 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佛德利克生(Barbara Fredrickson)透過實驗證明，正
向情緒能增進孩子的智力表現，並讓他們更能運用自己的資源去冒險及探索。因此，快樂的童 
年對人們面對逆境與挑戰，有著重要的關係。
 要協助孩子建構快樂的童年回憶，讓他們多些參與能與人互動的活動，例如:家長與孩
子一起創作、小孩子一起玩不同的遊戲，從中能加強人與人的聯繫，增強孩子的自我意識和健
康的行為，比只是單獨玩耍及提供物質，更能為孩子創造快樂的經驗﹗

開心與成長 ─ 專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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