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課抗疫
在家活動小冊子

停課小故事及趣味遊戲冊



停課小故事：為什麼不用上學呢？



生活突然改變了，
不能外出，又不能上學。
我感到……



因為出現了新型冠狀病毒…



有很多人都病了，他們可能會….

發燒

乏力

咳嗽

傳染別人



甚至病人要到醫院進行隔離。



因此不能上學，不能到公園玩耍，也不能與朋友玩。



爸爸媽媽可能留在家中上班。 大家都常常留在家中，
減少外出。

而且，家人都注重多了家居清潔。



我都要努力保護自己，注意個人衛生！

考考你，請把正確的行為指出來！



一
起
學
習
洗
手
的
步
驟
吧
！

每
次
需
要
二
十
秒
以
上
呀
！



除了保護自己，我在家裡可以……

填色 唱歌 看圖書



我還可以與家人一起進行以下活動呢！



噢…可是…
每天只玩玩具，
還是感到納悶啊！
怎麼辦？

不用怕，我們可以
一起玩遊戲呢！

太好了！



趣味遊戲冊
抗疫期間，我們準備了22個在家進行的「親子小遊戲」，
與家人一同完成吧！每頁設有溫馨金句，來陪伴大家渡過
困難時間！

親子若於停課期間完成所有遊戲，並按後頁指示作紀錄，
可於復課後向駐校社工換領小禮物乙份。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月
1 2 3 4 5 6 7

各位，與爸爸媽媽一同製作月曆，記錄你們每天完成的遊戲吧！

製作材料：紙、筆

在適當日期格內，填寫你當天完成了的遊戲。如完成所有遊戲並填妥月曆紀錄，
幼兒可於復課後交給駐校社工，即可換領小禮物乙份！例子如下：

12

代表當天完成了
「遊戲十二：抱緊
多一點」及「遊戲
四：運球高手」！

4



遊戲一：夾子高手

互訴互勉就是好天。

遊戲目的：
1. 提升幼兒前三指的靈活度
2. 學習接受勝負結果晴天陰天還是雨天，

材料：
曬衫夾、計時器

玩法：
家長與幼兒以三盤兩勝的方式於
限時1分鐘內鬥快把夾子夾在對方身上，
夾子最多的一方獲勝



遊戲二：滾動的石頭
材料：
紙巾

玩法：
幼兒把10張紙巾搓成小球，成為紙巾石頭，
並逐一將紙巾石頭從起點線吹過終點線

遊戲目的：
1. 提升幼兒手眼協調及視覺追蹤的能力
2. 提升幼兒勇於嘗試的態度

用心去愛，用愛去教，
和孩子一起成長，

享受每天的幸福和快樂。



孩子需要三勵：

玩法：
家長以拍手及踏腳做出動作（如：拍手-拍手-踏腳），
幼兒跟著節奏重複動作。然後到幼兒做出動作，家長重複動作

調節難度：
1. 提升動作難度（如：跳去左邊拍一下手-跳向右邊拍一下手-轉圈）
2. 加快動作速度
3. 將之前的動作串連起來，家長及幼兒一起做動作

遊戲目的：
1. 讓幼兒學習留心專注
2. 提升幼兒記憶力

遊戲三：手舞足蹈

勉勵、鼓勵、激勵



別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遊戲四：運球高手
材料：
小皮球、毛巾、豆袋、咕𠱸

玩法：
幼兒將物品放在身體不同部位運送
物品至終點
(身體部位：頭頂、腋下、雙腳、肩膀等）

調節難度：
1. 以指定動作運送物品，如兔仔跳、橫行、單腳跳、爬
2. 雙人合作，抽出要運用的身體部位，運送物品至終點

遊戲目的：
1. 訓練幼兒平衡力
2. 加強肢體協調能力



世上最幸福的事，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遊戲五：運送物資
材料：
湯杓、乒乓球、立方體小積木、電線膠紙

玩法：
劃定要運送的距離，如兩張椅子間等。
用湯杓運送立方體小積木，或嘗試運送乒乓球

調節難度：
1. 增加運送的距離及障礙，如幼兒須沿著電線膠紙貼出的不規則路線走
2. 增加時間限制，如限時一分鐘完成

遊戲目的：
1. 增進平衡能力
2. 促進手部控制能力



遊戲六：你丟我接
材料：
球和色紙

玩法：
1. 色紙分散放在地上
2. 幼兒須站在指定顏色紙上，
並成功接過家長掉出的球

3. 二人角色交換，重複上述步驟
＊除色紙外，可嘗試數字或圖形

遊戲目的：
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及反應力

你我共渡時艱，迎難而上；同心守望相助，雨過天晴。



遊戲七：尋寶樂
材料：
幼兒喜歡的餅乾
（或其他幼兒喜歡的東西）

玩法：
1. 將餅乾藏在客廳的櫃子或沙發等傢俱附近
2. 根據幼兒能力給予簡單指令，提供物件方位、
距離等，讓幼兒尋找餅乾
如：向前走四步，左轉，再走三步。在
房間門前的櫃子，左下方的抽屜

遊戲目的：
提升幼兒跟從指令的能力

使孩子發揮最大能力的方法︰
讚賞和鼓勵

餅乾



遊戲八：膠樽保齡球

調節難度：
1. 增加界線與膠樽間的距離
2. 增加膠樽數量，並排成不同形狀

遊戲目的：
1.活動大肌肉 2. 加強手眼協調

材料：
膠樽數個、球

玩法：
1. 將膠樽排好，設發球界線
2. 站在界線後，將球滾向膠樽
3. 重複發球，直至所有膠樽倒下為止

陪伴家人，微笑面對生活，
就是一種幸福。



遊戲九：不要摸面面
玩法：
1. 家長發出指令將手放在不同身體部份，如手放膝頭，
放肚臍等等，幼兒跟著做

2. 如指令是「手摸面面」，幼兒要立刻做出交叉手勢

調節難度：
將「手放面面」的指令泛指任何面部器官，如眼耳口鼻，
幼兒須經思考再做決定

遊戲目的：
1. 建立不摸臉的習慣
2. 促進親子關係建立
3. 學習聽指令

保持微笑一起渡過疫情的嚴峻。

好習慣要在輕鬆環境中學習，

手摸面面



遊戲十：洗走小交叉
材料：
一張印/畫有手掌及手背的圖紙

玩法：
1. 幼兒用鉛筆畫一個小交叉在手掌圖案上，代表病菌所藏位置，

不能讓對方知道交叉的位置
2. 家長有20秒時間仔細清潔雙手，幼兒負責從旁觀察，確保家

長成功清洗圖紙上小交叉的相同位置
3.    完成後雙方交換角色

建議：標記在較少清潔的地方，如指甲，指罅，手腕，手背等

遊戲目的：
1. 建立洗手好習慣
2. 學習清潔手指難洗部位

戴口罩，勤洗手，病毒細菌快快走
常消毒，勿亂摸，身體健康笑呵呵



遊戲十一：拍拍小動物
玩法：
1. 家長說出不同詞語，如水果、人物、動物等
2. 聽到動物名詞時須拍手，其他詞語毋須拍手

例子：陳老師 消防員 獅子(拍手)     單車
太陽 畫畫 兔仔(拍手)

調節難度：
聽到動物名詞時拍手；
聽到水果名詞時拍大腿。

遊戲目的：
提升幼兒專注及反應力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17:22)

獅子



遊戲十二：抱緊多一點
玩法：
1. 家長抱起幼兒慢慢轉圈或向前行
2. 慢慢減少用力抱幼兒，鼓勵幼兒用手腳抱緊家長，以強化幼兒大肌肉
3. 當幼兒掉下或要求暫停便可停止

注意：
1. 如果幼兒感到很害怕，家長可先表達自己會保護幼兒，
增加幼兒安全感，宜減慢減少用力抱的速度

2. 務必留意幼兒反應，若幼兒非常害怕，宜停止遊戲

遊戲目的：
1. 強化幼兒大肌肉
2. 提升親子關係

多一點理解和擁抱，

多一點溫暖和安慰。



遊戲十三：獨一無二的畫作
材料：
A5 SIZE 的淨色布袋/紙袋、顏料、畫筆

玩法：
1. 親子在袋上輪流繪畫不同的圖案
2. 雙方不能說話，只能用眼神及畫畫表達
3. 完成後，親子可向對方解說畫畫的內容
及當時的想法和感受

靜心下來欣賞和細味吧！

父母與孩子共同用心編織、創造的，

必然是你們眼前最美麗的風景。

遊戲目的：
1. 發揮幼兒的創意力
2. 提升親子間的默契和尊重



遊戲十四：你猜我猜
材料：
一個深色膠袋/布袋(或遊戲一的袋子)、
衛生用品（包括紙巾、酒精搓手液、毛巾、口罩等）、
其他可刺激觸感能力的生活用品（如泥膠、冰、水果）

玩法：
1. 深色膠袋/布袋中擺放一件物件，
請幼兒伸手觸摸物件，猜出袋中物件

2. 如有困難，家長可引導幼兒去想像
3. 猜中後可展示物件的正確使用方法

遊戲目的：
1. 提升幼兒的好奇心及觸覺能力
2. 提升幼兒的衛生意識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遊戲十五：「採」色小寶貝
玩法：
幼兒在家中搜出3件指定顏色的物件

調節難度：
1. 增加時間限制
2. 增加搜集的物件數量
3. 搜出後，分享物件由來

例如「藍色的Elsa，公仔是同學送」

遊戲目的：
1. 提升幼兒觀察力
2. 訓練幼兒聆聽指令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希伯來書 12 ： 11 ）



遊戲十六：感覺相伴
材料：
環保紙、(顏色)筆

玩法一：
1. 親子一同畫出不同情緒圖
2. 家長把情緒圖收藏在家裡，幼兒找出後，分享引發相關情緒的事件

玩法二：
1. 每人畫5張情緒圖(喜、怒、哀、樂、悶)，完成後將情緒圖反轉
2. 每人輪流揭圖2張，如圖案相同，需分享引發相關情緒的事件
3.分享完可取得相關圖案，比一比誰取得多

遊戲目的：
1. 關心及了解彼此的情緒
2. 學習表達個人情緒

擔心焦慮在所難免，
讓我們肩並肩一起面對。



遊戲十七：黑暗中的盛宴
材料：
毛巾(或眼罩)、杯及飲管(或以紙包飲品取替)、食物

玩法：
1. 用毛巾或眼罩覆蓋眼睛部份
2. 伸出雙手接過飲品或食物
3. 蒙眼下完成進食，猜出正確食物／飲品
＊可多嘗試不同類別的食物

遊戲目的：
1. 提升幼兒的味覺發展

若煩惱離不開自己，
不如休息一會，才繼續出發。



遊戲十八：貓咪捉老鼠

材料：
紙張、繩、膠碗/膠杯

玩法：
1. 將紙張捲成圓筒狀
2. 用長繩紮實圓筒型紙張，
當作小老鼠

3. 家長握繩控制圓筒紙張的移動方向
4. 幼兒嘗試用膠碗捕捉小老鼠

遊戲目的：
1. 提升視覺追蹤能力我們的愛，不要空口説白話，

要有真誠的行動。
(約翰一書3：18)



遊戲十九：麵粉畫
材料：麵粉、盤子或托盤

玩法：
1. 將適量的麵粉倒入盤子中，
以撲滿整個盤子為主

2. 幼兒用手指自由在盤中用麵粉做畫

調節難度：
1. 麵粉可加入少許的水或油，變成麵團，讓幼兒搓。
既可以變成新的遊戲，又不會浪費資源！

遊戲目的：
1. 提升手指靈活性
2. 刺激幼兒觸覺

豐富的想像力比書本知識更重要。



遊戲二十：動物嘉年華
材料：
電線膠紙

玩法：
1. 將膠紙貼在地上，呈現不規則彎曲線
2. 家長和幼童輪流請對方扮演動物，如：

螃蟹、熊、兔子等，並模仿該種動
物行走在膠紙上。

遊戲目的：
1) 促進大肌肉發展
2) 提升幼兒平衡力

父母溫柔的陪伴及鼓勵，讓孩子能勇於學習及嘗試。



遊戲二十一：小朋友齊購物
材料：超市或百貨公司廣告

玩法：
幼兒按家長指示，在廣告上找出指定答案並圈出來。

*如：指定顏色/圖案/物品/數字/英文字母

調節難度：
1. 縮小觀察範圍，如把廣告對摺
2. 專注指定購物類別，如: 我想買橙

遊戲目的：
提升小朋友視覺專注及視覺記憶

育兒過程有艱辛，也有歡樂。

我想買
檸檬



遊戲二十二：人肉過山車

注意：
家長需注意小朋友敏感度，不宜過急
轉換動作及於飯後活動

遊戲目的：
1. 認識不同方向
2. 促進親子關係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詩篇127：3)

玩法：
1. 坐在家長大腿上，家長雙手抱緊
幼兒，當作扣上安全帶

2.由家長或幼兒發施號令「向上、
向下、向左或向右」

3. 家長隨指令一同擺動幼兒身體，
亦可震動雙腿扮演過山車緩緩向上



願親子們都享受

歡樂的遊戲時光！

恭喜您已完成

22個親子遊戲呢！



女青昕兒駐校服務辦事處

服務時間 : 9:00-6:00 (一、二、四、五)

9:00-5:00 (三)

聯絡電話：3188 1543

電 郵 ：yjoy@ywca.org.hk

如在停課期間，家長對管教、

處理孩子情緒或有其他需要，

歡迎於停課期間聯絡駐校社工！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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