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幫助 SEN 孩子解決學習困難的創新方法」講座聽眾提問
共有 1709 位家長和教師報名參與，441 位填寫問卷，76 位提出問題或意見，感
謝參與！
以下是講者馮立榮校長的回覆及青田的一些補充。

A. 桌遊的進行與學習
1.

小朋友十分介意輸，不愛比賽。一要分誰勝誰負，就不想玩桌遊了。如何
吸引小朋友繼續去玩？ / 想知如何引導小朋友輸棋的不快情緒。 / 如何引
導學生不要過份計較輸贏
有些桌遊一個人玩，會減輕輸棋的不快；有些桌遊是團隊式，一起勝或一
起負，可以互相激勵。其實，先玩一些時間短的，下棋多了，自然會有勝
有負，慢慢便會適應下來。

2.

可再更具體細微，說明運作上面對困難的解決辦法
不同的桌遊或對手會令參與者遇到障礙，小朋友便要運用已有知識去解
決，失敗多次，便會找到解決的方法。

3.

在帶領桌遊的時候，需要有什麼技巧？有相關的培訓嗎？
帶組要清晰活動的目的，坊間有不同的桌遊導師培訓班。

4.

如何利用網上視頻形式，為學生進行桌遊活動？ / 網上桌遊能否完全取替
桌上遊戲？兩者的分別和利弊如何？
面對面一定比網上桌遊更有效果。
Capstone Boardgame 將會出版一本網上視像桌遊教育工具書，可參閱。

5.

在疫情下，桌遊室可以如何運作？
減少玩一些配件較細的桌遊，讓孩子定時消毒雙手。

6.

如何得知該次桌遊有達至消閒以外的目的？ / 了解桌遊對學生益處
學習帶領技巧可認識教學目標和評估方法。

7.

除了現有的桌上遊戲外，我們可以如何設計適合幼稚園幼兒玩的桌上遊
戲？ / 如何設計適合 7 歲及以下學生的桌遊？
掌握不同的桌上遊戲特色，對課程和幼兒心理也要有一定認識。也有相關
課程可以學習。

8.

如何混齡實行桌遊活動
在揀選桌遊時，可以選擇合作類型遊戲，或家庭類型遊戲；另外可以選擇
機制上運氣成份高的遊戲，減少能力上的距離影響參與者遊戲體驗。

9.

很期望有講者能分享他們帶領多於一節小組的整個流情和計劃
期望有機會可以安排。

B. 桌遊資訊及介紹
10. 想了解更多關於桌上遊戲的來源以及歷史
坊間有不同的書籍可以找到資料。
11. 會否有大型桌上遊戲活動/比賽給家長帶小朋友先嘗試後購買
期望有機會可以為大家安排。
12. 片中所示範教具可從哪裡購買？ / 合適幼稚園小朋友的桌上遊戲可在哪購
買 / 在哪可以較優惠的價格購買講座所介紹的桌遊？ / 希望能夠有購買桌
上遊戲的資料。 / 那些桌遊可以在哪裡購買？ / 請問有關桌上遊戲大多可
以在哪購買得到？ / 請問講座提及既桌遊那裏買到？ / 講座相關的遊戲可
以到哪統一購買？ 謝謝介紹多款遊戲，不知在何處可購買相關的產品？ /
邊度買呢啲遊戲？ / Where to buy the games used as demonstration?
請參考青田網頁及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
13. 可以提供本講座所介紹的遊戲清單，包括適合年齡，及對哪方面有幫助 /
為更好地推廣，希望可以有一個框架表，顯示甚麼遊戲適合幾年級，還有
是專門訓練哪方面的能力。謝謝！ / 講者能夠提供一個清單，寫著不同遊
戲訓練學生的哪一種思維能力嗎？這樣老師可以更有針對性的推薦某些學
生去進行這種遊戲。 / 不知可有適合 3-6 幼兒玩的桌遊名單嗎？ / 如能提供
桌遊清單及合適年齡更佳 / If there is a compiled list of board games in
different level and categories, that would be helpful.
請參考青田網頁及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

14. 有沒有 STEM 方面的桌遊？
請將聯絡資料和問題電郵至：funglapwing@cherishplay.com
15. 請問有冇教幼稚園生中文部件的 board game 介紹？ / 想認識更多幼稚園小
朋友能玩的桌遊 / 希望有更多幼稚園學生能玩的桌上遊戲玩具 / 期望有更
多適合學前幼兒的桌遊教材介紹 / 可否推薦一些適合 3 至 6 歲桌上的遊戲 /
如能介紹多一點幼稚園適用的桌遊則更好
16. 想知道更多適合小學生的遊戲。 / 想認識更多適合 8 歲以上的桌遊 / 如有
配合小學數學課程的桌遊就好了。
15-16：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內容有桌遊的教育元素和適合程度分類，可參
閲。

17. 這個講座的介紹比較適合年紀少的學生，有沒有適合初中學生/高中學生的
遊戲 / 介紹的遊戲似乎比較適合年紀較小的同學，有沒有適合中學生的
呢？ / If possible, please tell us some gam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有些策略性桌遊是適合中學生的。請將聯絡資料和問題電郵至：
funglapwing@cherishplay.com

18. 能介紹一些情緒管理及適合青少年玩的遊戲嗎？
請參考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或將聯絡資料和問題電郵至：
funglapwing@cherishplay.com
19. 可否介紹多啲桌上遊戲，特別適合專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 想問一下桌上遊
戲是否會有類別安排，例如：會針對及特殊兒童可以進行遊玩的，因為有
一些特殊兒童可能是認知有問題或者閱讀有問題或者有其他問題等等，會
不會根據有不同問題的特殊兒童的需要而設立不同的桌上遊戲專為這類特
殊兒童可以玩耍學習的。 / 有沒有適合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的桌遊可推
薦？ / 有沒有甚麼遊戲特別適合某種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多玩可以改善其
症狀？ / 活動能否讓 SEN 學生更有效學習
桌遊在 SEN 學生的應用非常廣泛，請參考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及請將
聯絡資料和問題電郵至：funglapwing@cherishplay.com
20. 想認識更多桌遊 / 希望了解更多 / 更多桌遊介紹 / 想認識更多不同類型的桌
遊 / 請問有什麼途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桌遊？明白該桌遊如何玩？ / 認識
更多不同種類桌遊的方法 / 除了影片中的桌遊外，請問還有什麼途徑可以
定期找到些最新的桌遊。
請參考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
21. 可否給予講座 PPT 及有更多桌遊資料
抱歉講座不提供筆記，但日後可於青田教育基金會網頁重溫講座內容。桌
遊資料請參考青田網頁及 Capstone Boardgame 網頁。

C. 其他
22. 設定在家規則，例如早睡、打機時間
透過桌遊先學規矩，再寫下不同的時間卡讓孩子抽，依卡行事。
23. PPT 其中一桌遊的好處中：最後的 3 個 PIONT 被主持人的影片蓋住了，可
否將最後 3 點再顯示。
謝謝指出，我們將在講座重溫修正此問題。
24. 繪本教學 / 如何可以幫助外藉同學減輕英文讀寫障礙？ / 自由遊戲
有關繪本教學，可參考青田教育基金會以下講座：
「如何幫助孩子習得 1000 個兒童常用漢字和閱讀策略」 講座
「如何利用圖畫故事書為孩子講故事」講座

有關英文讀寫障礙，可參考：
「幫助 SEN 孩子解決學習困難的創新方法」講座
更多講座正在籌備中，最新消息請留意青田網頁及 Facebook。

D. 意見
25. 在分享過程中，介紹了不同桌上遊戲都十分適合幼兒。我最印象深刻的其
中一個遊戲是閃靈快手。雖然玩法簡單和遊戲時間短，但能夠訓練幼兒逆
向思維。在幼稚園內是十分適合與 K1 至 K3 幼兒一齊遊戲的。
26. 現在科技進步，遊戲主要都是以電腦遊戲為主，其實不太好，真的要給現
在的孩子多玩些實質的遊戲，免使兒童提早因接觸多電子產品的遊戲，而
影響健康的發展。
27. 感謝馮校長的分享，讓我認識到更多不同的桌遊，尤其 Buggy Number 這遊
戲十分適合高班幼兒。另外有些桌遊可自行調節難度，讓幼稚園學生遊
玩。
28. 多謝你對不同的桌遊的介紹，如你所說，因桌上遊戲種類太多，買到的桌
遊，都不明白玩法，很難介紹給學生。
29. 這個講座很有趣內容很豐富。希望日後能針對不同類型（策略型、推理型
等）的遊戲作深入一些的探討。謝謝
30. 非常感謝馮立榮校長的分享，真的讓我知道桌棋既好玩，但又原來可以培
訓到小朋友不同的技能，真是非常有用，謝謝！
31. 有桌遊推薦和遊戲示範能讓人清晰了解桌遊對學生思維訓練的好處。
32. 藉著這次的講座內容讓我意識到桌上遊戲對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的提升有
很大的幫助。
33. 本人經過這講解後，使我對桌上遊戲的了解更多及更深入了！

38.
39.
40.
41.

很好的講座，因為很具體地介紹了多種桌遊的玩法及如何提升兒童的能力
透過桌遊，可以啟發小朋友的手眼協調和空間感
講者的講解清晰，介紹的桌遊有趣，可作輔助教材，寓學習於娛樂
講座以這種形式播放，非常方便，不用限死一個時間聽完整個講座，可以
分段看，又能重覆看，非常好。
謝謝馮校長的分享，內容充實有用；謝謝青田的安排！
講座很好，令我對桌上遊戲的了解加深了很多，謝謝
內容十分豐富，同時講解十分清楚，易明。
有，能認識很多不同的桌上遊戲

42.
43.
44.
45.

多謝你們在網上介紹了不同的桌上遊戲。
希望有多些實踐遊戲的機會。
今次講座認識更多較少人提及的桌遊
介紹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桌上遊戲，很精彩。

34.
35.
36.
37.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Very inspiring! Thank you for the online workshop.
桌遊介紹清晰
感謝講員用心預備和分享
認識不同種類的桌遊
認識更多不同的桌上遊戲
學會了幾款新桌遊，不錯
講員列舉很多具體的例子說明，很清晰
講座內容非常好，謝謝

54.
55.
56.
57.
58.
59.

網上重溫
多謝詳細講解
很清楚
很好
很好
有趣

60. 謝謝
61.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