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蒙氏教育最高境界

　　蒙特梭利的教室既是一個有結構和規律性

的環境，同時也有自由和接納的氣氛。

　　自選時間，幼兒在桌面摺紙飛機，高興之餘

即時就玩「放飛機」的遊戲。老師看見了，沒

有怪責或制止幼兒，反而為他著想，在課室裏

為他開設一個空間，讓他一邊可以「做實驗」、

「玩遊戲」，一邊又不會妨礙其他同學的活動。

我們稱這個叫「尊重」，老師尊重幼兒的意願，

幼兒亦需要尊重其他同學，不妨礙別人。

　　論到尊重，一般以為是「卑」的對「尊」的。

在教室裡面，誰是「尊」？誰是「卑」？瑪利

亞蒙特梭利再三提醒教師：當面對幼兒的時候，

要把自己看成一名侍女，以謙卑，甚至是恭敬

的態度，留意幼兒的學習情況和需要，回應他

們的訴求。這是一份帶著謙卑而出的「尊重」。

　　一名小女孩在教室裡打翻了桌子上的水杯。

老師沒有責怪她，用溫柔的聲音，彎下腰，問她：

現在我們可以怎樣做？」 女孩告訴老師「我去

取乾布抹乾桌上的水。」老師這就讓她自己學

習負責任和解決困難，同時，學習接納自己或

別人也會有犯錯的時候。

　　當社會充斥著功利主義，唯利是圖的時候，

連教育也只看重成績表現的時候，我們希望先在

孩子的心中播下德行的種籽：接納自己、尊重

別人、不怕失敗、勇於嘗試。孩子需要被接納，

得鼓勵，有空間和時間從錯誤中學習，從而建

立她的品格，自信心和學習的興趣就自然而生。

黃少蘭校長
( 前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總校長 )

品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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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老師分享

學前康復服務

試驗計劃

顧美詩校長

　　「回應主恩，實踐召命」是本學年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教育

發展中心為四園教職員所訂定的目標。上帝賜給我們白白的救

恩，並呼召我們成為幼稚園團隊中的一份子。「神救了我們，

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提摩太後書

1 章 9 節。我們不能單靠說教便能影響幼兒生命，而是透過讀

聖經、祈禱、閱讀書籍和練習實踐 (Bible, Pray, Books & 

Practice)，反思和更新自己，才能集中焦點完成神的召命，

做個有生命影響力的基督徒老師，協助家長培育幼兒成長。「你

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

理的道。」提摩太後書 2 章 15 節

　　「感謝神！本學年，我們邀請了台灣蒙特梭利兼任講師於 10

月、12 月、2 月及 5 月到校直接指導，使學校、老師和幼兒都獲

益不少。過程中，老師學習安靜地觀察兒童，放下了以往站起來

觀察的形式，提醒自己多坐下來觀察，學習以欣賞和探究的角度

出發，並信任幼兒有能力解決疑難，提供機會給他們多作嘗試，

需要時才作適時和適切的介入，引導他們學習。

　　此外，講師與我們一起檢視了文化區的六大領域，包括：動物、

植物、歷史、天文、地理和地質，將教具重新分類，並嘗試以「水」

作為分題，探討教具與分題學習內容的結合。經過努力整理後，文化

區的教具及環境得以優化，被賦予了生命力，有煥然一新的感覺，激

發幼兒的學習熱情。

　　在 2013-2016 年，我們參加了教育局語常會「學前優質英語教學計

劃」，建立了優秀英語教學團隊。今年我們延續了從計劃中的教學策略，

透過全英語的故事朗讀、遊戲、戲劇、談話、兒歌等課堂活動，及與幼

兒共同創設英語語文環境，提升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

　　家長一向很欣賞本幼稚園所有教職員的態度都親切友善，能

關心幼兒及家庭的情況，並提供協助，著重幼兒全人發展。在今

年在「天父賜我好品格」獎勵計劃中，不但發掘了幼兒獨特優良

的品格，也成為家長了解幼兒的橋樑，更鼓勵幼兒藉此彼此欣賞

和學習。

　　2017-18 年是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開始，也是香港學前教

育的新里程，就讓我們把握這機遇，成為更多家庭和幼兒的祝福。

回應主恩 實踐召命

蒙特梭利教師培訓

天父賜我好品格

創設英語語文環境

外語老師分享

學前康復服務

試驗計劃

外語老師分享

學前康復服務

試驗計劃

與展望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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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joining the school this year, I have taught the students from K1-3 
a phonics course to improve reading ski l ls ,  I  a lso hope that  through me 
the students have had a real meaningful interact ion with a nat ive Engl ish 
speaker, and that they feel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using English.

It has been a very enjoyable experience, teaching students of this school, I’ve 
found them to be considerably talented, fast learning and easy to teach. Having 
such wonderful students makes my job a real pleasure. I hope the students have had 
an equally enjoyable time, and that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progression is evident.

From my first day in school, I have been made to feel welcome by students, staff and parents all, in this 
small  corner of Hong Kong, a real gem of a school can be found, where al l  involved endeavor to mak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s possible.

David Gardiner英文老師

　　　今年雖然是我第一年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牛頭角 ) 任教普通話，但是校內的
歡笑聲和笑臉，卻讓我倍感親切。我感恩能夠常常見到每位老師和學生們，早上見
面時說聲 「早安」， 放學後說聲「再見」。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卻令我覺得
幸福和溫馨。

　　而在教學方面，學生們的表現深深的感動了我。他們上課時的專注與投入，
不只代表了他們對普通話的濃厚興趣，還令他們能夠完全掌握到詞句的發音，
再把所學的不經意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在各個學習領域中充分展現出他
們的能力與學習成果。幼教專業的進修與學習永無止盡，來年希望我還能和小朋
友們一起不斷地學習成長，選擇最適合的教學模式與掌握最優質的教學品質，讓

小朋友們適應未來多變的社會環境。

蔡鳳婷老師
普通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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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女青悅兒成
長服務 (Y Seeds) 為學校提供了接近一年
半的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提
供到校的訓練及支援，促進他們全面成
長。到校訓練範疇包括認知、言語、大、
小肌肉及社交行為等各方面，在訓練過
程中我們見證著不少小朋友的進步，真
是十分令人鼓舞！能達到如此成績，家
長的努力及學校的配合都不可或缺，學
校除了配合場地運用外，老師們更在百
忙中抽出時間與到校訓練同工討論、分
享各小朋友的上課狀況，讓我們更了解
幼兒在不同環境下的表現，對訓練的果
效實有莫大的助益。此外，家長可透過
「家居訓練」及「觀課活動」了解子女
的發展及訓練進程，學習訓練技巧後再
帶回家中繼續為子女訓練。過去的日子，
感謝學校及家長的努力及投入，跟我們
一起同行，為每顆小種子努力！

女青悅兒成長服務團隊

　　我家的女兒從小就不愛說話，當她兩歲多的時候，她話也不多亦只願意跟爸爸
媽媽說話，就算跟爸爸媽媽說話時她表達的詞彙亦不太好，她甚至沒有勇氣跟外人
談話！

　　我和先生也曾想盡辦法去改變這一個問題，但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三歲多
時，她在平安福音堂的校園裡開始她的校園生活。進了校園後，她用了半個多月的
時間才被動地跟老師說早晨，更不會與老師說別的話，總是沒有什麼的回應！我亦
跟老師們談論過女兒不願說話這一個的問題，後來幸好得到老師們的幫助，得知女
青年會有一些專業人士可幫助女兒，他們貼心地設定了一些特別的課堂給予女兒！

　　過了不久，女兒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她的話多了很多，亦經常主動跟我們說
話。她也變得開朗了，亦變得比以前更勇敢。有一天，她突然向一個陌生的婆婆說
話，她居然主動地向婆婆說：「婆婆，你好！」從前的她只會低着頭，更不敢說話！
今天她居然主動向陌生人說：你好，早晨！這真的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多謝校方給予我們這一次的機會，向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和女青年會的老師們說
聲非常多謝！多謝你們用心的幫助，讓我女兒得以改變；同時，亦希望有更多的人
了解到女青年會這個機構，讓有需要的小朋友得以幫助，享受到更快樂的童年！

上午低班葉穎芊家長

家長
分享

分享

我家的女兒從小就不愛說話

女青悅兒成長
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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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活動剪影

低班活動剪影

高班活動剪影

全校活動剪影

幼兒班遊覽佐敦谷公園

幼兒班親子玩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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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活動剪影

低班活動剪影

高班活動剪影

全校活動剪影

低班參觀昆蟲館

低班參觀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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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活動剪影

低班活動剪影

高班活動剪影

全校活動剪影
高班參觀綠化教育資源中心

高班畢業生旅行

5 月份生日會
「海底嘉年華」

四月份生日會
「極速汽車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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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活動剪影

低班活動剪影

高班活動剪影

全校活動剪影

5 月份生日會
「海底嘉年華」 小小細運會

四月份生日會
「極速汽車大賽」 親子年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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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牛頭角 ) 2017 年製作 ( 非賣品 )

本園信念： 使　命： 課程特色：

 堅信每個兒童都是獨特、貴重和無價的，並具有
可發揮的潛質。

 神賦與父母教養子女之責，園方以基督教教育精
神協助父母完成責任。

 聖經是神的話，是我們行事為人的準則。

按著聖經真理和立場去 
建立一所神和人都喜悅 
的幼稚園。

 培養自理能力

 發展創意思維

 夏威夷聖經基礎課程

 建構讀寫萌芽

 蒙特梭利教學法

青衣校址： 沙田校址： 天水圍校址：

新界青衣長宏邨宏毅樓地下

電話：2484 7481

傳真：2484 7482

新界沙田正街 11-17 號偉華中心 3 字樓平台

電話：2695 4422

傳真：2695 4099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電話：2446 9277

傳真：2328 4933

查詢詳情，歡迎致電：2776 9285，或瀏覽本園網頁：http://www.peck.edu.hk

傳 福 音      充 滿 神 的 愛      行 事 公 義

我要高飛上午小組

　　好開心，我們一班「高飛小組」組員，每星期都能見面，談談

心事，互相傾訴，更難得的是有人陪你「哭」，有人陪你「笑」。

透過小組既互動學習，大家獲益良多，也成長了不少。但願我們都

能繼續一起成長一起「高飛」。

李心樂家長

　　參加我要高飛成長小組最大的收獲是能夠和一班有心的組員一

起成長，互相支持。在小組內學到不少關於個人成長，夫妻關係，

以及子女教養等技巧。這些學習都是度身訂造的。當面對自已的情

況時，小組總能發現自已看不到的盲點。在覺得無奈不能改變，不

知如何處理時，給予提醒及支持，彼此打氣。最近一位組員分享一

個困難，後來突破關係，困境成為美事。看到組員的改變，自已也

覺得有盼望呢！感恩能夠參與，相信所學到的是一生受用的。

黃悅瞳家長 我要高飛上午小組

外語老師分享

學前康復服務

試驗計劃

感想分享

外語老師分享

學前康復服務

試驗計劃

家庭成長小組

家長聚會

主日喜樂團 週三喜樂組 週四家長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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