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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章 16節）

童年的我：感覺這世界沒有愛⋯自卑
我生長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我們一家七口擠住在一百多呎的板間房裡。父親是一個

賭徒，終日賭錢以致我們一家日常的飲食也需鄰舍救濟。父親輸錢後常打罵母親和子

女，因此我感覺這世界是沒有愛。我幼時讀書成績不好，故從來沒有被老師稱讚和鼓勵。記得讀幼稚園時，同學們因

成績好都被選中在聖誕聯歡會裡表演，但我連在台上做一棵不動的樹也沒有機會⋯

青少年的我：自卑、缺乏自信
能讓我從沒有自信和自卑裡走出來，就是「打鬥」。當時我和屋村的一群青少年組成一黨並在村內撩事鬥非、橫

行無忌、「蝦蝦霸霸」、「見不順眼就打」。我是其中一個「打手」。每天都會被派去打一些我不認識的人。當每次

把對方擊倒在地上時，我最開心因我找到自己的價值和「自信」。

生命脫胎換骨的改變
感謝上帝的憐憫和救恩！祂使我的生命有脫胎換骨的改變。祂讓我在一所基督教中學就讀。那裡的老師全都是基

督徒。他們以基督愛的生命影響學生。我從老師們的愛和見証感受原來這世界是真有愛的。我這爛仔起初對這信仰很

反感，嚏之以鼻。記得我曾用粗口和污穢的字侮辱耶穌的名字並用粗口唱聖詩。中三那年，在一次課室裡的福音聚會，

耶穌讓我看見自己是個罪人。我掙扎了很久，心裡默默地向耶穌認罪，流著眼淚決志信耶穌。那刻，我心裡感覺很平

安因為我的罪得著赦免。同時，我告訴耶穌，我願意成為一位基督徒老師，把耶穌的愛和福音傳給我的學生。

信耶穌後，我生命有很大的改變。因找著人生的目標和方向，我自己有信心和不再自卑。中學畢業後因要幫母親

養家，我出來工作，但耶穌透過一位基督徒無條件供我讀四年大學。為了讓我專心學業，他除了給我學費、書簿費、

生活費外，更給我當時每月的薪金讓我仍能養家。大學畢業後，我在一所基督教中學任教超過 25 年。其後，上帝差
派我到一所津貼中學任校長，直至退休。

以愛還愛
平安福音堂辦學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愛還愛」報答耶穌基督的恩惠。四園的校長、主任和老師都是基督徒。他們

有基督所賜滿有捨己、犧牲、憐憫、恩慈、忍耐的新生命。作為校監，不單我深深感受和見証他們以基督的愛關愛每

一位小孩子，我也深信每一位親愛的家長、街坊有同樣的感受和見証。

「以愛還愛」是主耶穌對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願，也是我和我的教學團隊終極的心願和
應當行的美事！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平安和喜樂常與您們同在⋯

以愛還 愛

梁耀權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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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真理，轉化成長

「家庭事工部」是幼稚園與沙田平安福音堂教會攜手合作成立的。今年「家庭事工部」開設的「6A品格：愛與管教」

家長小組特別加入「聖言茶聚」，目的是想讓家長更明白神聖經真理的寶貴，家長能從中學到如何更有效地管教孩子，

而且家長間能分擔代禱。另外，星期日的「家長學堂」也是想讓家長和孩子一同在基督教教育中被培育成長。感恩這

一年神的話讓參加的家長重新得力！

幼稚園老師教導孩子時，也常會以聖經金句引起動機的。今學年我們增設了聖經角，在這區角內幼兒可以實踐禱

告行動：寫上禱告內容，學習互相代求，培育幼兒以愛還愛的態度去實踐聖經中的品格。

而我們幼稚園的團隊每年都有退修活動，本學年很寶貴的經驗就是全體教師都能參加 Godly Play的培訓，相信必

能在培育幼兒堅毅品格與建立健全的價值觀上更見成效。

教養孩童，精益求精

事實上，家長教育是本園最為看重的，因此，我們與不同社區團體合作，除了有沙田平安福音堂教會支援外，還

加入了基督教協基會的「情緒有方」計劃、東華三院「家加愛中心」的家長課程，家長們都很踴躍參加。本學年關注

的「品格校園」計劃，籌委定期發放家長信，讓家長更明白各品格特質的重要，在家中與子女一起實踐。今年，特別

邀請家長到園，讓孩子能「真誠」及「勇敢」地與父母合作表演音樂。此外，家長定期在「家長圖書館」中借閱育兒

書籍，感恩反應很踴躍。

當孩子遇到情緒問題或家長面對教養的困難時，老師都會與社工黎姑娘一起共商解決方法，如：進行遊戲治療和

社交小組，協助家長更多明白孩子。在品格活動的推行中，老師適時調節推行的進度，並常常為孩子的成長禱告。在

課堂上老師運用不同教學策略，例如：合班活動、探索遊戲、生活體驗、設計活動、品格遊戲、角色扮演、情緒計劃

活動等，讓幼兒不只提升了對品格的認知，更在實踐上能與同伴合作和互相幫助，表彰以愛還愛的精神！

建立團隊，上下一心

今年全校親子運動會首次在體育館進行，原來簡單的親子遊戲也能帶動家庭的關愛與凝聚力。另外，我們也樂見

平安「閱讀會」的各級家長自發組織籌委，輪流帶領活動，培植親子閱讀文化。這個不分高、低、幼家長彼此協作的

傳統到今天仍然能夠傳承，為此感恩，就如：籌辦高班的畢業禮，每年都能動員幼班和低班家長一起共事，就像一個

大家庭。感謝天父的愛常圍繞我們，祂透過我們祝福著很多家庭，亦同時透過各位家長祝福著幼稚園。

如火挑旺，廣傳福音

今學年，也是首次嘗試以園遊會形式，讓家長和幼兒透過六個攤位遊戲來學習「屬靈小勇士」，將神的救恩帶給

每個家庭。還有，每年都會安排高班同學邀請長輩到園，讓他們學習服侍的同時，也將天父的愛傳達家人。今年畢業

禮，他們就是將聖經金句：「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 4章 19節 ) 以話劇和歌舞形式演繹出來，深願孩子

和家長都深深牢記這個寶貴的聖經應許。

在天父的                                                   愛 中互相建立

回顧與展望

周玉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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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高班蘇睬桓家長

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我參加了東華三院賽馬會「家、加愛」中心舉辦的一路「童」心

家長培訓課程。這個課程讓我認識情緒智商，知曉在培養孩子良好情緒方面，不單靠孩子本

身，更需要父母做出良好榜樣，多放時間溝通和聆聽孩子們的心聲，才可帶領孩子們從小建

立良好情緒。還了解到孩子有好的情緒能帶來以下的改善，如：

1）自我覺察及控制

2）有同理心

3）社交能力

下午低班陸朗前家長

今年年初學校邀請協基會舉辦情緒有方親子工作坊，有感孩子朗前需要更

好的去處理自己的情緒，是以報名參加。

協基會在三堂課堂中，透過親子遊戲、繪本閱讀、讓孩子認識不同情緒，

也讓家長有所反思。導師把各種情緒具體的以動物 - 「笑笑兔」、「喊喊馬」、

「驚驚羊」和「嬲嬲豬」來描述，讓孩子能輕鬆及正面地認識和接納它們。當

中亦教導“恐懼”和“焦慮”的成因，出現時的生理反應及處理方法。

最意想不到的是課堂完結後朗前不時嚷着要看那隻送贈的電腦光碟，重温

溫那繪本故事，很熟悉的讀出繪本內容及如何處理恐懼！

家長分享

現在當朗前出現情緒的時候，我們有時都會問他

覺得自己的情緒是那種動物，相信對他具體認識和處

理自己的情緒很有幫助。謝謝學校和協基會舉辦這個

親子情緒訓練！

 

上課時，郭姑娘和龐姑娘用簡單及直接的方法，令我能更容易

明白課程要點，然後用小組形式進行角色扮演及分享日常生活和子

女所遇到的事情，討論和找尋可用及良好的解決方法，加上實戰體

驗使我們有深刻印象，可在日常生活中活學活用。

衷心感謝周校長與及一路「童」心負責培訓的郭姑娘和龐姑娘

帶領我們。

祝福你們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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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幼兒班黃展浩家長

很欣賞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很重視家長教育安排了不同的家長管教課程，對管教完
全沒有方向的我決家全部報讀了，感恩很有得着，當中的品格教育最大感受。

幼兒班開學前我認為展浩會很容易適應學校生活，但事實永遠相反，令我完全接
受不了也很無助，自理能力倒退、不斷有新的不當行為出現、又不肯說話、不服從父
母、每天很多情緒、每晚哭醒幾次⋯⋯這段日子很難過、很生氣，大家都睡得不好，
令我身心十分疲倦、無助，大家關係也很差。在 11月上 6A的第一課後，我哭了⋯⋯
我沒有做一個好媽媽，我要學習無條件的接納，他一切好與不好的行為，同時要令展
浩明白，他乖或不乖爸爸媽媽也一樣愛他，我也不再因他的壞行為生氣，不再急他的
自理能力比同齡慢，不再急他的感統問題。用同理心去緩和他的情緒，嘗試了解每個
行為的背後原因，用心聆聽他的感受和需要，協助他一起解決問題，關係開始好了很
多。

讚賞也是很重要，用正面的態度、正向的說話去欣賞他發展好品格，如同太陽花
朝著太陽的方向成長一樣。

另外，我也會抽很多時間陪伴展浩做他喜歡的事，一起參與一些遊戲和活動，現
在你願意忙中也給他很多時間，相信他長大了忙中也會願意給父母時間，你們同意
嗎？陪伴同時要給他多些關愛，父母的關愛好影響他將來的家庭觀，十分重要。

責任和權威我也在學習中，要有良好的溝通，讓他親自體驗和思考、立界線、使
他有責任感和順服心，各父母一起加油！

下午低班譚舜謙家長

大家好！我是下午低班譚舜謙媽媽Sandy，
人生總有無數機會及選擇，我經常讓自己要活
在當下，孩子成長過程不能錯過！

成為媽媽後我決心在教養方面要不斷學習，
當遇到有關教育子女的課程及書籍，必定會有興趣主動參與及探究內容，因此令我明白家庭中充滿愛才會
讓孩子成為一個好品格懂得愛及身心健康的人，非常幸運自己兒子就讀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十分感謝學校
對家長幼兒都能照顧周到及提供相關訓練課程，我選擇參加了「家長學堂」（我另外還有參加其他各式講
座）每逢星期日聚會中無論有什麼主題，我都會認真思考，也會在日常中實踐。

當我和孩子一同回到教會當中就有一份溫暖感，受到歡迎及問好，感謝每星期「家長學堂」會邀請不
同導師及專家，分享有關如何教養子女、夫婦如何相親相愛，建立和諧家庭，更有特別嘉賓，包括職業治
療師，兒童心理學家，婚前輔導員，分析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分享他們工作經驗，例 ADHA兒童情緒處理
等等，不能盡錄。當中學習到不同實用技巧而且與時並進的資訊，實在帶給家長無限支持及啟發。

尤其在導師引導學員在小組討論的環節，大家真誠表達有關自己家庭生活方式及內心嘅想法，不但可
以真情流露，互相透過分享及討論也能夠了解不同背景，不同想法，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總結一下，身為父母能夠做的是建立好榜樣給自己孩子，給孩子身心健康地發展，讓他長大後能夠有
愛的信念，鼓勵他有正面人生觀，懂得尋找支持自己勇敢向前邁進的力量！

Best Regards
譚舜謙媽媽  
Sandy Lai

家長分
享

6A課程令我心態上改變了很多，展浩也改變了，很多不當的行為也慢慢消失了，感

統問題改善了，夜晚很少哭醒，自理能力也進步了很多，4月有一天他突然要求不穿尿片

上學，我嚇了一跳，他從未試過成功在廁所小便，結果第二天他真的成功戒了早和夜的尿

片！復活節期間，他嘗試吃自己不喜歡的食物，要求要自己換衣服，上學期老師給了他進

步獎，展浩的轉變令我十分感動、感恩！感謝主，多謝校長、老師的幫助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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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孔令謙家長

「知易行難」是我認為做父母最困難的地方。作父母
的，都想孩子無論在身心上都可以健康成長，特別是現今
的世代，着重贏在起跑線，小朋友所面對的挑戰比我們兒
時多，所以作父母都想培育孩子強健的內心面對將來的挑
戰。

我曾上過一些兒童情緒管理課程，內容重點多是叫我
們有同理心，認同他們的感受，幫助他們疏導負面情感。
道理是十分好的，但我自己實行時卻面對很大困惑，感覺
好辛苦、好累，不知如何是好。

「6A」課程在這情況告知我出路，課程的第一個基礎

下午低班李思諺家長

在育兒教養的過程中，常常會有不同狀況出現，然後我會不斷問
自己：我應該怎麼做才好？為甚麼會這樣？有甚麼方法解決？等等的
問題。

有幸K1參加幼稚園舉辦的 6A家長課程，成為我之後教養的概念 ;
今年 K2參加東華三院家‧加‧愛的《一路童心》及《教樂童行》，
令我認識一套管教技巧，其中包括情緒輔導和﹝模映述﹞玩遊戲。

當中最重要的是 6A其中一項﹝接納﹞，無條件的接納，包括好
壞、所面對的困難。記得老師讓我們用另一隻手寫：我接納（自己小
朋友的名字）的難處，發現寫字變得困難、字也變得醜，沒自信。這
張小紙條被我貼在牆上，藉此提醒自己，小孩也會有這種時刻，請接
納。

舉個例子，思諺喜歡玩砌路軌，有時會因為砌不到自己想要的路，而發脾氣、大叫大喊、掉東西。我會（吸
大氣）接納他的這一連串事情，同時進行情緒輔導：媽咪看你砌不到而大叫大喊、掉東西，我感覺到你的生
氣沮喪，我上次砌圖也砌不到，也像你一樣沮喪。你覺得剛剛這樣做有沒有幫到你砌好呢？你現在想做甚麼？
需要我幫忙嗎？

另外，6A中有一項是﹝時間﹞，我們陪伴孩子的時間，可以維繫我們的親密度。每當我每天都抽時間專
心陪他玩他想玩的，運用﹝模映述﹞並在遊戲中稱讚他一些良好行為，他的情緒會比較穩定，容易溝通，也
容易遵從指令。

是「接納」，也是我最深刻的一個重點，他告訴我要無條件接納自己的孩子，包括他一切的好與不好，基於
這個重點，我更能將先前所學的學以致用，真正的接受孩子的情緒，而且明白到我們既然可以接受他們的正
面情緒（如開心、感恩），為何我們不能接受他們的負面情緒（如傷心、失望）。雖然有時，學會認同小朋
友的情緒是不容易，但「6A」告訴我接納不是一個交易，是一份愛，如天父對我們的一份無條件的愛，就
算我們有罪，祂仍選擇愛我們。

記得有一個晚上，我的女兒因得不到她想要的東西，大發脾氣，哭得很利害，無論我如何安慰也不能平
伏心情，實在感到累，正當我筋疲力盡，想大發雷霆之際，我的兒子走近妹妹，以溫柔的語言重複數次問妹
妹是否因得不到東西而好傷心，還用手輕拍她，完完全全接受她的感受。在那一瞬間，女兒心情慢慢安靜下
來，回復平靜。看見他們相處，想起「6A」課程中所教的，原來我們所做的對兒子有所影響！我才真正體
會到「6A」的真實和重要。

其實「6A」其他的要點也使我受益不淺，但「接納」真的開了我的眼光，同時使我接納自己的不足，
使我可以繼續努力學習和實踐如何做一個好媽媽。藉此感謝各導師的教導，各家長的分享，使我知道我的路
是不孤單的，因為有很多同路彼此互勵互勉，感謝大家。

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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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陳逸希家長

今年第一年參加 6A愛與管教品格家長小組，大家聽個名相信估到是
一個品格教育課程，這半年的課程令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可能大家會有疑
問，甚麼是 6A？ 6A是接納 (Acceptance)、讚賞 (Appreciation)、關愛
(Affection)、時間 (Availability)、責任 (Accountability)及權威 (Authority)。

我和兩個仔仔的感情一向都是好好的。但自從上年大仔升上小學後，大
家都要適應新環境，加上各自堅持自己的想法，一下子多了磨擦，漸漸影
響了大家的關係，今年就是 6A將我們的關係重回正軌。 上堂後發覺原來

下午高班鄺卓恩家長

這一年，我用滿滿感恩的心帶着卓恩上學。

感謝天父為卓恩預備一所愛心幼稚園。 記得當年我為女兒向天父祈求，願祂預備合適的學校，天父告
訴我：「有，最好的。」。  今天，我能告訴你：「真是最好的！」

我很感激老師，為女兒在學期初有些不一樣的安排，令她自然地、有自信地投入班中，亦讓同學們少了
不必要的疑慮。老師雖然學生眾多，但也會為着每一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照顧，真的不容易。

女兒不是一個容易管教的孩子。日積月累，在管教的事上，令自己身心疲乏，精神也不太好。 這些日子，
都得到各位老師的安慰及鼓勵。每次和他們傾談後，他們都會與我一起禱告，將我和女兒的事都交托天父，
我真的十分感動。

再次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他們都充滿愛心，讓女兒在最後一年（也是最開心的一年）完成幼兒學業階
段。 看着女兒的成長和進步，我感到無比欣慰。

藉此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件難忘的事：

不久之前，我和女兒進行了一項親子活動，就是創作圖書。 從小
就培養了閱讀習慣的她，向我提議要創作圖書。 對於有閱讀困難，讀
寫障礙，也有專注力不足的女兒，竟然可以靜靜的、專心的，坐在桌前
30分鐘，去完成一本創作圖書，使我十分驚訝。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女兒，無論在知識上、品格上、各方面的能力、
學習的心，都能預備上小一。 就像當年一個不合資格的士兵，今天都
能裝備好，帶着自信上戰場了。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姨姨、姐姐，我和卓恩都愛你們 。願天父
繼續祝福你們！ 

家長分
享

我一直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們，並沒有真正進入孩子的世界，感受他們所感受的；
當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後，決定改變自己，重新出發，向孩子表達我的愛，真真正正
進入他們的世界，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犯了多大的錯，我的愛永不會離開，我要
成為他們最強的後盾。每個孩子無論思想、性格、行為及天賦也不同的，現在的我，
經常提醒自己，他們是我的兒子，要避免偏心和不公平的比較，我愛他們就要接納
他們的一切，這便是無條件的愛。

這個課堂我還學了另一個重點，想同各位家長分享一下，“認同情緒” 呢招好
有效，佢地每次發脾氣或者唔開心的時候，原來我的一句開場白：「媽媽知你好嬲，
媽媽知你好唔開心，媽媽好明白你。。。。。。」 勝過我講十句安慰佢地既說話，
佢地知道我認同佢地後，好似有平台俾佢地發洩左一樣，他們就會很容易平復心情。

有段經文，由我中學時代已經好喜歡，到現在仍深深在我的
腦海中，經常提醒自己應該怎樣去愛他們❤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
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 13章 5-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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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牧分享

李富昌園牧

沙平教會與沙平幼稚園可謂血脈相連；昔日的幼稚園學生，家長甚至整個

家庭，不少都是透過孩子入讀而信主，在教會成長；從幼稚園級崇拜，到小學級、

少年崇拜，大專以後參加成人崇拜，成為教會會友，更有積極參與教會事奉的，

感恩神的生命工程繼續運行不息。

今年沙平特意為幼稚園家長而設的「家長學堂」平均每次聚會均超過十位

參與，課堂上探討過不同的主題，如：孩子成長或夫婦相處技巧；還有「6A家

長小組」，上下午兩班，一同學習6種積極又正向的品格，應用在家人間的相處，

維持良好互動溝通。十分希望這一切都有助各位家長建構更健康快樂的家庭。

透過不同主題的講座，各家長可以在引導孩子成長路上的模糊狀態中，矯

正錯誤觀念、學習許多實用的知識和技巧，從「新手上路」漸漸成熟，與孩子

同步成長，箇中有苦有樂，點滴都是珍貴又滿是恩典。

孩子與家長         

學習和成長

以聖經為基礎的教會和學校豈會忽略信仰元素？可

喜的是藉教會探訪接觸的家長有十多位，在各福音聚會

決定相信耶穌有 12位，並有參加了初信栽培班和主日崇

拜的。歷來受浸加入沙平教會大家庭的家長共有 10位；

也有參與事奉的。甚願天父的恩典更沛然降臨，叫福音

的好處使更多家庭甚至家族，更蒙恩惠。

數字從來不是實況全貌，只能反映教會可以延展觸

及的空間，甚願未來的新學年，沙平教會可以探訪接觸

更多家庭，牧者同工或教會執事可以和家長面對面坦誠

分享養育孩子的喜、笑、憂、愁，在守護孩子成長的漫

漫長路，可以一路同行共話，彼此支援。相信那按照自

己榮耀形象造人，並為人設立家庭的天父上帝，必定對

就前來，親近祂所愛的家庭，藉著聖經真理，為愛我們

甘心犧牲的耶穌基督，並卑微的福音傳遞者，顯出祂美

好的心意，並賜無量天福。願榮耀頌讚歸與天上父神、

同坐寶座的復活主基督，並樂意住在我們中間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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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創意學習篇

齊來訓練平
衡力。

傳道人爸爸
來跟我們分

享他的工作
!

一起探索影子，真好玩 !

家庭樂活動─邀請媽媽來跟我們玩集體遊戲。

家長課堂體驗，一起玩遊戲真開心 !

認識不同顏色的蘋果，真有趣 !

角色扮演─歡迎耶穌進城 ! 一起用廣告
彩畫巴士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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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創意學習篇

我們在扮演等候耶穌進城的群眾。

我可以推動小火車啦 !我要快些上
地墊。

我們的蝴蝶對稱畫漂亮嗎？

和撒那 !和撒那 !

家長課堂體驗，一起玩遊戲真開心 !

我架飛機在天空中飛行。

我們一起畫
蔬菜畫。

我們一起進
行斜板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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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創意學習篇

植物有根、莖、葉。

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

看看我們多認真地創
作種子畫。

讓我們設計心臟遊戲
吧 !

讓我們探索種子吧 !

齊來用我們的身體砌
成「田」字。我們在用降落傘探索地心吸力。

我要買兩棵生菜，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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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幼兒班

原來，在陰天是找不到影子的 !

到平台賞
花，感謝

天父奇妙
的創造 !

第一次外出─參觀超
級市場 !

校巴樂遊遊
認識不同的水果，真

有趣 !

在戶外敬拜天父，哈利路
亞 !

我要買兩棵生菜，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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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低班

我們一起去參觀港鐵。

嘩 !地上的蟬有六隻腳，是昆蟲啊 !

我們準備去除草啦 !

參觀昆蟲館真開心 !

我們一起去參觀陽光笑容小樂
園。

我們一起野餐。12



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高班

長出幼苗了 !

森林大火呀
!當播種後，我們要加上保護網

保護植物。

讓我們找一找泥土裡有甚麼。

八大行星真
有趣。

益生菌對腸道健康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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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un Fun Fun
校園活動篇

幼兒班

F for fishball! 一起煮魚蛋 !

P for pizza! 製作屬於我們的薄餅 !

Let's sing! The wheels on the bus!

R for riceroll! 飯卷真美味 !

This is small letter a, a for aero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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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un Fun Fun
校園活動篇

低班 

Cow, run!.

Fly fly fly the butterfly

V for vanilla vegetable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O for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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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un Fun Fun
校園活動篇

高班

Look up!Look down! Look all around!

我們在溫習 letter V 的發音。

Come on! Get into my train!

Go-kart! Go-kart!

英文遊戲真好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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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全校活動 生日會

全校運動日

老師透過話劇教導我們什麼是責任好品格。

謝謝家人與我們一起做運動！

運動可以好好玩！

下午班大合
照

親子障礙賽

上午班大合照

生日會前一起
敬拜天父。

齊來做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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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全校活動

花燈會

我們投入唱詩歌。

家長與幼兒一起分享實踐真誠品格的經歷。

我們一起看有關中秋節的短片。

透過沙畫我
們知道更多

中秋節的故
事。

來一起猜猜燈謎。

一起敬拜真喜
樂！

我們在校園一起玩花燈。

合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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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全校活動

新生適應日

老師與我們做手工。

齊齊來玩彩虹傘。

彩虹傘真好玩！

讓老師來先點
點名認識小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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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全校活動
親子聖誕福音園遊會

我們一起唱詩歌。

我們努力表演
給爸爸媽媽看

。

我們在耶穌裡感到喜樂。我們的表演好看嗎？

我們經過耶穌的寶血清洗得潔淨。

我們一起成為天父的公主和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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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興趣班

強化英語拼音

普通話故事唱遊班

Phonics for Fun

兒童舞蹈

趣味節奏樂

音樂劇歌舞班跆拳道
21



家校合作篇

東華三院舉辦的「一路童心」課程

平安親子閱讀會

第二屆 6A品格家長課程

平安親子閱讀
會戶外活動

高班預備小一路家
長講座

6A品格全校家長講座

協基會情緒有方家長講座
高班同學到宣道會陳元喜小學課堂體驗22



高班「模擬小一」活動，學習寫手冊及帶小食自理

高班同學到宣道會陳元喜小學課堂體驗

低班家長也參與一起觀摩小學環境及學習模式

陳元喜楊校長負責「低班小一選校家長講座」

東華三院「家·加愛中心」分享
如何開心踏上

小一路家長講座

高班同學體驗小學課堂活動

小一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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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培訓篇

語文教育校本培訓

校務同工退修日

聯園教職員培訓日 聯園教師培靈日

協康會物理治療師到校教師培訓

暑期 Godly Play一天教師體驗日

教職員退修日「更新我心
、謙卑我心」

英文教育校本培訓

聯園 Godly Play課程
聯園教師日常生活教育培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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