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麗校長 
 

每年，高班孩子到了下學期往往都是書寫的萌發期，初期他們書寫的是圖畫和已學過的生字，同儕互動的影響

下，漸漸書寫有意義的短句子或詞語了。字體雖不工整，但很欣賞孩子的用心，有時還會問老師那個字怎寫、某某老師

的姓名怎寫…還加上可愛的圖像表示他們的想念。信封都是由孩子設計和包裝，細心地投放校園信箱。 

 

    除了收到孩子的「情」書很窩心外，當細閱內容，發現了原來「愛」在他們裡面成長了，很欣慰看見孩子在愛裡不

斷成長，正就是我們每天祈求天父，讓他們感受和領會身邊的「愛」，繼而懂得回應和表達。高班同學快要畢業了，願

他們不會因為環境和困難而沒有了「愛」，反而更加知道成長會帶來更多的「愛」，活出神喜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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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關鍵 下午低班鄭旨心家長 
 

  我是下午班 K2 鄭旨心家長，我有三個女兒，兩位大姐姐也是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畢業。畢業後大姐姐曾經升到我們第一志願的主流基督教小學讀一年班，完成了一年級

課程後我們決定把大家姐由傳統小學轉到在家教育，而二家姐在幼稚園畢業後就直接在

家教學沒有上過一年級，現在她們又重回校園升讀四年級及二年級。  

 

  在大家姐一年級開學後不久，感覺學校所推行的理念跟我們的信念不太一致，小朋

友們在校乖乖的，所以得到了老師的寵愛，但同時也學會了放大其他小朋友們的弱點，

也漸漸缺乏學習動機，只想把工作完成。又因在學校裏要做一個乖學生，心裏也承受了

一些壓力，故此在家也出現了一些情緒問題。經過一年的思考及祈禱，我們決定自己在

家教她。 在這兩年間，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基督裏重建自己及彼此的關係。因為時

間比較充裕，除了學習，我們會一起參加教會小組、一起聽神的教導、一起反省生命、一起學

習跟隨主、一起經歷神的愛，慢慢領會學習中最關鍵的軟件及關係的重要。 

 

  很多家庭也經歷到小朋友們升上小學後，整個家庭生活失去趣味、親子關係日見緊張，孩

子身心靈也受創。我們不希望因為學習而失去親子之間的愛，所以我們決定把讀書的責任交回

孩子。我們告訴她，她們現在的位份是做一個學生，學生也有自己的責任，我們可靠着主做個

忠心良善的學生，她們當盡心盡力學習。當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時，我們會一起祈禱，鼓勵他們

請耶穌教她們讀書，教她們如何安排時間；若然真的遇上不懂，我們會略作指引，又或讓她們在

錯誤中自己問老師尋求答案，又或有需要可以為他們尋找補習。雖然眼見她們現時的成績只是在

中游，但我們盼望這可以保持她們長遠對學習的興趣及自主性，這也能保持親子愛的關係及對她

們的能力投以信任。這就是我說最重要的學習軟件：依靠耶穌盡忠學習，在主裏尋求智慧。 

 

  當孩子在學習中經歷到主的幫助及自己努力的成果，加上家長的禱告、鼓勵及肯定，到時候

他們自然就會飛。  

 

  我仍是深信，快樂的童年是我們給孩子最重要的禮物，只要父母愛他們、接納他們、等候他

們、相信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主，到了時候他們就會展開翅膀，飛得又高又遠又健康。 

 

  好像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了生命，又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 16:26） 

愛及生命比 ABC 更重要！家長們，誠然我們仍會掙扎。來！我們一起依靠主、信任主，因為祂愛我們的孩子比我們還

深，祂會一路同行。互勉。 

 

 

 

  

惜子心語 

相親相愛三姊妹 

常常喜樂的旨心 

早上起來親近主 

母女水上樂悠悠 親親大自然收割去 一家人 跟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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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小記者 

 

 

小記者： 下午低班李浩希、黃悅澄、下午高班黃以信  

         Ellis 

Ellis ： 莫主任，你喜歡食咩架？ 

莫主任： 我喜歡食朱古力。 

Ellis ： 咁你喜歡玩咩架？ 

莫主任： 我喜歡玩。。。踩單車。 

Ellis ： 咁你喜歡去邊度旅行架？ 

莫主任： 我喜歡去紐西蘭。 

Ellis ： 咁你平時喜歡做咩架？ 

莫主任： 我喜歡？我近排喜歡跳舞。 

Ellis ： 咁係咩舞嚟架？ 

莫主任： 係現代舞嚟嘅～ 

Ellis ： 好唔好玩架？ 

莫主任： 好好玩個喎～ 

黃悅澄： 莫主任，你喜歡食咩雪糕架？ 

莫主任： 我喜歡食士多啤梨雪糕。 

黃悅澄： 咁你踩咩單車架？ 

莫主任： 我梗係踩兩個轆嘅單車啦，你係咪三個轆？ 

黃悅澄： 你喜歡玩咩滑板車呀？ 

莫主任： 我唔識玩滑板車架。。。（大笑） 

黃悅澄： 我識！！！ 

莫主任： 你識呀？咁叻嘅，咁你下次教我可以嗎？ 

黃悅澄： 莫主任，你搭咩車返學架？ 

莫主任： 我呀？我可以行返學又得，可以搭巴士，小巴 

          又得。 

黃悅澄： 的士？ 

莫主任： 的士都會得嘅！ 

李浩希： 如果飛機呢？ 

莫主任： 咁又唔使。。。呢度有冇機場呀？ 

黃悅澄： 冇。。。咁你喜歡帶咩頸巾呀？ 

莫主任： 好似我而家呢隻色囉～藍色同黑色啦～ 

Ellis ： 都有紫色個喎。。。 

莫主任： 係呀～都有少少紫色啦～ 

李浩希： 你喜歡去邊架？ 

莫主任： 我喜歡去公園啦，最近最想去農場。 

黃悅澄： 農場係邊架？ 

莫主任： 好多地方都有農場個喎。。。 

李浩希： 你喜不喜歡去迪士尼架？ 

莫主任： 我冇你地咁喜歡去，但我都唔介意去。 

李浩希： 你喜歡讀書架？ 

莫主任： 我比較喜歡睇書。 

李浩希： 喜歡飲茶呀？食咩點心呀？ 

莫主任： 我喜歡食燒賣同腸粉。 

黃悅澄： 你喜歡海洋公園呀？有咩咁好玩呀？ 

莫主任： 我入去睇動物多。 

李浩希： 你平時喜歡做功課架？ 

莫主任： 我就冇咩功課做嘅，但我喜歡諗吓Ｄ功課，我 

          地一齊諗下Ｄ功課一齊做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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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上午低班李衛心、黃雪妍、上午高班陳亭臻、 

彭謙懷 

黃雪妍：  文翠老師，你鍾意咩顏色？ 

文翠老師： 文翠老師鍾意藍色，因為我好鍾意海，所以 

      藍色代表海。 

黃雪妍：  你鍾意咩公仔？ 

文翠老師： 我專登帶咗佢來呀，呢個就係我鍾意的公仔 

      啦，你知唔知佢叫咩名呀？ 

小朋友們： 唔知.......哈哈！ 

文翠老師： 佢叫「勞蘇」呀! 雖然佢有時比較百厭，不 

      過其實佢心地好善良架。 

(文翠老師叫「勞蘇」公仔錫錫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很開

心！) 

李衛心：  文翠老師，你個 BB 大個會唔會嚟平安福音 

      堂讀書呀？ 

文翠老師： 文翠老師好鍾意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所以佢 

      叫維恩 BB，維多利亞個「維」，恩典個 

      「恩」，我也好希望維恩 BB 可以來平安福 

      音堂讀書，希望校長會收佢啦！ 哈哈！ 

李衛心：  要報名呀！ 

文翠老師： 佢未出世啊，未可以報名，我問下 Shirley 

      姐姐幾時可以報名先！ 哈哈哈！ 

李衛心：  文翠老師，點解你鍾意教小朋友們？ 

文翠老師： 因為文翠老師覺得小朋友好單純，我好鍾意   

      同小朋友玩啦，同小朋友傾計啦，同小朋友 

      講故事啦！天父爸爸都比我有恩賜同小朋友 

      溝通，咁你鍾唔鍾意同文翠老師玩架? 哈哈 

      哈！ 

(小朋友們點頭表示鍾意) 

文翠老師： 多謝你鍾意同我玩啊！ 哈哈！ 

陳亭臻：  文翠老師每天會和肚裏面 BB 說話？說甚 

      麼？ 

文翠老師： 我會告訴 BB 我很愛你，天父很愛你，希望 

      快點見到你，也希望你健康。我時常會為 

      BB 祈禱的。 

彭謙懷：  有無同 BB 玩手指？ 

文翠老師： 沒有呀。 

彭謙懷：  我在媽媽肚子裏時會和哥哥玩。 

文翠老師： 多謝你和我分享。 

陳亭臻：  文翠老師喜歡那個卡通人物？ 

文翠老師： 我之前喜歡功夫熊貓，你們有沒有看過？知 

      道關於什麼的嗎？它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能力，天父給予我們能力，只要好好發揮就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你做得最好是什麼？ 

陳亭臻：  游泳 

文翠老師： 可能你長大後游得好好，很健康，就可以教 

      人了。 

陳亭臻：  文翠老師最喜歡食甚麼零食？ 

文翠老師： 有朱古力成份的零食，例如：朱古力餅、 

      朱古力曲奇、朱古力蛋糕，還有什麼是有  

      朱古力的？ 

彭謙懷：  朱古力提子。 

李衞心：  朱古力藍莓。 

文翠老師： 朱古力奶我也很喜歡。 

小朋友們： 我們也喜歡飲朱古力奶。 

彭謙懷：  文翠老師喜歡吃水果嗎？若是，最喜歡吃甚 

      麼水果，為甚麼呢？ 

文翠老師： 我喜歡吃紅色的水果，你們知道有什麼水果 

      是紅色的？ 

小朋友們： 蘋果、提子、士多啤梨、車厘子。 

文翠老師： 你們喜歡吃什麼生果？ 

小朋友們： 士多啤梨、車厘子、提子、西瓜。 

彭謙懷：  文翠老師喜歡吃零食嗎？ 

文翠老師： 剛才答了。我喜歡朱古力，好喜歡吃朱古 

      力曲奇。 

彭謙懷：  會吃波板糖嗎？ 

文翠老師： 我比較少吃波板糖。 

彭謙懷：  文翠老師最喜歡甚麼顏色？為甚麼？ 

文翠老師： 剛才答了。你記得嗎？ 

李衛心：  藍色，因為喜歡海。 

文翠老師： 是啊！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大海，愛看海，聽  

      海浪聲。 

彭謙懷：  你很喜歡游泳？ 

文翠老師： 我喜歡呀，也喜歡去沙灘。 

李衛心：  我也喜歡到沙灘 

文翠老師： 你去沙灘玩沙？多謝你和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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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上午低班郭頌恩、譚以澄、上午高班傅俊樂、何

紫悅 

譚以澄： 你喜歡吃什麼蔬菜？ 

馬老師： 好多都好鍾意，例如西蘭花，南瓜。 

傅俊樂： 我都喜歡食南瓜同冬菇。 

譚以澄： 點解你會係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做老師？ 

馬老師： 因為我好鍾意呢間學校好有愛，所以我選擇了 

     在這裡教書。 

敦頌恩： 喜歡什麼顏色？ 

馬老師： 我喜歡粉紅色。 

敦頌恩： 喜歡什麼天氣？ 

馬老師： 我鍾意有陽光有太陽。 

敦頌恩： 喜歡什麼水果？ 

馬老師： 我好喜歡食水果架，蘋果，香蕉同士多啤梨都 

     喜歡！ 

敦頌恩： 你喜歡去什麼地方？ 

馬老師： 我最喜歡留係屋企同去教會。 

傅俊樂： 你喜歡什麼動物？ 

馬老師： 我鍾意倉鼠。 

傅俊樂： 你有沒有養寵物？ 

 

馬老師： 有呀，我有養倉鼠，之前有養天竹鼠和烏龜。 

傅俊樂： 你喜歡做什麼運動？  

馬老師： 我好多運動都鍾意架，好似跑步，游水和泰拳 

傅俊樂： 我都有游水，我兩歲就游啦！ 

馬老師： 咁你識游咩泳式? 自游式? 蛙式? 

傅俊樂： 唔識.... 

何紫悅： 你為什麼會選擇當老師？ 

馬老師： 因為做老師係我小時候的志願，我好喜歡同 

     小朋友們玩，所以我選擇做幼稚園老師。 

何紫悅： 你喜歡吃什麼？ 

馬老師： 我喜歡食甜食物，雪糕，朱古力，蛋糕。 

何紫悅： 你喜歡去什麼地方旅行？  

馬老師： 我喜歡歐洲，但我未去過，我想有機會去。 

 

 

 

小記者：下午低班張皓智、方琛樂、下午高班崔絃 

張皓智： 楊老師，你喜不喜歡去旅行架？ 

楊老師： 我喜歡去旅行架～ 

張皓智： 你放假會去邊度架？ 

楊老師： 我放假我會去釣魚同飲茶。 

張皓智： 你喜歡食什麼？ 

楊老師： 我喜歡食秋葵、西蘭花和蕃茄。 

方琛樂： 點解你想做幼稚園老師呀？ 

 

 

 

 

楊老師： 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好喜歡小朋友們。 

     第二，我好想小朋友們認識主耶穌，所以我想 

     做幼稚園老師。 

崔 絃： 楊老師，你住係邊架？ 

楊老師： 我住係荃灣。 

崔 絃： 你喜歡吃什麼呀？ 

楊老師： 我喜歡食士多啤梨，巨峰提子同紅棗糕。 

崔 絃： 你去過什麼地方旅行？ 

楊老師： 我去過日本，泰國，台灣。 

崔 絃： 你有沒有做家務呀？ 

楊老師： 都有架。。。洗衫晾衫都有做架～同埋都有煮 

     飯。 

義工家長： 你地問老師有冇做家務，咁你地自己有冇一 

      齊做家務架？ 

崔 絃： 有。。。拖地同埋摺衫（嘩～好叻叻呀～～～

原來仲有晾衫添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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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上午低班李曉恩、曾樂澄、上午高班梁晞澄、許景嵐 

梁晞澄：  為什麼你會選擇做老師？ 

小玉老師： 因為我喜歡小朋友，所以想做和小朋友有關 

  的工作。 

梁晞澄：  你最想去邊個國家旅行？ 

小玉老師： 丹麥，丹麥曲奇那個國家。 

梁晞澄：  最喜歡是什麼活動？ 

小玉老師： 我很喜歡野餐呀。 

許景嵐：  今年教導 K3 最感開心的是什麼？ 

小玉老師： 最開心是見到小朋友都成長了。 

許景嵐：  最感困難又是什麼？ 

小玉老師： 我自己身體不舒服時會體力不夠，比較吃 

       力。 

許景嵐：  如何做一個好學生？ 

小玉老師： 能聽天父的話做事就是好學生。 

李曉恩：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運動?  

 

 

 

 

 

小玉老師： 我喜歡做熱身的拉筋動作。 

李曉恩：  你平時喜歡吃什麼?  

小玉老師： 我喜歡吃生果、壽司和綠茶有關的食物。 

曾樂澄：   你喜歡什麼小動物?  

小玉老師： 我喜歡貓、狗。 

曾樂澄：  你喜歡什麼顏色?  

小玉老師： 紅色、白色、黃色都喜歡。要選最喜歡的， 

 應該是紅色。 

 

 

 

小記者：下午低班鄭旨心、章喬芝、伍曜暘 

章喬芝： 李姨姨，你喜歡食咩水果呀？ 

李姨姨： 我好喜歡食好多水果架，不過最喜歡食橙，香 

     蕉。 

章喬芝： 你返學坐咩車呀？ 

李姨姨： 我返學會坐小巴，然後轉去到旺角東，再轉港 

     鐵到沙田。 

章喬芝： 你幾點鐘瞓覺架？ 

李姨姨： 我大約十點至十一點瞓覺，但有時家務未做完 

     就可能會遲少少瞓，等其他屋企人瞓覺後我先 

     可以拖地清潔等。 

章喬芝： 你幾點起身呀？ 

李姨姨： 我就六點起身，因為我要食早餐嘛 

鄭旨心： 你最喜歡邊個人呀？ 

李姨姨： 我最喜歡天父喎，但我都好喜歡我的家人同學 

     校的小朋友們，所以我好喜歡返工。 

鄭旨心： 你喜歡食咩蔬菜呀？ 

李姨姨： 我好喜歡食蔬菜架，我又食瓜又食菜，所有嘅 

     都食。 

伍耀暘： 李姨姨，你喜歡咩顏色？ 

李姨姨： 我喜歡紫色，但其他顏色我都喜歡。 

伍耀暘： 你做嘢辛唔辛苦？ 

李姨姨： 多謝你關心我呀，其實做嘢就同媽媽係屋企做 

     家務咁，都係辛苦呀，但唔緊要嘅，我地大人 

     照顧小朋友們係應該嘅，所以辛苦都唔怕，我 

     都做得開心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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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下午低班鍾思寧、胡明詩、張顯柔  

胡明詩： 余姑娘，你喜歡著裙架？ 

余園牧： 我好喜歡著裙架～係咪次次都見我著裙，邊個 

     見過我著裙嘅舉手！（三個一齊舉手）無錯 

     啦，今日我都有著裙 

胡明詩： 我好喜歡你Ｄ花喎 

余園牧： 係呀～我都好喜歡花花裙架～ 

胡明詩： 你喜歡蝴蝶？ 

余園牧： 你估吓一個喜歡花嘅人會唔會喜歡蝴蝶呀？Ｄ 

     蝴蝶好靚好多種顏色個喎，我都好喜歡蝴蝶 

     架，因為天父做架嘛。。。係咪？ 

張顯柔： 余姑娘，你喜歡畫畫呀？ 

余園牧： 我好喜歡畫畫架，大家又估下我喜歡畫咩？我 

     最喜歡畫彩色嘅圖畫，邊個喜歡彩色畫嘅舉 

     手！（三個一齊舉手）嘩～個個都舉手，係囉 

     有彩虹，有蝴蝶，有花，有人，有公園，個個 

     都去玩 

鐘思寧： 余姑娘，你喜歡花架？ 

余園牧： 我好喜歡花架，所以每年有花展我都會帶埋媽 

     媽一齊去參觀睇花 

胡明詩： 你喜歡金色嘅嘢架？ 

余園牧： 我都喜歡金色架～話比你地知我屋企有幾塊好 

     大塊嘅金色樹葉，要嚟佈置屋企架~ 

張顯柔： 余姑娘，你喜歡粉色架？ 

余園牧： 我都好喜歡粉色架。。。粉紅，粉藍，粉紫我  

     都喜歡，神做咩顏色我都好喜歡 

胡明詩： 你喜歡你間屋？ 

余園牧： 我梗係喜歡啦，我有份幫手努力佈置幫手努力 

     清潔架嘛。。。邊個有幫手打掃嘅舉手！（三 

     個一齊舉手） 

胡明詩： 我有拖地我有打掃架（好叻叻喎～） 

張顯柔： 我都有幫爸爸手拖地掃地同洗碗同抺枱（都好 

     叻叻喎～） 

胡明詩： 你喜歡士多啤梨嗎？ 

余園牧： 我喜歡士多啤梨架，同埋我好喜歡去士多啤梨  

     園摘士多啤梨架，邊個有去過士多啤梨園嘅舉 

 手！（三個一齊舉手）同埋呢，余姑娘都好  

     喜歡食士多啤梨蛋糕同士多啤梨奶昔架～ 

 

 

小記者：上午低班陳心悅、郭正淳、上午高班李汶芊、葉

明軒 

李汶芊： 你喜歡什麼顏色？ 

黎姑娘： 湖水藍。 

(大家都笑了) 

李汶芊： 你喜歡什麼花？ 

黎姑娘： 太陽花，因為見到佢會覺得好開心，好有希  

     望！ 

李汶芊： 你怕狗嗎? 

黎姑娘： 怕惡犬，不過好鍾意大隻有毛毛又純品嘅狗。 

葉明軒： 你為什麼選擇做社工？ 

黎姑娘： 因為喜歡與人接觸，做「人」的工作。 

葉明軒： 你喜歡這份工作嗎？ 

黎姑娘： 喜歡，我很喜歡與小朋友們一齊玩和傾計。 

葉明軒： 你曾經探訪過多少間學校？ 

黎姑娘： 一間小學及三間幼稚園。 

陳心悅： 請問你在沙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做了多久社 

     工呀？ 

黎姑娘： 兩年。 

陳心悅： 在這段期間，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最深刻呀？ 

黎姑娘： 看到小朋友們有改變，有進步。 

郭正淳： 黎姑娘，星期二的興趣班玩得高興嗎？ 

黎姑娘： 你是指層層疊嗰個小組，我好開心呀，我都想 

     知你哋玩得開唔開心喎？ 

郭正淳： 開心。 

黎姑娘： 咁就好啦！  

郭正淳： 黎姑娘，你喜歡什麼昆蟲？ 

黎姑娘： 其實我沒有什麼昆蟲特別喜歡，如果要選擇， 

     我選擇蝴蝶，你們喜歡蝴蝶嗎？ 

(小朋友們回應：喜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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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公園一天遊 上午高班鍾栢霖家長 
 

    “蟛蜞”是什麽？媽媽小時候會去釣蟛蜞？

聽起來十分有趣！因這主題，我們一家去了一趟

濕地公園遊玩，帶栢霖上了一堂環保課！ 

 

    感謝主給我們好天氣，欣賞到大自然，天上

飛的，地上和水裏的動植物，神的創造何等美

好！早上，我們從沙田乘坐巴士出發，到天水圍

坐輕鐵即到達濕地公園，交通十分方便！栢霖非

常興奮，因為全香港只有這邊才可以坐到輕鐵，

滿足了男孩子熱愛交通工具的好奇心！好戲在後

頭！繁忙的都市背後有這片濕地實在難得，當真

只有這種地方才能找到蟛蜞呢！我們不能確定是

否可以找到，感恩最後我們在展廳裏找到蟛蜞，

就是招潮蟹。它們是住在泥土的小洞穴裏的。職

員告知這時候較難找到，只有展廳才可見到！過

幾個月再來找找看！入園後，我們最先見到好多動物標本，主要介紹什麼是濕地，好多的動物是需要在濕地才可以生存

呢！這裏有望遠鏡可清楚看到遠處的東西，望遠鏡下有指示牌告知我們不能用望遠鏡看太陽，會傷害到眼睛的！最能留

住我們腳步的是觀鳥區，很特別，三層高的房子，每層都有望遠鏡，在這裏特別之處是要安靜！不能作聲，因為小鳥都

喜歡安靜。栢霖在這裏清楚看到了遠處樹上的小鳥，它們是噪鵑！還見到曬太陽的烏龜和水鴨！這些動物十分可愛，它

們會拍打翅膀，嬉戲。能這樣親近大自然非常不錯！最後就是看鱷魚貝貝了，原來它已住在濕地公園最少十年了，年紀

比栢霖大呢！ 

 

    大家終於累了，餓了！需要食物加油站了！園內有餐廳可供飲食，既可用膳也可看風景！這裏的風景可不是一般風

景呢！清晰看到濕地的美。爸爸告知我們遠處有一群候鳥來了香港旅行呢，他們是來自內地的，暫時住在這裏，天氣回

暖就飛回內地！鳥類真的很特別！用膳完畢，我們結束濕地公園之行！雖然有點累但完成了出發前的任務找到了招潮

蟹！大家很滿足，的確是親子遊不錯的選擇，我們計劃並且期待下次重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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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鄧心悠家長 

心悠的姐姐在學校學了整湯圓，便回來教我

們。不久，心悠在學校學了整蛋糕，我們便邀

請她教我們整蛋糕。心悠對於能分享她在學校

學到的事情，感到十分開心，也令他很有滿足

感﹗ 

 

 

 

 

 

 

 

 

我們也會自製面包，通常都會讓她自己

決定面包既造型，吃起上來，她們也會

特別開心﹗ 

 

                                                                                                                   

正在品嘗自己的製成品﹗  

 

 

 

心悠在教姐姐做蛋糕仔﹗↓ 

這是我教她們用另一種方法做蛋糕仔，雖然較繁複，但她們覺得更有趣

味﹗ ↓ 

 

 

 

 

 

  

親子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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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高班崔絃家長

崔絃： Daddy! 邊到有蜘蛛俠嘅衫賣呀？ 

爸爸： 你想買蜘蛛俠衫？ 

崔絃： 喺呀！你識英文，你去搵下邊到有蜘蛛俠嘅衫賣

吖？ 

爸爸： 哦！好呀！...點解你想買嘅？ 

崔絃： 因為呢...我想射蜘蛛絲上個天 d 雲到，然後拉

我上去，咁我咪可以見到耶穌囉！  

爸爸： ...你好想見耶穌呀？  

崔絃： 喺呀！ 

爸爸： 你見到佢之後會點呀？  

崔絃： ......err..我會請佢嚟我地屋企，同埋請佢食野！  

爸爸： 你想請耶穌食咩呀？ 

崔絃： 想請佢食飯囉、餸囉，同埋食冰皮月餅！ 

爸爸： 點解想請耶穌食野嘅？ 

崔絃： 因為耶穌返咗天上面就冇飯食㗎喇！ 

爸爸： 哦！明白！…咁我去搵下邊到有蜘蛛俠衫賣啦！ 

崔絃： 好呀！不如買 5 件吖！ 

爸爸： 嗯嗯！好呀！（因為我們一家五口^^） 

 

  

籌委的話 
 

【惜子園】是一份屬於各家長、老師和校園的刊物，也是各方交流的一個平台。

呼籲各家長踴躍投稿，好與大家一起分享見証、育兒心得、見聞軼事、閱讀好書

等等…… 

 

投稿方法： 

1. 手寫之稿件放書包內，讓小朋友帶回校園。 

2. 或將稿件郵寄下列網址 pecoffice@biznetvigator.com 

園方收到閣下稿件後，會以電郵作確認。若投稿未能收到電郵確認，可向園方查

詢。 

（投稿者能提供相片則更佳） 

 

【惜子園】小組成員 

顧問：周玉麗校長、莫嘉寶主任      

設計及排版：陳樂怡書記    

籌委成員：黃敏行、幸寧家長、張英暘家長、何靖行家長、朱朗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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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傅意清家長 

  大家好，我叫做傅意清，爸爸媽媽改我這個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意”字其實是一個組合字:音+心，爸爸媽媽希望我對 神的福音有

心，無論是接受還是去廣傳都要有這份心才可以做到。 

   

    清字是希望我有清潔的心，因為聖經說: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馬太福音 5:8)。爸爸媽媽希望

我可以見到神。 

  神啊，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從新有正直的靈 (詩篇 51:10)。

這首詩是大衛犯罪後寫的，爸爸媽媽希望我將來若犯錯的時候也能夠回到神面前認罪悔改。 

 

  其實我還有一個小名叫:閃閃! 教會很多叔叔姨姨都是這樣叫我的，因為這是一個見證著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故事。 

自從媽媽懷有我之後，醫生一直都沒有照到我，媽媽每二天需要回醫院覆診一次做檢查，爸爸媽媽成立的一個禱告小組

請他們的好朋友為我們一家禱告。當我在媽媽肚內已經七週的時候，公立醫院的醫生仍然只是在胎囊照到黑影物體，並

沒有照到我，而黑影物體也是在不停的增大中。醫生甚至叫媽媽立即入院做終止懷孕的手術。感恩是媽媽當天立即預約

到另一個醫生做檢查，平日媽媽看他最少都要等 45 分鐘，但是由於當天他有大手術，沒有接受其他病人的預約，醫生

吳叔叔好細心地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檢查，終於照到我”閃下閃下”的心跳。爸爸媽媽為我取了小名閃閃，除了是我有

心跳，救了我免於終止懷孕手術，亦都是希望我可以閃開比我大超過 4 倍的黑影物體。因為醫生說我仍然是很高危會流

產的。之後，我與黑影物體共存多七個星期，有一天媽媽覆診的時候它不再存在了。我的生命是靠神大能的手托著的，

要不然，醫生吳叔叔那天的診所不會沒有病人地等我的到來，要不然，那黑影物體也不會自動消失。感謝 神的拯救! 

 

  願榮耀頌讚歸給天父!!  

 

 

 

下午高班崔絃家長 

  絃（音：然） 

  代表聖經中絲絃的樂器，也代表人以絲絃的樂器

敬拜上帝。 

   

  英文名 Psallo（希臘文：歌唱、唱讚美詩）「要

用詩篇、讚美詩、靈歌（Psallo）彼此對說，口唱心

和地讚美主。」（聖經：以弗所書五 19） 

 

  我們盼望崔絃一生讚美主，過一個敬拜人生。 

 

 

 

 

名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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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紛」家長學堂～切合家長需要                                   余惠珠園牧 

 

  感謝神！讓家長學堂快完成第二年的階段。感恩教會及幼稚園這平台，透過週日早上 10:15 開始的家長學堂，持續

地祝福各家長的身心靈。透過不同的專題分享，針對各人需要提供專業知識，再加上分組討論各人分享實踐秘訣，把應用

及理論整合出來，祝福各家庭把培養兒童好品格，親子關係也提升不少。 

 

  當中一位家長分享：她感謝家長學堂的課題，讓她跟兒子關係好轉，由兒子過往不答她的提問，到現在每晚與他談心

10 多分鐘，現在兒子甚至主動分享幼稚園的事，讓她們全家關係好轉。我深願此關係持續建立直到永恆，因為家庭支援，

是人生風浪中最重要的安樂窩及休養生息的美地。 

 

  感恩神讓家長學堂發展越來越成熟，未來新一期在 10

月再開始，我們正收集各家長需要，配對及邀約不同的專家，

創立全新的課題，讓大家眼界大開，並且家庭成員及親子間

都能提升各方面品格及才能，以便因才施教，建立永久愛的

關係。 

 

  最後，附上家長學堂的情人節難忘時刻的照片及表列過

往家長學堂的期望、難忘的感想及欣賞的話，讓我們同心分

享此喜樂！ 

 

 

  

家庭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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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堂參加者的期望 家長學堂第一期分享集   

期望 最難忘的話 欣賞及感恩的話 

温故知新，希望組員能投入，盡情分享     

希望同各家長分享照顧小朋友的經驗，心得，學到

處理小朋友情緒 
很多實際經驗個案分享 

毎次都有提醒，組員有很多坦誠分

享交流 

每個家庭都有進步 

在向小孩子示愛一堂有很深刻反省，要多些

向孩子有肯定的說話，幫助他們面對困難，

從中學習成長 

講員有心思的分享，有不同的內

容，非常精彩 

希望可在學堂中彼此分享與學習 家長學堂讓我們明白小囡囡的問題 我能認識到很多朋友 

進一步了解兒童心理解開心結 講員分享有關女兒在學校犯錯及改過的故事 不斷有好的提醒 

互相學習 學習了情緒面譜 
用教會時間，讓自已停下來想想教

仔方法 

期望做個更好的媽媽吸收正能量，彼此分享經驗， 

彼此打氣鼓勵 
找出小朋友好勝心的背後原因 學會幫小朋友處理情緒 

為家長提升正能量 學到處理情緒像是執好書架 參與當中有得著 

令孩子與父母有親密關係 如何表達感受 每次講座很豐富和幫助 

期待多點分享，輕鬆一下多點正能量 父母便能了解孩子 
參加家長學堂，學了很多教育兒子

的知識 

盼能幫助別人幫助自已 明白感受詞語執柜桶 在這裡我認識了好多朋友 

希望可以接收更多正能量，做一個稱職的媽媽 欣賞及鼓勵子女幫忙洗碗 
在課堂學到的話比家人都接受這知

識 

提升正能量及多提醒 
調息負面情緒時，學懂了父母主導，父母子

女合作的分別 
親子關係也漸好 

學習教兒童重點及學習更好的教兒童方法 同孩子講多些我愛妳，讓她充滿愛 感恩能參加家長學堂 

學習教育，幫助孩子控制情緒 
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團隊，就是一個整體，家

有正能量 
家庭關係有所改變 

希望在家長學堂得到父母與子女，父母之間的實戰

經驗 

小朋友的情緒，以圖示出很多表情，反影其

心態 
學習到現今管教小朋友的學問 

能學會如何管教好孩子，如何保持良好親子關係 
最難忘的是每個講者都很有心，比好多方法

讓我們去試 

每個星期都有人與你分享育兒的喜

與樂，覺得很有鼓勵 

希望學習多點有關教導兒子的方法及家庭教育的要

點 
和孩子相處先處理情緒，才處理問題 學習和孩子一同面對 

每日開開心心成長，對其他家長多交流討論，互相

支持 

難忘的場境，並非係學堂上的講員既話，反

而係一次同朋友的聚會中，彼此談及教小朋

友的話題，才發現並非太多家長會上過類似

家長學堂既課堂 

感恩太太主動將這類型既課堂介紹

給我，令我同小朋友相處既態度有

改變，關係變好 

希望學習相關知識教育孩子 多與孩子擁抱，給予安全感 感謝家長學堂令自已學會控制情緒 

希望可以互相分享學習.全家庭更和諧 
在向孩子示愛的內容，學習愛的模式，做人

處事立界線等 
站在孩子角度思考問題 

支持及鼓勵家長及組長，正能量建立愛的家庭 

處理孩子的情緒，首先知道孩子的內心的想

法，穩定自已的情緒，同他溝通，才能更好

地積極地帶動孩子的正能量 

感謝家長學堂令我知道孩子的情緒.

尤其是知道原因，令我好好地去安

撫他，而我的情緒也能控制 

學習與小朋友及與人相處，温故知新，互相鼓勵及

支持 
給予子女情緒詞彙，讓他們表達更多感受 能明白更多，學習實踐 

學會用正面方法建立子女關係 聽到不同家長及講員每次的用心分享，獲益

良多 
在家多用愛互動，正能量影响別人 

期望可以通過家長學堂學習到能令到囡囡識到 

同人分享快樂成長 
難忘向孩子示愛 家長分享個人的個案 

現今教小朋友同我以往教有好大分別 

當與孩子發生矛盾時，穩定自已情緒，以共

同合作的方式來解決事情，不要以自已或者

孩子作主導 

好多謝這個家長學堂，令到我更加

可以控制好自已的情緒，同孩子發

生矛盾的狀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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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父讓我們聽到余園牧的分享， 

學習向人傳福音 

 看看我們多留心聆聽宣教士的分享呢！ 

 原來巴士站有這些設備的！  我們在製作立體巴士。  我們在模擬乘坐巴士。 

 春天的景象真美。  吹呀吹，看看誰吹得最遠。  我們正在插花呢!你看我們插得 

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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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like ice cream  我們是可愛的小昆蟲。  看看誰的車子行的快 

 我們一起去參觀昆蟲館。 

 我們一起搭港鐵，真開心！ 

 天使向婦女顯現說︰「耶穌復活了!」 

 我們變成了 

一列火車！ 

 我們的蝴蝶 

對稱畫漂亮 

嗎？ 

http://shaonv.laoxiezi.com/cache/1486094204_554614.png


 

  

  這是我們的表演服飾，漂亮嗎？ 

  想嘗一嘗我們設計的蛋糕嗎？ 
 我們為畢業典禮努力練習，加油！ 

  Go-Kart！Go Go Go！ 

  原來波菜也有根、 

莖、葉的部份， 

天父的創造真奇 
妙! 

 種子拼貼樂趣多  

17 

  媽媽我愛您，母親節快樂！ 



  

 

  

３月份 ４月份 

５月份 

18 

  老師合力為小朋友演出話劇 

 能一起敬拜天父真 
開心！  周校長為我們講故事 

 齊聽天父的教導 

http://shaonv.laoxiezi.com/cache/1486102132_118759.png


  

  

  上午班獲得冠、亞及季軍同學 
  上午班榮獲優異獎的同學 

  下午班榮獲優異獎的同學 

  下午班獲得冠、亞及季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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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訊 
 

2016-2017 年度下學期 7 月至 9 月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1/7/17 (六) 回歸紀念日公眾假期 

8/7/17 (六) 幼兒班新生家長會 

17/7/17 (一) 生日會暨敬師日     主題：結業禮     服飾：夏季校服 

18/7/17 (二) 家長面談日 (III)     全校學生不用上課 

19/7/17 (三) 暑假 (7 月 19 日 – 8 月 31 日) 

 

26/8/17 (六) 17-18 年度幼兒班家長會 

 

1/9/17 (五) 新生適應日 

2/9/17 (六) 17-18 年度低、高班家長會 

4/9/17 (一) 全校開課 

 

 

 

 

 

 

7 月份茶點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牛油蛋糕仔 西蘭花+雜莓乾 果醬車輪包 穀麥脆片+水果 芝士片+動物餅 

第二週 提子麥包 烚蛋 芝士包 豆乳餅+甘筍粒 三角朱古力蛋糕 

第三週 
生日會 

碎朱古力雪糕+蛋糕 
家長面談日 暑假 

第四週 
暑假 

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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