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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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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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是圖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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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刊 

黃少蘭校長 ( 前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總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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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麗校長

　　本學年，我們的年題為「回應主恩 ‧ 實踐召命」。深信主耶穌喜悅我們常與祂同行，並能在教

學及建立團隊的文化上作更美的事奉。林前十二 22-23：「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

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神的

話提醒我們應如何去與孩子和同儕相處。

　　本學年註園社工的機構獲匯豐基金「童心層層疊 - 幼兒正向情緒發展計劃」資助，在低班和高

班開辦了不同類型關注學生和家長情緒的小組，例如：兒童音樂小跳豆、音樂治療親子體驗課、減

輕親職壓力家長小組和兒童社交小組。 這些課程和工作坊使家長能親身體驗如何去幫助孩子抒解

情緒，家校合作成效顯著。新學年我們繼續有這個資助，並會繼續在低、高班開辦這些學生和家

長小組，盼望讓更多的家庭參與，一同關注孩子情緒的需要。

　　開學初，我們舉行了全校性「親子閱讀日」，各級反應踴躍，約 80 個家庭參加，帶動了親子閱讀的文化。這次閱讀

日之後，家長更自發性組織了「平安讀書會」。 幾位熱心的家長輪流設計每月一次的閱讀主題，互相合作帶領活動。願

這親子閱讀文化能夠延續，讓更多家長投入參與。

　　本年度加入了教育局語常會的「中、英語文計劃」，幫助教師能設計更合適的語文教學課程。今年各級都嘗試了不同

語文教學策略，大大提升了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

　　過往，家長非常欣賞本園對幼兒品德教育的重視，新學年我們將與香港有品機構合作推行「有品校園」計劃，將會在

各級課程延展，並會開設家長小組，以基督教教育理念為基礎，讓家長和學生都能活出美好的品格。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於 17-18 年開始，對香港幼兒教育來說是一個新的里程，對幼稚園是一個機遇和挑戰，無論處於

任何景況，神仍掌管一切，我們會繼續仰望祂的帶領，以「平安四柱」為我們目標：

扎根真理，反思成長

教養孩童，精益求精

建立團隊，上下一心

如火挑旺，廣傳褔音

回顧與展望

平安讀書會：父母一起參與陪伴孩子閱讀

周玉麗校長

童心層層疊計劃：玩手指畫親子活動

Show and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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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心聲

慈悲仁愛的天父：

　　非常感謝祢讓兒子以信能夠入讀沙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完成了從低班

到高班畢業。這兩年實在經歷祢的大保守。

　　祢為以信預備了一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幼稚園。因為學校非常接近火

車站，令到爸爸、嫲嫲甚至外婆都能夠在我不便接送時，都能伸出援手。

亦因我有時不便接送，學校老師給予了很多明白和體諒，這看似微小的事

卻帶來很大的幫助。

　　除了地點方便要感謝主，跟著要感謝主給予學校的教學方向和教導手法。

學校很愛主，每個教導小朋友的想法、課堂、教案等均培養小朋友如何成為一個學像主有好品格、有

愛心、有知識、互相欣賞的好孩子。讓以信在家庭及教會以外，有更實在的榜樣和教導。

　　說到教導，真的不能忘記要好好的感謝主給學校有如此多的好老師、教職員和校務姨姨。因為我

們是搬家來沙田的插班生，從低班開學就看見老師對以信的適應特別留心，而校長、主任就來關心我

這位既緊張、擔心又無助的媽媽。以信很多因為適應上的問題，都一一因為老師和校長悉心明白，繼

而幫忙逐一解決下來。這一點，我求主祢大大的嘉許她們。

　　還有因為搬進這一區，我在適應上有很多困難，而且做全職媽媽的艱苦真不是容易隨便跟人傾訴

就得被明白，於是校長還找來社工和園牧，又聽心事、又鼓勵再加上禱告支持。天父呀！這間學校的

愛心不單是教育小朋友，還照顧到小朋友的家庭呢！實在是很感謝祢給予她們的愛心支持，她們就像

天使一樣。

　　這兩年每次當看到以信的進步，我都很感激學校裡每一位付出愛心的「天使」。從一個終日在媽

媽懷內撒嬌的小朋友，到今天以信已裝備好進入小學，實在是見證著學校的培育和建立。

　　天父，以信將會畢業要離開學校了！我懇求祢繼續加能力賜給學校、給校長、每位主任、每位老師、

每位姨姨及所有教職員，讓她們的愛心教導、悉心關懷繼續下去，使更多小孩子家庭得福，亦從她們

的工作和愛心看見主祢的榮美，叫人懂得她們的愛從祢而來。

　　感謝主給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主若願意我再有小孩，我一定再給他 / 她來做學生呢！

Moses 黃以信媽媽

黃岑燕華敬上

2017 年 6 月

給天父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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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回望紫悅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三年的日子實在進步很多，她由一個慢

熱的孩子變得現在活潑開朗。

　　回想起她由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轉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簡直判若兩人，

還記得她返學校的首天，她自己走入校園，沒有哭過，很神奇地文翠老師告訴我，

她很適應幼稚園生活，使我很放心。當初我們精挑細選選了一間位於浸會大學內的

幼稚園，卻不及神的帶領，祂帶領我們走進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浸幼的課程再好，

也不及平幼老師對學生付出的用心、真心和愛心，她在充滿愛的環境下，讓她有

安全感，才學習得好，而她再沒有出現咬手指等一些焦慮的表現。

　　我們很感謝任教幼兒班的文翠老師，她很細心，開學幾天已觀察到紫悅是左撇子，還問我是否讓她用

左手寫字，我真的感動又驚訝！一位老師對孩子的用心由此可見，還記得她每一個真摯的笑容，每一次放

學時的評語都是鼓勵和稱讚，她看孩子都是正面的。她知道紫悅很喜歡畫畫，為了鼓勵紫悅，還把她的畫

作貼在課室內，使她自信滿溢。頭一年在文翠老師的關愛和照顧下，她慢慢地成長和對幼稚園充滿信任。

　　到了高班，紫悅熱愛學習，尤其是寫字，幼稚園又有很多寫前訓練，使她的小手肌很靈活，雖然在平

安福音堂幼稚園很晚才學寫字，但正正因為遲寫字，她現在寫字才會這麼好，一開始寫字就能得心應手，

最重要是她愛上寫字。陳主任還和她通信，每天她很期待陳主任的信，回家第一件事是要作句子寫信給陳

主任，有一次我在煮飯，她也急著問我那些字怎樣寫。現在她會拿起繪本自己讀，她的學習興趣是如此的

濃厚。

　　很感恩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使她跨越了一大步，由一位不善於面對陌生人的小

孩，到現在她善於表達並考上了一間心儀的私校，和平安福音堂幼稚園一樣，老師

都是充滿愛心，亦以聖經真理教導為基礎的學校，使我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老師，

使她成為一位榮神益人、能活出愛的人，因我們相信孩子被愛她才能愛人，並找到

幸福。

　　此外，學校也很關心家長的需要，設有家長學堂、蒙特梭利工作坊等讓家長

獲得更多育兒的知識。余園牧還很關心我們心靈的需要，記得我爸爸突然心臟病

發，余園牧即時為我禱告並安慰我，真的很感謝她，在我徬徨無助時扶了我一把。

　　我衷心感謝周校長和她所帶領的團隊老師、書記、姨姨，各人都很用心為學生。我特別欣賞幼稚園冬

天校服沒有校裙，只有運動服，孩子冬天不怕腳冷，全年只穿運動鞋，使腳能健康發育且走路舒適，學校

的細心已能見微知著。

何紫悅媽媽

2017 年 6 月

畢業生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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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幼兒是天生的學習者，蒙特梭利女士認為：「他們心裡希望成人：請你幫助我，讓我可以自己做。」當他們「自發」

用手做的時候，他們把抽象的知識，活生生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就真知道了。

　
　　所以，引發他們內在的好奇心，讓他們主動自發學習，而不是外在威迫。我們校園的設計就是預備及維持一個豐

富的學習環境，激發幼兒的內在學習動機，令幼兒自發地學習並應用所學的知識及創新。

幼兒的獨特性

每位幼兒都有特殊的需求和能力，教師從觀察中了解幼兒的特質，引導幼兒獨立思考。我們營造自由而有序的環境，

幼兒從中學習如何去選擇、分類、序列和自己修正錯誤。如下面的相片，他們都利用了顏色盒，但按他們的獨特的思

維設計不同的圖案，也配搭不同的教具來呈現出他們的心思。過程中，教師以尊重及信任幼兒的態度，培養有獨特性

又愛學習的幼兒。

陳肖燕主任

幼兒探索投射影像與距離的關係
幼兒探索圖案在轉動下的變化

教學的策略

‧ 透過感官探索的策略，

讓幼兒認識身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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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許幼兒重複的策略，讓他們內在滿足，技巧達到熟練

‧ 關注幼兒學習動機及對將來的影響

有一天，承承 ( 化名 ) 哭了，一位有愛心的同學主動要求老師教他寫信給承承 : 「希望你開開心心」，這位同學的行動

使我很感動。感動原因是他主動學習外，他還能主動關心他人，實踐神的話愛人如己，自發「活出愛」而感動，我知道

這不是口號而是他的生命的流露，我心裡想「幼兒，你升到小學一定是他人的好朋友。」

持續書寫數字字卷的技巧，從中了解數值之間的關係

書寫信件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拼字活動中，突顯聲母，加強英文字的特色

編織頸巾的技巧，從中訓練發展精細動作

總結

幼兒是天生的學習者，他們需要成人尊重他們的獨特性並用心指導，讓他們了解學習的技巧，他們就能獨自陶醉於學習生

活之中，喜歡自發學習，這是我們最想送給幼兒們的禮物。願我們一同合作，引發他們喜歡學習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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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家庭事工部

重塑身心靈壯健

　　感恩今年為沙田平安福音堂 30 週年，明年便是幼稚園 30 週年慶典，

數算主恩真是豐厚無比，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感謝神引領我進入沙平這個

大家庭，感謝神與我同工，開創了全新的外展部，用愛去關愛社區及各個

家庭，透過當中的活動，我們都感受到神奇妙的作為。讓幼稚園家庭事工

部更切合家長需要，把愛與關懷、牧養及建立整全家庭的技巧和方法，透

過不同的方法，讓各家庭得到身心靈全方面良好發展如下：

                    
‧ 學進步～來小一適應班：

家長及校方都很重視孩童學業和品格的發展，所以配合畢業生的需要，

我們特別安排了小一適應班。為了特別讓各小一生能順利及愉快地適應

由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習模式，同時我們以愛培養他們，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及品格，為了他們全人發展健全及開心地學習不斷進步，努力做個

好學生。

‧ 身壯健～週二四讚美操：

全職婦女為了照顧家庭，身體多勞累。所以我們特別為上午班及下午班家

長，預備全身的拉筋運動，當中有細緻教導各舞步，讓大家安全防扭傷。

最重要是我們婦女們有相聚的時光，並可以相約相交、彼此守望，讓大家

在忙碌的家居生活有個舒氣的空間。

‧ 心親蜜～週日家長學堂：

感謝神讓我過去在家長事工開創及發展的事奉上積聚了豐富的經驗，因此

能深入了解各家長需要。我們建立一個有系統家長學堂課題，讓夫妻、親

子、姻親及人際關係能更親密，有理解及實踐的分組討論，未來一年我們

更計劃有工作坊，提升實踐性，透過親身經驗不一樣的管教或減壓技巧。

讓各家庭重塑親密關係，滿滿的甜蜜。

‧ 靈滿足～每天與神相遇：

( 詩篇 85:8-9)「要聽神 - 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必應許將平安賜給他

的百姓 - 他的聖民；祂的救恩誠然與敬畏祂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

的地上。」以本人提供每日一篇靈修資料，讓各家長可與神親近，在生

活上家長和神在愛中相遇。彼此分享感恩見證或數算恩典，都成為我們

生活中積極正能量，還有其他家長的同行的美好回憶。

　　未來新一學年，希望幼稚園、教會及家庭更加緊密合作，成為

沙田區的燈台。讓神的光和熱透過我們，吸引更多來認識此鐵三角，

一同享受神湧流的愛，叫各參與者活出感恩、豐盛人生、榮神益人的

信望愛生命力。

余園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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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篇K1

好消息！耶穌降生了

甚麼物品能滾動？

我們在享受插花的樂趣！

齊來歡迎耶穌進入耶路撒泠

嘟嘟！巴士開了

看！小種子長高了
與周校長分享有益的水果

在水果園裡摘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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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篇K2

「我的家人」大筆畫

天使向婦女顯現說︰「耶穌復活了 !」

看看誰的車子行得快

我們用大積木砌出身體

我們的蝴蝶對稱畫漂亮嗎？

齊來切番茄

影子浮出來，好神奇呀 !
我們變成了一列火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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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食物金字塔健康好味！

YEAH ！我們學會了大掃除，擦桌子

聽聽，聲音透過空氣震動傳播

種子拼貼樂趣多

五餅二魚的故事令我們學會感恩這是消化系統啊！

我學會了獨體字和上下結構字

我們把球滾進不同的行星裹

創意學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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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K1

參觀同學的家，真開心 !

天氣真好！我們去欣賞美麗的花兒

多麼漂亮的花兒呢！

哇！新鮮的水果

我們去參觀巴士站

我們去了超級市場買水果！ 11



K2

我們一起到超級市場購物

吸光紙，真好玩 !

我們一起參觀電器鋪 !

我們一起搭港鐵，真開心 !

我們將來要做小牙醫

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我們一起去參觀昆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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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去金紫荊廣場真開心 !

我們都是小農夫

看我在沙田公園寫生，漂亮嗎？

參觀益力多廠好有趣啊！

謝謝親友來校探望我們

我們一起去參觀教會

校園活動篇 戶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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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un
K1Fun

English

F for flower!
齊齊找出 B for banana ！

D for Dad!

Star cookies!

H for honey!

校園活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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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Fun Fun

Fun
English

I can run fast

Put some ketchup on the hamburger

We are making the hair of sheep

N for necklaceWe like ice cream

校園活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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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un
K3Fun

English

sh...sh...sh...shout!

I want to share this juice with my friendsI take out the blue wood

Stand by! Rocket ship!

Go-Kart! Go! Go! Go! 

校園活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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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會

全校親子旅行日

我們都知道「天父愛我」

 低班大合照

感謝爸媽與我們一起玩遊戲

英文生日會 - 我們為不同的小動物慶祝生日

聖誕崇拜 - 
余姑娘為我們宣講好消息

飲食大發現生日會 - 老師們

教導我們飲食均衡的重要性

校園活動篇
全
校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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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活動

我們都玩得好開心！

滾滾樂

我有一個小錢箱

年年有餘

 中國音樂齊欣賞

 我們在運送賀年食品

校園活動篇
全 校 活

動

18



合班崇拜

 猜猜燈謎

有星星、月亮伴隨我們賞月

同來敬拜天父

我們用歌聲來敬拜天父！

能一起敬拜天父真開心！

一起坐下休息賞月

我們一起去玩花燈

校園活動篇
全
校 活 動

花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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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細運會

新生適應日 - 彩虹傘好好玩呢！

親子繪本閱讀日 - 父母與孩子一同閱讀繪本

新生適應日 - 一起做手工

「跑跑樂」

「小動物上學去」

「身體扭扭樂」

一起為細運會祈禱

校園活動篇
全 校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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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聖誕福音聚會

上午幼兒班小朋友圓滿演出

上午幼、低班大合照

下午幼、低班大合照

下午低班小朋友在後台準備好出場啦 !

上午低班小朋友準備要傳好訊息給大家了

校園活動篇
全
校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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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低、高班 - 跆拳道班

高班 - 普通話故事班

低班 - 兒童舞蹈

高班 - 音樂劇歌舞班

低班 - Phonics for fun

低班 - 動感英語

幼兒班 - 趣味節奏樂

校園活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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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家長專題講座：管與教

故事延伸活動遊戲

爸爸媽媽也會與我們個別說故事

我們一起玩得很開心！

我們都留心聽爸爸說故事

之後我們還一起做手工

各級家長專題講座：
Apple 老師分享親子共讀

的重要高班家長專題講座：培養自信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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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出席香港亞洲蒙特梭利會議 2017

協康會為本園提供運動提升專注力培訓

12 月聯園蒙特梭利感官教育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

聾人研究中心教授我們簡單手語

梁耀權校監與教職員分享

「召命與工作反思」

8 月聯園培訓「更美的事奉」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