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麗校長 

 

  這個學年幼稚園推行「有品校園」

運動，「尊重」是我們首要關注的品格。

相信家長也收到籌委派發的「品格信」，

目的是讓家長了解我們推行這運動的重

點和計劃。期望在家校合作下，不只讓

孩子愉快地參予活動，而更重要的是：孩子懂得有禮和尊重。 

 

幼兒班新生在校園中要適應的事情可真多，雖然如此，

欣賞幼兒班老師常以遊戲和角色扮演方式培養幼兒學習「尊

重」的態度。 每次有事詢問或要求別人幫忙時，都需要以「請」字開始。 記

得有位幼兒初開學時見到我們都說「喂！」或「你是誰？」，可喜的是：現在孩

子已懂得說：「請問…？」感恩孩子們都得到啟發了！ 

 

同樣，低班老師也積極在課堂中作鼓勵，孩子們都能主動地與各教職員打

招呼，也見到他們日漸進步。至於高班同學們，他們成為「有禮小寶貝」的有

禮大使，老師安排他們每天輪值去歡迎各同學入園，他們十分期待這特別的任

務，由初期不自然和害羞態度，到現在主動及興奮地向每位入園的同學打招

呼，他們的進步也鼓勵了新入園的幼兒班同學，因看見學長們的歡迎，使他們

在適應校園的生活時增添了一份安全感，也成為他們學習的好榜樣。 

 

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喜見孩子樂於學習，互相禮讓相處，被動的小朋友

都改變為主動的學生，我是何等的開心啊！我們期望陸續推出不同形式以建立

好品格的活動，能培育兒童們，由學習內化成品格，讓他們天天活出「天父喜

悅小寶貝」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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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 上午幼兒班陳獻翹家長  

 

  獻翹開學了，回到這所我們熟悉的幼稚園上學去。 

   

  之所以說熟悉，因為獻翹的姊姊 —— 恩翹，正是平安福音堂幼稚園（下簡稱平幼）的畢業生。 

 

  恩翹今年小學三年級了，畢業眨眼已近三年。但我們在平幼帶走的，依舊伴隨著我們。 

 

  恩翹在平幼唸書三年間，我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信念相近，都是希望把孩子交到一所著重德育、品格

和信仰的幼稚園。我們因孩子走在一起，起初只是相約去公園玩玩，後來我們嘗過一起宿營、旅遊、郊遊、野餐、燒

烤、游泳、沙灘、除夕倒數、生日派對、看話劇、音樂劇、踏單車、聚餐⋯⋯。起初只是聊聊孩子，後來我們聊生活、說

工作、談信仰，一同守望，互相提醒。有好幾個家長，直到今天，我們仍常有聯絡，彼此成為了好友。 

 

  但我知道一切非必然。能夠在孩子成長的路上，遇上同路人，一起分享喜與憂，並非必然。記得當年小學放榜，有

幾位同學仔失落於他們的「心水」小學，經過一輪折騰的叩門，終於在暑假完結前，塵埃落定，各自找到落腳的小學。

恩翹比較幸運，入到首選的小學；但幾位叩門的同學都是她的好友，我跟幾位媽媽都很熟稔，眼看他們折騰又折騰，過

程中不乏失望、焦急、緊張，我自己也為他們著緊。後來塵埃落定，他們幾個開了一個慶祝派對，亦邀請了我們出席，

我們感恩能跟他們同行。 

 

  此外，在平幼內，我們也遇上很好的老師。蕭老師是恩翹 K2 和 K3 的班主任。記得有一次，她致電我談恩翹在

校的情況，聊著聊著，我跟她提到當時自己跟母親的關係常有衝突，蕭老師跟我聊了很久，開解我，亦建議我一些方

法。那一刻我很感動，一個孩子的幼稚園老師，竟然對家長自身的心理素質都如此費心。直至現在我們仍偶有聯絡，她

現在亦成為了一位溫柔的母親。 

  

  獻翹當年剛出世的時候，我正在坐月，忙到一頭煙。有一天，恩翹放學回家，從書包內拿出一張自製的心意卡，原

來是幼稚園上上下下，校長、主任、老師、姨姨、姐姐為獻翹出世寫的祝賀語。這份小小的心意，為當下疲乏的我送上

一份暖意。 

 

  當父母需要存謙卑的心，需要很多的

學習，學習如何教養孩子，學習成為更好

的自己。這段父母的路很長，能夠有伴，

很感恩。祝願大家也能在這裡遇上同路

人，一同走過這段悠長的父母路。 

  

惜子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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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蜜桃老師（普通話） 

採訪： 下午高班胡明詩（普通話）、張皓智（廣東話） 

繪畫： 下午高班黃悅黃（廣東話）   

攝影： 下午高班譚心柔（廣東話） 

張皓智 ：（廣）為什麼蜜桃老師想做老師？ 

蜜桃老師：（普）普通話是什麼？ 

張皓智 ：（廣）唔知喎… 

蜜桃老師：（普）那裡寫「為什麼蜜桃老師想當老師」

嗎？ 

黃悅澄 ：（廣）咁胡明詩做乜呀？ 

蜜桃老師：（普）那你（胡明詩）是做什麼的？ 

張皓智 ：（廣）抄返我講嘅嘢囉！ 

蜜桃老師：（普）哦！翻譯！那你（胡明詩）問我啦！ 

 

胡明詩 ：（普）要問什麼？ 

蜜桃老師：（普）你看他寫的第一題問什麼？ 

張皓智 ：（廣）我都未講！ 

蜜桃老師：（普）你問啦～你問啦～（笑） 

張皓智 ：（廣）為什麼蜜桃老師想做老師呢？ 

蜜桃老師：（普）你（胡明詩）當翻譯啦…為什麼…蜜桃

老師想當老師……變成我在當翻譯啦！哈哈！

你問我啦！ 

胡明詩 ：（普）為什麼蜜桃老師想當老師？ 

蜜桃老師：（普）第一，因為天父爸爸衪給我有教小朋友

的恩賜，所以我有教小朋友的專長；第二，因

為我很喜歡六歲以前的小朋友，所以來教你們

喇！第二題是什麽？ 

張皓智 ：（廣）你最喜歡去哪一個國家地方旅行呢？ 

胡明詩 ：（普）你喜歡去哪一個國家旅行？ 

蜜桃老師：（普）我喜歡去哪個國家嗎？我喜歡去韓國。 

黃悅澄 ：（廣）即係咩呀？中文係咩呀？ 

蜜桃老師：（普）你（胡明詩）翻譯給她韓國中文是什

麽？ 

胡明詩 ：（廣）韓國。 

蜜桃老師：（普）對，韓國。因為韓國的食物很好吃，它

的味道很刺激我喜歡。我在九月份也去韓國

拍了婚紗照，因為我在十二月結婚喇！ 

張皓智 ：（廣）第三題：你平時乘搭什麼交通工具回學

校呢？ 

胡明詩 ：（普）你平時喜歡搭什麼交通工具？ 

蜜桃老師：（普）我平時喜歡搭還是我平時上班要搭什麼

交通工具？ 

胡明詩和張皓智：（普）喜歡。 

蜜桃老師：（普）我喜歡搭火車。 

胡明詩 ：（普）我也喜歡。 

蜜桃老師：（普）因為我住的地方很方便搭火車，你知道

我住在哪裡嗎？太和的下一個站。 

胡明詩 ：（普）太和的下一個站？ 

蜜桃老師：（普）我住在大埔墟，所以搭火車來沙田很方

便，而且火車有空調，也有電視可以看，是

有十一卡很長很長的火車。 

黃悅澄 ：（廣）三題都講完喇！ 

蜜桃老師：（普）你們還有什麽問題要問我嗎？ 

胡明詩 ：（普）你喜歡吃什麽水果？ 

蜜桃老師：（普）我喜歡吃蜜桃。 

張皓智 ：（普）蜜桃！？ 

蜜桃老師：（普）對，所以我叫做…… 

眾   ：（普）蜜桃老師！ 

胡明詩 ：（普）你好好吃呀！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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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蔡老師 

採訪：上午高班朱朗言、黃冠量 

攝影：上午高班黃冠量 

 

 

 

朱朗言： 鍾意什麼運動？ 

蔡老師： 最鍾意游水，因為最有信心同好舒服。 

朱朗言： 鍾意著什麼鞋？ 

蔡老師： 鍾意著輕便鞋，因為舒服又方便同白色好易

襯。 

朱朗言： 鍾意到那一個地方旅行？ 

蔡老師： 韓國， 教會好大好多人一齊敬拜好開心。 

黃冠量： 你知唔知高鐵係幾時通車？ 

蔡老師： 咁你知唔知？ 

黃冠量： 我知，係第三季。 

蔡老師： 咁你知唔知語文文化區有幾多人呀？ 

黃冠量： 呀...... 

蔡老師：係 2 老師，16 同學  （哈哈～） 

黃冠量： 你知唔知高鐵係有咩程序？ 

蔡老師： 嗯… 

黃冠量： 係一地兩檢。 （搶答） 

蔡老師： 你問咁多常識題架，問我英文啦～ 

黃冠量： 最後問條數學題啦～1+1=幾多？ 

朱朗言&蔡老師同時答：2 

朱朗言： 咁蔡老師你識唔識炒飯架？ 

蔡老師： 我都識少少煮飯但好少炒飯。 

然後朱朗言&黃冠量不停問蔡老師數學題目。 

 

  

 

採訪對象：陳姨姨 

採訪：上午高班利純靈、梁晨曦 

攝影：上午高班何靖行 

 

利純靈：陳姨姨在校工作了多

少年呀？ 

陳姨姨：三年多了。 

利純靈：你主要工作做什麼？ 

陳姨姨：主要照顧同學們上廁

所及清潔校舍。 

利純靈：你放假時候做什麼？ 

陳姨姨：最愛在放假時跟家中

小狗玩耍。 

利純靈：你家中有小狗嗎？ 

陳姨姨：是呀我家養了兩頭小

狗。空餘時要清潔家居。及跟家人外出逛街和

食飯，還有星期天必定去教會參與崇拜聚會。 

陳姨姨： 謝謝你們訪問。 

梁晨曦：陳姨姨工作辛苦嗎？ 

陳姨姨：辛苦呀 但若你們不弄汚枱櫈；我便不用做得辛

苦了。知嗎？！ 

梁晨曦：你喜歡做運動嗎？ 

陳姨姨：這問題好好👍 以前好喜愛運動，但因工作辛苦 

所以現少了運動。 

梁晨曦：你喜歡食水果嗎？ 

陳姨姨：我好喜愛水果 特別是菠蘿。晨曦你喜歡什麼水

果？ 

梁晨曦：我愛士多啤梨。 

陳姨姨： 謝謝你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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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謝老師 

採訪： 上午高班陳樂頌， 林琛柔    

攝影： 上午高班李衛心 

 

陳樂頌：點解會係呢間學教

書既？ 

謝老師：因為我知道呢間學

校用好多耶穌同

天父既故事教小

朋友，我又好想

同小朋友講多 d

耶穌同天父既故

事，又想好多小

朋友同佢地既爸

爸媽媽認識到天

父，所以我就黎左呢間學校教小朋友啦。 

陳樂頌：老師你鍾意食咩食物架？ 

謝老師：我鍾意食香蕉，因為本身我好鍾意黃色，所以揀

水果都揀番鍾意既顏色，所以就鍾意香蕉啦。 

林琛柔： 請問你鍾意咩顏色？ 

謝老師： 哦 我頭先話我鍾意食香蕉因為鍾意黃色，因為

我細個既時候有一個我好鍾意既玩具係黃色

既，所以謝老師由細到大都好鍾意黃色呢個顏

色架。 

林琛柔： 請問你鍾意咩野動物呀？ 

謝老師： 我鍾意咩野動物呀，等我諗下先下，我鍾意毛

毛蟲，(小朋友們哈哈大笑) 因為我細個個陣有

一個好鍾意既公仔，頭先講細個既時候有一個

我好鍾意既玩具係黃色既，係一條毛毛蟲既公

仔，所以我最鍾意既動物係毛毛蟲，同埋我都

唔驚個 d 毛毛蟲既。 

林琛柔： 請問你放假個陣鍾意做咩呀？ 

謝老師：放假既時候呢我鍾意一個人去…. 鍾意一個人睇

書，鍾意去海邊聽詩歌同埋去睇書。如果同朋

友一齊既時候呢，我就鍾意去草地個度野餐，

同埋鍾意去跑步。 

陳樂頌： 點解你會教幼兒班既？ 

謝老師： 哈哈! 因為係校長安排我教幼兒班既，咁我都

好鍾意照顧幼兒班既小朋友既，因為幼兒班既

小朋友呢佢地之前冇返學架，對學校好多野都

唔識，所以我都好鍾意教幼兒班既，佢地去廁

所可能唔係好叻啦，拎杯毛巾盒都未必好叻

啦，所以覺得教幼兒班既小朋友好開心呀，教

識佢地咁多野。 

陳樂頌：咁係咪好辛苦呀？ 

謝老師： 唔..教幼兒班，都有小小辛苦呀，因為教幼兒班

要成日彎低條腰，因為佢地好多野都要幫助，

所以條腰都會有小小痛，不過都覺得好開心

呀，開心多過辛苦。 

謝老師問大家： 仲有冇野問我呀？ 

小朋友們：冇啦！唔該曬謝老師。 

 

採訪對象：蘇老師 

採訪： 下午高班何梓瑩、方琛樂 

攝影： 下午高班李浩希 

 

何梓瑩： 你喜歡吃糖嗎？ 

蘇老師： 喜歡，但更喜歡吃黑色

朱古力。 

何梓瑩： 蘇老師你喜歡游泳嗎？ 

蘇老師： 我不懂游泳，喜歡玩

水。 

何梓瑩： 蘇老師你喜歡去迪士尼

嗎？ 

蘇老師： 我去過一次，最喜歡看煙花和看劇場表演。 

何梓瑩： 蘇老師你喜歡看書嗎？ 

蘇老師： 喜歡，有時會看小說、漫畫和聖經書。 

方琛樂： 蘇老師你喜歡去旅行嗎？ 

蘇老師： 喜歡，因為旅行有很多東西玩，亦會令人的心

情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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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張老師 

採訪：下午高班伍曜暘，勞琬靖 

繪畫：下午高班張顯柔 

攝影：下午高班邱晴一 

 

勞琬靖：張老師，請問你鍾意咩顏色

啊？ 

張老師：我最鍾意黃色，淺黃色，好似陽光好溫暖。我鍾

意的卡通人物都係黃色嘅。 

張顯柔：張老師，咁你鍾意咩卡通人物啊？ 

張老師：我鍾意的卡通人物就係蛋黃哥啦。你地有冇聽過

啊？佢好似一隻煎雞蛋，太陽蛋咁。 

同學： 我唔識啊。 

勞琬靖：你鍾意食咩菜啊？ 

張老師：我鍾意食白菜。 

伍曜暘：除咗菜，你仲鍾意食咩啊？ 

張老師：我都鍾意食肉嘅，譬如牛扒啦。你們鍾意食咩

啊？ 

勞琬靖：我鍾意雞蛋，蛋撻。 

張老師：烚蛋你們鍾意嗎？ 

勞琬靖：我鍾意炒蛋。 

張老師：我都鍾意炒蛋。顯柔，你呢？ 

張顯柔：我唔鍾意炒蛋。我最鍾意嘅就係烚蛋撈豉油。 

勞琬靖：張老師，你鍾意咩甜品啊？ 

張老師：我鍾意焦糖燉蛋啦。仲有。。。 

（勞琬靖：我都係啊。） 

張老師：仲有雪糕，同埋湯圓。晴一，你鍾意食甜品嗎？ 

邱晴一：我都鍾意雪糕。 

伍曜暘，張顯柔：我都好鍾意啊。 

伍曜暘：張老師，你收咗工，通常會去邊嘅？ 

張老師：平時我就會返屋企啦，星期五就會去團契。 

勞琬靖：我都返教會啊，不過係星期日返崇拜。 

張老師：我會返兩次，一次星期五團契啦，另外一次就係

星期日崇拜。 

伍曜暘：你返咗屋企會做咩嘅？ 

張老師：我食完飯就會沖涼啦，跟住就會用一陣電腦，上

下網啦。然後就會瞓覺。 

伍曜暘：咁你幾點鐘起身啊？ 

張老師：通常我六點半就要起身啦。因為我要教上午班，

八點幾就要到學校。我需要從大埔出來沙田。 

伍曜暘：你屋企近唔近學校嘅？ 

張老師：我需要坐火車，大概 25 分鐘，從太和站到沙田

站。 

勞琬靖：你平時仲鍾意做咩嘅？ 

張老師：放假的時候，譬如聖誕節，復活節啊，我就鍾意

去旅行。 

勞琬靖：我都有啊。要搭飛機。我去咗一次韓國。 

張老師：我也去過韓國，仲有台灣。 

伍曜暘：我去過新加坡啊。 

勞琬靖：我係暑假去，26 號飛。 

張老師：你記得好清楚哦。 

張顯柔：張老師，你鍾意咩花嘅？ 

張老師：前幾日我見到一張相，係繡球花，我好鍾意嘅。 

張顯柔：我見過真的繡球花，好靚嘅。 

勞琬靖：繡球花係點樣嘅？ 

張老師：繡球花好似一個波咁啦。有淺藍色，粉紅色同埋

淺紫色，係球體的，好靚嘅。你的鍾意咩花

啊？ 

張顯柔：我鍾意彩虹一樣的花，有唔同顏色嘅。 

張老師：男孩子會唔會鍾意花嘅？ 

伍曜暘：我都鍾意。 

邱晴一：我唔鍾意。 

伍曜暘：除咗繡球花，仲有咩花你鍾意啊？ 

張老師：我都鍾意雞蛋花。 

勞琬靖：係唔係橢圓型嘅？ 

張老師：雞蛋花好似一隻散開嘅雞蛋，中間係黃色，邊緣

係白色嘅。 

張顯柔：張老師，我屋企樓下公園都有雞蛋花啊。我成日

去摘來送俾媽媽。 

張老師：係啊？ 

勞婉靖：係啊。我都有去個公園玩嘅。 

張老師：好啦，我

們今日的

採訪就完

啦。多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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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高班勞琬靖家長 

『琬靖』的意思 

 

【琬】解作沒有稜角的美玉，常比喻晶瑩美好的事物 

 

【靖】解作平安，安靜，恭敬，和善 

 

希望琬靖是一個平易近人及有禮貌的小寳貝，每天

都開開心心、平平安安。 

 
 

下午幼兒班陸朗前家長 

  

 媽媽是一個開朗的人而爸爸則較負面。爸爸媽媽很希望我們的小

寶貝能夠正面 (“朗”)，在神裏將來有很多的可能性 (“前”)。透

過爸爸媽媽在神裏面的生命成長，成為朗前的遮蓋，讓他有一個好

的基礎去探索這個世界。他的英文名是 Gratian，意思是  “by the 

grace of God”。我們對天父賜下的寶貴產業滿懷感恩。 

 

 

 

 

 

    

 

 

 

 

 

 

 

 

  

名字故事 

親子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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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陳奕仁家長 

分享，就是送禮物。 

 把我的送出去，就變成了大家的。  

送出去的時候，我擁有的，好像變少了。 

分享的時候，我擁有的，好像又變多了…… 

《樹的禮物》 

    今年暑假的時候我到過長頸鹿繪本館找圖書給兒子，無意間看到這本

書《樹的禮物》，當我翻開書的第一頁時便看到上面的一段文字，一看便

覺得很有意思，吸引我再翻開書來看看裡面的內容，它的內容是講一棵蘋

果樹在一年四季不斷地分享自己，如春天的時候分享自己粗壯的樹幹給鳥

兒造巢、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們捉迷藏的地方；夏天時，樹分享自

己的樹蔭給人們擋太陽、晚上又為蟲兒提供舒適的家；秋天時為人們奉上

香甜的蘋果；冬天時，樹分享自己的樹洞，為小動物提供可冬眠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樹漸漸的老去，但它仍然樂於分享自己的身體，它的身體被

人們砍下來掉在火爐內燃燒給人們在寒冬中取暖…… 

  

    我覺得這本書的故事十分感人亦能帶給我們有不同的反思，不但能讓

孩子明白分享的意義(看似要付出實質的東西，但同時亦得到非物質的回應，如孩子在學習分享自己手上的玩具給其他同

伴玩時，看似是失去自己手上的玩具，但卻換來與同伴一同玩耍的歡樂)同時大朋友們看也十分合適。 

很喜歡書中最後一頁，它問… 

那麼，你和我呢？我們可以為這世界送去什麼，好讓它變得更可愛，更美妙？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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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梓萱家長、黃幸寧家長、余伊晴、信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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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FUN 親子活動日                                            余惠珠園牧 

 

  感謝神！這裏是沙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與沙田平安福音堂共

建滿有愛和關懷家長的平台，我們特別設立 K1 家庭親子活動日，

透過一連串活動祝福各家庭。 

 

  第一週有互動的親子好朋友活動，我們向每孩童送贈一個背囊

或手提包，之後向他們分享有益身心靈的聖經品格故事，並齊齊玩

集體遊戲，「駕駛」着開心小火車在課室中漫遊，各孩童都玩得十

分開心，並從遊戲建立友誼，一舉多得。 

 

  第二週有親子手作坊，透過孩童與父母一同製作家庭相架，並拍下溫馨合照，留

下最溫情甜密的一刻。之後，就是家長講座講題:如何作一個稱職的父母，正切合各家

長的需要。還有第三週特備的家長講座，透過講題:五種愛的語言，加增親子互動方

式，並且家長能進一步明白不同人有不一樣愛的表達，成為夫妻關係及人際關係的温

馨提示，讓愛的溝通延續下去。   

 

  我們為了持續祝福各家長，在每週日 10:15am 於沙田平安福

音堂舉辦家長學堂，透過邀請不同的家庭教育專家分享管教良方，

以及切合主題的工作坊，讓家長在課堂內不但能學習吸收專家們的

意見，各參與的家長更能分享教養孩童的實況掙扎，或自己的管教

秘方，達致集思廣益，彼此祝福。不但提升教養技巧，過程各人更

彼此建立，互相扶持激勵，一同成長。因此，我們誠邀您參加「家

長學堂」，讓您也得着學習、祝福、成長。 

 

  最後，附上親子活動日的相片，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歡樂和

笑臉！ 

  

家庭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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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juice， so yummy!  嘩！天父創造世界。 

 A for apple juice  我們玩節奏遊戲，很有趣。  我們做工作真開心。 

 我學習自行取茶點，真棒！  感謝天父做香蕉，真好味。  親親校園日，祝福大家中秋節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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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Fun Fun! We are fishing. 
 我們學習用普通話玩傳話遊戲 

 我們一起學刷牙 

 我們一起看看神的創造 

 我們一起檢查牙齒 

 我們一起到平台看看天父的創造 

 我們互相分享成長小書 

 繪畫的動物面譜 

 Five little monkey jumping  

on the bed. 

 我們用大積木砌出身體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qveX217XXAhXMy7wKHVJfD9kQjRwIBw&url=https://www.spoonflower.com/fabric/6247300-pastel-rainbow-watercolor-dots-pattern-by-raccoongirl?iref%3Dclk-xs-fab-collection&psig=AOvVaw10-KDMXtYmkHUYG9vaPeht&ust=1510461018623206
http://shaonv.laoxiezi.com/cache/1486094204_554614.png


 

  

  大魚、小魚齊排隊 

  頭頂豆袋，不要將豆袋掉出來! 
 來! 我們一起看看神的創造 ! 

  我們一起製作創世小書 

  看!我們建造的房 

子多穩固，多美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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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創造的  
世界多美麗 

 我們一起摘星去 
 寫出日字部首  我們在學習寫生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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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 10 月份 

1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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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透過劇場教導 
我們什麼是尊重 

 余園牧為我們分享聖經故事 

 我們唱歌敬拜天父  

 小朋友與老師合演 
「挪亞方舟」故事 



  

  

  我們一起玩彩虹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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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互相認識 

 留心聆聽老師教我們做手工 

 高班小朋友努力 

清洗水果 

 

 高班小朋友為大家 
造水果串 

 我們都有心愛的燈籠  哥哥姐姐幫忙照顧 
弟妹參加花燈會 

 我們一起猜燈謎 

 花燈會前先敬拜天父 



  

  品格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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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教育家長講座 

 「爸不理財，財不理爸」家長
講座 

 大家投入一起玩玩玩 

 上午低班合照 

 感謝爸媽陪伴我們一 
起玩 

 與爸媽及同學一起野餐真開心 

 齊來敬拜天父 

 高班家長會 

 好開心能一起吹泡泡 



園訊 
 

2017-2018 年度 12 月至 2 月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2/12/2017 (六) 幼兒班家長講座 

8/12/2017（五） 
低班機電工程署到訪與幼兒講解家居電器注意安全 

高班親友訪校活動Ⅰ 

9/12/2017 (六) 幼兒班、低班 – 親子聖誕福音聚會 

12/12/2017（二） 

幼兒班家庭樂活動Ⅰ 

低班參觀電器商店 

高班親友訪校活動Ⅱ 

13/12/2017（三） 幼兒班家庭樂活動Ⅱ 

15/12/2017 (五) 生日會暨聖誕崇拜  (服飾：紅色或綠色便服) 

18/12/2017-1/1/2018 聖誕及元旦假期 
 

5/1/2018（五） 高班貧富宴 

6/1/2018 (六) 畢業生重聚日 

9/1/-10/1/2018 幼兒班參觀超級市場 

12/1/2018（五） 低班參觀農莊 

13/1/2018 (六) 協基會賣旗 

16/1/2018 (二) 高班 - 參觀益力多 

26/1/2018 (五) 生日會 – 品格劇場：感恩Ⅱ 
 

2/2/2018 (五) 合班崇拜 

5/2/2018 (一) 下學期開始 

9/2/2018 (五) 生日會暨年宵市場 

12/2-23/2/2018 農曆新年假期 

 

 

 

1、2 月份茶點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元旦假期 甜餐包 紙杯蛋糕 香蕉+餅 果醬車輪包 

第二週 清蛋糕 西蘭花+栗子粒 排包 手指餅+水果 咸餐包 

第三週 穀麥脆片+雜莓乾 芝士餐包 小饅頭+紫菜片 烚蕃薯 牛奶方包 

第四週 牛油蛋糕仔 豆乳餅+甘筍 紅豆包 燕麥曲奇+水果 生日會 

第五週 芝士麥包三文治 烚雞蛋 提子方包 /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 / / 朱古力三角蛋糕 新鮮粟米 

第二週 牛油蛋糕仔 薯仔粒+乾果 芝士包 香蕉+餅 生日會暨年宵市場 

第三週 
農曆新年假期 

第四週 

第五週 清蛋糕 穀麥脆片+水果 提子方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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