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小精兵                                                      周玉麗校長 

 

本學年我們教育的目標是著重於孩子的品格，老

師以具體的方式讓孩子們得著實踐的機會，設計的活動

有：有禮小寶貝和感恩小天使。謝謝老師常常帶領孩子

一起禱告，得到家長們的配合，孩子們充滿順服天父的

心，使校園充滿愛的氣氛。 

 

三、四月的品格目標是「勇敢」，這期的代表人物

是「勇敢小精兵」。為加強孩子對「勇敢」品格的認識，

老師花盡心思，設計了「勇敢小精兵」貼紙，也開展了

勇敢襟章親子創作設計比賽，同時給予家長到園參予的

機會，讓課堂的學習能帶到家中與父母一起實踐。 

 

低班同學非常珍惜得到的「勇敢」貼紙，也

欣賞他們嘗試勇敢地面對新挑戰，例如：老師留意

到他們與同學的相處有進步，同儕間多了勇敢地

用真誠的態度去認錯。此外，老師也與同學分享聖

經人物腓力如何勇於傳福音的見證，並與孩子一

同學習在面對困難時向天父祈禱。 

 

家長觀課快要完結時，欣喜幼兒班同學能夠

勇敢地請爸媽抱一下，就讓父母離開。還有，喜見

在群體影響下，幼兒能勇敢地嘗試他們怕吃的食

物，改掉偏食的習慣。有位幼兒甚至在他完成新挑

戰後，積極提示老師送他「勇敢」貼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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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孩子與媽媽一起分享 

他們的勇敢經歷 

 

低班家長與孩子 
角色扮演勇敢故事 



高班同學的進步就更大了，他們竟勇於突

破平時不願做的事情，如：技巧較高的體能活動

或競技遊戲，也有同學主動向別人說對不起…

等。 又如在日常生活區，老師留意到一位平時

害怕接受新事物的孩子，他在學習打蝴蝶結時屢

敗屢試，最終成功了。看見孩子以堅毅和信心面

對困難，老師實在太開心了！ 

 

聖經提摩太後書 1 章 7 節提到「因為 神 

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

守的心 。」願每個孩子都得著這從神而來的勇

氣，面對成長裡各樣的挑戰﹗ 

 

 

 

 

  

 

 

 

採訪對象：林老師 

採訪： 上午高班余伊晴、李曉恩 

攝影： 上午高班郭正淳 

余伊晴：林老師你喜歡昆蟲嗎？ 

林老師：我好喜歡昆蟲啊！ 

余伊晴：為什麼？ 

林老師：因為昆蟲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和花紋，好有動力及

生命力，細細隻又可以飛上天空又可以在地下

爬。 

余伊晴：那麼你喜歡曱甴嗎？你驚牠嗎？ 

林老師：我不驚，但是不喜歡，因為好污糟，啡色又不漂

亮。 

李曉恩：老師你喜歡吃甚麼？ 

林老師：我喜歡雪糕和蛋糕。 

李曉恩：你愛甚麼味道呢？ 

林老師：你猜一下？ 

李曉恩、余伊晴：雲呢拿？士多啤梨？朱古力？ 

林老師：我喜歡朱古力和士多啤梨，我以前都好鍾意雲呢

拿味呢！ 

余伊晴：為什麼你現在不喜歡？ 

林老師：因為我想試多些口味啊！ 

余伊晴： 我想話你知雲呢拿味是從動物的臀部提煉出來

的，那你還喜歡嗎？ 

林老師：真的嗎？還可以啊！ 

李曉恩：你喜歡玩甚麼？ 

林老師： 踏單車，我喜歡和我的兒女一起玩，你猜一下

我喜歡去哪兒玩啊？ 

李曉恩：遊樂場。 

林老師：不是，有沙有水的。 

李曉恩、余伊晴：沙灘。 

林老師：對啊！好喜歡去沙灘，因為可以躺在沙灘上休

息，我的孩子又可以玩沙。我不愛去遊樂場，

因為我不能玩呀！ 

余伊晴：你以前喜歡返學嗎？ 

林老師：我很喜歡返學，因為我老師會彈鋼琴，我很喜歡

跟著唱歌和跳舞，和老師一起很開心。那麼你

們喜歡返學嗎？ 

余伊晴：我很喜歡，因為

愛和同學玩。 

林老師：但我也喜歡放假

啊！

高班家長分享勇敢
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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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黃老師 

採訪： 上午高班郭頌恩、李浚生 

畫畫： 上午高班葉愷悠 

 

郭頌恩：請問你愛吃甚麼水果呢？ 

黃老師：我喜歡吃西瓜，因為它很甜。 

郭頌恩：請問你喜歡哪一種顏色呢？ 

黃老師：我喜歡紫色，你呢？ 

郭頌恩：我喜歡黃色，黃老師的『黃』！你喜歡吃薯片

嗎？ 

黃老師：不可經常吃薯片的啊！大家知道為甚麼？ 

郭頌恩、李浚生：我知！因為會熱氣！ 

原來浚生愛吃綿花糖和芒果，頌恩愛吃雪糕，黃老師喜歡

吃士多啤梨。 

郭頌恩：黃老師有甚麼暑期計劃？ 

黃老師：我要準備生 BB 了！你們想摸摸我的肚子嗎？ 

三位小記者好奇地摸摸黃老師的肚子，流露出興奮的眼

神！ 

黃老師：你們試試猜 BB 的性別？ 

葉愷悠：是個女孩！ 

黃老師：猜對了！你們在暑假會做甚麼呢？ 

郭頌恩：食雪糕和溜滑梯！ 

李浚生：看電視和餵龜。 

葉愷悠：出街玩！ 

郭頌恩：黃老師，你有姐妹嗎？ 

黃老師：我沒有姐妹，但我有哥哥。浚生，你有沒有姐妹

呢？ 

李浚生：我有弟弟，但我們常常打架！ 

郭頌恩：我和妹妹也是呀！ 

 

 

 

 

 

 

 

 

 

 

 

 

黃老師：他們做了甚麼事呢？ 

郭頌恩：沒有呀！ 

黃老師：那就把打架變成錫錫吧！ 

李浚生：他不肯錫錫，又經常逼我和他玩。 

黃老師：你們平日和弟弟妹妹玩甚麼呢？ 

李浚生：我們在床上放布娃娃，做船長！ 

郭頌恩：我們玩捉迷藏！ 

葉愷悠：我們躲在床上和被窩下！ 

黃老師：我常常不小心露出衣角，被哥哥發現！ 

大家興高彩烈地分享玩捉迷藏的心得。 

黃老師：但記著不可以玩門，因為怕夾到手指。 

李浚生：你們試猜猜我家除了養龜外，還有甚麼？ 

郭頌恩：狗？貓？魚？ 

李浚生：嘻嘻！是蝦！但因為龜很肚餓，一晚便吃了全部

蝦！你們夠膽養龜嗎？牠會咬你的手指的！ 

黃老師：我夠膽呀！可以摸牠的背殼。 

黃老師：頌恩有養小動物嗎？ 

郭頌恩：無，我養過魚，不過凍死了！ 

黃老師：我也是。我也養過狗，不過上了天堂。 

李浚生：我也養過貓，一隻叫『伯伯』，一隻叫『妹妹』，

爸爸最愛「伯伯」，牠老死時，爸爸帶牠看醫生，

之後變成骨灰。 

黃老師：爸爸是否會傷心？ 

李浚生：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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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葉老師 

採訪： 上午高班譚以澄、梁乘綽 

攝影： 上午高班吳語欣 

開始時已大笑。 

葉老師：是否開始訪

問啊？ 

譚以澄：葉老師，你

鍾意吃甚麼

味道的雪

糕？ 

葉老師：芒果味雪

糕。 

梁乘綽：老師，你鍾意吃甚麼水果？ 

葉老師：都是芒果。 

譚以澄：你喜歡吃甚麼食物啊？ 

葉老師：好難回答喎，太多了，乾炒牛河啦！ 

梁乘綽：你有沒有養小動物啊？ 

葉老師：我養了兩個仔。 

梁乘綽：仔仔不是小動物來喎。(大笑) 

梁乘綽：那麼你鍾意甚麼小動物啊? 

葉老師：狗，臘腸狗，隻腳好短那隻呀 ！（老師伸出隻

腳來做示範) 

梁乘綽：你喜歡男仔還是女仔多些呀？ 

葉老師：我是女仔，當然鍾意男仔啦！不是喎，你的問題

是否問我喜歡男仔還是女仔的小朋友多些呀？ 

梁乘綽：對呀，小朋友呀！ 

葉老師：男和女都鍾意。 

梁乘綽：點解呀？ 

葉老師：因為大家都是天父創造！ 

葉老師：你們問完未啊？ 

梁乘綽：我本益力多簿還有很多問題啊！ 

葉老師：你已經問完啦！快些多謝我接受你們訪問啦！ 

梁乘綽、譚以澄、吳語欣：多謝多謝！ 

 

 

採訪對象：Daisy 姨姨 

採訪： 下午高班方思辰、楊溢 

攝影： 下午高班鄧喬心 

楊溢： 家中有多少人一起住的？ 

Daisy 姨姨：有三個人，包括我在內。  

Daisy 姨姨：快升小學，你們知道將就讀哪間小學嗎？ 

楊溢： 知道，會和哥哥讀同一間，就是台山陳元喜

小學。 

方思辰： 我想和勞琬靖讀同一間小學。 

Daisy 姨姨：楊溢，你喜歡哥哥讀的小學嗎？ 

楊溢： 喜歡，因為小學有小息，到時可以去搵哥

哥。 

Daisy 姨姨：嗯，起初你會去搵哥哥，但慢慢你就不會再

去搵哥哥，因為你會有自己的朋友。  

楊溢： Daisy 姨姨，我知道你有個囡囡，她今年幾

歲？ 

Daisy 姨姨：她快 15 歲了。  

楊溢： 你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工作開心嗎？ 

Daisy 姨姨：很開心呀。 

方思辰： 你在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是做甚麼工作？ 

Daisy 姨姨：我是負責收錢的，如果你們要繳交費用就是

由我負責的。 

楊溢： 你喜歡吃東西嗎？ 

Daisy 姨姨：我很喜歡呀。 

方思辰： 你何時生日？ 

Daisy 姨姨：2 月。 

方思辰： 呀！我都是 2

月。 

Daisy 姨姨：2 月生日的人

特別開心。  

楊溢： Daisy 姨姨，你返教會開心嗎？ 

Daisy 姨姨：開心呀！ 

楊溢： 你最喜歡和家人一起做甚麼？ 

Daisy 姨姨：一起吃東西，我家人和我一樣都很喜歡吃東

西的。  

鄧喬心： 我有問題想問 Daisy 姨姨呀！Daisy 姨姨，

你最喜歡吃甚麼東西？ 

Daisy 姨姨：我最喜歡食豬腩肉。 

鄧喬心： 你最喜歡做甚麼工作？ 

Daisy 姨姨：我最喜歡現在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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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s. Heather 
Reporters: Casey, Nicole 
Artist: Candy    Photographer: Tze Sum 

 
 
 
 
 
 
 
 
 
 
 
 
 

 
CASEY: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HEATHER:  I am Canadian.  I come from Canada. 
CASEY: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Canada? 
HEATHER:  It is cold. 
NICOLE:  Where do you live? 
HEATHER:  I live in Wu Kai Sha. 
NICOLE: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HEATHER:  I go to school by a big big KMB bus. 
CASEY:  Which superhero do you like the most? 

HEATHER:  I think I like “Captain America” the most. 
CASEY:  Why? 
HEATHER:  He is very fair. 
CASEY:  I like super woman, bat girl... 
CASEY:  Which princess do you like the most? 
HEATHER:  I like Cinderella the most. 
CASEY:  I like snow white. 
NICOLE:   What is your favourite colour? 
HEATHER:  My favourite colour is purple. 
NICOLE:  What did you do in Easter holiday? 
HEATHER:  I cleaned and washed my windows.  
NICOLE:  So boring.  
HEATHER:  Yes, very boring. 

CASEY:  What kind of animals do you like? 
HEATHER:  I love elephant.  

CASEY:  Do you know my mother’s name is “Cat”? And I 
like cat and rabbit. 

NICOLE:  Where did you go in Easter holiday? 
HEATHER:  I went to Shenzhen for one day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 And I got so many different foods. 
NICOLE:  Ice cream? 

HEATHER:  No, I didn’t get ice cream. It is a good idea 
though!  Maybe I go to have some ice cream 
today. Is it a good idea?  

NICOLE:  And hamburger. 
HEATHER:  Hamburger is a very good idea too.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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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晞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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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經歷之「正」上雪山去  下午幼兒班吳傲正家長 

 

  四月份與傲正去了日本旅行，小朋友多數會喺駕車時睡著。有一日，

傲正在車廂內一起身，我跟他說：「傲正，你睇下，雪山呀！」 

  傲正：「嘩！(帶著滿面笑容，雙眼都眯起) 來上雪山呀，上雪山

呀！」 

  媽媽：「上唔到去架！不過你睇吓，路邊都有雪喎。」 

 傲正：「落車玩啦，好想

玩呀！」 

  下刪數十句相同對

話‥‥‥到了白川鄉，無意中

看到有一座堆積了很高的

雪，在傲正眼中這就是一

座雪山吧。他即時叫爸爸

抱佢上去。感謝神，滿足

了小孩子的心願！ 

 

 

 

 

 

《道在童書：真理．兒童．圖畫書》 上午幼兒班陳獻翹家長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一向重視閱讀，親子讀書會更凝聚一群有心的家長，鼓勵父母與孩子進行饒有趣味的親子共讀。 

 

  坊間林林總總的書目，父母該如何為孩子選擇合宜的圖書及繪本呢？ 

  以下推介一本由劉清彥著作的《道在童書：真理．兒童．圖畫書》（下簡稱《道在童書》。

作者劉清彥是一個台灣兒童文學作家，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熱心兒童教養工作。作者在《道在童

書》一書中，就個別的聖經課題，如創造、順服、聖父、聖子、聖靈、認識神、認識人等，介紹

相關分類的世界兒童繪本，當中亦包括作者在兒童主日學服事的經驗和感想。 

 

  其中一本《道在童書》內推介的繪本，是由道聲出版社出版，威廉‧史塔克作繪，劉清彥翻譯的

《黃與粉紅》。書內有兩個主角：黃木偶和粉紅木偶。他們彼此不認識，也不記得為什麼來到

這個世界。黃木偶相信自己的出現只是一連串偶然而成的結

果，而粉紅木偶則深信自己完美而奧妙的身體是被創造出來

的。透過他倆一連串的問答和爭論，讀者能從中反思生命的由來和天父的創造。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教養孩童，需要良好的教導，才能引導他們認識真理，行在真道上。家長有志

於服事小孩子的有心人實在需要先虛心並謹慎地學習，這本《道在童書：真理．兒童．

圖畫書》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謹此推介。  

惜子心語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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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陳獻翹家長 
 

  過往曾經在《惜子園》分享過兩姊弟的名字的意思： 

 

  恩翹（姊姊）、獻翹（弟弟） 

 

  恩翹出生的時候，我們一家曾經歷天父豐盛的恩典； 後來懷著胎兒，正要為弟弟

取名字，我們一早決定了孩子繼續承接「翹」字，卻仍在躊躇中間第二個字應該叫甚麼。女兒當時正就讀幼稚園高班，她

放學回家，心血來潮，跟我說：「媽媽，不如弟弟叫『獻翹』，『奉獻』的『獻』，我們可以叫他做『獻仔』。」我聽後覺得

她的構思和意義比我和爸爸想過的都要好，連暱稱都兼顧了，即使「獻」和「翹」二字多達三十八劃（！），當時實在想

不到拒絕的理由。就這樣，獻翹的名字就敲定了，從此我們亦暱稱他獻仔。 

 

  後來發現，她倆的名字是一個循環，先有天父從上而下的恩典（主賜恩），故使我們願意由下而上地奉獻（獻給主），

亦呼應了【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眨眼間獻翹就三歲了，下年度低班他將要學習寫自己的名字，我們實在為他抹一額汗！希望他不會從此討厭自己的

名字吧。…… 

 

 

下午幼兒班姚雅絃家長 
 

  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孩子之名字的故事。 

 

  在我懷孕時，未知有多少個孩子，是男是女，起什麼名字。只知道要她從小一同讚

美敬拜 上帝！因此，那時會每天找聖經詩篇的敬拜讚美 主的經文來宣讀，讓孩子從母

腹中就有這事奉，也當作胎教。 

 

  從小我就想生三個孩子，總說要起名: 希信、希望和希愛。直到有一天，讀到詩篇 

92:2-3  ( 用 十 絃 的 樂 器 和 瑟 、 用 琴 彈 幽 雅 的 聲 音 、 早 晨 傳 揚 

你 的 慈 愛 、 每 夜 傳 揚 你 的 信 實 、 這 本 為 美 事 。 ) 時，出現了兩個

字: 雅 和 絃 (音弦，同意異字，為古代猶太人最古老的絲絃樂器：豎琴 Kinnor )！ 

 

  那一刻，我意會到這是 神給孩子的名字，是一個女孩子，名為雅絃。 (用 十 絃 的 樂 器 和 瑟 、 用 琴 彈 幽 

雅 的 聲 音)  也許，將來她也是敬拜者吧？！ 

 

  所以，最後我順服 神，沒有給孩子起名叫希愛，而是雅絃。在希伯來人 (即猶太人，耶穌也是猶太人，也即是以色

列人) 來說，名字是代表著人的本質，名字如何，為人如何。所以，不能亂改。而孩子的英文名字為希伯來文 AHAVA 

(愛) KINNOR (豎琴/絃)，我想 神就是愛，愛與被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也是很美好的，因此她英文首名為愛 

Ahava，中名為 絃 Kinnor。 

 

  盼望孩子一生事奉 主，傳揚述說 神！  :)  

 

名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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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曾信樂家長  

 

  在上年聖誕節期間的學校生日會，當我表示聖誕節是記念耶穌，是

耶穌的生日時，樂樂便問道：「耶穌會來學校開生日會嗎？」 

 

  有一次在街上遇見反肚的蟑螂，樂樂又突然說：「啲曱甴自己死

的，因為佢知道啲人驚，所以佢就自己死，咁啲人就不用驚，避來避

去！」 

 

  在砌積木屋期間，樂樂突然有感而發：「打仗的地方，又冇屋，又

冇得訓覺，又冇得刷牙，又冇刷牙杯，真係好慘！」 

 

  有一天晚上，樂樂望出窗外，開心地說：「個天落橙汁，等我拿個

杯來裝橙汁，𠽌⋯⋯好好味！之前個天紅色，就落蕃茄汁。」 

 

  一天早上，樂樂進食早餐後突然自行前往洗碗，然後跟我說：「我

幫你洗碗，你照顧細佬，我自己洗碗，等你唔駛咁辛苦。」作為媽媽的

我聽到後真的甜在心，很是感動呢！ 

 

  又有一次，細佬不願睡覺，並且不斷爬起身來，樂樂便說：「媽咪辛苦啦，你唔好咁嬲啦，你咁嬲細佬就喊來喊

去，你溫柔啲。」我便問樂樂可以怎麼辦，他便說：「祈禱！」然後我們便一起祈禱睡覺去！ 

 

 

下午高班鄭旨心家長  

 

  我們是下午高班，鄭旨心家庭。謝謝你們。 

 

  一天，當我語音給朋友時，說：「我真係『大鄉里出城』

(意思是我在某一方面很無知，在詢問對此有認識的朋友）。 

  旨心在旁聽到後，她問我：「媽媽你要去哪裏？」 

  我說：「我要『大鄉里出城』。」 

  她說：「我又要跟媽媽一齊去。」 

  我問：「你要跟我去哪裏？」 

  她說：「去『大鄉里』囉！」 

  我笑着問：「你知不知道『大鄉里』是什麼？」 

  她說：「不知道，但我要跟媽媽一起去『大鄉里』。」 

  我笑着說：「好的，我們一起去『大鄉里出城』。」 

 

  另外，一次旅行過後，買了些「經濟裝」的食物回家。小朋友興奮地說：「嘩！『經濟裝』都已經這麼多！『頭等

裝』一定超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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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彼此祝福                                                余惠珠園牧 

  神有最好的預備，讓沙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與沙田平安福音堂有美好的堂校合作，祝福了眾家長及其子女，得著健

康的身心靈成長。 

 

  感謝神！讓我們有家長學堂 3 年。這 3 年共祝福了 90 多位

家長，因為家長學堂是有系統性的學習，由第一階段的家庭管教、

進入第二階段的關係重整，進入尾段的生命美好蛻變。各家長由彼

此互不相識、之後不斷相聚，繼而大家都建立了更深的友情。在這

彼此學習支援空間中，大家可分享養兒育女的掙扎及情緒管理、姻

親矛盾或人際關係誤解及無奈等，讓緊張的關係得到緩解，結果參

加者能提升人際關係技巧，生活變得更美滿幸福。 

 

  最後，附上家長學堂參加者最難忘的感想及欣賞的話，讓我們一同感恩。榮耀歸主名！  

   

 
  

家庭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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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品格家長小組」的體會                                 黎鳳儀姑娘 

 

感恩今年參與幼稚園安排的 6A 家長小組，讓我有不少意外收獲！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是<香港有品>舉辦「6A」課程的方向，正好也是「平安福

音堂幼稚園」的園訓。這十多年的歲月裏，我涉獵過不同的教養方法，但「6A」彷彿是過往教養理念的整合，讓我更清

晰自己努力的方向。課程以「接納(Acceptance)」與「讚賞(Appreciation)」為基礎，把「關愛(Affection)」與「時間

(Availability)」建立在這基礎上，然後放入「責任(Accountability)」，最後以「權威(Authority)」蓋上屋頂，為孩子建立

安樂窩。 

 

 感恩幼稚園所提倡的基督教教育，正與「6A」十分吻合，所以原來自己一直都是按著這理念學習。女兒已踏進中學

階段，正好為我的學習作評估。 

 

升中初期，她因找不到朋友而感到很孤單。當我再仔細了解下，才發現是因為她不想聽同學講不合宜的說話，寧願

選擇獨個兒食飯！那刻簡直是眼前一亮，彷彿她頭上帶著光環！我即時擁抱著她，用欣賞的眼神望著她，讚賞她懂得選

擇正確的事，媽媽甚感安慰。世上沒有一所完美無瑕的學校，但卻可擁有懂得分辨是非對錯的孩子，這不是父母的期望

嗎？「…..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不久，她就結

交到好同學了！  

 

在剛過去的母親節，對我來說是一個窩心的日子，也是體現「6A」的

力量。當天早上因自己情緒不佳而向女兒抱怨及發脾氣，但旁晚竟然仍收到

她花時間、心思與金錢，為自己親手做的母親節禮物---水晶球。欣賞她不

計算我的惡，仍信守承諾，勇敢地嘗試做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送給我，怎能

不感動呢！ 

 

感謝天父一直作我與女兒的嚮導！14 年的實習，見証著上帝話語的力

量與恩典。就如聖經所言：「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 2 章 9 節) 

 

期待與家長們繼續努力堅持「6A」的教養原則，共同成為孩子品格的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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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田公園野餐樂遊遊。  爸爸媽媽來探望我們，真開心！ 

 'r' for 'rice'.  This is my train. 

 我們坐校巴，出發啦！ 

 看我們扮演耶穌釘十架，耶穌愛我們。  來一起坐港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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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搭港鐵，真開心！ 

我們用五色手鐲練習向人傅福音。  

 我們一起去參觀昆蟲館。 

  我們變成了一列火車！ 

 我們在模擬乘坐交通工具。 

 我們的蝴蝶對稱畫漂亮嗎？ 

 We like ice cream.  我們在扮演等候耶穌進城的
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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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種子是這樣的結構。 
 請問這棵紅菜頭多少錢？ 

 Would you like 
some cheese？ 

 天天要記得澆水！ 

 農埸真好玩。 

 我們在扮演「耶穌祝福小孩」的故事。 

 我們做個 
小農夫。 

 齊來拼貼種子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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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 3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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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低班周清侑爸爸為我們說  
「浣熊亞當在永恆瀑布」的故事。   

 老師在生日會時為我們表演 
影子劇場。  

4 月份 

5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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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敬拜天父真開心！ 

 平安閱讀會外出活動。 



園訊 

 

2017-2018 年度下學期 6 月至 9 月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27/6/2018(三) 高班環保遊 

29/6/2018(五) 生日會     主題：仁慈 II     服飾：藍色便服 

 

2/7/2018(一) 回歸紀念日補假 

5/7/2018(四) 高班小一課堂體驗 

6/7/2018(五) 小一生到訪 

6/7/2018(五) 合班崇拜 

12/7/2018(四) 生日會暨敬師日     主題：結業禮     服飾：夏季校服 

13/7/2018(五) 家長面談日 (III)     全校學生不用上課 

14/7/2018(六) 新生家長會 

16/7/2018-31/8/2018 暑假 (7 月 16 日 – 8 月 31 日) 

 

25/8/2018 (六) 18-19 年度幼兒班家長會 

 

1/9/2018(六) 18-19 年度低班、高班家長會 

3/9/2018(一) 新生適應日 

4/9/2018(二) 全校開課 

15/9/2018(六) 簡介會 

 

 

 

 
 

7 月份茶點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回歸紀念日補假 牛油蛋糕仔 提子方包 香蕉+豆乳餅 芝士包 

第二週 芝士麥包三文治 新鮮粟米 排包 生日會 家長面談日(III) 

第三週 

暑假 第四週 

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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