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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閉上眼睛想像一下自己小時候所唸過的學校，並說出小

時候的教室長成什麼樣子，答案不外乎是一塊大大的黑板，一

張張桌子和椅子，一百年前蒙特梭利博士所在的義大利是如此，

一百年後世界各地的教室很遺憾地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而在許多

新教育思潮的衝擊下，在傳統教育之下出現了多元 (alternative) 
的教育模式，先進者開始注意到孩子的學習動機、生活美感、節

氣變化，並衍生出主題或方案等教學模式。

張加勳先生和一班台灣蒙氏

導師，都是熱衷於蒙特梭利教育的，

他們都是我們要好的朋友，經常來港探望

我們。張主任可以說出生於教育世家，父母

早在他出生前已經開辦幼稚園，而他更是熱心

從事蒙特梭利教學工作接近二十年。他曾於美國

修畢AMS 3-6歲蒙特梭利教師、AMS 6-9、9-12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書課程，並於美國阿肯色理

工大學完成教學碩士。現時他是 IMEI國際蒙
特梭利教育中心主任，主理「台中長憶托

兒所」和「丘尼兒托兒所」。盼望大家

在閱讀張主任的文章時，能從中

得著教養兒女的啟廸。

是蒙特梭利教育的根

蒙特梭利教育得以在這一百多年來歷久彌新，並成為孕育世界領導者的搖籃，原因在於蒙特梭利教室是蒙特梭利

博士經過實際觀察所預備，真正以孩子為教室主體的環境，經典教具的外觀雖然沒有變化，但每一樣教具的縱向深淺

(由易到難 ) 和橫向連結 (宇宙教育 ) 都訴說著每一個孩子的發展，老師在教室的職責之一就是觀察，老師必須能夠
意識到孩子的敏感期和發展需求，進而提供個別孩子個別示範，所以在教室裡每個孩子都會有不同的工作，教室裡工

作的流程 (flow) 自然就會不一樣，所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自然地就會看到孩子們快樂地忙碌著，而教師在這樣因著孩
子發展的不同所呈現教具不同組合的千變萬化，自然就不會對教學感到疲倦，這也是我們所稱之的正常化環境。

 藉由 Paul Epstein Ph.D. 所著 An observer's notebook，觀察的技巧我們須掌握四個關鍵要素 C.O.R.E：

C ：Connect 連結，觀察者將他的觀察興趣和問題與孩子連結。
O ：Obtain 即是獲取，當我們調查我們所連結的問題時，我們會使用多種觀察方法獲取資訊。
R ：Reflect我們回應我們所獲取的資訊並創造理解。
E ：Engage，我們會問自己更多的問題及獲取更多的資訊，並連結孩子的學習與發展，呈現在更多的觀察與環境和教
具的預備中。

    所以當家長在家裡看到一歲的孩子把媽媽準備好
讓孩子拿來做舀的工作的彈珠灑成一地，並露出微笑並

不斷往外丟時，媽媽是否能留意到這時正是孩子對「投」

這個動作和聲音的敏感期？或者當我們看見學生把正方

形斜放代表菱形的時候，我們能否察覺孩子是否真的有

菱形的具體經驗，我們會否進而預備好合適發展的教具

及環境給孩子？此時的教師或家長不但成為有效率的觀

察者，更是心靈的引導者，而孩子不再只是空虛需要被

填滿的個體，更成為成人的老師。

張加勳先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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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我們幼稚園的目標是著重孩子的品格，所關注的品格有：禮貌、感恩、勇敢和仁慈。老師常帶

領孩子一起禱告，並運用不同的活動去展現要學習的品格，謝謝家長的配合，孩子充滿順服天父的心，表

現出應有的品格，使校園充滿愛的氣氛。

在支援家長上，我們今年與沙田平安褔音堂教會合辦了「愛與管教家長小組」，由我們專業的 6A品
格導師帶領，約有 37位家長參加，家長在小組內得著提醒和鼓勵。此外，今學年首次舉辦關心爸爸的活動 
—「與爸爸有個約會」，當天晚上約有 30位爸爸出席，講員讓爸爸了解到親子關係的重要，並提供不同活
動給爸爸參考以建立親子關係。

幼稚園今年仍得到協基會「童心層層疊 - 幼兒正向情緒發展計劃」的資助，舉辦了不同類型關注學生
和家長情緒的小組。18-19年度，為協助家長在教養上各方面的需要，加入東華三院提供的「家‧加愛中心」
家長課程，家長可透過幼稚園參加。

在家庭活動方面，我們今年首次與家長參加支持內地特困孩子的慈善步行籌款，約有 18個家庭參加，
讓孩子學習身體力行扶持有需要的社群。

家長們於 2016年組織了「平安親子閱讀會」，至今己差不多 2年了。今年的閱讀會更為多樣化，如：
爸爸說故事、在體育館閱讀等形式進行，使更多家庭能體驗親子閱讀的樂趣。

今學年我們首次與教會合辦新生適應的親子活動，9月份的每個星期日，家長帶孩子到教會進行親子活
動，包括做手工和親子遊戲等。活動完結後參加「家長學堂」，家長透過明白聖經的話，在教養子女的事

上更有成效。

新學年我們將繼續推行「有品校園」計劃，各級課程中將會以遊戲方式培養兒童良好的品格，並會繼

續成立以基督教教育理念為基礎的家長小組，願我們所有的學生都能在蒙福及有品的家庭中成長。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今年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沙田）雖已進入第 30個年頭，但我們仍
一直堅持著以聖經的原則教導學生，培養出神和人喜悅的孩子，我們深

信惟有神的愛，能使家庭得著永恆的福樂；父母若能行在神的道路上，

在教養子女時，必然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回顧與展望 周玉麗校長

我們的 6A專業導師團隊

參加華思基金會「為愛同步跑」
慈善步行籌款家庭 教會舉行新生親子活動2



品格教育家長分享
上午低班黃幸寧家長

我十分喜歡「6A愛與管教 -品格家長小組」。

起初見到 6A的內容，似乎離不開時常聽到的「接納、讚賞、關愛、給

孩子責任」等，這一大堆教養書的常用字，好像人人也知道這些重要，還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現在回想，這次的學習是很立體的。

看書、家長講座等，絕對不能和這次 6A體驗相比。對！用體驗比上課

更全神準確。課堂內，老師說的不多。每次都跟我們玩一個遊戲，而每個

精心設計的遊戲，都讓我深刻而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每天和孩子說的、做

的，從孩子的角度看，有什麼感受。同行的媽媽們，也異口同聲說這些遊

戲令自己多了反思。當中二人合作畫星星，令家長自以為說得清楚的指令，

原來大人說話，複雜難明，即使聽得明，也不表示做得到。我自己最難忘，

是在黑暗的房間內，低下頭被另一組媽媽在背後責罵，有的媽媽之後分享，

感覺難受、想哭、不懂反應，而我，當下除了不斷思索，自己要被罵到何

時之外，什麼都想不到。大家冷靜下來，都深深體會到孩子的心情。這可

能就是 6A的影響力，感同身受、反思、學習，然後實踐改變。

大家實踐後的分享，都像為其他家庭打氣。

這個課程令我跟幾位同學媽媽熟絡了很多，大家一起體驗學習，相約早

餐，交流家庭教養孩子的點滴，令全職媽媽的生活，多了一班教養理念相

近，可互相扶持的同行朋友。大家都說心中有了

6A 無明火起時，都會停一停，想一想 6A所學到

的，努力守護和孩子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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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葉愷悠家長

我很感恩於四月完成了學校所舉辦的八堂６Ａ品格家長小組課程（6A：
接納、讚賞、關愛、時間、責任、權威）。由最初只抱著平常心、一聽無

妨的心態去上課，到課堂中領略各式的感受，有反思、感動、啟發、互相

鼓勵，這些對我在育兒態度上的衝擊，確是我始料不及。

首先，衷心感謝我組導師蔡老師與黎姑娘的無私分享，亦多謝學校提供

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家長們認識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性。經老師

推介，我借閱了《６Ａ的力量》一書，亦非常推薦其他家長一看。作者以

自己生活經驗來說明 6A的重要性。看完此書後，再加上老師在課堂的講
解及小組活動，讓我反思各類育兒問題，明白到連串的責罵非上策、以約

束孩子來培養其自律能力，並不一定造成孩子反判行為等等。

一直以來，我以為自己尚算是一個接納孩子、常常擁抱孩子的媽媽。但

認識 6A後，發現原來自己所做的實在不足夠。同樣是「半杯水」，作為
父母必須要感恩孩子所擁有的良好品格，而不是只看到他們缺失的部分，

加以指責。課堂後，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從最基礎的「接納」和「讚賞」開始。

讓我分享和女兒的其中一段對話。

媽：「愷悠，我欣賞你今天拖實媽媽的手過馬路。」

女：「我常常也拖著你手過馬路。」（反應有點錯愕）

媽：「你知道嗎？你已經把這個好品格變成習慣，所以你才不為意，媽

媽卻看到的。」

女兒聽後，當然甜絲絲的，往後幾天她每過馬路也緊緊拖著我的手。好

品格其實是日積月累的，英雄救人往往視作舉手之勞，就是他們把一些好

品格變成習慣、變成一個自然反應。要使孩子自然做出良好品格，必須由

父母做起，先要對孩子大小事情給予讚賞與肯定。

在現今大數據年代，要得到一定資訊或知識絕非難事，但要培養孩子良

好品格確非容易。老師在最後一課用一個織網遊戲來總結父母必須多讚賞

孩子，才能把我們的關係緊緊地連繫在一起，愛的根基才鞏固。要孩子信

任父母、愛這個家、接納我們所定下的界線，家長不要吝嗇對孩子的讚賞，

多說「我愛你」。雖然我現在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相信已找到了一

個對的方法。

各家長共勉之！ 

品格教育家長分享

媽媽欣賞孩子做了好行為，
送他們一張贈飲禮券。

希望少少獎勵給予孩
子進步的動力，做個
有良好品格的人。4



下午幼兒班楊志樂家長

「坊間的管教方法五花八門，究竟哪一種才適合我的小朋友呢？」 相
信每一位家長都曾經會想過這個問題，我也不例外。 因為自從志樂歲半開
始，我在管教的方向上也迷失了，令我跟他的關係亦開始出現了暗湧。 自
此之後，我就開始尋找最適合他的管教方法。

這個過程當中，我亦碰過不少釘，屢戰屢敗再屢敗屢戰，直至志樂開始

上幼稚園，適逢學校開辦 6A品格教育家長課程開始，我便知道我已找到
最合適的方法了！

「每個小朋友都是獨特的，每個小朋友於每一天都是重新出發」，我想

這兩句話是我於課程當中聽得最多的，確實每個孩子都真的是獨特的；但

奈何現今社會風氣卻要求每個孩子都於同一個模子中成長，家長亦很容易

在這風氣中迷失了。 故我便開始常常提醒自己，自己的孩子是獨特的，不
要跟別人去比較。 每一天都是新的，也不要跟昨天的志樂去比較。 當我這
樣去想，這樣去執行時，我發現我對自己孩子的接納多了，開始會欣賞獨

特的他，也讓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寶貴，何等的獨一無二，漸漸孩子的自

信心也加強了！

在課堂中，導師分享過一本叫《完美小孩》的繪本亦令我感受很深，書

中講述一對父母到商店想購買一個「完美小孩」，當初小孩的表現令他們

很滿意，漸漸地「完美小孩」開始滿足不到他們的期望，他們便認為是孩

子的錯，卻沒有想過其實自己也不是完美的父母。故事令我反省自己的不

足，亦將對孩子的「期望」放下，接納一個原本的他，愛一個原本也不完

美的他，正如我都一樣不完美，但 神及孩子都愛這個我一樣。 自此之後，
我跟孩子的關係更進一步，沒有什麼比這關係更重要！

孩子一天天的長大，將來面對的管教問題還會接踵而來，但我相信只要

回到最基本的「愛與接納」，問題都可一一解決！！

再次感謝學校讓我有機會上這個課程，亦感謝導師們的教導，令我和志

樂獲益良多，不過這只是開始，我要繼續努力實踐才能學以致用 !!

品格教育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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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低班張梓同家長

大家好！我是K2下午班張梓同媽咪，現育有兩名兒子，他們分別 11歲和5歲；
我是一位全職媽媽。

 很開心有機會加入「6A愛與管教品格家長小組」。回想我和先生在管教大
囝時遇過不少棘手問題，一路走來實在不易。自細囝出世和大囝升上小學以來，

大囝在學校遭遇的麻煩事也愈來愈多，他時常被老師投訴，每個學期都有「新鮮

事」。當管教出了問題，相信很多父母都會費盡心思尋求教子良方，我們當然也

不例外。以為看多些育兒書和尋求專業人事意見，改變教仔策略，就能成功。不

過即使跟從書本，軟硬兼施，仍然行不通。幸好能認識到「6A品格教育」，它
強調︰

Acceptance接納
Appreciation讚賞
Affection關愛
Availability時間
Accountabiliey責任
Authority權威

 「6A」就如屋子的不同部分︰接納和讚賞是基石；關愛和時間如四幅支撐着
屋子的牆壁；責任和權威則如屋頂，覆蓋整間屋子。同時間，「6A」強調每個
孩子是獨特的，父母得接納孩子的長處及短處，而我也就是由這第一個 A──
接納孩子，去打好基石，重新修補和大囝的關係。

 每一次小組會面，我都有實在的感受，當從孩子的角度來感受親子關係，令
我多了反思，也多了領悟。至於小組內各媽媽互相分享大家的育兒路，也令大家

更明白各人管教的難處，大家分享時有笑有淚，令我感受到自己不是孤獨走這條

艱難的育兒路。

 當父母這條路十分漫長，每個人都得邊學邊做；唯一肯定的是，無論孩子去
到幾多歲，我們做父母的，都必須跟孩子一同學習、成長。願我們一眾家長也能

互勉互勵，一同學習，一同成長。

最後感謝周校長和各位 6A品格導師 ,讓
我在這寶貴課堂裏感受到大家的愛和關懷。

品格教育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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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鳳儀姑娘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家庭事工部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的園訓。幼稚園一直堅持以聖經的原則教導學生，為他們打好品格的基礎。我女兒就是其中的受惠者。

青春反叛期，是不少父母既擔心又頭痛的階段。我與一般父母無異，也會擔心女兒受朋輩影響，變

成另一個她！感恩天父早在女兒年幼時，透過祂的話提醒我：「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

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所以當女兒仍在幼稚園的時候，我已開始與她分享天父

的話，分享天父在我身上的恩典，一同經歷禱告的奇妙。當女兒入讀小學後，也開始主動與我分享天

父如何應允她的禱告，她是何等的喜樂！

女兒升中了，正式踏進青春期；適逢遇著更年期的父母，產生的心理變化，真是不可輕看！猶記得

一天晚上，女兒與父親口角，我在睡夢中被嘈醒，在沒有心理準備下，驚見女兒更衣要離家，當時真

不知所措！心中默默禱告，求天父賜我智慧面對。無想過自己可以很平靜地關心女兒的感受，接納她

對父親的不滿。當然嘗試勸她放棄離家念頭，可惜她十分堅持！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念頭：讓我陪她一

起走吧！我表達明白她的需要，但已夜深，請她不要令我擔心，讓我陪著她。這時，她停下來，更換

睡衣，回睡房去。

回想這驚險的一幕，與近期參與 6A品格家長小組的教養方向不謀而合。接納與讚賞是親子關係的
基礎；也是聖經的教導：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卻要適當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失禮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

發怒，不計較人的過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存不息的。⋯⋯」 (聖經新譯本 )

若不是有上帝的話 (聖經 )作我的明燈，我又怎可以如此安心面對踏進青春期的女兒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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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在神帶領正確的方向上，加上我們的更新，我們必成為蒙福有品的家庭！

從聖經體會
品格教育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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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篇  幼兒班

我們來捉
影子！

齊來用放大鏡看看天父創造美麗的花朵

我的身體真奇妙

芒果布丁好好吃
！

我們扮演巴士穿過海底隧道

新年一起大掃除啦！

水果畫真有趣啊
!

我們在扮演掃羅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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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篇  低班

我們在模擬乘坐交通工具

我們在扮演等候耶
穌進城的群眾

我們一起製作蔬菜包

我們的蝴蝶對稱畫漂亮嗎？

我們變成了一列火車 !

我們用輕黏土製作十字架

我們創作了動物面譜

我們創作了五色手鐲，並練習向人傅福音。

我們扮演巴士穿過海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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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篇  高班

這是我們設計的情緒大書 !

用身體量度數字紙卷

請問這棵萵荀多
少錢？

當我傷心時 ,我會 .......

我們同來
合作建房

屋 !

在貧富宴學習分享食物

我們在扮演「耶
穌祝福小孩」的

故事

我們創作了情緒歌給你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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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戶外學習
幼兒班

校巴樂遊遊

看！這是用水果製成的乾果啊！

好美啊！這是天父
創造的花朵。 沙田公園野餐真愉快

我們一起參觀超級
市場啊！

我們和影子一起玩
遊戲。 11



校園活動篇戶外學習
低班

我們一起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我們一起去參觀昆蟲館，看看蝴蝶的成長。

我們一起坐港鐵

我們一起參觀電器鋪

我們是可愛的小農夫

我們一起到平台欣賞天父創造的
花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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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戶外學習
高班

天父的創造真奇妙 !

我們去參觀益力多廠，真開心！
祝福遍滿地

番茄真可愛 !

齊來摘生菜

我們可以食蔥花
炒蛋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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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幼兒班

English 
Fun Fun Fun

Let's go !

Yeah~I like eat fish ball !

'A' for 'Apple'

This is my train.

I  cut the watermelon.

14



校園活動篇

低班

English 
Fun Fun Fun

Letter R make the sound 'r'

Let's eat it up, Yum Yum !

Yellow light means wait.

We like ice cream !

We are sheep, baa baa b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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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高班

English 
Fun Fun Fun

One, Two ,One, Two......

I am the smartest giant.

This is my pillow !

Would you  like lettuce ?

Let's pat a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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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篇

全校活動
生日會

全校親子旅行日

我們一起到北區公園旅行

老師透過話劇教導我們如何珍惜食物

感謝天父讓我們能與家人一起玩遊戲

影子劇場「白菜夫人怕蟲蟲」

老師與學生
一同演譯「

挪亞方舟」

聖經故事
老師透過劇場教導我

們什麼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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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崇拜

品格教育

感謝家長到來為我們分享繪本
故事

我們一起唱歌跳
舞

我們唱詩歌

老師教導我們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我們是感恩小天使

我們的有禮小寶貝
親子勇敢襟章設計者在分享她

的設計

余園牧為
我們分享

聖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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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燈會

新生適應日

花燈會

高班小朋友努力
清洗水果

高班小朋友為大家造水果串

我們在互相認識

留心聆聽老師教我們做手工

我們一起猜燈謎

彩虹傘好好玩
我們一起玩彩虹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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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畢業典禮

畢業生「歌詠組
」精彩表演

畢業生「節奏組」精彩表演

畢業生「舞蹈組」精
彩表演

畢業生「話劇組」精彩表演

第 30屆畢業生全體合照20



親子聖誕福音聚會

畢業生「節奏組」精彩表演

Mammy、Daddy同我們一起表演
上午低班唱

詩歌敬拜天
父

上午幼兒班、低
班大合照

上午幼兒班唱詩
歌

下午低班唱詩歌

下午幼兒班、低班大合照

多謝「家原動力劇團」演出

幼低班親子聖誕福音日
第 30屆畢業生全體合照 21



校園活動篇興趣班

音樂劇獅子王

English Wonderland

兒童舞蹈

強化英語拼音

普通話故事唱遊

普通話閱讀

趣味節奏樂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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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篇

  

English Wonderland

上午班家長完成
「6A愛與管教品格家長

小組」

下午班家長完成「6A愛與管教品格家長小組」

平安閱讀會今次由爸爸為小朋友講故事

平安閱讀會來親親大自然

平安閱讀會每次都有不同
的

手工，很好玩呢！

華恩基金會「為愛同步跑」慈善步行籌款大合照

「平安閱讀會」
在體育館進行親

子閱讀

「爸不理財，財不理爸」家長講座

「認識 K1新生入學的焦慮情緒與基本應對舒緩技巧」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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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園一同參與
幼兒聖經基礎

課程 2018
蒙特梭利教育專題講

座「觀察是蒙特梭利
教育的根」

蒙特梭利數學教育培訓與導師合照

平安福音堂幼
稚園教育發展

委員培訓課程

四園種子老師完成感官種子課程

教師退修日

教職員培訓篇

劉永泉牧師主講「如火挑旺、廣傳福音」聯園教職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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