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誠」品格家長信  

親愛的爸爸、媽媽：  

    感謝你們的努力，孩子樂於實踐順服，常請老師分享他們的「順服小魚」。接下來，本學年第三個重點品格就是

「真誠」。 

真誠就是表裡一致，並用真誠的方式向他人說實話，與人坦誠相待。 

從聖經看真誠，我們找到這樣的經文與大家分享，「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就是行為正

直、做事公義、心裏說實話的人。」(詩篇 15:1-2) 這樣看真誠很重要，對現代社會也是重要的核心價值。但真誠不

能只以說教的方式教導孩子，重要的當然是成人的身教和對孩子的接納。由於孩子對虛謊和真實仍有認知上的混淆。

因此，成人在培育孩子真誠品格時要切記避免戲弄孩子，因為戲弄本身就不是事實，而是謊言。當然成人對孩子需要

守信，不要隨便許下承諾。作為孩子最親近的成年人，讓我們也來檢視一下自己有多真誠。 

 你是否表裡一致？ 

 你是否論斷別人/孩子，自己卻犯同樣的錯誤？ 

 你是否對一些教訓外表順服，內心卻抗拒？ 

 你行善是為了得到人的稱讚？ 

 

品格代表動物 

這次責任品格的代表動物是蜜蜂—真誠小蜜蜂。因為蜜蜂在溝通上表現了特殊技巧，牠們利用身體語言和特殊的味

道叫信息素，藉此可以傳達極可靠的信息，如危險、分派的工作，以及食物的來源。 

家校合作 

我們將透過日常與孩子的生活互動、真誠故事分享及音樂會，讓孩子理解和經驗真誠。稍後，我們會推出「真誠見

證分享」的活動。請大家密切留意單元通告。 

以下是一些孩子可能展現真誠的行為，給大家參考： 

1. 面對遊戲規則，能夠認真遵守。 

2. 遇到輸贏時，能面對自己真實情緒，正確表達出來。 

3. 能勇敢為自己的過失，向別人說「對不起！」。 

4. 知道別人犯錯，能用愛心向別人作出提示。 

5. 能盡心盡意對待朋友。 

6. 做了失信的事情，能誠實表達。 

例如：因為生病不能吃水果，卻選擇吃了，會誠實告知父母。 

因為生病不能吃水果，會誠實告訴照顧者。 

7. 能傳遞真實的事情內容，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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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可以做  

   家本來就是孩子的避難所，最能展現真誠的地方，所以爸媽請讓我們以真誠的心接納孩子，讓孩子真實地表達情緒

和想法。透過隨機教育，與孩子探討不誠實時的心情與誠實時獲得的喜樂。 

親子共讀 

   今期想推介的親子共讀故事有以下的參考： 

   

 

   神喜悅人以心靈誠實來敬拜祂，祂必能幫助我們和孩子作真誠無偽的人。因此，讓我們一起依靠那大能者，建立孩

子真誠的品格。 

祝 你們主恩滿載！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18-19 有品校園計劃籌委謹啓 

  

  

 

  

 

 

  

【惜子園】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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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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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黃恩上家長 

  近日一宗新聞報導,一位伯伯因獨自照顧長年患病妻子, 孤立無援, 不

忍妻子痛苦, 做了很傻的事。法庭上敘述伯伯說過的幾句話, 充滿唏噓, 教

人傷感不已。 

  

  讀完這篇新聞, 感慨在我們的社會中, 我們的身邊, 暗處的角落, 仍然

有幾多這些老人家, 有幾多需要我們伸出援手的人仕? 

  

  回到家中, 凝望恩上天恩兩兄弟, 腦中思考可以怎樣讓他們知道,他們

每天都可以有食有玩, 一切充足有餘,不是必然;在這個社會裡, 或者在我們

身邊, 有一些人是生活在一個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環境中, 我們是有責任去把

自己有的分出去, 以致身邊的人得到幫助。 

 

  請容許我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幾位基督徒媽媽在教會自發組織

的小小親子群組,一班小孩和爹地媽咪, 共讀關於分享和愛的繪本、動手做

做手工、月餅曲奇等, 成為小禮物送到街上長者, 清潔工人手上, 或者到長

者家中探訪。 每次出動,伯伯婆婆見到小孩子走近他們, 已經很快樂,再加

上可愛童音說出:「婆婆/伯伯, 送給你, 耶穌愛你!」長者們都展露出甜甜的

笑容, 心也被融化了。很多時長者都願意停留, 問問小孩子幾多歲?在那裡

住呀?反過來關心我們。我們都趁機與長者攀談一會, 問候他身體健康狀況

等等。長幼之間的互動,的確有神奇的化學作用! 

恩上每次活動都一齊參與, 由跟著爸爸媽媽預備場地, 投入活動, 到走到街

上送禮物給長者, 他都樂在共中, 他最近更做小助手, 幫忙打點小事。我又

欣賞他, 雖然起初接觸長者會害羞少言, 但都會用心聽長者說話和盡力回

應。 

 

  我們所作的很簡單而且有限,但深信當

交到那位能將五餅二魚變成大大祝福的主手

上, 一切都變得不一樣。感謝主! 

 
  
 
 
 
 
 
 
 
 
  

惜子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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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曾卓言家長 下午幼兒班蕭善一家長 

    

相信每個孩子都擁有無限可能！   

平時外出都愛扭抱的卓言，在爸媽的鼓勵和支持下，  

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完成 3 公里的路線上山。 流感停課一星期，原有的學校旅行取消了 =( 

** 親子行山路線推介：馬鞍山郊遊徑 > 昂平高原 不要緊，到平台玩耍亦很快樂，就讓我弄一個大氣泡!!! 

 

   

 

 

下午幼兒班黃逸謙家長 下午低班吳傲正家長 

 

  

逸謙與爸爸從沙田踏單車到吐露港。這是他第一次長途探險！ 

回程時當然要享受一下他最愛的朱古力奶！ 

  

 

爸爸唱： 

向上刷    向下刷  

不可放任胡亂刷 

 

傲正就唱： 

我刷刷刷 你又刷刷刷  

愛護牙齒早晚刷  

我刷刷刷 你又刷刷刷  

從此養成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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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黃晞僑家長 

          

      

上午低班林星皓家長 

      

 

 

  

親子創作坊 

我係黃晞僑(上午班 k1)的媽媽，近來天氣常凍，

同囡囡一齊做個簡單小甜品~维他奶燉蛋！簡

單的步驟全是小幫手自己做！開心之餘又可訓

練到小肌肉，最重要係有得食！各位同小朋友一

齊做下…… 

 

快到農曆新年了！想到會吃湯圓甜點呢！和星皓一起製作豆腐湯丸，製作過程

很簡單。星皓很興奮地把豆腐壓碎和糯米粉混合，揉成麵糰。他還加上他喜愛

吃的黄豆槳包入粉糰裏，我們很快便把麵糰揉勻搓圓成小粒。 

 

最後，煮好放上黑糖芝麻粉。這是我們初次製作。能看到製成，十分開心和很

有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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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 年 12 月 15 日 

時間：1000-1200 

地點：沙田中央公園草地 

出席人數：20 個家庭 

 

1》大組故事： 

     來畫一棵神奇的樹（遜哲媽媽） 

     小小鄰月光派對（子悅媽媽） 

 

2》DIY 紙碟小籃子（貝南媽媽） 

 

3》植物博物館 

   搜集公園內的葉子，花，種子等。 

 

4》親子共讀 

   

平安親子 

閱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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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單腳踏皮球來練習單腳站立。 

  K for Kiwi. 

We like kiwi 
juice! 

 看我們多認真專注地

裝飾家庭相架！ 

 天使向牧羊人報好信息：「耶穌

出生了!」  我們也幫助姨姨清潔學校呢！ 

  J for juice! 果汁真好喝！ 

 多謝叔叔帶來膠樽空氣槍與我們玩英文遊戲！ 

 我們從聖經立體書找到天使到訪馬利亞和耶穌降生。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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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到農場參觀！ 

Popcorn is popping.   

 輕黏土設計十字架！ 

 我會跳！ 

 我們一起參觀電器鋪！ 

 蔬菜汁真好喝！ 

 我們一起來切蔬菜呀！  我愛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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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家人！  謝謝家人對我們的愛！ 

 乳酸菌可以幫助腸道健康。 

 我們找到木字部首的 
字了！ 

 透過貧富宴，幼兒學習互相分享及關心有需要的人。 

 Mr. Noisy pounded some nails. 
 透過參觀益力 

多廠，我們認 
識消化系統。 

 我們正準備水果 
去招待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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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 

 

12 月份 

10 

 上午班合照。  下午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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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成為天父的公主和王子。 

  上、下午幼兒班。 
  上、下午低班。 

 我們經過耶穌的寶血清洗得潔淨。 

東華三院舉辦的「一路童心」課程 

6A 課程 



園訊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 3 月至 5 月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7/3/2019 (四) 高班課堂攝錄日 

8/3/2019 (五) 幼兒班沙田公園賞花 

9/3/2019 (六) 高班拍攝畢業照 

20/3/2019 (三) 低班參觀昆蟲館 

22/3/2019 (五) 生日會 –親子音樂表演日 – 真誠 (服飾：自行設計與音樂有關衣服) 

29/3/2019 (五) 家長面談日 II (學生不用上課) 

 

6/4/2019 (六) 高班預備小一路家長會 

13/4/2019 (六) 品味幸福家長活動 

16/4/2019 (二) 生日會 – 普通話復活節崇拜 (服飾：便服) 

17-26/4/2019 復活節假期（17/4 教職員培訓日） 

 

1/5/2019 (三) 勞動節假期 

3/5/2019 (五) 低班參觀港鐵車站（暫定） 

6/5/2019 (一) 幼兒班校巴樂遊遊（暫定） 

8/5/2019 (三) 低班道路安全講座 

10/5/2019 (五) 合班崇拜 

13/5/2019 (一) 公眾假期 

24/5/2019 (五) 高班畢業禮綵排日 (幼兒班及低班不用上課) 

25/5/2019 (六) 高班畢業禮 

27/5/2019 (一) 畢業禮後假期全園放假一天 

31/5/2019 (五) 生日會 - 品格影子劇場 – 智慧 (服飾：便服) 
 
 
 

4、5 月份茶點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乾果+穀麥脆片 小饅頭+紫菜 芝麻提子方包 烚蛋 清明節假期 

第二週 牛油蛋糕仔 香蕉+粟米片 薯粒+乾果 果醬車輪包 新鮮粟米 

第三週 芝士麥包三文治 生日會 復活節假期 

第四週 復活節假期 

第五週 三角朱古力蛋糕 西蘭花+水果 / /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 / 勞動節假期 芝士片+餅 排包 

第二週 紙杯蛋糕 牛奶方包 西蘭花+蘋果 小饅頭+紫菜 烚蕃薯 

第三週 公眾假期 穀麥脆片+紅菜頭 芝麻提子方包 烚蛋 香蕉+粟米片 

第四週 芝士麥包三文治 甘筍+雜莓乾 粟米蘑菇包 燕麥曲奇+水果 高班畢業禮綵排 

第五週 畢業禮後假期 果醬車輪包 薯粒+乾果 新鮮粟米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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