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少蘭總校長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自 2008 年開始與台灣社團法人中國蒙特梭利兒童教育學會 (Chinese Montessori Children 

Society) 合作，邀請他們的講師到香港培訓我們的老師，時至今日，接受過培訓的老師超過 100 人，上課節

數超過 100 小時。長時間的相處，台灣老師超卓的專業知識，以及她們高尚、熱誠和謙厚的風範，深深吸引

和影響我們的老師。

　　本園很高興邀約洪淑敏導師撰寫今年的年刊首頁文章，讓家長有機會領受洪導師的賜教，汲取老師的經

驗心得，相信一定會對大家在認識和管教子女方面有所裨益。

　　一歲的鈞鈞喜歡玩你丟我撿，1 歲半的恩恩喜歡將物品塞

到細縫裏，2 歲的阿婷喜歡搬運廚房的大大小小鍋子，2 歲半

的妞妞喜歡畫畫，3 歲的小咪喜歡將積木疊高然後推倒，3 歲

半的楷楷喜歡將相同的東西配對，4 歲的小花喜歡穿珠子，4

歲半的謙謙喜歡剪紙，5 歲的紹銘喜歡算數，5 歲半的品菲喜

歡玩扮家家酒，6 歲的柔柔喜歡寫字。每個孩子都有與生俱來

的內在動機，驅使著他們主動去接觸環境和探索環境。

　　對孩子來說，環境中處處是驚喜，每一個物品都可以把玩

許久，對父母來說，也許會認為孩子在探索環境，也可能認為

他在搞破壞，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都看到孩子在這過程中所

呈現的愉悅和狂熱，面對樂在工作的孩子，父母該扮演怎樣的

角色，才不會妨礙孩子的成長 ?

支持孩子樂在工作
　　父母需要瞭解孩子每一個階段的發展及需要，提供給孩子

適合的桌椅和工作櫃，並設計符合孩子發展需要的工作材料。

切勿在一開始的時候將所有工作放在教具櫃上，這樣會對孩子

產生過度刺激，孩子會想要操作每一份工作，如此一來成人就

很難期望孩子會將工作一次只拿一個工作出來操作，然後再

一一的將工作收回教具櫃上。建議你一個星期先放一到兩樣工

作，每一樣工作都需經過你的示範才能放在教具櫃上，示範時

要一次一個動作，清楚緩慢的將動作詳細分解，如果沒有成人

的示範和引導那麼孩子的工作就會只是遊戲，陪伴孩子一起工

作也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我們經常看到一個景象，孩子工作

而父母專注的看電視，待父母回神時，孩子可能已經將工作不

按牌理出牌的操作著，有時父母會介入太多而干擾了孩子的工

作，當我們對孩子示範工作後，就要將工作交給孩子，然後退

居幕後當觀察者的角色。

如何觀察孩子工作？
　　當孩子樂在工作時，你是否能靜下來，心無旁騖的觀察孩

子工作呢 ? 許多父母會陪伴孩子一起工作，但是卻不知如何觀

察孩子工作，在此與您分享幾個觀察孩子工作的訣竅。

1.	 靜心 ~ 先預備一顆安靜的心，坐下
來觀察孩子，切勿讓瑣事干擾，

打斷了你的觀察。成人常常一心

多用，一邊陪孩子工作，一邊看

電視或在廚房進進出出。當成人

的心無法靜下來時，有時孩子也

會受影響，因而無法投入工作的氣

氛中。

2.	 適當的位置 ~ 觀察不代表成人必須離孩子遠遠的，觀察的
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和孩子互動的愉悅過程，教師在教室裏

會選擇的觀察位置通常能夠眼看八方、耳聽四方，但在家

裏只要把握一個原則：讓孩子覺得父母親隨時可以回應自

己，父母親也能夠適時給予支持或回饋的距離，就是好的

位置。

3.	 筆記本 ~ 有觀察就要有紀錄，否則很容易就忘了你的所見
所聞，我們常常在觀察到孩子的某一個動作或語言時，就

會思考如何幫助孩子得到更多的刺激和發展，但這些想法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就會很容易受到生活瑣事的影響給遺

忘了。透過觀察記錄我們能發現孩子每天微小的進步所累

積成的大躍進，也可以隨時檢視自己對孩子的引導和計劃

是否有該修正的地方。

4.	 問自己問題 ~ 在觀察的過程中問自己，孩子為什麼會選這
份工作 ? 他是怎麼工作的 ? 他喜歡自己一個人操作還是喜

歡找人和他一起操作 ? 為什麼他喜歡用黑色的色鉛筆塗顏

色而不選用其他顏色的色鉛筆 ? 當你在自問時，也就表示

你已發現了孩子的問題。

5.	 閱讀相關書籍 ~ 孩子與生俱來的敏感期，會隨著年齡出現
或消失，成人必須把握孩子每個階段的敏感期，去鷹架孩

子的學習與發展。想要精確瞭解每個動作背後所代表的敏

感期，建議父母親可以涉獵兒童發展相關書籍或雜誌，理

解而後支持，觀察孩子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	由於篇幅有限，文章後半部從簡，讀者可上本園網頁詳讀全文。

引言

當孩子樂在工作時
文 / 洪淑敏

美國阿肯色理工大學教育碩士、歡樂童年幼兒園園長

育達科技大學講師、美國 AMS3~6 歲蒙特梭利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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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老師
崔桂玲老師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r. Jeff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see new faces and to see 
returning students who have both grown in height 
and intellectually. From being barely able to say to 
their own names to eagerly blurting out about their 
newly acquired knowledge, it’s always rewarding 
to see how students have grown over the years.  I 
believe that by empowering students’ enthusiasm, 
it will in turn empower their curiosity for learning. 
The increase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at often lead to funny 
situations is what a rewarding 
education experience is all about. 
It has been a lot of fun teaching 
you and your  enthus iasm 
has been tremendou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again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英語老師分享 普通話老師分享
親愛的小朋友們：

　　轉眼間，你們即將升班了，相信你們一定會很快

適應，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雖然和你們相處的日子不算多，但你們天真可愛

的表情、開心的笑聲、甚至淘氣時的樣子，一點一滴

相處的樂趣，讓我很捨不得你們，你們也要記住我

啊！

　　一年的教學將要結束了，今年與以往一樣，老師們要照顧的小朋友都各有不同、

各有他們獨特之處。正因為我們相信天父造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除

了按照天父的教導，矢志培育小朋友成為神和人都喜悅的人，在照顧他們的同時，

老師們都細心觀察每一位孩子，瞭解他們個別的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引導他們，為

他們禱告，給予他們成長的空間。這一年，老師們要面對的挑戰也不少 — 身體上的

軟弱、進修的壓力、繁忙的工作，這些都是老師們要面對的實況。但我們很感恩，

教導小朋友的責任並非單單落在一個班主任老師身上，我們是整個學校團隊去培育

和幫助幼兒成長，就如一個非洲諺語所言：“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而今年我們更參加了女青悅兒成長服務，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可以接

受到校訓練服務，盼望在我們的努力和適切的資源配合下，小朋友能夠按著他們的

獨特性，發揮他們的生命潛能。

校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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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親子旅行

活 動 花 絮 K1

煮飯

佈置聖誕樹中秋節花燈會

遊大廈活動報佳音

參觀超級市場

遊公園活動

寄信活動

年宵活動

頌母恩活動 環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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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K2

全校親子旅行傳福音活動

參觀觀景台及青衣環島遊

消防員到訪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製作湯圓

家居設計活動

參觀宜家家居

校園大搜查

參觀青衣城

道路安全講座 中秋節花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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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親子旅行

活 動 花 絮 K3

製作米通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年宵活動中秋節花燈會

製作健康飯糰

報佳音

參觀三楝屋博物屋

參加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接力比賽（榮獲冠軍）

親友活動

參加聖公會何澤芸小學運動會（榮獲季軍）參觀衛生教育及資料中心

參觀城門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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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 2015-16 年度

高 班 學 生 小 一 派 位 統 計

歷屆畢業生嘉許計劃
獲獎畢業生

學校分佈
派位結果

統一派位 
( 其他志願 ) 

23%
自行派位 

62%統一派位 
( 第一志願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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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地利亞 ( 閩僑 ) 英文小學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荃灣商會小學
靈光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九龍禮賢學校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 海帆道 )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救恩學校
其他

就 讀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之畢業生

趙仲涵 獲得第二段考全級第六名

黃朗曦 獲得第一段考全級第二名

吳致遠 獲得第一段考全級第一名

就 讀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之畢業生

陳柏青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十名

林　曦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陳彥菁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四名

陳振揮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七名

余熙彤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就 讀 

「保良局 

陳溢小學」 

之畢業生

黃恩妍

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就 讀 
「保良局 

世德小學」 
之畢業生

張子謙
獲得上學期學期試 

全級第七名

就 讀 
「中華傳道會 
呂明才小學」 

之畢業生

繆禧瞳
獲得二年級女子組 60 米

及男女子混合接力冠軍

就 讀 
「東華三院 

黃士心小學」 
之畢業生

陳奕霖
獲得第二學段試 

全級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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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K3 史明言家長

　　明言雖然是 K3 才轉過來的插班生，但老師

們的親切與關愛，並同學們的熱情和活潑，很快

便叫明言適應和投入平安福音堂的校園生活。

　　我最喜歡問他「今天在學校做了什麼工

作？」因為他都會很雀躍地跟我分享，每樣「工

作」對他來說都好像充滿趣味。很欣賞學校能提

供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讓孩子能自主學習。看到

孩子喜歡並享受上學，我自己也感到很滿足。

　　最叫我安心和放心的是，老師們都是很有愛

心和耐性的基督徒，她們有從神而來的愛心，耐

心和說話來教導照顧孩子們。從她們溫柔堅定的

語氣和可親的笑容中，我看到我的孩子在愛中成

長！

K2 曾澧恆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小兒不經不覺在貴校三年
了。當初本人是從朋友得知貴校的詳情。但對貴
校未深入了解，直至小兒正式入讀後才發覺這所
學校充滿著無限的愛。

　　小兒是位發展較慢的學生，很多謝校長及老
師包容，老師亦會時刻聯絡我有關小兒在校情
況，並會提點方法給我在家處理孩子問題，而在
學習方面老師很悉心教導及關懷，有時他有情緒
問題，老師不但沒有責罵他，還會很用心去安撫，
除了老師外，學校的姨姨亦很有愛心。小兒有時
會很依賴，姨姨亦會很有耐性地協助，因為有你
們的關愛，所以小兒很喜歡上學，當放長假期時
亦會很掛念學校。我
很興幸小兒能在這所
學校就讀，令他能夠
在這個大家庭快樂地
學習及成長。

　　祝全體人員身體
健康！

K1 沈殷美家長

　　初為父母，我們希望為殷美選擇一間適合她的幼稚園，當中都有很多的顧慮和擔心。我們選擇平安

福音堂 ( 青衣 ) 幼稚園，主要是因為她本著基督教的信仰教學，讓小朋友自小在神的愛中成長。除此以外，

是因為我們喜歡她的蒙特梭利教學法，讓幼兒能自主學習，又有混齡學習。

　　我們記得在適應週殷美跟我們分離時仍有不捨，但在老師們的鼓勵下她漸漸地喜歡上課。過往一年，

在老師們悉心的教導下，殷美時常在家載歌載舞地唱出不同的詩歌。她又會告訴我們哪些老師姨姨們幫

助過她。這些事情她全都覺得回味無窮，時常和我們分享。回想起來這些全是神最好的預備。

　　我們亦感恩幼稚園能幫助殷美透過合班崇拜，背金句和祈禱，

讓信仰的種子放在她的心裏，讓她從小就認識主耶穌。記得有

一次一位小朋友生水痘，殷美回家後時常為他禱告。有一次

她又告訴我們馬老師帶她們一起為受傷的消防員禱告。

　　另外，我們亦感恩幼稚園不時舉辦家長學堂，讓家長

們可以一同分享，彼此學習。

　　在此感謝各位老師對殷美的關愛和教導。

讚美天父最好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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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青衣 ) 2016 年製作 ( 非賣品 )

本園信念： 使　命： 課程特色：

 堅信每個兒童都是獨特、貴重和無價的，並具有

可發揮的潛質。

 神賦與父母教養子女之責，園方以基督教教育精

神協助父母完成責任。

 聖經是神的話，是我們行事為人的準則。

按著聖經真理和立場去 

建立一所神和人都喜悅 

的幼稚園。

 培養自理能力

 發展創意思維

 夏威夷聖經基礎課程

 建構讀寫萌發

 蒙特梭利教學法

牛頭角校址： 沙田校址： 天水圍校址：

九龍牛頭角上邨常滿樓地下

電話：2776 9285

傳真：2776 8913

新界沙田正街 11-17 號偉華中心 3 字樓平台

電話：2695 4422

傳真：2695 4099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電話：2446 9277

傳真：2328 4933

查詢詳情，歡迎致電：2484 7481，或瀏覽本園網頁：http://www.peck.edu.hk

傳 福 音      充 滿 神 的 愛      行 事 公 義

家 校 合 作
 家庭事工部旨在透過學生及家長活動，支援在校及畢業生家庭。在過去的學年，感恩在各方面得以進步。活動內容包括有：週三的家長學堂、週五的青倩家長團契、查經班、小食製作、健康講座、親職講座等等。青倩家長團契大部份家長已信主，透過聚會和探訪，加深了認識。彼此學習著支持和鼓勵！

 教會大力支持幼稚園在校及畢業學生，在下學期舉辦了學生英文溫習小組，幫助有需要的學生。暑假前為畢業生舉辦的 JC 小領袖品格訓練和躍動小組，學生很投入的參與呢！教會舉辦的主日學共約有七十人參加。一家人在親子遊戲日及領獎禮中盡興而歸，實在感恩！
青倩家長預備聖誕福音嘉年華

青倩家長聚餐

家長興趣班

中醫講座

家長學堂—親子廚房

新春戶外活動

家長學堂—小食製作班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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