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加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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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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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張加勳先生和一班台灣蒙氏導師，與我們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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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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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是：Connect 連結，觀察者將他的觀察

興趣和問題與孩子連結。

　　O 代表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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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Reflect，我們回應我們所獲取的資訊並創

造理解。

　　E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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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新界青衣長宏邨宏毅樓地下　電話：2484 7481　傳真：2484 7482　網址：www.peck.edu.hk/tsingyi/　電郵：ty.info@pe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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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tudents,

It has been a joy and pleasure teaching all of you 
this school year. Every day with you all has been an 
adventure and we will cherish those memories forever. 
Never say, “I can’t” Always say, ”I’ll try” . May these 
wonderful quotes from the Bible be your guide for the 
future: “I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Philippians 4:13

　　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香港的幼兒教育政策進入新的一頁。由 17-18 年度開始，

政府對幼兒教育投放更多資源，提升幼稚園的教育質素。適逢本年十二月教育局視

學組到來進行質素保證視學，給予我們正面的鼓勵及改善的方向。

　　視學組認為本園能凝聚和提升團隊的專業力量，教師團隊合作緊密，共同推動

學校持續發展。學校課程全面，能兼顧兒童在知識、能力和態度的發展。教師教學

準備充足，指示清晰，兒童有動手操作機會，對活動感興趣。他們又認為我們的

音樂和體能活動內容豐富，兒童積極參與其中。學校的蒙特梭利混齡區能提供不同層

次的教具，教具擺放整齊，有清晰的視覺提示，有助兒童建立常規，鍛鍊小肌肉和自理的能力，又會專注

閱讀圖書，從排列的過程中鞏固數學的概念，活動饒富學習意義。老師們關愛兒童，經常讚賞他們，在校

園建立融洽友愛氣氛。而老師也有不俗的教學技巧，會運用實物、相片等引起兒童的學習動機。兒童學習

態度良好，喜歡嘗試新事物，具好奇心。此外，學校亦已設有妥善機制，以識別和轉介有不同學習需要兒童，

使他們及早獲得適切支援。另外，我們能安排配合家長需要的親職講座，為他們提供教養子女的資訊，並

且透過邀請家長擔任義工，加深他們對學校課程的認識。

　　未來我們會參考視學組的意見，在課程的安排及規劃上更細緻，期盼更能配合兒童的發展和轉變

中的社會需求，培育幼兒有健康的體魄、有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有正確的人

生價值觀，為未來的人生打好基礎。

校 長 的 話

校長園務報告

霍詠珊校長

普通話老師詹素梅老師

親愛的孩子們：

　　又是一個新學年， 

又是一個新開始，又 

是一個新未來。

　　很榮幸能夠教導 

你們這些可愛的孩子們。

　　祝願你們在未來的學習生涯，取得輝煌的 

成績。

普 通 話  

老師分享

外 語

老 師
分 享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s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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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佳音活動

遊巴士站 

遊公園 科學活動：會跳動的米
觀察植物

遊巴士站 
寄信活動中秋節花燈會

佈置聖誕樹 參觀超級市場

遊大廈

環保服飾設計

k1 活 動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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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活 動花 絮

消防員到訪

中秋節花燈會

參觀宜家家居

天父喜悅的孩子獎勵計劃

製作泡泡水

交通安全講座

參觀觀景台

參觀社區：遊長宏邨

美藝活動：色彩交響樂

光的反射

製作班戟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青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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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活 動花 絮

中秋節花燈會
製作健康飯糰 報佳音活動

參觀衛生教育及資料中心參觀終審法庭

參觀科學館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親友活動

年宵活動

全校親子旅行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參觀聖安得烈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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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讀 

「保良局陳溢小學」
之畢業生：

黃恩妍

獲得上學期 
全級第八名

就　讀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

小學 ( 馬灣 )」 
之畢業生：

史明言
獲得詩詞獨誦 

粵語男子組季軍

就　讀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之畢業生：

李芯言：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陳彥菁：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林　曦：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二名

余聖傑：獲得上學期全級第六名

李嘉薇：獲得上學期全級第七名

就　讀 

「仁濟醫院 

趙曾學韞小學」 

之畢業生：

文瑋軒

獲得上學期測驗 

全級第二名、 

上學期考試全級第一名

就　讀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之畢業生：

歐陽慧妍 
獲得第一段全級考第九名

黃朗曦 
獲得第一段考全級第十七名、 

第二段考全級第九名

就　讀 

「中華傳道會 

呂明才小學」 

之畢業生：

蕭婧雯

獲得上學期 

全級第七名

派位結果 學校分佈

2017-18 年度歷屆畢業生嘉許計劃

本園2017-18 年度

高班學生小一派位學校分佈

( 獲獎畢業生 )

自行派位

47%統一派位 

（第一志願）

33%

統一派位 

（其他志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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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陳溢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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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靈光小學

 沙田官立小學

 東涌救世軍小學

 其他

12

29

2

2
4

4

1 1
1 1111 1

2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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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已來到 K1 的尾聲。回想起當初瀚霖入讀這所充滿愛的幼稚園，是希望瀚霖

能在愉快的校園環境下，學習與人相處，培養良好品德，激發學習興趣。

　　開學初期，瀚霖經已十分喜歡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很快便投入校園生活。他經常和我

們分享在校內的點滴，閒時會哼著老師教的歌。有時候，還會扮演老師教我們在校內學會

的事，使我們充分感受到他在校內的快樂時光。

　　經過一年的校園生活，瀚霖在學習上、與人相處和品德上都有所進步。真的要感謝平

安福音堂幼稚園的每一位，不論是校長、副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姑娘和姨姨們對瀚霖

給予無限愛心、耐心和教導。

　　在往後的日子裏，希望瀚霖能夠繼續愉快學習，享受校園生活，在這大家庭中快樂成長。

送給我最寶貝女兒的禮物—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女兒啊！你知道天父是何等愛你，祂為你預備了最有愛心的幼稚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作為馬灣居民的我真是從未聽聞過這所學校，就只因為「蒙特梭利」四個字和很多媽咪的

好評，就揀選了這所幼稚園，天父的作為就是如此奇妙。雖然媽咪糊裏糊塗地將你放在這所

幼稚園，但幸然老師們並不糊塗，老師們常常在一些細微的事上表現出她們的愛心。例如每

當你披頭散髮上學時，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為你編辮子；你慢吞吞地吃茶點和做功課時，老

師們總是耐著性子鼓勵你。看著你在幼稚園裏渡過了三年，由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漸漸變成

一個懂得感恩、有愛心的大女孩，有時甚至會反過來照顧媽咪，心中真是充滿喜悅。女兒啊！

你的成長真是快得令我趕不上，心中感恩你日漸成熟，但又有點不捨你成長得太快，媽媽真

的很愛你，你永遠是媽咪的小寶貝。

　　非常感激學校每一位老師、同工的包容和教導，你們每一位都是天父為小笉預備安排，願榮耀歸與天父。

各位師生家長好！

　　「贏在起跑線」可算是近年最多人提起的潮語，人生

是漫長的，但大多數人往往只著重小朋友的能力成績，那

我們呢？我們認為這些成績只是人生其中一個小環節，反

之個人德育的品格最為重要，亦需要從小培養。平安福音

堂幼稚園 ( 青衣 ) 不只教授課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學

校非常注重人性化的培育，品德的培養，這點是我選這校

的重要條件，慶幸小女瑧薾能入讀這所心儀的幼稚園。我

們一家在這幼稚園將渡過兩個年頭，學校與我們共同成

長。瑧薾一天一天長大，一天比一天懂事，有賴學校各人

努力的成果。教育是有感染力，教育是不流於表面，不是

小朋友能執筆寫多少字，亦不是小朋友拿了多少獎盃就是

好教育，教育是需要有愛心及耐性去教導小朋友，而這樣

的素質可在校內老師們身上找到。另一方面，這是我最欣

賞的！老師利用蒙特梭利的教學方法讓小朋友感受世界，

啟發他們的好奇心、專注力和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還

記起一次上親子適應班的體會，小女正把弄一件繞綫珠玩

具，在爸媽的眼中它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玩具，老師觀察入

微，察覺到我們對這件玩具不明白、不理解，於是介紹一

下它的特質給我們了解，原來它是一件訓練大小肌肉，訓

練辨認顏色形狀數量的小幫手。小朋友的學習，不管是學

K1C 陳瀚霖家長

K3A 黃琋笉家長心聲

K2A 駱瑧薾、駱瑧喆家長 駱志恒

術性的灌輸，還是個人興趣的培養，自我的啟發亦是重要

元素，而學校正正與我們想法一致，朝着這方向走，好讓

小朋友走在最前思考實踐，而不是躲在樹蔭下麻木聽從。

還有呢？學校不只教育小朋友，還教導我們怎樣做一個好

父母。學校貼心地提供相關的課堂給父母們報讀，這是我

對這學校最為驚喜的地方，初為人父的我也學習到不少教

育子女的技巧，獲益良多，非常感激！今年九月，弟弟瑧

喆也入讀 K1 班，兩姊弟將可一同上學，希望他們能感受

到上學的樂趣，也希望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各師生身體健

康，開開心心上學去！

家 長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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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事工部在此要再次多謝家長們在今年家事部活動的努力參與。無論在週三的家長學堂、家長興趣班

（英文小組、護膚品 DIY、母親節禮物製作、廣東話正音小組）、週四的家長成長小組、週五上的青倩家長、

週五下的查經小組…等，都很投入和用心學習、更在教養子女上彼此交流心得。有家長說上了堂個

人在教小朋友方面情緒上好了很多，與孩子的關係上進步不少呢！

　　時間上方便的家長更不定期來作

義工，實在感恩。為了鼓勵家長們的參

與，家事部今年更設立了「家長學堂」

獎勵計劃：得到金獎的有劉婧童家長、

梁喆堯家長；得到銀獎的有李溢新家

長；得到銅獎的有郭柏翹家長、石皆君

家長、蔡姍姍家長及林立恆家長。盼望

新學期有更多家長一起來參與。

　　家事部為在校學生舉辦了高班英語小組， 

他們都學開心地學習。今年為在校及畢業生舉辦

的夏令活動，感謝神！大部份都參與踴躍，特別

在 JC 小綿羊及夏令聖經班上已超額完成，學生們

都快樂的說再見！希望新學期再見啦！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青衣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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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eck.edu.hk/tsingyi/

傳 福 音      充 滿 神 的 愛      行 事 公 義

家長學堂—護膚用品 DIY 家長義工 青倩家長團契

家庭事工部活 動 回 顧

青衣平安福音堂 27 周年堂慶

家長學堂—製作年糕製作母親節禮物

JC 小領袖JC 小綿羊

三位舊家長受浸和一位轉會
加入教會的大家庭

與幼稚園合辦「親子攤位遊戲日」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青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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