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儀校長

龔雪晶主任
    感謝神的保守及帶領下，轉瞬間上學期快將結束了，孩子們能

夠享受各種愉快的學習時光。而下學期的學習活動即將展開，希望

孩子們能繼續樂於主動學習，在各種學習活動中尋找無限的樂趣。

    今期的園訊內容豐富，我們邀請了梁富琼姑娘，為我們撰寫一

篇有關滋養心靈的繪本專題文章外，還有孩子在校的學習活動，及

親子活動情況，藉此讓我們能夠回味當中。最後，本堂王華燦牧師

與我們分享訊息，希望透過園訊讓大家與我們一同感受孩子在校園

歡樂的時光。

    最後，在此恭賀大家新春快樂，主恩常佑。在2019年裏，孩子

們能夠在神的愛護中，繼續開心快樂地學習。

    為配合幼兒的發展和需要及配合教育局的新課程指引，本年度

學校的關注項目包括︰（一）培養幼兒建立自由遊戲模式，讓他們

從遊戲中學習，自主探索。（二）培養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學會尊

重有禮及關心別人，並初步認識自己在不同處境的角色和責任。

    上學期快將完結，每天看見孩子開開心心地踏進校園，享受與

同伴一起遊戲及學習，實有賴家長的支持，積極參與各種活動、講

座及工作坊，並給予寶貴的意見。盼望下學期家長繼續配合孩子的

學校教育，了解幼兒的需要，與孩子一起遊戲，相信孩子的學

習成效會更令人喜出望外。

          是期靈苗天地亦刊登了梁富琼姑娘的文章，主

題為「滋養心靈的繪本花園」，讓家長認識繪本的

好處，透過「烹調美食」幫助孩子情緒的發展。

    最後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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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不少家長也曾接觸過繪本，但繪本除了可作為親子閱讀活

動之外，其實繪本也是一個幫助兒童心靈發展的工具，包括情緒教

育和生命教育。透過繪本故事中帶出的點點滴滴去滋養心靈，以發

展兒童健康的心理質素，讓他們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學習到如何安

慰自己、勉勵自己。

    要協助兒童將抽象的情緒或價值觀具體化，並不容易，以「說

教式」講道理也沒多大效用，因此，要運用獨特的技巧，與兒童一

同進入繪本世界，過程就好像烹調一份好菜式一樣，先要選擇合適

的食材及調味料，然後「試味」，再配以合適的烹調方法，便能煮

出美食。以下透過五個步驟，便能帶出兒童透過繪本作情緒教育的

轉化過程：

註冊社工 梁富琼姑娘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專
題 篇

滋養心靈的繪本花園

步驟一：選取食材（繪本）：幫助兒童投入故事。
家長適宜選取與兒童生活相關的書籍，如弟弟妹妹出世、第一天上學等為題材的書籍。
過程中，可多用互動的方式說故事，讓兒童多點參與，例如，邀請兒童一起為主角起名
字、一起想想糖果屋除了書中提及的糖果之外，還有什麼糖果等。

步驟二：以調味料帶出味覺（甜酸苦辣  不同的情緒）：幫助兒童明白和認同感受。
透過問題，讓兒童猜想主角的感受，並嘗試明白當中的因果關係和內心的需要。例如，
可指著圖片問：「你見到主角這個表情是怎樣的？」、「這個表情表示他有甚麼感
受?」也可透過指出主角出現這種情緒的原因，讓兒童明白故事人物的思想，如「他因
為感到害怕，也擔心被責駡，因此說謊，不承認是他吃了枱上的朱古力。」

步驟三：試味（親身體會）：幫助兒童將內心一些經驗和感受投射在故事人物身上。
家長可在故事過程中，加上生活經常遇到的事例，如主角手上的麵包不小心掉了在地
上，他頓時感到不開心。又例如主角害怕上學，你有試過害怕上學嗎？讓兒童透過主角
的經歷聯想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從而獲得抒發。

步驟四：烹調（淨化）：幫助兒童將壓力和情緒淨化。
讓兒童透過和故事人物共同經歷故事情節，令壓力舒解。例如主角的爺爺去世後，主角
想辦法記念爺爺。

步驟五：品嚐菜式（領悟和應用）：幫助兒童將自己的經驗、行為情緒和問題有新的體
會和領悟，以建立新的思想和行為。
例如，可向兒童發問：「主角原本大哭大叫以表達憤怒情緒，但他現在學了新的方法去
表達，你記得這是什麼方法嗎?」甚至建議即時一同嘗試運用這個新方法，例如繪本介
紹了呼吸練習，家長便可與兒童一同嘗試，並伸延到日常生活中，即是當兒童在生活中
出現憤怒情緒時，家長便可與兒童一同應用呼吸練習，將新的經驗在生活中應用出來。

烹調美食（透過繪本作兒童情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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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2018（一）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由香港耀能協會言語冶療師黎
子瑛姑娘，主講「童學同樂    如何在遊戲中提升幼兒的語言能力」，幫助
老師認識運用遊戲技巧來提升幼兒的語言能力。下午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梁
富琼姑娘主講「滋養心靈的繪本花園」，透過繪本活動幫助幼兒身心靈發展，
老師將習得之技巧實踐，引導幼兒進入繪本故事。

行政人員 4 位，辦公室人員 2 位，教學人員 23 位，

司機、跟車媬姆及校工 22 位，合共 51 位。

幼兒園於 9.8.2018 開課，本年度學生人數：208 人，

男生 115 人、女生 93 人。

15.9.2018（六）早上 10:00-11:30，假九龍九龍塘
牛津道 1號 B，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舉行「升小一家長會」，由鄭雪英校長主講，講
解小一選校策略及面試的準備，又為學生安排小

組活動，最後參觀校舍及設施。
最特別的是由現讀小學生與家
長們小組分享，回答家長提
問，讓家長有更深入了解。

升小一家長會
家校與社區聯繫

本園於20.11.2018（二）
舉行感恩節崇拜，在感
恩活動中，共收集得 14
箱罐頭什糧等食品，已
全數贈予基督教關懷無
家者協會及本堂的長者
團契。另有關捐款活動，
亦籌得港幣 HKD18,520
轉交樂施會。 

員工活動
24.9.2018（一 ) 中午在本園五樓舉行了新學年的教職員
工及教牧同工迎新日，當天大家都能藉着遊戲彼此認識，
在十分融洽及愉快的氣氛下度過。

19.12.2018（三）晚上校董、教牧同工及全體教職員工
於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舉行聖誕聯歡聚餐，並邀請第九
屆家校合作會家長委員出席，大家共度了一個充滿歡笑
聲的晚上。

教師專業發展
29-9-2018（六）校監、校長、主任及老師
參加了基督教幼稚園教師會秋季研討會，
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童發展及行為科，兒
科部副顧問醫生陳鳳英醫生主領講座，主
題為「如何鼓勵幼兒的學習意欲」。

家校會會員大會

24.11.2018（六）上午本園舉行第十屆
家校合作會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選舉，
現本會會員人數為 197 人。今年有 12
位家長參加選舉，當日亦順利選出 8位
家長委員，亦委任 7位學校委員。

報 告 篇
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
學位教師  14 位    修讀學位教師  8 位
修讀教育高級文憑／教育証書（CE）3 位
合格教師／幼兒工作員  2 位

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感恩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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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篇

小童軍活動多姿多彩，有參觀、
有訓練，還有節日聚餐。

老師按課程主題安排的不同角落活動，我們
可以在遊戲中學習了日常生活的知識。

 MISS LEE 教我們唱歌，告訴我們高音好似絲帶向上揚起一樣。

診所  家庭

超級市場  大食會

多元智能興趣班

韻律班 得意勞作班 趣味故事班
水墨畫班 創意手工班

故事朗讀班 動感節奏樂班
趣味普通話班小小詩班 

每星期體智能導師到校，教我們做技巧訓練之前，
必須要先做熱身運動。

我們在創藝班課堂裏，很專心地
繪畫圖畫，又學習了顏料的運用
技巧。

在比比和朋友課程中，
我們要學習活動守則。

比比和朋友課程

英語興趣班

體智能臨校計劃設計活動

小童軍  

幼兒綜合創藝畫班

「靈糧樂頌」音樂班

趣味英語班

在英文興趣班，Miss DD和我們唱歌、做手工及學習拼音，
真是有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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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 園 篇校

關愛共融校園體驗計劃

我們一起玩登高遊戲活動，感受節日氣氛。

可以與同學一起燒烤，
十分興奮。 

感恩節崇拜當天，我們帶備了不同種類的糧食回
校，分享給有需要的人，還分享了感恩事項。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老師為我們
安排多樣化的活動。

繪本閱讀
健康與衛生

計劃 
Yes I can!

如廁自理訓練

朗讀活動

中國週
幼兒透過不同難度的遊戲鞏固大小肌的活動技巧。

中秋節

我們很期待每次生日會，因老師每次都為我們預備
很好玩的遊戲，令我們有一個愉快的早上。

姐姐來校教我們從小便注意護脊的重要

聖誕節

體能與健康遊戲

參觀園舍

護脊講座

透過參觀園舍，我們認識校園內的各種設備。 每天我們與老師一起享受朗讀繪本圖書。

Andrex姐姐到校教我們
「如廁後清潔三步曲」

生日會

一人一花活動

10月1日是國慶節，老師特別在中國週為我們安排不同的活動，讓我們認識很多中國傳統文化。 老師為我們預備的中秋節提燈會活動，有
遊戲、有烹調，還有做圖工，讓我們在遊
戲中學習中秋節的習俗。

朗讀圖書豐富了我們對文字、
句子及詞彙的認識。

燒烤樂 

感恩節

今年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的花苗是「一串紅」。重陽節

謝謝姐姐教導我們學懂保護耳朵的重要及做一些簡單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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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篇

秋天來了，老師帶我們走出
校園到戶外研習。

我們參觀歷史博物館內展示，原來以前香港人是以捕魚
維生的。

我們可以把所
見的畫下來。

校外活動

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中心

參觀九龍城圖書館  

參觀香港房委會展覽中心

我們一起扮演牙醫，模擬替病人檢查牙齒。 嘩！我們看見好多房屋模型呀！。 秋天郊遊樂

參觀超級市場  

我們參觀學校附近的圖書館，館內有很多不同
種類的圖書。

參觀消防局

參觀太空館
在中心我們可以扮茶客、又可以觀賞很久之前的煮食用具及扮演賣雞蛋仔的小販。

在這裡，我們可以觸摸不同的星系及欣賞不同國家的升空火箭模型呀！

我們在超級市場選購不同種
類的貨品。

消防員哥哥不但為我們介紹消
防設備，又與我們拍照留念。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低班

高班

幼班

参嘉道里農埸研習     

低班

 聯合道公園研習

老師帶我們到公園研習，看看秋天的景色，還可以在公
園玩遊樂設施，很開心呀！

高班
佐敦谷公園研習

參觀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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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篇親
27.10.2018（六）舉行
全園親子日營，地點為
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戶外
渡假營，參加人數 360
人，活動有親子遊戲及
營地康樂設施，大家都
盡興而回。 

親子開心嘉年華

家長講課

5.1.2019（六）由陳鳳英醫生主
講「幼兒身心靈健康」家長講
座，主題為：「認識及處理幼
兒情緒行為」。

爸爸媽媽和我一起設計花燈，花燈設計得很有創意。

李葦恩女士（職業:護士）（全日幼班:王雋羲之家長）
我的行動承諾—「顯關懷、互尊重、共建和諧社會」。

家長講座

全園親子日營6.8.2018為新生舉行開心嘉年華，內容有音樂活動、
體能、親子手工及小食加油站及等，家長與小朋友都
玩得很開心，他們亦能感受學校生活的樂趣。

假期裏，爸爸媽媽帶我們去了不同的地方遊玩，拍下美麗的相片。

親子花燈設計比賽

親子「假日遊香港」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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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王華燦牧師

編輯小組名單
楊玉華校監、林翠儀校長、龔雪晶主任、孫慧芬主任、鄭穎詩書記、文資組及宗教組組員

    信仰對一個人生命的影響難以估計，最近一項新的研究，美

國流行病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September, 

2018）刊載一項研究，指出孩童有宗教信仰或靈性操練(例如每日

的祈禱) 看來對他們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均有較佳的發展，這個研究

要算是大規模，並且是一個長期性的研究（long  term  study），研

究的對象包括了5000人，追踪他們8年到14年的時間不等，由孩子

長大到了20歲，發現孩子有參加宗教信仰聚會與日常禱告，他們的

的快樂程度較一般同期成長的人為高，他們較多參與義務工作，較

少濫用精神藥物，較少患上抑鬱症，較少感染性病等。

    事實上，不少類似的研究都有這些正面的成果，我們不敢就此

論定孩子有宗教信仰就一定有正面的幫助，在研究對象中是以美國

基督教信仰為主的背景，我們不禁要問，倘若一個信仰能帶來孩子

那種正面的作用，當中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們思想及留意的地方。作

為一個傳道者，我實在眼見很多在教會長大的年青人，他們均因著

信仰成為他們人生的力量，去面對種種成長中出現的困難，我亦確

實見到那些在教會中成長的年青人，他們健康的人生觀、他們的愛

心、信心、捨己的態度等，都令人感動不已，或許我在此呼籲家長

們，把你的孩子送到教會去，讓生命的主人去幫助他們成長，這豈

不是每一位父母樂意見到的嗎？

    學校為我們安排了很多活動，分別有宣明會的「開心

生日會」講座及魔術表演，讓我們認識感恩節的意義。

    當天邀請了家長到校參與，除了有話劇信訊分

享外，還有靈糧樂頌為大家獻唱詩歌及各級的歌舞

表演。

頌
主 篇

感恩節

幼童崇拜

校牧的話

「魔術」表演
及信訊分享

聖誕節慶祝會

「開心生日會」

每月一次的幼童崇拜，我們看聖經故事、
學習唱詩歌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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