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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Kindergarten

    在神的恩典帶領下，新的一年又開始了。謹在此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福杯滿溢！

本期的靈苗天地除了有專題教育文章與各家長分享外，在「校園篇」亦有

各級於上學期所參加的不同活動之照片等，內容真是豐富及多姿多采。希

望透過相片及不同的分享，讓家長對學校有更深的認識、加強家校之溝

通，並一起與孩子感受本園之歡樂而愉快的學習氣氛。

    感謝天父的帶領，幼兒在歡笑聲中度過愉快的上學期。幼兒學習和適應力迅速，在過去短短

日子已與身邊的教師和同學建立良好的友誼，很快融入校園生活。

學校以基督的愛為宗旨，以愛心培育幼兒，明白幼兒的需要，訂立本年度學校發展計劃。學校重

視品德教育，讓幼兒在恆常的活動中實踐良好的品格。學校持續推行校園關愛文化，讓幼兒在教

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愛護下認識尊重和被愛，從而懂得愛護身邊的人和事。學校在課程上與時並

進，為幼兒提供優質的教育。學校滿足幼兒愛玩的天性，繼續加強幼兒在遊戲中學習，教師鼓勵

與協助幼兒發掘潛能，讓幼兒在豐富的學校活動中，經歷精彩的學習歷程，引發創造力和自主學

習的好奇心，並且能夠體驗成功的滋味，從中建立解難的自信心。

另一方面，不少醫學研究已證實透過親子共讀，能刺激幼兒腦部、語言發展的能力，對幼兒健康

成長有顯著幫助。學校大力推行圖書閱讀計劃，並舉辦親子閱讀家長工作坊，加強家長與子女閱

讀和帶領延展活動的能力，培養幼兒閱讀的習慣，感受閱讀的樂趣。

2019/20學年標誌九龍靈糧堂幼稚園踏入第40年，是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好時

機。我們會繼續謹守前人奠立的基石，竭力營造充滿愛和關懷的學習環境，讓幼兒

在充滿關愛和尊重的校園中愉快學習、茁壯成長。

    最後，「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13:13)。盼望我們一班專業團隊繼續努力，繼續按照聖經真

理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並藉著傳揚耶穌基督的愛，使幼兒懂得活

出愛神愛人的樣式。

編者的話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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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又聽到孩子在學校打同學的消息，又或突

然收到這樣的一個訊息：孩子可能有過度活躍症，最好

轉介去見醫生。這時你的感受是什麼？你期望學校怎樣

配合你？你期望子女有何改變？今天讓我們了解如何當

一個不一樣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特殊需要及介入

    每名孩子都是獨特的，發展進度也是因人而異。但

一個孩子在某個或多個發展範疇出現明顯的不適應問題

或困難時，或已是出現了特殊學習困難。特殊學習困難

不是病，而是一種「障礙」、「缺憾」，如近年常見的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讀寫障礙

等。，因為孩子的成長發展有很大的改變空間，提早的

發現及介入對孩子成長大有幫助。

    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孩子問題行為及了解成因而識

別，從而轉介至相關評估及訓練服務。隨著現時社會對

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關注，出現了不少相關的服務，

如臨床心理服務、醫生評估/診斷服務、資助學前康復

服務﹝包括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等﹞。而本園便邀請了香港耀能協會協助有需要的幼兒

及家長；學校會制定符合孩子的教學及處理策略如簡化

習作、重複教學等；社工也會從中提供改善社交及情緒

等治療小組，改善情緒行為問題或學習困難等，協助孩

子更能適應學校的生活。如父母有需要，歡迎向學校社

工諮詢相關服務及建議。

家庭如何陪伴孩子？

    「你對子女最大的期望是什麼？」於各種的家長講

座中我經常這樣問父母們，而得到的答案多是子女可

健康開心地生長，當然也有不少父母在懷孕期已在幻想

孩子的樣貌以及未來的出色表現。然而當子女被診斷有

特殊學習需要時使我們的幻想破滅，更遑論我們只要孩

子健康快樂成長這樣看似簡單的期盼。震驚、無助、徬

徨、無奈、傷心、逃避等失落的哀傷及內疚擔心的情緒

難以避免，而接納子女有特殊需要、接受孩子在起跑線

上的落差，又或是考慮日後照顧子女成長階段的需要也

不容易，如要考慮子女選擇日後入讀主流學校或是特殊

學校。

    因為期盼子女有所成長，所以我們把心力都放於應

付孩子行為問題、掌握訓練子女的理論及技巧上，忽

略了父母自身的需要。然而研究或是實務經驗上都告知

了我們如果父母受到情緒困擾，即使掌握知識理論也未

能實踐已學習的管教及訓練技巧。反之，當我們愈緊張

子女的學習進度，覺得孩子有情緒行為問題，親子關係

反而陷入緊張的關係。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聽到父母的心

聲：我已盡心盡力訓練及陪伴孩子，為何他總不能如我

所講去做，反而不斷發脾氣，存心與自己作對？結果便

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了。

專 題 篇

要打破這個循環，不妨考慮以下方法：

一、認清孩子行為問題背後的動機，小心判斷孩子是尋

求關注？想得到多權力的掌控？報復日常所遇到的不公

待遇？又或只是因身體機能問題使其未能明白你的管教

及指示？當我們認清孩子的行為動機，才能對症下藥，

而對孩子存心與自己作對的想法減少方可紓緩沮喪。

二、定期檢視自己的情緒建康。當家長自己的問題未解

決時，又如何去愛小孩呢？有不少家長曾分享，責備孩

子的過程中多時都「為鬧而鬧」、宣洩壓力。父母先察

覺自己情緒對管教孩子的影響，放寬對自己作為父母及

孩子發展能力的期望，焦慮不安及煩躁相對也會減少，

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孩子的優勢，當面對孩子「問題天天

都多」的情況便不易受情緒觸動而作出使彼此都筋疲力

竭的管教方式。

三、孩子的行為及學習多會受情緒影響，我們要讓其學

習正面行為，不如先回應其情緒，讓孩子感到被明白。

首先以「我知道…….(指出孩子的情緒)，因為……(具

體引致情緒的原因)」，讓對方明白我們理解及接納其

情緒，而不只是拒絕。其二以「不過……(指出要限制

其行為背後的原因)。」其三向孩子說出「你可以……

(指出可容許的行為)」，制止孩子負面情緒行為時，我

們也要為他們找一個出口疏導情緒，讓孩子明白他們還

有什麼可選擇。由於具特殊學習困難的孩子多只有短促

的專注力，我們只要給予簡單的指示，避免「囉囉唆

唆」。當他們接收到父母的訊息：「我在這裏，我聽

到，我關心，我了解」，長久而言有助他們了解自己的

需要，也更有信心地表現自己的潛能。

    現今的父母不容易當，尤其是特別孩子的父母更難

以擔當，然而我們有著學校老師、社工以及家人的陪

伴，定能有力量去面對孩子漫漫成長路上的困難。在想

著尋找資源協助子女成長時，父母是一個關鍵的解藥，

所以不要忽視照顧自己的重要性。

    父母們，無論是什麼管教困難，不要一人硬撑，歡

迎聯絡學校社工，我在這等你們喔！

做一個不一樣孩子的父母

郭少格  註冊社工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家庭健康教育及輔導中心

    擁有多年兒童、青少

年、精神病康復者、長者及

家庭服務經驗，常走訪各大

小機構提供家長講座及學生

輔導與小組治療服務，致力

以多元化介入手法如園藝治

療、繪本及藝術等形式進行

精神健康服務、學童成長及

親職教育。

2



報 告 篇

本園教師會定期參加校外各種研討會及在校內舉行教師專業
發展日，旨在提升教師的教學的素質，並促進教職員工間的
聯繫與溝通。
13.9.2019(五)為本園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邀請了綠腳丫創
辦人柯佳列先生講解「繪本閱讀培養幼兒良好品格」，讓教
師們透過繪本了解如何培養幼兒良好品格。

21.9.2019(六) 本園教師參加由香港
基督教幼稚園教師會於啟基學校舉行
的秋季研討會，研討會邀請了樂研坊
創辦人—許饒小珍校長主領專題講
座「教師的專業形象」。

碩士學位教師3人  學位教師7人
持幼兒教育高級文憑/教育証書(CE) 7人
其他師資培訓1人

教師專業發展日

員工活動

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

行政人員3位，辦公室人員2位，教學人員13位，專科普通話
老師1位，外籍英語老師1位，司機及校工9位，合共29人。
幼稚園學生人數222人  　男生 102人    　女生 120人 

2019/20學年
上學期校務報告

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幼兒班迎新活動
28-30.8.2019（三至五）幼兒班親子迎新活動 ，內容有親親班主
任、圖工、茶點、興趣活動及與父母分離時間等安排，另外，亦
附設由家長陪同幼兒乘搭校車服務，以建立幼兒之安全感。

升小一家長會
7.9.2019（六）上午9:30-11:30 於聖公會聖
十架小學舉行「升小一家長會」，幼稚園
高班家長出席了解2020年9月升小一的統
一派位的詳情，會中陳頌康校長為家長講
解小一選校策略及面試的準備，又為學生
安排小組活動及參觀小學校舍及設施。

家長講座
4.1.2020（六）上午9:30-11:30，資深幼兒教育的工作者李麗梅
博士為家長主領「自由遊戲提升幼兒創意、合作和自主能力」。
透過講座讓家長了解自由遊戲對兒童成長的重要，以及家長在遊
戲中的角色。

家校會親子旅行
26.10.2019(六)舉行家校會親子旅行，
當天家長和學生到天水圍綠田園及大埔
海濱公園，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呢！

感恩節捐獻
26.11.2019(二)為本園感恩節崇拜。當
天共收集9箱罐頭雜糧等食品，並已全
數贈予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此外，
本園共籌得港幣$12,950，全數已轉交
樂施會，本園謹再次代表受惠人士，多謝各位家長慷慨捐贈。

迎新活動
13.9.2019(五)為本園員工迎
新活動，當天校董、教牧同
工及本園一眾新舊教職員
工聚首一堂，透過遊戲、聚
餐，讓新舊教職員工可彼此
交流，加深了解及認識。

家校會親子賣旗
2.11.2019(六)家
校會為香港路德會
進行賣旗活動，當
天家長和學生積極
參與，為慈善出一
分力！

第十六屆家校會選舉
7.12.2019(六)進行第
十六屆家校合作會會員
大會暨常務委員選舉，
當中進行第十六屆常務
委員選舉，7位家長當選
成為第十六屆家校會常
務委員。

家庭與社區的聯繫

善款轉交樂施會代表食物轉交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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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脊講座

校 園 篇

我們玩花燈及製作冰皮月餅，真開心！

中秋節提燈會     

生日會

寄信樂

烹調活動

參觀園舍 日常學習活動

日常學習活動

中國週活動

有營派對

中國玩意很有趣呀！

我們種植的花，名叫「洋鳳仙」。

生日會遊戲真好玩呀！

 我們來寄信！

我們做小廚師呀！

 老師帶我參觀園舍及探訪黃校長

聖誕節到了，很開心呀！

公園裏，風景好！
我們的身體很有用呀！

放風箏及登高很好玩呢！

我認識了消防員及救護員的工作

我們知道如何做「護脊操」

重陽節登高遊戲

宣明會生命教育講座

全校活動

幼兒班

消防安全教育講座及小小救護員

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遊九龍仔公園（秋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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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了主任、老師，了解她們的工作！

校 園 篇
低班

高班

參觀園舍
烹調活動

專題研習

烹調活動專題研習

我們參觀了校舍及探訪了楊校監！

 秋高氣爽，旅行真好玩！

我們明白要保護
郊野公園的資源
及環境

做體操，玩遊戲，很有趣呀！

我們研究家庭用品！

我們學習做小廚師，製作美味的食物！我們開設了商店 做運動及探索，很認真呀！

我們認識了很多救火的知識！

看！我們到九龍寨城公園，玩得很高興啊！

 我們學習購物的程序！
參觀歷史博物館，讓我們知道香港的故事呢！

我們一起製作美味食物！

和黃公園（秋季旅行） 日常學習活動

郊野公園幼稚園訪校活動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牙醫叔叔提醒我們早晚要刷牙！

九龍寨城公園（戶外研習）校園小記者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 參觀歷史博物館 參觀超級市場

日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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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活動真有趣！ 學習普通話，很有趣啊！

自由遊戲 STEM

ENGLISH SHOW 趣味普通話

校 園 篇
多元智能活動

課餘活動
我們愛遊戲！

我愛創作！ 英語遊戲真好玩！

我愛動腦筋！舒展筋骨、身體更健康！我學會跳繩！

我們聽故事後，更會演繹故事呢！ 我們很認真在探索呀！

繪本閱讀

創藝畫班

體適力班跳繩班

英語拼音班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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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篇中秋節親子創作

聖誕節親子創作

中國週親子創作

親子花燈設計比賽

親子聖誕吊飾設計比賽

幼兒班：親子中國畫設計比賽

低班：親子中國民間玩意設計比賽

高班：親子中國剪紙設計比賽

上午班 下午班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上午幼兒班節制組 林承羲 下午幼兒班溫柔組 譽菁雅
上午低班忍耐組 陳紀佑 下午低班忍耐組 陳樂茵
上午高班喜樂組 王祉堯 下午高班仁愛組 伍雪瑤

亞軍
上午幼兒班節制組 招貝諭 下午幼兒班信實組 馮子妮
上午低班良善組 朱可晴 下午低班恩慈組 馬俊燁
上午高班仁愛組 招舜悠 下午高班喜樂組 石欣翹

季軍
上午幼兒班溫柔組 顏許意 下午幼兒班溫柔組 唐 懿
上午低班良善組 梁淏舜 下午低班良善組 林卓嬈
上午高班仁愛組 李若菲 下午高班仁愛組 羅煦彤

優異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何芊滺 下午幼兒班信實組 汪 堯
上午低班恩慈組 陳奕妤 下午低班忍耐組 藍柏皓
上午高班和平組 黃芊雪 下午高班和平組 翟穎琳

上午班 下午班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上午幼兒班溫柔組 梁佑晴 下午幼兒班節制組 黃鈞皓
亞軍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黃緣康 下午幼兒班溫柔組 唐 懿
季軍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羅以曦 下午幼兒班信實組 馮子妮
優異 上午幼兒班節制組 招貝諭 下午幼兒班節制組 吳焯喬

上午班 下午班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上午低班忍耐組 周尚恩 下午低班良善組 邱晟志
亞軍 上午低班恩慈組 陳奕熹 下午低班良善組 龍子蕎
季軍 上午低班忍耐組 劉柏皓 下午低班忍耐組 李玥彤
優異 上午低班良善組 甄凱琳 下午低班忍耐組 廖倩希

上午班 下午班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上午高班和平組 李雅澄 下午高班仁愛組 鞏睿弘
亞軍 上午高班喜樂組 陳芊芮 下午高班喜樂組 陳澤賢
季軍 上午高班喜樂組 羅鈞朗 下午高班仁愛組 鄭博文
優異 上午高班和平組 王玥蕎 下午高班仁愛組 黃梓翹

上午班 下午班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徐嘉悅 下午幼兒班節制組 蔡睿淇
上午低班恩慈組 陳奕熹 下午低班良善組 林卓嬈
上午高班仁愛組 陸希哲 下午高班仁愛組 鞏睿弘

亞軍
上午幼兒班溫柔組 李曉潼 下午幼兒班信實組 馮子妮
上午低班忍耐組 何祉霖 下午低班恩慈組 謝嘉浩
上午高班和平組 麥耀天 下午高班喜樂組 梁弘爵

季軍
上午幼兒班節制組 吳倩潼 下午幼兒班信實組 陳  臻
上午低班良善組 甄凱琳 下午低班恩慈組 麥殷豪
上午高班喜樂組 余珀灝 下午高班和平組 陳冠霖

優異
上午幼兒班節制組 侯樂昀 下午幼兒班節制組 蔡喬因
上午低班恩慈組 黃靜晞 下午低班良善組 江穎鎧
上午高班仁愛組 周鎧溵 下午高班仁愛組 黃綽霖 7



頌 主 篇

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王華燦牧師

牧者隨筆

    執筆之時適逢聖誕佳節，六個月來的社會運動，不知
撕裂了多少家庭，不知叫多少原本美好友情關係都變得
疏遠，甚至乎因政見不同而不相往來，這真是很可惜的現
象。建立友情需要何等長久，破壞關係卻是轉瞬之間。

    當社會的氣氛不和諧，我們再次遇上聖誕節，氣氛好
像突然間轉變了，聖誕的音樂四處響起，喚醒人聖誕臨
近。今年的聖誕，商場的佈置沒有以往燦爛奪目的裝飾，
巨形的聖誕樹也不復多見。然而，每當悠揚的聖誕音樂響
起，總教人內心有一份不期然的平安與寧靜。這份內心湧
現的平靜，與好幾個月來出現的煙火畫面，成了一個強烈
的對比。

    聖誕節真是一個特別日子，它正訴說著一個古舊的故
事，主耶穌降世為人，生於伯以恆城的馬槽，主的降生
正告訴我們以神的愛去解決人與人的矛盾與冤仇。我們都
面對罪惡權勢對我們關係的傷害，試想由最初一單殺人案
件，演變成整個城市的撕裂，那豈不是一個大笑話。人的
罪好像一塊掉落平靜湖面的小石塊，泛起千尺浪，這個連
鎖反應，帶來一幕幕的悲劇。

    聖誕節正是記念主的降生，這是神賜給人的禮物，告
訴人在主耶穌裡有赦罪與平安，明白罪惡的權勢一直綑綁
人的心靈，叫人不斷的墜落，以致一個錯誤引來另一個錯
誤，一個罪惡帶來另一個罪惡，沒完沒了。唯有主耶穌可
以將這個罪惡的循環斷開，因著祂的死與復活，叫人得著
赦罪與平安。

    聖誕節的平安，正是這種平安，人來到主耶穌那裡，
得著赦罪的平安，以致人與人可以復和，這個世界有真正
的平安。

    新學年的幼童崇拜已開始了！每次的幼童崇拜教師
都會和幼兒一起唱詩歌及分享聖經故事，希望藉著不同
的聖經故事讓幼兒可以認識天父及
愛主耶穌更深。盼望幼兒認識到耶
穌的愛及學習愛人。

    本園於26.11.2019（二）舉行感恩節崇拜，內容包
括詩歌敬拜、話劇及祈禱。孩子透過故事，明白感恩節
的意義，並感受天父的愛護。

    14.12.2019（六）於本園一樓禮堂舉行聖誕慶祝
會，內容有話劇及由全校學生表演，一同慶祝耶穌基督
降生。

校牧的話

幼童崇拜

感恩節崇拜

編輯小組： 楊玉華校監、黃智君校長、陳偉恬主任、曾詠詩主任

喜 訊 篇

在此祝賀本園連嘉如老師
於24.10.2019 誕下女兒，
取名許芯悅。

在此祝賀本園蘇詠雙老師
於29.10.2019 誕下兒子，
取名何以信。

上午低班恩慈組陳晞彤獲得
2019 縯紛心意咭設計比賽
季軍及IYACC 第十一屆國際
公開繪畫大賽亞軍。

上午高班仁愛組梁憫心獲得
袋鼠杯舞蹈比賽2019金獎。

上午幼兒班溫柔組吳韵琪獲得
第五十六屆全港學術比賽小天才中英
文認字盃幼兒低班—中文冠軍。

下低忍耐組廖倩希獲得元朗區體
操公開賽2019幼兒女子C組個人
全能第1名。

聖誕慶祝會

8


